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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譯&註解 by Terry Hsu.

書中符號說明書中符號說明書中符號說明書中符號說明

本書中使用不少進階的英文文法, 譯者為了使譯文通順易讀, 使用了一些符號做

為輔助工具, 一般而言:

o.小括號( )內的文字如果是中文 表示原文所無之文字, 僅是為連貫文句意思加

上去的. 如果是英文則表示原文中的人名, 地名或專有名詞, 方便讀者上網或以

字典查詢. 另外, 原文書中沒有的譯註一律以小一號的字體顯示以玆區別.

o.方括號[ ]內的文字的來源有二: 1.原作者的補充說明.  2.譯者認定會影響文法

通順, 且重要性較低, 於是放在方括號內.

o.粗體粗體粗體粗體字通常在原文都為大寫, 具有特別意義或唯一性.

o.斜線 x/y/z, 最常見的例子: 心/身/靈, 教導/學習. 由於 Ra 強調整體性, 我們看

到這種複合名詞, 可取第一個名詞為首要意義, 其後的名詞表示高度相關 或相

反面. 雖然讀起來有點費力 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 Ra 對於用字之謹慎與精準.

這種方式若造成讀者之不便 請多多包涵, 如果可能的話 建議閱讀原文 這是了

解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這套曠世奇書之最佳方式.

前奏曲前奏曲前奏曲前奏曲

(原文)

I am the circle, and you’re healing me

You are the circle, and I am healing you

United.. people, we’re One

United.. people, we’r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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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

我是個圓圈 你正療癒我

你是個圓圈 我正療癒你

團結在一起 我們是一家人(或 我們全是一體)

團結在一起 我們是一家人…

序文序文序文序文

Don Elkins:

這本書是 26 場實驗集會現場錄音的精確抄本, 我們實驗的主旨是與外星人溝通,

我們從 1962 年就開始實驗, 不斷地改良這過程 持續了 19 年. 直到 1981 年, 我

們的實驗有了深遠的改變, 這本書記載了我們工作的後期階段.

自從我們的實驗工作開始以來, 甚至在我們正式成立一個研究小組之前, 許多人

對於我們研究的本質感到困惑. 我想要聲明我認為我的觀點屬於純粹的科學角

度. 許多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the Ra Material)的讀者使用它做為衡量其他哲學偏好的基礎,

從客觀科學到主觀神學都有. 那不是我們研究小組的目的, 我們只是嘗試將實驗

資料公諸於世. 每一個讀者無疑地對於這份資料都會有他自己獨特的結論.

近年來, 有一些現象與公認的科學研究有明顯的矛盾 引發了許多爭議. 其中包

括 UFOs, 心智彎曲金屬, 超心靈(psychic)外科手術, 以及許多其他奇蹟般的事件.

要證明或反駁任何這些謠傳的現象肯定不是業餘觀察者適任的工作. 然而, 大多

數公眾對於這些事件的看法似乎來自急躁且表面的調查.

經過將近 30 年對於所謂超自然現象的研究與實驗, 我必須強烈建議在獲致結論

之前要極度的小心. 如果可能賺錢, 獲得惡名, 或搞個騙局獲得樂趣; 那麼多半

有人會去做這種事. 結果是, 超自然 或 超心靈的領域成為騙子的主要目標. 謹

慎的研究者通常得觀察大量的"垃圾"資料才能在其中找到一顆真理的寶石. 在

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超心靈外科手術, 與靈魂溝通 這兩個領域尤其如此.

在我看來, 目前公認的科學典範已經不能滿足需求, 我的看法是目前自然哲學只

是一個更廣泛的模型的特殊情況, 而這個模型尚未被揭露. 我希望我們的研究朝

這個方向發展.

在消化過數百萬字關於疑似外星通訊的報導之後, 我個人認為這本書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以

及隨後的續集包含我所發現的文獻中最有用的資訊.

鑽研幽浮學(UFOlogy)與心理靈學(parapsychology)這兩個令人困惑的主題這許多年,

我當然已經形成自己對於事物"真正的本質"的一些意見. 當我未來覺察到新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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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這些意見可能會改變.

這本書並不是我個人意見的論述, 所以我不會嘗試去為它的正確性辯護. 以下的

內容只是我目前最佳的猜測, 嘗試理解我們的思考 以及我們在做什麼. 唯有時

間能夠告訴我們這個猜測的正確性.

我們研究小組採用”調頻出神心電感應”(tuned trance telepathy)方式與一個稱為 Ra 的

外星種族通訊. 我們使用英語, 因為 Ra 了解它, 事實上 他知道的英文比我還多.

Ra 在 1 萬 1 千年前降臨地球, 好比是一個外星傳教士, 其目的是幫助地球人

(Earthman)的心智進化. 當時這個嘗試失敗了, Ra 從地球表面撤退, 但仍持續觀察

這個星球上的活動. 因此, Ra 對於我們的歷史, 語言..等有高度的認知.

