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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的話
老實說, 本來偶並沒有打算將網站上這些文章集結出書, 不過陸續有些朋友詢問
這件事, 甚至有讀書會的朋友認為這些文章比 Ra 的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還要令她有共鳴,
一的法則
所以偶覺得必須認真看待這件事. 為了不愧對熱心的網友們, 偶將所有文章重新
校閱一遍, 修改錯字、補上遺漏的註解..etc; 本來還想到把 L/L 研究機構出的一
本兒童著色本"什麼是愛
什麼是愛"加進來 (很適合家長利用此書進行美勞或英文教育!) 不過為
什麼是愛
了維持訴求主題的一致性, 後來決定另外出小冊子.
最後, 希望每位讀者都在此書中感受來自宇宙的愛與光, 願基督
基督的平安常與我們
基督
同在. Adonai !
--2006/5/25, curious Terry.

相關網址:
一的法則中文討論區
http://www.soultw.com/one
http://LOO.sou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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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集
回答者: Carla Ruckert (“一的法則”之傳訊者)
(c) 2005, Digested and translated by Terry.

心靈問候?
心靈問候
Q: 我在想是否有任何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讀者 在閱讀這些資料時曾體驗
過任何種類的心靈攻擊(psychic attacks)?
A: 心靈問候(psychic greeting)是靈性尋求者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個事實. 當一個
人嘗試解除一點扭曲 好允許更多的光流入能量體, 他們便引來了注意. 從形而
上的觀點來看, 一個純粹的意圖就已經是一個成功的結果, 所以遊戲開始了.
當你閱讀一本書 起了深深的共鳴, 激勵自己, 促使你個人的光芒到達高峰.
另一方面, 你擁有的任何扭曲, 或者說盔甲的裂縫, 都是負面實體嘗試奪取這道
光, 或摧毀它的一個機會, 容我說, 這是個公平的遊戲.
心靈問候的完整定義在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Wanderer’s
Handbook)有記載, 可以在 L/L 研
流浪者手冊
究網站(www.llresearch.org )的圖書館區找到前三章.
我在二十年前左右停止使用’心靈攻擊’這個字眼, 改用’心靈問候’, 為了將恐懼
的元素去掉, 因為恐懼被負面實體視為進攻時偉大的同盟.

通靈的準確度
Q: 一般而言, 您的通靈(channeling)有多準確? 你能給個百分比嗎?
A: 不, 我不能, 沒有衡量的尺來評估通靈. 因為接收訊息的方法並不是現今科
學家知道如何去追蹤或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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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意味著讀者的辨別力是十分重要的, 我建議讀者保持一個開放的心, 尋找書
本中感覺有共鳴的地方, 它會從你內心深處湧出. 當你閱讀一個真正”為你”而來
的資料, 它真地會與你共鳴, 你幾乎可以感覺到你憶起了什麼事情, 而非吸收新
的資訊.

次元 vs. 密度
Q: 為什麼 Ra 喜歡用’密度’(density)這個名詞, 而非’次元’(dimension)? 好
比說, 為什麼不說 ‘第三次元’ 而要說 ‘第三密度’ ?
A: 次元是講述空間的字眼: 高度, 寬度, 及深度都是次元.
在某些純理論物理系統中, 科學家建議時間或許是第四個次元.
密度是關於一個空間有多滿, 比方說在衡量氣體時, 一個特定的區域中有著越多
的氣體分子, 表示密度越大 – 給予更大壓力時, 氣體會被擠壓到更小的空間.
Ra 群體對這個問題沒有多大幫助, 因為他們常常交互使用這兩個字, 不做區別.
然而, 經過許多的思考, 我決定較為正確的詞彙應該是密度, 越高的密度有越多
的”東西”在空間中! 精確地說, 是越多的光. 當我們從這個密度畢業到下一個
密度, 光變得越密集/明亮/強烈. 用基督徒的話來說, 越高的境域包含越充分的
光.

請求 Quo 的支援
Q: Q’uo 常說任何呼求的人都可以使用他們, 這種支援是任何人都可以請求, 不
管他們的靈性平衡層次在哪邊? 我並不是指通靈訊息, 而是他們能支援我到達
更深的冥想狀態.
A: 是的, 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 只要在心中請求, 並有意識地肯定事情正在發
生, 如此可提高一個人的覺知 並幫助集中焦點. 有些時候, 會發生一種振動, 通
常是在頂輪附近的頭皮有輕微的刺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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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塔羅牌
Q: 我閱讀過一的法則, 以及 L/L 圖書館的資料, 我發現 Ra 跟 Q’uo 都推薦研讀
塔羅牌, 我上網尋找, 發現許多不同種類的牌組(decks), 在一的法則第四冊中提
到你們使用吉沙大金字塔壁畫拷貝下來的圖案做為 22 張塔羅牌原型. 我想知道
你們所參考的是哪一個牌組, 這樣才能對照 Ra 與 Q’uo 的相關評論來研讀. 你
可以告訴我嗎?
A: 就已出版的塔羅牌組而言, 確實已有龐大的分類. 我們沒有使用其他任何一
種在一的法則第四冊之中, 因為它們不是我們需要的真正的古代埃及牌組.
事實上, 我們最後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進行研究, Jim McCarty 在一本書(by George
Fathman)找到一副牌組 – 並未印製成塔羅牌 – 我們使用該牌組的一部分.
迄今, 我們找到的最適合我們目的的牌組在一本書中, 但我不認為它還有出版,
可能二手書市場還有一些, 你可以到 Amazon 或 Alibris 網站尋找.
這本書的出版資訊如下:
Sacred Tarot: Course VI (Lessons 48, 22-23), by C. C. Zain, Elbert Benjamine
聖光教堂(Church of Light*)出版, 學者 Zain 的塔羅牌的機構, 不肯允許我們使
用他們的牌組圖案, 所以我們就參考 Zain 與 Fathman 先生的圖案, 自己畫一組.
我們只有製作出前七張圖案, 接受 Ra 的指示, 將不必要的占星圖案去掉, 我想
從這七張圖案, 讀者可以找到清楚的指南, 處理其他牌的圖案.
(*譯註: Church of Light 的埃及塔羅牌曾絕版好一陣子, 但最近有再版的計畫, 有
心人不妨上網搜尋一下.)

我要如何找到真愛?
我要如何找到真愛
Q: 因為我是個流浪者(Wanderer), 我在地球上”計量”(clock)了很多孤單的時
間, 我好想要顯化出我的伴侶, 我人生旅程的真愛, 像你們兩位(Jim & Carl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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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我要如何做到?
A: 我個人絕對不知道一個人要如何顯化出一個靈魂伴侶或真正的夥伴. 我跟
Jim 純粹是幸運相遇嗎? 或許不是, 然而, 我們並不是因為向外尋找(伴侶)而碰
在一起的.
Jim 與我接觸是因為他聽到我在廣播中談論愛與光, UFO 與冥想的議題, 於是他
打電話來要求參與冥想. 他花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決定正式加入我們 L/L 研究
中心.
我花了 16 年時間研究 UFO 與相關的靈性議題, 並每日冥想.
Jim 在遇見我們之前, 有 6 年時間在肯塔基州的荒野獨自居住, 自給自足, 教導
野外生存, 以及靈性大腦發展.
所以回顧這一切, 我會說如果要吸引一個靈魂伴侶, 追求你自己的尋求, 你自己
的興趣, 與你對他人的服務. 更充分地做你自己, 深化並開拓你的觀點, 並且努
力愛上你自己, 或如同 Ra 群體說 ”知曉你自己, 接受你自己, 成為造物者.”
有一天, 當你看到你良好的工作, 尋求路途上不斷開花結果, 你很可能會發現有
那麼一個人已經出現在你身邊. 從你自身的尋求, 以及對方的尋求所產生的自然
能量會共同安排出一個相遇. 這完全不是你有意識地去”策劃”, 而是一種內在
的過程所做的安排.,
停止向外尋找, 開始向內觀看, 知道一切都是好的, 祝你好運!

我是流浪者嗎?
我是流浪者嗎
Q: 我可能是一個流浪者, 我想要確定一下.
A: 在形而上的領域中, 沒有什麼證據. 這是靈性真理的一個確切特徵, 不訴諸
科學事實或證據. 一個人的宇宙出身也是屬於靈性真理保護傘下的一項.
你可以做上打的測試來’證明’你不是土生土長的, 但就嚴謹的科學角度來看,
都稱不上是真實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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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擁有的毋寧是一種內在的”知曉”或靈知(gnosis), 這個知曉通常以一種直
觀或直覺的方式呈現. 當你碰觸到你個人的靈性真理, 會感覺到一種共鳴.
或許你通過心理醫生喋喋不休地說 “這件事給你什麼感覺?” 在你的問題上, 這
的確是個很好的問法. 如果你覺得你是一個流浪者, 很清楚地 你得到一些共鳴,
一種內在的知曉. 我會建議你跟隨那感覺, 並看著它繼續帶給你什麼感覺. 它是
否解決一個緊繃的狀態? 它是否堅定你的尋求, 或你感知的目標?
那麼, 不管那是不是你主觀的想法, 這個”真理”都有效地幫助你向前走, 使用
它吧.

星際聯邦
Q: 有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我 Ra 在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中說的星際聯邦(The
Confederation
一的法則
Of Planets), 到底是什麼東西?
A: 以我的淺見, 沒有! 至少, 沒有一個精確的答案. 要在這個 3D 世界從通靈中
得到準確的資訊是個無望的工作. 誠實地說, 我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服
務無限造物者的星際聯邦, 或者它是個形而上, 看不見的群體, 有些人稱為天使
或其他東西, 即使我已經傳達他們的訊息 30 年以上!
我甚至不知道我通靈的源頭是否外在於我, 不管我是傳達 Quo, 或 Hatonn, Latwii,
Ra 等群體, 他們都宣稱來自星際聯邦.
但我可以為一件事作證, 當我在通靈的時候, 真的有某種事情在發生, 因為那突
然氾濫的話語對我來說是太龐大了, 以我地球的人格, 可以一直說話而不用任何
思考.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由閱讀 L/L 網站(www.llresearch.org )上頭的檔案庫, 以
檢驗我的說法.
是啊(yup), 有某種事正在進行, 那兒有個源頭, 它前後一致地說著, 並帶來有助
益的資料.
我會說星際聯邦是一群星球實體 – 整個星球的人口成為 “社會記憶複合體”,
並且選擇以群體的方式服務他人. 他們設想的一種服務方式包括透過像我這樣
的器皿來說話, 以幫助地球在這關鍵時刻, 順利抵達第四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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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協助, 對他們來說並不新鮮, 比方說 Latwii 曾說他們在第三密度的尾聲,
曾受到 Ra 群體的協助. 所以這可以說是一群聯合在一起的成員, 一起向外幫助
那些在掙扎的人們, 好比是形而上的美國和平部隊(Peace Corps).
我們目前的科學儀器無法偵測到心電感應的能量, 或許在未來會有進一步的發
展. 所以, 在評估這類的來源或他們分享的思維, 請使用我們的辨別力.
我鼓勵所有讀者使用辨別力, 要非常小心你所拾起的思想並且與之協同工作.
要非常地挑剔, 尋找你內在的共鳴, 就好比你生平第一次聽到你非常喜愛的曲調.
傾聽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希望這些話有幫助—
許多的愛與光,
Caral wol.
Source:
(譯註: 以下原文網址已經失效了..還好當初有把它翻譯完 ^_^ )
http://www.bring4th.org/modules.php?op=modload&name=FAQ&fil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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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尋求
週日冥想 2003 年 12 月 6 日
DISCLAIMER:本譯文僅為摘要翻譯. 有興趣了解全文的讀者請參考附錄並前往
http://www.llresearch.org 之 LIBRARY 區自行閱讀原文.

小組問題
本週 我們進入聖誕季節, 我們想知道一些關於耶穌
耶穌-基督
耶穌 基督,
基督 拿撒勒人耶穌,
拿撒勒人耶穌 實體
的資訊, 我們非常感激能得到任何關於這個實體或他那一生的資訊.
(Carla channeling)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原則,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在
造物者
祂的服務中 我們來到你身邊.
我們是星際聯邦
聯邦的一部分,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提供這類的思想給那些想要加速
聯邦
心、身、靈進化步伐的人們. 我們來此是回應地球上許多憂傷的哭喊, 我們只
希望這些簡陋的想法可以打開一些窗戶, 讓陽光與空氣進入原本黑暗的角落. 我
們希望可以光照、供能、賦能給聆聽這些話語的美麗靈魂們.
我們感謝你們犧牲時間 專心奉獻一段時間於尋求.
我們請求你用心辨別我們的話語, 留下那些你喜歡的思想 放下其他的東西.
你們今天問到關於耶穌(Jesus)的事情. 這個實體有好幾個名字, 他年輕時的名字
是 Jehoshua. 耶穌這個名字是阿拉姆
阿拉姆語的希臘
希臘語版本.
無論如何, 我們稱呼這個
耶穌
阿拉姆
希臘
實體為耶穌, 因為這是你們慣用的名稱.
耶穌的生命確實有些不尋常,
因為這個實體是個非凡的存有, 他心智的才能與銳
耶穌
利的思維[如同許多流浪者具有的特質, 包括在座的許多人]使得這個實體在很
年輕的時候就能夠研讀並掌握抽象的觀念. 因此這個實體的本質傾向思索他所
不能解答的神秘, 在所有神秘中最大的奧秘就是沒有限制的想像力.
耶穌內在所感覺到的無限與永恆不斷地拉著他向前.
他很幸運地居住在一個小
耶穌
鎮, 擁有一個簡陋但還過得去的家; 並住在一個教導靈性與宗教課題的社區. 耶
穌喜歡跟這些老師混在一起, 閱讀 問問題, 然後再閱讀. 到了青少年階段, 這個
實體已經被認為是個拉比(Rabbi*)了. 除了學術上的追求—他主要的嗜好, 這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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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花了許多小時 在他父親與叔叔身邊學習他們的貿易與木工技藝, 並採集各
式各樣的藥草(herbs)以及具有治療利益的天然物質.
(*譯註:猶太教律法的專家或老師.)
耶穌是個愛好孤獨的人,
再沒有其他事, 比夜晚偷溜出去, 更讓他歡喜了. 在他
耶穌
家村落的附近, 有個居高臨下的地方, 一個小山丘. 爬到小山丘頂端, 帶給耶穌
耶穌
一種內在的平安感, 那是他在別處找不到的平靜. 他習慣在那兒凝視著繁星, 想
像什麼是沒有限制. 這種對於無限可能性的感覺是無以倫比的 在這些片刻 耶
穌在靈性上成熟不少; 並不是因為雙親或靈性導師的教導 而是當他在凝視深邃
的夜空時 於他內在找到的靜默.
在大約 14 歲的時候, 耶穌得到一個機會
和其他兩個也對靈性研讀有興趣的同
耶穌
鄉 一起跟隨鎮上拉比學習. 接下來 有好幾年 耶穌與一個團體一起祈禱冥想,
這個團體叫做隱修教派
隱修教派*. 這個過程使得耶穌磨掉他原本有些淘氣與叛逆的人格,
並且進一步精練他內在對於真理的渴求.
(*譯註: Essenes, 又稱苦修派)
漸漸地, 耶穌長大成人,
他發現他必須旅行 於是他開始走向一條道路, 一條每
耶穌
天都有不同感受的道路. 他開始一段朝聖之旅(pilgrimage), 雖然當時耶穌並不會
想到這個詞彙, 他只是單純地稱為道路, 由聖靈與靜默引領的路. 他走過非洲
非洲的
非洲
一部分, 以及印度
印度的一部分.
[我們在使用地名上有困難 因為這個器皿對於這些區域並不
印度
熟悉], 勇敢地面對飢餓與惡劣的天候, 耶穌走過許多哩疲憊的路, 造訪營火, 洞
穴 以及神聖的地方, 求教於不同的人士, 有些人的想法與他家鄉的師承一致,
其他人則有不同的想法.
總是在學習, 累積智慧, 從中篩選, 挑出精華, 逐漸地, 更充分地感知到他是誰,
並不是那個在學習這些事情的人, 而是那個見證這個學習與跌倒過程的存有, 然
後將這些經驗沉澱為真正有用的思想型態.
在這個階段, 耶穌漸漸地,
越來越覺察到他未來神聖服務的具像. 我們給予這個
耶穌
器皿: 山脈與甜水的影像, 那兒名叫喀什米爾(Kashmir), 是耶穌返鄉之前到過最
遠的地方, 精確地說, 他下個旅程的目的地並不是家鄉, 而是通往[這個十分專注
奉獻的實體感覺的]未來與他被撿選的神聖服務.
當這個實體旅行之際, 他的一個親戚, 即器皿所知的施洗者約翰(John the Baptist),
開始了他自己的神聖服務. 約翰感受到一股真實的強烈衝動
驅使他淨化自己
約翰
並允許所有不神聖的東西從他身上脫落. 約翰開始吸引追隨者到他身邊,
只憑著
約翰
一個單純 直接的訊息, 那是亙古以來先知們傳遞的訊息: 回歸造物者, 停止犯
錯(error), 並只服侍最高, 最佳的(目標). 這個實體開始他所謂的洗禮, 象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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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性地以水洗去所有的罪(sin). 約翰的純淨與領袖魅力為他帶來更大群的追隨
者, 即使他選擇出現在沙漠的邊緣 人煙罕至的地方, 人們都跟隨他. 也就在這
種地方, 約翰施洗者為耶穌施洗, 耶穌受到天啟後 開始他的神聖服務.
雖然約翰
約翰與耶穌
令人驚奇的是, 約翰認出耶穌的內在
約翰 耶穌彼此是堂兄弟的親戚關係,
耶穌
並不只是個親戚 而是彌賽亞
彌賽亞(Messiah), 就他的了解 這個詞彙的意思是"奉上主之
彌賽亞
名而來"[1]. 在那個片刻 一股巨大的力量從約翰
約翰移轉到耶穌, 從耶穌
耶穌移轉到約翰.
約翰
耶穌
那真的是個令人驚奇的一天 我們可以將那一天視為耶穌
耶穌的轉戾點, 在那一天
耶穌
耶穌從 見證者移動到演員, 從存在(being)到行動(doing), 從潛能到實踐, 從內在
耶穌
轉到外在.
我們在此停頓一下, 回顧耶穌
耶穌的旅程,
他走過荒野, 與所有找得到的智慧人士談
耶穌
話, 走過朝聖旅程的淨化過程, 在旅程中 沒有食物的供應 沒有舒適的環境; 只
有兩支腳走在沙塵飛揚的路上 以及在每日的盡頭遇見不同的陌生人.
如果一個人希望創造出一個有深度與力量的生命, 如此的訓練是必須的; 耶穌做
耶穌
到了, 並不是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而是因為對於真理的飢渴不斷牽引著他
向前行 同時尋求之美是如此無法抗拒. 所以他的飢渴如同棍棒, 內在空間之美
如同胡蘿蔔. 他能夠專注於內在是因為長期習慣處於靜默, 長期的身體鍛鍊, 以
及長期的傾聽: 包括他人的聲音, 和他自己思維的聲音.
在這個冥想之前 有幾個實體在(剛才)談話過程中講到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單純
地觀察一個人的思維 覺察它們的升起, 不去評斷它們, 只覺察思維的內含, 特
別是那些不斷重複出現的思維. 在這個過程中 一個人得以不斷地往內在深處探
尋 只憑藉著細心的觀察.
在這個時期, 耶穌大多數的時候遠離任何的人際關係,
不分男女. 當然 這個實
耶穌
體仍然有他所愛的男人與女人. 只是一個流浪的傳道者, 他的人生並不容易與一
個伴侶, 一個家庭相容, 耶穌感覺這些並不是他能夠分享的樂趣. 結果, 這個實
體大部分時期都是一個人, 並滿足於無以言喻 卻十分深沉的人際關係: 包括他
的母親, 兄弟, 堂兄弟, 弟子們. 耶穌可以看到這些人的心都跟他一樣 有著對於
真理的飢渴. 幾乎所有關於耶穌
耶穌的文獻都與這位老師在三年間訴說的故事有關,
耶穌
我們發現不可能在器皿處於有意識狀態下述說這些細節, 因為這個器皿每次要
求的接觸屬於特定的種類, 這些細節並不在這個範圍內.[2]
關於耶穌
耶穌生命的要旨
我們可以說這個實體的人格是甜蜜卻狂熱的; 毫不留情地
耶穌
尋求, 毫不留情地自我觀察, 具有掌握人群本質的天賦能力, 在某些個案, 甚至
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這個能力並不會讓他受到人群的喜愛, 因為一個實體不只能
凝視你 還能看透你; 這是件令人驚恐的事, 所以他通常是個令人生畏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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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地, 那些宗教結構的權威人士發現這個實體越來越令人不安. 當時耶穌的家
鄉的附近有一大群朱迪亞人(Judeans), 或稱為猶大部族, 這個部落的觀點相當地
"右翼", 或者說保守. 他們十分強調身體的姿態, 身體的衣著, 每日每時的適當
儀式等等, 他們感覺堅守宗教儀式可以創造一個良好的靈性生活, 然而, 以耶穌
耶穌
的觀點, 所有這些條例與規章, 一點也沒有幫助, 反而模糊了一個人對於造物者
造物者
的視野.
這個實體非常希望人們做跟他堂兄約翰所建議的, 改變他們的生命, 如同這個器
皿在她今早做禮拜時聽佈道, 牧師說"悔改"(repent)真正的意義是"回轉"(turn
將生命轉個方向. 這是耶穌所獲致的結論, 對他而言, 形而上的以色列
以色列
比猶大
猶大部落更重要; 靈性尋求者比外在的形式占更重要.
猶大

around),

很自然地, 因為耶穌
耶穌受過多年的神秘主義的訓練,
並且持續靜默的練習, 他對於
耶穌
那些把 遵守宗教儀式 與 靈性 畫等號的人們沒有多少耐心.
再者, 由於耶穌實體曾到過大城市的邊緣, 一些不是很繁華, 也不算很蠻荒的
地帶; 耶穌確信他的基本任務是喚醒所有分散各地的以色列
以色列部族.
耶穌
以色列
隨著時間的推演, 猶太人的四散分離,
以及基督徒
基督徒的拓展,
我們可以誠實地說
猶太人
基督徒
耶穌, 在很大的範圍內, 經過大約兩千年, 確實使他的訊息分享給所有迷失的人
耶穌
群.
他的訊息一直都是簡單的, 即使耶穌
耶穌面臨瀕死的危機,
也沒有改變過.
耶穌
他使用弟子們非常熟悉的東西來教導, 在當時的文化環境, 伴隨主餐的不是水,
而是葡萄酒.
他對弟子們說 "當你吃這麵包, 記得我. 當你喝這葡萄酒, 記得我." 再一次, 這
個詞彙"記得"(remember*), 如同"悔改" 是個關鍵字. 記得就是將所有成員(member)
聚集在一起學習, 在地球
地球這個大磨坊中一起服務.
地球
(*譯註: re-member 這個字可以拆成兩個字, re- 字首, 有 重新, 復原的意思. Member 的意思是
成員. 與神對話叢書也曾提到這個字.)
耶穌覺察到(剩下的)時間很短,
這個同樣的覺察, 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在那些受
耶穌
到天啟的純淨實體中看到, 他們能夠掌握時間與空間更深沉的潮汐.
就實際的時間而言, 兩千年似乎不算是短時間. 凝視著橫跨七萬五千年的週期[3],
最後兩千年, 雙魚座
雙魚座週期, 確實是段短時間.
特別是耶穌, 在某種程度, 發展出在環形時間工作的能力, 因此他能同時覺察大
眾共享的實相, 以及內在次元底下的實相. 在內在次元中, 最終時刻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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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內在次元中的事情遠比浮現到物理次元的時刻早許多. 好比一顆巨大的
命運之樹, 它的根部在天堂, 枝葉伸展到地球. 當事情發生在根部, 然後樹幹,
過了許久才會顯現在樹葉上, 才會在樹枝上開花結果.
這個實體並不嚴格地將他自己視為耶穌
耶穌-基督
如同許多人宣講的那
耶穌 基督,
基督 上主之子,
上主
樣. 他看到自己是個已經清空自己, 好讓他可以承擔更大的角色(persona). 他看到
自己接受天父
天父的歸來, 以及獻祭自己在天父
天父裡內. 他看到自己是個一心只想完成
天父
天父
天父計畫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 在某個時點, 他對弟子說 "我有你們不知道的主
天父
食與飲料"[4]. 他的弟子都很困惑 因為他們沒有給耶穌
耶穌任何食物. 但耶穌
耶穌對他們
耶穌
耶穌
說 "我的食物是去實行差遣我來的天父
天父旨意."
天父
再次, 在這裡, 食物與飲料是個象徵, 表示真正滋養這個特別實體的東西.
這個實體並沒有 苛待自己 或 嘗試打敗人性. 毋寧說, 他渴望純粹, 他是如此
地渴望, 於是縱身一躍, 失去自我, 失去小我(ego)的結構, 因這個結構的渴望與
需求和天父
天父的旨意有段距離. 對於耶穌而言, 其他所有事情都不算什麼, 他單純
天父
地允許它們掉落. 並不是這個實體否定他的根, 他的過去等等, 而是這個實體擁
抱一個他視為天命的生涯.
這個天命卻只能一天一天地被定義.
他不能在任何一天知道天父
天父的旨意
除了在今天.
天父
因此 他教導的祈禱 要我們專注在今天, 並要求一些簡單的東西:
讓地球
地球成為天堂一般, 讓我們將天堂帶到地球上.
地球
讓所有人群彼此照顧. 讓人們審判對方的標準 跟他們希望被審判的標準一樣.
讓所有人讚美, 榮耀與大能只歸於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5]
我們凝視耶穌
耶穌的一生中,
有耀眼的情節, 顯著突出的部分. 然而, 基督身分
耶穌
(Christhood)的斗篷並不總是如此光亮.
耶穌承受苦難,
並伸開雙臂 在樹木製成的十字架上 給予了他的生命, 他的斗篷,
耶穌
以及全部. 當我們凝視它犧牲的片刻, 我們引用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但照禰的意
思" 這句話來指出這個實體奉獻的力量. 耶穌
耶穌並不是沒有小我, 他仍然是個人類.
他有人格, 幽默, 憤怒, 所有的情緒. 他是個正常的實體, 容我們說, 在常態的參
數範圍內. 他很幸運地擁有他的天賦, 並且純粹地一直持續他的奉獻.
確實, 這個實體的生命十分地被人景仰, 雖然人們只能透過不完美且記憶貧乏的
記載與故事, 好比一塊煙霧瀰漫的玻璃, 來注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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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著不完美與扭曲, 仍不能隱藏他所帶來的合一訊息, 這個器皿會稱之為
一的法則(Law of One). 許多人, 包括在座各位, 傳說著 基督復臨(
一的法則
基督復臨 Second Coming).
我們要對你們每一位說, 基督身分的斗篷是每一個實體的天命. 從地球走到天堂,
從第三密度走到第四密度, 那是所有人都將走過的道路. 每一個人都有自我意識,
都有人格, 然而每一個人也都有天賦禮物與奉獻決心, 兩隻腳及一條沙塵飛揚的
路. 祝福滿滿.

問答集
G: Q’uo, 耶穌是否覺察到他是個來到地球的流浪者?
耶穌如何面對他的苦難?
耶穌
當他感覺的憤怒, 疑慮, 或挫折, 或痛苦等等, 他會跟自己說什麼?
當時 耶穌沒有方法覺察到任何宇宙的過往,
或其他世界 或外星實體的可能性.
耶穌
無論如何這個實體受過優良訓練 是個神秘主義者, 並且感知到內在無限的空間.
關於這個實體面臨苦難時 如何處理自我意識, 這個實體差不多完全地移動到器
皿所稱的共振(resonance). 當面臨苦難, 這個實體會進入意識內在的一個空間, 他
在其中得以漂流在靜默中 並等待共振. 當共振來臨時, 絕不是以言語呈現, 而
是純淨的情感, 這些感覺遠超過表面的憤怒或痛苦的感覺, 那是連結與光亮的感
覺, 所以耶穌得以單純地斷開苦難, 讓苦難經過, 不去否定或抑制它, 而是允許
它存在 甚至倚靠著它 將這真實的苦難奉獻給無限太一造物者 以全然的信心
讓它回到完美的地方.
真言總是這句: "禰
禰要我做什麼?" 這個熾烈的關切凌駕所有情感與痛苦之上, 那
是絕對的果決 可以穿透神性(godhead)之願望 並完成它. 對於耶穌
耶穌而言,
那意味
耶穌
著將所有分散的人們聚集在一起, 帶他們進入一個覺知, 讓他們都想起自己是誰,
為什麼在這裡. 這個實體的天才在於他的目標夠崇高, 而能持續千年之久.
S: 我將抄本, 包含許多你的其他話語, 讀了一遍又一遍, 思考它們, 重複閱讀,
這些思想給予我很大的安慰. 我在此表達我永遠的感激.
我們謝謝你, 我的弟兄. 這是我們的喜悅與特許. 是否還有最後的問題?
我們謝謝你, 我的姊妹. 與你同在是個大喜樂.
請了解 我們一直與妳同在.
我們離開你們, 一如往常,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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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你一起歡欣 我們以 adonai 向你道別. Adonai.

(V)2004, 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原註
[1]
這段話傳統上與彌賽亞
彌賽亞相連結,
首先見於詩篇(Psalm), 第 118 篇 22-27 節.
彌賽亞
全文如下:
詩篇 第 118 篇--慶節遊行曲
------------------------------------------２２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
２３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
２４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歡喜。
２５上主！我們求你救助，上主！我們求你賜福。
２６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該受讚頌，我們要由上主的殿內祝福你們。
２７天主是上主，衪給我們光明；隆重列隊向祭壇角進行。
---------------------------這段話同時被 馬太, 馬可, 及路加福音引用, 當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大門
時 人群呼喊著這段經文.
[2] 該器皿總是要求在耶穌
耶穌-基督
取得最高與最佳的接觸, 並且以有意
耶穌 基督的意識內,
基督
識且安定的方式進行.
[3] This Age is much shorter than that in classic astrology, being one twelfth of the
approximate 25,800-year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 or 2,150 years. The cycle to
which they are referring is the third-density cycle. The major cycle, or the thirddensity length, is broken into three 25,000 year “harvests” as the Confederation calls
them, and in turn those 25,000-year periods are divided into the twelve signs of the
zodiac. (譯註: 譯者對於星象學所知粗淺, 保留這段原文, 供有心者研讀)
大意如下: 十二星座中 每個星座代表的時期約 2,150 年, 總共是 25,800 年. 大
約而言 星際聯邦認為三個 25,000 年的總合 代表第三密度的長度: 75,000 年. 在
每個主週期(25,000 年)的盡頭 會有個收割.
[4] 語出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第四章,
31-36 節:
約翰福音

16

31 這其間門徒請求耶穌說:「拉比，吃罷!」
32
33
34
35

他卻回答說:「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
門徒便彼此問說:「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吃的嗎？」
耶穌向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你們不是說: 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穫期嗎？看，我給你們說: 舉起你們的眼，

細看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
喜歡。」
[5] 原註: And, of course, “Give us this day our daily bread.”
譯註: 語出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第六章,
馬太福音
--------------------------------------09 所以，你們應當這樣祈禱： 我們在天的父! 願你的名被為聖，
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承行於地，如在天上一樣!
11 我們的日用糧
我們的日用糧，
求你今天賜給我們；
，求你今天賜給我們
12 寬免我們的罪債，如同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
13 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信耶穌得永生?
DISCLAIMER:本譯文結合數篇原文講稿, 僅為摘要翻譯. 有興趣了解全文的讀
者請參考附錄並前往 http://www.llresearch.org 之 LIBRARY 區自行閱讀原文.

