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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 我們每個人對這個問題都有很多好答案!
心理學家設計各種測試以標示出我們的人格性向.
宗教狂熱者解釋一個人的存在狀態很簡單, 我們不是上天堂, 就是下地獄.
喜歡我們的人與不喜歡我們的人描述我們的方式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自身一直是個奧秘, 我們持續地打開自我的包裝, 想要發現裡頭有什麼東西.
我們一邊走一邊發現自己.
在每年的盡頭, 人類大家族有個共同的習俗, 那就是以氏族為單位聚集在一起,
慶祝冬天的深度與即將來臨的春天之希望.
今年, 我們的盧可家族聚集在路易維耳市
路易維耳市(
路易維耳市 Louisville), 吉姆(Jim)與我在家裡招待十
三位客人, 包括我兩個兄弟的家庭以及我父親這邊的堂兄弟.
一周以來, 我們一起聊天與歡笑, 分享老時光的回憶與新照片, 並跟上每一條家
庭新聞.
做為我們家族的唯一女兒, 我繼承母親的所有收藏, 每一年 我們都會將它拿出
來, 將五顏六色的裝飾品攤開展示, 如同鮮活歷史的彩頁.
我們煮菜與烘培, 使這個屋子充滿了美妙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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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你們每個人在歲末的這個時候都有某種相連的習俗.
為什麼我們在歲末時分需要聚集在一起? 我想這是我們人性中無可避免的一部
分. 人類聚集本能的起源要比書寫歷史古老. 當考古學家發現一個古代遺址, 通
常發現的骨骸是成群的.
卡爾·
卡爾·榮格(
榮格 Carl Jung)認為這種”紮根”(rooting)的本能是深邃心智的一股脈衝. 榮格
假定我們分享同一的深邃或原型心智, 所以我們人類集體擁有相同的思想模
式、影像與無意識的點子. 當我們參加家族聚會時, 我們經驗某種水平的紮根過
程, 重新經驗、重新磨亮我們共享的老回憶與老關係. 當我們一起回首我們的生
活, <我們是誰>這個問題變得更為清晰, 因為我們看見我們共同生長的環境.
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經驗一種垂直的紮根過程, 當我們回想那些不在人世的親
人: 祖父、祖母、雙親、叔伯阿姨等, 這些人的故事形塑我們早期的思考, 幫助
我們探索我們日益增長的身分感; 以及我們向上湧現、朝向造物主
造物主的紮根過程.
造物主
我懷疑我們西方社會如此地缺乏魔法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失去對大地的認同感,
我們通常不會在同一的地方待太久, 我們到處搬家.
當然, 每一次我們搬到新的地方, 我們紮下新的根, 然而, 這跟住在你的父親與
祖父生活的地方相比, 是兩件不同的事.
我們的無根狀態似乎是自然的,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如此.
無論如何, 缺乏真實的根部侵蝕我們的魔法基底.
Ra 群體, 我們小組的傳訊來源, 不是某位埃及神明或”星際之門”(Stargate)影集中
的那個壞傢伙, Ra 鼓勵我們工作原型心智, Ra 群體定義原型心智為:
“這個星球的理則
理則所特有的心智. 因此與偉大的宇宙全體-心智不同, 它包含的
理則
原料是令該理則
理則歡喜的
用來做為獻給偉大宇宙存有性的精練品. 於是, 原型心
理則
智即是包含所有可能影響心智或經驗的面相.”
這個星球的理則
理則是我們的太陽,
星際聯邦
聯邦實體們認為造物主
造物主為所有的宇宙設立
理則
聯邦
造物主
一個普遍的藍圖, 然後 每一個恆星體對這個基本模板增加一些精巧的東西, 所
以每一個恆星系統的原型心智在細節上都有一些不同. Ra 群體解釋說:
“沒有兩個理則
理則的原型心智會是相同的,
就如同從不同星系的行星看到的恆星亦
理則
不盡相同. 你可以正確地推論較靠近的理則
理則在原型(系統)上也確實比較相近.”
理則
就靈性角度來看, 他們認為我們的全球性掙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們地球
地球有許
地球
多來自不同行星的群體住在這裡, 都是為了學習愛的功課; 其中有大部分來自火
火
馬爾戴克(Maldek), 他們的靈魂來到地球投胎以完成他們的愛之學業. 還有
星與馬爾戴克
馬爾戴克
來自更遠星域的靈魂, 他們來到這裡都是為了從”第三密度”的學校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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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地球上可以在不同的社會中經驗各式各樣的原型系統; 通常 當兩個
不同的社會群體嘗試和諧地混合在一起, 兩個不同的原型心智之細節會彼此撞
擊, 產生衝突.
這些原型對於我們全體有著深遠的影響, 不過, 這個影響大部分位於潛意識. 我
們西方文化並未教導我們去追尋深邃心智的研究. 幸運地, 我們有許多來源, 好
比 Ra 團體, 強調研讀原型的好處.
Ra 團體建議我們有三種方式去研讀深邃心智的原型部分, 他們說:
“深入研究原型心智的一種已建構且有組織的變貌是恰當的 好讓(該實體)抵達
適當位置, 能夠任意地成為與經驗原型.”
“你們有三種基本選擇: 你可以選擇占星學, 十二星座, 如你所稱的(地球)行星
能量網的這些部份, 及所謂的十大行星.
你可以選擇有二十二張所謂大
大奧秘(牌)的塔羅.
奧秘
你可以選擇研讀所謂的生命之樹
生命之樹,
神聖光體,
生命之樹 有著 10 個神聖光體
神聖光體 並且在站點與站點間有
著二十二種關係.”
”去探究各個學科是好的 非以一個業餘玩票者的身分, 而是以一位尋求試金石,
希望去感受磁石拉力者的身分. 這些研究的其中之一對該尋求者來說將更具吸
引力, 那麼就讓這個尋求者在根本上運用三種學科中的一種來探究原型心智. 在
一段時間的研究後, 充分地精通這門學科, 於是該尋求者可以完成更重要的步
驟: 也就是, 超越文字之外的行動 以便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去表達對原型心智的
理解[請再次諒解我們使用這個名稱].”
在這三個學科中, 在我們文化中最常見的是占星學, 然而, 這門科學已經被庸俗
化, 幾乎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無論如何, 一個人仍然相當有可能去穿透占星學
外在的教導, 接著開始去看見深入的樣式與結構, 獲得某種”藍圖”式的洞見, 窺
見我們是誰.
我們的研究小組選擇透過塔羅牌圖像去探究原型心智. 我們使用古代埃及人使
用的圖像, 詢問 Ra 群體關於塔羅的”概念複合體”的種種細節. 這部分的主題幾
乎佔去<一的法則卷四
一的法則卷四>的全部篇幅,
您可以前往以下連結閱讀本書:
一的法則卷四
http://homepage8.seed.net.tw/web@1/tloo/book4iii.pdf

我喜愛這種感覺—越來越多地與這些原型樣式連結.
於是 最終我不再研讀這些原型, 我即是(I AM)原型.
現在 新的一年已經來到, 我們立下新的決心與意圖, 準備迎接一個嶄新的明亮
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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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確感激我的水平根源, 即我所有活著的家族成員; 以及垂直根源, 我的祖先
與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攜帶著不同民族的血液, 我的外祖母是英法混血兒, 我的外祖父是蘇格蘭人,
而我父親那一邊是德國人.
再一次地, 我知道我是誰, 或者說 知道我從哪裡蹦出來的.
在垂直的紮根過程中, 我再次有意識地與造物主
造物主連結;
當我向深處探尋, 我碰觸
造物主
繁星點點的天際; 當我向內探尋, 我環繞所有的造物.
智慧從哪裡開始? 它從人類的心之奧秘開始.
詩人葉慈
葉慈(
葉慈 William B. Yeats) 說得好:
因為是在純淨的心境中成長完善，
那些形象絕妙，但自何處源起？
街上清掃的垃圾或一大堆破爛，
舊水壺、舊酒瓶、一隻破罐子，
廢鐵、殘骨、破布、那櫃上收錢的
長舌婦。既然我的梯子已喪失，
我只得躺倒在心的污穢廢品鋪
那所有的梯子起始之處*
(*傅浩
傅浩 譯--

http://www.zftrans.com/bbs/simple/index.php?t16012_7.html )

我們的確是從泥沼、堆肥、碎片當中開始我們的人生旅程. 從這麼一個看似無
望的起點開始, 處在地球大溫室之中, 我們長養我們的靈魂.
我喜愛 Ra 團體描述原型研讀之限制的這段話, 他們說:
“不要讓任何對於 小鳥或野獸、黑暗或光明、形狀或陰影的考量 阻擋任何實體
尋求合一的核心考量.
我們不是複雜體的使者, 我們帶來合一的訊息. 唯有在這個眼界中, 我們才可
以肯定具備行家資格的尋求者掌握、闡明、與使用這個資源的價值; 該資源屬
於深邃心智, 由原型的各個概念複合體示範.”
我張開雙臂 擁抱你們的靈魂. 願你們在紮根的過程中找到安慰與認同感, 願你
們尋求自我的深處, 願你們發現你自己的愛與喜悅的泉源, 並在這過程中得著
更新.
***
作者Carla L. Rueckert 是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系列的傳訊者, 以及流浪者手
流浪者手
一的法則
冊、通靈者手冊
通靈者手冊、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通靈者手冊
一的法則
-101等書籍的作者..etc.
請前往 www.llresearch.org 閱讀她更多的通靈訊息與日記(The Camelot Journal).
6

她的電郵(email)地址是:

contact@llresearch.org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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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二十五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二月 7 日, 星期三
祝你們平安與幸福, 摯愛者.
有些時候, 要選擇一個令大家都有興趣的主題是困難的. 所以, 今天傍晚, 我決
定為你們回答一些問題.
發問者: 感謝你, 我想我們喜歡這樣的方式.
你們喜歡這樣? 我要請求你們一件事, 那就是請保持你的問題在非個人的層面.
朋友們, 讓我們開始吧.
發問者: 在可預見的未來, 會不會有和平與繁榮?
現在我們進入預言的領域, 親愛的朋友, 我必須對你說: 我只能給予一般性的預
測. 在這個問題中, 我們也面臨詮釋的問題, 因為一個人認為的繁榮不見得是另
一個人的繁榮.
在近期可預見的未來, 我看見許多人擁有繁榮, 我也看見飢荒與匱乏.
將你們星球的所有國家視為一個整體, 我看見為了維持你們人群的繁榮, 將有
一段大掙扎時期, 我看見這個掙扎將越來越壯大, 而其效果卻越來越微弱.
因為你們星球現行的體制絕不可能永遠地屹立不搖.
除非人類對於他的同胞有更大的理解, 除非人類對於服務同胞的渴望大於服務
他自己, 世界和平與繁榮才有可能真正到來.
說到和平, 很難想像世界和平真的有來到地球
地球的一天,
因為光是人們坐下來討論
地球
和平都會帶來衝突; 因為 迄今, 你們的領導者對於和平的形式尚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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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謝謝你.
發問者: 我可否問我們正在對誰說話, 請問你的名字是?
在我存在的生命平面中, 名字是不必須的.
我們唯一使用的識別稱為適用來標示我們服務的種類.
如果你們一定要有一個識別名稱, 你們可以稱呼我“強尼”(Johenie), 但這個名字除
了提供一個識別之外沒有特別意義.
發問者: 謝謝你.
發問者: 強尼,
強尼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在地球上都有一個家庭系統, 通常我們與
其他人是分開的, 但我們與親人與孩子等等一起生活, 一般來說 我們生活的範
圍不會超過我們所謂的家庭. 這個系統的重要性是什麼?
就後代來考量, 這個重要性只是繁衍你們的種族. 這純粹是自然的法則.
你們與家庭的關係逐漸變得與本能不同, 那是你們人群發展出來的各種習俗.
自然的法則自動地在男人與女人之間設置一種本能, 讓雙方有渴望去產生後代.
你們在大自然中, 在動物世界中可以發現這個現象. 然而, 在動物世界中 後代
並沒有被背負這麼久, 我必須說, 你們人類經常把孩子背負太久了.
當一個靈魂在肉體中抵達某個成熟的水平, 他們應該被釋放, 允許自由的表達.
你們西方文明在這方面有很多要學習的東西. 因為在地球
地球上,
有其他種族在一個
地球
孩子很小的時候, 就知道該靈魂的能力或天份. 於是, 一個孩子獲得適當的導引
與訓練. 所以, 在他們的社會中, 沒有所謂的不適應者.
在地球文明中, 有許多、許多的不適應者, 我相信你們常用的形容是: “方形的木
樁放入圓形的洞”, 或 “圓型的木樁放到方形的洞” *, 如果你們的孩子可以依照
靈魂的導引去自然地發展, 這個現象就不會存在. 我是否涵蓋你腦海中的東西?
(*譯註: 這兩句諺語衍伸出來的意思就是「格格不入」,
請參考: http://www.english.com.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646 )

發問者: 是的, 我沿著這條路線思考, 我想問關於所謂的家庭義務, 這個東西是
否只存在於我們的腦袋裡頭, 或者 它是一件對的事?
你在思考因為血緣關係而對另一個人有義務, 我說得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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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正確.
為什麼對於一個體內流著你的血脈的人, 你就必須擔負更大的義務?
如果所有人都是一體, 那麼 我們對於所有人的責任是相同的. 我們都是太一偉
太一偉
大智能的孩子.
大智能
不管是誰的血液在一個人的血管中流動, 那都無關緊要, 因為, 肉體只是用來經
驗這個環境.
人類必須學習以這種角度來看待生命, 當這份理解在地球人的頭腦中變得明顯,
你們才能真正地表達手足情誼
手足情誼, 因為我們全都是兄弟姊妹.
手足情誼
發問者: 我想問一個問題, 每個人似乎都有一個活在這裡的原因, 找出自己在地
球上的任務的關鍵是什麼, 好讓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揮我們最佳的能力?
每個選擇在這個環境投胎的靈魂都有一個渴望, 他渴望經驗特定的事物以獲得
成長. 在他很小的時候, 這些渴望或才能就開始透過肉體與大腦展現出來.
有太多時候, 你們的教育系統, 父母自私的渴望, 希望他們的孩子遵循自己的腳
步, 於是這個靈魂的真實渴望與才華都被推到後面、越後面, 很快地, 這個孩子
的腦海產生很大的困惑, 他變得不能決定自己到底應該做什麼.
但如果我們可以密切地研讀這個孩子, 我們很快可以找出他應該跟隨的途徑, 一
旦他開始這條路, 他的人生將變得和諧, 這個靈魂的渴望將開始自然地展現與表
達.
由於許多孩子腦袋中的大困惑, 於是他們造成你們所謂的青少年犯罪, 這些事件
都是不必要的. 如果孩子們的靈魂可以自在地渴望與表達, 這類事件就幾乎不會
發生. 如我們先前所說, 你們不會把方形的木樁放到圓形的洞.
我確定你們每個人都偶爾可以認出這種想要做某些事的渴望與衝動, 但由於環
境限制, 你們感覺那是不可能的, 接著你持續地將這些渴望推到後面、推到後面.
我可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曾有過的經驗.
在你們的文明之中, 以你們社會的標準, 有許多人是成功人士, 然而卻沒有表達
出他們靈魂所呼喊的東西, 這些人並未在他們的成功之中找到快樂; 他們的健康
欠佳, 並嘗試以許多方式克服困惑, 他們內在的不快樂是因為他們沒有表達出他
們應該是的本質.
在你們的文明之中, 許多這樣的人變成酒鬼、毒品上癮者, 雖然以你們的社會標
準而言, 他們是成功的, 他們仍然不快樂, 並嘗試以其他管道抵達快樂, 許多人
因此完全地摧毀他們自己.
其他人有問題嗎?

10

發問者: 關於這件事, 我或任何人要如何使人們理解你剛才說的東西, 人們很少
去理解自己; 他們不想要理解或不能理解. 現在, 有沒有什麼衡量方式可以知道
一個人是不願意去理解或無法理解, 我們要如何幫助那些人?
我的兒,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我知道在許多真實尋求者的腦海中都有這樣的
問題. 你們可以看見, 在你們文明當中, 你們的政治領導、宗教領導等權威人士
已經哄騙許多人入睡[比喻的說法].
你們人群已經被教導去接受特定型態的個體為權威, 透過這些人的教導與習俗,
巨大的高牆建築在人群的意識之中, 這些高牆經過多生累世不斷地被加高, 越來
越難以破壞; 直到某個事件發生在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之中, 讓他終於明白唯一的
權威就在他的裡內.
許多、許多人認為自己具有高度的靈性, 擁有偉大的靈性理解, 事實上, 這些人
卻擁有最大的高牆; 他們花費大量時間向某個遠方的神明祈禱, 光說不練, 因此
在靈性上幾乎沒有成長.
如果一個人完全地沒有接納的心, 只有封閉的頭腦, 妳想要傳遞訊息給他幾乎就
是浪費時間. 觸碰任何個體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我們自己的生活, 讓我們自己成
為範例.
當另一個人觀察到妳是快樂的、閃耀著喜悅與平安, 他會注意到妳的不同,
所有人都尋求這樣的品質,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意識地承認他們正在尋求.
當一個人透過生活展現這些品質, 他將吸引其他人, 他們將渴望知道這樣一個人
擁有的東西.
我確定你們許多人有些渴望知曉真理, 然而他們無法打破接受權威的習慣.
我真心地相信, 你們在地球
地球上能做的最偉大的事就是對一個人指出這個或那個
地球
權威講了什麼並不重要, 真理就在一個人的裡內— 等著妳去發現.
當他們是敞開與接納的, 然後妳可以點燃他們內在的真理, 妳知道嗎?
發問者: 是的, 那是真的.
一旦他們敞開心智, 你可以講述你的真理, 但他們必須自己決定你說的是不是真
理. 當然, 我也不要求你們接受我說的每一句話為真理.
在你的存有裡內評估我的話語, 讓你的內在決定我說的是不是真理, 而不是因為
我說了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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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我非常、非常謝謝你.
我很榮幸, 很快樂與你們共度這段時光. 我將我最深的祝福、愛與理解獻給你們
每一位.
在和平中前行!
***
1962 年, 二月 9 日, 星期五
平安歸於你.
我的孩子, 你們在心智中衡量偉大的問題. 在你們的存在平面, 看起來 許多人
對於尋找自己的模式或道路有很大的困難. 為什麼要找到那內在燃燒的衝動是
如此困難? 因為, 人們通常受到他人意見與許多自我-創造的渴望之拉扯, 與他
真實的靈魂渴望發生衝突. 除了透過真實的靈魂表達, 人類將無法找到真正的
幸福.
現在, 摯愛者, 你知道妳擁有自由意志, 你們擁有意志與機會去做各種決定, 你
不需要追隨任何一條道路. 然而, 如果你追隨的道路並不是屬於妳的道路, 你的
靈魂將呼喊, 它會變得叛逆, 這個結果將反應在你的生命旅程之中, 你的生活模
式將陷入混亂, 你的健康、補給與益處都受到擾亂. 這些事件都是你應該留意的
路標.
當人們在他們的道路上移動時, 他們會逐漸地靠近彼此; 因為, 絕不要忘記人類
受造的目的並非單獨地生活與工作, 而是要依靠他的弟兄, 如果人類族群想要成
長, 想要繁榮地生活在一起, 所有人都需要依靠彼此.
你們都知道你們正處在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 許多事物的誕生可以造福所有人
類. 需要一群真誠且有默契的人們努力地工作, 為了人類的福祉帶出這些事物.
透過他們的生活與生命, 向人類展現愛、理解、公義、和平的必要性.
在你們的星球上, 這樣的人已經聚集在好幾個地方, 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持續地
這樣做. 因為, 他們站出來, 努力嘗試在地球人群當中促成一份新的理解, 他們
將發現自己遭受各方的批評與譴責, 這條路從各方面來看都不是平順的.
然而, 這群真誠的人, 因著他們為人類付出的努力與愛, 他們將為自己收割一份
偉大的滿足與平安, 沒有其他人能夠損害這份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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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的努力用在對的方向, 他的收穫沒有別的, 就是內在的平安與滿足; 這
是無法被拿走的成果; 而物質上的財富則不然.
我是否有所幫助?
團體: 是的, 謝謝你.
要講這些事情並不容易.
願服務人類的平安與喜悅在你們每個人的心中找到住所.
平安與你們同在, 我的孩子.
***
1962 年, 二月 9 日, 星期五
我問候你們每一位, 摯愛的朋友們.
再一次地, 我很高興與你們同在, 與你們一起分享. 摯愛的朋友們, 你們剛剛跨
過一個門檻. 好些日子以來, 你們都處在靠近的邊緣, 現在 你們正已跨過這個
門檻, 進入太陽系與行星地球
地球的一個新週期.
地球
從這裡起, 你們將曝露在新的影響力之中, 當你在時間之中前進, 這個現象將變
得十分明顯; 時間本身不會移動— 而是你穿越時間, 時間只能以各種事件來衡
量.
這些影響力將在你們的生活中越來越具優勢.
這些效應將在你們人群的心智中以兩個方向運作, 該方向取決於個人的心智.
對於那些人, 決定前往服務的方向, 與奉獻人類的一群人, 他們將發現這些影響
力帶來更敏銳的覺察, 開啟他們的感官; 他們將發現新的地平線在眼前展開; 他
們也將越來越容易覺察服務與成長的機會.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人選擇相反的方向, 他們已選擇貪婪、憎恨的道路, 他們將
發現這些東西在他們的生活中越來越有支配力.
這些影響力的確將一個人的真相帶出來, 而那些選擇後者的人們最終將在適當
時間離開這個星球.
但偉大的改變正等候這顆美麗的星球, 偉大的改變等候著那些選擇服務途徑的
人們. 許多人在執行服務、任務的同時, 他們發現生命當中的偉大改變; 伴隨這
些改變而來的是偉大的測試, 為了測試他們的真誠.
許多人發現他們必須拔起花了一生紮根的東西, 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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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將證明一個人的真誠, 因為他渴望將自己與同伴拉出來, 脫離今日人類面臨
的各種狀況.
人靈必須是強壯的、堅定的、專注的、真誠的. 許多人將發現偉大的覺醒臨到
他們, 正如掃羅
掃羅(Saul)前往大馬士革
大馬士革的路上遇到的事件. 朋友們, 這並不是無聊的
掃羅
大馬士革
話語.
今日, 你們的星球上住著許多偉大的靈魂, 他們只需要被喚醒. 所有這些事都將
在不太遙遠的未來發生, 而你們, 我的朋友, 都將在那兒.
就是這樣.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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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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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美國愛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光研究中心
這篇譯稿經過譯者的主觀篩選與些微的改編.
有心人若渴望追求原汁原味 100%的 Q’uo 演說, 請前往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1999/1999_0926.aspx

週日冥想
1999 年九月 26 日
小組問題:
小組問題
本週的問題關乎我們的渴望, 我們想知道當我們試圖服務另一個人, 我們做了什
麼? Q’uo 能否與我們談談服務的平等品質: 洗碗盤、照顧小孩、送火箭到月亮
上頭、教導、餵養千人, 不管我們做什麼都是平等的?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Q’uo 群體原則,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
造物者
意. 今天, 我們感謝你們呼叫我們加入你們的尋求圈. 我們至為快樂地同你們分
享我們的想法與意見—關於服務他人的本質與相關的細節; 這的確是一個迷人
與中心的主題.
我們請求你們好好地辨別我們說的話, 拿取對你有用的部分, 將其餘部分通通丟
掉.
我們來此只有一個簡單與一致的訊息: 一切都是一
一, 而那個一
一即是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即是愛
愛. 我們看見的宇宙是統合的、一體的.
我們也跟你們一樣看見無限陣列的複數宇宙, 每一個宇宙都是獨特的, 正如同沒
有兩片雪花是相同的. 一切萬有明顯地具有無限的變化性.
我們注視這個宇宙, 看見這個合一的各個部分都隱含一個自然的本能, 可以彼此
配合, 於是所有生命都獲得餵養, 所有需求都得到滿足.
我們看見的宇宙是有次序的存在, 第一個水平是看起來無生命的物質, 好比岩
石、水、空氣與火等元素; 第二個水平是有生命的東西, 植物與動物們自然地轉
向陽光, 並依照自身的力量四處移動.
第三個水平, 你們目前所在的位置, 我們看見在這個水平中, 服務的本能被埋藏
在心靈深處. 第三水平的生命本能就想要有所服務, 想要有一個目標, 想要幫助
或改善週遭的處境. 這個本能有很大的程度受到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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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的西方文化中, 我們看見重度地強調活動與物質界的成就.
因此, 當你們每一位想到服務他人, 通常會想到外在世界中發生的各種行動.
無論如何, 當實體們[好比你們]致力於活出一個服務的人生, 他們即是以永恆的
公民之身分在工作, 而非空間與時間的公民. 對於一個有意識嘗試活出這般人生
的尋求者來說, 她的世界的地形開始轉變, 從具體物件與活動的世界轉變為思
想、點子、意圖的世界. 這兩個世界在尋求者的裡內逐漸地融合為一, 因為尋求
者在同一時間活在兩個世界之中.
尋求者活在一個十分具體的, 約定俗成的實相; 在這個世界中, 似乎餵養一千個
人要比餵養一個人更好, 醫治一千個人要比醫治一個人更好, 安慰一千個人要比
安慰一個人更好. 再者, 若一個尋求者投入可觀的能量與時間在自我的裡內尋
求、冥想、與沉思, 這類的活動在這個世界不算是服務他人. 甚至明顯地是一種
自私與服務自我的活動.
尋求者經常感到困惑是因為這兩個世界提供衝突的圖像, 並給予衝突的資訊.
在靈性的世界中, 醫治一千個人要比醫治一個人更好? 這個推論一點也不明顯.
一個人花費時間在自我發展上, 這種事一點也不顯得自私.
事實上, 恰好相反, 在形而上的世界中, 花費時間在發展屬靈的天賦與技巧很清
晰地被視為最高次序的服務他人之工作. 讓我們來注視這個概念.
當這個器皿思考誰在服務他人方面表現最優異, 她立刻想到耶穌
耶穌-基督
耶穌 基督.
基督
在這裡, 我們看見一個實體並未依照他所處的文化之常態標準去表現舉止. 因為
這個實體的父親是一個木匠, 在他出生的文化環境, 他被認為將成為一個木匠.
這個實體並未滿足約定俗成之實相推擠給他的種種要求. 毋寧, 該實體受到內在
指引的感動, 首先尋求他自己文化裡頭的智慧, 然後尋求鄰近土地上其他文化的
智慧. 這個實體從未擁有一個職業或賺取金錢. 因此, 就他的文化的公認標準而
言, 這個實體對於社會沒有貢獻; 該實體也沒有結婚, 沒有小孩, 也沒有成為一
個睿智的老者.
毋寧, 這個實體從一個地方漂泊到另一個地方, 只擁有非常少的東西, 他在自己
的心中尋求, 依據內在的指示移動.
禁食、祈禱、對那些願意談論靈性旅程的人們講話, 這個實體最終聚集了一些
學生, 逐漸地 該實體開始擁有一些卓越的能力. 然而, 耶穌
耶穌實體最終能夠提供
給周圍群眾的醫治與顯化並不是外在或俗世的產物; 毋寧是經過一段漫長與艱
辛的自我發現與自我淨化過程的果實, 這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實體感受到一個
呼叫而去追尋的旅程.
當這個實體能夠開啟一個內在的通道, 讓許多奇蹟得以發生, 該實體所憑藉的不
是任何他曾做過的事, 而是 透過他所是的本質. 這一個實體已經辛苦工作了很
久, 為了打開他自己的心智、意識與心靈的更深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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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個實體以耶穌
耶穌-基督
我們能夠回應她並不盡然因為這個實體
耶穌 基督之名挑戰我們,
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 希望透過他的犧牲來拯救這個世界; 毋寧是因為這個實體擁有一
個存有的品質, 該品質具有最大的純度與最深刻的意圖. 或者以另一種方式說,
因為他全然絕對的愛.
你們每個人都有一顆充滿愛的心, 然而, 那是一顆裝著人類之愛的心, 當它面臨
壓力, 人類的補給很快就會用完.
每一個尋求者的希望是持守更高品質的愛在心中, 這個希望是越來越多地移動
進入永恆的世界, 遠離空間與時間、因與果、數量與特性的世界.
使徒保羅曾寫下最美麗的文句 1: 一個人可以做各式各樣美妙的事, 但如果他沒
使徒
有愛, 他就什麼也不是, 不過是一只鳴的鑼、響的鈸.
或許這個種子思維可以為你開啟服務他人的本質. 重點不是你做什麼服務, 而是
妳在做一項服務時所蘊含的愛, 那使得所有服務變得平等.
重點不是醫治或餵養或換尿布或洗東西, 而是妳在做這件事時所攜帶的愛之
品質.
除了向內移動, 注意自我的種種過程之外; 妳要如何發展自己的存有以容納更充
分的愛?
許多時候, 這個過程令妳感覺自私、只顧自己與自戀, 你心裡想著: “我正在走這
些步伐, 想這些點子, 四處鬼混, 沒做什麼有用的事.” 於是我們自己貶低了一個
最可以幫助我們深化自我品質的過程.
我們剛才說”我們”, 因為這個議題不只存在於第三密度, 我們仍然深深地希望與
祈禱可以更多地學習如何去服務.
你們做為第三水平的人類, 正來到一條無限之路的開端, 正要開始熟悉自我, 正
要發現你到底是誰. 當你工作自我, 堅持地注意自我的各種思維之際, 你正在打
開與深化一個連結, 銜接永恆世界與空間/時間世界的連結.
這個器皿長久以來堅持創造出一本書, 她稱為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 Wanderer’s Handbook),
在這個過程中, 她認為自己踩了許多次錯誤的步伐. 我們要對你們每個人說, 這
個充滿許多錯誤步伐的模式表面上似乎是無用的, 其實富含了學習的養分.
許多時候, 當你似乎停頓的時段, 似乎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向前移動; 許多時候,
似乎有進展的時刻就是成功.
然而, 這些都是幻象, 因為在本質存有的水平上, 不管是在虛假的起點或停頓的
時刻都沒有什麼失敗感; 當這個世界說你擁有成功, 也沒有所謂的成功感.
毋寧是, 只有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主同在,
透過信心、
造物者 還有一個自我完全地與造物主
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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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 他希望能夠越來越像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越來越少像是一個夢中夢中的一個
夢境.
對於一個靈性實體來說, 除了當下與此刻蘊含的愛, 何處是實相呢?
為什麼所有服務方式都是平等的? 因為它們關注的對象都是相同的, 它們都來
自同一的存有.
從理性之眼觀看, 依據一個人的天賦與才能去決定他可以做的服務, 這是完全合
乎邏輯的. 這個人可以做粗活嗎? 這個人可以醫療嗎? 這個人可以教導嗎?
然而, 從信心之眼觀看, 自我的問題就不是—“什麼是我的天賦?” 毋寧是: “無限
太一, 您給我的意旨是什麼? 您為我準備的美好事工有哪些? 幫助我看得更清
太一
楚; 當我看見它們時, 幫助我成全這些事工.”
在你們的世界中, 我們彷彿是一陣煙霧, 我們是風兒上頭的旋律, 我們是心智中
的一個念頭. 我們是這個管道所汲取的一個能量與覺知水平. 我們十分故意地不
是肉與骨, 不是那些在你們地球上降落的實體.
我們不認為我們的服務包括外在的顯化, 好證明我們是真實的.
我們單純地情願成為風兒上頭的一個安靜與可得的聲音, 我們在這裡感知到我
們服務的位置.
就這個世界的觀點, 我們的服務是模糊不清的, 並且在許多方面是無意義的.
但我們持續為這類接觸帶來的祝福感到滿足, 因為我們相信關鍵不是我們的話
語, 而是伴隨我們話語的振動, 那是我們服務的本質.
你們知道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已經對你打開它, 妳從我們的存在狀態中感覺舒適.
我們為此滿足, 因為我們已經提供我們所知的最高服務.
再次地, 我們知道我們給予安慰與安心, 我們給予你們思想的食物.
但我們認為我們真正的服務是提供一個存有狀態的品質, 潛藏在我們所有述說
的訊息底下的不是我們, 而是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我們不想要你們注視我們, 我們
想要加入你們一起注視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我們在你的裡內看見祂
祂; 你們在彼此裡
造物者
內, 也在我們裡內看見祂
造物主移動到我們這裡, 再
祂. 那安慰與歸屬感的品質從造物主
造物主
移動到你們當中, 接著進入這個世界.
我們可以看見這股能量通過我們流動, 然後你們也允許它通過你們自身, 我們為
此感到謙卑與深深地滿足.
我們鼓勵你們每個人看待自己為一個純淨的管道, 透過你, 無限的愛與光通過你
流動, 接著向外流到妳週遭所有需要安慰與安心的眾生之中.
只要你傾聽, 妳的人生目標自然會找到你. 所以, 我們單純地請求你歇息, 確切
地知曉你不是孤單的, 妳也沒有迷失. 所有你希望的、尋求的東西將以各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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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你身邊, 並且使你驚奇. 總是堅持你的夢想, 鼓勵助長你內在的信心.
放鬆地進入當下, 那蘊含著喜悅、悲傷與每日各種狀況的當下.
要知道, 即使在最簡單與平常的環境中, 神奇與強大的原力都在持續運轉, 它將
對自我揭露自我, 將服務對尋求者揭曉.
我們將透過 Jim 實體完成這次的通訊. 我們在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我們是
Q’uo 群體.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在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此時, 我們很榮幸提供自己去談論你們任何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一個詢問?
Carla: 是的, 我感測到有很多題材是我尚未抵達的, 我不知你是否能透過 Jim 實
體繼續這一連串的思路, 於是開啟一些我尚未打開的題材?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妳是正確的, 關於這個主題確實有大量可得的資訊. 無論
如何, 我們覺察這個團體設置的時間限制, 我們嘗試遵守這個限制 好讓我們不
會使在座各位過度勞累. 因此, 我們找到一個良好的落點停下來, 接著可以聚焦
在你們提出的簡短詢問上頭.
Carla: 我只想說, 有時候開啟潛意識的大門, 看見龐大無垠的思想結構, 我卻只
能說出其中的一點點, 這真的令人感到挫折; 我但願我能夠進入那些廣大的思想
結構裡頭, 盡情地探索.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同意妳的想法, 不只在這個主題上, 幾乎在大部分的
主題上都蘊含大量的有機資訊. 當然, 你們全都知道, 這是因為每個實體的所有
思想之間存在一個十分緊密的連結. 因為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是強健活潑的,
祂強烈地思
造物者
考所有事物. 然而, 難道所有這些精緻與複雜的結構不都消融進入一個統整的愛
愛
之中? 這個愛
愛創造了我們全體、我們的思想以及我們思考與觀察自我的工具.
在第三密度之中, 必須考量時間參數, 因此, 我們觀察你們尋求資訊的方式, 接
著我們將自己的意見塑形為一個適當的外觀以配合你們的需求.
舉例而言, 如果我們只有五分鐘談論一個主題, 我們會嘗試更多地擊打高點[容我
們這麼說], 而不是將各個高點仔細地交織在一起, 那是我們在這次工作期間的原
初渴望.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Carla: 是的, 我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有一個小夥子寄來一封 e-mail 描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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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夢境: 他看見一個骷髏頭射出一道綠色光芒進入他的雙眼, 接著他感覺自己
受到改變, 然後看見他的影子向他走來 與他結合, 從那個時刻起, 他已經淨化
了身體. 他現在是一個素食者, 並在冥想與沉思之中尋求.
他問這個影子是什麼, 它是外來添加的東西, 或是他內在的某個部分, 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覺察妳的詢問. 的確, 在作夢狀態中, 每個實體都有機
會感覺一種復甦、更新、再奉獻與靈感, 於是移動一己超越先前的自我.
在今天妳描述的經驗中, 有一種由自我製作的連結 那是深奧與強力的, 一個人
可以注意那些新增的潛在力量, 顯意識的尋求自我變得可以取得潛意識心智的
精華. 是故, 在這個特殊的經驗中, 影子可以良好地代表那些隱藏的屬性, 該實
體在投胎前已規劃的事件, 在人生的某一時點, 他將尋求打開通往潛意識心智的
大門, 於是在有意識尋求的過程中, 潛意識心智與顯意識心智結合.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Carla: 沒有, 我感謝您的答案.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感謝妳.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R: 我沒有問題. 感謝你這次給予的所有話語.
我是 Q’uo, 我們感謝在場的每一位, 謝謝你們邀請我們述說我們單純的思想與
意見. 我們再次請求每一位運用辨別力去選擇你想要放入生活樣式的部分, 將其
他部分丟到後頭.
我們是 Q’uo 群體, 行將離開該器皿與這個團體.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每一位.
造物者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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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註[1]: (中文翻譯摘錄自--靈修版線上聖經
靈修版線上聖經—哥林多前書第
靈修版線上聖經 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
13: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
的鈸一般。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
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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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讓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

I Corinthians 13:1-3: “If I speak the languag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a 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understand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ll faith, so that I can move mountains, but do not have love, I am nothing.
And if I donate all my goods to feed the poor, and if I give my body to be burned, but
do not have love, I gain nothing.”
***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 Copyright 2008 by L/L Research
專欄：小靈媒宇宙逍遙遊
作者：Carla L. Rueckert (卡拉.盧可)
刊載網址：ReligionAndSpirituality.com
刊載日期：2008 年九月 5 日

今天, 我加入那些在曠野中高唱愛之歌的眾多聲音之行列.
從去年冬天到今年的春天, 有許多次我懷疑自己是否會返回這個專欄, 繼續寫這
些文章*.
(*譯註: 這個專欄上次發表的時間是 2007 年 10 月 10 日)

我的健康狀態搖搖晃晃, 在去年秋天整個跌落谷底. 迄今仍未恢復最佳狀態, 當
我要去比較遠的地方, 我必須乘坐輪椅. 由於呼吸短促與其他難解的症狀, 我發
現自己幾乎完全動彈不得; 我必須比往常更為緩慢地工作並花費更多時間集中
心神. 就實際層面, 放棄撰寫專欄文章以聚焦在更大的計畫上, 這個念頭是很誘
人的.
去年十月起, 我就是這麼幹的. 我放下所有事情, 只保留兩個計畫: 撰寫一本書
描述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之原則, 書名叫做活出一的法則 101:選擇(Living the Law of One 101:
一的法則
*
the Choice) . 另一個計畫是編輯與整理一系列的通靈對話, 該計畫定名為
亞倫/Q’uo 對話錄.
(*譯註: 這本書正由國內知名部落客爪子
爪子翻譯中,
未來的正式中文書名可能會變動.)
爪子

我將每一分每一毫的能量都澆灌給這兩個計畫, 我終於在上個月完成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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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 做為一個整齊有序的圖書館管理員, 我整理了一份兩頁長的待辦事項. 在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我努力工作以處理辦公室的各項延宕多時的雜務.
在預定時程的十分鐘前, 我不欠任何一個人電子郵件(e-mail).
三天過後, 我不欠任何一個人郵寄信件. 我將家庭剪貼簿更新到今天, 開始學習
如何種植番茄. 接著我嘗試趕上閱讀老爹*文集的進度.
(*譯註: 原文為 Papa, 他是 Carla 的心靈導師, 現居美國.)