要了解 Ra 的本質或許是最困難的事, Ra 是第六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由於地

球接近第三密度進化週期的尾聲, 這表示 Ra 在我們前面 3 個進化週期之遠. 換

句話說, Ra 的進化狀態超前地球人數千萬年之久, 難怪 1 萬 1 千年前, Ra 跟埃及

人會有溝通困難.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我們目前這個”開悟”的年代.

在寫這個序文之際, 我們已經完成 100 場與 Ra 對話的實驗性通訊. 這些資訊大

約有 30 萬字, 它們提示我一個可能更適當的科學典範. 唯有時間及未來可以驗

證及擴充這個典範.

幽浮學是個大課題, 光是介紹它的背景可能就足以寫成一本書, 因此我們不打算

涵蓋這門學問的所有部分, 而將主要焦點放在我們的研究, 以及與 Ra 接觸的由

來. 現在我請我的長期研究夥伴, Carla L. Rueckert, 來講我們的故事.

Carla L. Rueckert:

我第一次遇見 Don Elkins 是在 1962 年, 對我而言, 他是個迷人的人物, 一個罕

見的大學教授兼超心靈研究者. 他做過 200 場以上催眠回溯, 探索出生之前的經

驗, 並調查出輪迴轉世不只是一種可能性 而是事情本來的面目.

1962 年, 我加入 Don 設計的催眠實驗, 哈洛哈洛哈洛哈洛.普萊斯普萊斯普萊斯普萊斯(Harold Price)協助他發展出

一種新方法. 普萊斯普萊斯普萊斯普萊斯是福特汽車福特汽車福特汽車福特汽車的一位工程師, 他給予一些資訊給 Don, 來源據

說是來自外星, Don 覺得相當有趣. 這個資訊的內容大部分屬於形而上, 並且似

乎與 Don 迄今所學的一致. 在這個資訊中, 有一些指令可以從相同來源獲取更

多的資料, 而無須與外星人有實質的接觸.

Don 的假設是這個現象或許可以被重複產生; 於是他邀請一些他的工程系學生

參加一項實驗, 目的是獲致某種心電感應的通訊, 通訊的對象跟底特律底特律底特律底特律(Detroit)

小組的對象類似. 我是第 13 個成員, 我是透過一個朋友對於這個實驗計畫產生

興趣.

在嘗試通訊的早期, Don 很努力地嘗試使情況在控制範圍內, 好幾個月過去了,

只得到一些引人注意卻又令人困惑的結果. 當我們坐下來"冥想", 根據指示, 每

一個成員遵行後開始從嘴巴發出奇怪的噪音, 除了我以外. 在我這邊, 我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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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是在前六個月: 當集會逐漸變成吵鬧交響樂-- 夾雜著喉嚨吸氣聲、啜飲聲、

以及舌頭啪咑聲, 還要設法板著臉孔不笑出來.

當一個來自底特律底特律底特律底特律, 接觸過外星人(contactee)的訪客來到我們小組, 整個實驗的本

質大大地改變了. 這位訪客在我們小組中坐下來, 幾乎立即以心電感應方式接收

到訊息. "為什麼你們不把心裡的想法說出來? 我們嘗試使用你們為溝通的器皿,

但你們全被恐懼阻塞, 你們說不出適當的話語." 透過這個器皿, 華特華特華特華特.羅傑斯羅傑斯羅傑斯羅傑斯

[Walter Rogers, 來自密西根州, 底特律], 這個小組被指示要避免分析, 直接把心

中的念頭說出來, 事後再做分析.

在那夜之後, 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小組中一半的成員開始產生資訊. 一年過去了,

小組所有的成員都能夠接收(外星)傳遞的訊息, 除了我之外.

一開始(傳遞訊息的)講話很慢且困難, 因為每個成員都想要得到每個字的精確印

象, 在許多情況, 他們希望被完全控制, 怕在傳訊中會有任何錯誤.

儘管如此, 對於開始這個奇異實驗的同學們來說, 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時期.

1970 年 1 月, 我離開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Louisville, 位於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 一所有 13 個年級的

私立學校圖書管理員的職位, 開始全職為 Don 工作. 那時他確信與外星智能接

觸有助於了解存有的偉大奧秘, 並決定強化這方面的研究.

在這個時期, Don 工作焦點放在 UFO 研究的周邊區域, 他總是嘗試"將謎題碎片

拼起來". 其中有一大塊謎題是 UFO 如何能夠具體化(materialize)與非物質化

(dematerialize). 這個現象似乎是我們尚未理解的, 也無法用現有的物理學去解釋.

在我加入他的工作之前, Don 去過許多場降靈會(seance), 並且有系統地劃掉清單

上的(不適合的)人名. 他在尋找具體化的證據, 並不是要找那種能跟任何人證明

的證據, 而是他自己要能夠相信. 他的感覺是降靈會中所表現的具體化或許跟

UFO 的具體化有著類似的本質.

因此依照他的推理, 親自觀察降靈會的具體化與非物質化, 了解其機制, 有助於

他更正確地假定關於 UFO 的現象.

