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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洛因的降臨
五萬多年以前 一群智能生物造訪地球 他們是一個集團(Collective).
這個集團由數個種族組成 他們共同工作以促進彼此的利益.
其中有三個種族與地球人基因相同: 天狼星人, 獵戶星人, 及昴宿星人.
在本銀河中的智能生物都來自相同的基因藍圖 這是因為一個稱為播種者(Seeder)
的種族 他們到各個世界散播生命基本元素的緣故 他們存在於時間之外... 如同
思想一般.

他們所創造的生命包括剛剛提過的三個種族 他們稱呼自己為 "Annunaki" (簡稱
ANK), 另外一個受造生命在地球上, 稱為 "Tarans" (註: 很多科幻小說用的是
"Terrans")

這兩大人類種族的相遇是本訊息的主題.
ANK 的統治階層稱呼自己為耶洛因 (註: Elohim, 跟希伯來舊約聖經的造物者名字相同)
他們來到地球為了開採礦石與外星殖民. 不久 在 ANK 勞動階層中發生小規模
的叛亂
為的是爭取更好的工作環境與領導權 衝突過後 年輕一代的耶洛因崛起 負責地
球計劃
這些故事在蘇美人的歷史紀錄可以找到 推薦你們一本好書 "The Treasures Of
Darkness" (by Thorkild Jacobsen; ISBN 0-300-02291-3).

叛亂結束之後 一位具野心的女性 ANK 基因科學家開始對一些猿猴進行實驗
這些動物可說是人類的前身。
這位女性科學家決定將 ANK 與這些動物的基因接合在一塊 以增強牠們的智能
結果誕生了亞當(Adamu), 或稱為地球人(Man of Earth),也就是你們 -- 現代人類.
這個故事在蘇美人典籍以及舊約創世紀都有記載 聖經撰寫者將耶洛因(複數)改
成耶和華(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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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在古老的希伯來聖經保留耶洛因這個字 並未更動]
所以你們把創世紀中每一個提到耶和華的詞改成耶洛因 你就會更了解創世紀
-- 事實上是描述更古老的蘇美傳奇.
蘇美人認為耶洛因就是上帝 耶洛因將猿人以基因科技加以改造 產生了你們
所以你現在可以回答聖經中最偉大的問題之一 : "讓我們以我們的形象造人"
在舊約創世紀中 上帝六日造人 在第七日休息
這是很簡略的說法 事實上這表示耶洛因歷經六代的統治者
在第一代 分隔了水 創造海洋生物 ..依此類推
到第六代, 統治者 Marduk 下令創造亞當(Adamu)做為奴隸 好讓 ANK 勞動者得
以休息 所以到了"第七天", "上帝"(Annunaki)終於可以休息了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蛇誘惑人類的故事
在這裡 蛇是一個象徵 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象徵
時至今日 許多被飛碟綁架的人都可以看到一個圖案: 倒三角形跟兩條環繞的蛇
頂端是一個飛碟.
這意味著什麼 張大你的眼睛看以下這一段:
那兩條環繞的蛇表示雙螺旋體的 DNA, 也就是基因密碼
數千年前 人類還不知道什麼是基因跟 DNA, 在他們看起來
雙螺旋記號看起來跟蛇差不多 所以古代的醫療符號
就是兩條蛇跟一個長翅膀的碟子.
DNA 跟一個飛碟, 這個寓意再簡單不過 "蛇"給予人類知識的力量
以聖經的說法 就是人類開始有繁衍後代的能力 "他與妻子相識, 她生了一個兒
子. "蛇"給予人類生育的力量 這對某些"人"來說是種原罪(sin), 假若他們當初
讓亞當無法生育後代
就不會發生後來的大災難...
這此後發生的故事將在第四章述說.