小組問題:
小組問題
關於基督教
基督教,
基督教 人們最常抱持的觀念是 只要你單純地相信耶穌的名, 你就必得救,
無須在生命中做什麼或活出何種生命, 好比耶穌
耶穌曾給我們的第十一條誡命:"彼此
耶穌
相愛." 在"活出生命"與"單純相信"這兩者之間 要如何解釋其中的矛盾?
(Carla channeling)
我是 Q’uo,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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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想知道耶穌基督是不是上主的獨生子, 如同基督徒所相信的.
靈性的尋道者盼望一個救主(savior) 這是很可以理解的. 無論如何, 耶穌基督將
耶穌基督
自己看做是個影子, 一個將所有希望與真實身分仰賴造物者
造物者與天父
天父的人, 讓天父
天父
造物者
天父
完全地籠罩(overshadowed)了他.
對於非基督徒
基督徒而言,
聽到以下這句話好比被東西砸到臉一般難堪, "我是
我是道路,
真
基督徒
我是
理, 與生命; 沒有人能到達天父
天父那兒除了經過我."*
天父
這使得沒有人能夠獲致永恆, 除了被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籠罩以外.
耶穌基督
(*出處: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猶太教的傳統中, [耶穌師傅(master)小時後就是一位很好的猶太教
*
學生], 天父最秘密的名字
, 由無法發聲的子音構成, 其意思為 "本我即是"(I
天父
Am that I Am", 或"我是永在的太一"(I Am the One that Is). 那偉大的我是
我是(I
我是 Am)
確實就是天父
天父以及其他一切. 意識屬於天父
天父, 天父
天父居住在所有意識中.
天父
天父

(*譯註:可能是指 YHWH, 字典上查得到)
因此, 意識, 那起初無扭曲的意識就是愛
愛, 就是道路, 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本身-永恆生命之所在.
我是.
我是 我是.
我是 如果你願意, 這句是造物的真言(mantra). 耶穌的用意不是被看做與
耶穌
天父同等或超過其地位,
相反的, 耶穌師傅但願他被看做是一個使者, 一個太一
太一
天父
差遣的僕人.
耶穌說
"看到我的人
看到我的人,
耶穌
看到我的人 不是看到我,
不是看到我 而是天父",
而是天父
"我什麼也沒有做, 而是天父
天父在做工".
天父
他也說 "這些事情你們將可以做, 並且做得更大."*
(*出處: 約翰福音第五章, 第十四章)
我們知曉這些事情都被記載下來, 學者們可以觀看, 僧侶們可以拿來教導, 已經
持續了許多年. 然而, 因為一個通道的生命(a channeled life)對於那些想要保存小我
(ego)的人們是個陌生的觀念.
人們沒有看到耶穌
耶穌師傅雖然是人類,
卻是透明的, 一個活生生的通道, 透過他,
耶穌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強有力與完美的愛 無扭曲地流過.
你們問到 一個人類無論是多麼神聖 怎麼能夠為了全世界的罪而死? 你們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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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是否不需要活出修練(discipline)的生命, 只要相信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為全人類的犧牲?
耶穌基督
我的朋友們, 我們必須精挑細選每個字句, 因為這器皿三次拒絕我們的語句. 我
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嘗試將這個龐大的主題以簡短的方式述說, 如果你們不滿
意, 可以待會兒再提出問題.
耶穌師傅活出一個通暢,
充滿靈感, 十分非個人(impersonal)的生命; 但仍包含著
耶穌
情感與熱愛. 耶穌
耶穌師傅看到一個模式(pattern)在他短暫的服務期間浮現, 那是一群
好戰人群的模式, 他自己的同胞, 猶太人
猶太人, 希望再一次成為一個偉大的王國 如
同昔日曾有的輝煌. 這個導師感覺到這個模式, 他的朋友約翰施洗者也感覺到
了.
他希望帶給他的同胞一個領悟. 他但願他們領悟到 並真正知道自己的身分, 他
們的王國是永恆自身. 他希望他們放下那些打造地上王國的武器, 相反地, 拾起
和平與愛的工具, 這些工具可以創造出更偉大的生命 一個比地上王國更偉大的
國度. 最後, 這個實體希望他的死亡被紀念為一個著意為愛而死的人 這個愛包
含那些殺死他的人們.
他希望被紀念為一個愛過的人, 他希望成為一個更偉大國度的象徵, 那是屬於他
的同胞以及所有人類的國度. 他對於麵包與葡萄酒的指令也與紀念有關. 當這個
食物被取用時, 它不是屬於這個地球的食物, 不是為了填滿這個幻象層面的飢餓;
他希望人們將它看做是真正的瑪那(manna), 它是無限的 可以餵養無限的飢餓-對於真理與正確行為的飢渴.
最重要的, 他不想要任何想成為門徒的人 在他的桂冠上休息, 不斷又不斷地想
著對救主的感激, 卻繼續著一個未依耶穌
耶穌教導原則而行的生活.
耶穌
當這個天父
天父的器皿終於來到一個可以饒他一命的官員前面,
耶穌實體完全不為
天父
自己辯護.
耶穌的判官(彼拉多)覺得困惑,
他看到發生在耶穌身上的苦難, 以及將要降臨在
耶穌
他身上的折磨, 他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個謙卑的老師不為自己辯護. 最後, 幾近絕
望的狀態, 這個實體問 "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鎮靜地注視著他, 清晰地說 "你說我是. 然而, 我只為一個目的來到
這個世界: 為真理做見證."
為真理做見證
這個判官立刻著迷了, 他問"什麼是真理?" 耶穌基督只凝視著彼拉多(Pontius Pi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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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 彼拉多看到了愛
愛的我是
我是(I
我是 AM of Love).
在耶穌
耶穌的末後日子,
有一天晚上 晚餐過後, 耶穌導師深情地請求學生陪伴他到
耶穌
耶穌
一個地方一起禱告, 因為耶穌充分地覺察到時間已經快要用完了, 喔, 這個實體
對於將來的事如此地不安, 如同任何一個正盛開生命之花的人類, 年輕, 強壯,
精力充沛. 他並不希望躺在祭壇上像是亞伯拉罕曾將他的兒子做為祭禮. 他一點
也不希望宰殺自己於犧牲的火焰上. 他希望教導, 希望分享與愛那些他的親友與
門徒. 但造物者
造物者的旨意一直催逼著這個實體的覺知, 他不能忽略他感覺為真的呼
造物者
召. 最後一次 他禱告著 "喔 天父
天父, 拜託, 如果有一點可能性, 讓這件事不要發
生, 讓我不要做這件事." 答案是 "不." 三次禱告後 他環看四周 看有沒有人與
他一起祈禱, 三次他都發現所有的學生都睡了, 他必須毫無保護地 獨自面臨這
個時刻.
這樣簡短的一生對於耶穌
耶穌是個憂傷的事實.
(但)耶穌
耶穌師傅希望將深沉,
持久的價
耶穌
耶穌
值觀注入到他的受難, 殉道中.
他對於門徒有這些指令 "如果你想要追隨我, 拿起你的十字架 跟隨我." 他也說
"你們應當是成全的, 如同你們的天父
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耶穌所希望激勵的門徒精
天父
耶穌
神是什麼? 是犧牲的精神, 犧牲對於財富的依戀, 以及犧牲大多數實體依附的情
緒: 疑慮, 絕望, 心智的黑暗與鬱悶.
這個實體存有的每根纖維都全心全意地相信天國在我們裡內 在我們的周圍.
他看到天國在種子裡, 在田野裡, 在發酵的麵包裡, 在每一個人類的心裡. 他希
望藉由重生(rise again)將希望給予那些他所知 他所愛的人們. 他希望他們都能分
享對於永恆的興奮. 許多人曾看過離開世間的親友靈魂 對他們說話, 碰觸到他
們 於是這些在世的人知道生命確實是個無限的過程.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也希望留下這樣
的紀念-- 關於這點 他做到了.
這是我們的偏見 我們認為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一生或許是第三密度中
最藝術地實踐無
耶穌基督
扭曲愛本質的範例.
第三密度 是個體們嘗試學習愛的功課的密度.
所以我們感覺, 只是個意見, 智慧的教導對於即將甦醒的靈魂或許不那麼有用;
而是對那些已經向憐憫心敞開的人們有幫助. 因為智慧若沒有憐憫心的奠基 可
以是一個冰冷, 漠然的東西. 一切萬有的天父
天父 雖然可以被描繪成無偏見, 卻不
是冰冷 或是 漠然. 因為造物者
造物者居住在所有意識當中,
那鮮活的意識可以是任何
造物者
東西 卻不會是漠然; 可以是任何東西 卻不會是冰冷. 它的特質是成長與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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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螺旋進入更大的幸福-存在(well-being)以及穩定無限的恩典中.
最後, 我們強烈建議每一個讀者忽略任何你覺得不正確的論點. 雖然我們不知道
真理到底是什麼, 我們相信有個真理在你們每一個人裡內. 一個人不是因為外部
的權威而去認定一項真理, 而是心與意說著 "是的 我記得, 那是真理."
有個內在智慧, 內在憐憫, 內在愛與光的火花, 它不像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而
造物者 它不從造物者
造物者
來-- 它就是造物者
造物者. 所以天父
天父在一切萬有之內,
一切萬有在天父
天父之內.
造物者
天父
天父
你們將在這一生認識造物者
造物者,
耶穌激勵人心的故事了解造物
造物者 或許你可以從研讀耶穌
耶穌
者, 體驗師傅
師傅鼓勵我們去尋求的愛, 那個愛是滋養的, 支持的, 允許生命燃燒發
師傅
亮, 在每個尋道者的心與意之中.
耶穌希望鼓勵每一個靈魂踏上回家的旅程,
願你們彼此相愛, 在回家的路上彼
耶穌
此鼓勵 – 那是耶穌
耶穌所希望的.
耶穌
我們在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問答集
(Jim channeling)
Carla: 剛才我盡我所能地聆聽自己的通靈, 事實上 我有幾次差點中斷了通靈過
程, 因為我對於這次的內容非常感興趣. 但當你討論這個問題 "耶穌
耶穌是否為上主
耶穌
的獨生子?" 我沒有捕抓到你的內容, 你可否就這點做評論?
我是 Q'uo, 我們只花了一點時間討論這個問題, 確實 這個問題涵蓋了很大的一
片領域. 我們嘗試給予小量的資訊 關於耶穌被天父
天父所籠罩;
以及愛的顯化 耶穌
天父
視之為天父
天父; 以及跟隨耶穌的門徒應具備的精神.
天父
如此, 耶穌呈現一個模範
好讓其他實體可以獲致相似的意識狀態, 也就是被天
天
耶穌
父的愛籠罩. 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在未來的集會繼續探討這個有趣的課題.
R: 我有個問題. 當耶穌
耶穌活在地球上
他建立了一個教會, 我的想法是 那與我現
耶穌
在看到的教會不一樣. 我對於今日教會的體驗與概念是一個有很多權力, 階層式
的結構. 我發現的教會是個囚禁 與 緊握人群的教會. 我想知道 你可否評論
耶穌對於教會的概念是什麼 以及評論耶穌對彼得
彼得說的話: "你是彼得, 在這磐石
耶穌
彼得
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地獄的門決不能戰勝它." (馬太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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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Latwii, 我覺察你的問題. 你所說的耶穌
耶穌個人,
我們稱他為 Am Ne Ra, 造訪
耶穌
你們星球 為了協助世上的人成就自己. 他所尋求建立的教會不是個物理結構
也不是個神學結構, 這些結構在許多例子中成為令人分心與帶來限制的因素, 這
是你充分覺察的. 這教會的基礎磐石是: 樂意去服務彼此, 以及樂意去彼此相愛.
如你所覺察, 在口頭建立教會之前 耶穌重複問這個問題
"你愛我嗎?" 以及勸告
耶穌
"餵養我的羔羊, 餵養我的羊群." 在這兩個概念上, 愛 與 服務, 建立教會.
要達成這兩個概念並不需要任何結構. 你所參考的片刻 發生在戶外 而不侷限
於一棟建築物 或是 嚴格管理的神學會社. 你所指的目前教會 此種社會結構
並非沒有愛或服務, 我們並不認為它們沒有價值. 只是正如你們今天傍晚接收到
的訊息不見得適合地球上所有的實體; 同樣地 這些社會結構的教導及行動對於
那些沒有受益的實體而言是不適合的. 我們建議 如果在一個場合覺得不舒服
產生挫折或不滿的情緒, 如果最終的結果沒有益處 建議避開這個場合.
(停頓片刻)
我是 Q'uo, 我們發現已經回答那些慷慨給予我們的詢問, 我們感謝每一位允許
我們出席的人們. 我們每一次加入你們小組都懷著無比的快樂. 期待在未來還有
機會參加這樣的聚會.
在此時, 我們即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小組, 一如往常,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
與光中離開你們.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Adonai, 我的朋友們. Adonai.
(Carla channeling)
我是 Nona, 我在無限太一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感覺到醫療的渴望 那是
我們對你們的服務, 我們透過這個器皿來到這裡. 我們在說話上有困難, 所以我
們讓我們的歌聲做為語言. 我們在愛與光中離開. 我們是 Nona.
(Carla 傳遞一首來自 Nona 的醫療旋律.)

附錄:
附錄 文章出處
[以下摘錄自 www.llresearch.org , LIBRARY section]
1987_0913.htm: 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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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_0516.htm : 問答篇的一個問題.
1988_0403.htm: 引用四個段落.
2000_0402.htm: 引用三個段落.
[以下摘錄自天主教版新約聖經, 與本文有相關的部分以粗體字表示.]

約翰福音第五章
17.耶穌遂向他們說:「我父到現在一直工作，我也應該工作。」
18.為此猶太人越發想要殺害他，因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又稱天主是自己
的父，使自己與天主平等。
19.耶穌於是回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子不能由自己作什麼，
子不能由自己作什麼，他看見
父作什麼，
才能作什麼；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樣作 ..
父作什麼
，才能作什麼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
耶穌先去為信徒預備地方
「你們心裏不要煩亂；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如不然，我早就
告訴了你們。
我去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的是我在那
裏，你們也在那裏。
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 」
多默說:「主!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
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裡去。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現在你們已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
斐理伯對他說:「主! 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 」
耶穌回答說:「斐理伯! 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 而你還不認識我
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 把父顯示給我們呢？
你不信我在父內
我在父內，
不是憑我自己講的；而是
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父在我內
住在我內的父，作他自己的事業。
你們要相信我：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若不然，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業而相
信。 」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凡信我的，
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
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
他也要做，並且還要做比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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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還大的事業
你們因我的名無論求父什麼，我必要踐行，為叫父在子身上獲得光榮。
你們若因我的名向我求什麼，我必要踐行。

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15 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滿彼得(Simon Peter)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
更愛我嗎？」彼得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餵
養我的羔羊。」
16 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
你愛我嗎？」彼得回答說：「主，
你愛我嗎
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餵養我的羊群
餵養我的羊群。」
餵養我的羊群
17 耶穌第三次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彼得因耶穌第三次問
他說：「你愛我嗎？」便憂愁起來，遂向他說：「主啊! 一切你都知道，你曉得
我愛你。」耶穌對他說：「餵養我的羊群。」

馬太福音第五章
43 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
44 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
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
45 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衪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
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46 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 稅吏不是也這樣做嗎﹖
47 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做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做
嗎？
48 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
你們應當是成全的，
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馬太福音第七章
20 所以，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子辨別他們。
21 不是凡向我說『主啊! 主啊!』的人，就能進入天國；而是那承行我
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
在天之父
22 到那一天有許多人要向我說：
『主啊! 主啊! 我們不是因你的名字說過預言，
23 因你的名字驅過魔鬼，因你的名字行過許多奇跡嗎?』
24 那時我必要向他們聲明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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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山園祈禱)
36 隨後，耶穌同他們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裏，便對門徒說：「你們坐
在這裏，等我到那邊去祈禱。 」
37 遂帶了伯多祿和載伯德的兩個兒子同去， 開始憂悶恐怖起來，
38 遂對他們說：「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裏同我一起醒寤吧 !」
39 衪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禱說：
「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吧! 但
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
40 衪來到門徒那裏，見他們睡著了，便對伯多祿說：「你們竟不能同我醒寤一
個時辰嗎?
41 醒寤祈禱吧! 免陷於誘惑；心神固然切願，但肉體卻軟弱。」
42 衪第二次再去祈禱說：「我父! 如果這杯不能離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全
你的意願吧!」
43 衪又回來，見他們仍然睡著，因為他們的眼睛很是沈重。
44 衪再離開他們，第三次去祈禱，又說了同樣的話。
45 然後回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你們睡下去吧! 休息吧! 看，時候到了，
人子就要被交於罪人手裏。
46 起來，我們去吧! 看，那出賣我的已來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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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獻禮—耶穌與 Q'uo 的祝福
摘錄自 L/L research (www.llresearch.org) 2001-12-23 通訊記錄.
作者: Q’uo of the Confederation
傳訊者: Carla L.R. McCarty.
Copyright © 2001 L/L Research.

譯者的話
聖誕節快到了,
雖然在台灣 12 月 25 日已經不放假了, 仍然收到幾位好友的電
聖誕節
子賀卡或祝福. 讓我突然想到曾經看過一篇關於耶穌
耶穌的好文章.
說也奇怪 對於
耶穌
耶穌的故事 偶早就唸了不知道幾遍. 然而 當昨天偶朗誦這篇文章 內心不自由
主地振動, 甚至哭了起來. 偶只想到一個理由, 這篇文章帶著無條件愛的能量.
在聖誕節之前 寄給大家這篇文章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本文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Q’uo.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一如往常,
造物者
我們要求你運用你的辨別力 選擇你想保留的思想 並放掉你不想要的部份. 我
們不認為自己是真理的承包商. 我們只想分享我們一路走來的旅程.
聖誕節接近了, 全世界 每一個國家 數千萬顆心現在朝向這個季節, 這個和平
愛 與給予的季節. 這個能量的高峰點是季節循環的自然產物
關於光與暗, 恐懼與愛的循環. 我們曾說過 基督徒的聖誕節是個相當古老的套
疊, 它底下有著更古老的儀式 來自更早的時節與宗教. 它是社會的心對於最大
黑暗與最小光芒的一個反應. 在缺乏光的環境下 創造出一種心境, 對於負面思
想的痛切且強烈的感受.
無論如何 聖誕節的能量從未有人比耶穌
耶穌-基督
聖誕節
耶穌 基督(
基督 Jesus the Christ)表現地更加精確了.
這個實體 在他的母語被稱為 Jehosua, 但我們將稱呼他耶穌
耶穌 因為你們文化的變
貌之故. 耶穌以他自己的方式 成為一個政客(politician), 但他的政治辦公室在另
一個世界, 如同他曾說 “我的王國不屬於這世界.” [注 1]
這個實體將他的王國視為天堂國度. 我們感覺耶穌
耶穌的訊息流傳到今日
有大量的
耶穌
扭曲. 然而, 目前剩下的真實話語已經足以形成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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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注視著登山寶訓(Beatitudes), 值得注意的是 誰獲得祝福. 貧窮的人有福
了, 溫順的人有福了 飢餓的人有福了, 為公義緣故而受難的人有福了, 身處逆
境的人有福了, 敵人有福了, 那些惡意利用你的人有福了. 換句話說, 不管你做
什麼, 你都將被祝福. 當這個實體在十字架上痛苦地面臨死亡 ㄧ個小偷問耶穌
當耶穌
耶穌到達他的王國是否會記得他? 耶穌對他說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
耶穌
裏.” [注 3]
耶穌不是個傻瓜 他並不覺得所有事物都是好的 他感覺到一些罪惡的事物. 然
而 他將它們帶到更高的層次, 在每一個情況 他說 “過去的已經過去. 重新開始
你便完完全全地被原諒.”
圍繞在耶穌
耶穌身邊的人們卻誤解其訊息
且認為他應該成為一個政治頭角 統治一
耶穌
個實體的國家, 一個由十二部族組成的國家. 耶穌即時地拒絕這個建議.
所以如
耶穌
果耶穌要告訴我們如何形成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訊息 他會指出一個方向
即是寬恕與愛. 寬恕敵人 也寬恕自己 並且願意重新開始. 這些看似有限的品
質 在形而上世界卻是無限的. 社會記憶複合體的一個微小範例會是親密的夫妻
或小家庭, 當其中的成員開始彼此調和 便會奇異地在另一半還沒開口之前知道
他(她)要說什麼, 知道對方感知的東西, 知道對方的情緒.
當兩人建立起完全的信賴 從靈魂層次而言 覺知將會持續成長.
要達成這點是困難的 它需要時間 需要兩人堅持的心, 即便在每一件事上都失
敗. 最終寬恕被放入信賴中, 完全信賴的兩人允許對方有做錯事的空間 允許對
方有機會重新開始.
現在 一個第三密度的實體如何達成如此率性又野心的企圖 即提早形成社會記
憶複合體? 幾乎任何尋求者能想到的表達方式都有幫助. 靈性進化有大部分與
全然的渴望與堅持的心有關. 渴望是那驅策的火燄 它可以是紅色光 橘色光 黃
色光 藍色光 靛藍色光 或紫羅蘭色光. 每一種渴望 或綜合幾種的渴望 都具有
它自身的特徵. ㄧ個實體 為了進步 不需要追隨其他人的想法 或課堂上的知識,
而毋寧去追隨她自己的心 她自己的直覺 在書店不期然碰到的這本或那本書 或
突然迸出的想法.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正在萌芽社會記憶複合體的一部份 如果你們要打幫浦 期望
它最好明天就發生 你可以這樣跟天主
天主求
“請向我展現祢
祢的道路, 教導我如何去
天主
服務.” 使那聰明的機智臣服 好向更深的指引與更純粹的火燄開啟.
因為對於那些想要昇起的人們必有援助. 如同器皿常說 成群的天使一心只想幫
助與珍惜那些想要演化的實體們, 在形而上方面 確保他們安全與舒適. 天使們
環繞著你們每一位 他們真心想要服務 當你坐在靜默中 你可以仰賴這援助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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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那無形的夥伴給你記號 給你靈感 給你指引與線索, 好讓你可以選擇一條你
覺得最有共鳴的服務道路.
耶穌嘗試將第四密度的想法應用到第三密度的社會,
我們理解這個做法並不普
耶穌
遍, 耶穌能夠敞開他的心 並且信賴無限的供給. 你們人們制度中與耶穌最接近
的, 將一切東西為公共所有, 為各種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論形式, 將每一個
人是為完全地平等 並且平等地值得擁有生存的權利 有地方可以居住 有食物可
以吃. 而你們文化在這個時候能容忍有許多, 許多的人們吃不飽, 穿不暖等等;
容我們說, 這會拖慢地球的演化 因為它反映出人類成員之間的漠不關心, 以及
欠缺對於人性品質的欣賞, 並願意將東西給予他人 即使在他人還沒證明自己有
用之前.
我們鼓勵人們在尋求的過程中, 熱烈地奉獻 同時帶著輕快的步調 以加快演化
的步伐 來到第四密度. 你會發現 當你持續尋求和平 靈感將來到你身邊. 我們
鼓勵你去回應這些想法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或許你的禮物是能
與他人親近 或你的禮物是產生別人想不到的新念頭.
我們向你擔保 你們每一個人都唱著不同振動的旋律. 這些禮物都為地球全人類
所共有. 在地球上 正向本質的第四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正在萌芽 時間就是現
在.
當你開始表達這新生的第四密度能量 如果你非常覺察 你會感覺到朋友的能量
即使他可能在地球另一端. 當彼此在第四密度的愛中共振 就會有能量的交換
這對於彼此都是很振奮 且具有療效. 我們鼓勵每一個人嘗試再所有關係都移動
到第四密度的觀點: 愛, 接受, 寬恕, 願意繼續前進. 在學習的過程中 不要逗留
在負面情緒中過久, 毋寧去榮耀那負面情緒, 每當負面情緒升起 跟它一起坐下
不管多久 直到它被接受 被榮耀. 當它被榮耀之際 和平與平衡會到來 以及一
些小小的理解, 此時你可以說 “阿門. 我很抱歉 我重新開始.” 允許自己犯錯
但要停留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每次犯錯之後 允許愛自己 而非審判
造物者
自己. 你當然會判斷你在錯誤中學到的功課 但然後就要釋放掉它.
人類之間和平的障礙 跟在一個家庭裡的障礙是一樣的, 當人們意見不一致 又
堅持讓問題留著 不去解決它. Jim 曾經說過許多次這個世界需要大量的愛, 這在
個人層面是真的 同時在社會層面、種族層面、地球層面都是真實的.
在今天集會中 有著四個人類, 其中就有個強壯與健康的社會記憶複合體在幫助
每一個成員. 並不是因為每一個人變得極有能力去撫慰 支持彼此; 而是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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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四顆心中的純粹願望. 在這樣的氣氛中 由於一切事物都真正為一, 自然地 過
了一段時間, 這四個靈魂合而為一 不只如此 還加入了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與第一個
造物者
自我開始倍增, 與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自我在一起倍增, 其結果是強而有力
的. 當人們開始為靈性的理由聚集, 一起嘗試彼此相愛, 即使他們會犯錯, 即使
他們會有困難的日子, 都會產生一個開始運行的回饋系統.
你們是第三密度的實體 你們需要對苦痛與苦難有所回應, 如果你不去回應它
如果你堅持所有時刻都是愛與光 而不去處理你的感覺 不去處理你的黑暗面,
你們絕對無法造成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所以為了形成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你首先要愛的人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能夠與
自己的暗影相愛, 能 360 度地愛自己, 你將更能被第四密度的光深遠地影響.
有許多你召喚而來的光 是被你的渴望與情感創造, 光的所有層面都將注入第三
密度 使它轉變為第四密度, 因為光的所有層面可以被愛照亮. 愛使得食物更好
吃 愛使得花園盛開更多花朵 愛使得孩子成長得更健康 愛使得生意興隆, 愛也
會讓第四正向密度發生 因為你們當中許多人的愛正逐漸接近基督
基督能量,
這股能
基督
量將第三密度推向畢業階段.
有人說 耶穌是個聖者
或者 他是神聖的 或 他比隔壁的罪人要好許多, 若耶穌
耶穌
聽到會笑得很用力 而且笑很久. 這個實體並不會去感覺那些事情, 這個實體尋
求變得更溫順 更貧窮 更飢餓 以及獲致更多苦難. 為什麼這個實體要這樣做?
這是從第三密度移動到第四密度的奧秘. 為什麼這個實體將臉頰轉到另一邊(給
人打)的時候發現如此的喜悅? [注 4]
在擁抱死亡的時候 他是否想著 以這樣的犧牲 他可以拯救其他人離開苦難? 為
什麼這樣一個非常不完美的人類舉動, 選擇為了某件事而死, 卻深深吸引你們文
化的注意力 長達兩千年之久? 在這個時候 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是最有益處
的. 因為這個實體在這個時候來到地球, 耶穌每一年來到黑暗中,
那黑暗卻不了
耶穌
解耶穌, 對於黑暗而言 耶穌僅只是個錯誤, 一個傻子, 一個必須被阻止的麻煩
製造者. 因為這個實體單純地只想去愛. 他不求任何回報 只是單純地想說天父
天父
的話, 行天父
天父的旨意.
天父
願你們追隨你們的心 願你們追隨器皿所稱的十字架, 因為第四密度是個十字架
形狀(cruciform); 特別是在早期第四密度. 第四密度與十字架有關, 它好比是
犧牲的印章 它的意義需要被理解 那是言語無法形容的. 在靜默中 在心的居所
中 可以找到那些充滿無限祝福的無聲字句, 那靜止的微小聲音將帶給你所需的
東西. 我們鼓勵每一位 每一天都尋求那靜默, 並且肯定一切都好, 一切都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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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如此活出信實的生命. 這樣的信實給予並釋放一個人去愛, 允許無懼.
在你們星球中 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全方位的無懼, 但溫和且堅定地工作那恐懼是
好的, 工作那些分離的情緒, 並領悟到一切以愛出發的行動, 形而上而言, 都是
正確的. 雖然在地球次元 不大可能總是做出純粹的選擇 有時甚至做出不怎麼
對的舉動, 但做得對不對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從愛出發. 所以嘗試去航行你的船
隻,嘗試走對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更多嘗試開啟你的心去愛.
我們感謝這個小組問了這樣一個好問題 我們在此時 在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我們是你所知悉的 Q’uo, 天主(Adonai)與你同在, 我的朋友們. 天主與你同在.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urious Terry. 2003/12/20.]

附注
[1] 約翰福音 第十八章
(比拉多審問耶穌)
28.然後他們從蓋法那裏把耶穌解往總督府，那時是清晨；他們自己卻沒有進入
總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吃逾越節的羔羊。
29.因此，比拉多出來，到外面向他們說:「你們對這人提出什麼控告？」
30.他們回答說:「如果這人不是作惡的，我們便不會把他交給你。」
31.比拉多便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按照你們的法律審判他罷!」猶太
人回答說:「我們是不許處死任何人的!」
32.這是為應驗耶穌論及自己將怎樣死去而說過的話。
33.比拉多於是又進了總督府，叫了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的君王嗎？」
34.耶穌答覆說:「這話是你由自己說的，或是別人論我而對你說的？」
35.比拉多答說：「莫非我是個猶太人？你的民族和司祭長把你交付給我，你做
了什麼？」
36.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
反抗了，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但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的。」
37.於是比拉多對他說:「那麼，你就是君王了？」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我
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
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
為給真理作證
必聽從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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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比拉多遂說:「什麼是真理？」說了這話，再出去到猶太人那裏，向他們說:
「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2] 社會記憶複合體
原文為 social memory complex, 大體的意思是一個享有共同記憶的社會群體, 每
個成員都能立即知悉其他成員的思想, 經驗, 感覺..etc
詳情請參閱 ㄧ的法則
的法則電子書 (www.geocities.com/terahsu ).
[3] 路加福音 第二十三章
33.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那兩
個凶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34.耶穌說：「父啊，寬赦他們吧!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拈鬮
分了衪的衣服。
35.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說：
「別人，他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
被選者，就救他自己吧!」
36.兵士也戲弄衪，前來把醋給衪遞上去，說：
37.「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
38.在衪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文、拉丁及希伯來文字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
的君王。」
39.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
們吧!」
40.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你既然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
41.這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所受的，正配我們所行的；但是，這個人
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
42.隨後說：「耶穌
耶穌，
當你來為王時，
請你記念我!」
耶穌
，當你來為王時
，請你記念我
43.耶穌給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
」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
[4] 路加福音 第二十六章
27.但是我給你們這些聽眾說：「應愛你們的仇人，善待惱恨你們的人；
28.應祝福詛咒你們的人，為毀謗你們的人祈禱。
29.人打你的面頰
人打你的面頰，
也把另一面轉給他，有人拿去你的外衣，也不要阻擋他拿你
人打你的面頰
，也把另一面轉給他
的內衣。
30.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拿去你的東西，別再索回。
31.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32.若你們愛那愛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 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
人。
31

33.你們善待那善待你們的，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 因為連罪人也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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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奧秘
Copyright (c) 2003 L/L Research
L/L Research Transcripts

DISCLAIMER: 本譯文不完全對照英文原文直譯, 僅為摘要翻譯. 有興趣了解全
文的讀者請到 http://www.llresearch.org 之 LIBRARY 區自行閱讀原文.
12 月 14 日, 1986

小組問題
在這個季節, 我們想問關於基督
基督的出生,
基督的生命與教導, 附帶一個問題是
基督
聖誕節對於耶穌
耶穌的意義.
耶穌
(Carla channeling)
我是 Q’uo,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在祂
祂的名與服務中 我
造物者
們答覆你的呼求. 我們一如往常地要強調, 要記住我們給予的東西是我們個人意
見與我們的信仰, 並非絕對無誤. 所以, 以善意聆聽我們 但放下那些沒有幫助
的思想.
我們發現在談到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主題,
我們必須比平常小心以守衛自由意志, 因為這
耶穌基督
個實體對於一些人而言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 我們希望我們的話語不要成為絆
腳石 或引人進入荒地的歧路; 而是揭露一些有益的中立資訊. 要完全理解耶穌
耶穌
基督的本質
有些必須的認知超過你們第三密度的層次. 所以你們在意識心所尋
基督
求的耶穌基督 有一部分籠罩在神秘中. 並不是因為我們有意故作神秘, 而是
基督的本質是個神秘.
基督
我們將步調放慢, 我們與這個器皿一同工作 尋求一個更精準的平衡, 我們少一
點控制, 器皿多一些臣服; 我們希望最終允許器皿進入更深的意識層次. 我們感
謝你的耐心.
現在繼續, Jehoshua 實體, 希臘文稱為耶穌
耶穌(Jesus),
或 Jesu, 出生在仲夏時節, 大
耶穌
約是西元前五年半. 我們相信這是準確的衡量. 關於出生日 我們只能說是在七
月中. 我們很抱歉, 但你們的記數方式對我們而言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了解你們
的月亮, 而非你們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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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談論器皿所稱的處女生育(virgin birth), 並啟動混淆法則
混淆法則,
混淆法則 我們只能說每
一個新靈魂當它覺醒並觀察到自身為一個永恆的生命 它就經歷了處女生育.
耶穌誕生事件誠然困難,
但確是卑微的, 雖然被一個光學幻象(optical illusion)所照
耶穌
亮, 容我們說, 天象最非比尋常的排列, 造成有幾個月期間 夜空出現一個非凡
明亮的光團.
基督與一個服務生命的通道(
channel)的結合是強而有力的, 許多超自然(psychic)事
基督
件發生在這個事件的前後. 星象家國王的確跟隨星星旅行, 無論如何, 他們抵達
的時期 已經是基督
基督出生後的一年半了.
這樣的旅行你們可以好好思量, 當作是
基督
你個人的靈性冒險, 你前往你自己的馬槽 尋找那新生的嬰孩, 由希望所引導.
這希望是你存有中最明亮的一顆星.
耶穌實體被愛著
也還之以愛, 但他的心智驅使他成為孤單, 雖然在很年輕的時
耶穌
候 他就充分了解他存有的本質, 他對於智慧有著巨大的飢渴. 你可以稱呼這個
實體為天才神童. 這個實體教導了許多許多事情 遠超過目前已知的記載, 他可
以持續地教導直到永遠, 然而 目前的記載 就一般教導而言 已經足夠 我們不
想藉這個機會來調整現有的教導. 因為那不只會侵犯自由意志, 我們也不希望動
搖那些還沒有對基督
基督產生興趣人們的觀點.
基督
就以上所言, 有位基督
基督;
基督透過
基督 以及一位老師, 管道, 造物者或聖靈
造物者 聖靈的代表.
聖靈
基督
許多許多途徑說話, 說給那些內在耳朵打開且傾聽的人們, 不只是被動地聆聽,
而是身子前傾 真正地專心傾聽.
基督的概念如是:
智能無限由理則
理則(
理則帶著一些傾向(
bias)進入第
基督
理則 Logos)經驗, 這理則
理則
三密度的經驗, 並不是抹除耶穌
耶穌的人格或存有, 而是在最大可能限度 與之和諧
耶穌
相處. 需要有一個人願意犧牲一生迎接造物者
造物者日益增加的愉悅與苦惱,
體驗器皿
造物者
所稱的彈弓與箭矢般的暴虐命運. 這是當基督
基督的本質與第三密度本質相遇必然
基督
產生的結果 – 第三密度缺乏理解; 基督則懷抱著驚奇,
喜樂, 與犧牲.
基督
如此相遇是你們幻象的憂傷 又是令人激動的喜樂與交流.
最終, 耶穌人子成為十分能夠承受這喜樂與苦惱的實體,
這個實體停止經驗造物
造物
耶穌
者, 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為經歷第三密度的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這是愛的完美通道.
這完美通道的成就是造物者
造物者與幻象合而為一的奧秘.
造物者
在這個結合(bonding)之後, 通道的負擔相當快速地拖累著主導師, 耶穌.
耶穌 在被釘
在十字架的時刻, 如這個器皿所稱, 幾乎沒有一滴眼淚還留在體內, 沒有一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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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是完整的, 也沒有一個同伴沒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背叛. 雖然如此, 耶穌基督
活得很好 直到最後一口氣離開肉身之前 都沒有停止傳達(造物者).
我們以感恩與喜樂的心 見證這個基督
基督.
造物者澆灌到這個通道中,
一個分
基督 慶祝造物者
造物者
享 理則
理則完整本質, 愛的本質, 造物者強有力驚人之愛
的通道.
造物者
你們問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對於人們慶祝聖誕節會怎麼想.
我的朋友們, 耶穌很高興. 他很
耶穌基督
高興看到施與受 在愛, 慷慨, 歡樂當中進行. 這個實體從未將他的個人生命與
他所傳達的基督
基督混淆在一塊, 但最終完全讓道給 基督
基督.
基督
他總是知道源頭是什麼 並稱呼它為天父
天父(
天父 Father). 你們要怎麼稱呼它都可以, 我
們沒有教條或教旨, 只慶祝愛.
造物者喜悅那些慶祝靈性之光進入黑暗的人們.
然而 造物者也慶祝同樣事件發
造物者
造物者
生在你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不管你的聖誕季節是什麼, 不管何時你的星星在召
喚著.
我們發現這樣的集中心神 造成器皿比平常疲倦許多, 因此我們停止透過這器皿
談話, 將通訊傳遞給 Jim. 我們在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我們是 Q'uo.
(Jim channeling)
我是 Q'uo, 在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最後對於剛才的談論做個總結:
確實, 對於每個尋求解答生命奧秘的實體, 總會有個季節來臨 所有活動停止 並
將注意焦點指向裡內.
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 每個實體會面臨一些試練與考驗, 在這些試練中, 實體發
揮其極限 並且犧牲自己的所知與未知, 臣服於至高無上的力量, 你可以稱呼它
為太一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 愛, 或 基督意識
基督意識.
太一造物者
經過這樣的臣服, 新的覺知與經驗種子開始萌芽 如同基督意識
基督意識的更新與最終的
基督意識
復活.
當然, 在生命的路上有許多令人分心的事物, 好比聖誕節
聖誕節提供的一些活動.
聖誕節
此時 我們感覺已經分享與你們呼求一致的觀察. 我們在此時詢問你們是否有任
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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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J: 生出耶穌嬰孩的實體名稱為何?
我是 Q'uo, 我們發現要照原意翻譯出這個實體的名字不大可能, 但可以近似的
發聲來說, 即是你們所知的瑪莉亞
瑪莉亞(
瑪莉亞 Mary).
J: 從今晚的課程 我認知耶穌
耶穌選擇降生到第三密度,
但被賜與一種能力 不必經
耶穌
*
過(遺忘)面紗 的過程, 一般第三密度生命再來到世間必須經歷的過程. 這樣說正
確嗎?
(*譯註: 東方俗稱 喝孟婆湯.)
我是 Q'uo, 我們發現這個說法有其正確性, 雖然我們覺得要完整解釋耶穌
耶穌所經
耶穌
歷的覺知本質有些困難. 這個實體能夠保持其覺察途徑, 容我們說, 他來到世上
透過生命中連續的經驗 輕易地啟動其覺察途徑, 稍後, 這個實體能夠傳達並體
驗天父
天父或理則
理則的愛, 與其人格體和諧共振, 卻未消滅耶穌的人格.
天父
理則
J: 為什麼今晚的傳訊過程必須進入更深的專注狀態?
我是 Q'uo, 原因有兩個, 首先, 這個主題對於這個小組的一些人而言 屬於核心
議題. 增加侵犯自由意志的風險. 其次, 這次的詢問屬於特定的焦點, 為了適當
的回應, 需要器皿移動到意識的深層, 容我們說, 可以使靜電干擾傳訊的程度降
低.
J: 非常感謝, 清除我的疑惑. 在地球上, 耶穌是否曾再次降生於世上?
耶穌
我是 Q'uo, 我們沒有發現過.
J: 未來, 耶穌是否可能再次降生於地球上?
耶穌
我是 Q'uo, 我們發現並不是耶穌
耶穌實體再次出現,
而是基督意識
基督意識將流過那些準備
耶穌
基督意識
一個位置給該意識的人們.
J: 我有點困惑, 你能否進一步解釋: 準備一個位置給這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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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Q'uo, 我們在結語提到那些 尋求真理的人們 退隱到自我的內在部分 尋找
籠罩於神秘中的東西 最後在此生中允許愛的傳達 如同耶穌
耶穌在他的一生中達成
耶穌
的目標. 耶穌
耶穌展示了這個過程, 最終的高點是基督意識
基督意識的復活.
基督意識
因此, 每個尋道者藉由如此的尋求與信心的練習 在一生中準備了一個位置給這
個復活事件, 容我們如此說.
H: 我有個問題. 耶穌基督從墳墓復活之後的瞬間,
他的身體是固態的嗎, 或它
耶穌基督
可以穿透門, 如同蒸氣?
我是 Q'uo, 耶穌實體在復活時刻
能夠傳導天父
天父或理則
其程度到了可以影
耶穌
天父 理則的愛
理則
響肉體結構的地步, 將肉體充滿了光 以致於它能夠同時顯現第三密度幻象的特
徵 並且能夠精練其光之焦點, 得以穿透你所看到的 第三密度幻象中的固體.
J: 你能否解釋你剛才說的 耶穌基督出生時
天象的排列, 創造出光學幻象 或是
耶穌基督
一個光團?
我是 Q'uo, 我們暫停一下 以允許器皿進入稍微深沉的狀態. 光的型態對於那些
居住在所謂聖地附近的人們是顯明的, 這是由於行星以及星座非比尋常的排列
產生的, 它們似乎將它們的光輝聚焦於一點 在當時看來 那一點甚至比月亮還
明亮 還接近地球. 這樣明亮的光點在當時被視為是個記號 特別是對於星象家
而言.
J: 當時天體的排列是純屬巧合, 或是為了實踐關於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誕生的預言?
耶穌基督
我是 Q'uo, 我們注意到這個排列是週期性的事件, 它是你們地球演化週期整體
的一部分, 它提供了一種入口進入形而上的領域, 容我們說, 它是個信號 一個
機會讓耶穌
耶穌開始它一生的服務.
耶穌
J: 如果這個排列是週期性的, 它何時會再次發生?
我是 Q'uo, 這個排列或精練意識焦點的機會 出現在主要演化週期的尾聲, 一個
週期大約是 2 萬 5 千年. 這個機會允許那些準備好收割或畢業的人們開始最終
的課程. 精練意識焦點的機會提供給每一個人, 對每個人而言都是獨特的.
Carla: 懷著感謝,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首先 簡單的是非題, 你所說的主要週
期(major cycle)指的是 2 萬 5 千年 或是 7 萬 5 千年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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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Q'uo, 我們使用"主要"這個詞彙表示 2 萬 5 千年週期, 保留"大師"(master)週
期這個詞彙表示三個主要週期的總合.
Carla: Ok, 最後一個是非題, 但我可能要先陳述一陣子. 我仔細思量你所說的神
秘. 那是真正的神秘, 也是個矛盾, 當然靈性議題的本質常是矛盾的. 就我們所
知— 耶穌,
流浪者(
耶穌 一個決定做這個工作的流浪者
流浪者 Wanderer)來到世上. 他覺醒之後 不斷
地揭開面紗 直到他真正地覺知. 所以基本上, 他一生傳達基督意識
基督意識,
耶穌這
基督意識 但耶穌
耶穌
個人與基督
基督總是有個區別. 現在神秘事情發生了, 你說最終 基督
基督變成了耶穌
耶穌,
基督
耶穌
這好比是基督
基督來臨 並接管了意識. 然而, 同時你又說耶穌
耶穌從未忘記基督
基督不是他,
基督
耶穌
基督
基督是造物者
基督 造物者 是他所傳達的對象. 這個神秘的核心 你是否不可能以令人滿意
的方式解釋給第三密度心智聽?
我是 Q'uo, 這的確是個神秘, 我的姊妹.
在第三密度幻象中, 每一個尋求真理的人 將自身置於接受的位置 藉由尋求的
強度, 信心與意志的力量, 以致於到了此生的某個時刻 一個尋道者不只可能發
現他要尋找的東西, 還能變成他所尋求的東西. 這是第三密度中 復活的意義.
一個尋道者以雙手建造一個彰顯愛的一生, 讓愛以純粹的方式流過該存有. 讓
造物者純粹且貞潔(virgin)的意識流過, 尋道者獲得造物的經驗, 並在一生中準備
造物者
一個位置, 於是, 不只接收到所尋求的東西, 還變成他所尋求的東西.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嗎, 我的姊妹?
Carla: 不, 這些思想食物已經足夠了. 非常感謝你優雅的答案.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 我的姊妹. 再我們結束這次的工作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
的詢問?