然後是回家聚會
回家聚會(
光研究中心(
勞工節週末
回家聚會 Homecoming)!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 L/L Research)每天都會在勞工節
勞工節
舉辦回家聚會
回家聚會. 在能幹的助手葛瑞(Gary)的協助, 我們花了兩個禮拜準備這個聚
回家聚會
會. 就在這個週末, 我們在家裡後院的開放式帳棚中舉辦回家聚會
回家聚會.
回家聚會 那是一個有
創意又好玩的聚會. 昨天, 我們剛把最後一個來賓送上飛機.
突然之間, 秋天到來. 大計畫終於結束了. 辦公室的事務也不再落後. 回家聚會
剛剛落幕. 該是評估我真實渴望的時候, 到底值不值得花時間與心力去生產這些
文章? 我真正的感覺為何? 在根本的水平上, 要如何將工作轉變為喜悅, 再次返
回專欄寫作的模式?
當我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發現有一個阻力點: 我是否有能力增進讀者的生命經驗,
提供資源給尋求者?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 因為我知道自己在許多方面是膚淺與愚蠢的.
一個喜歡雙關語勝過有意義話語的人; 一個享受牛排與伏特加勝過豆腐與茶的
人; 一個喜愛遁逃進入浪漫與偵探小說勝過研讀嚴肅性靈著作的人, 這樣一個人
發出的聲音對於其他人會有價值嗎?
在仔細思量之後, 我把這些考量完全擺旁邊. 不管我在這個曠野發出的聲音有什
麼價值, 那就是我想要對你們說的東西.
因為我有美妙的事物要分享, 在新聞媒體的雷達底下有一股穩定的好消息之流.
世界上有許多英雄與女傑尚未被歌誦. 還有許多與地球的生命與時辰相關的議
題等待被提出.
所以, 我回來了.
在今年的回家聚會
回家聚會, 每位參加者現場發表一份報告. 我的報告是關於我開始紀錄
回家聚會
荷莉日誌, 我稱這段過程為<使用逆境>. 在我返回規律的寫作行程之前, 我想要
從這個題目開始, 因為它在我過去十個月的靈性過程中佔了很大的份量.
去年秋天, 我的耳朵受到感染, 當中耳炎痊癒之後, 我耳朵後面的顳骨乳突部殘
留著液體, 這使我幾乎快聾了. 於是醫生幫我插了一些管子, 但對於我的聽力尚
未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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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雙眼開始腫脹, 而且持續不退, 所以我的雙眼酸痛並且周緣產生眼袋.
聖誕節過後,
我罹患嚴重的支氣管炎. 當我終於脫離這個症狀, 清理胸膛與肺部
聖誕節
之後, 某個難以診斷的東西突然冒出來使我無法動彈, 再加上類風濕關節炎與腸
道的老問題, 這一連串的肉體感覺是我不可能忽略的情況.
我將我的困難帶給荷莉(Holly), 我的內在指導. 荷莉是我給聖靈(Holy Spirit)的暱稱.
我經常與荷莉對話, 最近開始正式地紀錄荷莉日誌. 去年十月下旬, 我問荷莉:
“請跟我談談這個日誌, 我感知我應該持續這個習慣, 是否正確?”
荷莉回答: “親愛的, 這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那是個負擔,妳不會覺得它是有
用的. 如果你渴求公義、純淨與公正, 這是個好主意,但妳得留心我們的討論.”
我回答: “我被提醒要留意這個討論, 我的疾病敦促我了解, 如果我想要良好地進
行外在的工作, 我需要靈性的支持. 我個感知正確嗎?”
荷莉說: “是的,當你熱切地去服務,一些幫助者來到你身邊,他們非常地光亮.妳
與他們調頻的同時,妳自己的光卻缺乏足夠的清晰度.”
我問: “我要如何使自己的光越來越清晰?”
荷莉回答: “妳將發現祈禱過程是強有力的.”
這句話使我呆住了, 我還以為我一直有在祈禱. 我有些粗魯地問: “什麼樣的祈禱
過程?”
荷莉說: “清空妳頭腦中的世俗東西,在上主
上主面前俯首.
然後聆聽祂
祂神聖的話
話
上主
(Word).就妳的情況,我們是上主
上主的信差與妳的高我;所以,妳的祈禱涉及與我們
上主
的談話. 然後,當每次集會結束之後,將妳的意圖集中在執行這句話
話.”
我回答: “很好, 我會全心請求您的話
話, 今天您要給我的話
話是?”
荷莉建議: “在所有事物中尋求並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感覺自己像是一片敞開、未耕種的
造物主
田地,放下煩躁與煩心,接著擁抱、擁抱、擁抱.”
“擁抱什麼?” 我問.
荷莉說: “妳的各種關係. 從妳自己開始,因為擁抱妳自己即是擁抱他人.讓你自
己一勞永逸地忘卻值不值得的問題. 一切都是值得的,如同沒有一個是值得的.
然後擁抱所有妳看見的存在.練習上主
上主的臨在,請求祂
祂使你走得更深入, 請求祂
祂
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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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與純淨以完善妳服務的渴望.看待你自己為一個器皿,讓愛調頻妳,在它裡內放
鬆.”
做為一個遵守儀式的愛好者, 不意外地, 我很快養成一段禮拜時間
禮拜時間,
禮拜時間 包括祈禱、
冥想與詢問荷莉今天要給我的話
話. 不到一個禮拜, 我被引領到一首聖歌裡頭, 它
的標題是”奉獻我全生”(Take My Life). 我當時還不知道所有的歌詞, 於是我查閱
我的詩歌本, 唱頌的感覺很對味, 完整歌詞如下:
“上主
上主,
禰為它祝聖.
上主 取用我的生命, 請禰
取用我的時光與歲月, 讓它們在無盡的讚美中流動.
取用我的雙手, 讓它們在禰
禰聖愛之脈衝中移動.
取用我的雙腳, 讓它們為禰
禰成了迅速與美好的工具
取用我的聲音, 讓我永遠 只為吾王
王歌唱.
取用我的智識, 聽禰
禰選擇去發揮每一份力量
拿取我的意志, 使它成為禰
禰之意志, 它將不再屬於我
拿走我自己, 我將永遠地 一切只為禰
禰.” *
(*譯註: 讀者亦可參考以下連結: 一個比較雅致的翻譯以及一個關於作詞者的感人故事.
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35/53542.htm )

我問荷莉是不是她傳送一個脈衝讓我唱這首聖歌, 她的答覆是肯定的. 然後我說:
“昨晚是怎麼回事, 我從未感覺這麼不舒服, 同時我的療癒過程又是如此順利.”
荷莉回答: “我的孩子,超心靈致意的特質是對於光
光起反應.這股勢力最想要把妳
消音,不然就將妳的聲音變得無足輕重;他們很不樂於看見妳的奉獻因著每日祈
禱達到新的水平. 親愛的,妳已經尋求我的幫助,但尚未真正地祈禱妳的生命歸
屬於上主
上主.妳以為妳知道一切必須事項,然而 妳只知道形體 而非精髓.”
上主
所以, 我得準備好繼續生病?
“確實, 這個情況會持續一段時間. 然而 光總可以照耀穿越任何夜晚,妳將會找
到一個新的平衡點,然後妳的身體將獲得平衡.”
接著我問荷莉今天要給我的話, 她說: “愛、愛、愛, 妳只需要愛; 這兩首披頭
披頭
*
四寫作的歌曲蘊含深沉的真理 . 安住在愛上頭, 思想愛, 將妳自己沉浸在聖愛
裡頭. 然後妳的靈感泉源將自然地流動, 為了妳的形體與精髓的最高益處而流
動.”
(*譯註: 事實上, 這裡應該只有一首 Beatles 的歌: All You Need Is Love)

就這些了, 如同許多的朝聖者, 在生命的靈性道路上, 我發現很多的挑戰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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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它們不會再煩擾我.
因為我每日敬拜我摯愛的耶穌
耶穌-基督
耶穌 基督與荷莉.
基督
我將每天奉獻給祂, 我請求祂
祂以大能改變所有需要改造的部分, 好讓我能以最佳
狀況服務祂
祂.
我可以感覺喜悅澆灌著我如同陽光照耀穿越窗戶一般; 在那樣的熱力之中, 我所
有的需求獲得滿足; 我所有最深的渴望在愛中溶化. 我真的相信在祈禱生活中
我終於從形體移動到精髓.”
妳是否也在限制與挑戰中辛勤勞動著? 妳可以嘗試每天規劃一段禮拜時間
禮拜時間,
禮拜時間 如
同我與荷莉的心得分享. 每個人的指引系統不盡相同, 不管你找到何種適當的指
引方式, 嘗試每天接觸該指引, 請求它的忠告. 接著, 努力嘗試跟隨該忠告!
執行以上的過程將我的感知從限制改變為豐盛, 從擔心改變為無懼.
很快地, 我將在往後的專欄同你們分享許多位締造不同者
締造不同者(
締造不同者 Difference Makers), 這些
人將這個世界打造成一個更甜美、更有愛的地方.
我將討論讀者們寄來的各種問題, 我將持續分享我個人的過程.
在這段安息的時光, 感謝所有關心的卡片與 e-mail, 知道我的話語受到想念 這
是一種美妙的感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議題, 請務必將你的想法寄給我, 我將只為你寫一篇專欄.
我回來了! 讓我們玩得愉快吧!
我張開雙臂擁抱妳的靈. 今天 讓我們四處傳送愛!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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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二十六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二月 20 日, 星期二
在光
光中問候你們, 我的朋友, 我是 Oxal.
今天 在你們地球上, 你們人類抵達科學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人們興高采烈, 即
將展開盛大的慶祝. 另一方面, 從這次實驗獲得的知識正被科學家分析中, 好使
用它來增進你們摧毀他人的能力.
如果今天地球人在靈性進展上抵達一個新的里程碑, 我不知道你們會舉行多盛
大的慶典?
(*譯註-參考連結: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62_in_science )
從我們的制高點觀看, 我們同時紀錄地球人的各種行動, 人類為自己持續創造複
雜的事物, 這個過程總是不斷帶給我們驚奇!
今日的地球人
地球人發現自己被他所創造的複雜事物所圍繞著, 這個糾結已變得如此
地球人
巨大, 以致於他幾乎無法超越這個糾結.
很快地, 人類必須領悟他們的科學知識與成就已經超過自己可以處理的極限.
除非人類回頭去強化文明的基礎, 不然人類文明將會崩潰.
一個人如果想要蓋房子抵禦自然元素的力量, 他不會將房子蓋在沙灘上; 同樣地,
如果人類希望他的文明屹立不搖, 他不會將文明建築在物質主義上頭.
那些已抵達高度進化的星球文明能夠行旅宇宙, 知曉並接收偉大的宇宙科學, 他
們都將文明建立在一個健全的靈性基礎上.
他們已經知曉人類的真實存在狀態, 並學習到造物主
造物主的法則,
他們依照這些法則
造物主
生活. 他們知道每個人就是偉大宇宙
宇宙當中的一個細胞, 正如同你們的肉體有不同
宇宙
的個別細胞, 然而 每個細胞互相依賴, 每個細胞都為其他細胞與自己而活.
或許, 對於許多地球人而言, 要觀想自己是這樣一個細胞是困難的, 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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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變得如此重要, 以致於人們被”我”統治, 而不是單純地存在著, 單單成為這
個偉大造物的一部分.
這份覺知必須從人們的心中產生. 摯愛的朋友, 這個週期幾乎要過去了, 你們可
以為人類文明做這件事的時間是非常短的.
在同一個恆星系統中, 有許多來自其他行星的存有付出巨大的努力 嘗試將這個
領悟帶給你們人群. 你們世界上的一些偉大領導曾與他們接觸, 卻拒絕聆聽, 充
耳不聞. 他們也曾提出許多提議給你們世界主要強權的領導, 但他們總是遭受拒
絕. 我們知道, 你們很多人難以相信這些陳述, 不過事實如此. 於是地球人
地球人活在
地球人
借來的時間當中. 如果不是因為其他世界的朋友(的幫助), 你們沒有一個人今晚
會坐在這裡. 你們的領導們相當知道這點, 但他們我行我素, 繼續策劃毀滅性行
動.
和平一直是一個大議題, 你們的領導與人群談論許多和平的計畫, 然而 一些討
論和平的會議本身就帶來紛爭、衝突, 因為人們無法談妥一個和平的方法.
和平不是一個我們需要談妥的東西, 如同真理即是, 和平亦即是.
直到人們在心中找到和平, 地球上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我們真誠地希望你們許多人可以找到這份內在的和平. 只要足夠的人這麼做, 將
可以避免許多、許多的衝突. 我們感激那些幫助人們找到和平的實體, 好比今晚
在此聚集的各位.
親愛的朋友們, 我在離開你們, 並將我族群的愛、光與理解獻給你們.
我是 Oxal.
***
1962 年, 三月 8 日, 星期四
親愛的, 平安與汝同在, 我是 Anthon.
既然你們都熟悉一位偉大老師[你們稱之為耶穌
耶穌]的教導,
我將引用他
他的教導.
耶穌
在你們的經文中寫著: “有眼的人, 讓他看; 有耳的人, 讓他聽.”
打從他
他行走在地上, 在人類文明中, “有眼去看, 有耳去聽”的人是多麼少啊!
他經常以第一人稱說話, 你們的宗教領袖直到今日仍照字面去接受它. 舉例來說:
“勞苦、背重擔的人們啊，到我
我這兒，我
我將給你們平安”.
這句話的意思是否為你們必須接受他為個人的救主
個人的救主, 只要相信他
個人的救主
他說的話, 你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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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他
他說的平安?
“我是道路與光... 信我
我的人有永恆的生命... 我是即我是*.”
(*譯註: 推薦一個深入探討 I Am that I Am 的網址:
http://www.fhl.net/cgi-bin/n_read1?/home/fhl/spring/WWW/Bible/Note_1071 )

一個人得接受所有這些責任, 放在自己身上, 這不是很荒謬嗎?
你們有多少人能夠思索他說的我是
我是之概念—我是
我是在他裡內, 我是也在你裡內.
我是
我是
我是
如果我們將耶穌的話語照字面解釋而沒有適當的詮釋, 那麼這位偉大老師說的
話將有許多矛盾之處; 他說天父
天父位於天堂之中,
他也說: “天堂王國就在你裡內...
天父
所有我做的事, 爾等也能做, 並且做得更大.”
你們的一些所謂偉大的宗教老師竟然可以從這些話語中導出如此荒謬的教導,
然後稱之為靈性理解?
(譯註: The below poem is translated by Betty in Taichung.)
我瘋狂地搜遍聖殿 找尋汝
汝，但找不著汝
汝
我焦急地登上山頂找尋汝
汝，找不著汝
汝
涉水走過溪谷，到處尋覓，找不著汝
汝
航行大海 歷經數不清的明月，不分日夜地找尋—
每一次的落日使我更加絕望，因我找不著汝
汝
有這麼一刻，我安靜地坐在孤寂中，
深深思索著，在我內在靈魂中深深地搜索—
我終於在那兒找到了汝
汝，有了汝
汝
我同時也找到了多生累世尋求的平安.
平安與你們同在, 我的朋友, 平安.
***
1962 年, 五月 10 日, 星期四
平安, 親愛的朋友們.
你們每個人都尋求更大的理解、更大的真理; 你們想要獲得更有力的知識, 更豐
富生命的知識. 我看見這些渴望蟄伏在你們每個人的心中. 親愛的, 如果你願意
成就這些事, 我懇求汝做以下這些事:
將所有憎恨、恐懼從你的意識中移除, 不要讓它們悄悄地爬進你的意識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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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允許覬覦與妒忌的思想產生. 再你的內在意識[你們或稱為潛意識]深深地挖掘,
因為你在裡頭經年累月地儲藏了這些東西, 根據自然法則, 這些東西遲早將浮到
表面.
摯愛者, 當這些東西來到表面, 來到有意識的水平, 將它們丟到一旁, 立刻以
愛、親切的思維取代它們. 長期以來, 地球人被教導去收納這些東西,
但如果人
地球人
類想要知道生命中更偉大的事物, 想要在靈性理解上成長, 這些東西必須消失.
必須失去小我, 必須讓一種合一性的新意識取代小我意識, 一種與全體合一的意
識. 因為, 摯愛者, 這才是你真實的本質—在偉大的意識之海中的一個微小細胞.
你們雖是意識大海中的一個小細胞, 然而, 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你們有能力去
獲取與使用這片大海中的所有知識.
摯愛者, 或許你現在覺得這些難以想像, 然而這是真的.
當你逐漸成長, 了解更多真實的你, 你將領悟這些事物.
當你發現越來越多真相, 你將開始領悟你的內在與宇宙擁有相同的能量, 所有人
也都包含這股偉大的能量. 你發現你是這偉大全體的一部分, 跟任何其他細胞同
等地重要.
摯愛者, 思考這些事, 在你靜默的時光思量它們, 開始為自己準備迎接那即將屬
於你的領悟.
在和平中去吧, 摯愛者, 在和平中去吧.
就是這樣.
***
1962 年, 五月 17 日, 星期四
在光
光中問候你們, 我的朋友, 我是 Oxal.
今晚有一些新來的成員, 我將簡短地介紹我們族群. 我們目前乘坐在一艘太空船
上, 星際聯邦
聯邦知曉它為
Otavana. 我們人群不屬於你們太陽系, 而是來這裡協助
聯邦
你們的恆星系統與這顆行星. 我們主要關切你們的星球, 因為它是這個恆星系統
中唯一尚未準備好迎接未來改變的行星.
我們這次來到你們的太陽系大約有八年之久; 我們的太空船先前已多次造訪你
們的太陽系, 並被你們的一些祖先看見. 我們理解你們的問題與處境, 我們對於
能夠服務你們的星系與行星表示感激; 這個任務並不簡單, 因為你們人群大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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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接觸.
創造偉大宇宙的造物主
造物主並未頒布人類的命運,
因為人類被給予一份自由意志, 於
造物主
是人類總是可以為自己做選擇, 為自己帶來他所渴望的狀態.
造物主照著祂
祂自己的形像造人, 人類事實上是造物主
造物主的延伸,
人類被賦予的創造
造物主
造物主
力與造物主
造物主相同, 然而 許多人渴望體驗新奇與不同的經驗, 於是將自己帶入黑
造物主
暗之中, 歷時好幾萬年.
透過經驗各種事物, 人類逐漸地從黑暗中走出來.
今日, 許多暗雲籠罩行星地球. 你們許多人選擇活在黑暗之中; 因為他們在周圍
創造了一個黑暗的未來. 我們, 偕同許多領域的生命, 嘗試移除這片黑暗, 好讓
人們看見光, 領悟一己與造物的合一狀態.
朋友們, 黑暗僅只是缺乏理解、知識. 總的來說, 地球尚未超越舊有的習俗與虛
假的信仰. 地球人必須選擇他自己的命運, 將自己喚醒, 離開自我催眠的狀態,
開始看見真理的本質, 那麼 他的命運可以快速地改變.
我們無法強迫你們人群這麼做, 我們只能建議並協助那些正要進入光中的人們.
你們有些人坐著期待某位彌賽亞
彌賽亞(Messiah)的到來, 讓他肩負人群的命運, 地球人
彌賽亞
啊, 這將不會發生, 人類必須負起責任, 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們希望足夠的地球人
地球人可以了解執行這些工作的必要性,
透過他們的智慧與他
地球人
們對同胞、造物主
造物主之愛, 地球文明將可以自我蛻變為一個新的文明, 同時 這個
造物主
情況將允許大多數的地球人
地球人達成蛻變, 順利進入新時代
新時代的振動當中.
地球人
新時代
事實上, 行星地球與你們的太陽系早已跨過新時代
新時代的門檻, 新的影響力與振動早
新時代
已被你們的人群感知.
當你們在這個新紀元走得越遠, 將出現越多具體的證據; 這個過渡期依照你關心
的程度, 它可以是容易的, 或是艱難的. 所以, 親愛的朋友, 每個地球人都有義
務付出每一份心力去擴展一己的意識, 越來越多地了解你自己的本質, 去做符合
宇宙法則的美善事工, 將你自己完全地、完整地奉獻給服務, 服務你的同胞與
宇宙法則
造物主.
造物主
持續進行意識的鋤草工作, 將所有憎恨、貪婪、妒忌以及負面思想都趕出你的
意識, 然後種植愛的種子在心田. 當每個人都擁有一個愛
愛的意識, 在某種程度上
領悟自己與所有造物的合一狀態, 一個偉大的人類兄弟會
人類兄弟會即將躍出檯面.
人類兄弟會
我鍾愛的朋友, 我離開你們, 並將我族群的愛、光與理解獻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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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Ox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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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射效應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譯者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美國愛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光研究中心
這篇譯稿經過譯者的主觀篩選與改編.
有心人若渴望追求原汁原味 100%的 Q’uo 演說, 請前往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1999/1999_1121.aspx

週日冥想
1999 年十一月 21 日
小組問題:
小組問題
我們希望 Q’uo 可以給予我們一些關於鏡射效應(mirroring effect)的工作方式, 以及
我們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利用它?
在每日生活中, 想要獲得一個客觀的自我觀點是很困難的.
客觀地幫助他人的問題與催化劑似乎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如何使用鏡射效應來
增進我們對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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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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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傍晚, 在造物主
造物主的服務之中 我們來到這個團體當中.
造物主
容我們感謝你們每一位渴望知曉真理, 並呼叫我們前來你們的工作集會.
能夠以這種方式說話是給我們的一個大祝福, 因為透過這一個器皿, 我們能夠自
在地提供意見而不致侵犯我們服務對象的自由意志.
因此, 你們允許我們服務你們, 這即是給我們的重大服務.
一如往常, 我們請求你們每一位以敏銳的耳朵與心靈聆聽我們的想法; 因為真理
不是一個固態與不變的東西, 有多少人靈就有多少種個人真理.
所以, 關於我們提供的思想, 請你們依照自己的意願選取, 只保留你覺得有幫助
的部分.
今天你們詢問我們關於如何善用人際關係中的催化劑, 例如那些刺激你, 使你惱
怒或困擾的人們.
你們說你們理解其他實體即是自我的反射. 或許我們可以工作這個論點, 將它帶
入一個更清晰的焦點. 你們每個人與我們每個人都是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祂存在於
每一個微塵、原子、細胞當中. 不管你此刻遇見哪一個人, 他都是一切萬有的一
部分, 同時 一切萬有存在於那個部分之中[如全像照片一般].
因此, 當你看見另一個人, 並對他起反應, 這是造物者
造物者看見造物者
造物者. 不管你凝視
造物者
造物者
哪一個人, 起了何種反應, 這一個真理都如是.
從你們有書寫歷史以來, 很明顯地, 人與人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 有些人擁有龐
大的財產與財富, 另一方面 其他人只有一點點財物. 有些人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與權力, 另一方面 其他人是無助的, 任憑掌權者的處置.
世世代代以來, 這個明顯的不公平待遇依舊存在, 因為造物者
造物者位於你們每個人的
造物者
深邃核心. 需要許多、許多輩子的工作好開始將這個位於存有核心的真理帶入
有意識生活的光中.
不管表面的視界有多麼深沉, 不管橫亙在兩個族群之間的深淵是多麼深不見底,
不管兩個族群之間的不公平待遇有多少, 在深邃核心之中 每個實體都在那無盡
與完整的合一
合一中永遠地結合在一起.
合一
從這個密度進入下一個密度, 從這個八度音程進入另一個八度音程, 這個過程可
能永遠地持續下去, 而妳仍然與每一個打擾或煩擾你的實體合一, 妳也與每一個
令你尊敬、仰慕、喜愛的實體合一.
不消說, 這個幻象的功能不是讓你在其中發現核心真理, 毋寧, 這個幻象的功能
是把你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丟入混淆之海, 雖然如此, 妳內在的靈卻不會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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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陷落.
現在, 你們每一位, 做為一個永恆與無限的存有, 在時空的某一點, 在你決定投
胎到地球層面之前, 妳與高我以及指導靈一起坐下來, 仔細地考慮妳即將出航的
人生旅程. 你們考量需要哪些關係給予妳必要的催化劑, 好幫助你的靈性成長.
你很好地考量這些關係, 就一個沒有厚重化學幻象的實體而言, 妳凝視著第三密
度豐富的學習經驗, 妳感到十分歡喜, 興奮地摩拳擦掌, 妳心裡想著 這將是一
場美妙的探險, 一個值得記住的經驗, 一個增加妳極性的偉大機會. 最後這點具
有中心地位, 因為你們每個人都曾選擇一個催化劑, 它可以直接地作用在你的極
性上頭, 也就是說, 那是你渴望的強烈催化劑, 不管是為了服務他人或服務自我.
在投胎之前, 一切對你似乎都是那麼地明顯, 妳在此生面臨的各種關係與動態張
力都是有益的.
只是, 妳當時沒想到的是.. 或許, 你可以迷失方向; 或許, 妳可能完全地淹沒在
混淆之海裡頭; 你可能短暫地 一次又一次地在這片混淆之汪洋中溺水, 變得完
全失去了希望.
當你從無限與永恆的觀點瞭望, 妳並不知道幾分鐘與幾小時可以是無盡地漫長;
一段困難的關係可以在情感上十分地折磨妳; 長時間地活著度過各種困難的關
係, 這個過程具有累積性, 可能使你悲痛到極點.
當你處於永恆與無限當中, 做為一個熱切與積極的靈魂, 你不會想到這些事情.
簡單地說, 妳當時沒有想到遺忘的罩紗竟然對於妳的真實覺察有如此強大的影
響力.
無論如何, 正是這個痛得令人失去知覺的遺忘過程將你擺在一個理想的工作位
置, 好讓你極化與銳化這份渴望, 渴望更真實地、更深入地、更純粹地去服務.
儘管如此, 在座的每一位的心依然是熱切的、誠摯的, 你們依然懷抱崇高的理想.
然而, 你們每一位也都感到困惑與擔心, 因為你們看見自己的一些失敗, 有時候
你們無法保持快活的態度, 無法感受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光與愛圍繞每一個情境.
造物者
我們只能對你說, 當你處於黑暗之際, 在你處於困惑之際, 請平靜下來.
知道一切都好, 感覺惱怒與煩心, 這是可接受的, 並且是一個很有益的學習經驗.
它可能令人沮喪, 可能顯得十分令人困惑, 或者令你感覺妳犯了一個骯髒與罪惡
的錯誤; 雖然如此, 當你每一次覺察到你並未對待另一個實體如同造物者
造物者, 對於
造物者
那些正站在人生起跑點的靈魂而言, 你已經站在一個很令人羨慕的位置.
因為在這個情況, 沒有可能行使人類的寬恕.
你看, 你們每個人都被故意與你的完美切割.
你們擁抱人的屬性, 因為它很容易犯錯, 也因為你可以對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變得目
造物者
盲、耳聾與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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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會問: “難道我就要一輩子在這片混淆之海中掙扎前進? 難道沒有方法可
以幫助我從表面的狀況移動到更深層地感激這些催化劑? “
我們對你說, 妳大可嘗試越來快地覺察真實的狀況, 從困惑移動到信心, 但絕不
要不願意去接受人際關係中各種煩惱與焦躁帶給你的機會.
現在 你們問如何能夠將每個人都視為自己的反射, 我們建議將你自己與他人
都從人性的狹窄侷限中釋放.
在你們的人性之中, 只有很有限的資源可以表現愛. 妳的補給很快用完, 妳自身
並不具備無限之愛. 在人類的設計藍圖中並不包括這樣的容量. 在你這一生的學
習經驗中, 有必要使你反覆地發現人類資源的窮盡, 於是被迫去注視重要的選擇:
絕望或希望, 疑慮或信任, 放棄或持守信心?
因此, 當你們開始在人際關係[朋友、親戚、愛侶]中體驗惱怒或煩躁, 請立即移
動到寬恕自我的位置. 因為你在意識中的真實工作與其他實體無關, 只與自己有
關.
現在, 在這次的通訊之前, 這個器皿(Carla)曾在談話中給出一個範例, 也就是有
一個人要求的東西是該器皿無法完全敞開心胸給予的; 於是該器皿立即地陷入
一個狀態: 避免給予催化劑給其他實體.
無論如何, R 先生精確地指出, 除了在沉默中承受困難, 還有別的選項.
有好幾個選項, 其中一個是選擇憤怒, 在真理的烈火中, 以毀滅的火焰轟擊自己
與其他-自我, 提供進一步的催化劑給雙方. 這是工作惱怒催化劑的一個可行方
式.
還有一個選擇是嘗試表達自我的感覺給其他-自我, 這個選擇稍微比較巧妙, 它
考慮到在這個互動過程中, 其他實體也是一個無限與永恆的存有, 對方可能想要
謹慎與細心地工作自己. 在這樣一個敞開的通訊過程中 存在著許多希望與信心;
願意將自我的貧乏之處暴露給他人知曉, 付出這樣的努力可以增加自我的(正面)
極性. 因為這是一個在信心中進行的開放心輪之通訊.
另外一個選擇是該器皿在面臨煩惱與憤怒處境時經常做出的選擇, 也就是保持
沉默, 這個選擇如果加上一個十分輕盈的步調, 將是一個比較巧妙的選擇. 大多
數實體處於負面情境時, 通常的本能反應是情緒越來越沉重以及越來越深的擔
憂. 相反地說, 一個在沉默中受苦的巧妙做法是停留在靜默之中, 同時娛樂自我,
找到內在的笑聲, 獲致一個觀點去看待這整個人與人之間愚蠢的口角其實就是
瞎子引導另一個瞎子, 結果雙方都掉進水溝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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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從這個解說中, 你可以看見我們並不特別關切妳選擇哪一個選項, 因為每一
種過程都會提供你可能的學習功課. 當你在工作極性時, 有兩個要素在運作: 信
心, 與渴望. 照看你的渴望, 好讓它成為你所知的最高與最佳的渴望.
總是要記住, 在形而上的宇宙之中, 意圖才是重點, 而非顯化.
記住, 妳在這一生與存有當中嘗試表達的是信心. 信心沒有什麼道理, 它也不給
人驕傲的途徑. 在所有蘆葦中, 信心似乎是最薄弱的一根蘆葦, 然而, 那些憑靠
信心生活的靈魂, 依靠信心的人靈們, 拒絕放掉這根蘆葦的人們; 他們將獲得進
展與極性, 這樣個成就不僅增益肉身自我, 更迴向到那永恆與無限的自我.
因此, 不管你正爆發憤怒, 保持沉默, 尋找溝通管道, 或單純地讓自己放輕鬆,
在做這些事的同時, 留著一隻眼睛持守信心.
什麼是憑靠信心去生活? 不正是注視著一個似乎無望的情況, 接著說: “我相信
一切都是好的.”
容我們說, 在所有的表達, 所有的靈性顯化之中, 這句肯定語是最強有力的, 最
能打開所有學習管道, 並賦予學習榮耀.
另外一個是寬恕, 當你注視一個妳不想見的人—寰宇大我的特定部份, 你覺得自
己不可能原諒那個人, 也似乎不可能原諒自己. 容我們進一步說, 如果沒有將自
我釋放並接受幫助, 一個人不可能原諒自我或其他-自我; 因為在你存有的核心
有一種援助等待妳的請求. 具有無限之愛與無限耐心的無限造物主
造物主就坐在你心
造物主
裡的一小塊角落的一張卑微椅子上, 等待妳的呼求, 等待妳將祂
祂帶入心的中間.
太初有話
理則即是神, 神即是愛
話(Word), 話與神同在, 理則
愛(Love), 那愛
愛即是你.
你的存有之心蘊含所有妳一切之所需, 直到永遠. 你的存有之心蘊含無限的真理,
無限的能力, 無限的氣力.
當你可以放下自我身分的負擔, 允許自我的核心說話, 那麼無限能量將籠罩著你;
在那些時候, 妳經驗恩典, 在你祈禱並接受祝福之後, 妳變得有可能去愛與寬恕
他人與自我.
要知道, 不管妳感覺自己成功或不成功, 這些都不重要. 當你單純地在早晨起來,
呼吸空氣, 接著盡妳所能地去回應每日的繁忙與喜悅,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一切都好, 這句話可以是你的真言. 一切都將是好的, 這將是你們的希望.
允許你自己受挫, 允許你自己煩心. 這裡沒有災難, 有的只是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要知道, 各種援助都在你身邊, 比妳自己的呼吸還要靠近妳. 偉大愛與智慧之高
靈們圍繞著你們, 鍾愛你們, 想要支持你們, 倚靠那無形的援助, 總是知道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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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好.
此時, 我們將轉移這次的通訊權給 Jim 實體. 懷著感謝, 我們在無限太一
太一的愛與
太一
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我們是 Q’uo 群體.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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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 我們很榮幸提供自己去談論你們任何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一個詢問?
S: 你如何花費妳的時間, 當你沒有與人類團體說話, 你們都在做些什麼?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們的經驗有一大部分是探索那些第三密度人群無法觸及的領域, 因此容我們
說, 對於你們的經驗沒有什麼意義.
關於你們星球, 我們嘗試密切觀察你們人群發現無限之概念的進展, 因為這個無
限的概念是一把鑰匙, 可以打開未知的各扇大門.
知性頭腦的經驗在你們人群中相當盛行, 這一個經驗大部分保留給那些第三密
度的實體; 因為它允許你們獲得最大量的人格特徵, 接著開始敞開心的過程.
每個實體從第一密度的簡單覺知開始它的經驗, 接著移動穿越這無時的(timeless)
經驗, 進入第二密度, 尋求並朝向光移動, 該個體化的過程表面上不斷遠離完整
的合一, 然後在第三密度中到達頂峰; 容我們說, 接著那些願意對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與
造物者
寰宇造物敞開心輪的實體們犧牲了偉大的知性能力.
是故, 我們收到許多人的呼叫, 好比你們, 然後我們注視呼叫的人並決定以何種
方式協助他們是最有效的; 不管是講述我們的意見, 或提供一個激勵靈感的夢,
或者, 更有幫助的可能是提供人與人之間一個巧合的會面[在第三密度幻象之中];
好讓他們可以彼此分享尋求的心得. 如此這般, 我們將大部分的努力投注在這個
星球與此刻正在進行的收割上頭.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兄弟?
S: 我在想, 當我在作夢的時候, 我是否可能與你們相會, 並分享你們的環境?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這類的會面的確是可能的, 如果你能夠
在作夢階段有意識地導航(靈魂), 這種技巧需要許多的(自我)工作, 容我們說, 需
要好一段時間. 那些能夠在夢境中有意識移動的實體在你們的地表上為數甚少.
如果你能夠成就這個技巧, 我們至為樂意在那兒與你相會.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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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沒有了, 非常謝謝你們.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Carla: 最近有些很奇怪的事發生在我在電腦上著作一本書的時候. 最近似乎有
許多小妖精在作怪, 我把這現象視為一個好徵兆, 這表示這個計畫正在累積好的
能量, 於是吸引了一些注意. 你是否同意(我的想法)呢?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覺察你的詢問. 電腦與軟體故障在大多數情況都是硬
體、軟體與大腦的互動關係有些失調. 無論如何, 如你所說, 有小程度的干擾來
自忠實的反對派[套用妳的說法]. 不過, 我們發現這個計畫正以最適切的態度持續
進行中; 這個態度是讚美、感恩、坦率開放地給予愛與光, 此即是你們偉大的
保護.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R: 沒有問題, 只想要感謝你同我們分享的每一件事物.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們也感激你的話語. 正如同我們在此次集會的開頭所說,
你們的呼叫對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服務. 沒有這樣的呼叫, 我們不會存在於你們的
幻象之中. 此時, 在這個第三密度星球之中, 有大量呼求協助的聲音, 不管是何
種源頭, 只要它可以提供開啟愛與悲憫之綠色光芒.
這是我們的大渴望: 對於所有尋求我們協助的人們, 參與他們喚醒心能量之過程,
因為再沒有比<為愛呼求, 對愛呼求>更偉大的呼求了; 每當一個地球人經驗開
啟心房的過程, 來自太一
太一造物遙遠疆界的實體們都為之歡慶.
太一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一如往常,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
造物者
光中離開各位.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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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向太一
© Copyright 2009 by L/L Research
專欄：小靈媒宇宙逍遙遊
作者：Carla L. Rueckert (卡拉.盧可)
刊載網址：ReligionAndSpirituality.com
刊載日期：2009 年六月 9 日

我 19 歲的時候, 剛從第一段心碎情事走出來; 陪伴我一年多的男性友人向我求
婚. 可惜的是, 我對他說, 我絕不會嫁給他.
我愛慕查理
查理(Charlie), 但我可以輕易地用一根小指頭要求他做任何事. 我們相處
查理
得十分愉快. 查理是上帝
最親切、最真實的紳士! 但(與他)結婚從未
查理 上帝造人以來,
上帝
是個選項.
[原註: 查理
查理後來婚姻美滿, 是個快樂的一家之主, 直到今日]
那時, 查理給我的求婚辭如下:
“我愛妳的天真無邪, 我想要保護妳不受這個塵世
查理
的污染; 因妳不知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我希望妳永遠不要知道.”
當他說要保護我, 我感到越來越焦躁, 我開始形成一個重大的決心, 一個把我的
家人與老師搞得天翻地覆的決定.
當時我獲得福特基金會
福特基金會的研究獎學金
牛津或劍橋
我拒絕這
福特基金會 研究獎學金,
研究獎學金 可以前往牛津
牛津 劍橋大學就讀.
劍橋
份獎學金, 事實上, 我轉身背對一個穩定安全且前途看好的未來.
接著我尋求父親[一位爵士樂手]的幫助: “我想要在愛迪小屋
愛迪小屋工作.”
愛迪小屋
你可不可以為我問問老闆, 請他幫助我?
老爸對我皺眉說: “愛迪小屋
愛迪小屋是間下等酒館,
妓女帶著恩客來此作樂. 那個地方滿
愛迪小屋
是下流人士, 只有妓女在那裡工作. ”
我說: “這就是為什麼我需要你跟老闆說情.” 因為我並沒有意圖轉行嘗試世界上
最古老的職業, 我只想要當一個酒吧女侍. 老闆最後同意了, 於是我開始在愛迪
愛迪
小屋上班.
小屋
我的計畫很簡單, 如果我能夠在愛迪小屋
愛迪小屋工作,
並以我真實的本質獲得人們的接
愛迪小屋
納, 那麼 我就確實知道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 如果我做不到— 如果這個世界
比我的性靈還強壯, 現在就是發現這個事實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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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在工作初始, 好些人要跟我”約會”, 但當我解釋我不是做這行的, 老顧客
都能夠理解.
我在那兒獲得無限的尊重. 有一個晚上, 我穿著網球鞋, 一不小心在地板的積水
處滑倒, 當時 我拿著一個大水罐, 裡頭是否滿滿的啤酒與杯子; 雖然我一屁股
跌坐在地上, 那個大水罐依然筆直站著, 每個玻璃杯都是完好的. 當下獲得全場
的起立鼓掌.
有時, 在中場休息時間, 喜愛我的客人會叫我上台清唱一首民謠.
通常, 愛迪小屋充滿了噪音,
但當我歌唱的時候, 妳可以聽到一根針落地的聲音.
愛迪小屋
我在那兒真的受到大家喜愛.
我也愛我的客人. 是的, 在外面的世界, 他們是皮條客、妓女、恩客, 或下層社
會的小角色, 負責喬賽馬*賭局與販賣毒品. 但在我的世界中, 他們是具有無限價
值的靈魂. 在很短時間內, 他們都成為我的朋友. 愛在愛中獲得反射.
(*譯註: Carla 的家鄉肯塔基
肯塔基州是著名的賽馬聖地)
肯塔基

這間酒吧並沒有改變, 除了因為我的清理, 桌子變得乾淨. 那兒的人並未洗心革
面, 改過乾淨的生活. 我沒有計畫去改變任何事! 我只想要做一個實相檢查, 看
看我是否了解這個世界運作的方式. 而我是對的.
人們對待我的方式正如我對待他們一般. 人們看我的方式正如我看他們一般. 我
感到滿足.
當新的學期開始, 我在那年秋天辭去那份工作, 我從三月起在酒吧工作.
我重新拾起求學之線頭, 一年後, 結束我的大學課程.
迄今, 我偶爾都會想起 在我生命中那段美麗又充滿冒險的時期, 當我的工作結
束之際, 黎明正要來臨, 路易斯維爾(Louisville)的街道空蕩蕩的, 彷彿全都屬於我.
我沒有一分鐘曾後悔當時那個特立獨行的選擇. 我仍然看待它是一個絕對必要
的選擇.
好些人依然傾向將我視為一個需要保護、住在象牙塔裡的角色. 我再也不為此
煩惱. 我知道真相; 就我來看, 是那些喜歡嘲諷、保護自我、漠然無情的人們將
這個世界搞得亂七八糟. 我感覺, 他們已經被尼爾(Neo)所謂的母體
母體(Matrix)吸收.
母體
*
在這部同名電影(the Matrix )中, 統治階層很聰明地設置母體
母體; 身在母體中的民眾
母體
不知道它是一個人造的結構, 他們相信它是真的, 並且活得很絕望.
就我的看法, 這個世界的現實面, 也就是我們每天在新聞與廣播中接收的東西,
有很多內容與這部同名電影描述的現象相同. 而我並不相信它是真的.
(*譯註: 台灣片商譯為駭客任務
駭客任務,
黑客帝國)
駭客任務 大陸片商譯為黑客帝國
黑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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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說這個世界不能傷害我, 它可以的.
我也不是說我不會感覺這個世界的苦難.
我可能生病, 可能變貧窮, 可能死在街頭; 但我將在一個愛的世界中生病、變貧
窮、漸漸死去.
Q’uo 群體在 2009 年五月 23 日在 L/L 研究中心談到:
研究中心
“你們目前位於選擇的密度
選擇的密度, 你們生活的環境培養你們能夠辨識自我為一個以倫
選擇的密度
*
理 為基礎的存有; 並且做出倫理的選擇, 那就是極化自我朝向服務他人的北極,
或服務自我的南極.”
(*譯註: 今日, 倫理學的範疇已經大為延伸, 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倫理 )