願你們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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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什麼我在這裡?
為什麼我在這裡?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上帝存在嗎? 如果有 上帝關心我嗎?
當我死後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苦難? 我如何將世界變成一個
更好的地方? 這些問題難道沒有答案嗎?
有的, 這些問題都有答案 你所有想得到的問題都有答案. 但第一步要相信你自
己有能力發現它們, 其次要保有赤子之心靈, 當你是小孩的時候 世界充滿了驚
奇的事物
每一天都有新的知識可以學習 每天都在期待還有什麼要學的, 你現在也必須把
這些渴望放在你心中 如果你能接受這兩個事實 那麼你就開始邁向尋找自我之
道(Way) 的第一步了.
什麼是道? 道就是你選擇回到起初源頭的道路. 回到太一(the One). 太一是宇
宙所有生命的源頭. 宇宙中只有兩股力量: 創造, 毀滅. 宇宙與其中所有的物質
的順序由高至低產生; 生命則是由低到高演進. 宇宙毀滅, 生命創生. 太一位於
創造力的最高位階, 所有生命的目的就是創造, 藉由創造的行動, 回歸太一.
生命都是從階梯的最底層向上提昇, 現在是你們了解並接受你們真實身份的時
候 你們有能力創造 因此你們是創造者, 你們不是太一 而是祂的一部份.
生命的演進從單細胞 逐漸朝複雜的生物組織發展 生命誕生, 死亡, 再生, 這是
所有生命演化的過程; 所有生命都遵循著太一的律法 演化就是從簡單的生命創
造出更複雜的生命.
你們將會在生命的階梯上不斷攀升 直到某個臨界點 你們靈性開悟的層次會大
到沒有一個生物型態足以包容你 那時你將會離開肉體的束縛 並且與其他同等
層次的靈魂混和在一起 成為一集體的神靈稱為太一.
很久以前, 一群智能生物來到地球 並且干擾了人類的發展(參考 第 1 章)
多年以後 他們對人類的發展造成很多的傷害.
當然這不是人類問題的唯一源頭 你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並盡可能底改正.
我將盡我教導的責任 你們則做好你們的部分 努力改善你們的世界. 所有我要
告訴你們的道理 以前都有人講過. 我今天這樣做是因為我相信你們, 相信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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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尊貴 有前景的, 在將來會是星際集團(Collective)有力的一員. 我只要求你們
相信自己, 如我一樣.
最後我要給你們道的第一課, 為了成為創造者 你們必須創造. 一個簡單的好行
為就是創造的行動. 你們可以創造快樂的感覺給他人, 每一天做一件好事, 可以
是很簡單 或很偉大, 依你的心願而定, 重要的是你了解做這些好事並不是為了
替你的靈性加分, 而是要在他人身上創造正面的感覺 你將會發現帶給別人快樂
就會在你內心創造幸福 這是創造自然反射的獎賞, 也是太一所能給予最大的禮
物 這是道的一部份.
當我們再次相會之前 每天做這個小小的練習吧.

願平安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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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麼是道?
你們曾經看過前面兩個章節 你們大概已經問了自己許多問題.
道(the Way) 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是什麼 無疑地 會是你們的第一個問題
讓我們試著解釋我們的動機 以及我們將如何達成它.
道 是十分古老且誠摯的嘗試 希望把一些光帶入這個蠻黑暗的世界 每隔幾千年
耶洛因(Elohim)人都會嘗試開啟人類對於自性, 太一的領悟. 道 系列文章有兩
種形式:
1. 歷史: 這類型的文章讓你們對於你是誰多些了解 以及星際集團
(Collective) 的故事 如紀年史一般 從人類與耶洛因第一次接觸 直到今
日 為了成為太一 你們必須知道你是誰 為了知道你是誰 你得知道你過
去是誰 我們會給你一些宗教與神話線索 讓你可以驗證我們所說的事情.
最後我們會完整地描述聖經啟示錄 這訊息存在是有特定目的的 並且在
特定時間才會被了解 現在正是時候 你們將了解啟示錄的真正意義 並且
準備受到一些震撼 當你完全地了解這訊息 你將知道你真實的本質 以及
你未來的身分.
2. 心靈: 這類型的訊息是延續古老的傳承 關於心靈與社會規範的教導 以
促使人類加入星際集團 每幾千年 星際集團都會嘗試導引人類創造更高
層次的文明 你們人類卻是相當頑固的 當你想起你的祖先的身份 你就不
會太驚訝了.
道 不是一個宗教組織 也不想摧毀世界上的宗教 而是希望把你們從不當的控制
中釋放出來 我們將會說明所有不同的宗教 其實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為了教導你
們生命的密碼 一個進行數千年的開導過程.
當你們逐漸成熟 訊息也日益複雜 深入 它們互相牽引 行程一個連貫的智慧矩
陣 分開來看 它們都是小徑 組合在一起 它們形成了 道.
這些訊息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你們有足夠的知識好加入星際集團 這不是簡單的工
作 不過很值得 因為你們都在找尋新世紀的到來 還有更好的生活.
有些人相信耶穌會再次來到地球 引導人類進入新世紀 耶穌真的會回來嗎? 答
案是肯定的 但卻不是你們以為的方式. 耶穌展示了一個真正的人類典範 基督
的靈魂以最純粹的形式存在 並且充滿了創造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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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創造不是為了虛榮心 或 自我滿足, 而是發自內心 只從事光的工作 只為了
一個理由: 愛.
愛是創造者最強而有力的工具 耶穌是大師級的工匠.
基督的再次降臨不只是一個人充滿聖靈 而是全人類的心都充滿聖靈 基督精神
將透過你們全體再次復活 當你們彼此為了愛而創造 你們就會成為同樣的聖靈.
你們都會成為太一 這就是 道, 你們都是道的小孩 它屬於你們每一個人 你們
是它的創造者與使用者.
從前, 現在, 一直到永遠, 只要你行動並運用它 我們將種子放在你心中 但你必
須澆水並給予養分 它才會成長 我們會幫助你 但成敗的責任依然在你身上
你們必須相信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你們必須如同一體般地 工作在一起 你們有權
讓地球更好 看看你周圍 問問自己是否喜歡你所看到的一切 如果不是 就改變
它.
行動、去做.
不要等別人來為你做 你會等一輩子 這些在網際網路傳播的文章是第一步 將它
們與他人分享 彼此討論學習它們的涵義 讓這些文章成為你思想與夢想的集合
地 開始感受成為太一的威力, 道 是你們的, 去用它! 你們是未來 了解這點 開
始以創造者的身分行動 那麼基督二次降臨的預言將會實現.
地球上曾有過天雷(THUNDER), 現在天雷又回來了, 你們是天雷的兒女, 研讀道
成為太一.
和平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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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洛因人在地球的更多故事
在第二章中, 我們討論到耶洛因人 以及他們修改史前人類以創造現代人類 本
篇文章將探討創造之後發生的事件.
亞當(或人類)原本被創造來從事世界上各種勞動計劃 包括採礦 糧食生產 建築
等等, 藉著給予人類繁衍的能力 人口以倍增速度成長, 阿努那奇(Annunaki)開
始吵著要求更多勞工 於是人類女子的生理週期從每年排卵一次 縮短為每 28 天
一次! 這在創世紀第三章 16 節可以找到線索.