T: 是的, 這是真正的意義. 你剛才說的基本上也是我的想法. 我想問, 是否這就
是達成太一
太一的真正意義? 換句話說, 肉體與高我真正合一. 這樣說基本上正確
太一
嗎?
我是 Q'uo, 這是正確的, 我的兄弟. 因為繼承造物者
造物者的每一部分都是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在第三密度的一生中 有許多可以學習的地方 遺忘面紗的啟動 導致這個幻象的
經驗具有相當的強度 從而提供造物者
造物者每個部分最充分的機會去知曉愛的力量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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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救贖及復活 即使是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最小部分.
造物者
因此, 當每一個尋道者到達一個地步 可以完美地傳達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層面,
屆
造物者
時每一個生命型態都有了神聖的外貌, 一切所見皆為神聖.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嗎, 我的兄弟?
T: 不, 說得好, 謝謝你.
我是 Q'uo, 我們謝謝你, 我的兄弟. 在此時, 我們即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小組, 懷
著喜樂的感恩 感謝每一個成員允許我們謙卑的思想透過言語投射到每一顆心之
中. 我們再一次提醒每一個人 我們像你一樣 仍在尋求, 懷著希望 信心, 但同
樣容易犯錯. 帶走你覺得有意義的話語 放下那些沒有意義的話語. 我們是你所
知的 Q'uo,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造物者
天主與你同在,
我的朋友們, Adonai vasu borragus.
天主

附錄:
附錄 理則的意涵
-- 希臘哲人, 赫拉克里特斯 ( Heraclitus,.540--480B.C. )
赫拉克里特斯常用 Logos（意為「理則」）這個希臘字來代替「神」一詞。他相
信，人類雖然思想不見得永遠一致，理性也不一定同樣發達，但世上一定有一
種「普遍的理性」指導大自然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普遍的理性」或「普遍的法則」是所有人都具備，而且以之做為行事準則的。
不過，赫拉克里特斯認為，大多數人還是依照個人的理性來生活。
所以，赫拉克里特斯在大自然不斷地變遷與對比的現象中看出了一個「一致性」。
他認為這就是萬物之源，他稱之為「上帝」或「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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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發問者:
發問者 第一個問題是, 到底誰是 Q'uo, 我們說話的對象? 通訊過程如何透過
Carla 運行?
(Carla 傳導訊息)
我們是你所知曉的 Q'uo 原則.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在祂
祂
造物者
的服務中 我們存在. 我們透過這個器皿的途徑通訊, 這途徑位於她已開啟能量
體之中.
這個器皿以耶穌
耶穌-基督
最佳的通訊. 因此器皿每次呼求通訊的時
耶穌 基督之名要求最高,
基督
候 都會以耶穌
耶穌之名挑戰我們,
那是她視為最親密, 最高的名字, 耶穌-基督
耶穌
耶穌 基督.
基督
我們是那些能夠說 耶穌是主
耶穌 主 的實體們. 我們發現第四密度的無條件的愛 對於
第三密度尋求畢業的靈魂們 具有救贖的品質.
在這個時候, 差不多在十年以後就是畢業日了. 因此, 這個器皿十分敞開地與我
們工作, 因為器皿覺得宇宙指引的聲音對於渴望經驗它的人有幫助.
基督意識由耶穌
並在他的無私給予中彰顯. 基督意識等待著那些尋求進
基督意識 耶穌所穿著,
耶穌
基督意識
一步靈性解答的人們. 因此, 這個器皿能夠成功地進行接觸, 並確保這個通訊是
表裡如一的.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你嗎, 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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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發問者 Q'uo 在宇宙中進化的經驗是什麼? 是否也經歷過第三密度?
我們是你所知曉的 Q'uo, 並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Q'uo 原則由三個實體所構
成: 一個屬於第四密度, 它是 Hatonn; 一個來自第五密度, 它是 Latwii; 一個來
自第六密度, 它是 Ra. 這三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組成了這個聲音. 其中一個實體
屬於金星
金星的能量; 其他兩個在其他星系經歷第三密度.
金星
全體都以獨特的方式經歷第三密度, 每一個實體都以自己的方式精練這些經驗.
每一個實體的第三密度經驗與你們特別星球相比 都顯得容易許多. 這是因為你
們屬於那些必須留級重讀的人群; 有些人甚至在七萬五千年週期之前就開始這
功課了. 這是一群特別困惑的實體們 他們綿長的經驗還沒有將自身帶到一個清
晰的選擇, 而在 服務他人 與 服務自我 之間隨機且毫無目標地來回擺盪. 你們
人群欠缺意志力的習性可以追溯到許多, 許多世代之前. 於是對於畢業資格而言,
既沒有增添正面的成績, 也沒有增加負面的成績.
我們希望藉由分享這類資訊給那些想聽的人們 從而增加收穫量. 在給予你這資
訊, 我們要求你清楚地聲明 我們不是權威 毋寧是那些以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之名來的
造物者
實體們. 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 即道
道(Tao). 我們分享路上的見聞, 但你們只需選
擇那些有深深共鳴的意見, 如此每一個讀者是在憶起 而非學習. 那些你沒有共
鳴的句子 把它放下然後忘記. 如此我們才不會成為任何人的絆腳石.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你嗎, 我的兄弟?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你所謂的 畢業, 及 收割?
我們是你所知曉的 Q'uo, 並覺察你的詢問. 在座的人都熟悉收割的概念, 在這器
皿長達五十九年的地球經驗中, 她一直聚焦在聖經
聖經中的教導.
在這本特別的書,
聖經
收割的形象有著特殊的意義, 因為耶穌在他的教導中說了幾個關於收割的故事,
耶穌是收割的使者,
在兩千年前就來到地上.
耶穌
耶穌的收割隱喻之中心推動力(
thrust)是田野上已經充滿成熟的作物, 準備被收割,
耶穌
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者來收割, 於是呼求那些追隨這位老師的人們 拿起這個榮
譽的擔子 每個人以她自己的方式 嘗試喚醒更多靈魂開花結果, 好收割那經過
七萬五千年學習的果實, 讓他們能跨出最後一步 通過終點線, 從一顆膽怯地服
務愛的心, 蛻變為一顆熱情烈火般的心, 十分專注且充滿愛地, 去服務週遭的人
以及 地球.
地球
確實, 在另一個關於收割的故事, 耶穌提到勞工們進入葡萄園收割葡萄
工作了
耶穌
大半天, 然後有些來很晚的人 只花了一點時間工作, 然而, 到了工作天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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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勞工得到的薪資都是一樣的. 關於收割 這是真的. 在七萬五千年的學習過
程中 不管自我的覺醒及覺悟發生在什麼時候, 重要的是它發生了.
耶穌基督是預告將臨時代的第一個使者, 現在(這時代)已部分來到: 一個無條件
耶穌
愛的時代 也就是第四密度, 那就是第三密度課程的本質. 當心能夠保持敞開,
在生命半數以上的情況中照顧他人的福祉 幸福 舒適 與安全, 畢業典禮就發生
了. 心需要被喚醒並被尋求真理的渴望點燃, 藉由保持心的敞開 學習過程變得
容易許多; 藉由嘗試去服務他人, 愛的雙眼開始被給予理由去敞開.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你嗎, 我的兄弟?
發問者:
發問者 如果一個人需要無條件愛使得收割或畢業發生, 他要如何克服自身的負
面型態以免遠離這目標?
我們是你所知曉的 Q'uo, 並覺察你的詢問.
首先我們建議 這個過程不要被想成克服 毋寧是平衡 並 更深層地移動到真我
的本質中
第三密度的核心是全然困惑的經驗, 這個密度的目標為創造一個環境 唯有憑
藉信心才能看到此刻的健全與完滿. 這個困惑的目的是要將嬰兒靈魂從生物性
做選擇的大腦分離開來, 並進入第四密度的大門, 也就是綠色光芒能量中心或稱
為心輪. 一旦尋道者能夠掌握敞開的心的價值 以及知性與人格的限制, 尋道者
就更能保存意識的一部分來致力於精練接收資訊的準確度 並減少情感的偏差.
這是否回答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地球正移動到一個非常困難的負面時局.
一個人如果希望順
發問者 看起來我們地球
地球
利畢業進入第四密度 應如何因應目前的時局以及 2003(以後)將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你所知曉的 Q'uo, 並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首先我們要說: 政治陰謀、社會不安、恐怖主義及戰爭是畢業過程的工作成果, 因
為那些選擇服務自我的實體們也以相同的熱愛與專注嘗試畢業, 如同服務他人
的實體一般. 這情況掌握在所有覺醒的人的身上, 他們了解自己是永恆的公民
來到這裡學習並服務 持續地學習並服務; 因為在每個實體的每個細胞中都有著
向上-螺旋攀升的渴望.
我們建議自我要留心, 開放的心的責任是去無條件地愛 將每一個人事物都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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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的一部分. 在不安與衝突的時代 實體們被給予一個更敏銳的機會去觀看
自身陰影的部分, 那啃食內心的狼. 即將到來的年代或許包含著不平靜. 我們只
能鼓勵每個實體以適當的方式去服務他人 發揮自己內在與外在的天份.
光的本質正在改變 使得第三密度的物理載具越來越不可能居住在這道光中. 享
受第四密度光的關鍵在於能夠移動到一種意識狀態, 在那裡所有其他自我都被
看做是自我, 所有的罪惡與成就都被看做是宇宙自我的一部分 然後轉動 180 度
直到自我被視為所有事物以及造物者
造物者. 這樣意識的統合將開啟自我以不同方式
造物者
去愛, 好比身體愛自己的細胞 而非分離的實體們彼此相愛.
一個覺知的實體即使處在威脅不安的時代 依舊能保持無條件愛的態度 以及向
外放射的光輝. 聖方濟
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曾稱呼火焰是火焰姊妹, 稱呼痛苦是痛
苦弟兄. 第四密度振動與第三密度決策大腦之間的不匹配正逐漸增加, 要感覺舒
適將越來越困難. 由於現代的玩具及小玩意 不舒服的體驗將顯著增加.
這些服務自我的玩具包括你們的大眾媒體 以及出自服務自我意圖而製作的
各種產品.
這兩個因素綜合起來使得第三密度實體經驗顯著增加的匆忙, 壓力, 焦慮, 甚至
沮喪.
對於那些覺醒的實體們, 這不匹配有著不一樣的效果. 嘗試保持第三密度的心敞
開 雖然是顆不完美的心. 無論如何, 全然渴望保持無限的愛流過能量體 對於時
間/空間有巨大的影響, 而非空間/時間, 宇宙中的宇宙. 在那個宇宙中 意圖與理
想是具體的東西. 所以即使一個實體在保持心開放這方面做得很不完美, 只要不
斷重複這意圖毫不厭倦, 這個實體就能回應第四密度的振動. 因此目標並不是完
美 而是不屈不撓地一再返回並想起 無條件的愛
無條件的愛. 那是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本質,
造物者
那本質滲透並填滿整個你所知曉以及尚未能夠量度的宇宙.
確實, 這個長久以來被認為是真空的外太空(space)其實密密塞滿了太一無限造物
者的愛與光, 比物質中的原子還要密集.
這是否回答了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Q’uo 能否給予確實可能發生的未來事件的預言, 好讓人們可以有心理及
靈性準備 以做因應?
[我是 Q'uo], 我們希望你考慮預言之類的訊息將使這接觸走調(detune), 到最後
我們會無法透過這器皿說話. 同時 我們也不認為有可能述說這類的主題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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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犯自由意志. 聚焦在信心的堅定上, 相信一切都好 一切都將是好的, 將會發
展出更佳的情況.
我們要問每一個兄弟姊妹, 哪一種比較好: 居住在危險的世界, 即使有方法準備
它; 或是 居住在一個沒有危險的世界 肯定你所願 你所渴望的世界?
每個實體對世界的說法 總合的結果就是你們的未來. 因此, 任何超過平常碰到
斷水, 斷電等情況的準備措施 都是表達恐懼的一種方式. 就意識的永續進展而
言, 造物中沒有一個部分可以被貼上安全的標籤, 也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被貼上不
安全的標籤. 沒有危險, 物理幻象就是個幻象. 收割在你們星球製造出一些物理
效應, 原因是因為第三密度人群顯著落後的振動 因而產生某種阻力. 地球 或
蓋亞(Gaia), 做為一個星球, 承受生產陣痛已經很久了, 它需要 許多光澆灌進入
蓋亞
到基督
基督網格, 或稱為第四密度網格 或 揚昇網格(ascension grid).
基督
這真的是很緊急的狀態. 以現今的地球
地球處境而言,
我們的焦點 以及 所有
地球
懷著形而上思想的人們都專注在使地球的陣痛減輕 並從這個重複許多次的貪婪,
掠奪與戰爭的週期中 增加靈魂的收割量. 容我們說, 防禦與個人勢力擴張的總
合是恐懼與痛苦的產物, 這些情感是第五密度負面實體的食物, 他們受到激勵後
啟動極端主義的信仰 以及 “以眼還眼”的正義觀點.
那些願在此時服務的人們大可嘗試去改善第三密度的全體共識, 我們鼓勵那些
願意嘗試伸出援手的人們 追隨真理 通往自我之心. 處在自我之心中, 一個實體
與那賦予一切生命者合一, 而無須過度關切其肉體. 我們並不是建議實體們漫不
經心 而是適當地回應發生的事件, 同時 拒絕讓恐懼的訊息造成心智的負荷.
無論如何, 每個在此刻來到地球的實體並不是為了拯救自我 而是伸出手給其他
人, 所以, 當每隻手向外擴展, 各個手開始相連, 實體們開始希望以一種聚焦與
和諧的方式 成為律動的一部分.
在此刻 收割量真的可以大幅增加, 因為有許多實體只差一小步就到達覺醒, 所
以我們感覺, 像是你們這個光中心 以及所有正面導向的群體們 在和諧中 工作
成果日益增加 使得這些中心越來越不像是孤立的燈塔 而是匯聚成像大都市般
的亮光.
第四密度的網格可以被看做是所有正面人群手牽手 心連心所構成的.
實體們可以在任何時間選擇成為無條件愛的發光體, 只要單純地想要這麼做 並
移動到冥想狀態, 也可以想像圖像來協助送光的過程, 好比說想像紫羅蘭光被送
入地球
地球網格
然後網格被點亮. 我們注意到你們科學家已經發現這個網格 因此
地球
實體們可以找到完整的資訊來源 了解特定能量大門 與網格點, 這些是這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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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缺乏(科學)語言來討論的.
然而, 對於敞開內心的自我而言 不需要知道網格的構成也能援助(他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你嗎, 我的兄弟?
發問者: 一個人想將能量中心與基督
基督網格對準
什麼是最好的方式?
基督
我們發現這個器皿越來越疲倦 我們是 Q’uo, 我們將這個問題做為此次集會的最
後詢問.
我們建議在每個狂喜的片刻 都表現出喜樂與感恩. 我們在這個器皿的心智中帶
到 男女相愛的經驗, 友誼的締結, 發現鍾愛的志業, 這些經驗都開啟了心.
美麗, 若被純粹地觀察, 完全地開啟心.
因此, 什麼可以開啟心 對於每一個尋道者都是獨特的. 對於這個器皿而言, 則
是一再一再地返回耶穌
耶穌的餐桌,
當她聽到核心字句 "這樣做以紀念我*"
耶穌
這個器皿在心裡回答 “主
主, 我會記得.”
(*參考: 路加福音第
路加福音 22 章 19 節)
對於另一個人而言, 開啟心的關鍵可能是一首美麗的歌, 小鳥飛舞, 玫瑰香味,
或一個抽象的想法. 每一個實體的平衡點都不一樣.
無論如何, 每個實體共同的需要是開放心胸, 但不是在一個粗心或毫無準備的狀
態下. 當心被要求打開, 首先我們要使能量體來到平衡, 開放, 與暢通的狀態.
單純地要求自我心智移向— 愛的靈感, 圓滿生活的熱情, 以及最高/最佳的目標.
感覺自我本質的實現 感覺大自然的本質 對於打開心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我們要求各位記得靈性進化是個改變的過程, 改變的特質之一就是使意識
朝向不舒適. 當一個實體在一天中對意識做更多工, 其意識的新陳代謝就攀升得
越快. 好比一個實體鍛鍊肌肉的過程一般. 每天花些時間冥想是好的. 我們肯定
地建議團體冥想要比各個成員分別冥想 要強而有力許多.
我們建議對自己溫柔, 因為自己必先被愛 好讓我們可以愛人如己. '自己' 是在
所有'自我'中最難去愛的, 因為一個人知道自己所有的秘密.

45

我們要求每一個人以烈火般熱情追尋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真理
同時對於幻象的表
造物者
層保持輕快的步調.
我們感謝發問者以及這個群體的其他成員 舉行這次有些不尋常的集會.
(譯註: 發問者住在巴西, 透過越洋電話詢問問題.)
我們享受這次的冥想 並分享我們的振動與你們, 我們感謝每個成員犧牲時間與
能量 為了能切割出一小段時間來沉思與詢問.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中離開你們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原則, 在天主中再會了(Adonai vasu).

附錄一,
附錄一 紀念我的典故
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
22:13
22:14
22:15

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穌對他們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吃這逾越節的筵席。

22:16 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吃這筵席，直到成就在 神的國裡。”
22:17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
22:18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 神的國來到。”
22:19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
們捨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2:20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為你們傾流。

附錄二,
附錄二 關於收割的相關聖經章節

路加福音 10:1
(註解: 在英文聖經中, 這裡的莊稼 = harvest)
10:1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己

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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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
要收的莊稼多，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所以，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10:3 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
10:4 不要帶錢囊，不要帶口袋，不要帶鞋，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
10:5 無論進哪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
10:2

10:6 那裡若有當得平安的人，你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不然，就歸與
你們了。

馬太福音 9:35
35 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
一切災殃。
36 衪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
37 於是對自己的門徒說：「莊稼固多
莊稼固多，
莊稼固多，工人卻少，
工人卻少，
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
來收衪的莊稼。」
所以你們應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
，來收衪的莊稼

馬太福音 20:1
20:1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
20:2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20:3 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
20:4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
進去了。
20:5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
20:6

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

在這裡閒站呢？’
20:7 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
20:8 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
到先來的為止。’
20:9 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20:10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20:11 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
20:12 ‘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
嗎？’
20:13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
銀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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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拿你的走吧！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

20: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 ’
20:16 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了（註：有古卷在此有“因
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馬可福音 4:26
26 他又說：「天主的國好比一個人把種子撒在地裏，
27 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種子發芽生長，至於怎樣，他卻不知道，
28 因為土地自然生長果實：先發苗，後吐穗，最後穗上滿了麥粒。
29 當果實成熟的時候，便立刻派人以鐮刀收割，因為到了收穫
收穫的時期。
收穫

約翰福音 4:35
32 他卻回答說:「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
33 門徒便彼此問說:「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吃的嗎？」
34 耶穌向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
35 你們不是說: 還有四個月才到收穫期嗎？看，我給你們說: 舉起你們的眼，
細看田地，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36 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
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
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如此，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
，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
喜歡。
37 這正如俗語所說的: 撒種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
38 我派遣你們在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地方去收割；別人勞了力，而你們去收獲他
們勞苦的成果。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T, 2004/02/14
Last update: 2009/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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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與我
Copyright (c) 2002 L/L Research
2002 年六月 21 日
發問者:
地球可能在未來的八到十個月間經歷到大災難,
目前許多
發問者 第一個問題是地球
地球
流傳的預言都這麼說. 如果真的如此, 我是否應該將時間專心花在幫助人們看清
這一點 以愉快與嚴肅的心情來從事這項服務? 如果地球
地球並未處於很大的危險狀
地球
態, 那麼他是否就可以繼續做他喜歡的事情: 玩玩遊戲, 看看電影, 去 Pub 跳舞
等等?
第二個問題, 希望 Q’uo 對於我目前靈魂的進展狀況稍做評論, 並且給予一些如
何與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更加和諧相處的建言.
一的法則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原則,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我們很感謝你們形成一個尋求的圈子來歡迎我們的想法. 很高興藉此機會與你
們分享我們的想法. 我們只要求在聆聽這些想法之際 請充分地覺察到我們是你
的弟兄姊妹, 而非權威象徵. 因此 擷取你有共鳴的部分 放下其他的部分. 如此,
我們得以分享我們的想法而不用顧慮可能會侵犯你的自由意志.
今天的問題關於一個時代的結尾 以及一個新時代
新時代的開始,
然後是個溫和 幾乎
新時代
是補充說明式的問題 關於發問者的靈性狀態.
然而, 以某個角度, 這兩個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因為整個世界的靈性狀態與每一
個實體的靈性狀態是非常 非常緊密相連的. 在遙遠的未來 考古學家們將把
目前地球
地球的故事描述為一個仰賴每一個實體之真實靈性狀態的故事, 特別是那
地球
些有興趣改變能量網格核心振動的實體們. 世界的命運就掌握在你手中, 這樣說
或許太過戲劇化. 然而, 以某種眼光來看, 這是非常真實的. 回顧人類歷史, 其
實一直是如此, 人類的思想與知覺塑造了人類的經驗. 思想之父經常播種 好讓
子孫後代跟從. 所以 每一個實體的靈性狀態與器皿稱為的自由選擇的遊戲盤,
地球, 有著非常真實的連結.
讓我們花幾分鐘看看發問者的關切, 最近有許多來源指出 2003 年之後 人類必
須經歷一場大災難. 為了直接面對這個關切, 我們在器皿的記憶中 排序出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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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關於預言的回顧. 這個器皿長久以來注意到 關於緊急及危機時期的預言從未
在預定的時期顯現或有預言般的效果. 我們曾對這器皿說過, 並不是這些危機時
期沒有發生過, 而是它們屬於形而上過程的一部分, 與地球上的實體們有關. 這
個形而上過程會投射陰影到外部世界 位於你們集體共識的實相中, 但關於物理
本質的危險深度每一次都被過度高估.
繼續凝視這個問題, 我們注意到 在你們過去的 70, 80 與 90 年代; 許多群體一
致努力提升地球的意識, 在這些案例中, 其結果是有越來越多的實體覺醒, 加入
有意識工作靈性的行列中, 藉由祈禱, 冥想, 甚至是憂慮地球與人類的福祉. 由
於這些努力, 地球自身的困難被減輕 被改善了. 雖然地球上持續有小規模, 非
全球性的災難發生, 包括龍捲風, 火災, 洪水, 颶風, 海嘯, 地震等等. 這些現象
沒有一個引發預言中的全球大災難. A 實體指出艾格凱西
艾格凱西(Edgar Cayce)曾預言 1998
艾格凱西
會有全球地殼變動, 這個時期已經過去, 我們可以說, 這完全是由於正面意識覺
醒 彼此相連的效果. 地球上持續成長的正面能量已經逐漸地延後第三密度陰影
停止存在的時刻. 換言之, 當實體們覺醒 開始提供他們的心, 思想, 與力量以服
務地球及人類, 這些正面意識的質量買到了時間: 增加收穫的時間, 在第三密度
末後日子充分發揮的時間.
確實, 我們可以說 你們正居住在第四密度之中. 那分隔你們第三密度與第四密
度的東西也不過是一種心智的狀態而已. 這個心智狀態比以往都更容易承受或
通透 第四正面密度意識的呼求與低語. 因為一個事實: 你們的地球母親正在誕
生第四密度(寶寶).
如同我們曾透過器皿說過, 在未來的十年間 這個過程將完結. 但我們並不是暗
示 到那個時候就會有全球性的大災難. 確實, 這未來完全是流動的, 我們說比
起十年前更加流動, 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更流動. 一個接著一個, 你們人類開始
覺醒, 容我們說, 並不是如同昔日的制式宗教, 是由上而下的威權命令. 而是以
更為現代與民主的方式, 容我們說, 它是個屬於靈魂到靈魂, 記憶到記憶的草根
式運動, 開啟的心是如此地吸引人, 那呼求是如此地強烈 使得實體們對那能量
飢渴, 而被牽引, 被呼求進入覺醒.
再一次, 在地球上, 單純選擇愛, 信心, 和平這一邊將越來越具吸引力. 謙遜與
溫順的人們開始在他們的正面與負面經驗中獲得信心. 實體們已如此接近畢業
時刻, 那偉大的極性(polarity)選擇不再像以往那般致命與痛苦. 因為有許許多多
的實體們也正在嘗試開啟他們的心, 在每天生活中表達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光與愛,
造物者
這些嘗試成為一種支撐的根基力量.
如我們曾說, 這完全是個謙遜與個人的運動, 實體們被自身呼叫投入收割者的服
務, 當其他實體被喚醒, 他們隨之成為喚醒他人的收割者; 並不是因為他們出外
以威嚇 或用事實, 資料去說服任何人. 僅只是因為喚醒他人去經歷無條件的愛
50