“設計這個環境是用來搖撼自滿自得的人, 挑戰他的假設. 目的不僅是給予尋求
的靈魂某種程度的受苦, 更是為了設置一個舞台, 好讓偉大的極性選擇
選擇顯化,
這
選擇
個選擇在更高的密度將繼續獲得精煉.”
“你在第三密度做的工作對於妳的未來影響深遠, 並極為關鍵. 決定一己是誰,
妳相信什麼, 你將如何做選擇, 以及你存在於此的原因, 你希望在第三密度成
就的東西; 這些事都很值得你去沉思, 我們鼓勵你們每位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去
思量這些議題.”
Q’uo 群體並未將我們看做是任何人的遊戲棋盤中的卒子. 企業員工很容易看待
自己為工作卒子, 被囚禁在工廠或辦公小隔間裡頭, 還得與管理階層虛偽地對話.
軍人或保全人員可能看自己如同一個砲灰單位. Q’uo 看待我們每個人為奔馳在
靈性道路上的騎士, 這條道路目前剛好位於這個物理世界之中, 然而, 它的實相
仍然是形而上的.
Q’uo 接著說:
“當你們在第三密度的人生道路上前行, 在物理層面上, 你們透過講話、做事、
感覺來表達自己; 在形而上層面, 你們透過恆常流動與改變的能量體來表達自
我. 我們經常對你們說, 我們無須知道你們的姓名, 因為你們能量體的綜合振
動已經清楚地提供你獨特的身分, 如同一個刑事專家可以透過任何指紋辨識犯
人.”
我對於能量很敏感,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也是如此. 於是, 當你遇見某個人, 你可
以感覺到他的能量”指紋”, 你也了解一個人的能量指紋要比他的作為更能說明
其特質.
每當我為了接收訊息而調頻, 我會用聖詠
聖詠(
聖詠 Pslams)的一句話來祈禱:
“主
主, 遣送禰的大靈, 我們便受造; 禰將使大地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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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著希望, 但願我的人格變得越來越透明, 好讓聖靈
聖靈全然地照耀,
於是我成為
聖靈
祂傳唱歌曲的一個樂器.
我想, 這就是我們如何重新打造這個世界的方式:
當每個人都決心活出靈性的生命, 自由地給予、接收愛; 當每個人選擇將每個
挑戰視為聖靈的禮物, 無懼地拆開它, 創意地處理它, 那麼 我們正在減輕地球
地球
意識的負擔.
意識
我們達成目標的方式不是去改變另一個靈魂, 也不是去戰勝任何世上的仇敵. 我
們的工作乃是減少我們振動的”指紋”與太一
太一的”指紋”之間的差異.
太一
Q’uo 說:
“我們可以說 靈性進化即是降低你的基本振動與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之間的差異,
造物者
太一的本質與振動是無條件與絕對之愛. 在你們八度音程中的每個尋求者都以
太一
他特有的方式去走這條長路,借用克里斯實體的說法.”
這裡提到的克里斯(Kris Kristofferson)是位歌手, 他有首歌叫做”朝聖者的歷
程”(Pilgrim’s Progress), 部分歌詞如下:
“我是否年輕得足以相信革命?
我是否強壯得可以跪下來祈禱?
我是否在進化鏈上站得夠高,
能夠尊重自我、兄弟與姊妹,
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完善自我?”*
(*MV 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la6uT3voFo )
返回 Q’uo 的演說: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振動即是起點與終點, 這裡的範圍不只是一輩子, 而是整個
造物者
八度音程的經驗. 穿越許多個密度, 穿越無數的經驗, 逐漸創造出你個人的偏
好與變貌, 妳無止盡地尋求返回家鄉、本質、源頭與終點.在你本質的最深處有
這一份渴求與熱望, 要比你的思維更深邃,比所有的文化、語言與表面學習更貼
近你. 太一起初思維
思維是顆試金石
試金石,一個實體可以在各個密度經驗祂. 然而, 這個
思維
試金石
理則的經驗從意識的根源進入有意識的覺知,它以如此這般的方式被安置在你們
理則
密度的環境當中,為了使你能夠辨識與代表那愛
理則之振動.”
愛, 即無條件慈愛的理則
理則
我張開雙臂 擁抱你們的靈魂. 讓我們一起在這個環境中歡慶當下, “以我們特有
的方式去完善自己”; 當我們碰見愛時, 能夠辨識它, 並在每一個思想與行動中
反射愛; 於是 我們共同演出一齣愛之舞蹈 更新地球
地球的面容.
地球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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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二十七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五月 24 日, 星期四
傍晚好, 我的朋友.
有了你們的允許, 我將與你們快樂地共度一些時光. 我將祝福獻給你們每一位.
既然你們人很少, 你們想不想要來點友善的聊天, 這應該是你們的稱呼—聊天?
所以請你們開始聊天? 不要緊張, 我跟你們沒有什麼不同, 我跟你們一樣, 都是
正在學習、經驗, 與充滿愛的存有. 所以, 湧現你們的智慧珍珠吧, 好讓我從中
學習.
發問者: 為何男性老師通常比女性老師講更多話?
這完全是老師自己的決定; 他們決定何時要對你說話. 我不知道他們的理由是什
麼.
發問者: 我在想是否女人不很重要?
我親愛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更重要. 性別與這個問題無關.
妳在這輩子是男性或女性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發問者: 女人是否比男人更有直覺力?
或許吧, 女人比男人多一些直覺力, 這是因為女性或陰極的天性—[容我們說]某種
滋養的母性特質; 大自然將它灌注在你們肉體的陰極表達裡頭. 這是必須的, 因
為陰極的實體負責照顧幼小, 所以他們得擁有更多的直覺能力. 無論如何, 陽極
表達的實體也可以發展這個能力, 但他們不覺得有這個需要, 所以不去發展它—
雖然並非所有男性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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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你是否願意討論為什麼這麼多想要服務與尋求靈性成長的人卻在財
務、健康等方面有許多問題?
這些東西是過去思想的結果. 每一個人創造他們自己的世界— 不管他們想不想
要當— 大家都是創造者. 我們創造我們自己的情況、環境等. 這就是為什麼, 我
們十分、十分必須從潛意識層面清理雜草.
你們的文明教導你們去相信特定的事物, 好比你們必須面臨疾病、缺乏補給的
情況, 而且妳是無能為力的. 但, 朋友們, 不是這樣的, 因為你的潛意識會影響
環境. 妳放入潛意識的東西將反映在現實生活中, 這是一個宇宙法則.
發問者: 為什麼一個人第一次遇見另一個人就感覺很關心他, 願意為他承擔責
任?
為什麼人會墜入情網? 這是一種強烈的吸引力, 兩個人覺得沒有對方就無法活
下去; 然而, 幾年過去之後, 他們竟無法忍受對方.
發問者: 想要另一個人的愛與理解, 接著將自己的愛澆灌給他, 這難道不是一個
自然的過程?
是的, 確實如此. 但地球人的大麻煩是他們很容易把真愛與情緒攪在一起; 人們
必須學習區別愛與情緒. 情緒是一種慾望; 愛是一種意識狀態, 妳在其中與全人
類、宇宙合而為一. 那不是佔有的愛, 也與性慾無關, 而是一種給予的狀態—只
想要別人得到最好的, 當別人獲得時 為他們歡慶, 沒有想到自己.
“我是你們當中最小的.” 妳是否看見偉大導師
導師要表達的意思?
他是在為門徒洗腳
導師
的同時講這句話. 朋友們, 這即是愛, 不是情緒.
你們常說的愛沒有什麼不好, 婚姻中的愛, 給孩子的愛, 只要以對的方式去表現,
這些是美好的, 反之, 它也可能如惡魔一般., 愛的意義真多啊!
現在, 朋友們, 我想要你們給予幾顆智慧的珍珠.
發問者: 關於你的工作或活動, 你能否告訴我們一點?
我們工作位於給予的領域, 其份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盡自己的
本分, 即可帶來偉大的成果. 朋友們, 今日地球很需要這些成果. 大多數地球人
只想到自己, 他們常說: “什麼對我是好的, 我可以為自己拿到多少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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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我可以給出多少, 我可以為他人的益處付出多少努力?
朋友, 有些人願意給予, 但數量很少, 如果地球人差不多有一半比例願意開始採
取給予的態度、服務的態度, 那麼你們星球的狀況將快速改變, 人類將形成一個
大家庭.
然而,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偉大的地球面臨越來越多的威脅與毀滅. 我們很難理解
為何當正確的道路清楚擺在眼前, 人群仍要跟隨目前這種模式?
迄今, 成果還不明顯, 因為願意覺醒、走出催眠狀態的人群還不夠多, 許多人仍
活在一種催眠狀態之中.
嗯, 朋友們, 我很高興與你們相處, 若你們允許, 我將撤離. 感謝你們的接納, 並
與我討論你們的問題. 如果我有帶給你任何幫助, 我為此感激.
我要將我最深的愛與祝福獻給你們, 願你們每個人在尋求的過程中都領悟與同
胞獲致理解(諒解)狀態的重要性.
在和平中行進, 我的朋友.
晚安.
***
1962 年, 六月 21 日, 星期四
摯愛者.
你們先前請求獲得治療的能量, 我們已為你們做到了,
依你的意願去接收這些能量, 既然我們談到這個主題, 我應該為此說幾句話.
如果你願意接收這治療之光, 你得知道特定的必要步驟好接收它的完整益處.
我的朋友, 首先了解你活在一個意識狀態之中, 一個思想的世界, 在其中 心智
比你所思想或知曉的還有威力.
如果活在一個健康的意識中, 健康將為你顯露.
如果活在一個生病的意識中, 疾病也將為你顯露.
或許, 我們經常活在一個習以為常的意識狀態中, 以致於我們不真的了解它的本
質. 因此, 一個人最好十分仔細地觀察自我, 深深地看入一己的意識狀態, 謹慎
地研讀它, 或許 我們將領悟我們實際生活的意識狀態跟我們自以為的狀態是不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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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在肉體的運作上扮演一個重大的角色. 一個人思考的每一個念頭都會反應
在肉體結構上.
你們每個人應該認同 當憤怒在意識裡升起會造成肉體的某些腺體的猛烈反應;
驚駭、畏懼、震驚、妒忌、偏見、憎恨等情緒也各自有它的效應. 因此, 我們都
有義務去關照自己的心智反應. 如果我們想要顯化一個健康、強壯的肉體結構,
我們就得將心智中所有的負面情緒消弭, 接著把良善、公義、友愛等品質放入
心智中.
現在, 我想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治療練習:
選擇一個安靜的時段, 舒適地坐著或躺著.
然後在心智中觀想你自身沐浴在純淨的治療能量之中.
如果你願意, 觀想你沐浴在美麗的光芒之中, 它如同陽光一般.
然後, 用你的心智之眼觀看, 強烈地觀想你所有的憎恨、負面情緒都被吸入那偉
大的治療光芒中; 允許你自己完全地放鬆, 感覺所有的擔心、憂慮都漸漸地流走.
看見你自己成為一個強壯、喜悅、快樂的存有, 看見你自己享受所有的人類, 也
領悟每個人的偉大, 也領悟所有人不管屬於什麼種族、宗教或膚色, 但他們內在
擁有的東西跟你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是造物主
造物主的完美孩子,
每個人在偉大的生命
生命
造物主
之海中都是同等重要的一部分. 領悟妳與所有人的手足情誼, 並為這個事實歡慶
之海
如果你願意持續這個練習, 讓它成為你意識的一部分, 讓你的意志成為一波巨浪
席捲所有的善念, 只允許善念停留在意識裡內, 如果你願意這麼練習, 讓這些知
識在你的心中生根, 你將成為一個強壯、健康、閃耀的宇宙之子, 你將知曉所有
受造的人類皆為平等.
現在, 爾等接收這偉大的光
光, 宇宙的治療能量, 讓它帶給你益處, 也帶給所有人
益處.
現在, 爾等同時接收我們兄弟會
兄弟會(
兄弟會 Brotherhood)的祝福、愛與理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在和平中去吧.
***
1962 年, 七月 5 日, 星期四
平安與汝同在, 我的朋友, 我是 Anthon.
摯愛的朋友們, 我們在這個時期與你們通訊, 嘗試將真理與幫助成長的技巧帶給
你們. 我們也將攸關你們文明的問題與解答告訴你們. 我們試圖以許多方式向你
45

們指出一些明顯 卻為大多數人忽略的事情.
我們發現許多人似乎很真誠地學習, 並且努力增進與拓寬自己的意識, 然而, 許
多人缺乏勇氣, 抱著一個升斗(bushel)遮住自己的光, 偶爾輕輕地舉起它, 讓一小
部分的光放射出去. 親愛的朋友, 當眾人如此迫切地需要服務, 想要服務人類的
實體必須丟下一己的升斗, 讓光透過自己照耀; 有勇氣貫徹自己的信念, 站出來
讓所有人看見.
究竟有什麼好怕的呢? 你們可能會怕這幾件事:
沒面子, 遭受批評與反對, 被貼標籤.
摯愛者, 今日何者更為重要? 是為了害怕而保留真相, 或者促成地球文明參與宇
宙的兄弟會, 於是所有人都活在和平、愛、理解之中?
是保全面子, 或是促使人群學習自我的真相, 發現人的真實本質?
我們真誠地希望人類文明, 在這次的進化過程中, 得以安全地通過門檻 進入一
個新的生命概念, 掙扎與混亂都不復存在, 人類活在真實的和平之中, 再也無須
掙扎地求生存, 而是知曉生命的真實精華.
如此偉大的東西等待著人類文明, 只要人類能夠跨過這個門檻, 人類將獲得他們
現在無法想像的偉大與高貴.
我直接問所有尋求真理與理解的人: 為了這個目標, 難道不值得你們去奮鬥, 付
出一切努力, 做出一切犧牲?
親愛的, 願你們每個人都獲致偉大的成功, 願你們每個人都在服務中展現偉大的
勇氣, 願你們努力帶領這個文明跨越門檻.
平安與汝同在, 我的朋友, 平安, 平安, 平安.
在和平中去吧.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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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魂超拔

Source: www.nsf.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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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人若渴望追求原汁原味 100%的 Q’uo 演說, 請前往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2000/2000_0116.aspx

週日冥想
2000 年一月 16 日
小組問題:
小組問題
本週的問題是關於神魂超拔(rapture)的概念. Q’uo 能否給予我們神魂超拔相關的
資訊? 有些人說, 進入神魂超拔過程的人將無須經歷死亡過程, 我們想問 Q’uo
對這點有何看法, 以及 Q’uo 覺得神魂超拔對於我們的靈性旅程有何價值?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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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造物主
造物主的服務中, 我們存在.
造物主
此時, 容我們感謝每一位加入這個尋求圈的實體.
我們覺察你們每一位熱切地渴望尋求真理, 這是給我們的一個偉大祝福, 因為接
收呼叫並同你們說話是我們此時的服務.
所以這類的會議允許我們去服務, 我們對這個機會至為感激. 一如往常, 我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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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每一位考量我們說的話, 保留在妳心中響起真實鈴聲的部分, 將其他部分全部
拋棄, 因為我們不想要成為任何人的絆腳石.
你們的小組問題是關於所謂的神魂超拔, 其他人曾稱之為羽化升天(ascension), 如
同我們經常碰到的狀況, 我們發現必須從該問題倒退一些, 確立一個比較基礎或
基本的姿勢.
我們要問你們每個人: “妳今天想了什麼? 什麼東西盤據妳的心智? 什麼東西使
你充滿了希望或恐懼? 妳今天關心什麼?”
你們每個人都是具有獨一無二特徵的創造物, 同時 你們每個人都是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那純粹無扭曲的愛位於你們存有的真正核心之中; 它即是偉大的起初思維
思維,
思維 一切
萬物由祂
祂創造, 同時 祂恆常地流動穿過所有的受造物.
那麼, 你們每個人都是造物主
造物主的一部分,
同時你們也選擇在幻象中顯化一個人格
造物主
軀殼與一具肉體; 顯化的特性就是產生扭曲, 不可能沒有扭曲, 因為扭曲即是空
間與時間的真實特性.
你們內在有份渴慕去追尋絕對的純度、絕對的真理、絕對的愛. 當你移動穿越
許多經驗、許多人生、許多密度、許多世界, 是那無扭曲的愛始終吸引你不斷
向前, 越來越靠近一切萬有的源頭與終點.
你們可以將自己視為造物主
造物主的一個扭曲(
distorted)版本, 你們每個人以獨特與迷人
造物主
的方式扭曲, 在投胎之前, 你們已選擇此生的天賦與限制, 特別是容易造成摩擦
與產生觸媒的人際關係, 你經驗盛開、間斷、失敗等階段, 提煉其中的精華. 在
這個人生旅途中, 你們每位都有許多工具可茲取用, 然而, 總是獨自使用.
其中一個工具叫做想像.
當你尋求真理, 當你尋求實相的本質, 你快速地移動進入深邃心智的未知水域;
深邃心智的思考方式與顯意識心智不同, 對於顯意識心智、知性心智來說, 邏輯
工具是有用且有益的. 然而, 就靈性議題而言, 邏輯與推論通常不會使得圖像更
清晰, 甚至將其輪廓弄得更模糊.
那麼, 當心智嘗試思考靈性議題時, 它可以汲取神話的資源做為一種輔助.
當我們說神話系統, 我們意指的是整個宗教、哲學及宇宙學的範疇, 不管它們是
所謂的[一般社會公認的]正統學說 或 非正統、古怪的學說.
不管這個世界怎麼看待任何特定的神話、宗教、哲學系統, 那都無所謂.
重要的是何種思想結構可以吸引並喚醒一個人的內在渴望.
當一個神話系統深深地吸引該尋求者的注意力, 那麼他就會知道這裡是肥沃的
土地, 他可以在這上頭探究與沉思好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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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個特殊的願景或思想持續吸引心與意, 那麼 這正是該尋求者需要去注視
與思考的東西, 因為每一位尋求者受到吸引的思想結構將幫助他思考神性、奉
獻與服務. 此即是人心與深邃心智的特質, 它是一個無法以任何方式被預測的過
程, 它是一個充滿驚奇的過程.
你今天以心與意醞釀的思想過一段時間將會逐漸造成改變—我們在尋找一個恰
當的字彙上有點困難.
我們將鸚鵡螺的圖像顯現給這個器皿看. 鸚鵡螺的外殼每年隨著裡頭的生物成
長, 逐漸形成一個美麗捲曲、恆常增廣的號角. 思考靈性議題的過程也是如此,
將那些感覺與經驗安置在人格軀殼中, 接著以螺旋的方式環繞移動, 於是你重複
地觸及相同的題材, 卻每一次發現全新的思想途徑.
所以 你看, 工作神話系統是一件極為有幫助的事. 有史以來, 受到啟發的實體
們嘗試以自己獨特有趣的方式去分享其願景, 其中一幅圖像即是神魂超拔或羽
化升天.
以我們的淺見, 在你們星球上, 靈性進化主要是形而上的過程, 並非物理過程.
我們絕非暗示這顆星球此時沒有面臨分娩的困難, 確實, 你們的星球正在經歷畢
業典禮, 即將誕生一個新的紀元, 進入一個充滿更多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之光的密
造物者
度.
許多來源曾暗示如果有需要的話, 行星地球本身將改變其磁極性, 接著如同一隻
狗甩掉身上的跳蚤一般, 甩掉它上頭所有的生物.
的確, 許多流浪者首先來到這個特殊的星球的原因為透過自身形塑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的無限愛與光, 然後投射進入地球
地球平面, 創造一個光之網絡以減輕與緩和地球現
地球
正體驗的地殼苦痛(壓力). 我們認為這個計畫雖然沒有完美地運作, 卻達到足夠
的臨界質量, 允許你們星球的苦痛分散為許多個小規模的災難, 從而允許你們星
球上大多數人繼續享受這個幻象.
無論如何, 有另一種畢業典禮正在你們人群當中進行, 就我們的看法, 神魂超拔
或羽化升天是一種描述方式, 描述我們曾提及的光之階梯.
當一個人肉身死亡後, 該靈魂與高我
高我一起回顧此生, 考量該學習過程的進展, 以
高我
及下次學習過程的焦點. 當這個回顧過程完成後, 該靈魂適應環境之後來到某種
樓梯前, 從下到上的每一個階梯代表越來越密集的光度. 在這個過程中, 人靈單
純地向上走, 直到他抵達一個頂點, 即在安定狀態下能接收到最大光度.
這個頂點可能位於第三密度、或第四密度、或更高的密度.
與其說有一個裁判在測量人靈的成績, 不如說這是一個單純的事件, 每個人靈自
己發現下一次展開學習的最佳位置.
現在, 我們轉回神魂超拔的問題, 針對這個主題的著作幾千年以來已令許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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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尋求者著迷. 我們的看法是: 這類的著作採用一個創意與有益的方式去看待肉
體的死亡. 在一個表面的世界中, 肉體的死亡即是一切的終點, 塵與土的起初與
終末. 然而, 肉身內的人靈反抗死亡的限制, 它說: “一定還有更多, 我當然不會
被武斷的肉身耗盡所阻止.”
我們發覺你們渴望複雜的事物, 因此我們幾乎不可能完整地涵蓋這個主題.
我們的訊息一直朝向單純化, 我們感覺你們每個人的心中都蘊含所有你需要知
道的東西, 它被安全地隱藏在你的骨骼與肌肉組織之中. 對我們來說, 你是一個
振動, 你是愛, 當我們凝視著你, 我們看見愛的反射.
對我們來說, 每個實體都早已上升. 對我們來說, 你的能量早已是完美的.
我們鼓勵你們每個人以任何有益的方式尋求, 一如往常, 我們鼓勵冥想.
單純地點燃蠟燭, 坐在蠟燭旁邊, 如果你持續地做這件事, 它將是一個改變生命
的習慣.
最重要的, 我們鼓勵你們相信你自己對的感覺, 因為一個激勵你的東西或許不會
激勵他人, 但那沒關係. 不管是什麼東西感動你去思考你是誰, 你為何在這裡
又要往哪裡去, 我們都大大地贊同.
因為每一個實體都無可避免地、孤單地從事內在的尋求; 所以盡可能地給予彼
此支持與理解; 或當有人詢問你, 分享你誠實的情感與意見, 或只是單純地對陌
生人微笑, 或在從事日常勞務時 與他人互動.
我們享受與你們這類的團體調和在一起, 看見你們所有渴望與希望的顏色, 你們
的野心與恐懼;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愛你, 我們認為你們每一位都是我們
的朋友.
此時, 我們將轉移這次的通訊權給 Jim 實體. 我們在感謝、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
皿, 我們是 Q’uo 群體.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在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很榮幸提供自己去談論你們任何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一個詢問?
P: 我有幾個問題. 上癮是我人生道路的一部分; 有些人說如果你不照他們的方
式做事, 你就無法抵達目的地; 人間有各種的癮頭: 食物、金錢、購物、工作、
性愛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除非我克服上癮的問題, 我無法去幫助
任何人. 我相信神魂超拔, 我想要經歷這個過程, 接著在適當時機回來幫助他人.
這是問題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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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Q’uo, 我們仔細地聆聽你提供的東西, 我們沒有發現一個清晰的詢問. 能否
請你重新發問?
P: 我是說世上有許多條道路, 每個人必須走自己的道路. 有些人不理解這點, 於
是批判那些跟自己走不同路的實體. 這些人困擾著我, 因為我喜歡他們, 對他們
敞開心胸, 同他們分享我的靈魂; 然後他們發現關於我的某些事, 令我受傷與沮
喪, 但我感覺那些癮頭仍是我道路的一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 我在這本聖經上放了三個護身符要送給兩個朋友, 我在想你能否
為它們充能, 好讓它們協助護身符未來的擁有者打開心輪?
我是 Q’uo, 我們感激你提供給我們的問題. 我們至為高興地將治療的振動增添
給這些護身符. 我們祝福每一個護身符並將愛與接納的感覺授與這些物體; 如你
先前所說, 那些嚴厲批評你的人們有點欠缺這種感覺.
我們同意每個實體的道路都是獨特的; 不管這條路是否配備你所謂的上癮都無
關緊要, 因為每個實體都會以對他有意義的方式開創自己的旅途. 第三密度幻象
的旅途全都籠罩在奧秘之中, 你們來自奧秘, 你們也將返回奧秘之中.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超越所有的理解, 同時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滿滿地存在於每個實體之中,
造物者
造物者
雖然為了特定的目標與時段, 人們穿上偽裝的外衣; 到了特定時間, 這件偽裝的
外衣將被丟棄, 每個實體終將再次返回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完整領悟與經驗之中;
因每
造物者
個實體都是如此受造, 毫無例外.
我們覺察每個實體都有一些特質可能被自我與他人接受或排斥; 而這個幻象的
偉大課程即是帶著開放的心去愛, 無條件地去接納...
[錄音帶翻面]
我是 Q’uo, 再次回到這個器皿當中. 我們對於延遲與停頓感到抱歉, 那是為了讓
在場的各位重新加入這個尋求圈.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Carla: 我注意到最近家中的電腦很奇怪, 這個禮拜, 雖然我找到一個資料庫卻無
法開啟它; 我檢視我的經驗並未發現任何超心靈致意的元素. 這似乎只是一個人
在工作期間經常會碰到的小故障; 但我想問你是否有任何洞見, 因為我真的想要
以最佳狀況來工作這本書*.
(*譯註: 依照時間推算, 這本書應該是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
流浪者手冊 )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在這方面, 我們認為困難的起源單純地是裡頭的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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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bugs). 我們稱許你在這方面的耐心. 因為從事你剛才提及的工作需要特定程
度的溫柔, 加上毅力的平衡, 它們將護送妳度過任何困難.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Carla: 目前有兩件事正在發生: 首先, 我極度地滿足擁有更少東西. 第二, 我感
受的喜悅與至福(bliss)來自於更少東西: 做雜務, 在花園清理雜草, 在廚房裡煮菜,
就是做一些平常的事情. 這些小事似乎包含我能在這個世界找到的所有真理、
美好、學識. 就你在第三密度的經驗, 這是不是一個典型的進展, 那就是人間的
至福並非來自越來越遠的地方, 而是來自越來越近的地方?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的確, 我們發現這陳述是真的, 不只適用於你們第
三密度的幻象, 也適用於所有後繼的幻象. 因為每個經驗的真實財寶是位於經驗
者的心中. 對於那些對造物主
造物主敞開心胸的實體們, 完整與完美的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就在
造物主
造物者
每一個片刻、每一個微小經驗當中.
然後這滿滿的愛與合一澆灌進入當下, 直到此刻本身成為完整與完美的, 存有的
真實財寶受到賞識.
我的姊妹, 是否還有其他的詢問?
Carla: 沒有, 非常感謝你.
我是 Q’uo, 我們再次感謝妳.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P: 我想要知道關於孟德柏集合
孟德柏集合(
孟德柏集合 Mandelbrot Set*)的知識, 科學家最早在 1981 年發
現這個集合. 我曾看過相關的影片與圖像, 簡直令我目瞪口呆. 它是一個無限的
數學公式, 可以創造一連串的圖像. 科學家似乎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 我感覺它
就是每個人在尋找的統一場, 它是宇宙創生的方式, 一種藍圖. 你對於這個主題
有何洞見, 這個公式對我們有何意義?
(*譯註, 推薦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_GBwuYuOOs )

我是 Q’uo, 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在這個幻象中, 想要完整地解釋孟德柏集合
孟德柏集合
是不可能的, 容我們說, 這裡頭有太多東西超越理解.
但就你對這個現象的理解的要點而言, 我們同意這個公式不過是呈現太一造物
造物
之完美性的另一個範例, 對於首次窺見幻象邊緣外的人而言, 這個完美性開始變
得明顯.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在一次無限的行動中重製祂
祂自己, 祂的大能在這類的數學表
造物者
達中僅僅顯露一點端倪.
還有遠為壯麗的奇觀存在著, 不只對能夠理解的頭腦開放, 也對敞開的心[沉浸
在無所不在之太一
太一的充分理解與接納之中]
開放.
太一
52

我的兄弟, 是否還有其他的詢問?
P: 神魂超拔的事件是否即將發生?
我是 Q’uo, 我們不想冒犯任何人的自由意志, 我們無法回答這個是非題.
此時, 是否還有其他的詢問?
P: 沒有了, 非常謝謝你.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是否有最後一個詢問?
Carla: 只是一時興起, 我想問 Q’uo 原則中的 Latwii 部分在這些日子是否注視我
們內在層面的任何特定顏色?
我是 Q’uo, 姊妹, 我覺察妳的詢問. 社會記憶複合體 Latwii 正忙著研究通訊的
各種品質, 位於你們光譜的藍色範圍. 在這個時候, 如同所有的地球人, 這個群
體需要一個對該顏色的定義; 因為清晰的通訊可以消化許多催化劑[容我們這麼說].
這裡需要很多以心傳心的話語, 於是, 所有能量中心的開啟與平衡可以協助打開
心輪能量.
此時, 我們感謝每一位邀請我們加入尋求圈的朋友, 這是我們最大的榮耀. 我們
提醒每一位: 我們樂於加入你的私人冥想, 我們不會講話, 而是深化妳的冥想,
允許心智更多的靜默, 心輪更多的敞開.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一如往常,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
造物者
無以言喻的光中離開各位.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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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二十八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七月 20 日, 星期五
傍晚好, 我的朋友, 我是 Yom.
再次來到你們當中真好.
有了你們的許可之後, 今晚 我想要對你們說一些人類文明比較明亮的一面.
一旦你們跨過門檻, 穿越人類文明的危機點, 那麼 等待你們與子子孫孫的東西
將超越你們的設想. 屆時, 你們將能夠從事宇宙旅行, 探訪其他的行星, 獲得那
些科學先進種族的知識.
你將發現你們的物質科學大幅進步, 人類將擁有大量時間去旅行、學習, 你們將
不再需要每天工作許多小時, 你們的工廠的機器將可憑藉思想操作; 當人類渴望
更多靈性理解、更多自我知識、人際關係與造物主
造物主的知識,
人類將抵達一個新的
造物主
境界, 他的閒暇時間可以用來獲得更偉大的知識與智慧. 人類將不再需要汗流浹
背地工作.
當人類的智慧進步, 更知曉宇宙法則, 他能夠移動到越來越遠的地方, 進入新的
領域, 進入生命的新階段, 因為宇宙有許多許多生命的階段位於彼方, 你們的聖
聖
父的家園中, 有許多棟宅院.” 比喻而言, 當人類不斷地進化, 他將
經記載: “在我父
恆常地向前進, 遷入越來越壯麗的宅院.
當你們進入新時代
新時代,
新時代 將會誕生新的學習方式. 你們目前的教育系統耗費大量時間
在教導上, 孩子平均需要 20 年或更久時間學習以獲得碩士學位. 在新時代
新時代,
新時代 只
需要大約 5 年! 人類可以在很短的時間獲得大量的學識, 這是不是很棒?
還有許多好事將來到, 你們將學會消弭所有的病痛、傳染病; 苦難將成為一種古
蹟. 這是不是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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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你是否意指未來的人類世代?
的確是.
發問者: 他們是否有能力將這份知識用在好的地方?
一旦他們穿過危機點, 他們將明白, 他們將領悟所有人的合一狀態, 每個人與
造物主、宇宙的合一狀態. 接著他們將獲得巨大能量的知識, 這股能量比核子能
造物主
還龐大, 核子能將成為過時的東西.
你們將發現更有適應力、更有彈性、更便宜的能量.
你們將從天空、陽光等媒介汲取能量, 你們將發現遍佈在大氣層中的原力線.
你們的家庭將不會有灰塵, 你們將發明新裝置可消除所有灰塵, 你們的家庭主婦
不再需要抹布到處清理灰塵.
你們將發明純粹能量構成的窗戶—不是玻璃窗—沒有空氣可以穿過這窗戶, 你
卻可以將手推出窗戶之外; 你們還可以控制外面冷熱空氣進來的比例與分量.
發問者: 食物方面怎麼樣?
食物將變成一個十分次要的問題, 你們將需要一些食物, 但你們將發現各種能量
取代許多種食物補充身體所需.
同時, 當你們文明成長, 獲得更多的知識與理解, 肉體本身將精鍊與改變. 你們
許多的器官很可能消失, 其他新的器官將出現, 因為大自然
大自然會自我適應與改變.
大自然
我想談論這些事很有趣, 但我想說生命是永恆的, 你可以拋棄這個身體, 接著為
自己創造另一個身體. 所以你們無需憂慮自己不能享受這些新事物.
發問者: 屆時, 我們能否再生現有的身體?
喔, 是的, 這可以辦到. 但有時候, 你知道的, 我們喜歡變換身體, 我們對於這具
身體感到厭倦, 我們就想要獲得一具新的身體模型.
發問者: Yom, 你曾告訴我們你曾活在現有的身體超過 200 年, 我們是否也可以
學習如此長時間使用我們的身體?
一旦你理解靈性與肉體的關係, 就沒有東西會耗損肉體. 肉體會耗損是因為我們
濫用它, 以及我們以為它將會耗損. 我們必須恰當地思考— 我從未思考它會耗
損, 我只把它想成一個執行工作的載具, 當我結束此生的工作, 我將拋下它,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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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狀況仍然跟新的一樣.
現在, 我的朋友, 我很高興與你共度這段時光. 我感激你們的接納, 這是我的喜
樂與特權. 願你們每個人在尋找理解的過程中快速地進展, 願你們每個人能夠成
為一道偉大的光, 將你們文明帶入新時代
新時代, 一個理解的新紀元.
新時代
在和平中前進, 我的朋友.
***
1962 年, 七月 26 日, 星期四
平安, 我摯愛的朋友.
經文上寫著: “和平締造者有福了.” 若你們允許, 我想在這句話上頭耽擱一陣子,
因為你們人群似乎認為和平締造者指的是一個到處奔走, 嘗試在不和的兩造[群
體或國家]之間締造和解.
但, 摯愛的朋友, 真正的和平締造者首先是在他存有的內在確立和平, 接著透過
他自身的存在, 成為一位和平締造者. 因為他的內在有和平, 他散發大光明感染
四周, 於是所有接觸他的人都大受影響, 他們的和平水平都得到增長. 你看, 他
無須說一個字即可示現和平. 任何認識他的人都會渴望在內心確立和平, 開始長
養內在的和平; 那麼他即是一位真正的和平締造者.
經文也寫著: “不要讓你的心受困擾, 也不要讓它害怕, 看啊, 我是(I
我是 AM)永遠與
你同在.”
親愛的朋友, 這句話被地球人大大地誤解. 偉大上師們曾說過許多話語, 嘗試幫
助你們星球, 結果人們常以字面意思來解讀.
上師們經常用的我是
我是,
我是 人們以為是個人的我是, 這並非他們的意思.
上師在世的日子, 有些人懂得這個詞彙的意涵, 但後來接手的老師不懂, 於是在
黑暗中教導人群.
我確定在座諸位都清楚地理解我是
我是,
它即是你們內在的創造源頭— 你們許
我是 知道它
多人提到的上帝
上帝. 此即是你們真實的本質, 每一個行走在地球上的人都是潛在的
上帝
上帝,
我是的真實理解,
他將是一位真正的造物者
造物者.
上帝 一旦他的內在確立對於我是
我是
造物者
你們對於這些事有一些理解, 可以去幫助許多人. 你們都學到上師
上師話語的真實涵
上師
義, 每當你有機會就使用這份知識將真理的種子植入人群的心中, 好讓他們成長
朝向更大的理解. 請成為一個和平締造者, 因為人的各種喜悅沒有比這件事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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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現在, 爾等領受我們兄弟會
兄弟會的祝福、平安、愛、理解.
兄弟會
在和平中前進, 在平安中前進, 平安.
傍晚好, 我是 Yom. 我只說一點話. 關於剛才對你們講話的存有
存有,
存有 他今晚剛好來
到我這裡, 我請求他是否願意隨我前來 對你們說幾句話, 他慷慨地答應了. 就
我而言, 他是一個具備偉大理解的存有
存有, 他不屬於你們世界的領域, 他來自乙太
存有
乙太
王國, 另一個生命階段. 他很高興同你們共度這段時光. 我講完了, 我將我最深
的愛與祝福獻給你們.
祝福你們全體. 晚安.
***
1962 年, 八月 11 日, 星期六
傍晚好, 朋友們, 我是 Yom.
我的朋友, 你們生活的日子或許是你們文明中最有趣、最關鍵的時期. 你們許多
人將發現自己的偉大部分, 找到自己許多的隱藏能力. 這些人付出努力去領悟自
己是誰, 他們將能夠對於同胞提供偉大的服務.
你們都該知道, 除了自我發展以外, 你們對於身處的文明有份責任, 因為不久的
未來, 你們的文明將懸掛在一個纖細的平衡點上, 它會倒向哪一邊端看有多少人
領悟這點.
來自宇宙的各個領域, 有的生命來自其他的先進星球, 有的生命不需要行星, 他
們全都關心, 甚至為你們文明感到焦急; 他們希望人類文明可以穿過危機點, 加
入星際聯邦
聯邦,
兄弟會,
聯邦 加入偉大的兄弟會
兄弟會 於是人類可以真正地了解自己並享受生命的偉
大事物.
朋友們, 一旦地球
地球通過自我毀滅的危機點之後, 你們沒有人能夠想像有哪些偉大
地球
的事物等著你們的文明.
朋友們, 你們的確對於人類文明有一份責任, 因為你們是這個文明的一部分.
我並不是說, 妳必須到處去說服每一個人自我發展的重要性, 嘗試去說服別人必
須做這個或做那個; 而是你們文明中一般智力的人們都了解有一個大問題, 許多
人感到無望因為他們看不見問題的解答—事實上, 還有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什
麼問題; 因此在你與人群交流的時候, 妳至少可以為他們指出問題之所在以及問
題的解答.
當越來越多人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 他們的思考方式將改變, 接著所有這些人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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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成一個大規模的運動, 足以拯救一個偉大的文明.
那些已跨過門檻的幫手只能為你指出一條路, 他們只能說: “親愛的, 走這條路,
這裡有光
光, 妳願意跟隨嗎?” 我們很難不干預, 很想推你們一把, 但我們了解
地球人必須為自己做這些事, 否則他將一無所獲.
地球人
地球人今日擁有的能源若跟他即將發現的能量相比,
簡直就是玩具. 所以, 妳知
地球人
道的, 人們必須發展出偉大的理解與智慧, 學習與鄰人和睦相處, 學習知曉自我.
當一個人已經知曉自我, 他可以毫無障礙地去愛鄰人. 當我們理解自我, 我們也
就理解鄰人, 社會問題將不復存在.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很渴望發展這份理解, 在靈性上成長, 向過去一些偉大的老
師看齊— 只要你們真誠地願意付出努力, 你們可以達成這些目標.
但, 我親愛的朋友, 在你尋找真理的過程中, 不要忘記妳對於鄰人或人類文明的
責任. 要知道每個人都是這偉大整體的一部分, 請讓你們的兄弟姊妹也接收到這
理解. 你們正在接受教導, 你們必然也同時是老師.
摯愛的朋友, 我已經佔用你們不少時間, 我不想讓我的閑談煩擾你們.
很榮幸與你們共度這段時光, 我總是享受與真理尋求者相處. 我知道你們每個人
都將在尋求的道路上大步邁進, 我將我最深的祝福與愛獻給你們; 願偉大上師
上師們
上師
的祝福與平安都臨到你們頭上.
平安與妳同在, 朋友們,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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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譯者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美國愛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光研究中心
這篇譯稿經過譯者的主觀篩選與改編.
有心人若渴望追求原汁原味 100%的 Q’uo 演說, 請前往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2000/2000_0402.aspx

週日冥想
2000 年四月 2 日
小組問題:
小組問題
本週的問題與保護有關, 我們想到兩種保護方式.
第一種是我們從外在祈請的保護, 好比天使的保護、耶穌
耶穌的保護
、聖者的保護, 或
耶穌
任何你覺得有幫助的內在次元的指引或能量.
我們也想要 Q’uo 談論另一種保護, 該類保護來自於一個人的生活方式, 聚焦在
存有與服務他人.
Ra 曾說”結出果實是一個受到保護的活動”, 這句話是否暗示一個人拒絕去懼怕
任何可能令他需要保護的東西?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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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
造物者
致意, 在造物主
造物主的服務中, 我們存在.
造物主
能夠加入這場集會, 我們無法充分表達我們的愉悅. 感謝呼叫我們來此的每一位
成員, 我們也趁這個時候提醒你們, 我們並非凌駕於妳的權威, 我們有的只是基
於我們經驗產生的意見與想法, 我們樂於與你們分享, 因為這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對造物主
造物主的服務, 那就是同那些尋求這類資訊的實體通訊.
造物主
無論如何, 我們請求你們辨別我們說的每一件事, 因為只有妳才能感覺你自己的
真理之共振. 如果在你的心中對於我們的想法沒有扎實的共振感覺, 我們請求妳
將它丟掉後頭, 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分享, 而非告知. 我們同你們一樣, 都是同一
道路的學生, 這條道路呼喚我們全體朝向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奧秘與完整前進.
造物者
你們今天問到保護, 我們選擇從所謂的外在源頭之保護開始討論起.
呼求一位強力幫手的習俗由來已久, 人類從遠古時期就相信外面有許多的強力
幫手. 妳必須看見這是你們密度的特性: 你無可避免地, 在此生一次又一次地想
要呼求其他實體的幫助. 因為整個第三密度的目標即是社會生活, 學習去給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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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愛, 學習親切地給予並接受必須的鼓勵與支持.
舉例而言, 這個器皿在調頻過程中習慣呼叫大天使與所有地球的天使, 這個器皿
請求他們來臨並成為工作集會的一部分, 請求他們協助保護該器皿、通訊本身、
在尋求圈的每個人、集會的場所、與周圍環境.
容我們說, 一個實體呼求他崇敬的理想存有與精華是有效用的. 呼求幫助如同任
何祈禱可於內在次元中設置一股原動力. 我們將特定的憂慮也納入這個類別, 當
一個人重複地憂慮某件事, 如果這些憂慮能夠加入更多的祈禱, 這些憂慮即轉變
為一個有效用的呼求.
無論如何, 妳或許已經注意到, 以這種方式請求保護是將危險視為”外來的”, 而
這個對抗危險的保護同樣是”外來的”; 也就是說, 它們都位於一個人的肉體、思
想、感覺與靈性之外.
結果是, 這類的請求幫助有其自然的極限. 祈求保護的有效性與祈禱者的態度有
關, 如果祈禱者對於呼求幫助這件事沒有什麼信心, 那麼 保護的效用將大打折
扣. 所以, 在尋求外在來源的幫助這方面, 信心(faith)機制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現在, 我們來注視一個拒絕外在幫助的覺醒實體之態度; 我們想要注視你們熟悉
的耶穌
耶穌老師的某些作為.
耶穌
耶穌實體非常覺察跟請求保護相關的議題. 經文上記載耶穌
耶穌實體曾在沙漠中度
耶穌
耶穌
過四十晝夜, 在此期間, 耶穌實體禁食並受到誘惑.
其中一個誘惑是負面實體對
耶穌
他說: “向前走, 將你自己扔下懸崖, 天使必會接住你, 不讓你有絲毫損傷.”
耶穌留在原地不動.
耶穌
那個聲音接著說: “你餓了, 從石頭中變出麵包吧.”
耶穌吃蝗蟲果腹, 還是餓得要死.
耶穌
這個實體領悟到他無須外在的保護, 因為他沒有什麼好怕的.
對於一個新接觸耶穌
耶穌故事的讀者,
他可能感到納悶, 很想知道當一個人沒有食
耶穌
物、沒有住所、沒有舒適環境, 卻拒絕任何援助, 這其中的關鍵點是什麼?
對於耶穌
耶穌來說,
唯一必須的東西就是知曉他與天父
天父為一體.
耶穌
天父
在沙漠中, 沒有東西可吃, 他與天父
天父為一.
天父
在肉身死亡的過程, 他與天父
天父為一; 接著他再一次於聖靈與真理中, 與天父
天父合一.
天父
天父
在任何人類的處境中, 他都能夠與天父
天父合一.
天父
耶穌將這個價值置於一切之上,
那就是全然地相信—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底下的萬
耶穌
造物者
事萬物皆為一體.
在這個理解中有一把偉大的鑰匙, 只要一個實體持續地住在至聖所, 與至高者
至高者、
至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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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上主(
造物主、理則
其他所有事物自然會明朗化; 其他事
全能上主 El Shaddai)、造物主
造物主 理則同在,
理則
物包括限制、困難、疾病、死亡等.
我們並不是說無懼或信心可以保護一個人免於健康衰退或肉身自然的終結.
不管怎樣, 讓我們繼續注視耶穌
耶穌-基督
如果曾經有人拒絕外在保護,
耶穌 基督的態度吧,
基督
耶穌就算是一個.
耶穌
在耶穌
耶穌的末後日子,
耶穌知道這是他活在地球
地球上的最後幾天.
耶穌
耶穌
地球
一天晚上, 在晚餐過後, 耶穌導師深情地請求學生陪伴他到一個地方一起禱告,
耶穌
因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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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害怕, 如同任何一個正盛開生命之花、年輕、強壯、精力充沛的人[都會有同樣的
反應].