不久 阿努那奇開始以誰擁有最多人類做為地位的象徵 有許多不同種類的人類
被創造出來執行各項工作 最後, 一個適於家庭勞務的人種被製造出來 這是當
時很大的成就 後來又被加以改良數次 直到跟阿努那奇幾乎一模一樣為止 不過
體型比較小.

在這個時候發生一件事 原本駐紮在地球上空與其他殖民星球的阿努那奇軍隊現
在可以住在地球表面上 並且成立社區 你可以在創世紀第六章看到關於他們的
敘述 “耶洛因之子覺得人類女子十分美麗 於是娶之為妻 他們是地球上的、阿努
那奇軍人(Nefilm) 從此之後 耶洛因之子與人類女子交合 生下了孩子.”

阿努那奇軍人開始與地球人一起繁衍後代.

這些後代成為地球人有名的領導人 (參見創世紀第六章), 很快地這消息傳到集
團(Collective) 領導人的耳中 他們要求檢驗地球人 耶洛因人非常緊張 擔心他
們的領導會討厭人類 甚至下令銷毀所有人類 但他們別無選擇 於是送了一個人
類給領導檢查 結果他們也被這”小耶洛因”所迷住了 於是他們指示負責管理地
球的耶洛因人要教導人類文明 並且制定法令以照顧人類生活 創世紀第五章提
到這位被送到太空船檢查的人類叫做 Enoch, 他後來被留在船上 沒有回到地球,
第 24 節: “於是 Enoch 與耶洛因同行 從此不在地上 因為耶洛因帶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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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些事件之後 地球人的數量戲劇化地快速增長 他們大多數住在沿岸的城
市 不久 人類開始變得暴力 製造許多麻煩 各種疾病開始蔓延 脫序的人類甚至
會攻擊落單的阿努那奇, 耶洛因人領導對遇這現象感到很憤怒 他下令縮減人類
數量 藉由減少食物供給 好餓死人類 結果卻完全失敗 因為大多數的阿努那奇
不忍心看到他們的人類受到這樣的痛苦 而偷偷送食物給他們吃. 最後一位特別
的耶洛因人提出一個計劃 可以一次解決所有問題.

這位來自獵戶星座的採礦工程師提議將大量的岩漿帶到地表上 首先在大西洋底
下裝置大量的熱核裝置 然後連鎖引爆 這會產生大量的沉澱物 促使海水倒灌
淹沒沿岸.