1971 年, 我跟隨 Don 找尋好幾個能夠具體化的靈媒(medium), 卻徒勞無功. 後來

我們來到托利多托利多托利多托利多市* 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James Tingley)牧師牧師牧師牧師舉辦的降靈會, 他是一所唯心論

(Spiritualist)教堂的主持牧師. (*譯註: Toledo, 位於美國俄亥俄州西北方.)

我們有四次目睹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牧師牧師牧師牧師的展示, 在第一次之前, Don 臨時檢查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牧師牧師牧師牧師樸

素的集會所, 裡裡外外都檢查了. 這棟建築物由混凝土建造, 像是一個車庫, 內部

與外部都沒有任何機關. 我當時不知道 Don 有做這種檢查, 我只是坐下來, 等待

現場展示的開始.

剛才的細節對於超心靈研究是重要的. Don 總是說 做為一個研究夥伴, 我的一

個寶貴資產是我很容易受騙(gullibility).

幾乎任何一個人都能夠戲弄我, 因為我沒法很快聽懂別人的意思. 我的方式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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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來了, 就接受它的字面意義, 事後再分析發生了什麼事. 這種容易受騙的特

質對於取得超自然研究良好成果有著關鍵的影響. 渴望證據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效

的結果, 以及空洞的實驗. 一個開放的心智, 願意被騙, 可以引領實驗主持者得到

一種主觀, 個人的確定感; 它並不等於證據, 因為無法被系統性地重複產生. 然而,

主觀的知曉是靈性進化的核心部分, 這點 Ra 在這本書中講得十分有力且動人, 也

是我們研究多年的心得.

降靈會開始, 如同所有我曾參加的降靈會, 重複著主禱文以及唱聖歌如"時代的

磐石"以及"我走在花園中"等, 大約有 26 人在這空蕩的房間中, 大家坐在靠背椅

上, 這些椅子排成一個橢圓形圓圈. 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詹姆士牧師牧師牧師牧師退隱到一個簡單的簾幕背後,  坐

在一張摺疊椅上面. 在第一場的降靈會,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看到一個相當具體

的幽魂 叫做”修女修女修女修女”(Sister), 她想和我說話 並謝謝我幫助 Don, 然而我從未有過

當修女的熟朋友, 我那時蠻困惑的. 很久以後, 有一次 Don 開飛機載我們回家,

他喚起我的記憶, 我才恍然大悟, Don 的母親生前在家族裡的外號就是”修女修女修女修女”.

在接下來的通靈會 我跟 Don 都可以清楚看見顯化的幽魂, 我的眼力在夜晚不大

好, 但還是可以分辨這些靈魂的特徵, 而 Don 甚至可以看見各個幽魂的髮絲.

在第二次通靈會, 一個特別激勵人心的"大師"突然出現, 房間變得非常冷. 他給予

我們一段靈性訊息, 然後告訴我們他可以碰觸我們, 好讓我們知道他是真的. 他

做得很確實, 力道甚至擦傷我的手臂. 然後他告訴我們他要行走穿透我們, 好讓

我們知道他不屬於這個密度. 他也做到了, 觀察這個過程真是有趣的刺激體驗.

他舉起雙臂, 祝福在場的每一位, 然後往回走 穿透我們, 最後聚集成地板上的一

攤液體, 然後消失了.

1974 年, Don 決定該是我成為一個更認真的學生, 學習通靈(channeling)的藝術. 他

主張十二年聆聽靈性訊息已經夠了, 該是我負起一些責任傳遞我喜歡的"宇宙佈

道"*的時候了.

[*原註: 宇宙佈道, cosmic sermonettes, Brad Steiger 最早發明這個詞彙]

我們開始一連串的每日集會, 密集地工作我的心智調頻. 許多人常來我們週日晚

上的冥想, 當聽到我們的每日集會, 他們也來了; 在三個月之間, 我們產生數十位

新的心電感應接收者.

在這個密集冥想的過程, 我們養成一個延續久遠的習慣, 即每次開始一個會期之

前 保持錄音機的運作. 我們小組收集大量的資料之後, 我選擇一些集結成一本未

出版的書, 眾神之聲眾神之聲眾神之聲眾神之聲(Voices of the Gods), 系統化地提供外星人的觀點.

1976 年, Don 與我撰寫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FO )一書, 這本書對於了解這

個領域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個期間, 發生一件同時性(synchronistic)的事件. Don 與我早在 1970 年正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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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L/L 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研究機構, 更早以前, 1968 年, 我們寫了一本小說 標題是 愛斯米蘭達愛斯米蘭達愛斯米蘭達愛斯米蘭達.甘甘甘甘

露露露露的十字苦刑十字苦刑十字苦刑十字苦刑(The Crucifixion of Esmeralda Sweetwater*)

(*譯註: 譯者看過這本小說, 十分精采動人, 意者可以跟 L/L Research 訂購.)