實在是如此具吸引力. 所以一旦實體的亮光開關被打開, 他們自然會召喚實體到
他們身邊, 並幫助其他實體記得為什麼他們要在此刻投胎到地球上. 因為每一個
人都有個隱藏的記憶, 其中包含一個非常好的計畫; 一個非常好的理由在此刻來
到地球, 分毫不差地 就是此刻. 每一個動機 每一個催化劑 將你們帶到此刻,
這些都不是隨便安排的. 正如 T2 所觀察到的, 有許許多多的道路, 但它們全都
通往頂端, 這的確是真實的.
發問者有條特別的路徑, 他可以與之合作得很好, 以他的好奇心去探索, 去調查.
這是小孩子最常有的特質, 卻往往在變老的時候失去. 鼓勵自我擁有這無限的好
奇心是很好的, 這種開放的態度, 探詢的心智, 在持續尋求的過程中將帶來很大
的益處. 無論如何, 心智所能服務一個實體的範圍有其限度. 有許多靈性覺醒的
實體有一種傾向, 感覺自身與常態與傳統信仰世界有個距離, 於是他們覺得採取
哲學姿態才有安全感, 以這種姿態, 一個實體有個很好的遙遠觀點, 基本上成為
一個觀察者嘗試去理解事物運作的方式. 這跟我們描述過的另一種方式相反:
一個實體單純地敞開心, 擁抱每一天 不管遭受何種攻擊 都以大愛與喜悅迎接.
容我們說, 儘管智慧帶來許多益處, 唯有開啟的心與熱情能帶給一個實體在靈性
學習上最佳的結果. 因為, 如你所見, 在準備自我的畢業典禮 前往愛與理解密
度的過程中,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實體在第三密度的鮮活體驗.
發問者關切如果真的會發生全球性的大災難, 他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從未否認全
球性大災難發生的可能性, 我們只是無法決定這個可能性是否高到可以一說. 因
為你們每一個人都是強有力的, 都已經對第四密度能量網格做出改變.
在維持 收割 與 舒適地降落到下一密度 之間的平衡上, 人類種族是從事這項
工作最洽當的人選.
是的, 有很大的災難潛能. 看看現今的地球
地球,
地球 一個人可以看到許多災難. 然而,
我們不是該鼓勵大家去思考這些災難被精巧地放置在不同地方與時程, 避免了
累積效應? 同時在每個災難後, 人們是否增進了彼此關心, 互相幫助,與
共同團結求生存的能力?
關於全球的變遷的主題, 我們鼓勵實體們不要聚焦在負面的未來可能性. 因為一
個人關注的焦點就會使它更為可能發生. 如果全體人類都聚焦在以恐懼為基礎
資訊, 那真的會使令人恐懼的狀況發生. 在閱讀預測未來的議題要仔細辨別, 許
多通靈者有著很好的意圖與正面服務的希望, 縱使如此, 當他們收到以恐懼為基
礎的問題, 如負面事件發生的時程, 嘗試去滿足這個詢問時, 資訊的來源就變得
可疑了. 容我們說, 我們不想答覆任何關於全球大災難的特定問題. 我們只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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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要求每一個人選擇一條有意義的能量線: 恐懼的能量線,
守衛 保護 確保安全
恐懼
處理第三密度的關切; 或是無條件愛
無條件愛的能量, 信心, 希望, 服務的渴望, 以祈禱
無條件愛
與自信去感覺一切都好, 一切將是好的.
哪一條能量線是你想要選擇的?
每一個人都正面臨個人的全面大災難, 這是無庸置疑的.
你們每一個人都將面臨肉身的死亡; 或許不是今天, 希望不是明天 或下周, 或
明年.. 但很快地, 無可避免的. 每一個微粒都有無限造物者吹入的生命氣息, 也
都將停止呼吸, 再次歸於塵土. 對於意識心而言, 關切全球大災難 與 關切身體
健康, 身體安全, 防衛死亡大敵等 是一樣的品質.
一個實體可以毫無顫動地從小宇宙移動到大宇宙看到同樣的能量在運作: 恐懼
與 愛, 保護 與 成長. 你想要 保護自己, 維持你所有的, 捍衛你的東西等等;
或者 你想要釋放所有恐懼, 以愛與信賴擁抱一切 並相信一切想望的事物 即使
還看不見它們?
這或許有幫助, 當心智關切這個世界, 將這個關切帶回到一個實體的身心靈國度,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確實是造物者的小宇宙; 創造與被創造於一個無限的塞爾
特結(Celtic knot)當中, 每一個實體都是不同的結, 然而在複雜的編織型態中 每個
實體都保有全然合一(unity)的優雅.
Jim 跟 T2 稍早對於發問者的關切開玩笑地說: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肯定都
要跳舞.” 我們同意這個評估, 難道生命本身不就是個舞蹈? 難道享受生命的秘
密不就是記得它正在跳舞? 記得那聽不見的音樂? 那音樂永遠撥放著; 它由矮
牽牛花與鳳仙花演奏著; 由玫瑰與小鶴花演奏著; 鳴鳥在林間歌唱著它, 還有天
空 火焰 及 大海; 每一個在無限太一
無限太一活著的微粒都播放著它.
這音樂是永恆的,
無限太一
是無限的, 它比你的呼吸還靠近你. 你們每一位都活在美妙的音樂、韻律、舞蹈
的海洋中, 造物
造物中的每一的東西都有韻律地移動 超過人腦所能理解的範疇.
你的身體也是這美妙韻律的一部分, 除非心智中的負面思想箝制你過多 導致身
體無法表達和諧狀態.
在生活中進入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的技巧就跟在生活中學習去欣賞任何事物是同樣簡單的
一的法則
技巧. 以敞開的心去活出生命, 在最微小的雜務中發現其深度; 在最艱難 及 最
卑微的工作中 都看到其神聖性; 同時也看到這個幻象短促得如同一根蠟燭 很
快即將熄滅. 在美麗與無意義的並列中 發現喜悅, 考慮所有事物都可以被翻轉
從另一面來看待, 確實 到了某個時點 這是必須的能力 能夠看到一體兩面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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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邊中獲致平衡.
我們不會阻止發問者去分享他覺得有助益的資訊, 我們只是建議每一個人 分享
資訊的方式有正面與負面兩種方式. 如果一個實體以正面的方式處理事情, 將有
助於建立第四密度架構; 如果以悲傷, 末日, 升起恐懼的方式來處理事情, 這將
不會鼓勵第四密度形成.
耶穌說得很簡明:
當他被問到當時有著凱薩
凱薩(
耶穌
凱薩 Caesar)面孔的錢幣是否真的屬於凱
薩, 耶穌
耶穌回答 “讓凱薩的歸凱薩; 屬於造物者
造物者的歸於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你可以看到凱薩大帝
凱薩大帝昂首闊步地走在世界舞台上,
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 那龍
凱薩大帝
尾的毒刺, 那恐懼的顧慮 為了確保資源的累積無虞. 生命可以被關切地球的苦
難的情緒所淹沒 然而這對於收割毫無幫助 也對於軟著陸到第四密度沒有幫助.
所以, 我們鼓勵發問者去跳舞, 去玩遊戲, 了解宇宙沒有錯誤. 分享自己認為重
要的資訊完全是好的, 但同樣重要的是表達出開放與流動的心之品質 這樣的心
奠基在信賴上 並能透過身心靈表達出無限供給的愛. 這是所有此刻於地球上覺
醒的人們共享的核心任務. 你們來到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決心帶來一些不同. 每一
個人都有必須的工具與資源. 關鍵僅在於憑著信心與平安, 踏出腳步, 並知道
每一個人都不孤單..
在此我們願意鼓勵每一個人都更有意識地理解到連結自己的靈性家族所帶來的
力量. 我們察覺到在這個尋求的圈子中 每一個成員都有困難去享受地球的每一
個層面. 容我們說, 你們有些 更好時光 或更快樂振動的記憶存留著. 然而, 一
旦一個人開始以舒適及潛意識的方式與靈性家族相連結, 他就能夠恢復一些舒
適的感受, 知曉在群體服務上 個人是不孤單的. 因為這個任務不是一個人就能
完成的 而是藉由一個群體. 耶穌
耶穌曾指出 如果一個實體有完美的信心 他可以移
動一座山. Ra 群體指出雖然需要一個完全純粹的實體才能移動一座山, 如果一
個群體嘗試去移動一座山, 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扭曲程度只要在可接受範圍內, 仍
然可以移動一座山. 這是靈性家族深沉的連結力量. 我們將家族這個詞彙定義得
非常鬆散, 因為你們有個非常大的家族. 它不只是一個來到地球的服務群體, 毋
寧說, 你們正在經驗一個非常複雜 互相關聯的許多群體 來自第四密度, 第五密
度, 以及第六密度, 來自內在次元 以及其他星球. 所有實體在此刻被吸引到地
球 因為地球正以 震攝人心的清晰度 從 一個天與地 通往 下一個天與地.
關於如何在生活中反映出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 我們再次鼓勵大家每日冥想, 常走在大自然
中, 邀請靜默的來臨, 花時間與造物者
造物者相處. 我們是如此多話, 我們能做的就這
造物者
麼多了.. 但, 喔 那靜止 微小的聲音, 它的口才方可稱為雄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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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讚許努力與心建立關係的人們, 你們將覺察到一切萬物的活力, 生命力, 與
無限的價值. 所有的實體, 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特質與存有, 所有的石頭與天空,
任何可以被指向或思考的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神聖性, 榮耀與價值. 你們也是其中
之一. 這是沒有凱薩
凱薩面孔的國度. “我的國度
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 耶穌
耶穌肯定地這
凱薩
國度
麼說. 我們願意向你們每一個人說, 做為一個形而上的存有, 你的國度不屬於這
個世界. 你身處於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世界 你是個祝福, 但你不屬於這個世界.
你舞動著你稍縱即逝的身體, 你舞得十分美麗.
我們感謝發問者問了這個有趣的問題, 並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
造物者
個器皿. 能在此時與你們說話是個很大的蒙福與喜悅. 我們謝謝 Carla 並離開這
個群體.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Adonai vasu borragus.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2004/2/26.

PS: Q'uo 在結尾前關於舞者的一段話(以標楷體顯示), 僅獻給羅曼菲女士, 願她在天之靈照看我
們 --200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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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痛與苦難
DISCLAIMER:本譯文不完全對照英文原文直譯, 僅為摘要翻譯. 有興趣了解全文的讀者請到
http://www.llresearch.org 之 LIBRARY 區自行閱讀原文.

Copyright (c) 2002 L/L Research
8 月 9 日, 2002
T1 的問題: 今天的問題是關於病痛與苦難, 我的腰間很痛 讓我睡不著 連站立
都有問題. 我不禁要問為什麼 病痛 或 疾病 經常發生在人們身上? 我知道自
己本性善良, 為什麼還常常生病?
聖座達賴喇嘛曾說 生命的目的就是處在快樂中. 我深深同意這點, 有些哲學書
籍教導我們 病痛可以幫助我們成長, 我對於這種思想感到不舒服. 是否可能直
接跟高我溝通 問它到底要怎麼做它才會開心 不要給我這種折磨了!
(Carla channeling)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原則,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在
太一無限造物者
祂的名中 我們懷著喜樂服務.
我們很感謝你們形成一個尋求的圈子來歡迎我們的想法. 很高興藉此機會與你
們分享我們的想法.
我們只要求在聆聽這些想法之際 請充分地覺察到我們是你的弟兄姊妹, 而非權
威象徵. 因此 擷取你有共鳴的部分 放下其他的部分.
放下其他的部分 如此, 我們不致成為絆腳
石, 而是增加每一尋道者在覺醒過程中得以使用的資源.
今天你們詢問病痛與苦難的價值是什麼. 確實地, 兩者都與身體與這文化珍惜的
價值觀相反. 身體的本能 與 人類從小受的教育都建議舒適 安全無虞 的價值
觀. 在意識心(conscious mind)中 不會有任何計畫去邀請苦難 不管是肉體上、心
智上、情感上、或靈性上 都是如此.
很清楚地 T1 的意識心沒有一次曾經要求體驗過這樣的肉體苦痛.
要了解為什麼苦難存在 我們必須向後退幾步來看 暫時脫離苦痛的焦點 轉而注
視肉體苦痛升起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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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密度的目的是喚醒自我 找到真實 與 不斷深化的自我認同. 這目的牽涉到
幾個關於自我的關鍵概念.
其中一個概念是 改變的概念 靈魂進入此生的意圖 是去改變振動頻率 以及 自
我的振動力量. 也就是說, 自我渴望同時改變 自我看待幻象的方式 以及 自我
在面臨各種催化劑*時的承受力. 第三密度實體的自然傾向, 不管是覺醒的 或沉
睡的, 是抗拒改變. 然而如果不擁抱改變 降生的目的即永遠無法達成.
(*譯註: 本文中 催化劑表示所有被我們感官察覺到的事件. 與化學中的催化劑較無直接關聯.)
另外一個概念 也跟達成第三密度的目標有關, 即是逐漸增加的 對於極性動態
局勢的洞察力. 什麼是正面? 什麼是負面? 許多從宇宙其他地方來到地球的
流浪者通常之前在第六密度非常努力工作 目的是在愛與智慧兩者取得精確的
流浪者
平衡.
這意味著 能夠經歷極性並得以回應的機會是很珍貴的,
能夠經歷極性並得以回應的機會是很珍貴的 因為唯有藉由收集並篩
選催化劑 自我才開始能重新定義 愛與智慧兩個力量的準確平衡.
這兩個概念工作在一起 創造出一連串的催化性事件 每一個實體都有責任處理
這些催化劑 使用處理過的催化劑來整合吸收新的學習, 最後催化劑成熟轉變為
經驗. 於是自我得以知道更多自我 以及自我內部的極性動態局勢.
關於極性的選擇 最常出現的情況是所謂的道德(ethical)抉擇, 第三密度幻象相當
地厚重 以致於人生的體驗有一些舞台劇的屬性 有時候人物只被粗略地描寫,
舞台相當簡陋 台詞寫得也很差. 在這個被深深彎曲的幻象中 人們有技巧地 或
笨拙地予以回應.
說了這些, 我們可以注視達賴喇嘛說的話: 活在快樂中. 但快樂不必須建立在任
何可見的催化劑上, 僅因為做自己即可在快樂的狀態. 對於那些假設快樂是有條
件的人們而言, 這是個具挑戰性的概念. 一個人必須處在安全 舒適的環境中才
會快樂. 無論如何, 我們認為達賴喇嘛使用這個字,
我們認為達賴喇嘛使用這個字 快樂,
快樂 更多的意涵是指永恆
的宇宙之心 也就是喜樂,
也就是喜樂 並不是因為有舒適的生活而快樂, 毋寧是發現自我內
在的平衡 找到自我的中心, 這樣的自我與自己和平相處 並能夠釋放所有恐懼.
T1 心裡質疑著為什麼必須有病痛與苦難 他的感覺絕對是正確的 並不一定需要
受苦受難. 然而 它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改變是無可避免的 而改變的過程幾
乎對於所有實體而言都是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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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曾說自我的能量首先是屬於心智的 於是催化劑先來到心智這裡 身體是催化
劑的第二接收器, 接收那些心智尚未平衡的催化劑. 當催化劑來到身體這裡定居
下來 成為各個扭曲點, 有時候會引起症狀 可以被視為病痛 或 受苦.
確實, 許多實體有心智上的困難, 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認出催化劑的真相 或
無法充分地回應催化劑.
無論如何 這次的問題主要針對肉體的病痛 所以我們的焦點放在這部份.
舉例來說 這個器皿目前的催化劑是有太多東西要處理, 日常雜務 與工作義務
等等, 結果當這個器皿安頓下來 準備做冥想的時候發現腕部痠痛. ?什麼器皿在
這個部位體驗到疼痛? 因為有太多東西要處理 這個負擔從肩部移動到她的雙手,
表示她的雙手負載太多事情.
我們建議 T1 檢查發生疼痛的身體部位, 太陽神經叢能量中心是表徵地球的能量
中心, 它是黃色光芒能量, 包涵了社會議題, 家庭關係, 婚姻與小孩, 工作, 社會
團體等等. 從這些項目開始揭露情感與恐懼糾纏, 這些糾纏扭曲了原本正常, 開
放的能量流動.
這個主題有大量的微妙細節 我們不認為有個簡單的答案 可以讓一個人免於病
痛與苦難. 我們寧願建議的是 去體會自我不會被任何人生的細節所束縛; 一個
人來到世上是為了學習 經驗, 及改變. 在體會的過程中 將帶來很大的力量
與能力.
當一個人越了解自己, 自我-知識逐漸在質與量兩方面增加, 自我開始能辨別出
扭曲的型態. 知曉哪些對於催化劑的反應是笨拙的, 於是一個實體可能介入扭曲
的過程, 去除或至少減輕一些扭曲 使得催化劑順利地被吸收轉變成經驗.
使得催化劑順利地被吸收轉變成經驗
有許多時候 造成扭曲的原因是一些關於自我的負面意見. 有些時候自我將催化
劑解釋為自己被遺棄了; 有些時候一個實體將催化劑解釋為自己不夠好. 不管是
哪一種負面的自我觀感, 這類的觀感奪去自我的和平, 天份, 與魔法. 如果一個
實體不能愉快地自我相處, 如果一個實體不感覺自己做得好, 這種態度將阻礙實
體準確判定催化劑的本質, 因為所有負面的觀感會將恐懼的網緊縛著靈魂, 在這
張網中的靈魂不能呼吸 不能表達自我的自由與準確度. 自我唯有處在愛的氣氛
中才能開始清楚地看清自我.
中才能開始清楚地看清自我
移除恐懼並不意味著自我的舉止完全圓滿, 而是意味著每當自我觀察到自我犯
每當自我觀察到自我犯
錯了, 則去愛
則去愛, 榮耀
榮耀, 接受
接受, 寬恕那個錯誤
寬恕那個錯誤. 同樣的, 當自我展現德行與表現優異,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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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同等的歡喜鼓勵自己.
回到極性的想法, 重要的是去愛自我負面的部分, 自我陰影的部分, 如同愛意識
陽光的部分. 一的人最想要與世界分享的是陽光的那部分. 但若一個實體不只能
分享正面的部分 也能夠以平靜, 和平, 寬恕, 接納的心與世界分享他對負面部
分的觀察; 這個實體是蒙福的. 這樣做不意味著該實體擁抱黑暗 變成殺人者、
強暴犯、小偷、懶鬼、傲慢者、忌妒與憎恨者. 而是自我遭逢這些情緒時 自我
能勇敢不眨眼地面對, 不被判斷所困擾 而維持和平與安閒的心境. 害怕自我的
黑暗面等於是邀請更多器皿所謂的吸血鬼[從事心靈攻擊的實體]來到生命當中.
一個經歷負面情緒的實體很容易捲入向下的惡性循環. 當自我-判斷, 自我-鄙視
的情緒升起 外在的共識實境逐漸提供更多的鏡子 顯現出更多恐懼感覺的影像,
於是 該實體更加考慮自己是個失敗; 變得更願意活在恐懼中, 於是將自己關閉
在和諧, 合一, 開放的流動 之外. 最終苦難發生.
無論如何 關於釋放恐懼 即使是最小的改善 都有很大的益處. 當一個實體觀察
到之前未發現的恐懼, 它就開始觀察到那些增加恐懼的關鍵元素. 一旦這些潛在
的負面催化劑被找出來, 自我開始能夠切斷造成恐懼的催化劑. 這是個微細且長
時間的過程. 這種覺醒是十分有益的 且得來不易.
有些方法可以提高一個實體工作催化劑能力, 可預期地 我們認為可以從靜默開
始. 進入靜默對於屬地(earth-bound)的實體是不自然的決定.
訓練自我進入靜默需要極大的釋放, 釋放智能心智的內容. 我們衷心地建議每日
冥想, 因為這種訓練就好比肉體運動可以強化肌肉一般.
進入靜默之後 進一步的精練方式是器皿所稱的平衡冥想[1], 推薦在每日結束之
前進行, 或許在一個人準備休息之前, 自我在想像中 回想今日的遭遇 記得每個
感覺的強度與內容, 不管是負面或正面的; 然後想像相反的事件發生, 體驗反面
的感覺.
這是個持續進行的過程 並不會停止. 沒有一個點可以讓一個人說 "我懂了 我
完成了尋求過程. 我是個悟道且至福的生命, 已經完全覺醒 來到了第四密度."
不是這樣的, 第三密度的學習不會停止 直到肉體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所以主題變成 一個人希望如何雕塑或創造自己這一生的故事, T1 目前正經驗產
生恐懼的催化劑, T1 要如何回應呢? 答案就在這個靈性覺醒且十分誠摯的尋道
者的學習過程中. 我們不會為 T1 解開這個謎題, 但我們希望方才分享的想法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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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提供許多思考點.
記住 每一個實體都的確是愛自身. 那不收縮的愛 不恐懼的愛 趕走恐懼的愛.
如果一個實體能體驗到自我為愛的生命, 他會更有技巧地體驗自身為有力量,
魔法, 和平, 蒙福的個人. 一個人觀察為真理的東西就會變成他的真理,
一個人觀察為真理的東西就會變成他的真理 因此,
因此
要極度嚴格地選擇什麼可以被接受為真理.
要極度嚴格地選擇什麼可以被接受為真理
一個人可以保護自我 或者移動到無懼的狀態, 釋放保護 擁抱學習. 這似乎會增
加痛苦, 事實上 它可以有效地減低生活的痛苦.
我們建議 一個人尋求去擁抱那不被了解的事物 請求理解 但不強求; 寬恕並接
納自我, 在每一個新的早晨 無懼地向前行.
每一個實體的痛苦都是獨特的, 並不是所有實體都承受肉體的病痛, 但我們向
T1 保證 所有來到世上的生命對於負面催化劑或病痛都不陌生.
我們請求你不將它看成是種懲罰 而是豐富自我土壤的肥料, 允許土壤長出更美
好的花朵與果實, 產生更好的收穫. 我們祝福每一個美麗盛開的靈魂都逐漸覺察
自己的創造者-自我(creator-self), 逐漸地願意放下恐懼以及觀察到的自我限制
好擁抱起初思維
起初思維(original Thought), 也就是造物者
造物者、理則
理則(Logos)、創造性的愛.
起初思維
造物者
理則
此刻 我們感覺回答到這裡已經足夠了, 也歡迎更進一步的問題. 現在 我們感謝
這個器皿 以及在座的各位成員, 還有 T1. 我們擁抱每一位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
的愛與光中圍繞你們. 我們離開這個群體,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附錄:
附錄 平衡冥想的原始出處
[1] (摘自 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 第二卷, 第四十二場集會)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並要求你評論它的正確程度: 我假設平衡的實體不會被
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所左右 不管在它可能遭遇的任何情況下. 藉由在任何情況下
都保持毫無感情, 該平衡的實體可以清晰地分辨適當及必須的回應 且在各個情
況下都與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和諧. 這樣說正確嗎?
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關於我們討論過的平衡 這是不正確的應用.
(平衡的)練習首先體驗感覺 然後有意識地在存有中發現其對立面的感覺 這個
練習的目的並不是在正面與負面感覺中平順地流動 同時保持毫不動搖. 毋寧說
保持毫不動搖才是目的. 這是一個較為簡單的結果 但需要許多練習, 容我們如
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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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美?
2002, 六月 28 日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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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發問: "我注意到我的雙眼總是會被漂亮的女人所牽引, 而對於外表比較不出
色的女人則不會如此. 當然, 我知道有許多美貌的女人卻是殘酷的, 而外貌平凡
的女人卻擁有美麗的靈魂. 我不覺得欣賞外在美是件錯事, 但我卻不能欣賞所有
女人的美麗. 更嚴重的是, 即使我知道有的女人是屬於蛇蠍美人的類型, 我還是
會對她有所遐想. 我發現我無法將所有人視為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我對於這樣的情況感到很
擔心. 這是我個人的問題而已, 或者, 也是一般男性的問題? 美麗在我們的靈魂
進化中扮演什麼角色或催化劑呢?

(Carla 傳遞 Q'uo 的訊息)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Q'uo. 親愛的人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
致意. 能在這個午後加入你們的冥想, 並與你們分享關於美麗這個主題, 是我們
極大的特權與喜悅. 一如往常, 我們要求你敞開心胸來聆聽我們的話語, 但同
時 不假思索地將任何與你心靈沒有共鳴的句子拋開.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才能
提供我們的意見 而不用擔心侵犯你們的自由意志.
這器皿的一天充滿了美麗, 我們發現這是個快樂的巧合來進行我們此次關於美
的談話. 器皿體驗到她週遭一切美麗的事物, 器皿的花園正盛開著各種花朵: 百
合花, 含羞草, 野花等. 當器皿注視著她的伴侶, 看著他的臉, 肩膀, 上顎與喉嚨,
讓器皿十分愉悅. 親切與服務他人之美幾乎快淹沒這器皿的情感; 她這天所收到
的美麗禮物包括 T2 親切的志工服務, C 送的好石頭, 以及 器皿的老公辛勤工作
好支付帳單, 確保這器皿安全, 溫暖, 與舒適. 這些豐盛的禮物多到讓器皿無法
以言語來表達, 無法以她的人格體 來形容這精緻夏日的富足體驗.
哲學家說得好 "情人眼裡出西施"(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到底什麼是美?
這不是個無聊的問題, 因為美和洋蔥的建構有許多相似之處. 你將洋蔥切一半
你會看到一層又一層又一層的結構. 所有這些層面都是洋蔥, 但每一層面都有些
許的不同. 好比我們的能量中心或氣輪(chakra)也具有一層層的結構, 因此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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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看美麗, 它就不再是個膚淺簡單的東西. 每個實體工作的主要中心不同,
一個主要工作紅色光芒的實體看待美的角度就跟主要工作橘色或黃色光芒的實
體不同, 以次類推.
所以關於欣賞美麗這個問題不能以簡單的方式來回答, T1 問到觀察肉體美的問
題, 所以我們首先從紅色光芒來探討此問題, 也就是根氣輪, 性慾的基座以及求
生存的渴望. 在這個能量中心裡頭, 對於美的定義有大部分取決於爬蟲類與哺乳
動物的大腦, 那是本能的, 主要關切的議題是滋養與群體. 本能上, 大猩猩被驅
策盡可能地去交配 ,繁衍後代. 這個生存機制是很深沉的 並且是構成你們男人
與女人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男人與女人的生物角色不同, 性能量對於美的流向
有所不同. 男人傾向盡可能與許多女人交配只要該女性具有成熟以及可以繁衍
後代的記號. 這點, 如同 T1 所臆測, 不只是他個人的體驗, 也是男性共同的體
驗. 在女性間, 也有著厚重的生物傾向從紅色光芒來看待美麗. 女人的本能會
將以下特質認為有吸引力: 一個好的供應者, 具有生殖力的男人, 維持忠實並長
時間忠於家庭. 對於女性而言, 一個外表不那麼吸引人的男性, 但擁有吸引人
的人格特質, 也可以是個好伴侶.
結果, 對於男性而言 可以肯定預期在他的成熟期, 其注意與欣賞焦點將圍繞在
那些可以生小孩, 健康, 外在吸引人的女性身上. 以服務他人 及 服務自我 的
角度來看, 這種現象既不是正面也不是負面特質. 它只是男性肉體被如此設計來
與靈魂的其他能量系統互動.
從橙色光芒來凝視, 美開始有更多的深度. 在這裡, 溝通, 人格特徵, 相似的興
趣開始增加或減少肉眼所看到的美. 個人關係的能量創造出一種美學, 主要焦點
為享受自我, 並且在自身內感覺安全, 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感覺安全.
每一個人對於美的選擇變得越來越主觀. 在紅色光芒的審美觀中, 社會文化多少
決定了吸引性的標準, 在一個族群中, 許多人會一致同意怎樣的人算是美麗, 怎
樣的人不算美麗. 然而, 在人際關係的動態中, 橙色光芒開始分散人們的選擇,
人們開始更加地欣賞情感之美、靈性之美、心智之美, 以及其他無法輕易從肌
膚看到的美.
這裡有個感覺值得被注視一會兒, 一種感覺被鎖在小房間 從紅色光芒層次被迫
去注視肉體美. 這是個本能是如此強而有力, 它存在於人類動物中, 它對於人類
的肉體存活是如此重要. 如果這種本能不存在於人類的骨肉之內, 心臟會忘記跳
動, 肺臟會忘記呼吸, 肉體會忘記繁衍小孩. 這對於種族的生存並不洽當.
必然地, 特別是男性 會被一個人的肉體所煽動(hounded), 我們要提醒那些覺得
被這種強迫注意美女症所限制的人, 這個傾向是沒有極性的, 體驗短暫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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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幻想跟美女有關係並沒有過錯. 確實, 對於女性而言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
真實的. 這是具有肉體的實體幾乎無法逃避的層面, 如前所述, 這是靈魂完全可
以接受的有益功能.
從黃色光芒來凝視, 美成為一個更加細微且具有豐富紋理的東西,

因為黃色光

芒對應到家庭與伴侶關係, 在這種延續關係的安全與親密感中, 那些靈性成熟的
個體得以大大地開拓及增益自身對於美的觀念. 伴侶, 母親, 父親, 小孩, 或兄
弟姐妹可能是極端地不完美. 然而, 經過一段時間, 一段共同分享的歷史帶來的
祝福, 在家庭或伴侶關係中的實體, 受到愛與被愛的光澤(patina)的深度吸引, 即
使是外貌最不漂亮(homeliest)的實體也變得完美, 變得美麗, 只因為是那個人. 最
終, 對於肉體美看法的沉重負擔開始起飛, 如同一只風箏, 在愛的能量風中翱翔
高飛.
當心房開啟, 美麗開始從綠色光芒被檢視, 此時整個關於美的問題被愛轉形了.
因為, 在心的層次, 靈魂的眼睛是開啟的, 所有實體不再被視為肉體 而是存有
(being). 在心輪中, 美麗是一個人內心的功能. 外在美的暴政終於被解除了, 唯
一的侷限是那些沒有察覺到自身美麗的人們. 如果一個實體不能觀察到自己是
值得的, 美麗的, 好心腸的; 那該實體對於自我的貧乏看法將會投射其醜陋的陰
影到外面的世界, 這顆貧乏的心看不到自己的太陽, 也看不到它閃耀的榮光.
對於我們來說, 凝視著你們每一位, 我們看到你們的美就好比是不停流轉的萬花
筒. 你們每一位都擁有無盡的美, 然而 是你們自我能量光譜的組合與和諧最為
吸引人, 你們每一位都是一個振動複合體, 一個振動套疊在另一個振動之上, 以
此類推, 藉由你在此生中做的許多選擇與伴隨的偏見, 你的振動在每一刻以上千
種不同的方式流動, 雖然你們大多數人沒有察覺到這點, 然而, 在能量體的流動
與細微區域中, 改變是恆常的, 沒有一個實體 其振動在兩個不同瞬間會是完全
相同的.
造物者
相同的 因此每一位在靈魂層次都是無比的美麗. 確實 每一個實體 身為造物者
都具有超乎一切想像的美, 因為每一個實體都是一切萬有, 每一個實體都包含整
個宇宙. 那麼, 每一個人不都擁有美醜所有的面相, 美學的完整範疇?
這許許多多的寶藏埋藏在人格裡面, 等待被 適當的環境與激勵開啟.
這個器皿, 做為一個形而上功能正常的實體, 它長期以來就被創造美麗人生的概
念所吸引.
它並不特別關切其肉體的美麗, 雖然在裝飾自身的時候 它感到很大的欣喜, 但
大多數時候, 這個器皿判定自己對於其行動的美過分關注.
當主題來到行動與功能, 這個器皿通常選擇一個不切實際且困難的道德決定,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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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於器皿而言 這是個美麗的東西. 於是這個器皿的生命中 總會在路上出現
有趣的同伴, 這條路是較少人行走的.
美麗真的是很主觀的. 無論如何, 我們引用你們詩人濟慈(Keats)的話 "真理就是
美, 美就是真理." 這是你們全都知道的, 知道這點就足夠了.
(譯註: 雖然沒有明白指出, 以上這段講的應該就是藍色光芒部分.)
當我們從靛藍色光芒的觀點來衡量美, 這個器皿所做的許多選擇成為美的焦點.
在一個靈魂品性的純然力量之前, 所有臉蛋的曲線 , 肉體的吸引, 優雅的溝通
表達 都顯得黯然失色. 因為對那些工作意識的人們而言, 他們雙眼看到的美完
全取決於一個實體的力量(power)與和平, 在於一個實體展現歡樂, 至福, 以及真
智慧的能力.
確實, 這個實體在他許多的前世中 養成了一種偏差, 使得它的靈魂演化有些偏
移. 那些靈魂演化卡在紅色光芒的人們有禍了! 因為那好比一個人從未能剝開洋
蔥, 從未能到達洋蔥內部. 無論如何, 我們要對 T1 說, 我們極度地懷疑 T1 被卡
在紅色光芒中, 毋寧說, T1 誤會了, 它將某種特定關於美的體驗當成是美學的整
個音域.
哪一股能量最吸引你呢? 這是個不斷變化的問題, 不是嗎? 當然, 如果一個實體
發現自己著迷於肉體美貌, 就有些平衡的工作需要被完成. 因為在形而上的工作
中, 過於偏好任一情況都是不被接受的. 就靈性的成長而言, 沉溺於任何事情都
會產生一個有毒害的環境. 靈性進展的偉大鑰匙就是平衡.
因此 我們建議要工作如美麗之類的概念, 將自我移動到美麗的不同經驗, 觀察
並欣賞每個層面的深度與能量, 當每一個能量中心的美被發現, 一個實體的思想
品質也整個被改善了. 從任何一個層面來體驗美都是愉悅的. [註 1]
但, 從更高能量中心發現的美 具有更深切的獎賞. 然而, 我們不會在任何一刻
想要移除那美妙, 活潑的滋味-- 關於欣賞肉體的美與愉悅.
難道一個男性不應該欣喜於女性的美麗? 難道一個女性不應該欣喜於男性的
俊俏?
難道一個人不應該欣賞美酒與佳餚?
難道一個人不應該欣賞歌曲, 舞蹈之美, 那些肉眼及雙耳可享受的盛宴?
難道一個人不應該享受柔軟與堅硬; 平滑與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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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一個人不應該像是個水獺在這齣充滿喜怒哀樂的生命戲劇中歡欣鼓舞?
我們不覺得為美麗欣喜會有什麼錯誤或傷害, 我們只是鼓勵每一個實體更加地
張開雙眼; 更深沉地使五官清明以欣賞每天經過我們身邊的美好事物.
什麼是美? 以小孩的雙眼凝視你的童年期, 那時難道你不是輝煌地美麗嗎? 你
對於任何事都是天真的, 但願在生命每一個經驗狂喜.
然而隨著困難的事件一個接著一個發生, 慢慢地, 天真之美受到了刮傷, 逐漸
變形彎曲, 最終 被雙親與權威人物; 或其他小孩殘忍的嘲弄; 自我對自己的失
望 擊打成碎片
確實, 我們可以說大多數進入覺醒過程的實體們, 他們欣賞美的能力已經受到
阻礙與歪曲. 所以, 在此生有許多工作要做 好恢復眼睛與耳朵的天真, 允許她
感受每一個事物的本質, 或者如這個器皿所說: 本來面貌(ding an sicht, 德語).
欣賞每一個事物的真心與精髓是達到平衡美學的關鍵.
當美學被平衡了, 並且在此生都是平衡的, 在此生所做的決定也就不會有附著
的業力了.
在這方面, 我們鼓勵每日平衡你的情感, 每天睡前做平衡冥想是非常有幫助的.
(譯註: 關於平衡冥想, 可以參考一的法則第一卷, 故在此不贅述.)
這個器皿告知我們, 提醒我們已經講太久了, 我們將總結這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們鼓勵每一位在靜默中進入自我的本質中. 允許靜默對你述說, 因為它比話語,
比念頭, 比思想 更能掌握真理的心與精髓.
什麼是美, 什麼是真理? 進入靜默,
進入靜默 扭轉鑰匙, 進入你的心房, 進入一個充滿無
限發現的宇宙.
我們感謝 T1 問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離開他與這個群體.
太一無限造物者
我們歡欣鼓舞並且在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Q'uo 原則. Adonai.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in 2004.

[註 1] Carla: 在千鈞一髮之後的興高采烈狂喜體驗可以是完全的紅色光芒 本能
反應, 然而這種感覺是深沉且純粹的. 因之 任何感覺都是本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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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義
十月 3 日, 2004 年
文章來源: www.llresearch.org
Copyright © 2004 L/L Research
(譯者的話: 恐怖主義在地球至少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特別在美國 911 事件之後, 更成為全世界
關注的焦點. 在這篇文章中 讀者可以認識恐怖主義的發源, 以及我們可以選擇的態度與觀點.
由於時間有限, 譯者只能擷取重點翻譯, 有心人可以直接到 L/L Research 網站觀賞全文.)