他並不希望躺在祭壇上如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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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壇上. 他希望教導, 希望分享與愛他所有的親友與學生.
但造物主
造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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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造物主
最後一次 他在祈禱中說: "喔 天父
天父, 拜託, 如果有一點可能性, 不要讓這件事發
生, 讓我不必要做這件事." 答案是 "不." 在三次禱告期間, 他環看四周, 看看有
沒有任何人與他一起祈禱, 三次他都發現所有的學生都睡了, 他必須毫無保護、
毫無防衛地, 獨自面臨這個時刻.
當關鍵的時刻到來, 這個小避難所瞬間湧入許多士兵, 他的學生彈跳起來要保護
耶穌. 但耶穌
耶穌搖搖頭說: “不要, 放下你們的刀劍, 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不
耶穌
耶穌
要打架, 拜託.”
他立刻將自己交給統治當局, 自願地、犧牲地走向他的最終命運. 在接下來的二
十四個小時期間, 他內心必然有過上千次的誘惑, 告訴他起來防衛自己, 呼求強
大的朋友或天父
天父或天使群, 但他從未如此祈禱: “把我救出這裡!”
天父
耶穌太忙於觀察另一個付出愛的機會.
當他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在他最悲慘的
耶穌
時候, 他持續尋找各種展現愛的小方式. 他看見母親, 於是建議他的一個門徒照
顧她; 建議母親照顧他的門徒. 耶穌
耶穌為那些謀殺他的人祈禱, 請求天父
天父原諒他們.
天父
沒有任何藉口, 沒有憤怒. 只想再多找一種方式獻出愛.
行刑當天另外有兩個罪犯掛在十字架上, 其中一個小偷嘲弄耶穌
耶穌,
耶穌 另一個罪犯斥
責那個小偷並對耶穌
耶穌說:
“很抱歉發生這種事. 我想知道, 如果你成功抵達天國,
耶穌
你可願帶我一起走?”
耶穌說: “今天你將與我同在樂園
樂園.”
耶穌
樂園
任何聽到這個故事的人確切地知道兩件事: 耶穌-基督
耶穌 基督愛過.
基督
那個請求的罪犯在那一日進入樂園
樂園.
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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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如何將如此強烈與純粹的愛帶入你的生命, 如何請求這樣的愛去除你所有
的恐懼? 我們不知道, 因為每個實體的人生禮物、人生境遇與功課都不相同, 這
些東西大大地形塑你人生的韻律節奏.
的確, 我們每個人在投胎之前都為自己設計一個議程, 它關乎需要平衡的關係,
以及學習如何做出巧妙的選擇.
我們曾說, 你們的第三密度是一個社交的密度, 你們來到這裡是學習去給出愛與
接受愛. 但你會感到驚訝, 通常給予愛並不困難, 接受愛才是困難的, 向愛
愛臣服
是如此、非常地艱難.
我們知道這點, 因為我們曾經歷許多許多的經驗, 但我們仍然有一層纖細的分離
薄膜分隔我們與前方的目標. 我們尚未看見所有事物皆為一, 所有表達皆為一,
甚至最可怕與負面的表達也是愛的一個變貌.
不過, 我們發現如果我們能夠移動進入那種覺察, 看見所有靈魂、所有行為都是
愛的變貌, 那麼 即使對方採取負面的行動, 我們能夠持續敞開心胸並允許無限
造物者的愛流過我們, 接著流向對方.
造物者
從人類的觀點, 不管一個負面行動看起來有多麼地會晦暗, 當我們的覺察提升到
某種水平, 將所有實體都看為純淨的靈魂, 我們就有能力去領悟一切真的為一,
一切都真的很好, 一切都將是好的.
上述的”很好”跟世俗認為的”很好”是否意義相同? 當然不是!
靈性觀點的”很好”包括限制、困難、疾病或死亡.
這是一個物質的密度, 它不是永恆的. 你自己有一部分是肉身, 它在此生結束後
就不會存在, 它有充分的權利去害怕死亡.
在這裡, 你需要信心的跳躍, 縱身跳入絕對的未知.
沒有人可以在這件事上頭作弊, 沒有人知道當你跳入半空中, 降落傘是否一定會
打開, 信心就如同跳傘; 因為信心就是看到一個極為需要保護的情況, 又看不見
任何人為求助的途徑, 單純地說: “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將是好的.”
我們向你保證, 在所有你能祈求的保護中, 信心是最強大的保護.
那麼, 這個信心從何而來?
關鍵在於你, 具備人類與靈性雙重身分, 你站穩腳根對自己說: “我就在這裡, 聆
聽我, 我是真實的. 我不是那個被生出來的肉身, 當我的肉身死亡 我也不會消
失. 我是永恆的公民, 我遵循一個更高的法則, 我遵循一條更高的道路、遵行更
高的真理與更高的生命.”
當你找出你願意為之而死、為之而活的理想或概念, 你就有勇氣跳入空中, 同時
說著: “我憑信心做這件事, 我憑信心而活, 它不是言語, 不是舉止, 不是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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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智慧, 不是邏輯; 我將憑信心活下去.”
正在說話中的這個器皿, 她曾經走到生與死的十字路口, 由於各種頑強的疾病,
她充分覺察自己命如游絲, 在這個危急情況下, 這個器皿的反應是高舉兩段話.
第一段話來自她鍾愛的聖
聖.保羅
保羅,
保羅 那是一段漫長的經文 描述流血受傷卻不低頭,
遭逢困難卻昂首向上, 以及那些疼痛與苦惱[該器皿正在經歷的東西].
另一段話很簡單, 她改寫星際爭霸戰
星際爭霸戰(Star Trek)電視劇的開場白*, 這個器皿辛苦地
星際爭霸戰
寫下這句話: “信心, 人類的終極邊疆”, 接著把它放在醒目的地方 好讓她可以分
分秒秒都看見它. 因為她知道唯有信心可以延長她在世的時間.
(*譯註: 科幻迷對這句話應耳熟能詳: 太空, 人類的終極邊疆!)
當這個器皿走過一個又一個的緊急狀況, 度過一個又一個艱辛的復健過程, 她始
終記得這句暗語: 信心, 人類的終極邊疆. 確實, 這句暗語能夠打開每一扇門,
平息每一種恐懼, 安撫每一種焦慮. 但關鍵原因是該器皿進入的心智狀態: 她不
在乎任何事, 除了一直記住這句暗語.
就我們的認知, 信心的態度是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通往最高的生命、工作、成果
的保護, 不管你位於肉身之內或之外, 它都是有效的. 信心是一個價值與資產,
它在第三密度特別地強力, 因為它無法在此獲得證明.
你沒有辦法與某人坐下來, 接著辨證信心.
你沒有方法去證明信心, 你也無法與某人辯論 使他擁有信心.
信心沒有理由或根據.
然而, 就我們的理解, 這就是造物運作的方式.
對於那些擁有信心, 在信心中向前進的人, 宇宙是敞開的, 他們的腳步將越來越
自由, 持續移動穿越愛的密度、光的密度、以及合一的密度.
現在, 你要如何去建築自己的信心?
我們對妳建議三件事:
首先, 我們建議聚焦在愛
愛上頭. 這個器皿喜歡說: “這個時刻之中有愛, 它在哪
裡?” 這個器皿並未精確地引用 Ra 的話語, 但這個觀念是重要的. 在所有的關係
之中, 都有一條更充滿愛的途徑. 我們鼓勵每個人花時間去思考, 清晰地看見與
愛的途徑合作之方式.
這不必然是個容易的選擇, 因為一個人在投胎前選擇的人際關係通常不見得是
愉快或友好的, 反而很可能是令人憤怒與惱火的, 因為正是透過這些摩擦與火氣,
你的人格得到淬鍊與精煉.
妳的人生將會有一段測試時期, 妳將學習做出更有技巧的選擇, 並且與此刻蘊含
的愛
愛合作, 而非防衛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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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增進信心的協助是冥想.
你們都注意到, 我們不曾錯過任何機會鼓勵尋求者冥想、祈禱、讚美與感恩.
這些強有力的技巧可以調整心智與心輪的振動, 並且有累積效應.
當你第一次選擇進入寂靜, 或 第一次嘗試真誠地、深入地與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對話,
成
造物者
果似乎並不明顯. 但如果你持續這麼做, 一次又一次地進入寂靜, 該寂靜將擴展
與照亮, 接著成為神聖中之神聖, 妳在其中與造物主
造物主坐在一起.
確實, 造物主早
造物主
造物主
已坐在你的心中之心裡頭, 等待妳的到來並加入祂
祂.
第三個增強信心的面向是正確地使用意志. 的確, 信心與意志並肩同行, 我們鼓
勵你們每個人恆常地增加妳對意志的尊重; 因為是妳的意志決定你將渴望什麼,
如何渴望, 以及你將多強烈地去追尋它. 我們鼓勵你們每個人去琢磨與淨化你的
渴望. 總是問自己: “我是誰? 我的渴望是什麼? 我的最深自我與最深渴望是什
麼?” 因為當你越多地知曉自己, 你就越能夠接納與寬恕自己; 於是負面導向的
實體們越無法絆倒妳、令你失去平衡.
在你運用意志之前, 在你決定以意志去實踐渴望之前, 我們鼓勵每個人仔細謹慎
地注視妳的渴望, 看看它是否與愛的法則調和? 看看它是否冒犯他人的自由意
志? 當你設定意志去完成渴望之前, 要十分確定你正在跟隨愛, 妳的渴望真的是
一個充滿愛的渴望.
關於保護的主題,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個器皿正在鼓勵我們做收尾的
動作. 那麼我們很樂於在這個時候將通訊權轉移到 Jim 實體身上, 準備回答在場
各位可能有的任何問題. 我們感謝這個器皿, 並在愛與光中離開她. 我們是你們
知曉的 Q’uo 群體.
(Jim 傳訊)
我是 Q’uo, 我與這個器皿同在.
再次地, 我們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我們很榮幸地在此回覆在場各位的詢問, 請問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S: 我最近閱讀到一篇關於磁性裝置的有趣文章, 其中提到該裝置的源頭是寰宇
(universal)心智, 你可否詳述寰宇心智?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每一個實體都有個體性, 似乎有自己分
別的心智; 如果向更深處探索個人心智的根源, 將為漸次通往越來越大的累積心
智, 好比種族心智、全球心智、理則
理則的原型心智, 最終進入智能無限的領域, 你
理則
cosmic)心智.
們可能稱之為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寰宇或宇宙(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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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如果一個實體能夠有意識地移動穿過[分別顯意識與潛意識之]遺忘的罩紗, 他
最終將會來到所有心智的源頭.
S: 我與他們交談數次, 但他們沒有回覆我最近的 e-mail, 我應該在這方面有耐
心嗎?
我是 Q’uo, 我們認為耐心始終是美德, 此時是否有其他詢問?
S: 沒有, 感謝你.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是否有其他詢問?
(沒有其他詢問)
我是 Q’uo, 我們至為感激每位邀請我們出席的成員. 與你們一起走過每次的冥
想集會一直是我們的喜悅, 我們期待這類的事件.
在此時,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無以言喻的光中
造物者
離開各位. 我們是 Q’uo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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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二十九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八月 23 日, 星期四
祝福你們, 我的孩子.
當我講話的時候, 我請求你們放鬆; 讓你的心聆聽, 因為我們再次將有益的宇宙
能量帶到這裡, 如果你的身體有需要, 妳只要在心裡導引這些能量到需要治療的
區域, 妳就可以接收到很大的好處.
親愛的朋友, 今日的地球人
地球人即將面臨偉大的決定,
這個決定需要你的勇氣, 這個
地球人
決定將決定你們人類文明的未來.
在我看來, 地球人要從他最內在的存有找到真理,
接著做出決定是很困難的.
地球人
對於那些已經在尋求真理與理解的人而言, 知道正確的決定應該不難.
不過, 地球人
地球人似乎有種傾向: 當他人不同意自己, 或看不見自己看到的東西, 就
會想要令他人受苦受難.
你們國家(USA)或許是今日地球上最偉大、最強壯的國家; 你們的祖先曾為了人
類福祉成就偉大的事情, 在其他土地的人群眼中, 你們是一支先進的民族. 因此,
你們國家站在一個最好的位置, 透過以身作則, 領導地球人
地球人到達新生活的開端.
地球人
你們的國家, 擁有龐大的財富、食物、資源, 如果你們運用智慧, 或許能夠展現
地球有史以來最大程度的手足情誼. 然而, 你們人群不願意這麼做; 他們情願讓
地球
多餘的食物在垃圾桶中腐臭、發酵, 也不願去餵養飢餓頻死的人們.
摯愛的朋友, 如果我可以使用你們的詞彙, 這是一個很大的罪惡.
你們看, 當大自然豐盛地產出各種果實, 她並非為了浪費而生產.
豐收是好的, 人類受造是為了獲得豐收, 但自然法則也關心浪費, 當人類蓄意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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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滋養生命的東西, 自然法則會起反應. 人類遲早會為如此的浪費付出代價.
所以, 摯愛的朋友, 你們的國家有義務去明智地分享它豐盛的財富.
你們許多人贊成這麼做, 然而, 有更多更多人反對, 他們不願意多走一哩路, 不
願將另一邊的臉頰轉過來*.
(*譯註: 以上兩句話的典故出自新約聖經
聖經四福音
聖經 福音)
他們一定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但這不是真理之道.
如果人類受造是為了自己獨立生活, 那麼就沒有需要創造他了.
直到人類領悟自己與造物主
造物主、人類同胞的關係之前,
他尚未找到真理.
造物主
摯愛的朋友, 人類必須抵達這個偉大的領悟, 當他抵達這一步, 此即是邁向認識
真理的第一個大步; 這也是理解造物與偉大法則的第一個大步.
是的, 親愛的朋友, 搜尋並找到這份領悟, 當你擁有它之際, 妳已抵達人類進化
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摯愛的孩子, 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能夠接收我們傳送的能量, 並獲得益處. 在偉
大的宇宙中充滿這些免費的能量; 它們是供養生命的能量. 若沒有它們, 你們無
法生存. 只要你渴望, 妳可以任意取用它們, 因為我們都是造物主
造物主的兒女;
這些
造物主
是我們的繼承物. 讓我們豐富地接收它們— 我們不受限制.
(詠唱..)
願人類的偉大兄弟會
兄弟會的平安、愛、理解都在你們每個人的心中安歇.
兄弟會
就是這樣了.
在平安中去吧, 摯愛者.

***
1962 年, 九月 21 日, 星期五
在光中致意, 朋友們, 我是 Oxal.
在開始之前, 我想要獻上感激給那些回應我上次建議的朋友. 我們滿足地看見專
注奉獻的實體們為了人類文明的益處付出努力, 他們急切地志願去傳播這些話
語— 我向你們擔保, 你們已經完成的東西遠超過你們知道的程度.
我, 在此時此地, 委託你們每個人一個照顧人類文明的責任, 我真誠地希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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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願意接受這份責任, 付出每一分的努力去承擔與實踐它. 你們混亂不安的
文明十分需要專注奉獻的實體, 以及那些努力造福與導正人類文明的實體.
我向你們保證, 親愛的朋友, 透過這些努力, 你們將結交許多新朋友, 因為並非
所有人都要與你唱反調.
事實上, 今天有越來越多人正開始了解人類文明正站在一個偉大決策的入口前,
它不是找到一個解藥治療其病症, 就是面臨毀滅. 許多人開始聆聽與思考.
所以, 摯愛的朋友, 我對你們說, 盡你們全力去支持這些計畫, 因為唯有透過這
些努力, 你們才能存活. 在這個時刻, 從我們的制高點觀察, 我們看見你們文明
覺醒的機會是一半左右; 但還有許多工作等待你們去做. 當你們盡一己小小的本
分, 你將發現許多機會在你面前開啟. 我們希望你不會允許任何事物阻擋你的去
路. 不要害怕那些反對者的批評或譴責, 毋寧奉獻你自己在一個正當的目標上.
如果你接受這份責任並實踐它, 你將發現獎賞是大的, 並非世間的獎賞, 而是你
在內心發現的平安、喜悅與滿足. 此外, 我想要提醒你們一點, 我們曾在過去立
誓: 不管是誰, 只要他選擇真實的信心與愛心, 我們將保護與引導他. 我們仍舊
堅守這份誓言. 對於那些致力於傳播真理的人們, 那些奉獻自己以服務永恆之愛
與光的人們, 沒有任何傷害將臨到他們頭上. 記住這個誓約, 我的朋友, 因為我
們準備履行它. 所以, 在今夜, 我委任你們每個人懷著一顆奉獻的心與堅定的決
心向前去, 透過你們與所有奉獻者的努力, 你們的文明將倖免於難.
現在, 親愛的朋友, 很快地, 這個器皿與他的伴侶將動身前往一個新的服務, 抵
達人生的一個新的階段. 但在他們離開之前, 我們將在下次聚會同你們說話.
現在, 我離開你們, 並將我族群的愛、光、理解獻給你們.
我是 Oxal.
***
1962 年, 十月 18 日, 星期四
傍晚好, 我的朋友, 我是 Yom.
我感覺這裡有合一的振動, 所以我來到你們當中, 我將花一些時間與你們同在.
或許, 我將不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我的朋友, 能夠與你們成為朋友已經是我很大的快樂與榮幸, 我感激你們的合作,
願意聆聽我很粗淺的意見, 並且忍受我差勁的英文; 但我感覺我們已經成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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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
摯愛的朋友, 這個器皿與他的伴侶即將前往一個新的經驗與人生的新階段.
我確定你們都為這次的離別感覺喜悅而非悲傷, 因為你們知道這對於他們的發
展是必須的.
由於你們的知識與遠見, 你們將在未來的事件中辨識出古老預言的實現.
在每一輪來臨的事件, 都使得巨大的改變越來越靠近.
再過幾年, 你們將看見地理的改變變得越來越劇烈.
以前就有人曾說 1962 年將是充滿事件的一年, 難道不是這樣, 我的朋友?
現在, 我的朋友, 當你觀看這些事物, 了解到這只是一場淨化的開端, 為了讓行
星地球
地球建立永久的新時代
新時代基礎, 地球必須接受淨化.
地球
新時代
那些真誠去服務的人們, 那些追隨真實內在指引的人們, 他們不會受到這些事件
的影響, 他們將成為新時代
新時代的一部分.
新時代
然而, 妳無法找到真實的內在指引, 除非你真誠地、專注地、心無旁鶩地去尋求
它, 如同你們的宗教著作所言: “在我
我面前不可有其他的神.”
你們看, 朋友們, 在這整個宇宙當中, 沒有一件事要比一個人的靈魂發展更重要.
在你我裡內的我是
我是(I
我是 AM)為所有宇宙中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當我抵達對這點的完
整領悟, 我即抵達一個理解的偉大高度.
我們必須先尋求這些東西, 在我們靈魂的最深處搜尋, 在那兒 我們將發現指引,
它將引領我們通往我們最大的發展、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喜悅.
朋友們, 不管它要帶我們到哪裡— 不管是海上或山上或外太空, 我們都將在該
處接收到最大的益處, 獲致真實的幸福, 真實的愛與理解.
朋友們, 你們是否看見了: 喜悅只能從一己的靈魂中找著, 喜悅只能從執行較高
意識或高我
高我(
高我 higher self)請求我們的工作中找著.
你們許多地球人
地球人過得並不快樂,
因為他們沒有追隨內在靈魂的指引; 當人們真正
地球人
地追隨它, 他將散發喜悅與愛, 並將喜悅帶給所有週遭的實體. 因為他將愛給予
萬物, 萬物也喜愛他. 你看, 就是這麼簡單.
我一直在隨意亂講, 我有時候會失去自制力, 開始演講起來, 我沒有惡意.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說的, 儘管問. 時間已晚, 我一定不要留住你們.
I Am that I Am)的意義, 我成功了嗎?
發問者: 我很努力地嘗試去知道我是
我是自有者(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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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面臨大量的外在影響並肩負許多的義務, 他要使心智安靜並走入內在
深處是相當困難的. 但一個人必須進入內在深處以了解這件事.
我是 這個詞彙有著偉大與深遠的意義, 我是因我是一切萬物,
此乃真實的
我是
我是. 祂不是人們肉眼所見的東西, 也不是你們每天面對的日常事物.
我是
事情是這樣的, 地球人在許多情況下對於什麼是必須的有一種扭曲的觀念,
他感
地球人
受環境的壓力與需求, 於是相當容易受到環境的控制, 而不是去管理環境; 他變
得難以抽身, 無法帶出真實我是
我是的領悟.
我是
當人類真實地覺察他與宇宙的合一狀態, 將這點置於一切事物之上, 當他將這點
越來越多地放入他的意識之中, 獲得真實的領悟就變得越來越容易. 這些領悟分
有許多個階段, 如同你們的知識也分有不同程度的學位; 當你的領悟變得越來越
深, 妳即進展到領悟的更高程度.
不要覺得氣餒, 需要時間去抵達一個充分的領悟, 一個很偉大的領悟. 有些時候,
當我抵達特定的高等程度, 遠遠超過我目前的領悟— 我在那兒看見有浩瀚的偉
大事物橫亙在前方.
我必須清空這個器皿, 與你們同在令我十分滿足. 如果我有提供一點點的服務,
我會很感激, 因為生命唯有透過我們提供的服務方能豐富地體現.
摯愛的朋友, 現在, 我離開你們, 我將我最深、最深的祝福給予你們. 我請求那
些擁有偉大責任、偉大智慧、偉大理解的實體們將祝福賜予你們. 我知道這件
事必成.
願你們透過服務接收到平安與喜悅—願你們每個人都大大地受到祝福.
願你的喜悅盛大, 願你的平安帶來滿足.
晚安, 我的朋友, 晚安.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70

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之三十
Copyright © 2008 Walt Rogers

L/L 研究中心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底特律的 Walt Rogers 通訊小組. 請善用您的辨別力去評估
研究中心
這份資料. 如果某些內容在你心中引起迴響, 很好. 如果沒有共鳴, 請將它放下, 好讓這份資料
不會成為任何人之絆腳石.

***
1962 年, 十月 19 日, 星期五
在光中致意, 朋友們, 我是 Oxal.
今晚, 我來到你們當中, 請求你們一次又一次地奉獻自己去服務人類文明.
因為, 如果你們的文明想要延續並進入新時代
新時代,
新時代 它需要很多的協助. 朋友們, 這
個選擇就取決於地球人
地球人.
地球人
你們的宗教歷史記載許多關於末後日子的預言, 關於即將降臨的大災難. 但讓我
對你們說: 公佈預言的原因就是讓人類有機會去避免這些後果. 預言不是一定要
被實現, 因為人類的命運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預言是對某個樣式的認知, 但這些樣式是可以改變的, 朋友們, 地球的人群啊,
你們有力量去改變, 去避免這些後果.
如同我已陳述的, 你們的文明此刻正懸在天平之上, 鐘擺將盪到哪一邊取決於
地球人. 如果有足夠的人選擇服務同胞, 選擇愛、光、和平的途徑, 你們的文明
地球人
將經驗到地球
地球創生以來最偉大的進展.
地球
人類文明曾經兩次抵達這個高點, 又向下墜落. 你們是否將再次墜落, 或越過山
巔, 真正地實踐全人類的手足情誼, 這全仰賴你們— 所有的地球人
地球人.
地球人
你們恆星系統中的其他行星都準備就緒, 願意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去幫助你們.
我們曾提供協助給你們星球上掌權的人士, 卻遭受拒絕; 不過, 我們仍然隨時準
備好伸出援手, 一雙友誼之手.
我們無法為你們解決問題; 我們只能為你們指出方向; 因為我們的代勞對你們沒
有益處; 然而, 你們可以參考其他找到道路實體的經驗, 這對你們的旅途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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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地, 我想要稱許你們這些已付出努力, 奉獻自我於服務的人們. 我們幫助你
們的各種方式超過妳所知曉的範圍, 我們知道你們的每一分努力、每一份成就;
因為我們持續地觀察與紀錄所有地球人
地球人的行動. 我們覺察你做出選擇的時機, 我
地球人
們覺察妳選擇的程度.
我十分榮幸能與你們一起工作, 如果我們的論述能夠帶給你們一點點的幫助, 我
們謙卑地覺得感激, 因為我們認為有機會在理解與真理之光
光中服務是一份偉大
與罕見的特權.
或許, 我下一次有機會以這種方式對你們說話是許久以後, 在離去之際, 我想要
將我最深、最深的祝福、愛、理解留給你們; 我感到十分榮幸.
我了解還有一些其他實體想要獻給你們一些話語, 所以我們將撤離這個器皿, 他
們將以他們的方式與你們講話.
再次地, 我將我族群的愛、光、理解獻給你們.
我是 Oxal.
***
1962 年, 十月 19 日, 星期五
傍晚好, 我的朋友.
再一次, 我十分喜樂地來到你們當中. 今晚, 我不能錯過這個同你們講話的機會,
如我已經所說, 我感覺與你們全體十分親近; 我感覺你們每個人都是很親密的朋
友, 我希望你們對我也是這樣的感覺. 我們曾一起共度許多愉快的時光, 不是嗎?
現在我再次有機會對你們說話.
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人知道, 我是你們星球上的居民. 我已經在行星地球上生活與
工作很多、很多年. 我不想詳細地描述這些, 因為你們大多數人都知道, 你們可
以跟任何不理解的人解釋.
但, 朋友們, 我一直對於你們組織很感興趣, 這就是為何我多次對你們講話; 我
也對許多其他在光
光帶給地球人.
光中工作的機構很感興趣, 他們也在嘗試將光
當我看見地球上四處都有人努力這麼做, 我感到十分、十分滿足. 但唯一令我哀
傷的部分, 我的朋友, 就是這麼做的人還是不夠多. 在這個時期, 似乎有比較多
人了解地球
地球文明正面臨的挑戰; 我們大大地希望這種覺醒將越來越快速地進入
地球
你們人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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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你們全都知道你們面臨的問題以及解答; 唯一要做的就是讓更多、更多人
了解; 你們底特律
底特律團隊在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願意稱許你們, 你們工
底特律
作產生的結果遠超過你們知曉的程度, 這是好的.
如果有足夠的人來推動這些事物, 一起嘗試去喚醒你們的文明, 朋友們, 你們無
法想像等在你們文明前方的美好, 就在不遠的未來.
如果, 如果人類能夠越過危機點, 再也不想要去摧毀彼此、不信任彼此; 那麼你
們的文明將真正開始向前行. 嗯, 我的朋友, 你們都知道這些事情, 但我真誠地
希望你們會持續地努力, 並鼓勵其他人也照樣做.
如我很親愛的朋友 Anthon 所說, 如果妳繼續這麼努力, 你所得到的幫助將遠超
過妳了解的程度. 我們只能協助妳的努力, 除非你先做努力, 我們什麼也不能做.
啊, 要是地球人
地球人都了解宇宙眾生是怎樣地幫助地球
地球就好了,
你們很多人知道, 如
地球人
地球
果不是他們的幫助, 今天你們沒有一個人會坐在這裡.
所以, 朋友們, 你們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一丁點的努力都會
被察覺, 不管這努力是向外或向內.
你們有許多工作的方式, 你可以向外做這些事; 妳也可以在心理層面發展自己的
光, 讓它照耀射入你們星球的乙太層, 因為那兒也很需要更高的振動.
所以, 你們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做這些事, 總是要記得花時間走入內在, 建築妳
自己的氣力與理解, 深入妳的靈魂去搜尋答案. 朋友們, 我請求你們做這些事.
這個器皿與他的伴侶移動到其他地方是必須的; 朋友們, 這個改變不只對他們好,
也對你們好. 我們想要對他已提供的公眾服務表示感激, 還有他非常親愛的伴侶
在過去一直是他的”右手”(得力助手); 或許應該說他的左手與右手, 她已成長許多:
沒有她的協助, 你們就不會現在這些印刷好的通訊集, 她還完成了許多幕後的工
作. 所以, 為了所有這些事, 以及你們全體的努力, 我們想要感謝你們, 表示我
們的感激.
我們, 我在此代表所有曾經對你們說話的不同老師, 因為他們不可能都在今晚對
你們講話, 所以我代表他們全體說話, 他們對你們的愛
愛是巨大的, 超過你們有生
以來能夠思考或了解的程度; 因為這種愛
愛是你們尚未理解的東西. 在他們的眼中,
你們每個人都是傑出的珠寶, 因為我們看見的是你們的本質—造物主
造物主的純真孩
造物主
子, 每一個都散發與表達祂
祂的美好.
你們每個人都是我們的兄弟姊妹— 我們是一體
一體 — 我們全都屬於偉大的太一
太一存
太一
有. 我在你裡頭, 妳也在我裡頭; 所以, 妳知道的, 我們不可能分離, 我們全都是
一體, 都是寰宇造物的偉大聖靈
聖靈的一個小細胞.
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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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的表達無關緊要, 唯一要緊的是實現我們的聖子身分
聖子身分(
聖子身分 Sonship), 我們在這偉
大生命
生命之海的角色.
生命
摯愛的朋友, 我們愛你們, 我們祝福你們, 我們將偉大上師
上師們的祝福、愛、理解
上師
都授與你們每一位; 他們的愛是如此地宏大以致於我們不可能描述裡頭的概念;
不過, 我知道透過你們的請求, 他們已經實現.
平安與你們同在, 我的朋友們. 在平安中去吧, 知道你是一切事物, 知道妳總是
處於那宏偉、巨大的智能
智能之雙手中, 祂持續地導引你進入妳尋求的明晰理解.
智能
平安與你們同在, 我的朋友, 平安.
***
1962 年, 十月 19 日, 星期五
平安與爾等同在, 我的朋友, 我是 Anthon.
我想要趁這個機會, 花一些時間將我的愛與祝福獻給你們.
我也想要陳述我們十分開心看到你們這個組織進展與成長到現在這個地步.
像你們這樣的團體, 在各式各樣的名義下形成, 然而全都為了實現他們對人類
人類、
人類
造物主的真實關係而工作著.
你們怎麼給自己貼標籤並不重要; 要緊的是你們正
造物主
在尋求真理, 在你們尋找真理的過程中, 請恆常地留意一個事實: 真理是廣泛深
遠的, 當人類持續穿越進化的長廊, 他將收集越來越多的宇宙真理.
最終, 人類的進化與尋找是一條漫長與狹窄的途徑, 你們不會在此生抵達終點,
也不會在下輩子, 而是穿過生命許多、許多、許多個階段之後才抵達.
宇宙中有些在理解上很先進的實體, 以你們的詞彙來說, 他們已經歷無限久遠的
時間, 他們的成就是地球人
地球人無法想像的,
甚至對那些已超過你們理解水平許多的
地球人
實體來說, 也是難以想像的.
不過, 就他們的認知, 他們還沒有抵達理解的終極點.
所以, 你們看, 當這個尋求繼續下去, 人類變得越來越睿智, 他的理解變得越來
越廣大. 然而, 如果這個尋求結束了, 人類會覺得快樂嗎?
對於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 生命絕不會變得無聊, 因為真理
真理永無止盡.
真理
所以, 摯愛者, 保持妳高遠的眼界, 懷著敞開的心智恆常地向前移動, 同時帶著
尋求與辨別的心智, 在尋求的路上總是運用大智慧, 因為這一路上有一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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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愛的朋友, 我的兒與他的伴侶在他們的路上向前走, 他們並未離開你們, 因為
在心智中沒有分離. 在心智與神靈中, 我們全都是一
一; 在生命
生命的偉大造物之中,
生命
我們全都是一
一; 時間與距離在心智與神靈中並不存在; 知道這點, 我的朋友, 你
將不會知道分離.
我很榮幸與你們共度這段時間, 還有許多其他眾生想要獻上他們的祝福, 他們向
你們保證, 只要你們持續進行你們的工作, 援助將以各種方式來臨, 比你們知道
的方式更多樣.
我知道在許多情況, 你們將不會了解, 但援助必定會在那兒. 在你們的腦海中記
住這些事, 繼續在妳的服務途徑上行走, 當你服務人類同胞時, 妳已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我的平安, 我留給你們.
願所有偉大眾生
偉大眾生的平安、喜悅、理解都授與你們.
偉大眾生
平安與你們同在, 我的朋友, 平安. 平安.