1974 年, 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出版一本書 標題是尤里尤里尤里尤里(URI), 出版社是

Doubleday.

這本書敘述普哈里契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調查尤里尤里尤里尤里.蓋勒蓋勒蓋勒蓋勒(Uri Geller)以及他們意外與外星智能通訊

的過程. 通訊的形式相當新奇, 首先 某個物體, 如煙灰缸, 開始飄浮, 這個信號

表示普哈里契博士博士博士博士可以將卡帶放進錄音機之中. 錄音機的按鈕會被某個無形的

力量按下, 機器開始錄音. 在回放過程, 可以聽到來自外星的訊息. Don 對於這

些訊息與我們自己的研究有著大量的相關性感到印象深刻.

尤里尤里尤里尤里這本書本身就很引人入勝, 但特別吸引我們興趣的是這本書內容與我們的

小說有著難以置信的雷同之處, 特別是在人物部分. 我們跟普哈里契(Andrija)通

過電話之後, 前往紐約紐約紐約紐約與他會晤, 分享我們多年的研究 並 相互比對筆記. 當我

們和藹可親的主人從前面的陽台走出來歡迎我們的時候, 我驚異地停下腳步, 注

視這個屋子, 他這棟位於紐約市紐約市紐約市紐約市北部郊區的房子怎麼如此酷似我們小說中對應

人物擁有的房子. 於是我忍不住問: " 普哈里契, 你的牡丹花怎麼不見了? 當我

撰寫你的房子時, 我看到你家的私人車道有一圈牡丹."

普哈里契笑著說: "喔, 那些花朵, 我在三年前把它們剪掉了."

1976 年, 我們決定嘗試介紹與 UFO 接觸相關的所有超自然現象. 這不是個簡單

的現象, 它需要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都有相當程度的理解與覺知. 由於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是

我們持續研究"疑似"外星實體的自然成果, 似乎這裡是檢視一些概念的適合段落,

好讓讀者的"心態"(mindset)先有基本的認識, 對於理解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會很有幫助.

UFO 現象首要的特點是它非常地奇怪. 一個嚴肅認真的研究者, 當他閱讀越多

的資料 參與更多的現場研究, 便會發現自己越來越不能以理智與"實際"(down to

Earth)的方式來談論 UFO 現象.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人相信 UFOs 是

真實的, 電視影集以及電影都反映出人們對於這個主題廣泛的興趣. 然而, 非常

少的研究學者願意假裝自己能夠完全理解這個現象. 海尼克海尼克海尼克海尼克博士(Dr. J. Allen Hynek)

稱這類研究的特質具有"高奇異性"(high strangeness)的因素, 而且一個案例越有可

能是真的, 它的奇異性就越高. 有些目睹 UFO 的人有種經驗, 即遭遇 UFO 之後,

會無法說明(或記得)一段時間. 目擊者看到 UFO 之後, 繼續他日常的工作, 到某

個時點, 他突然發現失去一段時間, 並且無法解釋. 這些目擊者常常罹患相同的

症狀: 眼睛發炎, 或 結膜炎, 皮膚問題等. 在極端的個案中, UFO 目擊者的人格

產生變化, 並且需要心理學家或精神病醫師的諮詢協助.

李奧李奧李奧李奧博士(Dr. R. Leo Sprinkle), 懷俄明大學懷俄明大學懷俄明大學懷俄明大學心理學教授, 多年來與這類有過"近距離近距離近距離近距離

接觸接觸接觸接觸"(Close Encounters)的目擊者會面

在精神病治療的領域中, 有個較為著名的 UFO 接觸研究個案, 對象是貝蒂貝蒂貝蒂貝蒂與巴巴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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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尼尼尼.希爾希爾希爾希爾(Betty & Barney Hill). 希爾希爾希爾希爾夫婦曾經目睹 UFO 並且失去一些時間, 但他們設

法降低這些事件的重要性, 好讓他們能夠繼續日常的生活. 然而, 經過幾個月, 他

們都開始經驗噩夢, 以及焦慮的攻擊.

他們找到的精神病醫師經常使用回溯催眠來做治療工作. 他分別與希爾希爾希爾希爾先生, 希希希希

爾爾爾爾太太進行催眠, 他驚訝地發現, 當回溯到沮喪的源頭, 他們兩位都提到相同的

故事: 在開車途中被帶到 UFO 載具中, 被治療工具檢查, 然後回到他們的車上.

Don 與我多年來探訪不少有趣的案例, 但或許這一個案例就足以展示"第三類近第三類近第三類近第三類近

距離接觸距離接觸距離接觸距離接觸"[海尼克海尼克海尼克海尼克博士發明的分類]的顯著奇異性.