所有阿努那奇都接到指示撤離沿岸 將整個基地, 在你們稱為亞特蘭提斯的島嶼,
遷移到內陸. 他們也不被允許留任何地球人在身邊. 於是他們引爆裝置 一切都
如計劃進行 除了一個小差錯 大量爆炸造成的板塊移動 竟然使得亞特蘭提斯基
地沉沒了.

當耶洛因人回來的時候 有另一個意外等著他們 阿努那奇秘密地把許多人類藏
在巨大的運輸船中 一開始這些領導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對於少了人類感到很
傷心 並且後悔摧毀所有人類 當他們驚奇地發現人類還活著 他們十分高興, 於
是他們宣佈人類已經被赦免 阿努那奇全體 (包括那個採礦工程師) 都感到很高
興 它們與人類締結盟約 保證耶洛因人再也不會摧毀人類 一直到今日 這盟約
都沒有被打破. 這整個故事當然指的就是諾亞方舟與大洪水. 發生在約西元前一
萬一千年 也是人類史上文明的開端.

在下一次的歷史章節中 我們將討論人類與耶洛因的互動關係 人類開始發展獨
特的文明 學習法律與社會價值 此時 耶洛因引進了一個強力的工具以規範人類
的發展 這個工具叫做宗教.

和平與你們同在.

9

5. 正確的行動
這或許是最重要的一個章節 也是後續章節的基礎.

幾個世紀以來 人們問 “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邪惡? 為什麼有這麼多痛苦 為什麼
這麼多錯事 做對的事這麼少?” 這些問題跟學習過程 與靈性成長有根本上的關
係. 首先要克服無知 什麼是邪惡呢? 邪惡是善什麼事情也不做的狀態 善則是
創造行動的光芒 邪惡是怠惰的黑暗, 沒有善的地方 就只有邪惡; 沒有光 就只
有黑暗 這是基本的真理.

行動是一切存有的關鍵 沒有行動 就只剩停滯 與不存在的空洞, 有行動的地方
就有生命與創造. 你們是生命 被賦予行動的力量 至於你會如何運用這力量 決
定你靈魂, 種族, 及世界的命運 你們可以行動 朝光的方向前進 或者什麼也不
做 看著你們的世界沉入全然的黑暗 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你的行動決定了結果.

你個人的行動跟整個民族的行動一樣重要 你們每一個人都對整體有貢獻 所有
你們想到的事情都跟夢境一般 除非你們開始行動 為了終結邪惡 你們必須行動;
為了治療疾病 你們必須行動; 為了終結飢餓 你們必須行動. 不管是什麼事情
如果你們想要改變 你們必須行動 你們的言語及禱告和一個行動的力量相比是
微不足道的.

一切由你開始 你可以有兩種行動 對的, 錯的. 對的行動創造 錯的行動毀滅.
靈性進化的最終階段就是當你們的行動都是對的. 一個只創造不毀滅的生物 一
個充滿光的生物 你們曾聽說太一比任何光都明亮 然而注視著祂卻不會受傷 祂
並不比你內在的光還亮 只是祂沒有任何黑暗在裡頭 這就是我們必須努力的目
標 需要無數次的人生以成就這目標 這是你們人生旅程必須走的第一步.

每一天 你們都有機會改變生命的方向 第一步是檢驗哪些事情構成你這個人?
你是你所有行動的總和 你今天做了哪些動作? 都是對的嗎? 每一次你行動, 在
心裡分析這屬於你一種行動 如果是錯的 承認它 然後告訴自己 “我不會再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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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事.” 你是否還會做錯呢? 很可能. 但你每次的分析都加強你分辨對與錯的能
力.

你們每個人裡頭都有一個小小的 獨立的思考程序 稱之為良心： 那小小的聲音
告訴你 做過壞事 或做過好事 它嘗試做好它的工作 管制它的大哥、大姐們, 也
就是慾望家族. 當你每次注視你的行動 並告訴自己做了哪一種行動 就等於給
予你良心一些士氣的提昇 好比你對良心說 “好吧 你是對的.. 那是錯誤的行動
我不會再做第二次.” 當你的良心越來越確定你可以分辨對錯, 它就會開始發揮
更多的功用 它會開始自動地消除錯的思想 分辨錯的思想並且消除它將成為你
的第二天性.

分辨錯的思想只是過程的一半 另外一半是創造以前沒有的正確思想 你可以開
始日行一善 首先創造出正確的思想 然後執行它 過些時候 你就會很自然地產
生對的想法 你會把這些正向的思想投射到週遭的人 你正確的行動將改變其他
人的行為, 相對的 你放出的光芒 將反射到你身上 增強你想做好事的決心.