肯定禱辭
By Hatonn group
喔 閃耀的太一
太一,
禰的光 環繞我們每一位, 禰的孩子,
太一 遣送禰
好讓我們得著啟發與智慧.
我們放鬆並將自己完整地交給天父
天父;
祂.
天父 我們放鬆並將自己完全地交給祂
當我們在祂
祂的雙臂中放鬆, 我們知曉一切都好.
我們將完整的自我交給天父
天父;
祂的意願.
天父 我們只想要執行祂
我們放鬆並將自己全然地與完整地交給祂
祂.
我是祂
祂完美的小孩, 祂帶領並指導我. 祂持續地以祂
祂純淨的白光圍繞著我.
我觀想這最純淨的白之閃耀核心, 直到我的確感覺到天父的意識, 祂的臨在、
祂的力量、祂
祂的光與愛流過我, 我在祂
祂的臨在中放鬆.
祂是永遠慈愛的天父
天父與造物主
天父 造物主.
造物主
祂愛我並保護我.
力量與智能
智能.
祂是唯一的力量
力量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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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祂
祂完美的表達
祂透過我表達
我是祂
祂的意願之執行者
天父與我為一.
天父
只有單一的力量與智能
這個偉大的力量與智能現在是我的一部分
祂在全時間導引我, 保護我
我將自己完整地交給這偉大的力量
力量與智能
力量
智能
我是祂
祂的一部分
我活在天父
天父之中, 我的存有在祂裡內.
天父
阿門.
到此結束, 感謝各位耐心’收看’的讀者!)
(後記: 人類、
人類、意識與理解歷經三十回合連載,
意識與理解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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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體與賦能者
Copyright © 2001 L/L Research
譯者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美國愛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光研究中心
這篇譯稿經過譯者的主觀篩選與改編.
有心人若渴望追求原汁原味 100%的 Q’uo 演說, 請前往以下網址閱讀
http://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2001/2001_0329.aspx

特別冥想
2001 年三月 29 日
小組問題:
心智的賦能者(Potentiator of
心智的母體(Matrix of the Mind)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與心智的賦能者
*
the Mind)關聯 ?
我們如何將這份資訊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的法則>卷四
)
(*譯註: 對這些專有名詞不清楚的讀者可參閱<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Q’uo 原則, 我們喜悅地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
造物者
致意.
我們至為高興有機會與這個獨特的團體講話, 我們感謝該器皿與這個團體的奉
獻, 感謝你們做出必要的犧牲以聚集在這個地方.
我們十分感激你們對真理的渴求, 對持久與美妙的話語飢渴, 於是創造出此次工
作的能量, 也吸引我們來到你們當中.
我們很高興分享我們的一些想法, 關於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母體 賦能者,
賦能者 一如往常, 我們請求每位
成員用具備高度辨別力的雙耳聆聽, 帶走那些對你有價值的思想, 將其他部分丟
到後面, 因為我們不想要我們的想法成為任何人的絆腳石.
當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想要知道祂
祂自己, 祂偉大的心臟跳動出整個造物, 包含所有的密度
造物者
與子-密度, 以及所有附屬的樣式. 祂召喚出時間與空間, 於是先前那些無法衡
量、無法知曉的東西變成一連串的幻象, 自相矛盾地, 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知
的, 而造物主
造物主很渴望這些知曉的幻影. 接著, 每一片火花與幻影變成太一無限
造物主
造物者的代理人,
每一個都是自身獨立的思維, 都圍繞著太一起初思維
思維週遊.
造物者
思維
所以, 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理則
理則, 降頻再降頻, 直到你能夠經驗現在這個幻象.
理則
你們每個人都已穿越越多的經驗與許多個密度, 來到此時此地, 每個人都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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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獲得精巧的平衡.
當每個人歇息在這當下此刻, 每個實體的本質是什麼? 每個實體都是理則
理則,
理則 又尚
未是充分實現的理則
理則; 每個實體是人類, 屬於塵世並受到限制, 然而又沒有完全
理則
被限制, 沒有完全屬世, 因為造物者
造物者的覺察在每個實體裡內成長. 所以你們每個
造物者
實體都是一腳踩在地球[物質世界]上, 另一腳踩在無限的世界[思想世界]中.
進入思想的世界、意圖與原則的世界、渴望與理解與愛的世界, 移動進入心的
世界, 我們請求每個實體讓肉體的世界退去. 當你歇息在靈性的世界中, 妳擁有
一個獨特的觀點, 你在靈性世界中關切的東西即使過了一千年、一萬年、甚至
百萬年都是重要的, 這樣的東西是可以信賴與倚靠的.
當你們嘗試去理解原型心智, 你們很容易以忙碌的物質世界觀點去看它.
然而, 它完全是在靈性王國中移動, 餵養、告知、成就心智樹根的各個結構, 於
是當人靈凝視著進化的螺旋, 他可以擁有這些工具與資源去導引自我.
在這個文脈下, 我們開始注視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賦能者的本質, 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母體
賦能者
母體/賦能者
不過, 因為這些
母體 賦能者軸線或動力可以有益地視為單一能量的兩個部分,
賦能者
關係的複雜度, 將這兩個人物看成完全分開的也十分有用. 你們密度的基礎是極
性, 每個實體來到第三密度都希望透過這個徹頭徹尾的極性環境, 創造越來越多
的方式去調查做出服務選擇的過程. 所以, 母體與賦能者
母體 賦能者位於心智的深邃根部,
賦能者
如同一對魔符(sigils), 揭示關係之道、互相渴求、互相幫助、互相感覺之道.
母體這個字彙甚至沒有暗示一個活生生的存有,
毋寧是一個結構、一個容器、
母體
一個網格、自我的某些品質與面向.
母體的基本外形被描繪為皇家人物, 這並不是一個差錯; 因為, 做為一個靈性存
母體
有, 每一個尋求者的確是最高的皇族, 的確是王子、國王、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母體的人物具有巨大的潛能,
因為它是空無與等待的; 對進化的飢渴被縫入、被
母體
織入母體
母體[被小心連結的存有之網]的每一根纖維.
母體
擁有皇冠、權力、皇室身分, 這一號人物並不缺乏自我尊重, 也不擔心自己沒有
價值, 沒有任何尚未治癒的議題.
做為一個人, 要抵達母體
母體心智需要好些時間的工作. 因為許多人類的憂傷、羞
母體
恥、低自尊、無價值好比一個人的鞋子與外衣, 無須去否認它們, 而是在這個時
候需要脫掉它們.
要進入母體
母體,
母體 一個人必須變得赤裸裸, 如實地接受自我是一件強有力的事, 它是
如此地強大以致於難以去做(這事); 這是第一扇大門, 我們建議每個實體打開它
以進入深邃自我的未進食(unfed)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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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脫掉自我-意見的衣裳, 妳並未脫掉自我的精華.
不管你用任何心智的把戲、頭腦的聰明, 都無法移除自我的精華.
因為你就是你自己, 妳無法逃脫代表妳的能量場; 該振動鏈結即是你, 生生世世
迴響著, 從這個密度到那個密度, 一路穿越天父
天父的造物.
天父
你即是你之所是, 你的獨特簽名很美麗.
一個人很少有機會在肉身中直接經驗該精華的實相, 所以, 你們必須憑著信賴去
拿取它. 在你的自我感知中, 妳成為裸體的, 而妳將仍然存在.
你可以將那樣的自我[造物主所愛慕的], 真實的你, 放入未進食心智之母體
母體.
母體
該母體
母體能夠接納所有的你為一個精華; 這個適切的過程是自然的、當下進行的.
母體
練習進入未進食心智之母體
母體是有益的, 立刻經驗你莊嚴尊貴之本質, 同時經驗全
母體
然的謙遜與淨空. 因為做為母體
母體, 妳什麼都不知道, 除了感覺口渴與飢餓.
母體
你是一個渴慕與尋求的生物, 你的食慾很強烈、永無止盡, 受到靈性之風的驅策,
從這個造物尋找到那個造物. 一旦安頓下來, 進入母體
母體的角色,
所有的思維都移
母體
動指向尋求、探索、並希望有所成就.
賦能者同樣也被分派為一位皇家的存有,
或許以下的描述是有良效的, 我們在此
賦能者
時描繪賦能者
賦能者為守護天使、精神導師、神聖改變的代理人.
賦能者
這是一個尊貴的實體, 有著同樣的造物者
造物者身分,
充滿了太一起初思維
思維[愛]的精華.
造物者
思維
雖然每個參與者可以在其他時候看待這個代理人為自我, 並獲益良多; 不過, 在
這次的討論, 我們看待這個代理人為一位禮物-給予者, 對於一個張開雙手不知
道自己擁有什麼的人, 該代理人將禮物給他.
當母體
母體伸出手去碰觸賦能者
賦能者,
賦能者的禮物.
靈性進化並不是一
母體
賦能者 母體的需求創造賦能者
母體
賦能者
連串線性的課程計畫, 照著 A、B、C 等等的步驟去學習與工作.
毋寧說, 彷彿未進食心智憑藉它強烈的渴求與尋求的方向, 創造出一座連綿不斷
的果樹園, 於是水果掉入該尋求者的手中, 然後他吃下這顆水果, 接收到專屬於
這片土地的知識.
這裡有一個恆常的有機過程: 向外探尋的母體
母體與等待那探詢的賦能者
賦能者之間往復
母體
賦能者
地交換資訊. 每一次賦能者
賦能者從罩紗後面釋放果實, 所有隱藏在賦能者
賦能者裡面的東西
賦能者
賦能者
都會改變. 這是未知事物的隱藏特質.
一個人在某天接收到來自聖靈的果實; 同一個人在另一天, 只是在態度上、心境
上、尋求方面有最微小的改變, 然後他接收到一個完全不同的果實.
所以我們無法提供舒適的保證: 一切都安全無虞, 一切都準備妥當, 所有人都將
走同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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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的旅程遠比那些更有創意、更有可塑性.
超越所有傳講, 有個東西值得信賴, 那就是意識中工作的受保護特質. 它就彷彿
是: 當尋求者奉獻自己於一個認真決定的渴望, 該舉動警醒一大群無形的保護,
該實體可能會稱為內在次元或天使. 不管你怎麼描述這股能量, 它十分投入地確
保尋求者的工作成果, 不管他的人生狀況如何, 健康狀況如何, 這份渴求與實踐
將受到祝福.
當講到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母體 賦能者,
賦能者 我們站在一條很深遠、深遠的道路之開端, 它也是一條果
實累累的道路、一條希望無窮的道路, 你不只在此生或這個密度中行走這條道
路, 還會在將來的好幾個密度中持續前行.
你們正位於自我知識旅程的起點, 它將帶來一個接著一個的驚奇, 一個接著一個
的覺察, 不過我們要對你說, 在每一個覺察的螺旋, 包括你現在所是的這個螺旋,
你早已是你希望成為的那個存有. 藉由毫不遮掩的嘗試, 你在各個原型中尋求,
你將那個存有的共振部分帶回你醒著的人格體, 如此可強化並傾向治療醒著的
人格體.
因此, 我們鼓勵每個實體去做意識中的工作, 無須慌張匆忙, 不能沒有敬意, 當
然, 不能沒有準備.
因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從事這類工作可能會破壞能量體的平衡. 所以我們告
誡每個實體, 執行這類意識中的工作之前總是要先冥想、平衡能量系統、清理
各個能量中心, 好讓你在執行這類工作時不會有顯著的不平衡.
因為當陰影阻擋能量進入心輪, 接著就沒有足夠能量進入穿過綠色、藍色、靛
藍色能量中心, 那裡是意識中工作發生的之處.
是故, 在冥想原型之前, 我們鼓勵你們進行準備工作: 平衡能量系統, 使它穩定
運行, 讓肉體與形而上體都處於平衡狀態, 方可接收那從心智根源流動過來的尖
銳能量, 接著這些能量協助醒著的意識結出更多果實.
我們要在此時將通訊權轉移到 Jim 實體身上, 我們感謝這個器皿, 並在愛與光中
離開她. 我們是 Q’uo 群體.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造物者
我們很榮幸地在此回覆在場各位的詢問, 請問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S: 是的, 我有一個問題. 首先, 我要感謝 Q’uo 群體與兩位器皿, 你們英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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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超越一般的使命召喚. 這些訊息對我非常、非常有幫助, 我為此感激.
我的問題帶入形意者
形意者的概念,
因為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形意者.
形意者
母體 賦能者的聚合涉及形意者
賦能者
形意者 我對於犧牲
的概念特別感興趣, 我將這個概念與形意者
形意者、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賦能者的聚合關聯在一起,
形意者
母體
賦能者
這樣做是否有益處?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我們也感激有機會將我們的振動與在
座各位的振動調和在一起.
回應你的詢問, 我們認為犧牲的概念, 即為了利益另一人或某個原則而給出自我,
容我們說, 這是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好讓這個融合的果實[你們第
母體 賦能者融合的一個突出特徵,
賦能者
三密度的素材]可以成為形意者
形意者或顯著自我的一部分.
形意者
形意者是宇宙舞台上的演員,
因為母體
母體與賦能者
形意者能夠成為比它現
形意者
母體 賦能者的努力,
賦能者
形意者
在之所是更大的角色. 犧牲舒適、便利、機會或任何給予該實體安定與保障的
品質, 這個舉動被登錄為顯著自我尋求實踐的偉大渴望.
每一個尋求者的自我都渴望與造物主
造物主合而為一, 渴望造物主
造物主、自我、寰宇造物
造物主
造物主
的知識. 當一個實體為了反映這偉大的渴望, 熱情地尋求, 願意犧牲一切, 他方
能獲得這份知識.
因此每個實體在每一世熱切尋求的經驗, 都是以高昂的代價買到的.
容我們說, 付出的犧牲越大, 獲得的知識、經驗就越多, 與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合一程
造物者
度就越大.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兄弟?
***
S: 是的, 感謝你們, 這個答案非常好. 另外一個問題, 我感覺來自我摯愛的 M.
當夫妻中有一方做出許多犧牲; 另一方要感覺自我價值, 並持續抬頭挺胸, 感覺
自己也做出貢獻, 似乎是非常困難的. 關於這個議題, 你能否給我一些鼓勵的話
語?
我是 Q’uo,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們認為你在這段關係是如此完整地投
入, M 也是如此, 雙方都付出充滿勇氣的犧牲, 我們也看見在你們的幻象中, 是
多麼容易誤會什麼東西是有價值的.
世俗衡量成就的標準事實上只有膚淺的價值, 因為每個實體內心尋求造物主
造物主的
造物主
渴望才是最重要的.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從祂
祂以各種
造物者
祂的存有拋出無限的造物與所有棲息其上的實體, 好讓祂
方式去知曉祂
祂自己, 在造物誕生之前, 這些方式並不存在.
當一個實體, 特別是在第三密度幻象中, 決定以最純粹、最有熱情的方式去尋求
造物主, 即 M 實體已執行的任務, 這個舉動以最顯著的樣式迴響到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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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心. 因為藉由移除在俗世工作的能量, 一個實體為自己設定挑戰, 那就是盡
可能地在這個幻象中對準焦點. 容我們說, 整個紅塵世界都撇到一旁, 只為了單
一地在愛與服務中敞開心輪, 這點, M 實體的確已經做到了, 以最有效的方式,
她在形而上的極性方面有顯著的成就; 所有曾接觸這個實體的人們都覺察到她
內在的璀璨之光.1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兄弟?
S: 沒有, 非常感謝你.
此時是否有最後一個詢問?
[沒有更多的詢問]
我是 Q’uo, 我們感謝每位參加這個尋求圈的成員. 我們至為感激可以與你們同
在. 此時,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一如往常,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
造物者
與無以言喻的光中離開各位. 我們是 Q’uo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後記
1. (感謝 Carla 老師提供 S 與 M 的真實故事, 並獲得 Dr.Steve 的分享同意)
<Carla 來函日期: 2009/10/13>
這次發問的 S, 全名是 Steve Tyman, 他最近寫了一本卓越的書籍, 主題是他對於
原型系統的研究, 這本書叫做”一個傻子的現象學”(A Fool’s Phenomenology).
S 的前妻是 Marilyn, 也就是 M.
由於長期的疾病, 她大約在五年前過世. 當她逐漸癱瘓的時候, S 照顧她的手腳,
餵養她, 穿扮她, 為她洗澡.. 持續了許多年.
在這整個過程, 雙方都深愛著對方, S 尊敬並榮耀 M, 他們的兩個小孩也是如此.
當她死去的時候, 他們都極度地悲痛. 這是一個美麗且充滿犧牲的真愛故事.
Steve 最近再娶, 對象是同一個哲學部門的同事, 他與現任妻子都是該大學的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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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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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冥想
1989 年一月 29 日
(譯註: 這是 Latwii 在該次演講後的答客問, 主題演講是”個體性與造物者”, 詳見愛與光之圖書
館選集一)

(Jim 傳訊)
我是 Latwii, 再次地, 我們在愛與光中透過該器皿向你們致意.
此時, 我們很榮幸地在此回覆在場各位的詢問, 請問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發問者: [收音不清楚...] 我們的能量有顯著的部分來自食物, 有一些證據顯示我們
大部分的能量來自外在. 由於這個問題影響所有人的生命能, 我想要你們回覆這
個問題: 驅動我們身體與靈性的能量有多少部分來自外在 [...收音不清楚]?
我是 Latwii,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你們的肉體載具就類似一個暖爐, 妳
必須添加燃料讓它移動, 執行各種日常活動.
因此, 肉體載具是[你們攝取的]食物之主要受惠者. 無論如何, 如同心智與靈性
載具, 不屬於物質食物的能量也可以活化肉體載具.
在妳生活的每一時刻, 都有一種能量灌入你的能量中心或脈輪系統; 不同的宗教
或文化或靈修團體給予這能量不同的名稱. 有些稱它為普納(prana)、造物主
造物主的氣
造物主
息. 其他團體稱之為愛或光, 一種智能能量.
這股能量進入肉體載具或電性能量場, 肉體載具的靈光, 它從腳底進入, 隨即穿
越基底能量中心[位於脊椎的底部], 向上移動穿越各個能量中心.
每個實體的心智與靈性複合體有大部分受到這股智能能量的激勵;
此外, 靈性複合體還參與一種能量的品質, 妳可以形容為合一, 或這個團體稱之
為智能無限. 這個存有性的品質活化靈性複合體, 那是該實體參與所有造物的主
要連結; 它確保與支持本體的精華, 該存在從未與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分離, 也從未離開
造物者
造物的任何一部分. 心智複合體以第二手[以你們的稱謂]的方式接受該品質的滋養,
透過它與靈性體的連結, 分享存有性的能量或品質.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是主要的能量來源,
每個實體每天在有意識的行動中利用
造物者
該能量; 當這些能量移動穿越脈輪, 從而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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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與繁衍的需求; 向上移動,
二、與自我的關係; 進一步移動,
三、與家族以及好友的關係; 再向上移動,
四、與所有週遭實體的關係, 不管自我認識或不認識;
五、建立清晰, 自由給予的通訊; 自由地分享學到的東西;
六、無須言語, 照耀四方的存有品質; 接著移動到最終的中心,
七、與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重新團聚;
造物者
透過有意識的分析、祈禱、冥想, 這些能量(中心)一個接著一個被啟動, 但若沒
有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智能能量之灌注, 這些過程不可能產生.
造物者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當我聽到你談論自己, 看起來, 你們的團體可以進行超心靈(psychically)
溝通, 我的意思是 [收音不清楚...] , 這是真的嗎?
其次, 你能否以超心靈的方式理解我們的思想?
最後, 我主要想知道的: 我們人類是否有可能以超心靈方式彼此溝通? 這是一個
我們可以學習的技巧嗎?
我是 Latwii,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由於我們(所處)的幻象之特質, 我們的通訊相當地簡化, 我們的實相是相當透明
的. 在我們的複合體之中, 我們既不能也不願隱藏任何的想法或存在的品質, 因
為這是我們在進化過程這一點上的特質— 自由地、開放地分享我們所有關於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自身進化旅途、與服務他人的學習成果
造物者
來到第二個詢問, 我們能夠以心電感應來察覺你們心智複合體中的各種思維; 然
而, 我們渴望尊重每個呼叫我們服務的實體之隱私權.
因此, 我們限制我們的能力, 只專注於那些口頭發出的詢問, 好讓我們不只能講
到重點, 同時尊重了你們人群很珍惜的隱私權.
來到第三個詢問, 只要一個人有堅忍不拔的精神, 他的確可能學到心電感應的溝
通方式, 不過, 他不只要嘗試學習這門特定的技巧, 還要嘗試探索自我到達必須
的程度, 方能成為一個清晰的傳送與接收管道; 因為心智中有許多雜念與糾結,
如同某種靜電會干擾心電感應的通訊.
我們發現, 該理則
理則或那八度智能水平的偉大存有
存有負責造物的這個部分,
祂發現讓
理則
存有
第三密度幻象的子民依賴發聲與符號的通訊要比心電感應更有益, 因為這樣可
增進催化劑的使用, 或者說 增加學習的機會, 這也是你們第三密度幻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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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方式陳述, 假設心電感應通訊在你們幻象中獲得廣泛使用, 那麼, 所有造物
的合一狀態就少了許多神秘感; 於是人們也少了許多動機去穿透這個奧秘.
所以, 發聲與符號的通訊是一種附加的挑戰, 人類進化的過程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得到強化, 促使人們有更多的渴望去知曉自我與造物的本質.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我想確認一下, 這是否意味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好比對上主
上主祈求幫助等
上主
等, 我們應該發出聲音嗎?
我是 Latwii,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發聲念頌禱辭或咒語不是必須的, 雖
然聲音並不會影響它的品質.
當一個人以特定的方式對特定的實體或品質祈禱, 宇宙就發展出一條路徑, 相當
準確與快速地到達祈禱的焦點或源頭, 好比你們文化中的電話鈴聲.
所以, 你有沒有發出聲音不是重點, 關鍵是祈禱的意圖、祈禱的內容, 這些品質
決定妳會收到這種或那種回覆.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近來, 我對於一種精神療法越來越感興趣, 它的基礎是自由流動的能量
穿過身體對於人類的幸福與正常機能是不可或缺的.
他們主張當人體的肌肉硬化, 即是一種對抗負面狀況的反應, 舉例來說, 當你在
生活中對某個負面東西持續有相同的反應, 妳的身體特定肌肉團塊就會硬化.
他們宣稱這個硬化阻礙身體內的能量流動. 我想要你對此評論, 這是真的嗎?
因為我一直認為身體的能量主要穿越神經系統, 其他都是次要的; 但如果肌肉以
不正常的方式限制自己, 是否會限制流過身體的能量?
我是 Latwii, 我的兄弟, 我覺察你的詢問.
這個陳述一般而言是相當正確的, 不過, 它其實是另一個能量流的更根本的阻塞
的副產物; 這股能量流具有心智的特質, 因為你們幻象的課程或催化劑首先移動
到達心智複合體, 寰宇造物中的進化過程主要是一個心智的過程, 意識藉此發展
它個人對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表達, 緩慢地, 但確切地擴大其觀點, 直到它能夠看見、
造物者
接受、鍾愛、寬恕所有週遭的實體, 就如同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的確, 最終它將看見所
造物者
有存在皆為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包括自己.
當觀點有一些限制, 該實體的心智配置就無法接受經驗的某些部分、自我或其
他人的某個部分, 然後穿過該實體的能量就會受到某個程度的限制, 限制的程度
與觀點的限制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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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智的能量持續阻塞, 而沒有顯著的理解動作, 那麼該阻塞將以某種象徵的方
式轉移到肉體載具之中, 於是心智可以更快速地注意到這個阻塞.
因此, 如你剛才所言— 特定肌肉團塊硬化, 以及許多器官與結構性的病症皆為
象徵性的代表, 它們指向最初發生在心智複合體的能量阻塞.
是故, 去除肉體能量阻塞最有效方式為工作問題的根源, 也就是心智方面的阻塞,
解決心智的問題之後, 能量得以自由流入肉體層級.
若一個人只聚焦在肉體阻塞上, 那麼, 他主要工作表面的症狀, 而非根源的起因.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兄弟?
發問者: 首先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我想問關於你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你們是否
曾在某個時期全都住在地球
地球上?
地球
第二個問題是: 地球上是否有一個宗教比其他宗教更有效或更有益?
我是 Latwii, 關於第一個詢問, 我們並非你們星球的原生居民, 但我們擁有一個
榮譽: 遣送我們族群中的許多人來到你們的星球當中, 他們同樣參與你們的投胎
過程, 目的是將他們的光給予地球
地球及其進化. 每個承擔這份榮譽與責任的實體都
地球
走過相同的遺忘過程, 如同你們每一個地球人.
我們希望他們在人生的某一點開始想起自己一部分的投胎原因, 接著開始提供
一己獨特的服務給周遭的生命, 並嘗試使你們地球
地球的振動更輕盈.
地球
在我們服務你們星球的同時, 我們自己的演化進度也向前推展一些, 因為透過服
務, 我們可以最有效地學習, 我們感到很喜悅、很榮耀能夠這麼做.
我是 Latwii, 我們感謝 Carla 實體提醒我們講述第二個問題. 我們感覺每一種宗
教與哲學都有各自的歷史與文化, 每一種系統都有很多東西給予那些追隨者.
也就是說, 我們不認為有一個特殊的 ...
[錄音帶到此結束]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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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冥想
2003 年五月 4 日
小組問題:
Q’uo, 今天的問題是: 請詳述服務與取悅的差異.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的傳訊抄本多
光研究中心
次提到它們, 卻沒有多做解釋, 彷彿我們早就知道似的. 所以, 我們感謝 Q’uo 告
訴我們服務與取悅的差異.
(卡萊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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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
祂的服務中, 我們存在.
我們十分感謝每一位允許我們分享這次的冥想, 感謝你們在忙碌的時程中撥出
時間與能量來到這裡尋求真理. 我們樂於同你們分享我們的想法, 關於你們這次
的問題: 取悅他人與服務他人的差別.
無論如何, 我們請求你們每一位在聆聽時運用個人的辨別力, 因為我們提供的內
容可能部分有幫助, 其他部分則沒有; 我們很感激你們只接受那些有共鳴的話語,
允許自己忘記其他部分. 因為我們不想要成為任何人走在進化旅程上的絆腳石.
當我們凝視這個有趣的問題, 這個器皿(卡萊)的記憶中有許多早年的事蹟, 她在
那個時候多次嘗試提供充分的服務, 卻自己評價為不成功; 這樣的記憶來到我們
面前, 我們將以此做為這次論述的開端.
這個器皿一直以來的中心關注都是如何去服務, 她關切的程度超過你們星球的
一般水平. 她的童年以你們文化的標準而言是不尋常的, 因為這個器皿比一般小
孩有著更多責任, 並飽受各種義務折磨, 相當於一個大人承受的義務. 這是因為
她的家庭環境、雙親的職業等緣故. 結果是, 這個器皿恆常地服務他人: 執行看
顧嬰兒、烹飪料理、打掃清潔等家庭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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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 這個特殊的器皿享有雙親的陪伴, 他們十分地聰明, 天生的批評家,
同時由於生活型態的關係, 經常處於毫不清醒的狀態; 於是這個器皿得恆常地服
務, 也的確服務得很好, 然而, 父母總是恆常地告訴她做得不好, 在他們看來,
她做的事沒有一件是”令人滿意”的.
於是, 這個器皿長大以後花了許多年工作自我, 有意識地返回童年, 安慰與鍾愛
那個小孩-自我, (她)甚至現在就坐在該器皿的膝上, 終於是一個受寵愛的孩子,
這個器皿以她想到的各種方式去疼愛、照顧這個小傢伙.[1]
誠然, 這個器皿已經發現重新捕捉天真青春與夢想的魔法之秘密, 那就是寬恕自
己對孩童-自我曾有的嚴厲批判.
這個治療還是現在進行式, 這個器皿不斷地將她的小孩-自我聚合到自己的心中,
並成為那個十分人性、容易犯錯的卡萊小孩之母親與父親.
當一個實體感知內在缺乏愛, 在思想中返回(過去), 接著進行意識內的工作, 這
樣的能力是一種寶貴的資源; 對於想要以最高、最佳方式去服務他人的實體來
說, 這種能力十分地有幫助.
現在, 讓我們結束說故事時間, 來到遠方的一座山丘, 我們站在那兒俯瞰形而上
的大地, 讓我們一邊橫越它, 一邊討論如何服務的問題.
根據這個器皿如此喜愛的宇宙學, 地球及其經驗可以被稱為一所學校.
地球
地球是一間美麗、奇妙的魔法教室, 實體們在上頭出生, 接收每一個必須的催化
地球
劑為了激發新的思想, 蛻變為一個嶄新的存有, 不只一次而已, 而是一個持續的
螺旋進程. 當靈魂完成在世的工作, 地球
地球感激地接受肉體回歸塵土, 接著脫離肉
身的靈魂尋找造物主
造物主召叫它前往的下一站.
造物主
地球是一間特定種類的教室,
目前行星地球
地球位於第三年級或密度,
在這個年級的
地球
地球
主修科目是: “如何去愛
愛, 如何接受愛
愛.”
所有課程都與愛有關, 但有不同的線頭去理解, 在愛他人與接受他人的愛之間創
造了許多、許多不同的人生課程的選擇, 有些課程重度地與愛的責任、實際地
表達愛相關, 有些課程與一種強勁卻無形的催化劑有關, 主旨是抗拒或無法接受
愛, 不能懷著信賴與信心去迎接他人提供的愛.
每個實體都有獨特的課程, 並在此生受到謹慎地護衛. 有一個方法可以精確地指
出自己的人生課題, 那就是回顧這一生, 開始看見有許多螺旋一次又一次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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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主題.
舉例來說, 這個器皿的人生課題有部分是學習不求回報地付出愛. 這個獨特的課
程不只在其親生父母中顯現, 也在她其他的人際關係中出現, 這些關係產生一個
相同的主旋律、樂旨、問題, 以促進該器皿的靈性成長.
這個器皿另外一個課題是接受其他人提供的愛, 她已為此做了大量的意識工作.
由於早年催化劑的傷害與挫傷, 沒價值的心態早在卡萊之心中醞釀已久, 造成她
缺乏自信, 自我漂離了情感的安全中心, 這樣的實體恆常地傾向自我懷疑, 容易
產生沮喪與沒價值的感覺.
現在, 以這個器皿為例, 她在此生的關係都已經過仔細地揀選, 不是為了快樂的
原因, 而是因為它們設置一種動態張力, 讓該器皿得以最佳地學習這門獨特的課
程. 於是, 她的人生計畫美妙地運作至今. 這些動態關係使得這個器皿一再碰到
某種人— 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愛的人, 卻沒有能力在情感上做回饋.
於是, 這個器皿成為這種人的老師, 他們能夠接收愛, 卻不能回報這份愛; 這似
乎是令人苦惱的難題, 然而這個器皿感激地喝下這杯苦酒, 促使她進入靈性的尋
求, 在靜默中懇求: 等待並聆聽內在聲音的返回.
一般而言, 要辨識如何取悅一個實體是容易的, 辨識什麼東西可以取悅一個實體
是容易的; 因為要取得那個被渴望的東西通常是相當容易的.
所以我們不覺得有需要談論如何取悅他人.
確實, 彷彿是這個文化的傳染病, 只要是生為女性的實體, 就會接受文化與家庭
大量的訓練, 學習如何取悅他人.
這個文化對女性的教育著重在取悅他人並且使週遭人感到舒適. 當然, 女性人格
在這方面天生就很有天賦.
服務某個人則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它不必然等同於取悅某個人.
服務某個人不必然要為她或跟著他做任何事.
就根本而言, 服務某個人是一種覺知: 那就是你與服務的對象是一個實體, 你們
是合一的, 並且是絕對平等的.
一個光
光的僕人歡慶表象的差異, 然而他將其他人都視為自己人, 知曉自我與其他
人都同樣是永恆的公民, 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居民, 大家都住在一個無限寬廣的宇
宙, 同時, 它也與人心的內部一樣渺小.
的確, 從我們的眼界來看, 容我們說, 整個宇宙就處於你們每個人的心中, 而所
有的恆星與銀河都真的居住於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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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當你坐在毛毯上凝視滿天星斗, 精確地說, 妳同時也在凝視內在的景色.
躺臥於你內在的是無限、祝福、恩典與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祂的意識即是一切萬有].
造物者
服務與這份知曉是密不可分的, 當一個光的僕人, 也就是神性
神性原則的僕人, 當他
神性
凝視一位其他-自我, 不管那個人要求什麼, 基本的服務都是毫無評判地與合一
連結, 只帶著絕對的信心, 確信對方是一位靈性的實體, 應當受到榮耀、鍾愛、
與尊嚴地對待.
什麼是服務? 表面上看來, 這是一個問答題:
“請求, 你將領受; 敲門, 它將為你打開”;
“你能否為我做一個花生醬三明治?” “我當然可以”;
“我可不可以分享你一半的三明治?” “妳可以拿走比較大的部分”.
這種物質性的服務是容易了解的.
當你想要服務另一個人, 但你們之間的關係線有些糾纏混亂, 這時候問題開始擴
大, 身體脈輪的阻塞導致無法充分地溝通.
在這種氛圍中, 飢餓無法獲得滿足, 乾渇無法獲得滋潤.
在這樣的窘境下, 彷彿整個宇宙都充滿了所謂的”困難泡泡”, 不斷地冒出來創造
混淆, 以致於看不見通往至高服務的清晰途徑.
當服務在一個核心的關係裡陷入僵局, 好比 T1 現在經驗的情況, 被服務的人要
感到喜悅的機率很小, 因為那個被服務的其他-自我無法查覺這個服務的純度或
特質. 容我們說, 即使如此, 也絕不會稀釋或抵銷真愛的服務, 即 T1 自由提供
的服務. 我們毫不猶豫地聲明: 所有付出愛的人都在服務.
讓我們來檢驗當一個人付出愛時, 發生了什麼事.
當一個人付出愛, 他表達自我的本質—愛. 地球是一所愛的學校,
你們在此享受
地球
裡頭的各種課程, 但它很謹慎地隱藏一個簡單的真理: 一切萬有都是一體.
在這裡, 每個人似乎都有獨特的外表, 並且自我與所有其他人似乎都是分離的.
所以, 在這所學校的學生有個主要工作, 那就是尋求穿越淺薄的皮肉表象, 穿透
所有東西外表的堅硬假象. 對於那些能夠進入內心, 向愛敞開的人, 幻象開始閃
爍、晃動, 最終 偶爾完全地掉落, 看見那偉大的合一與愛之海洋; 接著整個造
物提供可觀的情感支持給那些能夠穿越表象的尋求者.
當一個人知曉他是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一個完美與珍貴的火花,
同時也是呆瓜、可憐
造物者
人、與罪人; 終於, 迷霧散去, 他清楚地看見: 一切都是好的, 所有事物都是
太一; 存在即是服務, 作為是次要的細節.
太一
現在, 這使我們重新思考服務的本質, 從作為移動到存在.
對他人做的事必須服從自由意志的規則, 冒犯他人的自由意志是不好的, 非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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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他人是不好的, 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必要做這些事. 不過, 當一個人難以在
表象[行動]的世界與本質[能量、意圖]的世界之間來回切換, 服務的動力就變成一
種挫折.
那麼我們要說, 專注地進入服務之中, 服務的核心是完全的接納、尊重、榮耀其
他個體如同自己一般, 對待其他個體如同對待自己一般.
每一個實體在心、身、靈的進化過程中, 需要謹慎地、持續地關注自我的(意識)
工作. 當一個實體看見某個地方有傷害, 縱使看起來明顯是另一個人造成的, 圓
滿解決這個難題的適當鑰匙總是工作自我, 妳願意對那個人做的事, 先對自己這
麼做.
因此, 如果另一個人投射出許多批判與掌控能量, 似乎造成人我之間的隔閡, 那
麼自我可以有技巧地移動進入內在受到批評、評判、控制、不悅的區域, 彷彿
自己的這塊區域是其他人.
那麼, 這個嘗試服務他人的自我首先工作自己, 肯定自我的價值, 尊重自我, 了
解自我的需求, 全方位地將服務他人的企圖轉向內在.
看起來, 這樣的自我僅僅服務自己, 然而, 正是服務內在自我的這個人, 研讀人
生愛之課題的這個人, 方能獨立於任何反應之外地付出愛, 超越任何條件地去
愛.
當服務發生的時候, 自我只有在事後才逐漸地明白.
服務的優良印記是在每日生活的決策過程中始終保持心輪的開放.
當雙方共同工作彼此糾纏的關係時, 會產生許多話語; 以及許多感覺, 能量的平
衡與再平衡的過程.
然而, 當某一方成功地、不斷地提供服務, 就代表該實體持續地、固執地, 絕對
堅持看待自我與對方都是值得的、友愛的、慈悲的個體, 雙方都努力要去解決
隱含在人性中的奧秘: 如何在物質世界中表達自我的形而上特質.
物質世界似乎對於靈魂是充滿敵意且不友善的, 不過這不是真的.
因為在物質世界中, 不只蘊含人工建築、電腦晶片、人類對帝國的夢想; 還包括
鳥兒的呼喚、植物與動物的祝福, 以及地、水、火、風的祝福.
所有的實體與能量都是使者, 很容易受到各種新聞的銘印與磁化, 這些新聞只為
你發佈、只在今天、只在當下存在.
我們無法事先告訴你會有怎樣的鳥獸、怎樣的門牌、標誌或書籍將成為你的路
標. 但我們可以向你擔保, 只要你尋找它們, 它們將群聚在你周圍, 希望獲得你
的注意. 資訊厚厚地躺在地面上, 飛舞在你周圍的空氣, 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遣送的每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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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光芒中來到你身邊.
這個宇宙是鮮活的, 它是智能的, 以單一無限存有的方式運作; 你們都是其中的
一部分. 不是機械性的零件, 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正在呼吸的實體, 他呼吸著永
恆的空氣, 他的關切超越表象時間的束縛.
當努力服務的成果似乎出了差錯, 我們單純地建議自我深深地呼吸, 吸氣與吐
氣、吸氣與吐氣, 離開糾纏的細節, 潛入生命表面浪濤的底下, 找到深層的真理.
想像你的人生表面是波浪起伏的海面, 兇猛的浪濤拍打著海岸; 同時知曉在這片
海洋的深處是你存有的真理, 就如同地球
地球的液態核心:
沉靜的水域, 安靜、深
地球
沉、強有力、無限且健壯. 這即是你的本質、你真正的菁華. 你是愛
愛.
當你允許太一思維
思維的確切感瀰漫你的存有, 感覺所有的擔心一一掉落, 只留下聖
思維
靈的火燄, 只留下那創造所有星系, 亙古永在的愛
愛.
在此時, 我們感謝 T1 實體提出這個優秀的問題, 我們享受同你們一起工作, 雖
然我們恐怕我們的話語十分貧乏.
我們感謝這個器皿, 並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同時將通訊權轉移到 Jim 實體
造物者
身上. 我們是 Q’uo 群體.
(吉姆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透過該器皿在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很榮幸地在此回覆在場各位較短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S: 來點比較輕鬆的, 你認為方尼
方尼(
方尼 Funny Cide)會贏得這次的馬賽三冠王嗎?
我是 Q’uo,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我們發現自己在預言馬賽結局方面沒
什麼天份. 我們很抱歉在這方面沒能給你什麼幫助.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S: 沒有, 我每年都會問一下, 我只是覺得很趣味, 謝謝.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的輕浮與關切,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C: 是的, Q’uo. 我這裡有另一個來自 T1 的問題, 她說: “我們被告知, 愛不會冒
犯自由意志. 當愛送出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 它是否提供一個增高的機率或
潛能, 讓愛可以無意識地進入該實體的生命中? 它如何是一個服務?”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當愛被送給任何實體, 那麼它就是一個
資源, 那個實體有可能會去使用. 通常該實體無法有意識地認知這份愛是從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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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或何時送出; 但無意識地認知一己的存有狀態獲得增益, 擁有更多的資源.
因為在每個尋求者的心中都有來自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每日禮物,
一份愛的補給; 或者
造物者
說理則
理則提供給每個實體的生命能量. 於是, 當一個人傳送愛給另一個人, 就相當
理則
於放大已有的能量, 並建立一道和諧波進入接收者的意識領域, 增強他感知與運
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之禮物的能力.
造物者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姊妹?
C: 我代表 T1 繼續發問, 所以, 以任何方式去愛一個人都不算是冒犯自由意志?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的確是如此.
無論如何, 我們看見許多實體對於愛有許多不同的定義, 關於愛, 我們認知的主
要品質是無條件的.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C: 我有另一個問題, 我想代表 T2 詢問: “非典型肺炎(SARS)背後有什麼形而上
的意義? 如果愛滋病(AIDS)反映大眾對性的恐懼, SARS 反映了什麼? 我們能做
什麼來正面地看待 SARS?”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我們發現這個詢問的內容會冒犯許多人
的自由意志, 所以我們能說的很有限. 至於該疾病[以你們的稱謂]的形而上涵義,
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 有許多事情在你們第三密度的幻象中發生, 其中有許多人
群正成為實驗對象[容我們說], 所以在人生經驗中產生額外的困難度. 超過這點,
我們無法再回應.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姊妹?
C: 是的, T2 有個後續問題, 我代表他詢問, 雖然他說他了解你可能無法回答:
“SARS 是不是一種生化武器, 被某個族群用來對付另一個族群?”
我是 Q’uo, 我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我們可以做概略的答覆, 我們認為這個
詢問的要點基本上是正確的.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姊妹?
C: 沒有, 我代表 T2, 還有 T1, 非常感謝你, Q’uo.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以及他們, 我的姊妹. 此時是否有其他詢問?
[停頓]
我是 Q’uo, 如果還有問題, 我們樂於回應最後一個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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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頓]
C: 似乎沒有更多問題了, Q’uo. 但我們的確感謝你.
我是 Q’uo, 我們也至為感激, 我的姊妹, 我們感激每位尋求圈的成員邀請我們出
席. 我們請求每位讀者運用辨別力, 好讓我們說的話語不會成為你尋求時的絆腳
石. 如果任何句子或概念沒有對你響起真理的鈴聲, 請毫不猶豫地把它拋諸腦
後.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此時,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我們在太一
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無以言喻的光中離開各位.
造物者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Raggedy Ann doll

附註:
-------------------------------------------------------------------[1] 卡萊: 我的老師, Papa, 在一年前送給我一個襤褸的安[布偶], 我決定宣告她
就是童年的卡萊, 緊接著, 我以一個新媽咪的身分, 熾熱地愛著她! 我請求她告
訴我 她的夢想, 她真的回應了!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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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通靈(上
失控的通靈 上)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特別聲明: 這份資料來自於美國愛
愛/光研究中心
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光研究中心
這篇譯稿的風格比較特殊或奇異, 在此引用星際聯邦
聯邦一貫的聲明,
請讀者善用您的直覺與辨別力.
聯邦
選取有共鳴的部分, 拋下其他部分. Amen, Adonai.

密集冥想
西元 1988 年八月 4 日
[原註: 原始錄音的品質很差. ]
(Carla 傳訊)
我是 Q’uo, 我們透過這個器皿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致力
造物者
以生命的一切來服務祂
祂.
一如往常, 我們敦促你們只拾取有真理共鳴的部分, 接著毫不猶豫地拋棄其他對
妳沒有幫助的部分; 因為我們提供的只是我們粗淺的意見, 分享我們在尋求路上
的果實. 朋友們, 真理十分簡單, 我們隸屬於服務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星球聯邦
聯邦, 我們
造物者
聯邦
帶給你們相同的簡單訊息; 不過, 有許多方式可以解釋與展示這個真理, 因此,
每個人都將找到對自己有價值的訊息; 並在自己選取的途徑上繼續前行, 直到他
們與彼此合一, 與造物主
造物主合一.
造物主
朋友們, 你們都覺察到— 這的確是實相的真實本質, 儘管表面上的種種分離存
在於你們幻象之中. 你們也覺察到— 寰宇造物的一切持續地融合它自己, 越來
越靠近太一起初思維
太一起初思維.
太一起初思維
在這個過程中, 所有生命不只將找到真理, 而且將會成為真理, 因為在你尋求的
過程中, 妳只看見部分的偉大真理, 朋友們, 這是因為你們厚重的幻象遮蔽了許
多東西. 於是, 當你越來越多地穿透幻象的罩紗, 妳似乎在不同時期找到有些不
同的真理.
在你探求真理的旅途上, 我們請求妳不要氣餒, 因為雖然路途漫長, 終極的真理
恆常地退後遠離, 超出妳的掌握; 然而, 尋求真理的人們自然地形成一種路標,
大家一起沿著路途前進, 偶爾搖搖晃晃, 偶爾跌倒, 然後爬起來再繼續這個旅程,
並彼此勉勵.
你們與我們都是這一大群真理尋求者的部分, 因為探求真理的旅途從這個密度
延續到那個密度. 當你發現有個東西在妳內在深處產生純粹與清晰的共鳴, 我們
敦促你們珍愛這顆真理與智慧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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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 將這份寶貴的真理持守在妳裡內, 確保它的火焰熊熊地燃燒, 因為它就
彷彿是一座烽火台, 幫助你週遭的尋求者看得更清楚.
是故, 我們全都是朝聖者, 我們一起在這條路上行旅, 願我們每個人都緊握各自
獨特的火炬, 讓真理之光在妳的靈魂內明亮地燃燒. 我們將彼此的光結合起來,
共同尋求去啟蒙與照亮你們身處的這個星球.
我們渴望幫助你們的找尋, 幫助妳擦亮燈台. 朋友們, 在任何時候, 只要你在心
裡呼喚我們, 我們將樂於提供任何能力所及的協助.
在此時,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
造物者 愛與明亮閃耀之光中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Adonai.
(Carla 傳訊)
我 Yadda, 我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來到這裡;
我們也帶著感謝來此.
造物者
Yadda 實體會怎樣.. 我們請求這個器皿或許直立起來... 這樣比較好工作, 躺下
來, 沒法工作.
我 Yadda, 我現在嘗試轉移到[聽不見]實體身上. 我 Yadda.
[停頓]
(Carla 傳訊)
我 Yadda, 我再次與這個器皿同在. 我們說: “哈, 我們差一點就成功了, 我們希
望他有些耐心.” 我們現在轉移到 R 身上. 我 Yadda.
(R 傳訊)
[大叫] 我 Yadda, 我與這個器皿同在. 這實在很有趣. 我們很想要做這件事. 喔,
我原諒我自己. 我來, 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
最後在基督
基督的[聽不見]之中.
Yadda!
造物者
基督
非常好! 這個器皿練習 [聽不見]. 嗯~~ 很久很久以前, Yadda 行走在地球
地球上,
地球
Yadda 想要感謝這個器皿的耐心, 因為 Yadda 非常焦急地[聽不見] 等待,

等待、等待、等待! 有好長一段時間, 他一直在等待, 有些時候, 你知道的, 這
是很難熬的, 不管怎樣, 啊哈, 我們開始.
或許我告訴你們一個故事, 但我不大知道要如何進入它.
這個器皿, 他... 這麼辦吧, 我們將讓這個器皿休息, 因為我們這裡有好東西.
我們很小心(carefuL)對待這個實體. 他 不錯, 你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
96

麼?我正在等待為什麼? 他喜歡這樣.
Carla: 你的’L’音說得越來越好了, Yadda.
你們知道嗎? 你們的’L’爛透了! [團體發出笑聲] Yadda 真的沒有錯. 你們讓’L’變
得純粹, 當 Yadda 發出正確[聽不見]... [團體笑聲]
這個器皿傾聽. 他也高興, 但有時候他想要進來玩一下. 必須找到一個方式把他
擺在某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 他說 OK, 他玩真的, 我沒有開玩笑. 他說: “我可以
說這段話?”