1977 年一月, 一位目擊者看到 UFO 僅 18 小時之後, 我們接到好朋友, 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

艾利森艾利森艾利森艾利森(Lawrence Allison)催眠師的電話. 該目擊者的母親請求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的協助, 她十

分擔心兒子的狀況. 我們與目擊者約定時間見面, 他是一個 19 歲的高中畢業生,

當時的工作是卡車駕駛. 他看到一個飛行載具大約 40 呎長, 10 呎高, 有著落日

的顏色. 它的所在高度很低, 大約 100 到 150 呎. 那飛行載具是如此明亮以致於

傷到他的眼睛, 然而他無法將視線離開它. 他經驗到大量的恐懼 並且在開車過

程中失去所有的感官意識. 當他位於 UFO 的正下方時, UFO 突然加速 然後消失

無蹤. 當這個男孩到家時, 他的母親感到驚恐 因為他的眼睛充滿血絲. 他能夠

精確指出他失去的時間, 因為他在某個電視節目結束時離開, 他也注意到回家的

時間, 他失去了此生的 38 分鐘.

這個年輕人想要嘗試回溯催眠以"找回"他失去的時間. 我們同意協助; 經過相當

冗長的催眠前導過程, 他終於達到適當的集中狀態 並且回到當時在 UFO 正下

方的時點, 突然他在飛行船中, 處於一個圓形的房間, 裡頭的高度似乎比外觀的

高度還要高兩倍. 他看到三個物體, 沒有一個像是人類.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紅

色; 還有一個是白色. 全部看起來像是某種機器. 每一個實體似乎都有個人格,

雖然它們都沒有跟這男孩說話, 接著他承受某種身體檢查. 在身體檢查之後, 這

三個機器合併成一個 然後消失了. 這艘飛行船短暫地跳動搖擺了一下, 隨後目

擊者便回到他的車子裡.

如果你對這個案例有興趣, 想閱讀完整的敘述報告, 你可以參考以下出版文獻:

-- Apro Bulletin, Flying Saucer Review, International UFO Reporter, Mufon UFO News.

近距離接觸中一個最有趣的特徵是目擊者似乎理解外星人的思想與感覺 卻不用

透過任何言語. 心電感應通訊長期以來是許多實驗的主題, 雖然有過許多有趣的

研究, 卻從未有過決定性的研究報告可證明心電感應通訊. 結果這個研究領域仍

然是超心靈研究的一個邊緣地帶. 無論如何, 任何人曾經感知電話即將作響, 或

在對方開口前 就知道他要講的話, 這樣的經驗可以算是心電感應的溫和示範.

Don 陳述他與尤里尤里尤里尤里.蓋勒蓋勒蓋勒蓋勒之間的心電感應實驗是完全成功的. 然而, 這些實驗並

沒有在嚴格的科學控制下進行, 因此它們不能被納入任何正統的(科學)報告. 事

實上, 我們認為嚴格的科學控制對於這類實驗的結果會有抑制的效應.

L/L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 曾經是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Rock Cree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s)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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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機構, 從 1980 年起, 迄今每週舉行集會, 開放給所有讀者參加. 我們依然傾向

在"與外星人的心電感應"前面加上"疑似"的形容詞, 因為我們充分知曉沒有方法

可以證明這個基本的概念. 無論如何, 這個現象的確存在 -- 數百萬字的文件

以及 其他小組上千萬字的文件都證實這件事.

雖然在超自然研究中碰到挫折是常有的事, 認真的 UFO 現象研究學者堅持探究

相關的現象, 好比以心智彎曲金屬. Ra 討論的物理學, 與實相的真實本質有關,

提出有力的假設說明遠距離作用是心智的函數, 更明確的說 是意志的函數.

尤里尤里尤里尤里.蓋勒蓋勒蓋勒蓋勒曾在世界各個地方接受測試, 包括史丹福研究實驗室史丹福研究實驗室史丹福研究實驗室史丹福研究實驗室(Stanford Research

Laboratories), 許多刊物都在探討這類測試的結果, 最著名的是蓋勒研究報告蓋勒研究報告蓋勒研究報告蓋勒研究報告(The

Geller Papers), 以及冰島研究報告冰島研究報告冰島研究報告冰島研究報告(The Iceland Papers), 探討心智彎曲金屬的現象.

一個顯示 UFO 與心智彎曲金屬有密切連結的案例發生在 1977 年七月, 就在我

們的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FO )一書出版之際. 我們當時在一個地方性的廣播節

目接受採訪, 一個住在附近小鎮的女人聽到廣播覺得很感興趣, 因為她 14 歲的兒

子曾經有過與 UFO 接觸的經驗. (有一天)他被一陣哨子聲吵醒, 他走到門前, 看到

一道十分明亮的光暫時地使他失明. 同時間, 附近的居民也看到天空有亮光. 這

個女人寫了封信給我們, Don 立即打電話過去 並請求她的同意 跟她兒子講話. 在

充分詢問這個年輕人之後, Don 要求他拿起一個銀製餐具 並告訴他設法彎取它卻

不要觸碰它. 這個 14 歲的男孩拿起一個銀叉, 遵照 Don 的建議去嘗試, 銀叉立即

被彎曲, 幾乎成了兩半.