本文
小組問題: 本週我們想問所謂"恐怖主義"的根源. 我們定義它為一小撮人嘗試獲
取他們覺得屬於他們的東西, 並使用暴力的方式獲取. 我們認為遠從舊約亞伯拉
罕(Abraham)時代 就種下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對立的種子. 我們也希望 Q'uo 能夠
告訴我們這類能量的哲學背景 以及 如何在今日的地球上 解決這個問題.
(Carla 傳達)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原則,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今天的詢問指向一個有些熱門的議題, 如這個器皿所說. 請允許我們分享我們的
思想 同時請你自己決定是否要相信這些話語.
當你的自由意志被確保, 也就允許我們能自由地說話.
我們謝謝你的理解.
今天的詢問一部分與恐怖主義背後的哲學有關, 我們發現很難創造出一個好的
答案. 因為我們相信哲學一般而言與恐怖主義是不相容的.
當道德被討論為一門哲學, 它並不關切奪取其他實體自由的方式 而是如何防衛
他們的自由.
尼采的超人哲學[註 1] 或許是最能夠為恐怖主義辯護的哲學了, 而其辯證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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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簡化成一句話 "力氣(might)即為正義". 我們不想為這種哲學辯護, 但我們
發現它仍持續地運作著.
關於恐怖主義 最適當的速成哲學結構是 "吱吱叫的輪子先得到潤滑油"*, 這句
話與其說是適當的哲學, 不如說是對於個人或群體訴諸使用恐怖方式 的解釋.
(*譯註: 這句話跟我們的俗語"會叫的小孩有糖吃"有異曲同工之妙 ^^.)
就我們所知, 造物者是無限的,
超越所有的描述, 限制, 或區別.
造物者
造物者就是一切萬有,
可見與不可見, 已知與未知, 可能與不可能.
造物者
另外一方面, 嘗試描繪造物者
造物者的一些特徵,
好讓特定密度及文化之內的實體理解
造物者
造物者 這嘗試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不會要求你停止嘗試去理解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我們只要求你領悟你們人類所寫
的關於造物者
造物者的作品都是文字, 它們不是全部的真理.
造物者

你們的詢問帶出一個特定的 有創造力的實體 名為亞威
亞威(Yahweh)
或 耶和華
亞威
(Jehovah), 據說, 它的指令引起約書亞
約書亞(Joshua)及所有參戰人員的戰爭行為, 目的
約書亞
是爭奪領土, 這些故事在你們聖經舊約的摩西五書中有記載.
有無數人嘗試理解舊約人物亞威
亞威的心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先前聲明沒有一個
亞威
文獻記載的人物能完全捕捉創造原則的本質.
無疑地 被知曉為亞威
亞威的實體缺乏一些我們理解的創造原則之明顯特徵,
如它的
亞威
普遍性 與 合一性. 對於造物者
造物者而言
所有事物為一, 所有生命都是同一個雙親
造物者
的小孩, 太一造物者的兄弟姊妹; 那麼一個創造原則又如何會將一個實體豎立於
另一個實體之上?
無論如何, 被知曉為亞威
亞威的實體是個強大的力量
透過摩西(Moses), 約書亞, 與
亞威
亞伯拉罕演出.
我們可以描述亞威是個地球守護者 它開始一個服務他人的計畫 卻沒有思考這
樣的計畫可能產生的各種結果. 它們選擇一個似乎比較適合的族群 透過基因工
程 創造出一個新的次種族, 這是創造原則絕不會做的事, 但這些守護者實體們
認為它們創造出一個更好的種族 有更多空間改善其心, 身,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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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些守護者實體們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引發戰爭般的行為, 以致於許多無
辜者被屠殺, 我們說不上來. 無論如何, 事情就是如此 因為這個干涉 你們的歷
史以及這些族群的心靈能量因此被永遠地改變了. 它創造了一個明顯地不公平
情境. 無疑地, 以薩(Isaac) 與 以實瑪利(Ishmael)的兒女們為這個干涉 以及它所
帶來的許多複雜後果而哀慟*.
(*譯註: 以薩是亞伯拉罕與正室所生的兒子. 以實瑪利是亞伯拉罕與偏房所生的兒子. 前者被認
為是猶太人的祖先, 後者被認為是阿拉伯人的祖先.)
任何情境 一旦進入了歷史的溪流 它同時也進入了神話的溪流.
你或許嘗試追溯以薩後裔 與 以實瑪利部落的軌跡等等, 然而真相已經是十分
模糊了. 除了部份故事已經失落, 殘留的故事也無可避免地被掌權者以有利於自
身的觀點重新詮釋. 說話最大聲的人有權講故事 這種事情在歷史的每個階段都
發生過 包括你們今日的(西方)文明.
然而, 回顧戰爭與恐怖主義的歷史,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議題與 一些族
群覺得獨占某些東西[註 2]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種應得權利的感覺是暴力,
戰爭與恐怖主義的核心.
就創造原則而言, 所有土地都是一體, 所有人群都是一體. 你們第三密度的設計
是你們每一個基因族群都被期待佔有優勢一段時間. 一個族群, 好比你們白人族
群, 長期佔有優勢並不在原先預期之內. 每一個族群的能量都有一個特定的方式
開啟心胸, 以及不同的方式看待創造原則. 因此能量被預期呈現漂浮的狀態, 從
一個主宰文化 流動到下一個文化, 再下一個, 以自然且韻律的方式進行.
目前全球人群有一個希望, 傾向以女性原則做為創造原則. 因為, 以第四密度即
將誕生的角度來看. 這股創造性, 女性能量持守服務他人的光, 會以適當的方式
協助地球或蓋亞(Gaia)進行她十分女性 十分深沉 的分娩.這件事還沒有發生.
亞威群體放置某個族群的能量創造了一個停滯點, 好比有人放了一個路障在地
球的能量流動上. 因為該能量宣稱一神論, 宣稱只有一個上帝; 卻又陳述它只是
一個部族的上帝*. 很明顯地, 它仍舊是多神論系統的一部分, 一個有著許多上
帝的系統.
(*譯註: 正牌的亞威並未宣稱它只是猶太人的神, 這是後來有個冒牌的亞威說的. 詳情請參閱
一的法則--Law
of One)
一的法則
在摩西的時代, 世界正嘗試進入真正的一神論. Ra 群體也嘗試在那個時代跟埃
及的王子們講述真正的創造原則-- 太一.
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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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相當知曉這個真正的一神論, 他在這個系統的訓練中長大, 他的心也奉獻給
這個系統. 然而, 在他的時代 人們沉浸在許多神明的文化中, 他發現要同時 持
守對於單一上帝的純粹信仰, 以及 成為他同胞的領袖 是不可能的事. 你們歷代
的領袖都面臨這個挑戰, 一個領袖對於他的族群有責任, 他必須守護群體的權利
與東西, 同時捍衛並維護所有其他群體的權利 他要如何兼顧這兩件事?
我們將你的注意力帶到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身上. 甘地十分地聰明, 他所
學習的哲學 有大部分保留給服務自我. 然而, 這個實體的眼光強而有力地聚焦
於合一
合一 它拒絕接受任何關閉心胸 對抗他人的想法, 即使是那些收買並限制他
自己同胞的對手. 在甘地與 握有印度統治權的英國政府打交道的過程, 甘地在
任何時刻都避免關閉心胸 去對抗 或拿起武器朝向公認的敵人, 英國人.
使用樸素且易於了解的實質隱喻, 好比紡紗(spin thread), 這個實體能夠在他同胞
面前展現自我價值與獨立的形象. 一個實體要如何在 將棉花紡成紗的製程中看
到獨立與自我價值? 然而, 印度人民接收到了甘地所提供的功課*.
(*譯註: 甘地選擇紡紗有兩種意義: 抽象而言 紡紗是個轉形的過程, 象徵殖民地轉變為獨立的
過程. 實質而言, 鼓勵人民紡紗 以自給自足 減少對西方服飾的依賴. 甘地的一生波瀾不斷, 但
他始終堅持非暴力手段, 十分發人深省. 有心的讀者可以上網搜尋 '甘地' 或 Gandhi 獲取更深入
的資料.)

在許多, 許多方面, 甘地把那些英國統治者搞得十分難過. 然而, 這個實體從未
有一刻是不真摯 或 失禮的. 如果他不是來自一個真誠愛的地方, 他的思想無法
生根 他也不可能成功. 如果甘地痛恨他的敵人, 即使他做了一模一樣的事情 做
同樣的政治表態, 他仍不會成功. 他的動機是如此的正直與純粹 以致於不論是
印度人 或 英國人 都能夠看到它, 感覺到它, 最後, 尊敬它並回應它. 因此, 他
協助同胞的工作 從未沾染暴力或恐怖主義的陰影 而始終保持 信、望、愛 的
美好色澤.
當你看到大小群體無法抵抗恐怖主義手段的時候, 我們要求你看著這些被捲入
公義及應得權利等議題的群體, 在每一個情境, 都有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 這條
道路開始於內心, 它呼喚著聰明且悲憫的人們, 它呼喚著那些理解服務自我手段
但同時擁有敞開與純淨的心靈的人們 呼喚他們使用無條件愛的方式.
沒有任何理由能為暴力辯護, 然而 潛藏在人類內心有種渴望: 保護自己的群體
對抗那些族群外的實體. 這是每個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 沿襲自大猩猩肉體載具
的習性. 如果你檢視這些大猩猩的習慣, 如德斯蒙-莫里斯(Desmond Morris*)已
完成的研究, 你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發現 暴力是每一個人都必須對付的課題,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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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遠方的事物, 而是一個親密的朋友, 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在你們每一個人
的身體中都有一個寄宿者, 叫做暴力.
(*譯註: Desmond Morris 是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 專門研究動物行為, 成名作為赤裸的猿猴Naked Ape, 著作等身, 請參考 http://www.desmond-morris.com/books.php )

G 先生*說他不相信自己會扣下扳機對抗另一個人類. 這是個高貴且值得讚賞的
情操. 然而, 說這句話的人從未處於一種情境 即他所愛的人面臨性命危險.
(*譯註: G 為在場參與冥想的成員之一)

當一個人受到威脅 他的本能確實就是扣下扳機. 當一個群體受到威脅, 群體的
本能同樣是致命的反應. 不管有多少層外交 禮節 覆蓋於上, 在每一個情境的底
部 雙方其實都接受一個模式 -- 一個群體可以凌駕於另一個之上. 一旦這個基
本的假設被接受, 總會有一個基本理由導向暴力. 一個暴力發起國得到其他國家
的認可, 便屬於公正的一方 (並得以發動戰爭). 有些群體得不到這樣的認可 於
是別無選擇 被公認為不法之徒. 當一個不法之徒嘗試獲取應得的權利 便被認
為是恐怖主義. 這是恐怖主義與戰爭的唯一差別. 這種人工的區別奠基於一個人
工的假設: 群體們定義自己為彼此分離的.
群體們定義自己為彼此分離的
或許你已經注意到人們傾向分割團體為次團體, 再將次團體分割為次次團體 永
無止境地分割下去. 人們喜歡看到自己的團體做對事 其他團體比較不成功.
人們不斷追尋一種 比其他團體 更優越,
更優越 更強壯,
更強壯 更有理 的感覺,
的感覺 因為這種感
覺實在好. 找到歸屬的地方感覺很好, 屬於一個善良 有道德 正直的團體 感覺
覺實在好
真好. 因此許多扭曲的故事不斷被述說著, 勝利的一方總是公正的, 而輸家活該
處於貧窮之中.
我們認為 每一個應得權利都是令人質疑的, 而每一個公正的團體基本上都是
不自然 且 沒有幫助的. 然而, 第三密度存在的整個目的就是要面對每一個人,
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團體 所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 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 每
一個實體都有機會在靈性、心智、情感、肉體的進化旅程中成長.
你們要怎麼做才能將這個世界變成深情, 統一, 和平的世界?
容我們說 這個願景從你開始, 就從今天開始. 不是以轟轟烈烈的方式, 而是以
微小的方式開始, 從你週遭的人開始: 你的伴侶, 小孩, 父母, 家人. 在你面臨每
一個決定 檢視你的想法, 其中是否有保衛的渴望? 是否有保護的渴望? 或者是
擁抱太一
太一(One)的渴望? 仔細地檢視你的思想 過濾掉那些與開放心胸缺乏共鳴
太一
的念頭.
我們也要求你聰明靈巧, 與你們文化的限制與扭曲偕同工作, 而非嘗試丟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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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在這些限制中工作 好讓那些原本被設計來限制的東西變成解放的東西. 這
件工作需要投注大量的聰明敏銳的心力 然而你們每一個人都有良好的心智, 良
好的推理與想像力, 以及創意的才能. 我們建議你再加上幽默、耐心、以及無盡
的感謝. 持續保持感謝的心, 你會發現每一扇被關閉的門都只是暫時的現象, 這
些被憤怒、失望、與 敵意關閉的門, 將被 信、望、愛 再次開啟.
這個器皿提醒我們時間快到了. 我們全心感謝你們, 與你們分享我們的想法是如
此喜樂的一件事.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鼓勵你們 並在追尋真理的道路上, 支持你
們. 我們祝福你們每一位 謝謝你們, 一如往常,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
太一無限造物者
光中離開你們. 我們是 Q'uo 群體. Adonai, adonai.

原註
[1] 尼采的超人哲學: The theory that Nietzsche offered was that there was “a mode of
psychologically healthier being beyond the common human condition. Nietzsche refers to this
higher mode of being as ‘superhuman’ (ubermenschlich), and associates the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a doctrine for only the healthiest who can love life in its entirety—with this spiritual
standpoint, in relation to which all-too-often downhearted, all-too-commonly-human attitudes
stand as a mere bridge to be crossed and overcome.”

這段大意是說有些人的心理比一般人健康, 這種處於較高模式的人被尼采稱
為'超人'. 只有最健康的人才能全面地去愛生命.
(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ietzsche/ )

[2] perquisites 定義: “Something claimed as an exclusive right.” 一個東西被某人宣
稱具有獨占的權利.
[3] The Road Not Taken(未被選取的道路),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ler, 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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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feet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譯註: 原註 3 對應的是 Q'uo 問答部分, 該問題大意是耶穌如果不殉道, 選擇繼續活下去 結果
是否會更好? 回答時, Q'uo 引用了這首詩, 這部分沒有翻譯出來, 一方面是時間有限, 另一方面
覺得與本文相關不大. 但這首詩相當優美動人, 所以還是放在這裡, 讓大家欣賞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200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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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寶藏"到一元美鈔
(譯者 Terry 的話: 看了本月熱門的好萊塢大片, 國家寶藏--National Treasure, 讓我不由得想起一
本也很熱門的書籍—達文西密碼
達文西密碼.
共濟會等神秘組織.
於是我上網找了些
達文西密碼 這兩者都不約而同提到共濟會
共濟會
資料, 將它們翻譯出來,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

[一元美鈔放大圖案]

Carla: 在美金一元鈔票上的金字塔上方有隻眼睛, 這跟塔羅牌第三號牌的眼睛
有什麼關聯嗎?
Latwii: … 做為人類, 你們人群曾經享有共同的經驗, 如你所稱, 在美鈔上的金
字塔 頂端有隻凝視的眼睛, 它是個標誌 許多人稱之為第三隻眼, 位於眉心輪
(brow chakra), 代表看到另一個實相.
你們存在於一個幻象當中, 一個似乎是分離的幻象, 這個部分與另一個部分 分
離; 黑夜與白天, 男人與女人, 右邊與左邊, 善與惡..等等. 憑藉著極性的雙眼你
在幻象中只能看到微弱的景象. 有了第三隻眼, 單一的視力, 一個實體開始尋求
看到所有造物的合一性. 這隻眼睛被記載於許多修鍊學派中, 從塔羅牌中, 從各
式各樣的會社 如共濟會
共濟會(Masonic), 甚至以扭曲的形態出現於你們的貨幣中. 這
共濟會
隻眼睛對於你們人群有一般的意義 同時對於每個實體也有特定的意義.

發問者: 我想知道關於班哲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事情 以及他是否
為敵基督(anti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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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wii: 我的兄弟, 我是 Latwii, 我察覺你的問題. 我們嘗試保持嚴肅, 然而, 我
們必須告訴你敵基督是個思想形態, 有幾個實體會被稱為敵基督, 但它只是個概
念. 就好比沒有所謂暗黑神祈, 只有太一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 愛的造物者, 所以不會有所謂
暗黑神之子 因此也沒有敵基督.
無論如何, 人們心中有種思想形態, 人們認為那些 有權有勢 同時負面導向的實
體們 似乎就是敵基督, 的確, 候選人早已浮上檯面.
被知曉為富蘭克林的實體是個幽默的傢伙, 容我們說, 他對於社會的價值遠超過
所謂的敵基督.
他涉入一些智能的謀略, 這是真的, 不過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不也如此
季辛吉也不是敵基督.
基本上, 富蘭克林是你們所稱的流浪者, 一個從另一個(星際)文明降生到這個地
球, 帶來好幾種發明 以便利你們國家的文明 以及全世界.
我們了解你無法看到敵基督這個想法裡頭的幽默, 但從我們的制高點來看 我們
都存在於完美愛的海洋中, 雖然人們偶爾會有些誤解的想法, 我們開始理解到你
們必須承受的巨大哀傷 因為你們無法全天候看到你週遭的愛, 我們無法想像一
個人會如此地信服暗影 以致於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很抱歉無法完全地進入
你們人群的理解中 但我們希望我們說的 對於你們會有些幫助.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你嗎, 我的兄弟?
發問者: 老實說 這就是所有我想知道關於班哲明的事了.
Latwii: 很好 我的朋友, 我們願意再說一件事 希望對在座者有所啟發. 有幾位
你們所稱的"國家的父親們"(開國元老), 他們共同參與一個有些負面的計畫, 或許
可以稱為一個俱樂部, 你們稱之為"光明會
光明會"(Illuminati). 他們原先確實不想造成
光明會
傷害 而是要改善人類. 但後來發生的事 已經不在你們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麥迪遜(James Madison), 富蘭克林的計畫之內了. 這個組織的印記直
到今日還可以在你們的(美元)鈔票上看到.
發問者: 我讀過許多關於光明會
光明會(Illuminati)的報導
聽過關於國際銀行家的消息.
光明會
它們存在嗎? 這兩個組織是同一個 或 不同?
Latwii: 我是 Latwii, 我們的回答是再你們地球舞台上 有著許多演出者.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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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看起來十分地沉重, 十分黑暗 屬於暗黑的本質, 你們歸類為光明會
光明會.
光明會
有許多人被影響 並朝光譜的黑暗端極化(polarize), 朝向黑暗的分離經驗 遠離了
天父.
天父
確實, 在你們地球振動中 總有某個時期經驗並表達這股黑暗力量, 每一次 當你
遇到一個同伴 而無法認出他裡內的神性;
每一次 當你選擇背對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光照, 你們便朝暗黑或負面性極化一步. 這
無限造物者
個過程確實創造一股能量可以被取用, 被用來引誘他人朝向那個方向.
我們建議 如果這類的生命確實存在於你的世界, 最重要的考量是你, 你自身,
如何活出你自己的生命; 你如何能夠彰顯愛的振動. 因為, 我的朋友們 愛是包
含一切的力量.

[塔羅牌第三號: 皇后]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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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L/L Research, www.llresearch.org
原文發表日期: 1984_0415, 1980_0907, 1980_1207

其他建議閱讀
(英文網站)

http://www.caterpillar.org.uk/warning/
-- 共濟會與光明會陰謀論
http://users.1st.net/fischer/FREEMAS.HTM
-- 共濟會的正面介紹
http://en.wikipedia.org/wiki/Illuminati
-- 光明會介紹
http://www.crystalinks.com/templars1.html
-- 聖殿騎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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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的平安訊息
12 月 28 日, 1975
(Carla 傳訊)
我是 Hatonn,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與你同在, 我將我的平
安(peace)帶給你們.
你們最近的大師 耶穌曾說
"我所賜給你們的, 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 [註一]
耶穌
我們也提供我們的平安給你們, 不是這個世界會給的平安, 而是更真實的平安.
我是服務無限造物者之星球聯邦
聯邦的一員.
我越過許多銀河, 通過無次元的大門,
聯邦
進入你們所謂的實相, 你們這個特別的地方, 你們的宇宙.
我們來到這裡是因為你們的呼喚. 因為在這個宇宙中, 那些希望知道真實的實體
們發出呼喊.
這些呼喊並未被忽略, 在這無垠的宇宙中 我們聽見了你們 於是來到這裡. 其他
實體聽到了, 也來到這裡. 你們星球 較精細層面的實體也準備好伸出援手.
所有途徑皆為一, 我們只是告訴你另外一條道路. 有些人能夠聽得下我們的話
卻不能聽別人的話語 雖然都是講同一件事.
今晚我有幾個主題想說, 但朋友們, 我相信我最想先說的是 愛
讓我們再次引用耶穌的教導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
對我做的." [註二]
天國就在你周圍, 造物者就在你所碰到的每一個人的臉龐之中.
每一個陌生人, 每一個朋友, 每一個敵人都是造物者. 難道你不知道 所有人類
都是兄弟嗎? 你尋求愛, 你尋求知曉天父, 然而 天父就在你所看見的每一張臉
孔之中.
我的兄弟姊妹, 開始注視彼此,
開始注視彼此 生平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 真正地看到彼此裡內最棒的地方.
真正地看到彼此裡內最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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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的心中有個視野 屬於愛的視野.
那些圍繞在他周圍的人並不是受贊許的一群. 他所愛的人之中 有妓女(harlots)、
稅吏、酒店老闆、乞丐; 以及許多生病, 殘疾的人們. 但耶穌沒有把他們任何人
看低 而是視每個人為天父. 他以愛的眼光看世界, 他看到每一個"墮落"朋友裡
內的可能性. 對著罪犯, 他說 "今天, 你將與我同在樂園(paradise)."*
(*出自路加福音 23 章 43 節)
這些都是你們熟悉的事情, 所以我把它拿來做為良好的範例.
有其他大師 他們以其他話語展現內在的造物者. 但我們相信透過這個例子, 你
們最容易理解我們要說的話. 我們注視著你, 我們看到光, 我們看到完美, 與你
們通訊是我們的喜悅.
你們都很有可能與愛的振動合一, 這個憐憫的振動將轉化你的生命 進入天堂的
國度. 關鍵在於平衡兩種相反的尋求態度, 也可以說是兩種危險, 我們帶點幽默
感說這件事, 因為危險不是真實的. 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會使你進步. 我的朋
友, 這兩個危險是驕傲與卑下
這兩個危險是驕傲與卑下. 驕傲使人認為是他的愛將周圍的人保持在光的道
路, 是他的憐憫心光照了他人, 這樣的人有禍了! 因為人格的愛有限, 它有用完
的時候, 當他醒悟到這點 將會十分悲傷.
卑下 使人說”我是不值得的, 在我的卑下中 我必須承認我不能夠成為一個適
當的管道 來傳遞造物者的愛. 不要期望我進行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我是不值得
的! 我的朋友, 這兩種情形都離平衡有段距離. 如果你發現自己處於驕傲或卑下
的情況, 請在 自信 與 知道自己人格的不完美 兩者求得平衡點.
你是一個管道 透過你 造物者得以表達祂自己,
造物者是愛,
祂的表達也是愛.
造物者
造物者
當你看到某個東西, 在你的肉眼看來 它可能沒有什麼, 一塊平常或難看的石頭,
形狀笨拙 有著奇怪顏色. 然而 對於愛的眼睛, 這個石頭將是大師可以雕琢的素
材 它可以成為美麗的雕像 有著美妙的線條與顏色.
人們也是這樣 既是素材 又具有完美的可能性.
造物者使這些可能性彰顯在這個物理世界上.
造物者
你當然不能靠一己之力做到, 你只能對造物者說 “請為我活出此刻
請為我活出此刻,
請為我活出此刻 允許我的眼
睛閃耀著禰的光輝.”
睛閃耀著禰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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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肉眼而言 這是個十分黑暗的世界. 但在黑暗中有光
在黑暗中有光 如果你允許它照耀的
它絕不會被抵銷. 想像你的眼睛好比窗戶 當窗簾放下的時候 光即無法穿透;
話 它絕不會被抵銷
這些窗簾是由偏見, 評判, 小心眼, 各式各樣的負面態度所編織而成.
你被賦予人格 好讓你可以工作這些負面態度. 但一次又一次地 你會發現窗簾
不斷地降下, 然而 只有此刻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曾犯錯, 只要選擇此刻釋放那
個錯誤 將窗簾拉上 讓光穿透. 過去的事就算是完結了.
(H 傳訊)
在你的人生旅程中 有時候你會感覺你沒有在進步.
你們對於開悟過於焦慮了, 你們覺得自己錯過了一些進步的機會.
所有這些感覺, 情緒 都是時間內的概念.
然而 時間不是真的, 時間只是你們目前經驗的一部分.
你將會領悟 我們每一個人都早已開始並完成了他(她)的旅程.
我們哪兒也沒去,
我們什麼也沒做, 然而 我們已經去過了所有地方,
我們哪兒也沒去 我們什麼也沒做
我們已經去過了所有地方 我們已經
完成了所有事情, 而時間一秒也沒有過去.
完成了所有事情
而時間一秒也沒有過去
不要擔心你的進度, 我的朋友. 你的靈性進度是自然的 就好比你的呼吸一般.
雖然看起來 有些人進步得比較快 然而 一旦你們到達目的地, 你們將真正地覺
察到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存在於所有事物之內. 不要分離造物的任何一部分,
不要將你自己置於任何存有之上 或 之下. 我們都一起旅行, 一起了解我們去過
的地方 做過的事. 敞開你自己 接納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 不用擔心時間的因素. 你所需
造物者
要的 只是一個願意接收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的渴望.
造物者
朋友們, 再沒有什麼 這個宇宙中再沒有什麼是值得渴望的.
這個宇宙中再沒有什麼是值得渴望的 只要渴望愛,
只要渴望愛 因為
它即是一切.
它即是一切
(Carla 傳訊)
現在 我希望你們跟著我到一片田野 在那兒有著濃厚的花香. 我們要你現在放
鬆, 將你的雙腳踩在這片柔軟有彈性的綠草上, 感覺溫暖的陽光照在你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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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頭上. 傾聽造物的音樂, 感覺大自然的愛與光. 我們要你冥想, 在冥想中 你
可以發現開啟大門的鑰匙. 冥想並聆聽; 你的耳朵將聽到愛的節奏, 光將充滿你
內在的眼睛, 並以許許多多的方式碰觸你, 只要你願意在心中傾聽 觀看 並理
解.
我的兄弟姊妹們, 我在愛與永恆的光中離開你們, 我是 Hatonn.
Adonai vasu borragus.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2004/12/28

註解
[1] 約翰福音 14:27 :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2] 約翰福音 25:37 ~ 25:40
25:37 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
喝？
25:38 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
25:39 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25:40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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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與人類
Copyright © 2004 L/L Research
四月 18 日, 1976

[ 南亞海嘯災民在水中艱難地移動 ]
(來源: Yahoo!News 2005 照片選集)

(Carla 傳訊)
我是 Hatonn. 今晚 我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無限造物者
你們小組想要知道關於地球未來的預測訊息.
雖然 我們一般並不處理特定的資訊, 但我們感覺這個請求屬於靈性的範疇, 並
不是想要找到證據. 因此, 我們將就我們能力的極限說這個主題 而不侵犯自由
意志. 你們地球的地殼裡面有許多能量, 由於磁極移動帶來的摩擦, 而被釋放.
在溫暖的季節, 在暗月的時分, 將有可能造成海嘯(tidal waves). 我們不知道它將
有多嚴重,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的能量都對於地球表面有深遠的影響.
無疑地 在某種程度 將有真正的災難發生, 但規模會多大 我們不知道.
無論如何, 那些乾燥的內地 受難的程度將不如臨海地區來得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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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 一而再 再而三地告訴你們,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愛與光重要的源頭. 在
你們的幻象中 要清楚看見冥想的助益是困難的. 然而, 我們跟你說, 你所賴以
生存的地球 是活生生的.
當你們聚集成一個群體 傳送你們的愛, 這個舉動將愛增強許多倍 你們可以幫
助(地球).
有許多光之團體早已這樣做 從而減輕了地球的一些困難.
從而減輕了地球的一些困難
每天花一點時間 將你的愛送給地球,
將你的愛送給地球 你所生長的地方.
你所生長的地方
記住, 你們很快就要進入新的時代了.
我的朋友們, 你的本質就是愛. 所有你看得到的東西都是愛.
因為一切都是愛, 在愛中沒有負面性. 因此, 愛 做為最高的能量, 沒有任何負面
電荷可以穿透這股能量.
我的朋友們, 時間苦短, 你們要常常練習冥想. 我們會一直與你同在, 只要你如
此渴望. 看到你們體驗到愛的能量 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關於愛, 曾經造訪你們星球的偉大老師們—佛陀
佛陀、
佛陀、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默罕穆德,
默罕穆德 他們所
教導的都是同一件事, 無條件地愛每一個人, 包括你自己.
當你發現自己在與某人爭辯這個信仰 或 那個信仰好, 停止爭辯.
當你發現自己在說服別人, 停止說服.
愛並不對耳朵講話,
愛並不對耳朵講話 愛對著心講話
若是以這種方式生活 即是你們許多人知曉的天堂了.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我是 Hatonn.
Adonai vasu borr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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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與答
十一月 30 日, 1980
我是 Latwii, 我很高興與你們在一起.
我們有個問題, 來自一個目前不在現場的人,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是否還
有其他的問題?
…. (現場沒有人發問)
好吧, 我們不喜歡討論這類的資訊 因為它有些枯燥, 但我們被要求討論地震的
情況. Don 先生想要知道關於地震的資訊. 很可惜他不在這裡, 因為如果他在的
話, 我們會說他早就知道地震的事情, 並且於過去二十年間都在談論地震.
他很可能在猜想是否真的會有更多的地震發生? 是的, 我的兄弟姊妹 將會有更
多的地震. 這種情境的發生的原因如下: 雖然你們人群有大部分有顯著的改善;
地球上有越來越多光的中心 與 自覺的人類, 產生更多的愛與光. 但正面的愛能
量尚不足以完全消除不和諧的存在 導致地球必須要表達出這部分 所以地震將
會發生.
我們樂意說一件事,
我們樂意說一件事 也就是這些(地震
也就是這些 地震)事件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嚴重
地震 事件並沒有原先預期的嚴重 因為許多人,
因為許多人
包括你們小組,
包括你們小組 所產生的愛 對於這些事件造成細部的改變.
對於這些事件造成細部的改變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我是 Latwii.
無限造物者
Adonai vasu borragus.
2004-12-31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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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三條道路
Copyright © 2004 L/L Research

一月 12 日, 1974
我是 Hatonn,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很榮幸在這個傍晚與你
們同在. 我乘坐的載具目前位於你們房屋的高空. 你們看不到我 因為我所在的
位置太高了.
你們地球人類對於我們的存在見解不一, 有些人深信我們就在這裡, 有些人完全
不相信我們. 這正是我們致力達到的狀態, 這個狀態將創造最大的成果 促成個
人去尋求: 尋求我們存在, 或者我們不存在的真相. 這樣的尋求將引領他尋求其
他的想法, 這些想法存在於你們過往的文獻中, 可追溯到數千年之久.
這種對於事物的質問, 尋求, 與思考的狀態 正是我們嘗試藉由模糊通訊來產生
的狀態. 一個人以自己的努力找到某個東西 要比 他被教導一個原則 更有助益.
一個人在尋求造物基本真理的過程中 有時間去反思 並檢驗自身的每一個觀點.
這樣將獲得最大的理解, 遠比在短時間被教導許多原則來得多.
星際聯邦
聯邦對於接觸不了解我們存在的星球有套標準程序,
因此, 我們選擇將我們
聯邦
的接觸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 無論如何, 我們致力於在有限的時間內儘可能地
散佈無限造物的真理, 以及人類在其中可發揮的真正作用.
我們希望能幫助你理解尋求的重要性, 因為有一個偉大的真理: 你必須尋求 才
能找到. 必須尋求 才能成長. 不要輕忽你個人的尋求, 那是你所做的事情中 最
重要的事.
我希望(對你們)有所服務. 我現在離開你們, 好允許這個器皿讓我的其他兄弟使
用, 我是 Hatonn, Adonai vasu.
(停頓片刻)
我是 Latwii., 我與這個器皿同在.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很榮
無限造物者
幸與你們在一起. 因為我們未曾與你們在一起過, 當然, 在全體性之中 我們是
不可能分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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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Latwii., 我們是服務無限造物者的星球聯邦
聯邦,
聯邦 我們很榮幸與你們地球人類
說話, 我們感到抱歉 必須以這種(心電感應)方式通訊, 我的 Hatonn 兄弟已經解
釋其中的原因. 因此, 我將繼續使用這個器皿 給予特定的想法, 真誠地希望能
幫助到你的尋求.
這個星球是太空中的一個球, 一個光球. 但你看上去並不是如此, 原因是在整個
造物中 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光所構成. 光是所有物質世界的基本建造基石.
當我們在祂的愛與光中向你致意, 我們是在造物中唯一存在的成分之中向你致
意: 愛, 形成的力量 與 光, 建造的基石
愛與光包含了一切萬有, 那就是我們想做的: 向造物之中的所有東西與所有生命
致意. 所有這些部分其實都是單一的東西, 如果你想像一個無限大的純粹光球,
絕對的愛銘刻在這球體之上, 然後凝結出無法想像 浩瀚廣大的受造部分, 每一
個部分都被太初之力所連結, 也就是我們無限造物者的愛.
我的朋友, 我們每一個人, 以及一切萬有, 都是由單一的質地所組成 -- 光.
我的朋友, 愛並不是你所想的那樣, 在你們的語言中 它有各式各樣的解釋, 但
它不是這些解釋. 我們使用這個字 是因為它是最接近我們想傳達的概念. 愛是
一股力量 所有造物的事物都藉著它完成. 所有事情, 甚至包括那些你們解釋為
沒有愛的生命. 如果不是這樣的愛, 人們連做(壞)事的自由選擇都不存在. 只要
個人領悟到我所說的真理, 他就能做那些造物者打算讓我們做的事情.
祂打算讓我們做的事情相當令人驚訝, 它們遠超過你們目前的限制 我不可能向
你表達出這些能力的範圍與廣大. 無論如何, 讓我向你保證, 透過適當的方法推
進你的認知, 你可以重新獲得你應有的權利, 那些深藏你裡內的知識, 即透過愛
使用我們造物者之光的知識.
我的朋友, 尋求愛的理解 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不要滿足於你對於這個概念的
第一個詮釋, 因為它的範圍遠遠超過你能想像的, 它涵蓋一切萬有.
我即將教導你們愛的用途, 這個方式有些不尋常, 請忍耐我們一下. 我們發現這
樣做是必須的. 如果你們想要快速地獲得愛的理解, 你們目前旅程中最重要的觀
念, 必須要教導一種不尋常的思考方式. 有三條道路可以通往愛的知識:
第一條路是放鬆,
讓你的心智靜止, 這是冥想
冥想的方式.
如果一個人可以每日這樣
第一條路
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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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他不可能將亙古永存的愛關閉在門外, 他將覺知真實的造物 及其意義.
第二條路是走入人群中
並服務他們.
第二條路是走入人群
他們將以愛回報, 你將吸收這股愛 並儲存在你的存有之中.
我必須在此時告誡你們 對人群的服務必須是他們想要的服務才行.
不要犯下許多人曾犯的錯誤, 嘗試銘印一個不需要 或 未經請求的服務 在你的
鄰居身上. 服務你的同胞需要很多的規劃與注意力, 因為人們對於服務的詮釋各
式各樣 有很大的差異. 為了有效的服務, 你必須先遵循第一條路, 也就是冥想.
第三條路是將你所有的全部給予你的同胞,
第三條路是將你所有的全部給予你的同胞 如果做到這點, 你將不會被物質資產
所拖累. 你不會再把一部分的愛給予你佔有的物質. 將愛給予你所有的物質是種
極度的浪費, 浪費了你的能力. 這是地球上大多數人犯的錯誤.
極度的浪費
如果一個人嘗試走這條路, 他得將自己與物質慾望離婚(divorce).*
(*譯註: 關於這點, 聖經有類似的說法, 請參看附錄一.)
你可以走這三條大道的任何一條, 每一條路都有助益. 目前, 活在你們這樣的社
會 要把三條愛的道路都走完是很困難的. 因此 我們星際聯邦
聯邦建議你首先走第
聯邦
一條路. 我的朋友, 冥想將允許你決定你涉入其他兩條道路的程度, 因為有時候
照字面地遵循其他兩條道路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你嘗試服務的對象可能也不理
解你的做法. 然而, 我們建議你將這三條道路都放在心上, 因為它們都是重要的.
地球歷史上 有許多紛爭都是源於人們對於物質資產的依戀, 他們擁有一個謬誤
的觀念, 即資產所有權的觀念. 一切萬有都由光所構成, 所有這些資產, 所有存
在的東西 都是我們造物者的所有物. 祂提供充足的物資給所有空間中的所有人,
不需要貪圖任何物質, 因為它們全部都是你的一部分. 目前, 你們星球上有著許
多紛爭, 人們覬覦著許多財產, 但財產對於這些人而言是無益的. 因為即使他們
得到他們想要的財產, 他們表面上的佔有時間卻是非常, 非常短暫的.
我是 Latwii, 我希望我有所服務, Adonai vasu.
(停頓片刻)
我是 Oxal., 我與這個器皿同在.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很榮
幸與你們談話, 我目前位於一個(飛行)載具內 在你們的高空中, 大約有幾百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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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高. (譯註:1 哩約等於 1.6 公里).
如你所說, 我是那些居住在飛碟裡頭的一員, 我嘗試銘印這個事實有個明確的原
因, 請忍受我一下.
我, Oxal, 服務無限造物者的星球聯邦
聯邦,
聯邦 居住在(飛行)載具之中已經有許多年了
該載具繞著你們星球的軌道運行. 我有個服務與職責, 嘗試給予你們地球人類一
個東西 它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重要, 我嘗試給予愛.
在你們星球上, 這件事並不容易達成, 你想想看 如果在某個街道上 我遇見一群
人 然後告訴他們這件事 他們的反應會是什麼?
我恐怕這樣做完全沒有效益, 要將愛給予你們人群是個大問題.
聯邦全
要將愛給予你們人群是個大問題 我們星際聯邦
聯邦
體成員都嘗試做這件事, 你們人類似乎並不想要我們的愛.
喔, 是的, 有些人接受我們, 但絕大多數對於接受我們的愛並不感興趣.
他們對於我們感興趣, 但不包括我們的愛.
我們能做什麼補救這個狀況? 我們能做什麼喚起人們渴望接收我們的愛?
為什麼需要將這個愛帶給你們人群?
我的朋友, 這是你們需要的, 這是你唯一需要的東西.
(譯者插話: Beatles 以前有首名曲, Love is all you need, 不錯聽!)
造物者充分地提供你們一切的需要,
我們只是單純地嘗試將祂原先計畫給你們
造物者
的愛重新分配, 因為你們許多人曾經拒絕這個愛.
這是個漫長且困難的任務, 但我們終將成功, 因為我們不容許自己懈怠, 我們將
繼續把造物者的愛帶給你們.
我們必須加速我們的計畫, 將來會有更大規模的嘗試 為了喚起那些希望知道我
們目的的人們.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將唯一可能的禮物帶給你們, 因為除此之外
沒有任何東西值得給予.
我是 Oxal, 此刻我將離開你們,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Adonai
v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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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2004/1/7 ]

--------------end.