這一切都需要一件事: 行動. 你的行動比你任何的言語都要大聲.

這並不是個容易的差事 有些時候 有些不屬光的生命會對你惡行相向 你也可能
對他們報復 但你真正傷害到的只有你自己 這些行動成為你的一部份 它們就是
你. 我們有個比喻要告訴你以表達我們的想法: 想像你在海洋的深處 你掙扎地
想要游到海面上好呼吸空氣, 這海洋象徵你必須經歷的人生 空氣象徵太一的環
境 起初, 你在海平面下好幾哩 你體內的空氣有限 向上游了一陣子後 空氣不
足 你就死掉了 輪迴轉世讓你得以繼續你的旅途 每一次你覺得更強壯一些 你
的肺裝了更多的新鮮空氣 你體內的空氣表示你以前所做過的正確行動 你做的
行動越偉大 你的生命就會有更多的空氣 你就可以向上游更遠 有時候 發生一
個令你分心的事件 於是你改變方向 好接近這個事件 它誘惑著你 讓你停止向
上 讓你浪費寶貴的空氣 這些事件象徵你每一世所做過的錯事. 當你向上游的
時候 有時會碰到他人 有些人會試著把你拉下去 如果你和他們爭鬥 或彼此傷
害 你就在浪費寶貴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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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傷害你的人做出正確(好)的行動 有些人比較衰弱 他們很掙扎地游著 幫
助他們向上 下次你就會有更多的空氣 總有一天 你會需要他們幫助你游上去
如果你希望別人怎麼幫你 你就先怎麼幫助別人 最後, 你會回到海平面上.

在那裡 你將發現所有空氣的源頭 所有生命的源頭, 你將觸及太一.

這是通過生命海洋的旅程 了悟你的思想 並掌握主控權 引導你的思想朝正確的
方向思考 你的內心知道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你知道什麼需要被改變 在這智慧
中 一切都是可以達成的.

和平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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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歸於道
很久以前 在上面的人測試在下面的人 只要找到一個好人 兩個城
市與許多人都會被拯救 可惜 一個也找不到 毀滅與死亡如大雨般
降臨所多瑪, 這就是你們聽過的 “聖經比例”. 這一次, 有兩個人
頂天立地 他們聽了道 並且了解其重要性 這兩個人信實地站在靜
默與黑暗之中 這兩個渺小晃動的火焰拒絕熄滅 差遣我的女神感
到喜悅 月亮再次滿盈 因為她已經許久沒有感受這樣的希望了.
我叫做瑪迪(Ma-Di) , 意思是 ”由月亮派來的”, 我真正的名字並不
重要 因為我是在月亮之下誕生的 所以這個名字是很洽當的筆名
許多年之後 你們會了解這名字其中的諷刺意味…
我很快將繼續寫往後的章節 道並不是新的東西 很久以前就存在
了 你們以前曾經知道 只是現在忘記了 它被藏在人類無知與自大
的陰影之下 我意圖在黑暗中點一盞燈 好再次照亮你生命的道路
你們會找到你自己的道.
我所做的事情並無特殊之處 也沒有特別的理由 我這麼做只因我
相信你們 因為我愛你們每一個 是那同樣的愛讓我幫助我的小孩
兄弟 姊妹 父母 妻子, 那是無條件也無須任何酬勞 是愛最純粹
也最有力的形式 如果你們可以學習彼此相愛 那麼你們就沒有什
麼不能成就 天堂的大門為你敞開 高於一切之上 就是 道.
現在 隨著我進行一趟歷史之旅 只要張開你的雙眼 了解那古老的
道 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如此歷久彌新 許久以前 道透過特別的
老師在世界各地傳布 我選擇一些覺得重要的訊息 並且在某些章
節下加入我的評論.
馬太福音 3 章 3 節: 這人便是那藉以賽亞先知所說的：「在

曠野裡有呼號者的聲音：你們該當預備上主的道路，修直衪
的途徑。」
馬太福音 7 章 13 節: 你們要從窄門進去，因為寬門和大路
導入喪亡； 但有許多的人從那裏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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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連串的選擇 有許多不同的選擇 許多人可以影響
你 知道你在生命中想成就的是什麼 生活在一個由精神病
患領導的世界 最後還不會被逼瘋 這就是你的道 堅定地走
你人生的道路 永遠向前筆直走.