這個男孩被嚇壞了, 不肯再回到電話機旁. 他的母親不能(也不願)說服他繼續進

行實驗. 這位母親是有先見之明的, 因為在這種小鎮, 如果她兒子因為能彎曲金

屬而有了任何名聲, 對他只會帶來傷害, 因為小鎮居民對這類事的反應是完全可

以預測的.

不過, 這其中的連結是相當明顯的.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泰勒泰勒泰勒泰勒(John Taylor), 倫敦國王學院倫敦國王學院倫敦國王學院倫敦國王學院的數學

教授, 在他的超級心智超級心智超級心智超級心智(Superminds)一書中提到他謹慎完成的彎曲金屬實驗, 並公諸

於世. 泰勒泰勒泰勒泰勒只使用小孩為實驗對象, 大約有 50 位. 實驗的主要方式是將金屬與塑

膠物體放在玻璃圓筒中, 並用吹玻璃器將開口密封.

在這種控制變因的環境下, 小孩仍然能夠彎曲並打斷許許多多的物體.

當你閱讀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時, 你將發現為什麼小孩子能做這些事, 以及這些能力與飛碟

(UFO)訊息的關聯.

因為我不是科學家, 此刻, 我把麥克風交還給Don, 他的背景更適合這類的討論.

Don :

當一個人思索超心靈的展示, 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是: 超自然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呢? 這答案或許就在神秘學(occult)理論中, 與不同次元平面(planes)的存在有關.

神秘學認為 一個人死後將發現自己處於存在平面的其中之一, 至於在哪個層次

則端看這個人在死亡之際的靈性發展程度. 有個老成語可以說明這個理論-- "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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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聚"(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當一個幽魂顯化在我們實相中, 它是從其他的存

在平面來到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一般而言, (我們的)理論認為一個行星就好比是一個靈性蒸餾廠, 靈魂不斷轉世降

生到這個物質世界, 經過足夠的靈性發展之後, 他就能到達更高的存在平面, 不

再需要學習這個星球上的發展課程.

這個理論的發展大部分是源自於與這些可能來自不同實相的居民的通訊結果.

我開始相信 這些存在平面與我們的物理空間是並存, 且可以互相穿透, 雖然各個

實體幾乎覺察不到其他平面.

一個簡單的類比就是考慮同樣的演員 出現在兩個不同的電視節目, 這兩個節目

都可以在同一台電視接收到, 但彼此互斥. 這好比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活在

一個頻道或存在密度中, 卻完全不知還有其他無數的頻道.

綜合以上, 要點是我們的實相並不是終極或單一的. 我們的實相只存在於當下.

許多 UFO 報導顯示不明物體的源頭來自另一個實相或密度, 就跟那些顯化的鬼

魂一樣. 我要強調 這並不表示他們的不真實. 這些 UFO 只是從他們的實相切換

到我們的實相. 這就好比我們把電視上的第 4 頻道轉到第 3 頻道一般, 但都在同

一台電視上.

如果你奉命建造一個等比例原子模型, 用一顆豌豆代表原子核, 那麼需要一個橄

欖球體育場的大小才能包含最內圈的軌道電子. 如果這顆豌豆被放在五十碼線的

中心, 體育場中最上排的座位的一個小棉花球則可以代表一個電子. 物理物質實

際包含的物質是非常少的. 當你仰望夜空的星星, 你所看見的景象很可能與你站

在任何"固體"材質的原子核上看到的很類似. (假設一個人可以任意縮小)

為了展示一個電子給你看, 一個物理學家很可能會給你看一個攝影金屬版上的弧

線軌跡. 但他八成不會告訴你那只是二手證據. 電子本身從未被看到; 只有它在

一個密集的媒介上產生的效應可以被記錄. 當然, 有可能準確地計算我們所謂的

電子, 為了這類工作 我們必須知道磁場的力量, 電子的電荷, 以及速度. 但由於

磁場的來源是移動的電荷, 而電荷又是憑經驗觀察的現象, 我們發現這整個數學

的偽裝模糊了一個事實, 即我們真正知道的只有帶電粒子(charged particles)互相之間

的效應; 我們仍然不知道帶電粒子是什麼東西, 或為什麼它們可以產生遠距作用

的效應?

資深的科學家應該是首先一群會同意沒有任何事情有個絕對的科學解釋. 毋寧說

科學是一種預測的方法或工具, 關於(萬物)相互之關係的觀察. 在物理學, 通常透

過數學語言來描述. 我們的科學是藉由觀察與對它的分析達成的一種學習. 就穿

透事物根本的本質而言, 我們真的什麼也不理解.