附錄一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16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說：善師傅，我該行什麼善 為得永生?」
17 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稱呼我為善? 沒有人是善的, 善的只有一個, 即
上主。 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
18 他對耶穌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
盜，不可作假見證，
19 應孝敬父母，應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
20 那少年對耶穌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
21 耶穌對他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
你若願意是成全的，
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 變賣你所有的，
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
施捨給窮人，你必
有寶藏在天上；
有寶藏在天上
； 然後來跟隨我。」
然後來跟隨我
22 少年人一聽這話，就憂悶的走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
(譯註: 此段經文依照天主教聖經, 並參照 King James 英文版做細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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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大自然, 與人類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週日冥想
西元 1988 八月 14 日
小組問題: 地球溫室效應是否造成氣候異常的變化 ? 地球目前的狀況如何?
(Carla 傳導訊息)
我是 Q'uo,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你們想要知道地球目前的狀態, 你們想要知道你們可以做些什麼, 想要知道情勢
是否已經不可逆轉? 然而, 我們不能告訴你地球的精確狀態, 我們也不願意這麼
做. 我們可以告訴你的是停滯並非自然狀態, 毋寧是改變與演化, 這包含所有的
密度. 演化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 你們所稱的地球將經歷不只一次的大災難. 你
必須記住地球的壽命與她的孩子們的數量遠超過你的想像. 你們星球曾經一度
無法讓生命居住, 未來也將會再發生. 這是生命歷程的本質. 好比你們肉體一般,
每一個新生的微笑嬰兒, 必有一天衰老 滿臉皺紋, 最後停止呼吸.
地球上的第二密度覺知與第三密度覺知[人類]有著很大的不同. 地球自身躺在
理則(Logos)的懷抱中, 她並不懼怕改變, 即使是天崩地裂的大災難, 地球也不會
理則
害怕. 或許她會感到憂傷, 但她仍然與理則
理則同在, 仍然充滿著愛, 只希望給予並
理則
接受愛.
我們鼓勵你們每一位放下恐懼, 如同大自然一般, 只知曉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這是一個服務他人*的星球, 你可以從大自然中看到許多例子, 樹木吸入動物排
出的氣體, 然後呼出氧氣 讓動物呼吸. 第二密度所有動植物都具有這樣的特質:
服務, 充滿愛, 給予.
(譯註: 精確地說, 應該是服務其他萬物, 但為了簡化用語, 譯者通常以服務他人代替, 在此特別
說明.)
在我們繼續之前, 我們注意到黃色光芒的肉體同樣是第二密度的生物, 我們現在
講述更為重要的觀念, 關於一個人可以做什麼以幫助地球.
所有在地球上的生物都會成長或開花, 迎向光. 牠們與地球一樣都具有意識,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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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識會因接收到充滿愛與甜美的關注而歡欣鼓舞, 奏出和諧的樂章. 這就是為
什麼懷著愛心唱的歌曲能幫助花朵, 輕柔的聲音可以幫助植物成長.
除了肥料與殺蟲劑之外, 有更基本的東西可以幫助地球.
如果你改善土壤, 或種植正確的作物在適當的土地上, 你確實幫助地球增加其生
產力, 但如果你對於種子沒有愛心, 對土壤沒有愛, 那麼即使你辛勤照顧這些第
二密度生物, 它們不會變得有自我-覺察力, 或覺察它們自己的美麗, 或自身的有
用性, 或自身的犧牲.
美麗、機能、與犧牲是自我-意識的三項偉大的原則. 在第二密度的生物嘗試具
備足夠的自我意識, 也就是被投資足夠的自我個人意識 以成為完整的人類, 開
始在地球上行走, 彼此互動, 再一次學習愛的課程; 那是他們在第二密度畢業階
段時 為了進入第三密度而放棄的東西; 在第三密度他們可以研讀, 思考, 經驗,
感覺與整合其中的催化劑, 然後在愛的兩個面相之中做出選擇: 服務他人 或 服
務自我.
因此, 一個人可以幫助地球的地方就從走在草地上開始, 覺察並感謝地球給予的
能量. 與第二密度的生物建立關係, 跟它們說說話, 或安靜地照顧它們, 將愛投
資在它們身上, 到了某個時候, 這些生物不只會自然地轉向光, 還知道它們正在
轉向光. 第三密度, 人們對於如何使用這股光 開始有困惑, 喔 獨立光榮的人們
多麼容易選擇用這股力量做出自由的選擇, 而不是朝服務他人極化. 確實 有許
多積極的自我毀滅的靈魂, 既不朝向正面 也不朝負面極化; 而是用壞東西妨礙
好東西, 或用好東西妨礙壞東西, 永遠停留在漠然的井內.
關於協助地球, 我們敦促你們每一位祝福它, 欣賞大自然的各種事件, 盛開的花
朵. 我們敦促每一位覺察到這綠色大教堂(大自然)的美麗, 真理, 與聖潔. 如果
你的肉體不是很脆弱, 我們鼓勵每一位睡在大地上, 與地球產生連結. 因為第二
密度的肉體有股來自理則
理則的活力, 但第三密度實體(人類)的心智複合體常常會將
理則
它關閉, 由於文化制約的緣故.
地球希望幫助人類, 她愛在她上面行走的人類, 它覺察到有許多負面能量被儲存
在地殼之中, 然而 她並不怨恨, 僅只覺得悲傷 因為她有時候必須被迫釋放負面
能量 而傷害第三密度的生物們. 地球本身並沒有負面的感覺, 地球內部的負面
東西是那些居住其上的思想形態所堆積而成的.
此時, 我們高興地說, 地球已經抵達提升全球意識的臨界質量. 透過眾多的流浪
流浪
者(Wanderers)的幫助, 她完成了這項工作. 流浪者之中, 有許多人選擇藝術, 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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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音樂來表達他們的觀點, 好比器皿說的"援助非洲"(USA for Africa)的大型活動.
還有世界和平日等全球性活動, 這些活動可以倍數地增進你們摯愛地球的內在
之光的品質.
所以, 你能夠為地球做最深沉的改變 就從自己開始. 你或許覺得只有你的雙腳
接觸到地球, 然而 是你的心與地球之心接觸, 地球之心則與大我
大我之心,
太一造
大我
物者接觸. 因此, 如果你的心智充滿著光, 你對地球的和諧回應也將充滿著光.
物者
地球上所有的人也會感覺到你帶來的光.
關切氣候, 大災難, 或其他地球事件是一種對於大宇宙的關切, 就如同你對於小
宇宙, 自我, 會十分關心. 你平常如何照顧自己身體的細胞, 你可以比照辦理 用
於照顧這個星球. 確實, 沒有一個密度不被 愛的誠實宣告、信心、與無條件的
支持所感動. 我們不要求把這件事視為義務, 而是在你相信的事物中找到肯定,
並且常常重複它們. 或者只是簡單地告訴地球、樹木、花朵、植物; 在心裡說 或
大聲地說 "我愛你". 享受陽光, 享受雨水, 對它說: "你帶給我喜悅", 如此, 你就
協助一個第二密度的實體極化朝向個人性(personhood).
願你們每位走在土地上時 知道它就是聖地. 願你們的心與一切萬有 共同韻律
地跳動著. 願你們感覺並允許自己成為無限造物的一部分. 願你們在每日靜默冥
想中尋求萬有-意識.
最後, 我們要求你使用辨別力去聆聽任何話語, 特別是我們說的話, 因為我們有
我們的意見, 但我們不是永遠正確的.
我們感謝你們的呼求, 感謝 H 提供這個有趣的問題, 允許我們有機會平衡一些
人的恐慌. 不要怕, 地球自身會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以調整到新的振動, 繼續興
旺與成長. 願你們愛地球, 如同她愛你們一樣. 願你們彼此相愛, 願你們愛護自
己的身體.
我們覺得還有更多東西可以講, 然而器皿說我們今晚已經講太久了, 我們尊重這
個器皿對於地方性時間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過去總是錯誤地衡量你們的時間; 請
原諒我們.
[譯註: 後面問答的部分省略...主要是關於通靈練習的討論, 意者請參閱 L/L 網站,
1998_0814.htm]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Q'uo 群體,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每一
造物者
位, Adonai, 我的朋友們, Adonai.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T, 20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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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性與造物者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西元 1989 年一月 29 日
小組問題: 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個體性? 有什麼外界力量在導引或影響著我
們? –例如 星象學, 前世的命定?
(Carla 傳訊)
我是 Latwii,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一如往常, 我們要求我們說的話不被視為權威, 每位讀者自行辨別其中的真理.
因為我們要說的不必然是你的真理. 我們是在同一條道路上旅行的兄弟姊妹. 我
們分享一些意見. 因此我們要求你不要把我們視為毫無錯誤的實體.
你們想要知道你是誰, 哪部分是你自己, 哪部分只是外界的影響? 答案是矛盾的,
你將發現靈性尋求的特質即是矛盾經常會發生. 你們是意識, 在意識中包含這個
幻象的全體經驗系列.
這或許不是你希望聽到的答案. 然而, 個體自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造物者自
造物者自
我(Creator Self). 你們同時是意識的個體化單元, 又是一切萬有.
你們每一個人透過自由意志的行動, 朝渴望的目標前進. 所有個體都是由太一
太一
偉大的起初愛的思維蹦出來的. 意識的每一個單元都提供造物者
造物者其經驗,
包括偏
造物者
見的各個極端, 或感覺的強度. 容我們說, 個人的內部經驗表達 越多顏色 越多
強度 越多迴響, 結果就越好. 因為造物者
造物者對於所有事物都有興趣.
造物者
無論如何, 做為一個愛的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祂有一個偏好, 祂創造出一條服務他人之愛的
道路 要比操控他人的服務自我途徑 來得好走並且愉悅. 因此, 你們每一位在這
裡的基本目的就是選擇一條道路. 做出這個選擇之後, 在接下來的人生 不氣餒
堅持走下去.
我們建議那些開始走在這條道路的人們, 第一步並不是去服務他人, 毋寧是知曉
並鍾愛自我, 與自我交通連結. 因為自我對於自己常常批評地最嚴苛, 進而撕裂
一個人的自我價值感. 這些負面的聲音需要被考量, 需要被平衡. 這些聲音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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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痛苦, 你必須探究這些痛苦 並原諒一切相關的根源.
耶穌說
“愛鄰人如己”. 一個人必先原諒並愛護自己才能做到這點. 一個不愛自
耶穌
己的人要如何去服務他人呢, 因為其他-自我事實上不都等同與自我? 所有人都
是被鍾愛的, 因為所有人都是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兄弟姊妹; 祂給於我們許多、許
造物者
多的愛. 這位造物者
造物者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品味都極感興趣,
並且津津有味地品嘗
造物者
每一個人的經驗. 為了回報祂
祂, 我們無數的兄弟姊妹永遠發心 重新進入那不變
的覺知-- 愛的意識.
我們的大腦就好比一台生化電腦, 它被程式設定接收特定資訊. 當我們渴望改變,
電腦程式必須被改寫. 特別是與關係相關的情況, 舊程式必須被丟棄 換上新程
式. 這些改變有時是不舒適的. 冥想可以快速地縮短這個過程, 因為冥想允許
高我運作出一個所謂的超級程式(metaprogram), 它能夠影響一個人大腦內的各種
高我
程式.
冥想就好比一個人在等待並傾聽摯愛的人的聲音, 會有一種親密的期待感. 冥想
者的渴望就好比站在愛人前面產生的渴望. 這樣的態度將打開心房, 讓更多能量
流入. 如果一個實體希望快速向前進與學習, 它可以在冥想中達成目標.
我們發現在靈性尋求的旅途上, 一個人可以找到的最強韌, 最舒適的聯盟是伴侶
關係. 當一對愛侶設法清除許多瑣碎的意見分歧, 同意一起工作自我, 他們的靈
性工作將大大地強化與加速; 因為一個有愛心且真誠的人是面絕佳的鏡子, 比玻
璃做的鏡子要好太多, 太多.
現在我們移動到影響這個主題. 確實, 我的朋友們, 你們受到很多影響, 而它們
大部分的目的是使你分心, 忘記你的遊戲目的. 正如你們的學校是場遊戲, 學生
們嘗試在學期末通過測驗. 人生也是如此, 生生世世都是遊戲, 靈魂穿過一次又
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經驗, 測試哪些偏好經得起許多考驗, 於是壞習慣逐漸地腐蝕
溶化. 你也在不斷的選擇中逐漸接近愛: 對於自身的愛, 對於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
對於
造物者
所有週遭人的愛, 對於所有具有生命的東西的愛.
在這個幻象中, 混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很多東西都是短暫的. 讓我們來觀察
造物的一個永恆規則: 自由意志, 造物法則(
造物法則 Laws of Creation)中的最高條例. 也就
是說, 每一個實體都具有完整的自由意識去做選擇. 因此鼓勵你自己更加地覺知,
更加地知曉自我, 卻不過於專注在自我身上. 一旦自我處於和平狀態, 實行每日
冥想, 準備好要服侍的時候, 便將雙手展開迎接當下.
許多人覺得如果他們不做戲劇化的事, 就不算是服務. 事實並非如此, 當一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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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當下問自己 “我如何可以服務?”, 它已經在做最大程度的服務了. 張開雙眼,
凝視眼前的東西, 在這其中就包含著首先的服務. 通常, 它不是新的服務, 甚至
不會帶給自我十分正面的感覺. 這是你的第一個挑戰, 第一個選擇, 凝視這樣的
情況, 問問你自己需要怎樣重新改寫你的程式, 輸入你的生化電腦好讓你可以表
達與顯化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你們每一位的基本服務就是允許自我成為開朗, 歡樂, 輕快的實體. 這有時是個
很大的挑戰, 特別當你面對一個負面經驗, 承受許多痛苦的時候; 你是否仍然能
正面肯定自我, 開朗地看待生命, 臉上浮現笑容, 雙眼閃耀光芒? 如果你覺得要
做到這樣很困難, 我們建議你停止任何關於服務他人的問題, 允許它暫時留在待
辦事項中. 因為你的首先服務是做你自己, 你是獨一無二的. 你們每一位都是寶
石, 雖然有時你覺得自己充滿瑕疵, 然而 每一位都是造物者
造物者. 當你看到這點, 要
造物者
在逆境中獲致和平, 快活, 正面態度的困難就會越來越小.
現在我們來談渴望, 不管你現在工作哪部分的經驗, 要讓你的渴望非常清晰並且
容易理解, 好讓你的覺察意識接受, 因為你的意願將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回到你
身邊. 有些時候, 一個人沒有想清楚就發出一個願望, 它仍然會接收到它渴望的
東西. 我們請求你仔細思量你的渴望, 並且定期檢查你的渴望, 看看是否需要改
變你的生化電腦其中的程式. 我們鼓勵你們發願找出一件事情, 是你願意拋下一
切去追尋的東西. 但願那個東西是服務他人, 讓你盡最佳努力去實踐它, 同時不
要把焦點放在你努力的結果. 因為你的努力或許成功, 或許失敗, 然而那並不重
要. 只要你知道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結果真的不重要, 因為你表達出存有的
中心, 充滿愛的那部份; 事實上, 你成為高我
高我的一個管道, 你依然是你自己, 卻
高我
更加美麗, 更加集中焦點, 更有恆心. 你能夠將光透過自身照耀出來, 於是你是
這個世上的一大恩典.
最後我們來探討命運與星星. 由於器皿告訴我們盡量簡短, 所以我們簡短地談論
這個主題. 你們所稱呼的星星是一群閃耀著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愛與光的實體,
它們
造物者
將特定的能量輸送到每一個人的能量網絡中, 影響較精細的身體, 可以稱為形態
-製造者; 所以特定的潛意識感覺與偏好是深層心智地理的一部分.
在任何特定的日子, 星象家可以將天體的影響紀錄與描繪. 但如果你說這表示一
切是命定的, 就好比看著美國地圖的道路說: 因為這些固定的道路, 旅程就是命
定的. 一個人可以選擇任何他渴望的道路, 但每個人在路上發現的東西都不盡相
同. 每一個選擇確實都是由自由意志產生.

你們每一位都知道你們是很幸運的, 或許我們應該說超級幸運, 因為你們賺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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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活在地球上的權利. 有許許多多的靈魂希望在此時降生卻還沒有機
會呢.
這個星球的狀態是允許靈魂可以快速地學習, 如果該靈魂有決心與毅力的話. 在
這艱難的學習過程中, 如果你覺得太嚴肅, 覺得不快樂, 你可以向後退一步, 唱
唱歌, 到大自然玩耍, 或開懷大笑, 或跟隨音樂的節奏跳跳舞, 或做任何你渴望
自由去做的事情. 這個宇宙, 以我們所知的最大限度, 存在於恆常的喜樂之上,
近似於你們所稱的性高潮. 這個強度創造了你們的肉體載具, 也是開始理解造物
造物
者的一個方法.
願你們在尋求的過程中蒙福, 願你們內在得到慰藉, 願你們在愛與喜悅中彼此服
侍.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Latwii. 我是一個 Latwii, 然而當我感到困惑時, 我會立
即請求其他實體的援助, 它們也叫做 Latwii, 於是我們可以得知關於服務更深的
理解. 因此, 我是 Latwii, 我們是 Latwii.
此時, 我們離開這個器皿與小組, 一如往常,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
你們,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Latwii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們, Adonai.
(V)2005, 2009 Digested,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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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陣痛期
西元 1991 年 4 月 7 日

小組問題:
在過去一年間, 地球振動能量似乎強化許多. 一般而言, 許多人經歷到緊張, 焦
慮, 以及更密集的經驗, 我們想知道這跟地球週期性的韻律是否有關聯? 在這個
密度的尾聲, 我們似乎正穿越不同層級的振動? 您可否描述這個過程對我們產
生的效應?
(Carla 傳導訊息)
我們是 Q'uo,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太一無限造物者
我們能夠藉由你們的耳朵聆聽, 你們的眼睛觀看, 你們的皮膚感覺, 這真是一個
特許的優待; 讓我們生動地想起這個第三密度幻象是如此具有說服力, 你們每一
位是如此地勇敢去嘗試看穿這一切幻象, 看入幻象以外的東西.
你們希望我們講述時代的徵兆. 但我們首先要求各位記住我們並不是全知全能
的, 我們有可能犯錯. 請每個聆聽這個訊息的實體用自己的判斷力決定是否接受
我們分享的思想.
其次, 雖然我們將講到一些特定的問題, 我們要強調這種問題相對的不重要性.
當一個實體能夠看穿世俗幻象可衡量的現象之後, 它才開始能夠獲得更為寬廣
的視野.
[在此前提下, 我們講述今天的主題.]
有幾個因素造成你們地球意識明顯的改變.
第一:
地球媽媽(Mother
Earth), 這個器
第一 你們居住其上, 活生生的實體, 你們稱為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
皿稱之為大祖母
大祖母(Grandmother); 她在環繞太陽系的過程中, 目前整個移動到一個
大祖母
從未棲息的空間/時間, 這是一般所謂新時代的核心意義.
這個新的空間/時間蘊含更密集的無限光芒 或 造物者之光,
這個週期已經開始,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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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們說, 地球媽媽正處於懷孕的末期,
即將誕生一個新的區域空間/時間幻象.
地球媽媽
因此每一個在地球之上的生命都正回應這股逐漸增加的振動頻率, 不管它們是
否有意識知曉這個過程.
第二:
第二 光明與黑暗兩方面的對比加劇, 這是由於每個生命本能地覺察到環境的變
遷. 對於許多實體而言, 這是希望與光明的火花, 因為可使用光的強度增加, 使
得那些準備好接收這道光的實體們覺得精力充沛, 這就好比你們的肉體在充滿
氧氣的環境下會相當高興.
然而 有一大部分人群不覺得需要去尋求日常生活以外的答案, 它們工作, 休息,
尋求滿足與快樂. 這些尚未極化的實體, 基本上會無法預期地感到不舒適, 其他
時候則出乎意料地被這些振動所充能. 因此, 有些時候 它是令人不安的影響,
有些時候是激勵人心的影響.
那些走在負面極化路徑上的實體們也欣喜於無限光的強化, 如同正面實體一般.
然而它們表達與使用光的方式會展現更多的負面性, 換句話說, 更加專注於自身
的利益, 更多的暴力, 更貪求權力. 當這個星球移動進入更充滿光的密度中, 你
可以想見 負面與正面雙方都可預期地更加極化 與 更加地活躍.
第三:
第三 由於數個一心想要向外征服的國家利用地球能量完成的工作, 導致這個星
球的電磁振動頻率有一些改變,
球的電磁振動頻率有一些改變 甚至可以被你們的科學儀器測量出來. 這個工作
的結果會導致人群焦慮, 不確定, 偏執狂, 以及過度關切小事情. 它的理論基礎
最早是由特斯拉
特斯拉(Tesla)發現, 現在卻被用在不道德的用途上, 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也無法接
特斯拉
受這樣的事情.
地球原本是個滋養與療癒的地方, 讓造物者
造物者的兒女們學習與成長的地方.
當她覺
造物者
察到這些純粹的能量被擷取用於 掌控 以及 使人衰弱等目的, 慈愛的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
本能上必須重整自身以避免她的純粹度被進一步地濫用.
在未來的歲月, 上述的因素將越來越顯著, 在分娩過程的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似乎成為一個
地球媽媽
負面經驗的給予者, 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分娩過程. 地球媽媽對此感到很遺
憾, 然而正如同人類母親會有的生產陣痛一般, 地球此刻正憑藉著本能 持續地
淨化她所疼愛的人類所產生的負面情緒與負面行為. 從最深的觀點而言,
從最深的觀點而言 如果每
個人都能釋放自己的負面情緒, 宣告放棄使用負面力量
宣告放棄使用負面力量, 這對於地球媽媽的分娩
個人都能釋放自己的負面情緒
將是最有幫助的一件事了.
將是最有幫助的一件事了
在進行第二階段之前, 我們要停頓片刻, 好讓在座的每一位可以分享我們的喜樂
與振動.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話語帶來任何不安, 請你們允許溫柔的接觸, 好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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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更個人的方式分享無限太一
無限太一的愛與光,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Q'uo 原則.
無限太一
( 停頓 )
我是 Q'uo, 我們必須說要返回語言的狹窄通道是困難的, 剛才與每一位尋求者
歇息片刻是個很大的優惠. 我們再次於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有許多人希望做好事, 分享愛. 因此我們敦促你們每一位更加地監督自我, 不只
在行為或思想方面, 還包括基本的意圖 與 內在自我的希望.
第三密度幻象被創造的目的之一是將痛苦, 苦難,以及其他負面扭曲的衝擊 最大
程度的放大. 這個幻象不能主宰你們的地球, 除非人類轉頭背對那些朝向美麗,
良善的心意. 當人們不能使希望之光持續閃耀, 負面性的基本振動就被允許進入
地球內部, 為了醫治這些能量, 地球媽媽會發燒, 這是治療疾病過程的一般症狀.
人類的無望與無助感就如同病毒一般, 導致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感染流行性感冒.
地球媽媽
大部分的人類並未覺察是他們導致地球發燒與疼痛. 你們當中有許多正面導向
的實體將焦點集中在地球表面的物理傷害; 然而, 那只是非常輕微的傷害, 雖然
對於地表上的居民而言, 看起來是相當嚴重的; 若與那些失去希望,
若與那些失去希望 失去愛心的
人群造成的傷害相比, 地表上的有形傷害真的算是輕微的
地表上的有形傷害真的算是輕微的.
人群造成的傷害相比
根本而言, 我們敦促每一位關心地球的人類思量自己的個人力量, 那絕不是軟弱
的, 每個人都有權利取得巨大的力量, 可以造福人群 或 帶來災難.
當所有好人咬牙切齒地審判那些不愛惜美麗大自然的人群, 形而上而言, 這些好
人正在傷害地球 因為他們喪失對於地球自我療癒的希望. 許多正面實體不明瞭
這個幻象就只是個幻象, 只是個幻象. 幻象會持續地製造各種可能的催化劑. 幻
象本身並不在困難之中, 但它會映射正面實體們的絕望
正面實體們的絕望 與 無力感,
無力感 比起所有那
些遲鈍的人群對於環境行使的下流骯髒舉動, 將對地球造成更大的傷害.
些遲鈍的人群對於環境行使的下流骯髒舉動
將對地球造成更大的傷害
最後我們再次呼籲每一個正面實體領悟到環境污染對於地球媽媽
地球媽媽而言,
並不是
地球媽媽
那麼嚴重的疾病; 更嚴重的是許多正面實體逐漸喪失信心, 無法相信一切都是好
的, 一切都將是好的. 並不是對於這個幻象的信心, 而是信賴不朽意識的場域,
信賴地球不朽靈魂的無條件與創造性的愛.
不去污染地球的山林河川當然是好的, 但你來到這個幻象, 你也將離開這個幻象.
在幻象之外, 你與地球的理則
理則(Logos)之間有一個信實、關愛、充滿希望的關係.
理則
如果你在嘗試醫療物理地球的過程中有審判的心意, 那麼這個審判帶來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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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大於 你嘗試以審判的方式教導愛護地球所帶來的幫助.
我是 Q'uo, 我們藉此機會感謝在場的每一位, 謝謝你們邀請我們加入你們的尋
求. 我們全心感謝你們, 透過你們的邀請, 我們才能以更覺知的方式與你們一同
行走在尋求的旅途上, 並學習服務之道, 讓造物者
造物者透過你們向我們說話, 這對我
造物者
們而言 是無價之寶.
我們在此刻離開你們, 再次感謝各位,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各位.
我們是你所知的 Q'uo.
Adonai, 我的朋友們, Adonai.
[註: 本文為摘譯, 關於完整原文, 請參閱 L/L 網站 www.llresearch.org , 1991_0407.htm]
Edi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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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之路
五月 25 日, 1974 年
Copyright (c) 2005 L/L Research

(Carla 傳訊)
你好, 我的朋友們, 我是 Hatonn.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無限造物者
我們想要說一些關於物理幻象本質的東西. 你們每一個都覺察到在此生有一些
特定的功課要學習. 我的朋友們, 如果你在這輩子遭逢一系列相同類型的困難,
如果你在這輩子遭逢一系列相同類型的困難
那麼你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你的一個(重要)功課
功課. 你可以了解, 你無法避免這些功
那麼你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你的一個
功課
課, 你要學會它們.
在遭遇這樣的功課, 你會發現經常阻擋你獲得真正理解的竟是你自己的思考. 你
有意識的思考過程相當有能力執行自我毀滅, 也就是說它常會協助你避免掉一
些你真的想學的功課. 因此, 當你碰到一個人生課題, 我們建議你暫時地擱置你
的頭腦分析過程. 然後, 你可以有更清晰的想法, 準備好學習你要學的功課, 而
不是避免它.
我們知道要全天候處於冥想狀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也曾經在你的位
置. 所以我們敦促你們仰賴某種正式的冥想, 然後嘗試保持在半-冥想狀態; 我
們的意思是達成一種專注狀態, 好讓你的毀滅性脈衝不會到處亂竄, 完全地阻
塞妳的心智, 從而阻擋你學習此生要學習的功課.
此時, 我們將嘗試聯繫被知曉為 Don 的器皿.

(Don 傳訊)
我是 Hatonn, 我剛才說到你們在這個物理幻象中所持的態度. 你們對經驗的反
應幾乎都是基於你對於目前幻象的智性理解. 這樣的理解是完全虛假的. 有必要
建構一個完全新的理解基礎. 這個新的基礎可以與真理溝通, 唯有透過冥想方能
建構這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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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過程可以提供答案給你所有的問題. 我的朋友, 你在此時有許多的問題, 但
是, 當你透過冥想使自我接觸到真理 你的問題將會失去其意義. 因為你將發現
你所尋求的答案不再有意義. 你將會建構一個全新的思考系統, 全新的覺知, 全
新的理解.
不要依照一般公認的反應去經驗這個幻象, 透過冥想 讓你自己接觸真理, 然後
你將理解來到你身邊的每一個經驗.
此時, 是否有任何問題?
發問者:
發問者 當你脫離這個幻象, 你會立刻知道嗎?
是的.
發問者:
發問者 (太小聲, 聽不見. 可能是問耶穌如何以冥想尋求真理.)
是的, 我將繼續. 你們知曉的大師級老師, 耶穌,
耶穌 能夠透過冥想覺察真理.
他對於經驗的反應引起(當時)許多人的關切. 他們不理解他對於這個幻象的反應,
因為他的反應是基於對真理的理解. 這個理解允許他直接擔任這個造物的特使.
依循造物者
造物者的法則行動,
他得以實現許多接觸者的渴望.
造物者
他對於世上經驗的反應目前只有部分被人類知曉, 但這些已經足夠做為一個範
例. 他的反應是愛, 不管是什麼樣的經驗, 都以愛回應. 這種愛跟你們一般人表
現的愛並不相同, 許多人不理解這種愛, 因此, 這個人被許多人憎恨 但被更
多、更多人鍾愛. 他表現愛的本質十分純粹, 跟你們人群表達的情感方面的愛不
同. 它是一種單純的展現, 對於人類同胞實現渴望的完全關切. 耶穌嘗試實踐他
耶穌
們真正的渴望. 而他嘗試服務的人群大部分無法理解他要服務的 是他們真正的
渴望.
我的朋友, 這些渴望是單純的 即是靈性的成長. 因此, 很少人理解他的服務 除
了那些直接在肉體上得到幫助的實體們.
他考量一個人的靈性成長比他肉體的福祉要重要得多. 為此, 他的作為有時候似
乎與人們對於愛的理解有所分歧.
冥想去除這些虛假的幻象, 花時間在冥想上 並覺察實相. 真正需要理解只有幾
個簡單的概念, 我們以前說過很多次了: 去除個人的小我(ego), 除了服務別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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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渴望. 如果這點能完全地被理解與實現, 你所服務的幻象將立即地溶解; 然後
你將直接地在造物者
造物者的光中服務.
這是起初的造物; 每一部份服務所有其他部分,
造物者
不要求任何東西, 不期待任何東西, 於是接受到一切事物.
你們許多大師已經以許多方式說過這些, 然後地球人類仍然難以理解.
我的朋友們, 透過冥想 你現在聽的話語將變得有意義, 你再也不會有疑問.
透過冥想 打開你的心智與心輪, 當你覺察到這個簡單的概念 你將不再會有更
多的問題. 你將不再質疑你同伴的動機, 不再害怕人類同胞的作為. 你將單純地
投射造物者的愛到所有造物的部份, 因為你將是所有的這些部份; 你將覺察到你
與所有這些部份的合一.
你將不被理解, 但沒有關係, 因為你會去理解.
你將不被喜愛, 但沒有關係, 因為你會去愛.
你的靈性將與所有你的經驗和諧相處.
我是 Hatonn, 我在此時離開這個器皿. 能夠向你們傳達這個理解是個大恩典.
我的朋友, 你們尋求, 我們指導. 我們指導一個簡單的接受法門.
Adonai, Adonai vasu.
--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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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光的通道
1975 年 12 月 28 日
Copyright (c) 2004 L/L Research
(譯註:
歲末平安訊息",
譯註 由於譯者的健忘症 >_< 本篇文章跟先前的 "歲末平安訊息
歲末平安訊息 竟然採用同樣日期的原稿
#$%@; 所以有不少重複的部分, 本來想整合成一篇, 但後來想說可以讓讀者比較不同時期翻譯
上的差別..其實是偷懶啦..不便之處尚請各位讀者海涵. )

(Carla 傳訊)
我是 Hatonn, 很榮幸能在這個聚會中對你們說話.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無限造物者
向你們致意.
我是服務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星際聯邦
聯邦的一員.
無限造物者
聯邦
我穿過數不盡的銀河, 通過一個無次元的大門, 進入你們所謂的實相, 進入你們
存在的這個宇宙. 我的弟兄與我來此的原因是你們曾呼叫我們.
因為在這個宇宙中, 那些想要知道實相的實體發出的呼喊傳了出去.
而總是會有那些傾聽的實體們, 在這個無限的宇宙中,
在這個無限的宇宙中 沒有一個呼喊會被忽略.
沒有一個呼喊會被忽略
我們可以告訴你一條道路, 另一條道路: 所有途徑皆為一.
所有途徑皆為一
我們全體都是兄弟, 在無限的造物中 所有生命在每個層級全都是兄弟(姊妹).
在這個傍晚, 我有幾個不同的題目可以講, 但我首先渴望跟你們講述愛.
我們知道你們每個人可望尋求智慧, 尋求靈性事物. 然而, 請允許這個知識的尋
找 從你內在的經驗中 開始 與 結束.
你不是在尋求一個替代品, 一個不同的實相. 你是第一次尋求知曉你自己的實相.
即使在此刻, 你正居住在實相中. 經文上寫的是真理: 天堂就在你的四周. 天國
在你裡內,
在你裡內 在你周圍.
在你周圍 你的經驗即包含你所尋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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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個通道, 透過你 造物者得以表達祂自己.
造物者
造物者是愛,
祂的表達是愛.
造物者
當你看到某個東西, 從你外在的眼睛觀看 他可能只是一塊普通的 甚至令人討
厭的石頭. 一塊不起眼、有著奇怪顏色的大石頭. 然然從內在之眼、愛的眼睛觀
看, 這個石頭將是大師可以雕琢的素材 它可以成為美麗的雕像, 擁有美麗的線
條與著色.
人們也是這樣 既是素材 又具有完美的可能性.
是造物者
造物者促使這些可能性顯現在這個物理世界中.
造物者
你不能做到-- 當然不能. 你只能對造物者
造物者說
"請為我活出這個片刻
請為我活出這個片刻.
造物者
請為我活出這個片刻 允許我的雙
眼閃耀著你的光輝."
眼閃耀著你的光輝
對於外在之眼而言 這是一個十分黑暗的世界. 黑暗籠罩著你, 但黑暗之中有亮
黑暗之中有亮
如果你願意允許它照耀, 它絕不能被否認
它絕不能被否認. 這道光或許不能照亮所有的黑暗,
光. 如果你願意允許它照耀
但你所在的地方將會有亮光.
想像你的雙眼如同窗戶, 你確定地將陰暗窗簾掀起 光線就會照耀進來.
這個窗簾是由偏見、審判、小心眼 以及 各種負面性所組成.
你的人格是為了讓你能夠工作這些事物, 一次又一次地, 你將發現自己將窗簾拉
下. 現在這個片刻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曾經犯錯, 只要在此刻選擇釋放那個錯誤,
讓窗簾上升, 讓光線照進來. 過去發生的事情就完全了結了.
我將離開這個器皿, 我是 Hatonn.
(H 傳訊)
我是 Hatonn, 再一次,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的朋友, 從時間開始之前, 你選擇踏上一個旅程, 穿越數不盡的次元 你仍將
繼續地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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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旅程的目的是去學習並發展你做為造物者的能力.
你藉由你的思想創造. 所以要覺察你的造物對於整個造物的影響.
我們建議你遵循造物者 愛的法則來經驗生活.
你的旅程是無限的, 一個無限的圓, 如果適當地使用經驗, 你將不會重複旅程,
不斷地朝宇宙的太一性前進.
對於你真實的身分而言, 時間是個外來陌生的概念.
在旅程中, 你有時會感覺自己沒有進展, 你對於開悟過度地焦慮.
所有這些感覺與情感都是時間內的概念.
我的朋友, 在適當的"時間" 你將會理解我們每一個人早已 開始 與 完成 他(她)
的旅程. 我們哪兒也沒去, 我們什麼也沒做;
然而 我們已經去過所有地方, 我們已經完成所有事情; 然而 沒有任何時間流
走.
無須關切你的進展, 你的靈性進展是自然的 如同你身體的呼吸一樣自然.
表面看起來 有些人比其他人進展得更快. 然而 一旦你到達彼岸, 你將真正地覺
察到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存在於所有生命.
無限造物者
不要分別造物的任何部分.
不要將你自己置於任何生命之上 或 之下.
我們一起旅行, 我們將共同領悟我們曾到過的地方 以及 我們曾完成的事情.
無須關切時間的因素, 只要覺察你擁有的渴望 即保持敞開 接受造物者的愛與
知識就已足夠.
我的朋友, 沒有別的事物, 在這個宇宙之中 再沒有別的事物是值得渴望的, 只
要渴望愛, 因為它即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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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再次轉移這個通訊, 我是 Hatonn.