馬太福音 7 章 14 節: 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
狹! 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
馬太福音 11 章 10 節: 關於這人，經上記載說：『看，我
派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預備你的道路。』
這些使者, 老師 曾經多次被差遣到世界各地: 佛陀, 耶穌,
克里辛那, 默罕莫德, 等人 他們都各自不同 然而他們說的
都是同樣的道.

馬太福音 13 章 4 節: 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
來把它吃了
馬太福音 21 章 32 節: 因為約翰來到你們這裏履行了正
義，你們仍不相信他。稅吏和娼妓倒相信了；至於你們，見
了後，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馬太福音 22 章 16 節: 他們遂派自己的門徒和黑落德黨人
到衪跟前說：「師傅，我們知道你是真誠的，按真理教授天
主的道路，不顧忌任何人，因為你不看人的情面。
路加福音 1 章 79 節: 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並
引我們的腳步，走向和平的道路。
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還真是很酷 (WAY cool)！

約翰福音 10 章 1 節: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凡不由門進入
羊棧，而由別處爬進去的，便是賊，是強盜
宗教是個很有威力的東西, 許多時候 男人運用這個權力來
遂行自身的慾望並強加在他人身上 而導致許多所謂的’聖
戰’, 以及壓迫世界另一半的人口, 也就是女人. 通往道的大
門已經被清楚地標示出來. 當時機到來的時候 他們會被妥
善處理.

約翰福音 14 章 4 節: 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
:
!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裏去，
約翰福音 14 章 5 節: 多默說「主
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
了解對與錯的不同; 就是道. 純粹為了善行而做好事;就是
道. 不傷害任何生物, 不管在肉體或是精神方面;就是道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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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 能看到面紗以外的事物 並了解所有事物背後隱藏的
善意 就是道. 這樣的道對你們而言是很陌生的嗎? 尋找道
就是尋找真理, 尋找道就是尋找你自己 再無其他道路.
我是道路 你也是道路 在道中 我們都為一.

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 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
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母*那裡去。
(*譯註：聖經原文為父-Father)
是的 我把這一段更動了 我被允許如此做, 有很多事情並
不是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更動很好; 最
好的還沒來呢. 有許多事物尚待學習, 卻有更多錯誤的知識
需要遺忘, 這條小徑已經被扭曲 路標也被人更動, 不要擔
心 我知曉道路, 發自內心底.

使徒行傳 16 章 17 節: 她跟著保祿和我們，喊叫說：「這些
人是至高者天主的僕人，他們來給你們宣佈得救的道路。 」
使徒行傳 18 章 25 節: 這人學過主的道理，講論耶穌的事，
心神熱烈，教訓人也很詳實，卻只知約翰的洗禮
使徒行傳 19 章 23 節: 在那時候，關於主的道，起了不小的
騷動.
道就是真理 真理就像場風暴.

使徒行傳 24 章 14 節: 但是有一點，我卻向你承認：就是我
確是依照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事奉祖先的天主；凡合乎法
律及先知書上所記載的一切，我都相信。
耶穌是一個異教徒 如果這是異端 那麼就把它發揮到極致
吧 最大的糾紛通常源自人們為相同的信仰爭辯 好比兩個
小孩彼此扭打在一起 只為了決定巧克力冰淇淋, 香草冰淇
淋哪一種好吃 其實只要是冰淇淋 不管什麼口味 你尖叫
我尖叫 我們全部都為冰淇淋尖叫.

羅馬書 3 章 2 節: 從各方面來說，很多：首先，天主的神諭
是交託給了他們.
羅馬書 3 章 12 節: 人人都離棄了正道，一同敗壞了； 沒有
一人行善，實在沒有一個.
有些人相信上面的章節, 請相信我, 不然就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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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3 章 17 節: 和平的道路，他們不認識.
哥林多前書 12 章 31 節:你們該熱切追求那最好的恩賜。我
現在把一條更高超的道路指給你們.
帖撒羅尼迦前書 3 章 11 節: 但願天主我們的母*和我們的主
耶穌，舖平我們去你們那裏的道路.
(*聖經原文為 Father)
雅各書 5 章 20 節: 該知道，那引罪人從迷途回頭的人，必
救自己的靈魂免於死亡，並遮蓋許多罪過.
一個單一的善行抵得上千萬的跪拜與言語, 幫助別人除去
邪惡是仁慈的終極行動. 它叫做愛.