是的, 他說: [不清楚, 雖然很大聲, 聽起來像是 “transplay”!]
她從未說這個, 從未! 她害怕, 那就是原因, 但這一個人不怕, Yadda 保護 [聲音
非常大, 卻口齒不清而無法理解].
Yadda 幾乎用不愉快的字彙, 我不知道— 或許我管他的, 還是做了. 好吧... 這
樣很容易, 這個人, 因為他喜歡詛咒. 但你知道為什麼我停止? 因為這個人

給我話語! 嘿哈! 我不從這個人拿任何話語, 我理當[聽不見]不是提詞者.
哈、哈、哈、哈. 這筆非常快樂的生意, 我十分喜歡. 你們可能很厭倦 Yadda
了, 嗯~~.
請, 請務必理解, 這個[聽不見]Yadda 告訴你們秘密.
Yadda 來到這個人跟來到那個人的方式不一樣. 那邊的那個人, 我愛她, 因為
儘管她恐懼, 還是讓我說話.
她知道我是好的, 只不過有些粗糙(rough), 出糙(RUFF)、出糙、出糙.
我需要一個像這樣的聲音, 因為我告訴你一些事. 她 對的, Yadda.. 不是這個.
因我告訴你們, 我不管怎樣還是使用它.
你們是親切的. 我背負包袱, 我不想要說包袱, 我背負包袱. 我背負謀殺, 因為
有很長一段時間, YADDA 恨! 恨、恨、恨、恨、恨!
現在 Yadda 愛. 在這裡頭有很多可以學習的, 我想. 我過去沒有告訴你們我恨什
麼, 我恨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殺、殺、殺、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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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dda 學習如何去殺, 喔, Yadda 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你可以說這算好的話— 但
它也不壞, 而是有教育意義!

不要憂心— 我放棄了, 我不再需要做這檔事. 我也不再恨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很輕柔地]
愛中國人
中國人. 我告訴你們為何我愛中國人
中國人. 我可以這麼做嗎? 我愛中國人
中國人, 因為中
中國人
中國人
中國人
中
國人令 Yadda 憎恨, 當 Yadda 憎恨, Yadda 發現愛是什麼.
國人
這個器皿認為 Yadda 很像 Ramtha, Yadda 不像 Ramtha.
Ramtha 在那裡, Ramtha 想的是惹火尤物(hot stuff)! Yadda 想一想 這個器皿 性感
人物. 因為現在 Yadda 可以說話, 大聲說話, 說出你們想知道的東西. 因為你在
這個團體中說話, Yadda 說話. 你們全體都在這裡談論負面... Yadda 喜歡. 你們談
到負面, 令妳厭惡的人. OK, 我這麼說, 因為那使妳厭惡的負面, 你使服務看起
來變成那樣. 你必須愛他們! [一些無法理解的大叫句子]
必須有恨, 我失去自制力因為這個過程漫長又艱難.
喔~~ 思考那是什麼感覺. 佛陀關心.
這個人不以佛陀
佛陀之名挑戰,
不要憂心, 小傢
佛陀
佛陀
伙, 他挑戰的方式很聰明, 他的挑戰... 他說: 我進入基督
基督之永恆真理與兄弟
基督
會. 到處都是基督
基督,
基督之間沒有問題!
只對耶
耶 — 蘇有意見.
基督 我跟基督
基督
但我跟你說, 這個人不認識佛陀
佛陀,
佛陀之名挑戰,
我不知道
佛陀 所以他說, 如果我以佛陀
佛陀
什麼[聽不見], 我不用那個字, 我給你一個新字, 他[聽不見]這個人, 因為他不喜
歡編造他沒聽過的東西.

閉嘴! 你知道什麼?
[原註: 這個錄音非常難以抄寫, 接下來又繼續好些時間, 演說的方式時而猛烈
地大聲, 時而微弱到完全聽不見, 然後又返回徹底的咆哮. 這是一場不清晰的
錄音, 伴隨著大量的背景噪音. 除此之外, 演說的內容誇大、充滿情緒, 夾雜
牙齒摩擦聲, 導致許多子音聽不見, 真是太難去抄寫了. 不管怎樣, 你必須親
自聆聽才會相信.]
[在 Yadda 爆炸性的結尾之後, 該團體重新調頻.]
(Carla 傳訊)
我是 Hatonn, 我透過這個器皿以太一
太一是一切、一切即太一
太一之名在愛與光中向各
太一
太一
位致意. 我們首先要確保 Yadda 實體已經完全釋放 R 器皿, 並且為了避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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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姊妹過分熱心, 太快返回到這個器皿身上, 我們請求 R 器皿移動到後面,
保持這個姿勢, Yadda 就無法使用該器皿.
在這個年輕的通訊者內在有[聽不見]要說話, 不過 Yadda 自身只想要提供靈性原
則, 並在智慧中有可觀的工作測量自我的耐心, 使用一個維持穩定力量的器皿.
我們建議 R 器皿請求最高、最佳的通訊, 並且能以穩定的方式承載通訊, 如此
可避免他肉體載具變得有些痛苦. Yadda 實體需要使用肉體載具的能力前後擺動,
為了可以充分地呼吸.
我們感謝這個器皿的合作, 在剛才的通訊期間, 我們一直待在他身邊, 正如同一
場冒險, 該器皿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請求這個器皿無須過度擔心剛才提供的內容, 因為這是新手的正常開始, 當
經驗逐漸累積, Yadda 話語的百分比自然會增加.
Yadda 是許多生命的一個代表, 或許, 你們(西方人)認為這個實體述說中國人
中國人的故
中國人
事似乎沒有用處; 不過這的確是事實. 中國人在這個星球上與[聽不見]都是一支
中國人
古老的種族; 還有那些地表上的東方
東方民族也是如此.
東方
Yadda 很難得在你們西方文明中找到一個器皿, 因此 Yadda 實體強烈地想要精
煉、得勝、鍛鍊以製造更為純粹的[聽不見] .
我們替 Yadda 表達他真摯與溫暖的喜悅.
我們現在前往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對 E 器皿說, 她應該想像赤腳走在大地上, 感
覺雙腳踩在舒適柔軟的草地上、嗅聞周圍的花朵、聽見蜜蜂的嗡嗡聲.
在她前面聳立一棵大橡樹, 後面是一棵大楓樹, 右手邊是一棵紫杉, 左手邊是美
洲杉. 我們為 E 器皿接地, 並建議她藉由自我紮根來調頻, 感覺地球
地球的保護與無
地球
限能量, 因為這個器皿想要服務地球, 因此地球
地球充滿了愛,
無限地愛這個器皿.
地球
當這個接地過程完成, 我們將停頓片刻, 好讓[聽不見]實體可以與 E 一起工作.
我是 Hatonn.
[漫長的停頓, 然後是 E 器皿冗長但聽不見的傳訊]
(Carla 傳訊)
我是 Hatonn, 我們感謝 E 實體願意使用這個機會接觸這個等待她的訊息源頭...
[Carla 的部分傳訊聽不見]

99

發問者: Latwii, 很早的時候, 我感覺你與我同在, 然後 Yadda 來臨時, 你就離開
了, 我在想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 Latwii,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當 R 實體起始傳訊過程時, 我們 Latwii
尋求協助 R 實體, 在那個時候, 還有其他的星際聯邦
聯邦實體一起幫忙.
因為 R 實體
聯邦
經驗一個獨特的通訊, 需要所有可能的協助, 因此我們在一旁站崗[容我們說], 盡
可能地給予協助, 然後在適當的時機返回你的器皿.
是否有其他詢問, 我的姊妹?
發問者: 沒有, 非常感謝你, 我剛才以為你大概被嚇到了.
我是 Latwii, 我們不會輕易地驚恐, 我的姊妹; 但我們的確享受 Yadda 實體的幽
默面向. 這個實體有很多[聽不見], 但我們感覺他很可以學習善用(肉身)器皿而不
會這麼疲累與難過.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錄音帶結束]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失控的通靈(下
失控的通靈 下)
Copyright © 2002 L/L Research

(譯註: 以下內容是 Q’uo 在主題演講後的答客問, 題目是”地球, 大自然, 與人類”, 詳見愛與光
之圖書館選集一)

週日冥想
西元 1988 年八月 14 日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透過這個器皿在愛與光中向各位致意. 此時, 我們很榮
幸地回覆在場各位進一步的詢問. 再次地, 我們提醒每個人知曉我們提供的只是
一些意見. 我們喜悅地提供意見, 你們可以任意地使用, 拋下那些沒有真實共鳴
的部分. 此時是否有任何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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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好, 我有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完“愛護你的身體”之後終止, 你就這樣停住
了, 彷彿還有更多東西, 對不對? 在那個時點, 我們是否應該問: “我們能做什麼
以愛護我們的身體?” 或者, 我們可以現在問這個問題?
我是 Q’uo, 當我們那時把該意念給予妳的器皿, 我們想起妳關於時間的告誡, 因
此, 在往後的工作[好比這次的集會], 如果你們請求額外的地球
地球家園之資訊,
我們
地球
將至為快樂講述關於你們地球與身體的題目, 還有這兩者的關係, 以及如何照顧
修護地球與你們的肉體.
Carla: 我們肯定會等候那場工作集會, 感謝你.
我是 Q’uo, 我們感謝妳, 我的姐妹.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Carla: 嗯, 馬爾戴克(Maldek)還有火星
火星的人群都將他們的行星炸掉.
基本上, 人類
火星
持續這樣的模式, 將自己的棲息地徹底摧毀. 第三密度的人種是否無可避免要做
這種事? 不, 無須回答這個問題, 你們早就講過了.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這種事
一再、一再、一再地發生.
我是 Q’uo, 我們的評論是在你們太陽系中有各式各樣的經驗, 從最不和諧到至
為和諧的程度, 在這樣的經驗範圍中, 實體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並不是所有進
度都是以和諧的方式達成, 有許多愛的課程是透過經驗相反的極性來學習.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J: 我的問題是關於即將到來的地球調整期, 如果我們的關注聚焦在個人生存上,
這樣是否構成服務自我? 當我們過度關切個人生存, 是否會分心, 偏離服務他人
的中心?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許多人在這個時候關切的肉體生存問題, 在大多數情況, 負面或服務自我的實體
並未追逐這個目標; 因為負面途徑是一條嚴酷的道路, 它要求一個人利用自我所
有的能量與關切去主宰其環境與他週遭的眾生, 好讓這些實體去服務自我.
由於世界各國日益增加的科技能力, 地球
地球上許多人擔心毀滅的潛在可能, 並希望
能存活下去. 一個實體可以用各種方法去利用這個處境, 從而增加或減少極性與
收割能力.
一個人可能注視這個處境, 接著看見一個無私給予的機會, 將自己一生累積的能
量與能量貢獻出來, 將如何解決困難的知識分享給大眾.
另一個人可能注視相同的處境, 找到挫折、困惑、無望的理由, 於是將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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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催化劑染上恐懼、末日、與可怖的顏色, 然後抽離自身, 與世人隔絕.
還有人可能注視這個處境, 接著以為它不大可能發生, 或即使可能發生, 也大大
超乎一個人關切的範圍, 因此忽略這整個局面, 退回去關心家庭與自身.
你們星球上的人群有許多、許多方式去看待任何的處境, 然而, 這個受到關注的
處境並非決定一個人極性的關鍵, 毋寧是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處境, 以及他如何
回應. 這個基本態度有很大程度受到過去世的編程或參考架構的影響.
我們可否進一步講說, 我的姊妹?
J: 我的確有個問題, 但尚未組織好, 如果任何人想問其他問題, 儘管開口, 感謝
你們的回覆.
我是 Q’uo, 我們感謝妳, 我的姊妹.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Carla: 我猜想我必須詳讀剛才的答覆. 讓我用另一個方式詢問. 如果你享受田野,
於是搬到鄉村, 這樣是服務他人; 但如果在危急時刻, 妳不允許其他人同妳一起
享受田野, 就算是服務自我? 這是不是你基本的論述?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我們發現這是一個新的探究領域, 比先前
的詢問之範圍更為明確. 再次地, 一個實體可能以任何方式去利用搬家到鄉村這
個舉動; 進而極化朝向服務自我或服務他人, 或在大多數情況, 保持在兩者的中
間. 不管採取什麼行動, 一個實體的動機或意圖才是造成偏向, 決定極性的關鍵.
這是我們在前一個回覆中嘗試分享的原則.
[錄音帶第一面結束]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與這個器皿同在,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Carla: 欸, 我討厭霸佔這個場子, 但我的確有個詢問, 如果你認為會冒犯自由意
志, 請明白地告訴我. 我不會詳述在 R 身上發生的事, 只單純地問你是否有任何
評論, 不管是針對當時的局面, 或建議教導/學習者如何偵測、改善、避免類似
的情況. 我知道這是一個廣泛的問題, 但我感覺實際的評論不會這麼廣泛, 所以,
你們八成會告訴我必須自己思考, 對吧?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我們發現在這個案例中, 你渴望大量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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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為了在未來的教學集會中達成更和諧的經驗; 因為 R 實體經歷的困難造成每
個成員的擔憂. 我們添加我們的祝福給每個感覺擔憂的實體, 在你們曾經驗的過
程, 有許多可以學習的.
容我們說, 我們感覺每位都已經能夠再這次的經驗中獲益, 重新對自我確立必要
的照顧, 好繼續教導與學習以聲音傳訊的過程.
我們已經講完可以分享的部分, 沒有冒犯自由意志, 我們很抱歉似乎如此辭窮、
缺少忠告.
Carla: 我了解, 因為我的關切是我是否應該繼續教導通靈, 而你們不能告訴我答
案, 對嗎?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選擇不去冒犯妳的決定, 因為我們看不出這是一個服
務, 如妳所知.
Carla: 我了解, 我只是心很軟, 我不想傷害人或置他們於可能崩潰的處境. 我猜
我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 感謝你們. 這種事從未在我面前發生, 所以 ......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分享妳偉大的悲憫心, 我們認同在妳存有中非常、非
常明亮地燃燒的服務渴望. 藉由這個渴望, 妳現在考量的方法將繼續下去, 我們
祝福妳的各種考量.
Carla: 感謝你們.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J: 我想要講述跟 Carla 相同的問題, 再次地, 我明瞭你們可能不想回答, 那也 OK.
但身為”R 經驗”[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一部分, 我必須說我有點受驚嚇, 做為一個
新進通靈領域的學生, 如果我必須擁有這樣的經驗, 我情願是在上軌道之後發生,
而非在第一周就遭遇它. 我必須承認它令我陷入一個嚴重的困惑狀態, 我理解你
們不能談論個人問題, 我將繼續工作自己.
但或許有某個方式允許你評論這次的經驗, 或許建議一個正面的觀點, 幫助我們
繼續學習傳訊(通靈). 基本上, 我感覺自己不大信賴這個場域的保護, 或者我不
理解這些保護. 我迄今尚未提出一個清晰的問題, 我猜想我真正要問的是某種理
解, 好給予我信心再做嘗試, 如果你能夠評論的話.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以及它對妳的衍生影響, 我的姊妹. 首先, 我們認為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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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的”R 經驗”是一次相當不尋常的經驗, 並不是很多學習發聲傳訊的學生會遭
遇的經驗. 這個經驗需要十分不尋常的條件:
R 實體具備觀想與深沉冥想的天賦;
整個正面導向的團體在分享資訊期間創造一個極度強化的能量漩渦;
以及 R 實體在他個人關鍵的成長過程中, 忽略了保護的技巧.
這些條件分別來看並不顯著, 但綜合起來之後, 的確產生了一個異常的經驗.
我們鼓勵每個新進學習發聲傳訊的學生了解這個過程本身是相當簡單的.
相關的保護也是相當簡單的, 然而, 每個學生的理智與心輪都必須有清楚的理解,
好讓這些簡單的程序以純粹的方式完成.
每個學生必須檢驗一己的渴望與動機, 以最謹慎的方式檢驗, 如此可確保存有內
的管道以清晰與單純的方式開啟. 當這些保護完成之後, 這個過程即可繼續進行,
對於學生只會有一點點的風險或危險.
我們可否進一步談論, 我的姊妹?
J: 不用了, 感謝你們.
Carla: 我只想簡短地詢問, 你們能否確認我給予這個尋求圈的保護是充分的, 甚
至是非常充分? 好讓參加的人員有信心, 除非新的管道在人格某方面出問題, 即
使如此, 我也沒有審判的權利, 這也是為何我當時只能對 Yadda 講話, 只能確定
Yadda 正嘗試控制局面. 我相信以上就是整個過程, 你們能夠確認嗎?
我是 Q’uo, 妳的假設基本上是正確的, 我的姊妹. 妳做為教導/學習者, 提供保護
給這個圈子裡的新進器皿; 每一個圈內的成員提供彼此保護; 再次地, 這個保護
的效力取決於每個成員清晰與單純的動機、渴望、與練習. 我們引用你們的俗
語, 這個圈子的強度即是最弱環節的強度.
無論如何, 即使最弱環節都可以經由每個成員綜合的努力獲得強化. 所以, 每個
成員都增添光之牆
光之牆的厚度.
光之牆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姊妹?
Carla: 我要任意地在此打住, 因為我不想要耗損這個器皿. 非常感謝你們, 我將
在另外的時機詢問.
我是 Q’uo, 我們感謝妳, 我的姊妹.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J: 我有一個問題, 我了解你們可能無法回答, 但關於”R 事故”, 我了解事實上...
那是我們的事故, 我要在此澄清, 讓大家了解我們都是那個局面的主要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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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困惑的是當事故發生時, 有多少內容是 R 在傳導自己的訊息, 又有多少
是傳導外面的某個訊息? 我關心的原因是, 他講的某個東西與我有關, 已經 [聽
不見]. 讓我嘗試以另個方式提問, 好方便你們回答.
OK,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可否給予我百分比數據, 比方說, R 傳導的訊息有多少
是他內在的東西; 有多少屬於星際聯邦
聯邦,
聯邦 有多少屬於超心靈致意?
我是 Q’uo, 我們發現難以回答精確的百分比, 因為 R 實體一方面努力做為發聲
器皿, 另一方面, R 實體努力處理一個困難的個人問題.
我們認為所有新進的器皿—包括 R 實體—在開始傳訊之初有相當顯著的部分屬
於自我. 這是為了讓新器皿得以開始這個過程, 隸屬於服務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星球聯
聯
造物者
邦, 我們發現激發新器皿的個人記憶與經驗是有益的, 特別是與愛的法則
愛的法則、理解
愛的法則 理解
法則、合一法則
合一法則一致的部分.
法則
合一法則
當新器皿變得越來越有經驗, 出自個人的資料將縮減, 下限大約是 30%, 於是我
們的訊息將增多, 上限是 70%.
於是你們可以看見, 新器皿一開始有大部分的資訊是源自於自我的內在. 所以,
我們建議你們無須過分擔憂 R 實體傳遞的資訊. 我們不建議你們過於重視 R 實
體傳遞的資訊.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J: 沒有, 感謝你們. 我真的感激你們的回答, 我喜歡你們的答案.
Carla: 我受不了啦— 我必須問一個相關問題, 從我能辨別的範圍來看, 當 R 實
體躺在地板上, 他正在傳導一個混合來源, 其中一部分屬於一個負面實體, 他以
任何他想要的名字稱呼自己, 並且想要掌控; 另外一部分屬於 R 實體人格的一
部分, 擁有相同的基本動機, 從而形成一個相當有效的服務他人管道, 雖然這個
器皿的本質十分敏感與正面. 你們能否確認這點? 在地板上講出的訊息沒有星
際聯邦
聯邦的東西?
聯邦
我是 Q’uo, 我們基本上肯定這點, 只額外註記在妳的詢問中, 關於已提供的服務,
妳可能有些微的錯誤觀察.
Carla: 是不是跟我的基督徒
基督徒背景有關?
跟那個變貌有關?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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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Q’uo, 我們單純地想說: 妳使用的辭彙 ”服務他人” 可能是錯誤的陳述, 毋
寧是”服務自我”.
Carla: 喔, 非常感謝你們, 對啦, 我的意思是服務自我, 是也(Yeah)!
我是 Q’uo,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Carla: 這是不是他不讓我碰他的原因, 他不讓我進入圈子中? 因為我的極化大
幅度朝向服務他人?
我是 Q’uo, 我們發現自己迫近冒犯的邊界線, 此時, 我們不想要踩到那條線.
Carla: 容我問是否他有更多動機不允許這個碰觸? 或者只有一個動機? 這個答
案可以幫助我的思考.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此時, 我們不想混淆或澄清妳的思考, 因
為我們感覺這麼做是一種冒犯. 因此, 我們選擇不談論這個詢問.
Carla: 那麼你們會推薦單純的分析?
我是 Q’uo, 我們推薦妳運用分析的力量, 附加祈禱與冥想的力量, 隨著時間的流
逝, 事態也會更加明朗.
Carla: 我當然十分感謝你們的回答, 我一直在煩擾你們. 我感到抱歉, 我就此停
住.
我是 Q’uo, 我們感謝妳, 不只為了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還為了妳服務的深沉渴
望. 此時,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發問者: 我確實有一個問題, 今晚, 我們的尋求圈中有位很年輕的紳士, 因此給
我這個靈感火花, 我們先前談論到地球的調整期[我喜歡的用語], 我們要如何最佳
地讓孩子們做準備, 或者 我們如何對孩子講這類的事? 如何讓他們理解自己的
角色? 我這裡說的孩子大約在十八歲以下, 還不特別覺察自己的個人力量, 所以
他們不理解自己的確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你們會給他們什麼忠告? 這個問題有
意義嗎?
我是 Q’uo, 我們感覺這個詢問裡頭有足夠的意義, 可以讓我們講述. 這個宇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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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的教室, 不管該學生是年輕或年老, 每個人的生命樣式之中都有宇宙的
一部分; 每個實體可以注視生命樣式的任何一部分, 接著看見內在的反射與外在
的反射.
你們所屬的太陽系就好比你們身體任何部位的分子. 每一個分子可以比擬為一
個宇宙, 許多原子以驚人的變化與速度在其中移動.
每個人可以說是由許多器官、動脈、靜脈、神經與肌肉組織構成, 每一個單元
都扮演一個角色, 影響整個有機體的健康.
每個人都處於一個家庭之中, 生活在一個社區或一個教室之中, 每個人都扮演一
個角色影響整體; 相對地, 這整個教室、家庭、社區也對每個人產生影響.
每一個實體所製造的碰觸、記號、氣度不只家人感覺得到, 教室的同學與社區
的鄰人也會有感覺; 甚至整個行星存有、太一造物
造物都有感覺; 因為造物中的所有
造物
部份都是相連的.
如同某個樂器彈奏出一個音符, 任何位於該聲音範圍的耳朵都可以聽到這個音
符, 於是自我將聆聽的感覺、思想與作用紀錄於內在, 家庭內部, 地球裡面; 確
實, 每個音符都被聽見, 遍及太一造物
造物.
造物
因此, 每個生命的學生可以從注視小東西來學習大東西, 也可以注視內在的東西
來學習外在的東西, 或者以相反的順序學習.
這些連接的纖維與途徑連結我們彼此, 也連結每個人與星球, 連結每個星球與寰
宇造物; 這些途徑引領我們從這一種理解通往另一種理解.
願每個人都發現並領悟自己內在的王國.
我們是否需要進一步講述, 我的姊妹?
發問者: 不了, 感謝你們.

我是 Q’uo, 我們再次感謝妳, 我的姊妹. 此時,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一如往常, 至為感激你們邀請我們加入尋求圈, 我們希望已提供你們要求的服務.
我們懷著喜悅期盼每一次的未來[以你們的說法]聚會. 同時, 只要妳提出請求, 我
們就會與妳同在.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各位.
造物者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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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與神秘家(續
殉道者與神秘家 續)
Copyright © 2005 L/L Research
(譯註: 這是 Q’uo 在該次演講後的答客問, 主題演講是”殉道者與神秘家”, 詳見愛與光之圖書館
選集五. 附帶說明, 本次原稿有部分收音不清, 以致於不是十分完整.)

特別冥想
1990 年六月 20 日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透過這個器皿在愛與光中向各位致意.
此時, 我們很榮幸地回覆在場各位進一步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任何詢問?
S: [聽不見]
我是 Q’uo, 我們相信已經掌握妳詢問的要旨, 我的姊妹. 殉道者在此生開始前就
已經決定這條路將是最優先的途徑, 他追隨這條路是為了最充分地光榮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並在正面極性中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當一個人在此生中考慮這條路徑, 他還不確定自己的服務是什麼, 於是將這條路
與其他選項放在一起衡量; 於是, 該智力在此生中做的工作相當於該靈魂在投胎
前做的工作.
並不是說如果該智力嘗試在殉道者途徑上搖晃前進, 這一個人將在負面途徑中
移動; 毋寧說, 當一個人使用智力選擇一條路, 將這個選項與那個選項互相比較,
分析利害得失, 如此一個人傾向遠離對自我真實的東西, 然而, 對每個實體最適
當的途徑即是他在投胎前已謹慎規劃好的路[有著許多朋友、指導靈、導師的協
助].
在這一生中, 一個人可能多次感覺自己的雙腳遠離先前已知的清晰途徑, 於是在
此刻感覺困惑, 懷著巨大的渴望但願以任何方式提供服務, 他嘗試藉由分析與智
力的方式建構一條讓自己再度安心的途徑.
這樣個選擇很少會推動一個人進入負面極化或服務自我.
更多的情況是: 一個人會在一個遺忘地帶(limbo)裡頭經營人生型態; 也就是說,
一個人尚未來到投胎前選擇的核心地帶, 而是盡一己所能的向前移動.
現在有許多、許多人發現自己處於這樣的狀況中; 這些人才剛覺醒, 正在看見生
命中更大的視野與目標, 他們通常嘗試去仿效其他受到賞識的實體, 為了加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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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的旅程, 因為他們感覺那醒悟的能量以爆發的速率穿越一己的覺知.
我們推薦每個實體衡量這個要點, 先考慮雙腳如何安置在大地上, 當自己找到那
份完整與確切的感覺之前, 無須踏出下一步; 當你站穩腳步, 找到安心的感覺,
妳將毫無疑問地知道下一步是如此這般.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S: 與方才的主題無關, [聽不見].
我是 Q’uo, 我們掃描妳的記憶, 妳剛才的詢問至為有趣並具有高度象徵意義; 這
是妳的潛意識心智建構的一個(夢境), 為了提供一些象徵, 與某種程度的謎題.
在這個時刻, 森林對妳是最為重要的, 我們感覺妳已經開始越來越清晰地確定其
原因, 雖然還有許多部份仍是不清楚的.
考量在森林中生長的任何一棵樹的天性, 它從土壤深處汲取養分, 同時也受到太
陽那給予生命之光芒的滋養; 它最後成為一棵古老、強壯與睿智的樹, 即使面臨
乾旱、高熱、大雨、冰冷等嚴酷氣候, 對於這棵大橡樹都只有很少的影響.
妳已經良好地感知妳經驗中的蛇群, 我們感覺牠所象徵的智慧行動與反應正在
妳的生命樣式中上演. 總而言之, 我們認為妳已經良好地感知深邃心智給予妳的
各種符號, 所以妳總是可以使用這條途徑, 它在此時以必要的方式滋養妳.
S: 在我的森林與我對[聽不見]的想法與生命之樹
生命之樹[聽不見]之間是否有個連結?
生命之樹
我是 Q’uo, 覺察妳的詢問, 我的姊妹. 妳可以看待我們方才給予的資訊如同一個
競技場, 或一組參數; 思想、感覺、想像、直覺與行動的精煉過程可以在其中進
行. 當一個人注視生命之樹
生命之樹(
生命之樹 Tree of Life), 他可以看見許多能量表達的中心, 可以
連同特定原型的關係[潛意識賦能者鼓舞或告知顯意識心智]一起探究, 如此可以
更深入地理解一個人每天遭遇的世俗經驗; 當一個人想要應用原型心智的原則,
這個過程適用於每一個案例. 妳已經發現這些不同的原則, 並且決定設法進一步
地研讀這些領域, 這對妳是好的; 因為妳同時有這個需要與能力去穿透自我與生
命型態中對應到站點(stations)與原型的領域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S: 這是真的, 有點奇怪; 但某個東西一直在我的心智後頭, 為什麼我有[聽不見]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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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Q’uo, 我的姊妹, 當妳以老師的身分服務他人, 有個問題經常進入老師的心
智中, 為何有些學生比較有靈感, 或者說 比較會驅策自己表現優異?
為什麼任何事物是它現在的樣子? 妳為自己選擇了一個特定種類的服務, 它在
大多數情況隱藏在未顯化自我之內.
無論如何, 當許多人正開始醒悟到內在的驅策[與這個星球的時間週期有關], 所
以將有許多人正在突破先前的邊界, 從暗色土壤中冒出鮮明的枝芽, 最終在這個
特殊的星球上形成一片新的森林. 因此, 粗糙地說, 妳與這個週期、地球
地球、投胎
地球
前的選擇一同韻律地移動.
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我的姊妹?
S: 沒有, 感謝你們[聽不見]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感謝妳, 此時 是否有最後的詢問?
[沒有更多的詢問]
我是 Q’uo, 我的姊妹, 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加入這個圈子. 我們的言語不足以表達
我們的感激, 但我們希望每個人知道我們珍惜這些時光.
我們希望我們簡陋的話語可以在你們[一步一腳印]持續開展的人生旅途上提供一
些光亮與鼓舞. 此時, 我們應該離開這個團體, 歡喜地在愛與光中離開各位. 我
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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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冥想
西元 2003 年五月 25 日
小組問題:
Q’uo, 今天的問題是關於自由意志的概念, 以及服務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星球聯邦
聯邦與行
造物者
聯邦
星地球
地球的交流關係.
地球
考量所有的汙水、骯髒空氣、核子擴散、戰爭、疾病、貧窮等等蔓延在地球的
負面情況; 特別是在收割
收割典禮結束之後, 我們不禁要問, 是否有任何情況會促使
收割
星際聯邦
聯邦考慮縮減自由意志、出面干預、淨化空氣、淨化水源、摧毀核子武器、
聯邦
提供食物與服務給需要的人群? 或者有其他的考量是我們應該思考的?
我們感謝 Q’uo 要告訴我們的任何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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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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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
祂的服務中, 我們存在.
我們甚為感謝這個圈子裡尋求的靈魂們, 感謝你們聚合在冥想中並呼叫我們來
到這裡. 能夠分享你們的冥想是如此地榮幸與愉快, 能夠提供我們一些想法給你
們使我們的心感到溫暖.
一如往常, 我們請求你們在聆聽時, 最大限度地使用辨別力, 仔細考量我們提供
的東西, 因為真理是非常個人的, 我們沒有意圖去剝奪妳學習的樂趣或冒犯妳的
自由意志[屬於那至今仍在施工中的神性原則].
你們今天的詢問環繞著自由意志的話題, 關於這個至為有趣與豐富的話題, 我們
現在愉快地分享一些想法.
首先, 我們來看宇宙造物誕生前的造物主
造物主-大我
造物主絕對與完
造物主 大我.
大我 在這個階段, 從造物主
造物主
整的合一中躍出的第一個變貌是自由意志, 這個原則允許造物主
造物主問:
“我
我是誰?”
造物主
緊接著這個問題, 一個非常個人與全然投入的行動將該問題帶入大我
大我的振動; 這
大我
個振動使得造物主能夠思考, 它是起初思維
思維, 如我們說過許多次, 起初思維
思維相當
思維
思維
[1]
於你們一個蒼白的字眼, 愛 .
現在, 造物主的愛絕不能說是蒼白的,
因為它創造、毀滅, 它顯化、隱藏, 它是
造物主
奧秘, 它是經驗, 它是空無, 它是一切. 再者, 這個思維
思維具有一個特定的振動.
思維
這個振動擁有力量去創造運動, 該運動即是你們稱為光的變貌.
所以造物主
造物主, 接著是自由意志, 然後理則
理則(Logos), 然後創造光, 最後是外顯宇宙.
造物主
理則
以上的描述重點在說自由意志不只與我們纏繞在一起, 它還是天父
天父造物的第一
天父
與最初的特徵, 它是造物主
造物主的特性;
它是造物主
造物主每個部份的特性.
造物主
造物主
介入的問題包含特定路線的扭曲, 我們將就此探索. 你們的詢問是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會發覺有可能去廢除那些迫害倒楣人民的實體之自由意志. 無論如何, 這個
詢問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因為你們每個人不可能為自己移除這份特典、責任、
榮耀、與服務的職責—為妳所在之處的光做見證.
在表面生活的水平上, 在大眾媒體與政治生態的水平上, 的確, 你們的星球受到
少數人的控制, 損害許多人只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從靈性責任或成熟度的立場來凝視地球
地球,
地球 則是完全不同的圖像.
在這個圖像中, 沒有任何力量要給予任何思想形態或可見的實體. 毋寧, 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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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與力量、鍛鍊、自我焦點有密切關係. 當一個人處於沒有鍛鍊的範圍內, 就很
可能只有一點點力量.
你們每個人都已選擇生命經驗的元素, 也選擇了一個議程, 它與政治、政策、權
力只有一些週邊關係.
毋寧說, 你們每個人來到這裡為了在妳的神性
神性原則中挖得更深一點;
你選擇神性
神性
神性
原則的一小部分來滲入妳的人格軀殼, 並讓它在妳的身體裡內湧出.
你們每個人來到地球, 希望使用這個幻象的腐蝕與嚴酷的特性來擊打、搗碎自
我的礦石, 以揭露造物者
造物者身分的寶石.
造物者
在泥板岩[每日細節]的許多碎片中, 在眾多砂礫[我做什麼維生]之中埋藏著偉大的珠
寶, 即自我未發現的面向、未發現的結晶構造、洞見與覺察之金塊.
當你已慎重地、有意識地完成這份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 光之器皿開始調頻它自
己, 如同鋼琴調音師在調整琴弦. 調音、調音, 直到該琴弦發出正確的音高(pitch).
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真實的音高, 當你們正在尋求內在的造物者
造物者之道, 同時也在
造物者
調整自我之音調.
當你拿著”我是誰”的小鏟子挖掘, 手推”我在這裡做什麼”的除草機清理雜草; 妳
正在準備這片土地, 好撒下許多種子, 等待它們茂盛開花, 成為妳來此分享的禮
物. 也就是, 自我的精華盛開轉變為虔誠與愛意的慈悲, 關心居住在該幻象中的
人們, 同時知曉他們不會陷入該幻象的圈套.
[2]
E 先生正伸手去拿他的信心
信心與希望
, 我們鼓勵每個人拿起這些枕頭,
信心 希望之特殊枕頭
希望
這些話語, 這些工具, 這些資源, 只要它們可以鼓勵並強化你們.
因為你們來到這裡為了成為強壯, 你們來到這裡為了在主動與個人悲憫中提供