(Carla 傳訊)
我再次與這個器皿同在.
我想要你們全體跟著我 來到一片田野, 空氣中瀰漫花朵的香氣.
現在全身放鬆, 將你的雙腳站在這片柔軟, 有彈性的綠色草地上.
感覺溫暖的陽光照耀在你身上、你的雙肩、你的頭上.
傾聽造物的音樂. 感覺你此生的愛與光.
我們希望你冥想, 不管我們說過多少次, 都不嫌多.
冥想與傾聽, 光將會淹沒你內在的雙眼, 以許多、許多的方式碰觸你.
在我離開之際, 我的弟兄 Laitos 將穿過你們, 他將給予你們他的能量與調節的振
動. 你只要靜靜地坐著 保持敞開.
我的弟兄姊妹, 我在愛與永恆的光中離開你們. 我是被知曉為 Hatonn 的一員.
Adonai vasu borragus.
--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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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場休息)
Hi ! 嘮叨的 Terry 又來了.
目前翻譯 L/L 研究機構的愛
愛/光圖書館
光圖書館的部份已經到此告一段落.
光圖書館
接下來有五篇文章並不是來自 L/L 研究機構, 純粹是譯者個人覺得合乎愛與光
的原則, 故收錄在網站中. 有兩篇是關於魯道夫.斯坦納與人智學的入門文章. 另
兩篇是凱西(Cayce)檔案, 都跟耶穌-基督有關. 最後一篇是金恩博士的演講. 其
實在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都有提到他們, 所以跟主題還是有點相關. ^_^
一的法則
啊..還忘了提網站上的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第一章,
這是本很棒的書, 但由於偶考慮請
流浪者手冊
朋友幫忙, 出版單行本, 所以目前沒有收錄.
Anyway,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接下來的文章.

(看書太久, 眼睛容易疲倦, 起來活動一下, 伸伸懶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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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魯道夫.斯坦納
一代偉人-- 魯道夫.斯坦納

(Rudolf Steiner, 拍攝於 1908)

新世紀的使者
歷史上, 偶爾會出現一種天才, 只能以全方位形容之. 李奧納多.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就是這樣的天才; 他是畫家, 雕刻家, 建築師, 解剖學家, 植
物學家, 地理學家, 天文學家, 數學家, 發明者, 作家與哲學家. 在 18 世紀, 出
現一位近似傑出的人物, 他是哥德(Goethe): 偉大的詩人, 科學家, 與哲學家.
從 1861 到 1925 年, 有個人物 他的成就甚至比達文西或哥德更加偉大, 在他的
心智內 似乎居住著沒有邊界的大地及宇宙的智慧, 他是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
在英國, 他的名字通常與教育連結在一起, 包括一般與特殊教育. 偶爾, 在農業,
醫學, 文學, 與藝術等領域也會提到他. 然而, 只有很少人聽過這個名字, 對於
他作品的重要意義只有模糊的印象. 即使如此, 在過去一百年間, 甚少有人能具
備像魯道夫.斯坦納那樣廣泛的天賦.
無論如何, 他並沒有被完全地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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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百科全書中, 幾乎有一整個專欄是獻給他, 但很少提到他創立的人智學
人智學
(Anthroposophy).
納粹集團認為他的書具有足夠的重要性,
因此禁止它們的出版, 並且取締任何基
納粹
於魯道夫理念成立的學校.
(譯註:希特勒在周圍謀士的建言下, 曾下令在柏林車站設陷阱 謀殺魯道夫.斯坦納, 所幸他躲過
一劫. 據說, 魯道夫.斯坦納能夠預先洞悉納粹集團的每一個陰謀.)
無論如何, 一些聲名卓著的人士認可魯道夫.斯坦納的偉大, 茲引用他們的話語
如下:
已故的 Russell Davenport 先生, 財富(Fortune)雜誌的前任編輯,
大概沒有人會說
財富
這種人是不食人間煙火吧, 他曾說 "學術圈設法將斯坦納的著作歸類為無關輕
重, 不值一提的東西, 這真是二十世紀的一大奇景. 任何一個懷著開放心胸的人,
只要仔細閱讀他的作品[少說有 100 本吧], 就會發現他看到了人類有史以來 最
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神秘程度並不多於愛因斯坦. 他是個科學家, 毋寧說是
一個敢於探索生命奧秘的科學家."
偉大的醫者, 史懷哲先生, 如是說 "我與魯道夫.斯坦納會面後, 他的思想總是盤
旋在我腦海中, 我覺察到他的重要意義... 我們兩人都感到有義務引領人類再度
走向真正的內在文化. 我為他的成就歡欣鼓舞, 他深奧的人道精神將影響這個世
界!" (Lambarene, November 1960.)
魯道夫.斯坦納的作品數量用著作等身已經不足以形容, 以德國目前出版的作品
集(他是奧地利人)而言, 就有將近 350 本. 已經銷售百萬冊以上.
在翻譯方面, 幾乎所有歐洲語言都有對應的版本, 還包括希伯來語, 日本語, 印
度語, 土耳其語.
我認為魯道夫.斯坦納必定將在歷史上有一席之地, 因此容我簡單介紹他的一生:

自傳--精簡版
自傳 精簡版
魯道夫.斯坦納 1861 年 出生於當時的奧匈帝國, 以現在來說 則是克羅埃西亞共
和國(Croatia). 他死於瑞士, Dornach , 19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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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童年, 他就察覺到有個超越五官的世界, 跟物理世界同樣的真實. 他覺得
很孤單, 因為他的同伴沒有一個提到這個'另外的世界'.
在大學期間, 他研讀各種科學課程 (數學, 化學, 物理, 動物/植物學, 礦物學,
地質學), 同時也自修古典文學, 他對於文學與藝術也很有興趣. 他的博士論文標
題是 "真理與科學", 隨後取得哲學博士的學位.
在 23 歲, 他被要求參與編輯一本探討哥德科學作品的雜誌, 他很快成為這方面
的權威, 他認為哥德對於這個世界的靈性觀點與他自己的十分相似.
他對於這個世界一面倒地信仰物質主義感到憂心, 他深信有需要讓人們了解靈
性的議題, 他認為這是人類未來福祉的基石.
1900 年, 魯道夫.斯坦納博士已經在世界上奠定一定的聲名, 他將近 40 歲, 他認
為已經是時候公開地向大眾演說一些祕傳的知識.
他的第一個機會是向一群神智學
神智學者演說,
他覺得神智學
神智學(Theosophy)與他的觀點
神智學
神智學
有許多共鳴之處. 然而, 他並不完全同意神智學的思維, 特別是他們相信基督會
再度降生於一個年輕印度男孩的身上.
再度降生於一個年輕印度男孩的身上
(譯註: 後來他們選中了克里辛納穆提--Krishnamurti--為基督再臨的人選)
有一群人注意到演說者的重要性, 於是決定發起一個新的學會, 邀請他做該學會
的老師. 於是人智學會
人智學會(
人智學會 the Anthroposophical Society)在 1913 年誕生.
[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學會對所有人開放, 不管你是什麼教派 或什麼膚色都可以
參加. 它不要求你為任何學說背書, 它的統一原則是努力尋求宇宙與人類靈性的
知識.]
之後, 他廣泛地四處演講, 特別是四福音
四福音以及基督脈衝
基督脈衝(Christ
impulse)的重要性.
四福音
基督脈衝
他只從他自己的靈性探索與知識出發, 沒有特定的宗教觀點.
(譯註: 魯道夫.斯坦納一直是個嚴謹的科學家, 他曾經公開批判教會的許多作為, 然而在一次神
視中, 他親身體驗耶穌基督在各各他
各各他受難的實況,
從此完全改變他對基督信仰的觀點. )
各各他
如果我們考量一個人的知識與創造力的極限, 對照魯道夫.斯坦納一生的成就,
真是令人無法相信, 一個人怎能成就這麼多東西, 然而 無可置疑的證據比比皆
是.
109

它存在於廣泛的著作中, 他的書籍與演講.
它存在於教育界, 農業, 醫學, 藝術領域中.
它存在於哥德美術館
哥德美術館(Goetheanum),
以及人智學學會
人智學學會中.
哥德美術館
人智學學會
最後, 它存在於人們的心靈與頭腦中.
以下是作者從一個醫生朋友聽到的真實故事:
這位醫生參加一場斯坦納博士的演講, 他心裡想獲得一個特別治療的建議, 但又
擔心影響斯坦納博士忙碌的行程, 因此保持沉默. 演講會後, 斯坦納博士主動靠
近他, 伸出手向他致意, 並說 "如果我能以任何方式幫助你, 請讓我知道."
這只是許多這類事件的一個例子.
對於任何人而言, 做一個稱職的老師已經是十分足夠的志業了, 但魯道夫.斯坦
納同時還是創意非凡的藝術家, 他將人智學搬上舞台, 每年在瑞士公演; 同時還
涉足雕刻與建築學, 他也是和諧律動
和諧律動(Eurythmy), 一個新藝術運動, 的發起人.
和諧律動
當華爾道夫
華爾道夫(Waldorf)學校於司圖加特
司圖加特(Stuttgart,位於德國)成立時,
為了實踐他的
華爾道夫
司圖加特
教育理念, 他親自指派種子教師, 一路指引他們的工作, 他認識學校中的每一個
小孩.

使命
這種種的成就誠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我們仍然需要澄清一點, 魯道夫.斯坦納的
本質是什麼? 他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或者說, 他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想到聖經的一句話: "一個在曠野呼喊的聲音; 準備上主的道路. 悔改, 因為
天國將近."
今日世界被各種問題困繞, 社會秩序快速地惡化, 各種危機充斥在人類社會中..
這種說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 如果說魯道夫.斯坦納擁有這些問題的解答, 似乎
過於專斷. 或許我們可以說魯道夫.斯坦納擁有解決問題的建議書, 但人們需要
有意願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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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道夫.斯坦納在二十世紀之初就了解自然科學的單方面發展將導致人類的墮落,
必須有其他影響力將傾斜的局勢平衡回來.
許多有識之士也有相似的看法, 但一般的改革者 他們的觀點與人智學
人智學有何不同
人智學
呢? 傳統上的改革者認為民主, 普世教育, 社會計畫, 回歸過去的道德價值可以
帶來救贖, 或許甚至期望神聖力量的介入.
斯坦納博士要求一個新的方式, 具體地說, 他認為將天國, 靈性國度, 的知識公
開於世的時機成熟了. 在過去
過去,
過去 人們必須參加某個教派,
人們必須參加某個教派 接受導師的啟蒙,
接受導師的啟蒙 才能
接觸到這些知識. 現在個人憑藉一己的努力即可獲得
現在個人憑藉一己的努力即可獲得.
接觸到這些知識
因此, 現代的悔改並不是搥胸頓足, 感覺後悔遺憾; 而是改變自己的態度
改變自己的態度.
改變自己的態度
當我們說斯坦納博士擁有解決世界問題的答案, 我們並不是說他有醫治世界疾
病的快速藥方. 恰好相反, 他呼求的是人類升高自身的覺知, 並持續地努力. 他
給予我們靈性的知識, 並要求我們有相應的靈性活動.
許多社會學家, 經濟學家認為唯有物質-經濟力決定人類的發展, 靈性只是一種
觀念上的想像架構; 斯坦納博士個人經驗了靈性國度, 他覺得很難苟同這些學者
的看法.
他確信解決世界問題的答案並不能在經濟或政治領域中找到.
宗教或靈性知識在過去就是靈感的來源, 到今日亦如此, 雖然我們必須以一種不
同的方式來獲取知識.
斯坦納博士透過自然科學的思考方式, 帶領人們進入靈性的世界.
這就是魯道夫.斯坦納博士的原動力與使命: 探究靈性世界,
探究靈性世界 並將靈性的知識帶
到俗世可以理解的層次; 以科學的解釋方式辨證宗教的主張; 創造一道橫亙於物
到俗世可以理解的層次
理與靈性世界之間的橋樑. 他要給予這個世界的東西, 他統稱為人智學
人智學.
理與靈性世界之間的橋樑
人智學
---the End --作者: Roy Wilkinson (英國人)
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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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智學與靈性知識
魯道夫系列之一
什麼是人智學? 我們無法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有個德國字彙--世界觀
世界觀
(Weltanschauung), 或許可以如此形容之.
或許我們可以說它不是什麼, 藉此驅除一些假象: 它不是一個系統, 也不是一系
列的理論, 不是一個教派, 學說或教條. 它涵蓋的範圍太廣泛了.
根據學者的意見, Anthropos 這個字彙的意思是人類, sophia 的意思是智慧或知識.
同時, anthropos 的語源有些重要性, 它的原意是'轉向向上', 因此一個 anthropos
表示一個人向上看, 看入高處. 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智學(Anthroposophy)是'人類的
智慧或知識, 考量他/她的生命源頭在於高處'. 也可以說是同時包括物理人類與
靈性的知識.
魯道夫.斯坦納將這個詞彙與靈性科學視為同義字. 為什麼他要用人(anthropos)
這個字? 我們可以說靈性科學是神聖智慧 [Theos 的意思是神, 有另一門學問稱
為神智學--Theosophy]. 然而, 人類即是神聖造物的一部分. 魯道夫.斯坦納說
"人類是世界謎題的解答."
一般而言, 人類到了 12 歲左右會開始思考自身與世界的問題: "我是誰? 我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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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當人類長大以後 越來越忙於日常的瑣事, 童年的問題
可能退隱到背景之中. 但對於真理的探求是永恆的旅程, 有史以來, 人類不時會
問這些問題: 宇宙有上帝嗎?
宇宙有上帝嗎 生命有意義嗎?
生命有意義嗎 進入棺材以後 生命還會延續嗎?
生命還會延續嗎
肉身死後會發生什麼事? 人類的起源從哪裡開始? 可見的世界背後隱藏了什麼
東西?
這個充滿智慧的大自然是個美妙的世界, 然而單憑感官世界的知識是無法完全
解答存在的謎題, 人類內心深處知道靈魂需要靈性的知識.
這個靈性知識或許比過往更加迫切地需要被知曉, 以平衡目前盛行的物質主義
思維. 一個健康的內在活動能夠中和 外部世界使人筋疲力盡的效應.
人智學提供許多的觀點, 舉例來說, 考量人類與世界的關係,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
有四方面的特質:
礦物王國-- 人類的肉體由礦物質, 及其他物質組成.
植物王國-- 共通點是生長的能力.
動物王國-- 共通點是感覺與感情的能力.
最後人類因自我意識
自我意識產生個體性,
使他能夠凌駕與其他三個王國之上, 並且有能
自我意識
力進一步提升.
一個個體是永恆的.
一個個體是永恆的
個別的實體從這輩子到下輩子不斷進展著, 在死亡與重生之間, 他進入一些領域
以獲取下輩子所需的能力. 他遇見較高的權能, 天使階層, 聖經中提到的名稱如
撒拉弗(Seraphim), 基路伯
基路伯(Cherubim), 大能天使(Powers),與
掌權天使
撒拉弗
大能天使
(Principalities).
除了告訴我們生死的奧秘, 人智學還解釋世界與人類的進化.
人類原本以靈魂型
人智學
態存在, 然後承擔物理外貌 與地球進化並行. 現有的進化理論因而有了新的意
義.
在古老的時代, 人類與眾神同行 一起交談. 後來他們喪失這個能力, 取而代之
的是思考的能力. 歷史因而展現新的光芒, 並讓我們更接近找到人類謎題的答案.
不僅如此, 人智學還提供許多線索, 讓我們理解 人類墮落(the Fall)的奧秘,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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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 邪惡的問題, 地球與宇宙星系的關係, 還有上千種的知識.
人智學不僅是一門學問, 它還是轉變的要素, 光是知道事實是不夠的, 人類可以
藉此發展他靈性的感官. 因此除了閱讀之外, 冥想與消化是必須的.
在古老的世界, 思想被認為是來自靈性世界的東西. 直到希臘時代, 哲學的開端,
人類才開始認為思想升起於他自己的心智中. 從這裡, 我們看到思考與靈性實境
的一個連結. 在這個時代, 思考主要的導向是物質世界, 如果我們將思想的邊界
加以延伸, 人類將有可能再度感知到靈性世界, 這一次以更清醒的方式進行.

實際應用
人智學的另一個特色: 它是一門實用的科學, 或許我們應該說它可以實際應用到
日常生活中
乍看之下, 靈性議題, 跟永恆關聯的問題怎麼會實用呢?
然而, 我們應該記得所有活動都是從靈性的脈衝引導出來的. 首先, 靈性領袖接
收到靈感, 隨著時間的演進, 靈感變成了傳統. 這個原則到現在仍然適用, 套句
林肯的名言 "如果我們更知道我們從哪裡來, 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 我們會更加
知道要做什麼, 與如何去做."
人智學的思想帶動了一個新的教育運動(例如, 華爾道夫學校), 然而這些學校卻沒
有教導人智學
人智學, 它成為課堂上老師授課的背景. 在其他新萌芽的運動, 情況也是
人智學
如此.
對於剛造訪人智學建築物或魯道夫中心的初學者而言, 他們可能會發現很多喜
歡的東西, 同時也會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當人們碰到嶄新的觀念, 這是很自
然的反應. 我們建議初學者多花一點時間去消化這些新東西.
關於斯坦納博士的書籍, .我們曾指出許多書本包含在特殊情況下發表的演說, 因
此並不是每一本書都適合初學者. 這就好比一個小學生拿起微積分課本, 看了幾
秒就把書本放下, 但他無法理解這本書 並不意味著書本內容是無用的.
斯坦納博士所說的東西 大部分可以用一般常識與智能去理解. 並不需要一開始
就相信它, 你可以視為經驗的測試. 這些觀念有作用嗎? 是否能解決我們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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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滿足我們內在的需求? 再者, 我們可以在許多領域看到人智學應用的結果:
在學校中, 在花園中, 在醫學界中, 答案是肯定的.

給讀者本人
如果你從上一篇文章讀到這裡, 你已經學到一些關於魯道夫與人智學的東西, 我
們假設這些觀念吸引你, 並且你想要更深入地鑽研.
人智學的並不是一門抽象的科學, 而是一個可以'活'用的東西.
如果你讀到一些覺得奇怪的資料, 先不要立刻接受或否決, 你可以問自己: 這個
東西有道理嗎? 它是否幫助我理解我所居住的世界?
在研讀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領悟到睡眠並不只是空白的階段, 而是給予我們一個
機會去會面更高的存有. 也許有一天, 你會感覺可以把白天的經驗帶入靈性世界,
讓它們可以被轉變, 被審視. 如此, 在醒來之後 你會感覺意氣昂揚, 並有力量持
守最高的理想.
在這方面的進階研讀, 你可以閱讀更高世界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Higher
Worlds), 或神秘學與通神學(Occult Science and Theosophy)的相關章節.
如果你擁有哲學家的心智, 你或許會想探究自由哲學或靈性活動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or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ual Activity).
在靈性科學的大門前(At the Gates of Spiritual Science)是本相當直接的書, 並且觸
及許多基本的觀念.
魯道夫.斯坦納的作品並不容易閱讀, 它們寫作的方式彷彿要讓閱讀本身即是一
種靈性的練習. 因此即使你覺得其他人寫的介紹有幫助, 閱讀魯道夫本人的作品
仍是十分必要的.
Rudolf Steiner. An Introduction to his Spiritual World-View, Anthroposophy.
© Roy Wilkinson 1998
Digested &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curious Terry. (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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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西檔案: 約翰談耶穌基督
---附解讀 5749-4

--本文由雲思騰編譯, 特此感謝 -- 2006/5/16 -在凱西的所有解讀資料中，這個解讀是最明確的說明我們每個人均可以直接與
基督接觸。這個解讀報告是在一個夏天的下午給予已經經歷六年“探索上帝”
的學習小組(成員)。其中有三個人帶來了他們的每日的經歷和問題，希望得到
源頭(the Source) 的指點。他們想知道是否可以真的與基督
基督交流。
源頭
基督
這個解讀的開始就顯示出其不同與其它解讀的地方。因為超過 99%的解讀，都
是凱西的自我超意識在提供訊息---或是提取某人的阿卡西
阿卡西(Akashic)記錄，或是
阿卡西
直接在某人的潛意識中找到有過資料。但這個解讀 5749-4 看上去很奇異，因為
凱西是乎只是一個訊息管道---有靈界個體透過凱西提供資訊。在這個解讀中，
靈性個體是聖徒約翰。約翰三次特別地提及自己。但我們仍然不清楚，有多少
比例的訊息是由約翰給出的，多少由凱西的超我
超我給出的。
超我
但並不是聖徒約翰的來到使這個解讀變得特別，而是這個解讀所提出的肯定的
答案︰任何人，任何人，只要你誠心願望---以行動證明---均可以與基督直接聯
絡。
基督在那裡？怎么找到他？這個解讀直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自然地，我們的
物理顯意識想到的是有空間、時間的坐標的地點，我們可以前往參拜。但他不
在地球層面上。然而凱西建議道，如果我們仍然想在某個地方直接與他聯繫，
就要理解他做為“一個個體” ，在我們的內心，可以透過調諧去意識其存在。
調諧是與基督個人接觸的基本要求。基督意識是一種宇宙意識，存在于一個靈
魂當中。也是一個生活在兩千年前的一個傑出個體的意識---他仍活生生地存在
著，活動在靈性世界裡。
如何與他接觸？改變振動頻率，使我們到達一種整體合一狀態---一種我們感覺
到自我的意志、願望、能力均指向同一方向。許多人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感覺
到與非視世界本能地連接的瞬間或階段。用聖經記錄的語言就是，先知摩西在
曠野中舉起了蛇---我們的生命之氣。
調諧的理論是許多凱西解讀概念的中心，包括祈禱、冥想、治療。調諧要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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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心智、意志的參與---將所有的這些參數和諧與靈。也許與基督交流僅是一
個心理事件，但解讀說這要求身體的每一個原子的調諧。
在心理世界，有兩個關鍵點︰第一是信心。確信透過自己的潛力，可以也將會
與基督交流。第二點是放棄害怕。我們從看到基督在說“不要害怕，是我” 。
我們的顯意識也(從)在想，我們沒有害怕。可是在內心深處，確實是這一心理
障礙讓我們躲避---正如伊甸園中藏起來的亞當，因為發現自己的醜惡而害怕。
而正是害怕讓我們無法調諧。
還有一個要點需要提及，就是意志的使用。凱西指出了這個經常為人們忽略的
元素。如果我們想要與基督的直接聯繫，我們必須積極地將“我們的意志合一
于他的意志” 。在生活中反映這樣理念的就是用我們的行為說出我們的信心和
信仰，“所有事情均可能發生。”
在我們內心深處，我們都明了這意味著什麼。但我們的一部分抗拒著。儘管我
們不承認我們知道要求是什麼。但我們仍可感覺到與這些事情有關︰從心中於
人為善、花時間傾聽訴說等等與他人有關的事件上。而不是整天被淹沒在自己
的時間表裡。解讀指出了愛的行為的實現與將基督之靈置於首位的互為因果，
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伸手可及的。

凱西解讀 5749-4
[中英對照
中英對照]
中英對照
這個靈異解讀由凱西在他的維吉妮亞海濱市家中，于 1933 年 8 月 6 日給出。解
讀要求由在場人士提出。
出席︰
愛德加‧凱西(Edgar Cayce); 格秋(Gertrude Cayce), 導讀人; 戴維斯( Gladys
Davis), 速記員；Minnie and C. A. Barrett, Esther Wynne, Florence and Edith
Edmonds, Frances Y. Morrow, Mildred Davis, Ruth LeNoir and L. B. Cayce.
內容︰
解讀時間︰4:30--5:00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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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C: You will have before you the Norfolk Study Group #1, members of which are
present in this room, who seek more knowledge of, and that a reading be given on,
Jesus the Christ. We would appreciate all knowledge that might be given on Him at
this time, after which you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may be asked by each
individual present.
格秋︰你將發現這個房間裡的瑙福第一學習小組成員，他們在有關耶穌基督的
資訊。我們十分感謝所有可能給出的關於他的知識。之后，你將回答個人提出
的問題。
2. EC: Yes, we have the group as gathered here; and their work, their desires. We will
seek that as may be given at this time.
凱西︰是的，我們發現了聚集在此的團隊，以及他們的這項工作和渴望。我們
將在此刻尋求可以給出的答案。
3. "I, John, would speak with thee concerning the Lord, the Master, as He walked
among men. As given, if all that He did and said were written, I suppose the world
would not contain all that may be said."
“我，約翰，願意講講關於主，導師，以及在他行走于人世間的意義。正如經
上所說，如果關於他的所為、所言都記錄下的話，我想整個世界都盛不下。
4. As He, the Christ, is in His glory that was ordained of the Father, He may be
approached by those who in sincerity and earnestness seek to know Him - and to be
guided by Him. As He has given, by faith all things are made possible through belief
in His name.
當他
他，基督
基督，在天父
天父賦予的榮耀之中時，那些真心渴望地想去認識他的人們可
基督
天父
以接近他---可得到他的指導。他給出過，凡在以他的名的信心中，所有事情均
可能發生。
5. Believest thou? Then let thine activities bespeak that thou wouldst have, in spirit, in
truth.
你信嗎？那麼讓你的行為在靈性中、在真理裡，講出你的所信。
6. Seek, then, each in your own way and manner, to magnify that you, as souls, as
beings, would make manifest of His love, in the way He will show thee day by day.
以你自己的模式和方法去尋找；作為靈魂存在---正如他每天給你的愛一樣--去擴大你自己 去彰顯祂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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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s He came into the world, as man knows the world, then He became as man; yet
in the spirit world He seeks to make manifest that sought by those who do His
biddings.
當他來到這裡---人們知道的這個婆娑世界---就成為人間一員，但在靈性世界裡
他尋找那些願意實現他的意願的人們來顯現。
8. For, as He gave, "If ye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These are not new, and
are not grievous, that ye love one another - even as the Father loveth me."
如他給出的︰“如果汝等愛我，按我的戒律行事。這些戒律並不是新的、也不
難受，只是要求汝等彼此相愛---就如同天父
天父愛我一樣。”
天父

問答時間
9. (Q) [993]: Please explain why during meditation last Monday noon I had the
longing to seek more knowledge of, and a reading on, Jesus the Christ.
問[993] ︰請解釋為什麼我在上周一中午的冥想期間，感覺到非常渴望了解更
多的關於耶穌-基督的資訊。
(A) The inner self approached nearer the attune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rist presence.
答︰原因在於內在自我更加接近基督意識臨在的調諧。
The Christ Consciousness is a universal consciousness of the Father Spirit. The Jesus
consciousness is that man builds as body worship.
基督意識是一個天父聖靈的普遍意識。耶穌意識是人們建立起來的身體崇拜。
基督
In the Christ Consciousness, then, there is the oneness of self, self's desires, self's
abilities, made in at-onement with the forces that may bring to pass that which is
sought by an individual entity or soul. Hence at that particular period self was in
accord. Hence the physical consciousness had the desire to make it an experience of
the whole consciousness of self. Seek this the more often. He will speak with thee, for
His promises are true - every one of them.
在基督意識中，有來自于本我的合一性、本我的渴望、本我的能力，透過合一
之動力為個體靈魂帶來答案。這樣，在那個特殊的期間本我與太一協和。肉體
意識希冀與整體本我意識相接。經常如此尋找，他將與你講話，因為他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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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切的，對任何人都一樣。
10. (Q) [560]: Please explain: While meditating I ha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orces
within and the forces without being the one and the same force. Then as if someone
said: "Why not look to the within?" When I turned to the within, I received a
realization of the Christ which seemed to take form in body.
問[560] ︰請解釋︰在冥想中我認識到內心的力量與外在的力量同一且同源。
然后似乎有人在說︰“為什麼不轉向內心？” 當我轉向內心時，我接受到了使
用生理身體的基督的事實。
(A) In this the body-consciousness experienced much that "I, even John, experienced
when I looked behind me from the cave and saw that the without and within are
ONE," [John 11:38? John's witnessing the healing of Lazarus?] when the desires of
the heart make each atom of the physical body vibrate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belief and the faith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Christ life, the Christ Consciousness.
答︰這個生理意識經歷了許多，“我，甚至約翰，經歷過。在我從墓穴前看到
的那樣內外同一”，當心之意願使物理身體的每一個原子含有同樣的意識、信
心---即基督生命的顯現---基督意識。
Life is an essence of the Father. The Christ, taking up the life of the man Jesus,
becomes life in glory; and may be glorified in each atom of a physical body that
attunes self to 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WILL of the Christ Spirit.
生命的精華是聖父。基督，透過耶穌人子的生活，顯示生命的榮耀，即透過體
內每一個原子與基督聖靈意識之意志調諧而榮耀。
11. (Q) [69]: Is the Celestial Sphere a definite place in the Universe or is it a state of
mind?
問[69] ︰靈界是宇宙中的一個地方還是一種思想狀態？
(A) When an entity, a soul, passes into any sphere, with that it has builded in its
celestial body, it must occupy - to a finite mind - space, place, time. Hence, to a finite
mind, a body can only be in a place, a position. An attitude, sure - for that of a
onement with, or attunement with, the Whole.
答︰當一個個體，一個靈魂體，經歷任何空間界，均對靈性體有所影響。從有
限思惟的角度來看，這個靈性體一定佔據著某個空間、地點和時間。因此，一
個身體只是在某個地點和位置。但就特徵來看，這是有同一性的，或者說是與
完整調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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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od is love; hence occupies a space, place, condition, and IS the Force that
permeates all activity.
因 上帝是愛。因此，(身體) 佔據一個空間、地點，一種狀態，也就是原力彌
漫于所有行為活動中。
So, Christ is the ruling force in the world that man, in his finite mind - the material
body, must draw to self of that sphere of which the entity, the soul, is a part, of
whatever period of experience, to be conscious of an existence in that particular
sphere or plane.
這樣，基督成為世界中統馭力量的名稱，這個世界上的人們，以有限的思惟和
物質身體，必須將這種概念引入自我︰個體靈魂---無論在什麼經歷中---是在那
個空間或層面的意識存在的一個部分。
12. (Q) Is Jesus the Christ on any particular sphere or is He manifesting on the earth
plane in another body?
問︰耶穌-基督現下在某個星球空間，還是他顯現於地球層面的另一個身體中？
(A) As just given, all power in heaven, in earth, is given to Him who overcame. Hence
He is of Himself in space, in the force that impels through faith, through belief, in the
individual entity. As a Spirit Entity. Hence not in a body in the earth, but may come at
will to him who WILLS to be one with, and acts in love to make same possible.
答︰正如我們講過的，天地間的所有力量均賦予給得勝的祂。因此在這個空間
作用于信心和信仰的所有動力均與他有關。他是靈性實體，此刻不在地球的某
個身體中，但某個個體均可以透過將自己的意志調整于與他合一而見到他，也
可以透過愛的行為來實現。
For, He shall come as ye have seen Him go, in the BODY He occupied in Galilee. The
body that He formed, that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that rose from the tomb, that
walked by the sea, that appeared to Simon, that appeared to Philip, that appeared to "I,
even John."
他將使用在加利列(Galilee) 時的那個同樣的身體到來。就是那個上了十字架的
身體、那個在墳墓中復活的身體、那個走在海邊的顯示給西門、菲利普看的身
體，也正是顯示給“我，約翰” 的(身體) 。

13. (Q) Wherever He is, how may I contact Him so that I may see Him and hear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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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
問︰不管他在那裡，我如何聯絡他、看到他、聆聽他的講話？
(A) The making of the will of self one with His will makes a whole attunement with
Him. He WILL, with the making of self in accord and desiring same, speak with thee.
"Be not afraid, it is I." [8/20/33 See 262-51, Par. 8-A, 9-A in re Mrs. [69] making
herself more in accord so He will speak.]
答︰將自己的意志與他的合一，由於你的意願和協和，他將同你講︰“不要害
怕，是我。”(在解讀 262-51 中，更詳細地回答了[ 69] 女士的問題)
14. (Q) [585]: Was the vision I saw early one morning several months ago a vision of
the Master?
問[585]︰幾個月前的一個早晨我看到的一個幻像是導師的嗎？
(A)A passing shadow, yes. Pray rather to the Son,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that He
walks with thee - and He WILL walk and talk with thee. Be NOT satisfied with ANY
other. He may oft give His angels charge concerning thee, yet know the Master's
touch, the Master's voice; for He may walk and talk with thee. HE is the Way; there is
no other. He in body suffered; for himself, yea - for thee also. Wilt thou turn, then, to
any other?
答︰是的，一個短暫的背影。毋寧向聖子，並透過聖子向聖父祈禱，要求他與
你同行，那么他將與你在一起、同你講話。不要滿足于任何其它形式。他經常
派遣天使看顧你，但你要了解導師的接觸模式和聲音。他就是道路，沒有其它。
在肉體中他為自己，也為你，忍受苦難。爾等會轉向其它么？
15. (Q) When Jesus the Christ comes the second time, will He set up His kingdom on
earth and will it be an everlasting kingdom?
問︰當耶穌-基督再次到來時，他將在地球建立起永恆的王國么？
(A) Read His promises in that ye have written of His words, even as "I gave". He
shall rule for a thousand years. Then shall Satan be loosed again for a season.
答︰讀讀記錄下的他的言語，甚至用來“我給出” 的字句。他將統治一千年，
然后撒旦會再被釋放一段時間。
16. (Q) [379]: How may I raise my vibrations so as to contact the Christ?
問[379] ︰我如何提升頻率以接觸基督？
(A) Making the will, the desire of the heart, one with His, believing in fait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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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ce, all becomes possible in Him, through Him to the Father; for He gave it as it
is. Believest thou? Then, "according to thy faith be it done in thee".
答︰讓(你的)意志、意願與他的合一，在信心和耐心中，一切成為可能，並透
過他達到天父。他早已給出過，汝信嗎？那么，“依照汝之信心, 讓它在汝裡
內成全” 。
17. We are through.
解讀完成。
-- Revised a little by curious Terry, 200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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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旅店老闆女兒的眼睛
凱西解讀:1152-3 號

譯者的話
關於艾格凱西(Edgar Cayce aka.愛德加.凱西)的生平, 請參考"睡著的預言家"一文.
(http://big5.zhengjian.org/articles/2002/12/16/19573.html)
從他生平所展現的奉獻, 信實, 與博愛精神, 譯者覺得這個故事的可信度極高.
當然, 最終還是由各位讀者決定是否相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譯者只希望將這篇
故事當作耶誕禮物 送給我每位親愛的朋友, Merry Christmas!