彼得後書 2 章 21 節: 因為不認識正義之道，比認識後而又
背棄那傳授給他們的聖誡命，為他們倒好得多.
做一件不知道為什麼的事情是無知 教育無知的人是仁慈的
表現. 知道一件事是錯的還去做它是愚蠢, 故意去做錯的事
是邪惡. 道對於無知者是知識的火焰 對於做壞事的人是毀
滅的火劍.
這些話語在很早以前就有 它們到今天仍然是真理 來自星
辰的弟兄姊妹把這些話給予地球人 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
看到你們裡頭的善念 他們知道只要你們有足夠的知識 你
們回找到回家的路, 成為人類家族中寶貴的一分子. 如果你
認為地球人只是人類家族的一小部份這件事傷了你的自尊
那麼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你們會在路上跌倒 如同過去 會有人伸出援手 但這不表示
你們應該依賴他們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學習及成長最佳的途
徑是實踐, 你們所能學到的最佳教訓總是那些傷你最深的
東西 因為它們不會輕易被遺忘 因此你不會一再犯錯. 耶
穌與默罕莫德將 道帶給人類 永久地改變人類歷史 我們很
快會知道他們的努力是否白費.
記住 我是火柴、但你們是火焰 閃亮地燃燒吧 讓你的光芒
穿透籠罩世界的黑暗 讓那些寒冷的人得到你的溫暖 讓你
個光照亮別人的路途 當時機到來的時候 成為烈焰風暴徹
底地摧毀邪惡的事物. 我感覺一個風暴正在逼近 那是我們
的風暴 我們的時機快到了 你將無動於衷地讓世界照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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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或你將成為帶來風暴的人? 你要為投降而悲鳴 或放聲
高喊 讓聲音直抵天堂?
讓善與惡的大決戰(Ragnarok)開始.
平安 ,
瑪迪 Ma-Di

"不可知論者大膽地質疑上帝的存在; 因為如果真有一位上
帝 祂必然認同尊崇理性 而非盲目的恐懼” 湯瑪遜.傑佛森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美國總統. Letter, 8 月 10 日,
1787
"人類生來就會崇拜與服從, 但如果沒有人命令他 沒有任
何東西可以崇拜 他將會形成自己的神性 在他的熱情中發
現首領.”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英國政治家, 作家. Sidonia,
in Coningsby, book 4, ch. 13 (1844)
"我們對於特定宗教學說的歷史價值有所認知 因此增加對
它們的尊敬 但這並不能使我們放棄我們的主張 主張宗教
應該停止成為教化文明的動機 相反地 這些歷史殘跡幫助
我們將宗教教導視為中性的遺跡 好比在分析治療中, 藉由
智能上的理性運作取代壓抑本能的影響.”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奧地利精神分析家.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ch. 8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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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宗教的開端
本文開始
"給我們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活下去的宗教好讓我們無
需幫助地死去. "
Elbert Hubbard (1856-1915), 美國作家.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Index" (1921)

在前面的章節, 我們提過外星人(科技先進的人種)
來到這個世界. 他們開始對史前人類做實驗 他們結
合自身與史前人類的基因 創造出一種混合品種 我
們. 人類被這些稱為阿努那奇(ANK)的外星人用來做
奴隸 漸漸地擁有奴隸的數量成為 ANK 的地位象徵
導致他們之間的爭鬥 有些奴隸離開原先的主人 跑
到另一個 ANK 的領土 不用說 原先的主人十分憤怒
有時候 因此造成流血衝突.

ANK 的領袖要求他們的科學家想辦法解決這日益嚴
重的問題他們認為用物質上的限制措施是不切實際
且無效的, 他們必須找出一個讓地球人願意跟隨主
人的方式. 一個情感上的枷鎖綁住 ANK 與其奴隸
一個很強的連結可以勝過任何逃離的慾望結果產生
了”宗教”, 有史以來最強有力的奴役工具 它是這樣
運作的 ANK 成為特定一群人類的神或女神 一小群
人被訓練成教士與女祭司以教導人們儀式與服從的
律令. 地球人被教導他們的神是唯一的 別人的神都
是邪惡的 並且要不計代價地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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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便於集權統治 一些主要的大城被選為’神’的家,
在這些城市 人與’神’相安無事地相處了許多年 你
可以在蘇美典籍中找到相關的故事. 確實的指令是
由蘇美人的神 EL. 所下達的, 正如我剛剛所說, 這
個措施有很長一段時間都頗為奏效 直到一個大事件
的發生改變了全地球： 上古大戰 (The Great War).