磁場什麼也不是 只是一種數學方式表達電氣場之間的相對運動. 電氣場則是完

全依照庫崙定律庫崙定律庫崙定律庫崙定律(Coulomb’s Law)陳述的經驗性觀察衍生出的複雜數學詮釋. 換句話

說, 我們的科學知識森林是由一群我們不理解的樹木所構成 我們只知道它們的

存在以及相互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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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不熟悉現代科學內在運作的人而言, 似乎現代人已經良好地控制其環境

並且完全理解它. 沒有什麼比這想法更遠離真理了. 走在現代理論尖端的科學家

領袖們持續地彼此爭論著, 當一個理論受到廣泛的接受 成為物理定律的一個可

信服的代表; 只要有一個人發現其中不一致之處, 這個理論就必須被修改或完全

地遺棄. 或許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是牛頓牛頓牛頓牛頓的 "F=M x A" 方程式. 在它被發現錯誤之

前, 它已經獲得物理定律的地位. 並不是說這個方程式沒有用處, 恰好相反, 我們

已經使用它來設計所有東西, 從登月火箭到電視映像管; 但應用在原子粒子加速

器 ,如迴旋加速儀(cyclotron), 它的準確性就失效了. 要準確地預測粒子的軌道, 需

要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公式來校正. 有趣的附註是這個校正奠基在一個事實, 即光

速與其源頭的速度完全獨立.

如果牛頓牛頓牛頓牛頓過去曾更深入地穿透運動法則, 他或許會自己做出相對性的校正, 然後

聲明這個速度校正無足輕重, 因為光速遠遠超過任何人類當時所能到達的速度.

這點在牛頓牛頓牛頓牛頓的時代是非常真實的, 但現在明顯不是如此. 我們心裡仍然傾向認為

光速是難以致信, 無法企及的速度, 但隨著太空飛行的到來, 一個新的速度位階

到來了. 我們必須將我們將速度侷限於陸地上的概念改變, 與其將光速以 哩/秒

速衡量, 不如以 地球地球地球地球直徑/秒速 衡量. 幾乎不可想像的每秒 18 萬 6 千英哩 變成

完全可以想像的每秒 23 個地球地球地球地球直徑, 或者以我們太陽系的直徑來看, 我們可以說

光速是一天通過兩個太陽系直徑.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主張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 這個主張是如此好用以致於成為我們文化的

一個陳腔濫調. 讓我們繼續以相對的方式考量銀河系的大小, 如果仰望明朗的夜

空, 幾乎所有可見的星星都在我們自己的銀河系內. 每一個恆星就好比我們自己

的太陽, 如果你計算我們銀行系的太陽與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上人類的比例, 結果是每一個活著

的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可分得 60 個太陽. 光需要花 4 年的時間才能從地球到達最近的其他恆

星. 要抵達我們銀河系中(離我們)最遙遠的恆星 需要花 10 萬個光年*.

(*譯註: 基於好奇, 以下是小弟對於銀河系直徑的大略估算--

假設1 year = 365 days, 100,000 x 365(day) x 24 (hr) x 60 (min) x 60 (sec) * 23 (dia.) =

72,532,800,000,000 = 72,532,800 x 百萬個百萬個百萬個百萬個地球直徑 !!)

這些計算奠基於一個假設-- 光具有一個速度. 面臨新的理論, 或許這會是一個錯

誤的假設, 但它明顯的速度是個有用的衡量工具, 所以我們還是使用它.

所以我們有個如此巨大的造物, 即使光速每秒能到達 23 倍的地球直徑距離, 我們

想要穿過我們的(銀河)後院還得旅行 10 萬光年. 這樣巨大的後院即使對於最有野

心的天體(celestial)建築師而言似乎是十分充裕了, 但事實上, 這個擁有 2 千億個星

系(star systems)的銀河系只是一個非常龐大沙灘其中的一粒沙子而已. 還有數以兆

計無窮多個(其他)銀河系, 每一個都擁有數十億的星系, 延伸到似乎是無限的空

間.

當你想到我們造物令人驚訝的廣闊無邊, 對比我們處於嬰兒狀態的知識, 你開始

看到以我們科學方法來探查這些廣闊的空間, 就好比是以獨木舟探索大海一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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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科學中最令人困惑的問題是找到一個良好的解釋說明遠距離作用. 換句話說, 每

個人都知道如果你把某個東西放掉 它會掉下去, 但沒有人真的知道為什麼. 許多

人知道電荷即使在真空中也會互相產生吸引或排斥力, 但再一次 沒有人知道為

什麼. 雖然這兩種現象相當不同, 描述交互作用力的方程式卻相當相似:

重力方程式:  F = Gmm' / r2

靜電交互作用: F = Kqq' / r2

我們行星與太陽之間的吸引力可以由重力方程式描述, 軌道電子與原子核之間的

吸引力則由靜電交互作用方程式描述. 這兩個方程式都是由實驗推算出來的, 它

們表面上沒有任何關聯, 然而 它們都描述同一個狀況 即吸引力的衰減與相隔

距離的平方成正比.

以數學表示遠距離作用的效應被稱為一個場域, 如一個重力場或電力場. 愛因斯愛因斯愛因斯愛因斯

坦坦坦坦(Albert Einstein)生前最大的願望是找到一個單一的關係能夠同時表達電氣與

重力的現象; 更正確地說, 一個統合所有物理學的理論, 一個統一場理論. 愛因愛因愛因愛因

斯坦斯坦斯坦斯坦相信造物有個完全的秩序, 所有的物理現象都是從單一的源頭展開的.