背景介紹
1936 年, 11 月 27 日, 艾格凱西以超心靈能力解讀一位
61 歲的寡婦(編號 1152-3)
艾格凱西
的生命紀錄. 主要描述該女士的某一世 當時她是一家旅店老闆的女兒, 耶穌基
督在世的年代.
解讀的所在地: At the home of David E. Kahn, 20 Woods Lane, Scarsdale, N.Y.
列席者: 艾格凱西; Gertrude Cayce(凱西的妻子); Gladys Davis(速記員/秘書),
Steno, Mrs.[1152]
(譯註: 在此省略一段主持者的開場白與問題, 大意是要求艾格凱西針對[1125]女士在巴勒斯坦
一帶的前世 給予生命解讀.)

124

本文
艾格凱西: 在那次的(人生)旅途中, 我們發現該實體當時只比來到旅店的年輕聖
母(Mother)小一歲, 該實體正協助爸媽的生意.
在自然發展過程中, 該實體產生一股求知的渴望, 同時, 她也感覺到世界即將發
生一些偉大的事情.
該實體當時的名字是莎拉(Sara), 請求她可以協助準備聖母, 與聖父的住所.
當莎拉滿懷期盼地等待的時候, 旅店裡一片鬧哄哄的, 許多民眾在此歇腳 準備
前往耶路撒冷參加集會, 或是繳納稅金.
該實體外貌秀麗, 在當時 被一位戶籍員所追求, 但莎拉拒絕了他-- 雖然該實體
在此生又與他相遇, 他們之間的交往意義重大, 但也帶來許多的困擾.
接著 該實體協助準備一切就緒 傍晚來臨之前, 充滿榮光的太陽照耀在 巴勒斯
坦的山丘上, 大自然之聲宣告一個新希望即將來臨, 地球的新生, 在上主中榮耀
人類的希望 -- 基督之星(His
Star)照耀在傍晚的天空中 帶給所有目擊者敬畏 與
基督之星
驚奇的情感.
該實體正在焦慮之際, 仰望天空 驚奇且敬畏地看著這一切非凡的經驗, 喜極而
泣 -- 一種新的光照, 新的視野, 新的經驗 正從她生命的每一個原子中誕生.
接著 當她知道馬槽已經被佔用了-- 喔, 她飛奔而去 渴望知道那會是怎樣的經
驗 該實體整個存有都被這些念頭盤據!
當她做完家中的工作, 該實體在那個黃昏走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基督之星的光亮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她聽到, 牧羊童們也都聽到: "和平來到地上 給予所有善意
的人們". 該實體再次感受到那股敬畏之情, 感覺一個新的造物, 新的經驗的降
臨-- 唯有想到就近照顧聖母的念頭促使她加快腳步; 在那一刻 世界所有的喧囂
與嘲弄都停止了!
當她趕到聖母躺著的住處, 懷著敬畏的心情, 基督之星的光芒充滿這個地方, 該
實體首先專注地看著聖嬰
聖嬰(the BABE). 那是她的頂峰經驗, 直到她懇求可以將那
聖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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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的嬰孩擁抱在她的雙臂之間的那一刻!
接著 當這個請求成為事實, 那些感覺 那些經驗 -- 喔 她希望讓全世界知道基
督生命的華美 喜樂, 與榮光, (不是理性的知道)從內心, 心智, 與生命裡頭知曉.
她也看到牧羊童的集結, 以及隔天早晨 三賢者(Wise
Men)騎著滿載的駱駝, 前
三賢者
來讚美, 雖然他們一路上孤單旅行 --然而 上主與他們同在!
上主
之後 該實體尋求繼續與聖母, 與聖嬰保持聯繫, 但隨著敕令*的發布 她的心被
恐懼撕裂著, 縱使她擁有那值得珍惜的經驗, 法令帶來的恐懼與憎恨很自然地在
那些被迫害的人們的心中升起.
(*譯註: 這裡指的可能是希律王下令, 屠殺所有猶太家庭的第一胎男嬰)
該實體的父親常被質問 那幫人往哪條路走 一共多少人, 以及他們從事什麼違
法的活動 竟敢違抗羅馬當局 以及希律王的命令.
幾個星期過去了 幾個月過去了 該實體一直想知道他們的消息.
旅店的生意繁忙, 她的工作負荷日益沉重, 她的身心都覺得困頓. 然而寧靜的傍
晚來臨, 該實體回顧過往的事件, 她越加地尋求基督
基督之星,
以及 祂的光.
基督
隨著基督之星退去, 聖家逃往埃及, 該實體輾轉從朋友口中得到一些消息, 她悄
悄地將這些訊息保存在心中, 當薄暮來臨 她彷彿又聽到那天上的音樂, 晨星的
歌唱, 當大地靜默之時 和平又進入她的內心. 直到隔日又開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幾年過後, 最終該實體在靠近伯大尼(Bethany)與橄欖山
橄欖山的地方定居下來,
在通往
橄欖山
偉大都市(耶路撒冷)的路上.
該實體再次尋求那光榮 不可思議的經驗, 那個在她內心持續燃燒的經驗.
然而當迫害來臨, 羅馬人 與 撒該都教徒(Sadducees)日益迫害她所屬的團體*,
該實體在這個團體找到許多幫助, 許多的驚奇 -- 現在疑慮與恐懼升起..
(*註: 這裡指的應該是艾賽尼教派--the Essenes)
表面上, 從她所聽到的傳言, 聖嬰只是將成為(猶太)族群的另一個(領袖), 然而
祂是為了全人類而來!
直到聖家來到耶路撒冷登記戶籍 該實體才知曉真相.
126

在那個時代, 所有以色列的小孩都必須過踰越節, 該實體再次尋找聖嬰, 那光榮
的嬰孩已經成長為少年, 正在聖殿詰問博學之士, 她設法靠近耶穌
耶穌 好聽見他們
的對話. 隨後, 她決定放下所有與男人結合的想法, 可以說她是第一個
她是第一個 奉獻自
己的心智,
己的心智 身體,
身體 與生命給一個目標,
與生命給一個目標 一個嬰孩 的女子.
的女子
該實體繼續尋求任何關於祂的進展的話語, 有些幾乎成為傳奇故事; 然而她持守
那些經驗, 當她看見那道光, 當她看見聖母懷抱中的聖嬰-- 以及那光榮的時刻
光榮的時刻
當她雙臂抱著聖嬰, 以她的雙唇親吻聖嬰的額頭!
當耶穌
耶穌人子開始他傳道的使命,
該實體把握每個機會 不放過任何可能收集到的
耶穌
耶穌話語. 當人子的行腳越來越接近她的住所, 她聽到伴隨而來的群眾的聲音,
覺得有些恐懼.
當耶穌首先開始傳道的時候 被祂自己的同胞所排斥, 該實體知道這件事之後留
下羞恥的眼淚, 為那些應該知道 卻懷疑的人們感到難過.
終於 那個日子到來了 當耶穌一行人凱旋地從伯大尼進入耶路撒冷, 到達聖殿,
該實體也是那盛大歡迎群眾的一員, 她跟著群眾呼喊著 "和撒那* 歸於至高者 - 吾君王來臨!"
(*Hosanna, 讚美與崇敬上主的稱號)
再次地 該實體感到失望, 那股強大的力量, 光榮的造物, 人中之人並未被宣告
為君王. 此刻 祂似乎很少實質地運用光榮的力量解決人們的病痛, 疑慮, 與恐
懼!
該實體認識的人中 有許多曾被耶穌
耶穌治癒,
該實體當時與 Bartaemus*住得相當靠
耶穌
近. (*可能是某位使徒)
當耶穌
耶穌受的十字架苦刑結束之後,
該實體跟聖潔女子們站在一起, 協助支撐這個
耶穌
大家庭, 因為有些成員開始覺得聖母瑪莉亞
聖母瑪莉亞可能誤判局勢.
然而莎拉
莎拉從她自己的
聖母瑪莉亞
莎拉
經驗清楚地知道, 她並未忘記天上寶座傳出的合唱 "光榮
光榮 光榮在至高之天,
光榮在至高之天 和
平- 和平來到地上 給予所有善意的人們".
給予所有善意的人們
那些經驗, 直到今天 她還保有著; 雖然該實體是首批的殉道者 在羅馬
羅馬士兵企圖
羅馬
驅趕群眾的粗暴過程中死亡. 縱是身體破碎 肉體承受苦難, 然而即使到今日 她
依然恆常地注視著耶穌
耶穌,
祂的人們而言, 祂是生命, 光, 與
耶穌 對於那些全然信賴祂
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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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這點, 喔 旅店老闆的女兒, 喔 見證祂光榮的觀者; 喔 那喜樂 恩典的感覺
充滿汝的靈魂與生命, 在祂的腳下 大地的富饒傾流而出. 牧羊童們雖然出身卑
微 卻不妨礙他們經驗那光榮的景象 看見救主的面容. 喔 女兒啊 你也同樣可
以知曉祂的面容-- 但 向內尋求! 因為汝在那兒才能遇見祂, 正如同汝在那些歲
月裡 經常於內在細數那些光榮的經驗, 光榮的事件.. 當耶穌
耶穌聖嬰躺在汝的雙臂
耶穌
間. 因祂對於所有呼求祂的聖名者都是非常親近的. 祂曾經允諾 祂的許諾是確
切的, 針對你(you), 給你
你(YOU) -- 給 Y O U; 在你裡內 你會知道! 不要傾聽那
些恐懼的聲音, 但傾聽那些驚奇美妙的經驗. 現在就擁抱祂, 如同汝在那光榮的
日子中 感覺汝的君王, 汝的創造者 祂來到地上 成為地球的一部分; 好讓你也
可以在基督
基督裡內(in Him)承擔上主-- 成為祂與人類交通的一部分!
基督

Q&A
準備回答問題.
(Q) 在旅店老闆女兒的那一世 我做了什麼工作?
(A) 如前所述, 照顧家裡, 以及許多之前提到的活動. 迫害行動最終導致父親的
死亡, 於是該實體自己準備經營一家旅店, 位於橄欖山上, 靠近伯大尼的地方,
在從 Gizeh 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
(Q) 我在旅店老闆女兒的那一世 對於我的生命有什麼助益?
(A) 如前所述, 它帶來一種尋求, 渴望如此地靠近(祂), 並願意奉獻自我. 喔
一個人別的不要 只樂意讓自我成為被使用的管道, 如同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給予我們的話
耶穌基督
"不憑我的意思 但照禰的旨意, 喔 上主 讓它透過我 在我裡內成全." 那已是
所有生命的經驗與呼喊, 那麼該實體藉此可以知曉祂的面容!

(Q) 聖家在伯利恆(Bethlehem)停留多久?
(A) 直到潔淨的時期過去之後, 29 天, 依照你們今天太陽曆的計算方式.
(Q) 我此生的丈夫
此生的丈夫在那個時期跟我有關聯嗎?
此生的丈夫
(A) 如前所述, 他是那位戶籍員 -- 被你拒絕了.
(Q) 我那時跟露絲
露絲(Ruth,
1158), 耶穌的妹妹, 有何關聯?
露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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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前所述, 有一些變遷的時期, 曾有一些疑慮與恐懼, 該實體不理解為什麼
聖家的其他成員看不見聖嬰, 人子內在的東西.
惟等到十字架苦刑, 復活的日子過去之後, 人們對他有更多的理解 -- 如同許多
羅馬人說的 "確實 這是上主之子", 然後該實體跟露絲開始有十分親近的聯繫-然而這關係只維持非常短的時期.
因為, 如前所述, 她(Ruth)加入另一個階級或族群(羅馬人), 是該實體憎恨的對象;
因為他們迫害並質問他父親 最終導致他父親死亡.
(Q) 為什麼擁有如此珍貴的經驗, 我現在還沒有成為潔淨的, 以及成為我想要成
為的樣子?
(A) 如果-- 如果汝願意清空自我
清空自我,
清空自我 汝可以被那光榮充滿 如同那個時候!
不要去數算那些屬人的審判, 因為人類觀看的是外在的容貌, 但天主
天主看見(一切)
天主
-- 如你在那些歲月中經歷到的 與心的親密 與目標的親近, 那種意志 那種渴
望!
我們完成了此次集會.
Edgar Cayce Readings (c) 1971, 1993, 1994, 1995 by the Edgar Cay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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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你的敵人
演講人: 馬丁路得.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公開佈道 [public domain sermon]
演講地點: Delivered at Dexter Avenue Baptist Church
Montgomery, Alabama, 17 November 1957.
原文出處:
http://www.ipoet.com/ARCHIVE/BEYOND/King-Jr/Loving-Your-Enemies.html

今天早上 我被迫帶著一些障礙來到這裡. 事實上, 我來教堂之前去看過醫生.
醫生建議我最好早上待在床上. 我堅持我必須來此講道. 所以他同意我來 附帶
一個條款, 那就是佈道時間還沒開始之前 我不能上講台. 佈道之後, 立刻回家
躺在床上. 接下來我會嘗試遵守醫生的指示.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你們很熟悉的, 事實上 我嘗試將它變成一種傳統, 每年都
講一次這個主題, 但添加一些最近的經驗與洞見.
所以這次的主題是 "愛你的敵人", 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我們讀到主師傅說了一
段很引人注意的話 "你們聽前人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 只是我告訴
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祝福那些詛咒你的人, 對憎恨你的人行善, 為那些惡意
利用你們的人禱告; 這樣你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
當然這些是偉大的話語, 提升我們到宇宙視野的話語. 兩千年來, 許多人爭辯這
是一個過度困難的指令. 有些人甚至說人們不可能真正實踐這個光榮的指令. 他
是一個過度困難的指令
們繼續說這只是另一個證據 說明耶穌
耶穌是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家,
從未活在現實當
耶穌
中. 但恰好相反, 耶穌是個實際的務實者. 耶穌這段話在我們的眼中 閃爍著新
的迫切性. 這段話絕非烏托邦式的理想,
這段話絕非烏托邦式的理想 而是確保我們文明存活的必要指令.
而是確保我們文明存活的必要指令 是
的, 這個愛將拯救我們世界 與 我們的文明, 在敵人面前也不變的愛.
現在讓我趕忙說明 耶穌在給予這道指令時 是非常嚴肅的; 他不是在玩文字遊
戲. 他知道愛敵人是很困難的, 愛那些蓄意打擊你的人是困難的, 愛那些專說你
壞話的人是困難的. 他知道那是很痛苦, 迫切地困難. 我們身為基督徒 身為一
個人, 有責任去發現這些話語的涵義, 並找出我們如何可以活出這道指令,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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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應該依此指令生活.
首先一個實際的問題: 我們如何去愛我們的敵人? 我想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為了愛你
第一個步驟
的敵人, 你必須從分析自我
你必須從分析自我(self)開始
開始. 我確定這點聽起來有些奇怪, 我接下來會
的敵人
開始
說明這點.
有個事實是: 有些人不喜歡你, 並不是因為你對他做了什麼事, 而是其他的因素.
好比有些人不喜歡你走路的樣子, 不喜歡你說話的樣子. 或者, 你的工作表現比
他好. 或者因為你太受歡迎. 有些人不喜歡你頭髮比他短, 或比他長. 有些人不
喜歡你的皮膚光澤比較亮 或 比較暗. 所以由於人性中種種忌妒的反應, 導致他
們不喜歡你.
但回顧這些事情之後, 我們必須面對另一個事實, 那就是某些人不喜歡我們 是
因為我們過去曾做過的一些事情, 我們甚至忘記這回事. 而這些事情激發那些人
的憎恨反應. 這就是為什麼 我剛才說 從分析你自己開始.
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國際衝突, 我們看到美國與蘇聯的衝突, 除了共產主義具備的
邪惡與弱點之外, 我們必須看到我們民主制度中的弱點與邪惡.
在我心中, 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中 最偉大的政府形式;
最偉大的政府形式 但我們從未觸及它的弱
點. 我們是否將大眾必需品取走, 為了使上流階層享受奢侈品? 我們是否經常藉
民主之名 踐踏個人與民族? 透過西方列強的力量, 我們不是曾經鼓吹殖民主義
與 帝國主義?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 今天共產主義的成功是由於民主制度的
失敗, 我們並未活出民主制度具有的崇高理想與原則.
這就是耶穌
耶穌所說的
"你怎能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塵埃
你怎能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塵埃,
耶穌
你怎能只看見你兄弟眼中的塵埃 而看不見你眼中的大樑?"
而看不見你眼中的大樑
這是人性的一個悲劇.. 所以我們愛敵人的第一步 是先觀察了解我們自己.
一個人尋求愛敵人的第二步
第二步 是發現敵人裡面好的元素
發現敵人裡面好的元素.
發現敵人裡面好的元素 當每一次 你開始討厭
某個人, 要知道在他裡頭有一些好的東西, 注視那些好的特點 可以平衡壞的特
點. 我曾在許多場合說過,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點精神分裂的人格特質. 好比我們
一生中都在進行內戰.. 就像柏拉圖說 人格就像是雙頭馬車, 每匹馬都要走不同
的方向. 我們每個人在內心都曾發出如保羅
保羅使徒的呼喊 "我看見
保羅
我看見 也讚許生命中
美善的事物,
美善的事物 但我所行的卻是邪惡的舉止."
但我所行的卻是邪惡的舉止
所以簡單地說: 在我們當中最好的人, 他裡頭有一些邪惡. 我們當中最邪惡的人,
他裡頭有一些良善. 當我們看到這點, 我們對待他人就會有不同的態度. 當你持
續看到這點, 你將會在每個人的臉上
在每個人的臉上 看到他最深沉的部分 即宗教家稱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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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形象".
愛敵人的另一個方法是: 當你有機會打敗你的敵人,
當你有機會打敗你的敵人 那個時候 你必不這樣做.
你必不這樣做
在許多情況, 會有那麼一個時機, 那個最恨你的人, 那個最苛待你的人, 那個最
會講你八卦的人.. 你將有個機會打擊那個人. 或許是需要你的工作推薦函; 或許
在生命的轉折點 他需要幫助. 這個時候, 你必定不要趁機打擊他. 這就是愛的
意義. 追根究底, 愛並不是我們常說的某種情感的東西. 愛是創造性的, 一種為
全人類的理解善意. 愛是拒絕去擊敗任何人.
愛是拒絕去擊敗任何人 當你的愛提升到這種層級, 你只會
尋求擊敗邪惡的體系, 你愛陷入這個體系的個人, 但你尋求擊敗該體系.
我以前常說 希臘語言 在這點是非常有力的.
它美妙地幫助我們更了解愛的哲學, 愛的意義與深度.
在希臘語言中, 有三個字眼形容愛.
第一個是 美學之愛(eros),
柏拉圖在他的對話錄中有很多篇幅談論 eros, 一種靈
美學之愛
魂對於神明國度的渴望.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種羅曼蒂克的愛, 它是美麗的. 每
個人都體驗過 eros 的美, 當你發現某個人很吸引你, 你將所有的愛慕傾注在她
身上, 那是 eros.
接著希臘語言中談到 親近之愛(philia),
這是另一種美麗的愛, 它是一種個人朋
親近之愛
友之間的親密情感. 這種愛是你對那些與你友善的人們產生的愛, 他們可能是你
親密朋友, 電話聊天的對象, 一起共進晚餐的對象, 或大學的室友. 它是一種相
互交流的愛, 在這個層級, 你喜歡一個人 因為那個人喜歡你. 在這個層次, 因為
你被愛, 所以你去愛. 你愛一個人, 因為他有令你喜歡的特點. 你們喜歡一起做
些事情, 這是 philia.
希臘語言中談到另一個形容愛的字眼, 叫做 聖愛(agape).
聖愛超過 eros, 聖愛
聖愛
也超過 philia; 聖愛是一種理解, 創造, 給全人類的救贖善意. 這種愛不尋求任何
回報, 它是滿溢的愛; 神學家會稱之為上帝的愛在人的生命中動工. 當你上升到
這個愛的層次, 你開始愛人類,
你開始愛人類 不因為他們討你喜歡,
不因為他們討你喜歡 而是因為上帝愛他們.
而是因為上帝愛他們 你
看著每一個人, 你愛他 因為你知道上帝愛他, 而他或許是你曾看過最糟的人.
這是耶穌
耶穌的意思,
當他說 "愛你的敵人", 重要的是他並沒有說 "喜歡你的敵人".
耶穌
喜歡是一種感情上的東西. 我發現有許多人很難去喜歡, 我不喜歡他們對我做的
事, 我不喜歡他們談論我及其他人的方式, 我不喜歡他們的態度, 我不喜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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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一些事情, 我不喜歡他們的態度. 我不喜歡他們, 但耶穌
耶穌說
耶穌 愛他們. 愛比喜
歡更大. 愛是一種理解,給全人類的救贖善意. 所以你愛所有人, 因為上帝愛他們.
你拒絕做任何擊敗其他個人的事, 因為你的靈魂中有聖愛. 即使他做壞事, 你討
厭他的作為, 你還是愛他.
現在還有一點時間, 讓我們從實際面的 '如何' 移動到 理論面的 '為什麼'. 我們
不只需要知道如何去愛敵人, 還需要深入質問為什麼我們應該愛我們的敵人. 我
想第一個原因即是耶穌
耶穌思想的中心,
那就是在宇宙中 以恨回報恨,
耶穌
以恨回報恨 只會強化憎
恨與邪惡的存在. 如果我打你, 你打我, 我再打你 你再打我, 不斷繼續下去, 你
恨與邪惡的存在
可以想見 這可以無止境地繼續下去. 需要有個具備足夠的宗教情懷與道德勇氣
的人來切斷這條憎恨的鎖鏈, 並注入強有力的愛元素.
不久前的一個傍晚, 我的兄弟與我在田納西州開車, 由他駕駛車輛, 那一晚 公
路上的駕駛都很粗魯, 他們迎面而來的時候並未調暗車燈, 幾乎沒有一個駕駛將
車燈調暗. 我記得很清楚, 我的兄弟 A.D.看到這個情況 憤怒地說 "我知道該怎
麼做了, 下一輛經過的車子如果拒絕調暗車燈, 我也不要調暗車燈 還要把燈光
調到最強 全部放射給他們." 我很快注視著他說 "喔 不要, 不要這麼做, 這樣公
路上的燈光會太多, 結果是所有人互相毀滅. 在這條公路上, 一定要有個明智的
人才行."
一定要有個夠理智的人把燈光調暗,
一定要有個夠理智的人把燈光調暗 這就是困難所在, 不是嗎?
歷史就好比一條公路, 所有文明在上面移動, 許多文明看其他文明拒絕調暗車燈,
於是他們也決定打亮車燈. 史學家湯恩比(Toynbee)說世界興起的 22 個文明中,
只有 7 個沒有被丟到毀滅的垃圾堆中. 如果我們不記取歷史的教訓, 如果沒有人
有理智把燈光調暗, 我們所有人的結局就是互相毀滅.
另外一個你應該愛敵人的原因是憎恨扭曲一個懷恨者的人格. 我們通常只想到
被憎恨的人受的傷害, 但更可悲的是那個懷恨的人, 他受的傷更大. 當一個人開
始憎恨, 他開始做不理性的事, 他不能看得清楚, 他也不能走得筆直, 視野也扭
曲了. 再也沒有比一個心中充滿恨的人更可悲了.
[...部分錄音被中斷]
你們要跟自我整合, 整合的方式就是確定你遇到每一種情境時 都以豐盛的愛回
應. 絕對不要憎恨, 因為那只會帶來悲劇, 與神經病的結局.
現代心理學家呼籲我們要愛, 憎恨容易引發罪惡感, 進而導致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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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前, 世界最偉大的心理學家在加利利(Galilee)的山丘上告訴我們去愛. 他
看著人們說 "愛你的敵人; 不要憎恨任何人." 因為憎恨同時摧毀懷恨者, 以及被
憎恨的人.
現在 為什麼要愛敵人的最後一個原因, 我想是由於 愛的裡面有一股救贖的力
量. 這股力量最終可以轉變一個人. 那是為什麼耶穌說 "愛你的敵人". 好比有個
鄰居對你做了錯事, 你仍然對他友善, 繼續愛他. 不要做任何使他困窘的事. 他
無法支撐太久的. 喔, 一開始 他們會有許多方式反抗. 他們會尖酸地諷刺你, 因
為他們很生氣你還是愛他們. 他們的反應中帶著罪惡的感覺, 在過渡時期 他們
可能會更加恨你. 但藉由你的愛的力量, 他們將會承載太多愛 而瓦解所有心防.
所以愛你的敵人.
我想到一個最佳的實例, 我們都記得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亞伯拉罕.林肯. 在他競
選總統的時候, 你們都記得有一個人在全國奔走 談論林肯, 他說了很多林肯的
壞話, 很多不友善的話. 有時候他甚至直接批評林肯的長相, 他說 "你不會希望
一個手長腳長, 高高瘦瘦, 又無知的人來當美國總統吧." 他就這樣一直保持這
種態度, 寫許多文章來批評林肯. 最後, 林肯競選勝利 當上美國總統, 接著他要
挑選內閣成員, 當到了選擇陸軍部長(Secretary of War*)的時候, 他眺望全國, 決定
選擇一個人 名叫史丹頓先生(Mr.Stanton). 當林肯跟他的顧問們提到這件事, 他
們對他說 "林肯先生, 你是傻子嗎? 你知道史丹頓先生都怎麼說你的? 你知道他
曾經嘗試以各種手段擊敗你? 你讀過他貶損你的種種言詞?" 林肯站在顧問面前
說 "喔 是的, 我都知道, 都讀過; 我還親自聽過他的演說. 但環顧全國, 我發現
他是這個職務的最佳人選."
(譯註: 經查考, 當時美國內閣成員在軍事方面有分陸軍與海軍兩種, 那個年代還沒有空軍. 故不
直譯為戰爭部長. 參考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retary_of_War )
史丹頓先生確實成為國防部長, 幾個月之後, 林肯被暗殺過世. 如果你去過華盛
頓, 你將發現所有獻給林肯的弔詞中, 有一段最偉大的聲明 就是由史丹頓先生
發表的. 史丹頓站起來說 "現在他屬於世世代代了"(Now he belongs to the ages)
在聲明中, 他美妙地描述林肯的人格與外表. 如果林肯當時憎恨史丹頓, 如果林
肯回應每一句史丹頓說的壞話, 林肯就不會轉變與救贖史丹頓. 史丹頓到進棺材
那一刻都痛恨林肯, 林肯進棺材的那一刻也痛恨史丹頓. 但透過愛的力量, 林肯
救贖了史丹頓.
就是這樣, 我們世界還沒發現這股愛的力量. 兩千年前, 耶穌發現了; 數年前 印
度的甘地發現了; 但大多數的男人與女人從未發現, 因為他們相信以牙還牙, 以
眼還眼, 以恨還恨. 但耶穌
耶穌前來告訴我們 "這條路行不通."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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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幸地讓某些民族被壓迫, 某些民族成為壓迫者. 被壓迫的個人有三種方式
對付這些迫害. 一種是揭竿起義
一種是揭竿起義, 以實質暴力與憎恨對付壓迫者, 但這行不通.
暴力創造更多社會問題, 遠比它能解決的問題還多. 對於所有為自由掙扎奮鬥的
有色人種們, 特別是黑人, 我要說 如果他們屈服於使用暴力的誘惑, 未來的子
孫都將嘗到這漫長的苦果, 我們留給未來世代的遺產將是無止境的混亂. 暴力不
是正道.
另一種方法是默許與讓步
默許與讓步,
默許與讓步 順從壓迫者. 歷史上有人這麼做, 他們發現通往應許
之地的曠野旅程太艱辛, 他們能可走回埃及 接受那裡的暴政. 因為旅途太過艱
難, 所以他們順從被壓迫的命運, 這也不是正道, 因為不與邪惡合作 跟 與良善
合作 兩者都是我們道德的義務.
但還有另一條路
另一條路,
另一條路 那就是組織大規模非-暴力的反抗團體
那就是組織大規模非 暴力的反抗團體,
暴力的反抗團體 奠基於愛的原則之上.
奠基於愛的原則
在我看來 這是邁向未來唯一的一條道路. 讓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發展, 從這裡開
始移動, 我們必須發現愛的力量, 那股具有救贖力量的愛, 當我們發現了那樣的
愛, 我們就能夠使這個舊世界成為新世界, 愛是唯一個道路, 耶穌發現到這點.
不只耶穌發現這點, 甚至偉大的軍事領袖也發現了. 有一天拿破崙走到軍旅生涯
的盡頭, 他回顧過往的歲月 -- 偉大的拿破崙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差點征服了世界.
他沒有就此罷休, 直到他進入來比錫戰場, 然後在滑鐵盧潰敗. 同一個拿破崙回
顧過去 他說 "亞歷山大, 凱薩, 查理曼, 與我都建造了偉大的帝國. 但他們仰賴
的是什麼? 他們仰賴武力. 但千年以前, 耶穌
耶穌開創一個仰賴愛的帝國, 直到今日
千萬人仍願意為他而死."
在基督
基督內
不分東方 或 西方
基督
在基督
基督內
不分北方 或 南方
基督
只有一個偉大的愛的互助會
這是唯一的道路.
(翻譯註: 不同信仰的讀者可以將基督轉成其他可以接受的詞彙, 如 佛性 宇宙 造物者...etc)
今天早上, 我看入你們的眼睛、 看入所有阿拉巴馬州(Alabama)弟兄的眼睛、看
著全美國 全世界, 我對你們說 "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 我寧願死 也不要恨你們."
也不要恨你們 我是夠傻
的, 我相信透過愛的力量, 即使是最頑強的人也會被轉變. 我們將進入上帝的國
度. 喔 上帝, 幫助我們在生活中 在所有的態度中, 能夠運行這股愛的力量, 這
股力量可以解決我們面對的所有問題, 特別是原子時代的問題, 國際問題. 讓我
們大家團結在愛的聯盟下, 一同彎腰禮拜耶穌. 給我們強烈的決心這樣做. 以基
基
督的聖名與聖靈, 我們祈求.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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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ested & translated by curious Terry. 2005/12/21

--譯後感言: 我們很難想像 10 年前的電腦是多麼笨重, 甚至 3 年前的電腦 都沒
有人要買了. 而這篇將近 50 年前的演講 直到今日仍如暮鼓晨鐘般提醒我們什
麼是人類根本的要素. 翻開報紙雜誌 , 我們可以發現 比起科技進步的一日千里,
關於這個根本的要素...我們幾千年來 這方面的進展 似乎有些緩慢~~~.
最後, 希望這篇文章能在這寒冷的季節帶給您一些溫暖,, Happy 2006!

[全書完]

"一的法則"是什麼東東?
 請看下頁便知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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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ONE
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 又名 RA 資料)
資料 簡介
遠古太空人是誰? 當初他們爲什麼來到地球? 爲什麼他們現在又回來了? 在古代
的偉大紀念物的建築過程 他們扮演何種角色? 關於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形成
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形成
他們扮演何種角色? 我們跟其他哪些生命共同分享這個宇宙
我們跟其他哪些生命共同分享這個宇宙? 地球在宇宙計畫藍
圖中目前位於哪個位置? 還包括生命進化
生命進化的過程, 金字塔
金字塔的奧秘, 從歷史名人
歷史名人的
圖中目前位於哪個位置
生命進化
歷史名人
一生中學習成長的秘訣, 以及塔羅牌
塔羅牌與生命原型
生命原型的關係..等等.
塔羅牌
生命原型
經過二十年的心電感應之實驗工作, 終於得到”突破性”的進展— 與Ra對話
對話,
對話 全部
記錄在本書中. RA資料
資料記載了產生這個通訊的過程, 同時還包含超過數百頁的資
資料
料, 忠實記錄每一個對話的內容!

Arcanum III: The E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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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讀書會
一的法則 讀書會
the Law of One 中文網址:
中文網址

http://loo.soul.tw
歡迎舊雨新知前來探討大小宇宙的奧秘 !
每月固定第二週
第二週與第四週
第二週 第四週的週二
第四週 週二舉行.
週二
(ps: 由於 Amy 老師的教室課程很多, 最好先打電話來確定日期)
時間: 晚上 19:20 ~ 22:30.
地點：Amy 老師的新教室, 場地更加寬敞舒適 ^_^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5 巷 1 弄 21-1 號 (就在帝寶後面, 聽說風水粉好!)
交通: 在捷運忠孝-新生站下, 然後朝仁愛路方向前進.
或者沿仁愛路坐公車, 在仁愛新生站下車.
每次費用: 200 元
PS:意者可向公館佛化人生
佛化人生書店購買一的法則第一
一的法則第一、
佛化人生
一的法則第一、第二，
第二，第三冊.
書店電話: 02-23632489, 由親切善心的福長+阿本夫妻經營.
讀書會聯絡人：Terry Hsu.
Email: terahsu@ms28.hinet.net
Mobile#: 0916223412

the Law of One: Book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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