力量, 伸出雙手擁抱這個星球與人群; 不是因為妳想要拯救或改變他們, 而是因
為這些實體等著你去愛, 正如同妳是週遭實體愛的對象, 不只是那些活在肉身中
的實體, 他們以不完全的話語表達愛; 還有更多無形的實體, 他們在靜默中向妳
揭露無條件的愛, 於是自我在其中終於感覺安全、安穩, 得以在心之聖殿中休息,
那是自我之心, 也是地球
地球之心.
地球
這些難道不都是同一件事?
當你們星球上有數以百萬計的造物主
造物主火花正在調頻自我,
直到他們爆發出最美
造物主
麗、最和諧的愛之歌[這個世界從未聽聞的旋律], 還需要我們介入以拯救你們星
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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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 有越來越多人正在這個星球上覺醒; 然而, 恐懼、驚嚇、不適的氛
圍從來沒有比此時更為濃厚.
即使在恐懼與負面的重重彈幕下, 人們仍在覺醒, 這是因為那些早已覺醒者提供
的服務, 那些人找到各種方式去表達鼓勵、喝采、激勵、強化周遭人的內在之
光. 你們很容易、很快地會想到一些演員、歌手、舞者等, 他們在顯目的公眾場
合稱職地使用他們的力量.
然而, 舉例而言, 每一次 G 先生發心地讓一個陌生人搭便車, 這個宇宙就變得更
甜蜜一點.
每一次, 當有人對妳皺眉頭, 妳卻能以微笑回應; 聽見刺耳的話語, 還能以柔和
的言語回應; 每一個溫和與愛意的行為[如 J 小姐慷慨地幫這個器皿調節身體]都
促使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協調與和平的居所.
一個人不能從拯救第三密度的角度來面對世界的局勢.
不管在轉變的過程中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在你們星球上, 實體們即將移動進入第
四密度, 接著他們將與地球
地球實體一起合作整修這顆星球.
地球
的確, 甚至在此刻, 許多人正一點一滴地修護地球
地球表面,
藉由熱愛地球, 對地球
地球
說話, 並與自然精靈偕同合作, 這些人認知到所有東西都是活的, 所有事物都在
韻律與和諧中共同工作, 所有生命不只鍾愛彼此, 還知道他們都是一體, 除了那
些還深陷在第三密度遺忘泥沼的人們.
在這個氣氛中, 因為這個時機聚焦在第四密度的誕生, 成為一位強力、具魔法的
個人之可能性是巨大的; 實際上, 現在地球上的第四密度能量與第三密度能量是
同等地真實. 在物理世界中, 你們現在只能在次原子(量子)的領域中看見一些異
常效應; 但是在你們的內在多層次的生活中, 你們每個人都以更清晰與明顯的方
式看見改變, 當兩個密度處於互相貫通的過程, 大自然或巧合的原力更為容易發
揮效用, 妳想要關注的東西將更快來到你眼前, 引起妳的注意.
這就是為什麼, 在如此充滿挑戰的時期, 如此充滿改變的時期中, 你們每個人仍
可感覺到無形實體的沿路幫忙, 無形的手不時推妳一把, 天使們在無預期的時候
來臨, 給予非凡的指引.
此時, 你們每個人的優雅姿態即是在靈性奮鬥的水平上重新找回自己的自由意
志. 積極地投入主動的悲憫中, 聚焦在媒體照片的一雙雙眼睛上, 而非驚嚇與恐
怖的細節. 聚焦在靈魂學習的過程上, 許多靈魂正在蛻變, 正在提升自我以進入
新的課程與新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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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實體早已清理完第三密度的功課, 進入第四密度的環境; 這些實體正在這個
時候帶著變更後的 DNA[含第四密度意識]返回地球. 所謂的靛藍小孩與水晶小
孩就是這些早已收割完畢的實體, 接著在一個新的密度開始新的生活, 在第四密
度生活的脈絡中, 他們相當於(新地球)的原生種族.
你們每個人或許對於地球人目前的科技水平產出的小玩意與把戲過於自信.
然而, 在下一個等級的科技將是與光
光流暢地合作, 而非去控制光; 這個轉變將打
開各種能力, 相較之下, 你們現在以為的先進科技事實上就如同小刀、打火石、
魚鉤一般.
許多單純存在於真實的愛之中, 生活在這敞開心的單純氛圍中, 實體們能夠明確
地做他們想聚焦的事物, 全心去愛並釋放所有對結果的執著.
舉例來說, 這個器皿有宏偉的希望, 想要藉由傳佈資訊的一連串活動勸導所有實
體和諧地轉向愛與光與個人的悲憫, 這些對你們是真實的調頻方式.
然而 她覺察到, 單憑她自己, 她什麼也不能做, 她能做的是每天誠心誠意地祈
禱: “造物主
造物主,
汝之道路; 對我展現汝
汝為我準備的途徑.”
造物主 教導我汝
這似乎有點把力量交給指引的意味, 不過這是取用力量去請求指引 接著去運用
指引. 這跟以下的現象是兩碼子事: 有些人對世界眾多問題有無力感, 因而請求
外力拯救.
我們向你擔保, 在靈性的途徑上, 每個人都具有深奧的強大力量; 當每個人開始
覺察團體的氣力與動力, 一起調頻各自的意志去愛; 這股優雅的力量將變得越來
越清晰, 於是人們開始以各種方式去看見一個難以形容 但十分真實的願景.
該願景就是真理絕不能被隱藏, 真光從來不從被暗黑熄滅, 一切都是好的.
有一件事可以給你們深邃的滿足與責任感, 那就是知道像你們這樣的團體, 各地
的團體綜合的正面能量[肯定愛、光、合一], 早已締造可觀的差異, 協助地球轉
換到第四密度的進程.
至少有二十年的期間[照你們的時間尺度], 我們已看見這個器皿所謂的橡皮筋(放鬆)
效應, 當越來越多覺醒的人產生光影響全球的轉換, 這過程就好比橡皮筋被緩慢
地、一次一點地釋放.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地震與天災沒有演變成毀滅地球
地球的超
地球
級災難之緣故.
那些積極涉入, 努力減輕地球
地球沉重振動的人口大約占百分之五,
不過這批少數人
地球
已完成許多事. 同時, 這批少數族群以指數比例迅速地成長中, 越來越多人開始
醒來, 然後藉由他們的影響, 開始照亮週遭的氛圍, 接著允許其他人擁有無懼的
自由, 開始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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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自由意志並不屬於妳的權責, 介入地球事務也不屬於我們的權責.
毋寧說, 你們每個人的權責是從內在開始, 從第三密度的視野移動到第四密度的
視野.
當你們深入地挖掘自我, 最後來到中心, 妳在那裡發現什麼? 造物主.
造物主
當一切都被拿到一旁, 最後一道罩紗離去, 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躺臥在妳的心裡,
等待著
造物者
你, 那即是你真正的本質.
當你來到內心的這塊地方, 在靈性至聖所中與造物主
造物主相處, 妳與造物主
造物主的自由意
造物主
造物主
志之差異逐漸消失, 只存有平衡、治療、復甦之大愛.
我們鼓勵每個人盡量找時間待在你內心的這塊區域, 因為即使只有一刻待在這
個神聖中的神聖所, 它都能活化與充實一個人今天的經驗.
你們每個人憑藉自由意志決定來到這裡締造不同— 為了自我而學習, 為了地球
之光而服務.
學習與服務如同一條強健繩索的兩股線, 緊緊交織在一起 無法分開.
我們向你們擔保, 你們人群的一切狀況是好的.
收割量已大幅地成長, 我們至為愉快地看待目前的狀況. 從我們的立足點來看,
形勢十分良好.
你們星球的振動能量開始提升, 許多部分已然完成.
接下來, 就看你們這些覺醒的人們了, 你們要覺察這個時代及其可能性, 一天接
著一天, 一個行動接著一個行動, 一年接著一年, 十年接著十年, 一個領悟接著
一個領悟.
這是你們任務的真正核心. 這個服務的核心是存在(being), 存在蘊含的調音將帶
領地球與人群進入早期第四密度.
現在就是早期第四密度, 你們正在第四密度中振動.
當然, 你們的第三密度載具在適應新振動的過程中有其挑戰, 然而, 身體是心智
的創造物. 當你的意識開始舒適地悠游在無條件愛的水域中, 妳的身體也將發現
自己越來越能夠享受第四密度振動.
地球就在你們,
你們每個人, 的手中.
地球
我們不會拿走你們的學習或服務機會.
這個器皿曾聽她的老師說過: 地球能量此時偏移到一個旁軌, 一條時間支線*.
(*譯註: 延伸閱讀—愛與光之圖書館選集二, 時間旁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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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光芒第三密度地球
地球如同一列火車,
由於光明之子
光明之子[促進和平與喜悅]與暗黑之
暗黑之
地球
光明之子
子[促進戰爭與苦難]長期持續的衝突行動, 這列火車已被推擠到一條支線上頭.
就外在意義而言, 這些少數的暗黑之子
暗黑之子一次又一次地在其他行星與地球
地球上興風
暗黑之子
地球
作浪, 在許多不同的社會中選擇戰爭之路, 為了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做這樣
的選擇; 他們受到那些遠遠比自身聰明之實體的操控, 這些實體藉由無止盡的戰
爭, 將第三密度的受難與痛苦做為食物. 是時候了, 請停止以恐懼餵養這些第五
(負面)密度的實體.
這個星球唯一返回正常時間軌道的方法就是拋掉恐懼, 不以猶豫回應所有狀況,
而是以信心回應; 不是感覺某件事需要有人去做, 而是知曉某件事正在進行中;
透過每個人的心智與心輪完成這件事.
在這些領悟中, 每個人彼此幫助的力量是巨大的.
每個人都是老師, 每個人都是學生, 這是一個學習的圓圈.
我們在此時離開這個器皿, 因為她的能量變得有些低落, 同時將通訊權轉移到
Jim 實體身上以回應這個團體的其他問題.
我們感謝 Carla 實體,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們在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Jim 傳訊)
我是 Q’uo, 再次地, 我們透過該器皿在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很榮幸地在此回覆在場各位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G: Q’uo, 如果這個答案不會太長, 我想知道, 從形而上的觀點, 從愛的觀點, 你
們對某個事件的看法, 在上一個世紀的中期, 印度教徒(
回教徒(
印度教徒 Hindus)與回教徒
回教徒 Muslims)
共同放下武器, 結束一個暴力、死亡的向下螺旋, 只為了結束甘地
甘地的禁食,
只為
甘地
了搶救他的生命?
我是 Q’uo,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這兩個偉大的信仰, 印度教與回教
甘地實體的行動與服務,
它們能夠賞識
印度教 回教,
回教 透過甘地
甘地
甘地敞開的心, 以致於兩方的信徒願意放下久遠的歧見, 為了使他們如此崇敬的
甘地
實體能夠停止禁食, 繼續活在他們當中. 我們在此良好地感知, 當一個如甘地
甘地這
甘地
般的實體大幅地敞開心輪, 沒有任何一個邊界可以阻擋愛的給予.
甘地實體成功地打開自己的心,
愛的意志透過他運轉, 那些接近他的人們可以輕
甘地
易地認出愛.
是故, 當這個實體明顯地願意給出一己的生命, 為了促使交戰的各個教派和平相
處, 那些教派因著這個實體的緣故, 找到通往自己心輪的途徑, 隨後願意停止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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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動, 好讓甘地
甘地實體願意終止禁食,
繼續逗留在他們當中.
甘地
這是人性閃耀的時刻, 因為這些宗教派別過去甚少願意放下歧見, 直到甘地
甘地的行
甘地
動帶給他們電擊般的刺激.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兄弟?
G: 我這邊沒有, 感謝你們.
我是 Q’uo,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J: 野, Q’uo, 我剛好有一個簡短的問題, 我希望你能幫我澄清這點. 在我來到地
地
昴宿星團(
球之前, 有沒有可能我來自昴宿星團
昴宿星團 Pleiades)中的一個星系, 我以為是 Alceon*,
你能否為我確認一下?
(*譯註: 經查考, 這顆恆星應該是 Alcy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cyone_(star) )
我是 Q’uo,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我們發現妳在過去某些轉世居住在這個特
殊的恆星系統[你稱為 Alceon], 這些經驗對妳有些影響.
但不必然表示妳的源頭是在那兒, 而是妳曾經在那兒有生活經驗, 如同妳現在居
住在行星地球
地球一般.
地球
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我的姊妹?
J: 沒有了. 感謝你們今天與我們同在.
我是 Q’uo, 我們也感謝你, 我的姊妹.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G: 如果沒有其他人有問題, 我有一個. Q’uo, 在尋求與知曉愛的過程中, 一個尋
求者的人生有許多不同的時刻, 有些時候被情緒打敗, 有些時候是乾枯的. 我在
想, 如果我們只是發起意願去看見愛, 不管心裡有沒有感覺愛, 不管這只是空洞
的話語, 這樣做有何種效果?
我是 Q’uo,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當真理尋求者踏上人生旅程, 每個尋求者
都有一些上升的時期: 增強的尋求, 增強的渴望, 增強的熱情.
在這些時期, 尋求者藉由每一個額外的尋求渴望為自己奠定形而上的基礎.
每一次, 尋求者敞開心胸去更新自己對真理的探求, 與他人分享創造萬物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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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尋求者就為自己再增添一顆石頭, 穩固他形而上旅途的根本.
如你所言, 在有些時期, 尋求者感到熱情減少, 尋求愛的渴望減少. 這些都是正
常的經驗, 如同一年有四季, 與不同的週期.
你的意願就如同種子, 受到關注力的滋養, 在某個時候開始發芽, 打開堅硬的外
殼, 長出第一批根莖, 長出第一批嫩葉, 開始表達愛之道, 因為愛早已編碼在每
個實體、每個種子、每個尋求者裡內.
於是, 你發現有些時期, 一波大能量穿過你的存有, 在這個時候, 你尋求與分享
愛的渴望獲得滋養, 當你持續走在尋求的旅途上, 你將開始越來越地為自己創造
這份渴望, 不只在潛意識中感覺那遍及所有造物的正常韻律.
於是尋求者在更連續的基礎上, 有意識地尋求去知曉位於所有造物之中, 與位於
自我內在的愛
愛之源頭.
此時, 是否有個最終的詢問?
G: 非常感謝你們, Q’uo.
Carla: 我有一個來自 K 的問題, 她說: “在約伯
約伯(
約伯 Job)的故事中, 上帝似乎用各種驚
駭的事件痛擊祂忠實的信仰者, 關於這個寓言故事, 我有兩個問題: 一、為什麼
要以這麼暗黑的方式描寫造物主
造物主? 這個故事是否準確無誤?
造物主
二、造物主
造物主是否有個黑暗面, 它的性質是什麼? ”
造物主
我是 Q’uo,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你們聖經
聖經中述說的故事,
約伯記,
聖經
約伯記 是一個
範例, 它說明那些負面導向的實體們如何嘗試去冒充你們的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為的是控制
你們稱為猶太
猶太民族的人群;
這個民族很早就與許多來自別處(elsewhere)的許多資
猶太
訊源頭建立各種關係, 容我們這麼說.
約伯實體的經驗沿著施與受的路線, 其目的是控制這個民族的行為.
約伯
當然, 有一個真正屬於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之源頭,
它的完整本性存在於萬事萬物之
造物者
中, 存在於有形與無形界當中, 存在於光明與暗黑界之中.
然而, 有些較小(lesser)實體從遙遠的恆星系統旅行到各式各樣的星球, 好比你們
的地球
地球; 他們將自己置放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位置,
為了行使某種控制, 他們能夠說
地球
造物者
服人群崇拜他們為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我們為這個器皿今天有些散亂的特性感到抱歉, 他有些分心了, 我們只能在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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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程度上使用這個器皿.
我們想問是否還有個最後的詢問, 我的姊妹?
Carla: OK, 這是我自己獨立的念頭.
我的問題是: 我假設並感知金字塔是一個完整的奧秘, 我也知道金字塔的時代已
經過去了. 我在想, 麥田圈可能是星際聯邦
聯邦將奧秘放入我們第三密度的一種方式;
聯邦
所以, 事實上, 你們以自己的方式持續提供奧秘給我們去解答或使用. 你們說,
這個想法是否正確?
我是 Q’uo,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姊妹. 確實, 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星球聯邦
聯邦的
造物者
聯邦
某些成員用這個方法將奧秘呈現給你們人群.
我們已發現奧秘的概念是開啟(人類)意識的一個很有效的通路, 同時, 它似乎為
渴望之火添加燃料, 促使人群進一步尋求愛與光, 結果是, 你們許多許多人正在
接觸關於奧秘的形形色色訊息來源.
此時, 我們將離開這個器皿與團體.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各位.
造物者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原註:
原註
[1] Carla: 有些讀者可能想知道, 當愛被用來指稱理則
理則或造物主
為什麼我們不把愛(love)
理則 造物主的時候,
造物主
的頭個字母大寫? 我們避免聚焦在這個字彙上頭, 因為它已經在日常語言中被過度地濫用. 這
個”愛
愛”遠遠超過一般人習慣的意義, 通常人們使用這個字彙來表達浪漫、感傷、隨意的感覺.

[2] E 先生最近換了新的抱枕, 他用來在冥想中支持身體, 抱枕上面寫著”信心”與”希望”的字樣,
表示他需要這些品質.

(V)2009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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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thyself !
週日冥想
西元 2004 年一月 4 日
小組問題:
Q’uo, 今天的問題是一個人如何真正地認識另一個自我, 而不會將自己的一部分
投射到另一個人上頭. 我們何時開始更清楚地看見早已在那兒的東西?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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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
祂的服務中, 我們來到你們這裡.
今天, 我們十分榮幸與喜悅收到你們的集會呼叫, 我們感謝這個圈子裡的實體們
集合在這裡尋求真理. 關於你們問的這個有趣問題, 我們很愉快地同你們分享一
些意見, 相對地, 我們只要求一件事, 我們請求你們尊重並善用辨別力, 因為我
們不是權威人士; 毋寧說, 我們是你們在尋求無限太一
太一路上的同伴.
太一
為了讓我們可以自由地分享想法, 我們需要知道你們能夠拒絕那些對妳不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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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的話語. 我們請求你只保留那些有共鳴並且有價值的部分.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感覺可以自由地討論這個問題: 一個實體如何毫無扭曲地認識另一個實體.
“扭曲”(distortion)這個字衍生的意義是: 纏繞的, 有一股扭轉的壓力施加在某個東
西使其扭曲. 以這個解釋, 它或許不是最清晰的字彙, 無論如何, 我們在你們的
語言系統找不到一個更清晰的字彙了.[1]
的確, 大自然是它本然的樣子; 創造原則是它本然的樣子; 太一起初思維
思維,
思維 理則,
理則
或造物者
造物者都精確地是祂
造物者
祂自己.
創造原則是一個無限的名詞, 揭露一個無限精華的大存有.
在你們自我身分的核心, 做為具肉身的一個人, 這個神性
神性原則作用為自我.
神性
這個器皿行走基督徒的道路, 她喜歡引用戈德史密斯
戈德史密斯(Joel Goldsmith)的一句話:
戈德史密斯
基督是我的’大我
大我’.[2]
基督
大我
那麼, 每個實體都有相同的基本要素, 然而, 這個要素蘊含在身體每個細胞的核
心中, 每個思想的核心中, 每個真實情感的核心中.
它並不是整個細胞或思想或情感, 它是賦予精神的原則.
現在, 所有帶入此生的東西, 就你生而為人的經驗, 都受到扭曲*.
妳與你的指引系統、高我
高我為了你的存在本質創造了某種衣服, 這個器皿稱為”人
高我
格軀殼”, 你們的心理學家則稱為小我(ego).
(*譯註: 這裡的扭曲是中性的, 並沒有負面的意涵.)
或許你們已經注意到, 嬰兒來到這個世間並非一張白紙, 毋寧說, 他們帶著一個
確定的人格軀殼或小我結構進入世間.
每一個實體都為自己創造一個人格軀殼, 為了擁有必須的資源去研讀與工作某
些關鍵的人生課題.
舉例來說, 在這個圈子的每個成員都選擇兩個或三個, 甚至四個人生課題.
在大部分情況, 選擇這些課題為的是提升能量載具的平衡水平, 而這個載具包含
了全體精華的許多層面.
明顯地, 在一般公認的現實層面上, 每一個實體對自己、對他人都是一個奧秘.
有一個真理在這個層面上從不明顯: 所有實體之間都有一個鮮活、堅實的連結;
任何一個人的能量場與所有其他人的能量場都是合一的.
從顯意識心智的觀點, 一個人無法知道另一個人的思想本質; 一個人無法知道其
他人行動的真實動機, 等等.
結果是, 許多實體們將在世的時間不是用在覺察當下此刻, 而是用在改善關於周
遭人的資料庫, 好讓他們可以更準確地預測其他自我隱微的思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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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中, 練習開放式溝通可以降低彼此的焦慮與混淆.
但在大多數情況, 很少有機會創造一個完美的溝通—所有的扭曲與(自我)投射都
獲得平衡, 溝通是透明的, 而非反射式.
那麼, 從這個觀點, 似乎沒有可能毫無扭曲地認識另一個實體. 但正如 V 實體的
建議, 將凝視的目光轉向內在, 這個狀況有任何不同嗎? 難道你對於你自己不是
一個奧秘? 難道你沒有無盡地質問自己的各種動機? 難道你不曾多次為自己內
在的感覺而困惑? 在任何時間, 妳是否能對自己說: “我徹底地認識我自己, 我知
道自己能做的事. 我知道我是誰, 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全都知道. 我沒有任何問
題, 我完全地覺察.” 在這個圈子裡, 如果有誰可以絕對無疑地說上述這些話, 我
們要對他致敬.
我們發現在這個器皿的腦海中, 她總是被她自己在當下的反應感到驚訝. 有些時
候, 她對於某些反應感到快樂; 有些時候, 同樣的反應卻令她嚴厲地批判自己.
不管她的判斷過程為何, 無論如何, 驚奇持續地到來, 因為新的狀況、新的能
量、新的事件組合, 等等.
在新狀況進入其他自我的世界之前, 妳就是第一個被自我的反應嚇到的人.
自我全時間都在學習關於自我的一切. 的確, 這個過程簡短地重演造物主
造物主知曉祂
祂
造物主
自己的舉動.
如果一個人能夠看見廣大造物中, 實體們繞著存有的圓圈工作, 再一次地前往神
神
性原則, 他就能看見栽種意識作物 接著收穫新經驗、新思維、新知識的過程.
肉身中的自我努力嘗試這一個過程, 但結果總是不完美, 因為這個特殊幻象已經
內建它有限的邊界與預設的扭曲[容我們如此說].
所以, 就算有一個人能夠極為熟練地操作你們公認的幻象世界, 他的技能也只侷
限於理解與使用更大系統中一個非常微小的部分.
在你們的一生中, 大多數的東西無法被知曉, 只能透過反射或[光受到某個物體的阻
如同柏拉圖
柏拉圖的洞穴牆壁之暗示,
一個系統的側影.[3]
柏拉圖
迄今, 一個人無法真正地看入本質, 不管是自己的或其他-自我的.

擋產生的]側影;

雖然如此, 在不可知中, 在奧秘中, 發現自我的工作、喜悅、與過程持續進行; 在
這個過程中蘊含著極為豐富與豐盛的資訊來源.
這些資訊來源從自我開始, 接續與其他自我的互動, 再繞行著大自然裡頭廣大華
美的各種能量, 還有無形界的各種原則與實體.
所有這些資訊來源如同陽光和雨水滋潤自我的田野, 促使那些栽種在人格軀殼
內的種子開始它們尋求光的過程, 發展它們特有的花苞與花朵.
你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十分有機、強健的實體.
你們的深層心智的結構如同你們的骨骼, 有著良好的組織與許多適切的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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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對你們表達你的生命系統之複雜性, 但或許, 喚起你們對能量體組成的方式
就足夠了.
在第三密度中, 你們擁有從紅色到紫羅蘭色的子密度, 一共七個; 而每一個子密
度又包含七個子子密度, 所有每一個脈輪都是一個充分整合的系統.
潛在而言, 妳是一個具有無限存在層次的系統.
大多數人的一生或許可以探測三或四個存在的層次.
而像你們這樣的尋求圈, 每個成員長期地從事內在與靈性的工作, 或許你們已開
始穿透越來越多個存在的層次.
在這樣的複雜度中, 彷彿你就是一個世界、一個星球, 旋轉繞行你們起源的太
陽—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那麼, 在那天體軌道中, 你們每個人都是一顆恆星、一
造物者
個給予生命、閃耀璀璨的鮮活存在. 所以, 當你的軌道與他人的軌道交會, 因著
你們各自的定向迸發出一股力量與氣力.
我們可以觀察到, 有些實體的軌道相當平順, 在共識實相中, 人們會認為這樣的
人是穩定或具有一個易於了解的獨特觀點.
其他實體有個比較古怪的軌道, 彷彿他們的圓形程度尚未完成, 一些不規則的特
性導致他們運行的軌道有些不平穩. 在你們的共識實相中, 這樣的人看起來欠缺
一個良好整合的人格, 可能無法與自我達成一個舒適的關係.
有些時候, 這些實體呈現精神耗弱的症狀[套用該器皿的說法]; 在其他情況中, 由
於他們正常表現的外在生活, 幾乎不可能偵測他們內在軌道的奇特性.
然而, 內在軌道欠缺和諧或圓滿終究會產生某種後果, 那就是其他人不能真的
”懂”這樣的實體; 一般而言, 這是由於該實體不能”懂”他自己的本性. 當我們感
覺無法清晰地去理解某個人, 通常, 這個人在自我中有著相同的困難, 他無法提
供自我一個平順的軌道, 於是必須以有些隨機的方式呈現人格軀殼的不同面向.
以下的假定是永恆智慧的一部分: 一個人述說他人的觀點跟自己比較有關, 而非
他人. 我們感覺這部分是發問者 G 嘗試要平衡的東西. 就我們個意見, 這一小片
普世接受的智慧是真理.
每一個實體對其他自我形成的印象與意見總是有一個顯著的彎曲或扭曲; 這是
由於自我在拾起其他實體人格的品質與面向過程中, 這些品質與面向總是述說
著自我差勁或良好的部分.
許多時候, 這個器皿對另一個自我有批評的意見, 通常在稍後時間, 壓力減輕後,
經過反省之後, 她發現自己的反應指出她個人的黑暗面, 那是自己不想去看的部
分. 所以那個正受到批判的其他自我*只是一個傳遞消息的信差: “那是自我的陰
暗面, 這就是它長的模樣, 這裡有一面鏡子.” 這是其他自我給你的禮物.
(*譯註: Q’uo 經常用其他自我或另一個自我來描述其他人, 提醒我們本來都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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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 藉由你對周遭世界的誠實與即興反應, 你正在執行一項關鍵與珍貴的
服務: 提供鏡子給其他人, 好讓他們可以在你身上看見自己.
認識更大的自我是一個無止盡的過程: 從認識你這個人開始, 接著是你所有接觸
個人, 所有你未曾接觸的人, 甚至超越這個星球的範圍, 好比我們這個群體. 它
是一個動態的、無限的、持續進行的過程.
天父的每一個寰宇造物,
包含所有無限的時間、空間、過程, 都僅只是造物主
造物主認
天父
造物主
識祂
祂自己的無限廣闊經驗中的一次心跳.
一個人能不能找到方法, 毫無扭曲地認識另一個人?
我們相信是有可能的, 雖然是十分困難的, 如我們先前描述的許多限制, 嘗試指
出身處系統中要去理解整個系統的困難度.
無論如何, 確實有可用的方法, 可以幫助人際關係單純化, 為妳帶來清晰的視野.
這份工作與其他自我無關, 而是在自我的裡內工作. 如果你考量自我如同一顆水
晶, 你可以有些水晶是反射性的, 其他水晶是透明的.
反射性的人格是不被自己知曉的; 透明的人格則是自己知曉的.
這個器皿經常說她的目標就是成為透明的. 她的策略一直是盡可能地活出一個
敞開的人生, 好讓其他人知道所有關於這個器皿的事情, 不管別人認為那是好事
或壞事, 正面或負面. 藉由開放已知自我的全部, 讓他人知曉, 這個器皿的希望
是成為一個可以被看穿的人格軀殼, 好讓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能夠穿透這個人
造物者
格體. 我們看見這個器皿的思想, 她並不認為自己做得非常好, 但她日復一日地
朝這個目標工作, 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好懂的自我, 更自由地、自然而然地對他人
揭露自我. 彷彿她想要丟掉存有的固體狀態, 只為了成為清澈與透明的, 讓所有
人都能看穿.
這種能量, 這種意圖, 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 流入自我的能量從來就不會浪費, 表面看起來, 花時間與自我相處、傾聽
自我、休息在造物主
造物主的懷抱中是自私的舉動. 然而, 這些追尋的努力一點也不自
造物主
私, 因為妳正在改善自我能量場域的特性, 讓這個場域更清晰、更平衡. 再者, 作
用在自我身上的工作是一種休息, 它拿走嘗試控制或操控其他自我的工作時間.
當一個人有更多的自我知識, 就幾乎自動地減少控制局面或操縱其他自我的需
求, 因為他感覺自我的能量是強健有力的, 不會擔心自己的氣力與能量會被拿走,
或受到他人狹窄的觀點之侷限. 再者, 自我知識帶來親切、溫和、謙遜.
柔和伴隨著自我知識前來, 於是另一個自我只要待在妳身邊, 就會感覺很舒服,
更能夠做她自己, 雖然她自己無法解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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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氛圍中, 自我能夠以一種無威脅與安全的方式對你揭露自我; 結果是,
自我知識創造一種氛圍, 在其中, 開放式溝通獲得升高、深化、銳化、強化.
我們鼓勵花時間與自我相處, 不管是行走在林間, 或在黎明時分凝視燭光, 或每
日冥想. 不管以何種形式, 移動到自我的內在, 在靜默中請求覺知, 都是非常有
益處的, 可以強化自我的能量場, 同時創造一種氛圍, 在其中, 一個能量場能夠
包容與擁抱其他能量場, 即使有些人格體表現出古怪的軌道, 也不會感覺受威脅
或批判.
當一個人越多地自我覺察, 自我與其他自我的溝通管道就越少扭曲, 雙向溝通的
資訊得以更準確地流動在兩者之間.
總而言之, 我們感覺這個想要毫無扭曲地知曉自我或其他自我的意向即是尋求
真理的意向.
當一個人往自我的內在尋求真理, 這個意向將對其他自我溝通, 當這股能量在自
我的裡內獲得改善, 來自其他自我的資訊串流也獲得改善. 重點並不是去搞懂某
人, 因為一個人並不是封閉的系統. 一個人屬於持續進化的造物主
造物主, 一個正在進
造物主
化的部分. 更確切地說, 關鍵是安住在奧秘之中, 欣喜地觀看關於奧秘的一切,
對自己述說關於自我的故事, 述說生活的經驗, 以這種方式, 自我越來越多地敞
開, 允許越來越多驚人的大量資訊進來, 它們來自內在次元、物質世界、以及自
我, 全時間流動著.
想要知曉真理的意向是把鑰匙, 保持意向的純粹, 保持心的敞開, 於是全體都獲
得宏偉太陽[無條件之愛]的恩惠. 沒有其他東西比這個意向更能讓你的親友關係
結出累累果實.
在愛中歇息, 讓無條件之愛流過妳的存有, 接著向外進入這個世界, 關於尋求
其他自我的真理, 這是一個最好的開始.
在這個時候, 我們開放接受簡短的詢問,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G: Q’uo, 如果你可以的話, 為什麼 Ra 說的這句話是真的?
“成長或滋養意志與信心只有一個技巧, 那就是集中注意力.”
我的兄弟,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我們發現在你問了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沒有辦法
回答. 是否可以請你以另一種方式陳述你的詢問?
G: 我試試看, 如果你不能回答, 我可以接受. 集中注意力, 冥想中的一項練習,
如何促使一個人的信心增加, 又如何同時強化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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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 Q’uo 群體,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如果你願意思考催眠控制的過程, 催眠師一個人的過程, 或許你可以看見以催眠
誘導一個人進入出神狀態基本上就是集中注意力的一種手段. 催眠師會說: “注
意聽我的聲音, 只要聆聽我的聲音.” 一點一滴地, 催眠師引導這個人從每日生
活中散彈槍式的顯意識轉變為一個集中在單點的注意力, 而這一點即是催眠師
與自我的介面.
當催眠師開始發問, 在這樣的集中狀態, 自我能夠穿透數個不同的自我表層, 向
下移動進入自我當中比較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區域, 於是擁有一個更大的知
識與資訊來源.
正是以這種方式, 靈性尋求者選擇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在那個焦點付出的努力
將創造一股進展式壓力.
如果一個人良好地選擇其工作的焦點, 這個工作將改變這個人, 自動地為自我、
對自我下定義, 什麼東西使自我滴答(運轉), 什麼東西激勵自我; 接著這過程轉
譯為意志的改善, 當這個過程向前移動, 自我變得越來越沉靜, 於是接收到更佳
的資訊, 這個資訊基於意向的特性產生; 創造出各種催化劑, 信心在其中接受測
試, 隨著每一個測試, 信心變得益發強壯.
所以, 集中注意力與增進信心+意志之間並不是一對一的關係; 毋寧是, 發出意
向為自己聚集力量、能量, 不斷轉化為一個越來越連貫、善於表達、透明結晶
的自我, 如此創造一股壓力, 越來越多地為自我、對自我定義他的本性、動機、
目標與修為.
我們可否進一步回答你, 我的兄弟?
G: 不, 一如往常, 一個優異的回答, Q’uo. 謝謝你, 謝謝這個器皿.
我們也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是否有其他的詢問?
G: Q’uo, 我將拿起麥克風. 我想要知道右耳與左耳音調[聽不見, 但可以從內在
聽到]之本質?
我們是 Q’uo 群體,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在這方面, 使用垂擺(pendulum)是有
幫助的, 它在這個方向旋轉表示”肯定”, 朝相反方向表示”否定”的答案.
在每個存有的能量系統中, 都有一個自然的右邊/左邊動力. 有些人的能量系統
是: 右耳音調表示正面, 左耳音調表示負面; 對於其他人, 則剛好相反. 所以, 一
個人的垂擺特性必須由自己來確定. 無論如何, 它可以被視為一種檢查個人思想
的系統, 如果一個人內在正思考某件事, 聽到正面的音調, 很可能表示聖靈或指
導靈的肯定, 於是這個思考值得被繼續探索. 如果聽到負面的音調, 可能表示這
個思考有些扭曲, 可能要對這個思考持保留態度, 或沉思如何穿透這個警告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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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
此時, 是否有最後一個詢問?
G: Q’uo, 一個簡短問題. 在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系列中,
發問者曾詢問羅斯福
羅斯福總統(FDR)的
一的法則
羅斯福
事蹟, 並詢問他在那一生的進化過程. 我想知道, 如果有一個你可接受的人選,
或者他已過世一陣子, 允許你能夠談論他. 在未來,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能夠給
你一個人做為範例, 接著你能夠給我們某種圖表或追溯那個人的成長與人生課
程, 類似於 Ra 回答的方式?
我們是 Q’uo 群體, 覺察你的詢問, 我的兄弟. 在這方面, 我們有其限制, 因為這
個器皿目前使用清醒的傳訊方式. 如果這個器皿不知道你要問的人物, 我們很可
能無法提供特別有效的資訊. 所以, 這類問題的答案無法很精確, 我的兄弟. 在
這些限制下, 我們能夠同你討論這些人物.
容我們感謝你們如此甜蜜地在這個圈子內安歇, 彼此無私地、美麗地共享能量.
當我們看到人們為了聚集, 一起進入比言語與顯意識更深邃的層次, 對我們是一
個偉大的鼓舞. 我們感謝你們幫助、支持、豐富彼此. 我們感謝你們的研讀與尋
求, 與你所有的本性. 我們至為鍾愛你們每個人, 我們欣賞每個人的華美. 非常
感謝你們同我們共享這段時光, 我們獲得許多樂趣.
此時, 我們即將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願你們找到各種歡慶與
造物者
感謝的理由.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原則.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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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註:
原註
[1] 韋伯斯特完整版辭典:
扭曲(Distortion): 源自拉丁文, distortio, 古拉丁文為, distorquere, 轉動
韋伯斯特
或扭轉的意思. 它的定義為 “扭曲的行動, 將一個東西扭轉, 使其脫離規則的外形; 一種扭轉或
翻滾的運動.”
(譯註:一的法則的中文譯者,曾獲原作者 Jim 同意,在適當的時候將 distortion 譯為’變貌’ )

[2] “Christ is the ‘I’ of me.”
這個基本概念在 Joel Goldsmith 的<無限之道>著作中重複多次, 在此摘錄該書第 97 頁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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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無限之道中首先學到的是, 在靜默與冥想中, 放棄尋找上帝, 只因領悟到我
我與天父
天父早已
天父
為一... “
(Living the Infinite Way, 出版商: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c1954] )

[3]

洞穴寓言

(譯註: 柏拉圖之洞穴寓言是哲學史上非常著名的故事, 譯者在網路上搜尋到一篇比較詳細的中
文版本, 在此與英文原註
原註並列供有心的讀者深入研究.)
原註
***
(出處 D.R 部落格)
http://blog.udn.com/dount6/1546932

在《理想國》第七卷，柏拉圖作了一個著名的比喻，其直

接目的是要揭示“受過教育的人與沒受過教育的人的本質”的不同及相關問題，人們一般稱之
為“洞穴喻”。在這個比喻中，柏拉圖作了如下設想：有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條長長的通
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陽光從通道裏照進來。有一些囚徒從小就住在洞穴中，頭頸和腿腳都被
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朝前看著洞穴後壁。在他們背後的上方，遠遠燃燒著一個火
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間有一條隆起的道路，同時有一堵低牆。在這堵牆的後面，向著火光的地
方，又有些別的人。他們手中拿著各色各樣的假人或假獸，把它們高舉過牆，讓他們做出動作，
這些人時而交談，時而又不做聲。於是，這些囚徒只能看見投射在他們面前的牆壁上的影像。
他們將會把這些影像當作真實的東西，他們也會將回聲當成影像所說的話。此時，假如有一個
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來，可以轉頭環視，他現在就可以看見事物本身了：但他們
卻以為他現在看到的是非本質的夢幻，最初看見的影像才是真實的。而假如有人把他從洞穴中
帶出來，走到陽光下面，他將會因為光線的刺激而覺得眼前金星亂蹦，以至什麼也看不見。他
就會恨那個把他帶到陽光之下的人，認為這人使他看不見真實事物，而且給他帶來了痛苦。

不過柏拉圖
柏拉圖認為，只要有一個逐漸習慣的過程，他的視力就可以恢復，首先大概看陰影最容易，
柏拉圖
其次是看人或事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是看事物本身，在夜間觀察天象，之後就可以在白天看
太陽本身了。此時他便明白：“造成四季交替和年歲週期的主宰可見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這個
太陽，它也就是他們過去通過某種曲折看見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於是他回想當初穴居的
情形，就會慶幸自己在認識上的變化而對同伴表示遺憾。他既已見到了事物之本身，便寧願忍
受任何痛苦也不願意再過囚徒生活。然而，如果他返回洞中，那些同伴不僅不信其言，還會覺
得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回來眼睛就壞了，對“影像”竟不能如從前那樣辨別。他的同伴們不僅
不想出去，甚至想把那位帶他出洞的人逮住殺掉。
***

原註:
原註
(英語文章出處)
www.philosophypages.com/hy/2h.htm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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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recognized that the picture of the Divided Line may be difficult for many of us to understand.
Although it accurately represent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reality and corresponding degrees of
knowledge,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one cannot appreciate its full significance without first having
achieved the highest level. So,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of us who are still learning but would like to
grasp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 Plato offered a simpler story in which each of the same structural
components appears in a way that we can all comprehend at our own level. This is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Suppose that there is a group of human beings who have lived their entire lives trapped in a
subterranean chamber lit by a large fire behind them. Chained in place, these cave-dwellers can see
nothing but shadows (of their own bodies and of other things) projected on a flat wall in front of them.
Some of these people will be content to do no more than notice the play of light and shadow, while the
more clever among them will become highly skilled observers of the patterns that most regularly occur.
In both cases, however, they cannot truly comprehend what they see, since they are prevented from
grasping its true source and nature. (Republic 514a)

Now suppose that one of these human beings manages to break the chains, climb through the torturous
passage to the surface, and escape the cave. With eyes accustomed only to the dim light of the former
habitation, this individual will at first be blinded by the brightness of the surface world, able to look
only upon the shadow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real world. But after some time and effort, the former
cave-dweller will becom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full variety of the newly-discovered world, looking at
trees, mountains, and (eventually) the sun itself.

Finally, suppose that this escapee returns to the cave, trying to persuade its inhabitants that there is
another, better, more real world than the one in which they have so long been content to dwell. They
are unlikely to be impressed by the pleas of this extraordinary individual, Plato noted, especially since
their former companion, having travelled to the bright surface world, is now inept and clumsy in the
dim realm of the cave. Nevertheless, it would have been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se residents of the
cave to entrust their lives to the one enlightened member of their company, whose acquaintance with
other things is a unique qualification for genuine knowledge.