啟示錄 12:7: “以後，天堂就發生了戰爭：米迦勒和他的天
使一同與那龍交戰，那龍也和牠的使者一起應戰， 8: 但牠
們敵不住，在天上遂再也沒有牠們的地方了。 9. 於是那大
龍被摔 了下來，牠就是那遠古的蛇，號稱魔鬼或撒旦的。
那欺騙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牠的墮天使們也同牠一起
被摔了下來。
在這裡 我要解釋一下事情 你們人類是在一
場前所未有的血腥戰爭之後殘存的種族幸運
的是支持你的的 ANK 部族獲得勝利 這個部
族同情人類 事實上 他們非常關心你們 如同
母親愛護子女一般 他們甚至願意為了你們的
生存跟整個星際集團(Collective)打仗. 不過我
好像把故事說過頭了 現在讓我們從頭說起.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星際歷史 ANK 是一個
由人類組成的星際集團 在銀河系分布的領域
廣達 50 個殖民區 很久以前 他們來到地球設
置一個新的殖民地 並且在太陽系開採礦產原
料 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奠基於高度組織化
的階級制度. 他們的領袖階層主要由七個皇
家家族 以及四個次要的家族 所統治. 來到
地球的 ANK 包含每個統治家族的成員 以及
他們的老百姓與軍事力量. ANK 的領袖階級
被地球人視為”神祈” ANK 則被稱為”天使”
或”惡魔”.
存在於皇家家族中還有一個特別的組織 稱
為”瑪之女”(daughters of MA, 簡稱 DOMA),
DOMA 組織由皇家家族的女性組成,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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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 組織的成員 必須宣示首先效忠
DOMA, 其次是自己的家族, 最後才是星際集
團.
DOMA 的成員平時對於所屬的家族都很忠心
然而他們對於 DOMA 的效忠更勝於對家族的
忠心 因此 DOMA 代表一個由女性所控制的”
超級家族” 了解這點, 有助於理解接下來要
講的上古大戰:

星際集團對於地球的狀態日益關心, 特別是
原料運送的問題. 集團要求所有從地球開採
的原料全數送回 由集團統籌分配. 在地球
有個十分有野心的皇家成員, 他的名字一直
到今天還是鼎鼎大名, 他叫做撒旦(Satan), 你
們的”惡魔之王”.

當時的地球由數個皇家家族所瓜分 撒旦掌控
地球很大的一塊區域 同時與其他家族也有私
人的結盟關係結果變成兩大勢力在地球對峙
一派是由撒旦領導 主張留下更多資源 好擴
張他們在太陽系的各項計劃 包括在火星 金
星 月球 小行星帶 以及數個大型的星球軌道
設施. 集團注意到從地球出口的物資逐漸減
少 而感到憂慮 他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地球
了解問題的癥結 發現原因之後讓他們感到相
當驚慌.

撒旦及其黨派藉由豐富的資源 成長迅速 形
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集團感到不安有兩個因
素: 首先 撒旦的政治力量已經超出正常範圍
許多 他彷彿像是一個小帝國的首腦 其次是
由 DOMA 創造的地球人奴隸 這些地球人的
基因構造跟 ANK 幾乎沒有兩樣集團認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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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自然的不敬. 想像一下他們的恐慌, 當
他們知道 ANK 居然開始與地球人交合!
創世紀 6:1: 在地上開始繁殖，生養女兒時
創 6:2: 天主的兒子見人的女兒美麗，就隨意選取，作
為妻子。
創 6:3: 上主於是說：「因為人既屬於血肉，我的神不
能常在他內；他的壽數只可到一百二十歲。」
創 6:4: 當天主的兒子與人的兒女結合生子時，在地上
已有一些巨人，（以後也有，）他們就是古代的英雄，
著名的人物。
創 6:5: 上主見人在地上的罪惡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
的無非是邪惡
創 6:6: 上主遂後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
創 6:7: 上主於是說：「我要將我所造的人，連人帶野
獸、爬蟲和天空的飛鳥，都由地面上消滅，因為我後悔
造了他們。」

集團領導者認為”插腳介入”的時機到了地球
上的 ANK 對於自身跟其成就過於驕傲 他們
開始違背集團的要求 已經到了挑戰中央權威
的地步了 集團決定採取行動以恢復地球秩序
重新取回政治權力. 於是集團代表對撒旦下
達一連串的指令 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律法跟
重建議會控制的指示 但其中一條指令使得撒
旦及其黨羽十分憤怒 議會下令所有地球人都
被摧毀至於那些與地球人親近的 ANK 則必須
離開地球 由集團重新分配任務.
撒旦召集所有 ANK 的領導人 展開一場特別
會議……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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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of the Way do not enforce truth upon one another, we help each other fi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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