Plato seriously intended this allegory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 of ordinary human existence. We,
like the people raised in a cave, are trapped in a world of impermanence and partiality, the realm of
sensible objects. Entranced by the particular and immediate experiences these things provide, we are
unlikely to appreciate the declarations of philosophers, the few among us who, like the escapee, have
made the effort to achieve eternal knowledge of the permanent forms. But, like them, it would serve us
best if we were to follow this guidance, discipline our own minds, and seek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est objects of human contemp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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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冥想
西元 2004 年四月 4 日
小組問題:
今天的問題是改變. 我們在這個圈子中談論我們正在經歷的各式各樣的改變; 甚
至地球與太陽系也正在走過一個改變過程.
我們想知道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如何去面對改變, Q’uo 能否給我們這方面的資訊.
不管我們想要改變什麼, 或我們面臨改變, 看起來, 改變有兩方面—務實面與理
想面. 調和或平衡這兩者似乎是個真正的戲法. 所以, Q’uo 能否談談如何在這兩
方面關注改變的概念?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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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祂
祂的服務中, 我們今天來到你們這裡.
來到你們當中, 經驗你們的振動, 共享你們的冥想, 這些於我們是一個大祝福.
我們感謝你們今天呼叫我們來到這個圈子談論改變的概念; 一如往常, 我們請求
一件事, 好讓我們自由地講話: 請求你們每個人謹慎地守護自己的判斷與辨別力,
用小心與獨特的耳朵聆聽我們的話語, 在吸收新資訊的過程中保持謹慎.
我們不是權威; 我們跟你們一樣都在尋求. 雖然你們歡迎我們分享的意見, 我們
但願你們了解這些意見並非完美, 我們也可能會犯錯. 因此, 請守衛你學習的入
口, 只接受那些引起你深深共鳴的東西. 因為真理好比一個正在成長的東西, 它
有一條個人發展的途徑, 而每個人的途徑都不相同. 在理解這個前提下, 我們感
覺可以自由地談論, 而不會冒犯你們的自由意志, 我們感激你們每個人的配合.
我們凝視這個器皿心智的內在, 找到一個起始點; 她今天正在清理房屋牆壁上的
常春藤, 因為它們阻礙紫丁香樹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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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見常春藤盤旋向上生長, 努力嘗試去尋求陽光, 然而當它這麼做的同時,
將所有週遭的存有都當作支點好讓自己上升接近光與溫暖的源頭. 正是以類似
無辜的方式, 你們每個人最初養成的習慣似乎是有益的, 卻蘊含盤繞的效應, 到
後來不那麼有益, 甚至窄化或限制你們的成長與改變.
正在發生的改變如同一條溪流, 有它自己的能量.
妳帶入觀察與這條溪流的每一個細微態度都會影響該溪流.
當你在這條溪流[這個器皿鬆散地稱之為命運]中沒有阻力, 溪流就會靜靜地帶著一個
人流動, 不管命運的河流如何變換, 這個人的愁苦與錯位感都維持在最小水平.
彷彿寧靜與自我信心是一條小筏, 確保一個人在命運的河流上維持乾燥狀態.
建造這條小筏的最佳材料是安靜與信心, 使用任何其他材料將造成兩種狀況:
(1) 一個人持續地抵抗命運的流動, 這只有很少的用處, 因為他直接地對抗改變
的過程.
(2) 或者, 一個人真切地擁抱改變, 卻懷著過於激動的熱忱, 使得改變無法適當
地或輕易地發生. 因為這個人拿起槳之後, 瘋狂地划槳想要幫助溪流向前移動.
首先的阻擋能量是恐懼的能量; 就某方面來說, 過分急切的能量也屬於恐懼的能
量. 那麼, 歇息在寧靜與信心的獨木舟上, 這就是最少阻力的途徑, 但在許多狀
況中, 它也是最難採取的途徑.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對於許多人而言, 當他接
近一個已知的改變過程, 他首先希望盡可能快速通過這個過程.
所以, 我們建議首要事項為在你的心智中建立一個改變的模型, 這個模型十分受
到一個早已流動的過程影響, 該過程的源頭是你過去的意向與焦點. 妳在過去為
未來播種, 現在, 你收穫妳很久以前播種的作物. 允許這個過程依照事物的自然
時序發生, 無需費心思量它要怎樣發生.
接著, 每天問自己這些問題是很棒的主意: 我今天思考什麼, 感覺到什麼? 保持
自我內在的通訊線路暢通. 這些通訊線路至為有益, 它們對意向十分敏感. 告訴
自己, 要求自我創造內在的空間, 好學習更多關於改變的過程, 如此將產出結果,
不管是在夢境中出現, 或清醒的異像, 或主觀的有趣巧合.
有鑑於抵達第三密度晚期的新能量日益透明化, 在你擁抱改變與適應命運之流
的過程中, 了解到你有更多的能力去觀想、設定意圖、請求更為微妙的能量之
協助, 這些是以往不容易達成的任務. 許多來自第四密度蓋亞
蓋亞(
蓋亞 Gaia)的可觀力量
正開始形成, 你們的深層自我在許多方面與這些力量連結; 第四密度的社會記憶
網絡正在誕生中, 甚至當你們集會的時候, 在偶然閃現的瞬間可以體驗這個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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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接近改變的過程, 你們正在嘗試使用第四密度水平的資訊面對該過程.
這份資訊並不直接來自第三密度中創造言語的過程, 這當中須要一個轉譯過程,
好比這個器皿已創造一些方法, 以有意識地從潛意識過程中產生話語, 無論如何,
這是一個後天學來的技巧, 一般而言, 潛意識過程灌輸資訊給妳的途徑與理性或
邏輯心智無關.
結果是, 你們目前的挑戰是當你還不具備充分的心電感應能力, 或者說, 尚未敏
感到可以聽見樹木、野生動物的聲音, 確實, 各種元素, “憤怒的瑪瑙大理石咖啡
桌”, 與天空也都有各自的聲音. 一切萬物都有它們的聲音, 當 D 實體指派一個
主動個性給前述的桌子, 並非全然不正確. D 實體有些倒楣地撞到這張特定桌子,
並感到疼痛. 這張桌子是否因此憤怒起來? 這張桌子是否提供資訊? 或者, 這整
個插曲表達出某種資訊, 以這種特殊方式最容易傳遞資訊給當事者? [1]
所有迫近你的事物都有一個主觀地有趣意義, 你可以注視它所帶來的益處, 好比
這類催化劑帶給妳怎樣的情緒等等.
改變的過程並不單純只是改變行為的過程, 或 改變周遭環境的過程. 它毋寧是
一個相當複雜的微調系列, 允許一個人平衡事件與情感的流動.
當每個人發展意圖前往的方向, 這個旅程可以突然地轉彎, 山路突然地隆起與下
降, 帶來各種驚奇. 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恩典與自在可以幫助妳創造一個輕鬆的情
感、肉體等經驗.
再次地, 挑戰是允許而不變得消極. 若一個人單純地將自己交給某個空白的造物
者身分(Creatorship), 接著說: “我沒有任何責任, 一切都在造物主
造物主的手中”;
這並不
造物主
是一個值得渴望的態度.
保持個人的興趣與動力, 努力的方向是精確地發現自己渴望什麼, 這個態度是有
智慧的.
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成為靈性原則的一部分, 並不意味否認自我; 毋寧是對自我揭露自
我, 發現妳內心真正想要做的事. 然後, 允許自我的覺知以最佳方式成長, 將你
的夢想帶入實質的顯化.
所以, 我們並不鼓勵你們棄絕任何個人的感覺, 寧願只渴望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你有一個共同創造者的身分, 這點對你與造物主
造物主都是重要的.
你所瞄準的方向即
造物主
是你所渴望的, 這對造物主
造物主是重要的. 一旦你找到這份渴望, 將它磨得銳利些,
造物主
追尋自我的知識, 直到你對它很確定. 追尋自我的問題, 發現自己真正渴望的東
西, 自己真正的動機是什麼. 不只問一次, 接著問第二次, 第三次. 因為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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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並非發生一次, 然後就此結束. 它是一個不斷循環的經驗過程, 直到你的肉
身死亡為止.
在目前的氛圍中, 你有三個最佳盟友: 你的指引系統、意識、自然世界.
你週遭的自然世界就是第一與第二密度, 它從未離開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
因此對於
造物者
那些沉思改變的人們, 它構成一個強有力的資源.
你的指引系統有著大量的資訊與資源, 還有許多層次的幫助. 不管它具有什麼特
徵, 好比這個器皿稱之為聖靈
聖靈, 或高我
高我, 或你想要如何生動地描述它; 這股能量
聖靈
高我
是你的本質之真實的一部分, 它從未與你分隔. 所以指引系統總是會提供妳有益
的資訊.
你的第三個盟友是你所承擔的意識, 這個意識並不是你的思維. 你的思維騎乘在
意識上頭, 如同海水上面的白浪. 你的意識位於思維底下與周圍, 它是你的本質,
它從未與創造原則分離, 你的聖堂就在它裡面— 那個與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接觸的
造物者
單點, 你隨時可以走入那個聖幕, 在那兒, 靈魂得以舒適地休息.
這個器皿喜歡想像耶穌
耶穌實體擁有一隻巨大的手,
接著她爬進去那隻手, 在那手掌
耶穌
中睡著, 安全地歇息.
在其他時候, 她想像自己緩緩地爬入造物主
造物主的懷抱, 像是一個小嬰孩, 接受母親
造物主
溫柔地搖晃; 當她感覺酸痛與疲憊, 她就會走入她的聖堂.
你們每個人的內在都有這樣的聖堂, 不是因為你想了什麼, 或你如何去感覺. 在
你裡內的水域比任何表面上的風風雨雨都要深邃. 你也是那深邃的水域, 永恆與
無限的水域. 你是愛, 你是光, 你是太一起初思維
思維, 也就是造物主
造物主自身. 當你忙
思維
造物主
著向外尋找援助, 這份資產是多麼容易被忽略.
除了靜默、時間、與請求, 沒有其他入口可以通往這個強大的盟友. 所以, 我們
鼓勵你們花時間靜默與請求, 要知道,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一直聆聽妳請求的任何事
造物者
物, 祂比你的呼吸更靠近妳.
我們在這個時候停頓, 請問各位對於這個開場主題是否有進一步的詢問? 或者,
我們可以回答另一個詢問. 我們是 Q’uo 群體.
R: 我沒有問題, Q’uo, 但我真的想要說, 從表面上說, 回到這個團體, 透過這個
器皿 Carla 聽到你的聲音真好; 同時, 我想要感謝你們在這兩年期間的陪伴, 不
管我到哪一個地方, 你們都安靜地支持與激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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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 Q’uo 群體, 我的兄弟, 容我們說, 你也激勵了我們, 因為 R 先生一直是
一位真正的騎士, 總會擦亮他的盔甲.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G: Q’uo, 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 你能否評論以下兩種態度, 哪一種比較有效?
1) 尋求者付諸行動, 尋求自己的身分(identity); 也就是說, 致力於尋求身分的工
作.
2) 不必要去尋找, 而是宣告對一己身份的知曉— 肯定地宣告: “我知道我是
誰.”
我十分感激你的任何回應.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的兄弟,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關於知曉的問題不是一個輕
鬆的問題, 確實, 世界上有多少個哲學家, 對於這個正知的問題就有多少種答案.
大膽地宣告你知道的東西是優秀的表現.
大膽地宣告你不確定的東西則是不成熟的.
除了當事者, 沒有其他人能夠知道不確定與探尋之旅何時變成絕對的確定感.
有一個發現自己確定感的最佳方式, 那就是問自己願意為某個立場而死.
如果某件事重要到足以為它而死, 那麼[如這個器皿常說的]也就重要到足以為它而
活. 這是一個人在心裡確認自己有多確定的方式之一. 我願意為這個原則而死嗎?
我願意赴死只為了成為這樣一個人?
我們可否進一步回答你, 我的兄弟?
G: 不了, Q’uo, 感謝你優異的回答.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G: Q’uo, 就你的知識, 這個星球上許多靈性途徑都通往同一的地方, 一般而言,
是否到了某個點, 尋求者需要聲明他們願意付出的”代價” ?
是否在開悟或偉大的自我知識來臨之前, 需要決定好一個代價?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的兄弟,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的確, 如果一個人凝視原型的
圖像, 好比 G 實體最近在凝視的東西[2], 這組圖像豐富地暗示著意願去付出一
個代價是原型運動中合理的, 甚至為必需的部份. 這個實體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叫
做受難記
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by Mel Gibson). 在片中, 耶穌
耶穌實體確實遭逢一個問
受難記
題, 他願意付出多少來表達真理? 起初, 這個實體並未全然地確定他要不要付這
個代價. 然而, 他真的希望, 如影片中表達的場景— “更新萬事萬物”; 就這個實
體的思考方式, 他認為值得為這個目標而死. 在這個行動中, 這個實體最終擁抱
了肉身死亡. 不過, 故事繼續述說著, 當他已付出這個代價之後, 他獲得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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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 與其說那是個代價, 還不如說是份禮物; 而耶穌
耶穌實體不只是個受害者,
還
耶穌
是一位祭司.
於是, 這個問題 “你願意為這個結果付出什麼代價?” 這個問題是一把原型的扭
轉之鑰, 它可以改變能量, 並在自我與意向之間創造一個強力連結, 它的確是一
個合理與公正的詢問.
我們可否進一步回答你, 我的兄弟?
G: 我要找時間好好回顧, 感謝你, Q’uo.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此時是否有最後一個詢問?
G: Q’uo, 在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系列中,
我記得 Ra 說, 當一個人進入金字塔接受啟蒙時,
一的法則
他必須集中心神在造物主
造物主上頭; 或者說, 必須集中存有在尋求造物主
造物主這件事.
造物主
造物主
我在想這類的自我集中心神可以在一些聖者身上看見— 這些人將每一個清醒的
時刻用於思想、仰慕、崇敬造物主
造物主, 這些以各種內在與外在的方式與造物主交
造物主
通— 這是否為 Ra 所說的將生命集中於尋求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的兄弟, 我們覺察你的詢問. 的確, 這是表達此類意圖與奉
獻的一種方式. 我們相信, 你此時奮力搏鬥的東西是奉獻的概念.
有許多方式去表達奉獻, 如同有許多方式去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對於許多實體, 奉獻之道是非常刻苦的, 幾乎不帶有任何情感.
對於其他人, 他們的奉獻如歇斯底里般, 帶有大量的情感.
每個尋求者的人格軀殼都不相同, 因此最有效的奉獻造物主
造物主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造物主
對於有些人, 好比這個器皿, 每天早晨與黃昏的冥想, 加上閱讀靈性資料, 就很
有幫助.
對於其他人, 差不多二十四小時都在感覺接受帶領, 總是感覺與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
有直接的接觸.
有許多表達奉獻的方式, 奉獻分有許多層次與種類, 我們鼓勵 G 實體玩味這些
感覺, 找到自己銳化焦點的方式, 找到如何影響自己的情感集合的方式, 找到如
何撫慰自己”狂暴的胸膛”[3] —不管是透過音樂或藝術, 透過優美的話語或靜默.
我們可否進一步回答你, 我的兄弟?
G: 不了, 感謝你與我們同在, Q’uo.
我們是 Q’uo 群體, 我們感謝你, 我的兄弟, 同時感謝每位成員給予我們特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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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分享一些想法.
此時,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那兒是我們找到你們的地方, 也是我們離
造物者
開各位的地方.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原則.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V)2010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原註:
原註
[1] D 先生當時正準備坐下來, 卻沒有算好距離, 膝蓋重擊到我們的大理石咖啡
桌邊緣; 在那個時候, 我們開玩笑說咖啡桌正感到憤怒. 或許這句話不完全是空
洞的俏皮話.
[2] G 先生最近正在準備一場幻象探索(vision quest), 藉由閱讀神話與哲學書籍做
準備.
[3] 威廉-康格裡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 英國劇作家, 這句話摘自悼亡的
新娘(The Mourning Bride)第一幕, Scene 1: “Music hath charms to soothe the savage
breast, to soften rocks, or bend a knotted o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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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冥想
西元 1993 年一月 10 日
小組問題*:
(*譯註: 關於 V 的問題, 為了方便有心人上網查詢, 所有不同的訊息來源一律保留原文.)

這個下午的問題來自聖地牙哥的 V 小姐, 她想知道一點知識, 關於某些書籍、
團體, 還有一個她持續接觸的通訊來源. 首先是關於 Metatron, 一直與她工作的
靈感與訊息源頭.
她也想知道一本叫做 The Keys of Enoch 的書.
還有一本書叫做: Love (and Love): Through the Doorway, 作者是 Solera. 重點是
關於 1991 年一月 11 日的特別門戶.
她也想一個叫做 Starborn Unlimited 的團體, 他們似乎來自其他星球與其他密度.
最後她想知道一本小冊子叫做 E. T. 101, 由 Intergalactic Council Publications 出
版, 作者是 Master Jho. 他們似乎與 Council of Nine 有關聯.
我們想知道 Q’uo 對於 V 的這些話題有何評論.

(Carla 傳訊)
我們是你們知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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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榮幸可以共享你們的冥想,
我們不是權威; 我們跟你們一樣都在尋求. 雖然你們歡迎我們分享的意見, 我們
但願你們了解這些意見並非完美, 我們也可能會犯錯. 因此, 請守衛你學習的入
口, 只接受那些引起你深深共鳴的東西.
能夠分享你們的冥想是我們的榮幸, 你們這次關心的問題是不同實體撰寫的書
卷的正確性或權威性.
我們首先聲明, 我們對於你們沒有任何權威. 我們易於犯錯. 雖然我們提供的意
見是我們感覺有價值的考量, 卻不構成全無錯誤的資訊, 毋寧是一個正面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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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實體的謹慎意見.
每一個群體或實體[這包括任何有能力活動、評估、判斷的生命]都沒有能力邏
輯地、理性地證明任何外在的權威.
就我們的意見, 不管是自我、高我(higher self)或任何仍在思考說話的老師, 沒有
實體擁有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奧秘知識.
造物者
我們說這些話是想要建立一個基礎, 當一個實體站上判官的位置, 準備評判他自
己的造物之際, 她首先可以倚賴的是 外面沒有最終的權威.
沒有任何一隻手或話語擁有大師權威足以凌駕無限太一
太一的僕人,
因為無限太一
太一
太一
已安置一個事實, 那就是在所有顯化造物中 沒有最終、可證明的答案.
當實體發現似乎具有決定性的答案, 他將發現知識的極限邊緣又被推到更後面
的地方, 拓荒者的知識邊疆橫亙在前方 仍然是無限的奧秘.
現在, 不管一個學生主修何種科目, 收集工具與資源, 從事研究、閱讀以促進理
解都是好的. 然而, 那些沿著靈性路徑尋求的人們與那些尋求去學習如何操作機
器或學習一個以前不會的技能的人相比,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都需要持續地研讀,
將許多事實綜整為主觀的類別與組織, 到最後, 學生對於研讀的科目擁有一個更
啟悟的觀點.
我們鼓勵每個飢渴的、尚未吃足靈性食物的讀者去尋求有形或無形實體給予的
資訊, 盡情地去享受每一頁、每一個思維.
然而, 這並不是說單純地接受所有的資訊, 我們也不是說如果一份資訊裡頭有許
多[似乎是]錯誤的東西, 這份資訊就一無是處; 因為即使是最不準確的通訊, 即使
它談論充滿恐懼的主題, 都是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一種嘗試. 對於那些正傾聽
造物者
或閱讀這些[或許是]錯誤與恐懼訊息的人們, 至少他們是為了靈性的探究而聚集
在一起; 當這股能量促使人們一起去尋求, 不管這個團體表面上有多少缺失或過
錯, 每個在場的意識都會發揮幫助的效應, 在該尋求圈的每位成員將彼此幫助.
有幾種方式去考量如何形成一個人的意見並予以評價.
我們建議當尋求者正在衡量一份資訊時, 他先停下來反思哪一個能量中心受到
這份資訊的啟動. 舉例來說, 聚焦在生存議題的資訊就受到紅色光芒的本能能量
之驅動, 很自然地, 關係到肉體的生存.
如果一份資訊關係到某些人與其他人特別不同; 或指出加入某個團體 或避開某
個團體, 那麼, 你們可以看出 這裡頭有許多黃色光芒的能量.
如果一份資訊關乎這個或那個彌賽亞(messiah) 或特別受撿選的實體, 那麼讀者必
須自行衡量這個救世主的吸引力是否與紅色、橙色 或/和黃色光芒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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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類的資訊傾向不去啟動或強化綠色光芒或敞開心輪的治療力量. 通常是
在比較深奧與抽象的純理論領域中, 那些話語或思想可以打開心輪或溝通的力
量與能量.
最後, 不管是任何的資料, 惟有學生的內在方能啟動靛藍色光芒; 因為這是意識
裡內的工作, 學生的意識必須專注地從事這個工作.
關於個人辨別力的主題, 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方向來探討.
現在, 我們單純地說, 每一個靈性尋求者擁有自己的宇宙, 他必須且應該為自己
衡量所有進入五官覺察網絡的刺激訊號: 從第一印象到最曲折難解的論證. 所有
經過靈性學生處理過的東西對該學生即是準確的; 因為雖然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提供恆
造物者
常的愛與支持, 祂並不想要影響任何存有的經驗. 所有存有在選擇的過程中, 都
可自由地去經驗; 這就是尋求者獻給無限太一
太一的禮物.
太一
以我們的意見, 沒有一個外在的權威足以取代個人內在的意見架構. 所以, 我們
鼓勵每個學生將自己視為對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負責的實體,
而祂
祂的意志即為: 要有愛.
造物者
每個生命是愛, 每個生命經驗愛, 就我們知曉的範圍, 此即是真理. 將這個真理
顯化是一項任務, 該任務的特徵是極性或明顯的差異, 沒有這個特徵就不會有顯
化, 因為愛被經驗為愛是一種永恆的同義反覆(tautology).
所以, 你們每個人都是君主— 對於所有引起你注意的事物, 妳擁有裁決與審判
權. 如果你們接受這點, 那麼你們可以看見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靈性學生擁有特
定一組特徵或特質.
你們知曉的老師, 耶穌-基督
耶穌 基督,
基督 曾對學生說: 你們要睿智如蛇、天真如鴿.
巨蛇是智慧的象徵, 它在表面上的顯化也是睿智的.
第一個觀念與象徵有關, 在你們的文化或神話中, 巨蛇給予人類的禮物乃是分辨
善惡的知識, 換句話說, 智慧與個人判斷能力有關, 即判斷某個東西對個人是否
有益的能力. 這類別的決定是全然個人的, 沒有一個實體應該以教條的方式為他
人做這種決定.
另一個觀念也可說明巨蛇是睿智的, 那就是當一個潛在或實際的敵人靠近巨蛇
的感官範圍, 巨蛇會非常小心地遠離敵人.
當一個人考量鴿子般的純潔, 可能會問這特質與判斷資訊有何關係? 我們只能
建議你們觀察一個現象: 對於某些人, 所有事物都是失望、麻煩、毀滅的徵兆; 另
一方面, 某些人處於同樣的狀況 卻找到許多歡樂的東西, 許多值得感謝與讚美
的事情.
天真、純潔— 敞開綠色光芒能量中心的原生特質, 一顆開放、悲憫、充滿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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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幾乎可以在任何情境看見美好.
我們認為關於這個主題,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歡迎這個團體進一步的詢問,
或在未來, 由 V 實體繼續發問. 我們希望這次的傳訊已經清晰地說明為什麼我
們避免回覆不同來源的可信度或準確度.
在我們離開這個題目之前, 我們只想說, 在任何人類的經驗中有著許多、許多的
恐懼. 肉體載具是脆弱的, 並且註定要死. 許多人, 包括這個器皿, 認為受恐懼
驅策的話題只有一點點有效真理, 然而從更大或原型的意義來看, 它們是真理,
因為關於當下此刻, 它們流露出一種美妙的迫切感.
妳可能有百萬千萬的最後時分, 但它們可以被數算.
的恐懼能力, 因為一個人最糟的恐懼就是赤裸裸地,
在肉身經驗的最後時刻, 尋求者的意識穿過那扇門,

現在是你此生的最後時分,
是故, 存在一種深沉與自然
沒有實證答案地走入滅絕.
接著大門關上, 留下那些仍

在經驗第三密度幻象的人們, 仍舊對肉身死後將發生的事保持無知.
對於這種存在的恐懼, 有個比較慈悲的應對方式, 那就是領悟並肯定每一個當下
此刻的驚奇與祝福.
如果一個大災難屬於一個人命運的一部分, 它就會發生, 不管這個人做了什麼計
畫想保護自我倖免於難.
如果尋求者在最後時分充滿了平安, 縱使周圍上百人慘遭殺害, 他還是平安的.
對於沒有答案的存在窘境, 有一條途徑是比較慈悲的, 那就是懷著愛意的一顆心
去凝視這一切. 欣賞每一個時刻, 充分地住在每一個時刻中; 那麼, 不管外面發
生什麼狀況, 內在的靈性旅程都將充滿光照與祝福.
我們在此時停頓, 請問你們是否有任何詢問?
發問者 1: 我沒有, Q’uo, 非常感謝你們, 很有幫助的內容.
發問者 2: 我也沒有, Q’uo, 感謝你們.
我是 Q’uo, 我們也享受與你們在一起, 我的兄弟, 感激你們允許我們提供服務.
我們總是願意與這群好同伴再相處久一些, 但該是我們行進的時候了. 我們在兄
弟式擁抱中珍愛每一位美麗的人靈; 我們總是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聖名中, 提供
造物者
我們的愛與祝福. 我們在那造物主
造物主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在這個季節中, 光逐漸
造物主
增長, 願造物主
造物主的愛與光的每一道射線都進入你們的心, 找到一個快樂的家.
造物主
我們是你們知曉的 Q’uo 群體.
Adonai, 我的朋友,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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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次墜入神經痛來得又快又急.
打從我十三歲起, 風濕性關節炎就一直是我的同伴. 我今年 66 歲.
疾病的症狀沉睡多時, 直到我 25 歲那年, 我第一任丈夫離開我, 各種症狀在我
體內肆虐, 在幾年內, 我每個關節周圍的滑膜組織都被燒掉, 表面上的腫脹現象
消失, 只留下 X 光射線與痛苦.
這幾十年來, 我的生活方式隨著身體的改變而變化, 首先要劃掉的工作是一般家
務: 清潔環境、洗衣服、燙衣服等; 然後我沒有辦法煮菜. 最近, 我變得無法在
花園裡除草或出外運動.
我嫁給一個了不起的好傢伙, 這些變化從未困擾他.
每個週日的早上, 他養成清理房子的習慣; 每兩天洗碗盤; 每個週六煮好一周的
菜肴. 花園沒有以前那麼整潔, 但它的美麗依舊耀眼.
我們以前每天會一起做伸展運動, 現在 Mick 必須自己運動, 沒有我的陪伴.
當我們調整作息適應需求, 我們仍舊快樂得像兩個蛤蜊*.
(*譯註: 隱喻蚌殼帶給蛤蜊的安全感, 參考網址 http://www.wisegeek.com/s/happy+as+clam )

這幾十年來, 我的背部與肩膀偶爾會舊疾復發, 多年來, 我只需一劑口服可體松
度過暴風圈. 最近, 我必須仰賴硬膜外注射, 將可體松注射到脊椎裡頭.
突然之間, 我的安全時間彷彿用完了, 命運之弓射出的第一箭是洗碗盤傷害.
當時我正翻轉一個陶土碟子打算清洗它的底部, 突然間, 我的左手臂陷入神經痛
的烈火之中.
就在左手臂的疼痛逐漸減弱之際, 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來到, 一場紙牌遊戲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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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Vista 內建遊戲 Solitaire

我很愛玩微軟 Office 套裝軟體附贈的電腦紙牌遊戲(Solitaire), 每當我失去焦點,
幾場紙牌遊戲彷彿可以把我的腦袋重新開機.
當我觀察紙牌在電腦桌面落下的過程, 我變得平靜與達觀; 我帶著新的想法、新
的方向重回創意工作的焦點. 玩紙牌遊戲就是我最佳的應對機制. 然而, 大約一
年前, 在遊戲過程中, 我點擊與拖曳滑鼠的時候 第二次與致命的傷害來臨; 我
沉入純粹火燄的深井中.
讓我順帶一提, 這幾十年來, 我嘗試過艾格凱西
艾格凱西(
艾格凱西 Edgar Cayce)的飲食法, 以及長壽
飲食法(Macrobiotic Diet), 在不同時期分別實行它們 18 個月之久.
凱西飲食法對我不好也不壞; 長壽飲食法則讓我失去半個橫結腸, 我太晚才學到
凱西
一個事實: 我的身體無法消化米食.
如果有哪一種保健食品是我還沒有認真嘗試的, 那會令我很驚訝; 沒有一種食品
真的有幫助.
另外, 讓我認可疾病是幻象. 表面上, 我的態度與專注程度可以清理我的能量體,
隨後清理任何肉體的症狀; 無論如何, 我迄今未能顯化那樣的成果. 所以我必得
同意外科醫生對身體的作用, 就如同技術師傅對汽車的作用.
我真的喜歡我的技術師傅, 一位臉部粗曠的脊椎外科醫生, 經過幾次掃描之後,
這位中年師傅簡單地對我說: “妳的情況是貨真價實的!” 他接著說: “情況真是一
團糟, 如果你是我女兒, 我會告訴妳, 該是進行脊柱融合手術的時候了.” 我對他
的解決方案有共鳴, 因為不這麼做 我將需要停止使用電腦, 那是我不想要的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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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的問題, 是有其他的解決方案, 例如使用聲音辨識軟體, 或口述給一位抄
寫員, 或使用錄音機; 但創意過程是一件有趣的事, 大多數人只能以一種方式去
提供最佳的工作成果, 我也是如此. 在打字的過程中, 看見字句接連躍然螢幕之
上 在我的裡內創立了一條幾乎無限的無形溪流, 允許我接觸我的指引, 並毫不
費力地在文字與措辭中做出百萬次選擇. 所以, 雖然我可以看見其他方式將言語
交付給紙張, 我確切地知道那些方法都比不上用我自己的手指寫下這些言語.
通靈者手冊(
通靈者手冊 A Channeling Handbook)即是我在二十年前行動不便時透過口述錄音的
成果, 如果你讀過這本小書卷, 你或許也能夠看見這點: 雖然我有說出我想說的
東西, 這本書的風格卻受到損害, 跟我其他著作相比, 它的流動是結結巴巴的.
我即將在明年(2010)一月參加第四屆地球蛻變會議, 並提供兩場演講(如果你們
想知道更多相關資訊, 請造訪以下網站: www.earthtransformation.com ); 在那之
後 我返鄉之後將盡快接受脊柱融合手術. 所以 這篇文章是我給你們的通知, 在
四月來臨以前 我的專欄將暫時關閉. 這也是我同你們分享的方式, 讓讀者們知
道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無論如何, 撰寫這篇文章有另一個更深遠的原因, 那就是與你們分享最近發生在
我身上的心路歷程: 我持續地應對神經痛, 目前幾乎毀掉我的上半身, 從肩胛骨
到指尖, 上胸部到髮梢, 在一個特別困難的夜晚, 當我疲憊地俯臥著, 與神經痛
相處, 我突然有個感覺, 那就是我無法再承受更多的傷害而活著, 我真是“被逼
到極限”了.
這份領悟立即移除我內心的許多阻礙, 它們使我無法發自內心地覺察這個世界
的苦難. 突然之間, 我進入一種覺知— 我與所有人類的苦難是一體的. 我開始
祈禱這世界所有的苦難來我這裡, 在這個地方, 所有今晚與我一起受苦的人們能
獲得無限的真光與療癒.
首先, 我只是持守這個祈禱, 基督救贖式的祈禱,
我願將所有苦難從痛苦的當舖
基督
贖出, 由我支付代價. 然後, 當這份疼痛日以繼夜地持續, 我對這個祈禱越來越
熟練, 於是我看見自己吸入這個世界的苦難, 接著呼出這個世界的光, 與我的呼
吸同步進行著.
我的行政助手(Gary)聽到我在某次團體討論[L/L 研究中心每週的公開會議]講這件事,
他告訴我等於是重新發明輪子: 施受法
施受法(Tonglen), 意指”拿取與傳送”, 這個藏傳佛
教的習俗最早可追溯到好幾個世紀以前. 他引介我看恩寵與勇氣
恩寵與勇氣,
恩寵與勇氣 作者肯恩-威
爾伯(Ken Wilber)如此敘述施受法
施受法:
施受法
“施受法
施受法的練習正是為了斬斷小我的關切、小我推銷和小我防衛。自他交換能深
施受法
刻地去除主、客的二元對立，讓我們逐漸認清我們最恐懼的是：讓自己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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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練習不只要我們對別人的苦難產生慈悲心，更要心甘情願地吸入別人的痛
苦，把好的品質吐給他們。這才是真正的大乘慈悲解脫之道。這一點和基督
基督的
基督
作為是相同的:承受世人的罪,並因此轉化了他們(以及你)。
“這個觀點其實很簡單: 自我、他人是很容易交換的，因為這兩者是相等的，對
大我而言並沒有什麼不同。相反地，如果自、他無法交換，我們便會封鎖大我
的知覺，也就是純然非二元的知覺。如果我們不願意承受他人的苦難，就會被
自己的苦難閉鎖。就是這樣。
“如果一個人長期練習自他交換，奇怪的事會開始發生。首先沒有人因此真的得
病。儘管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以恐懼為藉口而拒絕做這項練習，但我發現沒有任
何人因為練習它而生病;反之，你發覺自己不再逃避痛苦，不管這痛苦是你的還
是他人的。除了不再逃避痛苦之外，你還發現因為你願意將痛苦吸入自己體內
再釋放出來，而有能力轉化它。你的心中產生真正的改變是因為你不再企圖保
護自己了。接著你會放鬆自我和他人之間的緊張，你領悟到那個在受苦或享受
成功滋味的，根本是同一個大我。如果宇宙裡只有一個共通的我在享受成功，
何需羨慕別人呢?自他交換的正面價值是: 我為他人的美德感到快樂，在非二元
的覺察中，他們和我是無別的。一種偉大的「平等意識」因而發展，它一方面
去除了驕傲與自尊，另一方面也斬斷了恐懼與嫉妒。” *
天心正文讀書會在網站上提供
Tonglen 相關譯文!)
(*譯註: 感謝天心正文讀書會
天心正文讀書會

我感到著迷, 開始在我比較親近的基督徒
基督徒文學中獵尋與施受法
施受法相近的資料,
結果
基督徒
施受法
我在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與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中找到一些範例, 一共有七個:
約翰福音
馬太福音
我來了，是要叫羊群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他的羊捨命。(約翰 10:10-11)
神如此地愛世人，甚至將祂
祂的獨生子
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
祂的，不至滅亡，反
獲得永恆生命。因為神
神差他的兒子進入這個世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
叫世人透過他得救。 (約翰 3:16-17)
耶穌大聲說：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來的。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
差我來的。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
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並不相信，我不審判他。因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
拯救世界。(約翰 12:44-47)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爾等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爾等也要怎樣
相愛。 若爾等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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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35)
一個人為朋友放下自己的生命，人類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 15:13)
汝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
我在他們裡面，汝
汝在我裡面，使他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約翰 17:22-23)
最後一個,
爾等是世上的光。(馬太 5:14) *
(*譯註: 以上聖經
聖經經文參考古卷和合本)
聖經

起初, 我擔心這個新的練習是放肆且驕傲的, 我是誰啊, 居然相信我能夠穿戴基
基
督身分的斗篷? 我怎敢拿取這麼多靈性力量到我身上? 我怎可能宣告自己理解
從事這樣的工作要付出怎樣的代價[甚至只算萬分之一]?
在第一次經驗之後的數個月, 不管怎樣, 我發現這個練習相當強力地協助我維持
我是的狀態, 認同自我並保持健全狀態, 雖然烈火之井同時在我體內燃燒.
當我陷落的神經自由、脊椎穩定之後, 再次快樂地安坐在祖母椅中, 在嗡嗡作響
的筆電上繼續我的寫作, 我祈禱自己仍不會忘記這個呼吸練習: 吸入這世界的苦
難, 呼出這個世界的光.
我充分地覺察從肉眼來看, 這個世界有多麼黑暗. Q’uo 在 2006 年 11 月 12 日的
集會中說到: “實體們凝視世界局面會感到無助、無望、絕望, 這是可以理解的. 當
然, 我們也看見孩子們殘破的身體, 以及無辜受害的人群, 這些殺戮者看不見
他們與其他弟兄都是一體的. 我們無意輕視或蔑視這個世界的苦難, 在同時間,
我們確實看見有一個觀點包含比肉眼所見更大的樣式.”
我相信更大的樣式始於並終於合一. 造物是單一的東西, 我們全體都在太一中互
相連結. 造物主
造物主是強有力的, 祂的每個部分也是如此. 在同一場集會的稍後段落,
Q’uo 講得很好:
“你們有兩種方式看見力量, 一種來自外在, 另一種來自內在. 從外而來的力量
屬於政府與權威, 你們世界慣常的嫌疑犯. 權威人物有許多方式去迫害人群, 你
們已看過許多這類的迫害. 你們在帝國的惡臭前恐懼退縮; 這是可理解的, 你
們看見這股力量是如此巨大, 時時籠罩著你. 這是一般大眾認為的實相.
“我們見證另一種力量, 它不是改變政府或推翻軍隊的力量, 它不是武器或狡詐
或計謀的力量. 這股力量從內升起, 它首先源自於知曉你自己; 接著, 清空你
的一些內含物, 直到你能夠追隨當下此刻的氣流與漩渦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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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你們看待自己如同一座燈塔. 燈塔點燃燈火並保持各扇窗戶透明潔淨,
燈塔無盡地旋轉放射光芒, 於是那些從外海返回的船隻得以看見岩石, 避開它
們, 接著航入安全的港口. 一座靈性燈塔有它自己獨特的光輝, 當你覺察到自
己存有的力量, 如果你願意, 你可以有意識地成為這種燈塔, 放射愛與光進入
你週遭的靈性空間.
“所有你可能說的話語之力道都比不上這個焦點的千分之一, 該焦點就是將你的
本質對焦在無條件的愛上頭. 讓你對恐懼的答案是: 坦率、晴朗、消遙、高興, 自
信地感覺愛. 在你自己裡內發展這樣的環境: 輕鬆自在、尋找歡笑、尋找樂趣.
“雖然這個世界可能繼續搖擺, 沒有更好, 也沒有更糟, 不要被它欺騙. 你在聖
心中所做的事影響這個世界.”
無懼地進入痛苦所帶來的輕鬆與喜悅, 我可以為這個事實擔保. 有許多時候, 我
正面地為這烈火鎔爐*的自由格格地笑了起來, 我充分地接收它為一種靈性練習.
(*譯註: 星際聯邦經常使用這個名詞比喻第三密度的考驗)
在我最近一次與 Wynn Free*的空中對話中, 他注意到一個事實: 他以前從未聽我
如此地充滿歡笑與樂趣. 這一點, 同樣也是 “貨真價實的!”
(*原註: BBSRadio.com 週一晚上廣播節目主持人)
我張開雙臂擁抱你們的心靈! 我全心地愛你們. 雖然我的專欄文章會有一陣子在
你們的信箱中缺席, 記住一件事: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世上的光, 不要害怕去宣
告這道光. 不要害怕允許內在無限之光透過你照耀, 透過你渺小的人生與崇高的
意圖祝福這道光, 讓它自由地向外流入這個世界. 無懼地設定意圖: 讓這個世界
振動地更輕盈, 改變這個世界. 每天花一點時間冥想, 吸入這個世界的苦難, 並
知曉 ”爾等是世上的光.”
(V)2010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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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一中沒有我
讓我們記得我們都是一體, 這是偉大的學習/教導.
在這合一之中蘊含著愛, 這是一個偉大的學習/教導.
在這合一之中蘊含著光, 這是根本的教導 適用於所有存在物質化的平面.
合一、愛、光, 及喜悅; 這是靈性進化的核心. –RA 資料: 第 52 場機會
***
原文標題: There is no “I” in “One”
作者: 比爾(Bill Ackerman)
我們都是太一
太一.
太一 我們不是你、我、他或她. 其實沒有我(I 主詞), 只有小我(ego).
每日練習這個概念的困難在於尚未覺醒的實體們恆常地用頭腦遊戲來干擾, 在
監獄裡尤其如此.
人們是如此地陷入自己的想法, 造成自己過著受制約的生活: 一個由制約反應構
成的生活, 這些反應來自家庭、同儕、媒體、網際網路的灌輸.
我們從嬰兒時期就受到許多資料的編程—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壞的, 可能需要
好幾年來更正它們對我們心智造成的傷害.
幸運地, 對於覺醒的人而言, 有一道光, 這道明亮的光恆常地照耀著.
對於其他人, 那道光是暗淡的, 因為各種污垢! 我們的恐懼、不安、痛苦與防禦
牆遮蔽了光. 狹窄的小我說我們是污垢, 而不是光.
當你奉獻自己於靈性的生活上, 可以將這些污垢燒光光.
理解我們都是一, 我們都活在愛的單元之中, 光與喜悅將幫助你理解自己與他人
並無不同, 犯錯是 OK 的. 我們都在旅行中, 目的地都是同一個地方. 雖然我們
的路線可能不同, 靈性上, 我們都尋求太一
太一.
太一
總是記得—我們尋求太一
太一.
太一
不管小我嘗試怎樣導引你, 或幻象如何打擊你, 停下來, 深呼吸, 接著聚焦在太
一起初思維
思維上頭.
思維
Carla 喜歡說: “我們都是坐在同輛巴士上的呆瓜.” 我們不能太認真看待這個幻象.
許多發生在我們週遭的事情與根本教導沒有任何關係. 我們認為在這個物質世
界中的重要東西對於你的靈性進化沒有意義, 也無關緊要.
記得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要從事服務. 記得 Ra 說的修鍊人格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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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納自我

2.
3.

寬恕自我
意志的方向

Ra 說一個人必須謹慎地使用意志, 並將它導引入服務他人的正面途徑.
所以當你感覺自己滑入這個幻象中, 聚焦在太一
太一上.
太一
冥想並讓造物主
造物主帶著愛/光穿越你的俗世身體. 沒有”我”— 只有太一
太一.
造物主
太一
Adonai. Vasu.

Barragus. ∞

比爾的自我介紹
-- 選擇一條監牢中的道途

1986 年, 我開始閱讀”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卷一
(RA 資料).
一的法則
我對它的內容感到著迷, 於是我寫信給 L/L 研究中心, 要求後續的書卷.
最終, 我感覺內在的虛空(void)逐漸地被啟動, 我發現該”虛空”是我並不理解的智
能能量. 我並不平衡, 理解”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幫助我覺醒並理解我是誰,
我為什麼在這
一的法則
裡.
所以, 我待在監獄中, 帶著這個新找到的發現, 一大堆的問題, 但要問誰呢?
我開始與 L/L 研究中心的 Carla 通信, 她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成為我的”靈性顧問”.
我知道自己明顯走在服務他人的途徑上, 但做為一個因憤怒而殺人的罪犯, 我有
大量的自我工作要做.
接下來的二十年是我永不會忘記的一段旅程. 做為一個已覺醒的流浪者, 身處在
負面極性的環境中, 催化劑的比例是很可觀的.
Ra 說我們預先規劃我們的人生課程,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理解我需要學習什麼
課程.
我有五年期間參與一項戒毒計畫, 同時是參與者與同儕導師. 在這段期間, 我開
始理解這個叫做”比爾”的實體. 伴隨著大量的哭泣與眼淚, 各種情感阻塞獲得釋
放. 能量中心逐一啟動, 最終變得清晰: 我需要學習的課程就是寬恕與愛.
自從我做出選擇, 我蒙福地獲得許多服務的機會. 我最享受的一次是對高中學生
說話, 他們在一次校外活動中來到這所監獄. 在輪到我講話之前, 我請求造物主
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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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這個載具傳輸愛與光來啟蒙這些孩子.
所以, 這是我待在監獄的第 31 個年頭, 我持續做為一個光/愛的燈台, 獻給那些
與我一同居留此處的憂傷之兄弟們. 我選擇來到這裡, 做這份工作, 有時候似乎
是孤獨的. 我很滿足地知道, 最好的東西還在後頭呢.
Adonai. Vasu. Varagus.
(V)2010 Digested, adapted & translated by c.T.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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