這個統一場理論, 描述物質為純粹的場域, 現在已經實現了. 看起來整個狀況好

比是一個沉悶複雜的九連環(Chinese puzzle), 如果你能找到一把正確的鑰匙, 轉開

一個環節, 所有其他環節就紛紛散開了. 杜威杜威杜威杜威.拉森拉森拉森拉森(Dewey B. Larson)找到這個問題

的解答, 不只解開了謎題, 還揭露一個優雅適當的統一場理論 富含許多實用的結

果; 正如一個設計良好的九連環, 解答並不複雜, 只是在預期之外.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假設有六個維度, 而非四個, 並且適當地標明它們為三個空間維度 以及三

個時間維度. 他假設有個三維座標的時間, 類比於我們觀察到的三維空間.

這個研究方法的結果是一個人可以從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理論的基本假設 計算我們物理宇宙中

任何實質物體, 從次原子到星系. 這個長期以來被尋求的統一場理論跟我們慣常

思考的模式不同, 因為我們習慣把時間想成一個維度, 如同一條溪流往一個方向

移動. 然而, 一但你掌握它的竅門, 三度座標的時間在數學上是個更舒適的概念.

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威斯康辛州大學物理系教授法蘭克法蘭克法蘭克法蘭克.梅爾梅爾梅爾梅爾(Frank Meyer)目前正發行一個季刊, 對象是

有興趣了解拉森拉森拉森拉森新理論並應用在難解問題上的科學家們. 我有興趣測試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的理

論 並使用他的公設做廣泛的計算, 我開始信服他的理論確實是一個可運作的統

一場理論.

在發現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的著作之前, 60 年代早期, 我曾經仔細思量幾個有趣的聲明, 據稱是

來自 UFO 的訊息. 雖然接收到這些通訊的人們完全不懂現代物理學, 他們獲得的

資訊卻明顯地是物理理論的核心. 首先, 它們提示我們科學的問題是沒有辨認出

足夠的維度(數目). 其次, 他們聲明光並不移動; 光存在(light is).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的理論假定

六個維度 而非慣例的四個; 並且找到純粹的場, 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愛因斯坦相信可以代表物質的東

西, 這個場域以單元速度或光速 從空間的所有點向外移動. 由於空間-時間, 場域

的構造, 的振動置換(displacement)創造了光子(photon). 再者, UFO 接觸者說意識創

造振動, 該振動即是光. 在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的理論, 空間-時間的振動置換是第一個物理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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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光子或光. 根據 UFO 接觸者的說法, UFO 降低它們的振動好進入我們的天

空;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假設整個物理宇宙都仰賴振動的速率, 以及 空間-時間中純粹場域的量

子化旋轉.

UFO 接觸者提示時間並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建議同樣的事情. UFO 據說可

以在時間中移動, 如同我們在空間中移動. 在拉森拉森拉森拉森宇宙學的時間-空間部分, 這是

完全正常的事情.

最後, 或許是最重要的, UFO 接觸者接收到一個訊息: 造物是簡單的, 全部都是同

一個東西.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理論以數學方式闡明這個合一性.

如果你想獲得更多關於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物理學的資訊, 請聯絡統一場科學協會, 一群科學家

與哲學家正在推廣拉森拉森拉森拉森的理論. 地址是: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Unified Science, Frank H.

Meyer, President, 1103 15th Ave., S.E., Minneapolis, MN 55414.

物理學家從未認為值得調查的現象目前以飛快的速率增加中. 遠距離作用, 明顯

是某種心智活動的結果, 似乎重複著同樣的觀察結果. 當尤里尤里尤里尤里.蓋勒蓋勒蓋勒蓋勒在電視上表

演以心智彎曲金屬與修理時鐘, 有許多孩子也嘗試複製尤里尤里尤里尤里的”把戲”. 能夠(隔

空)彎曲與切斷金屬的小孩每天都在增加. 如前所述,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泰勒泰勒泰勒泰勒(John Taylor), 國國國國

王學院王學院王學院王學院的數學教授, 在英國針對有天賦的孩子們進行廣泛的測試, 結果紀錄在他

的超級心智超級心智超級心智超級心智(Superminds)一書中. 如果這些蓋勒蓋勒蓋勒蓋勒化小孩持續增加, 到 1980 年代, 我

們將看見奇幻電視影集[如” My Favorite Martian,” “I Dream of Jeannie,” 與 “Bewitched”]

變成現實生活的一部分.

透過泰勒泰勒泰勒泰勒以及美國史丹佛美國史丹佛美國史丹佛美國史丹佛研究學院進行的可重複實驗, 我們開始有一些良好扎

實的研究資料. 我們逐漸地開始創造一門”魔法”的科學, 以前它被稱為魔法, 現

在卻越來越普遍, 主要顯現在孩子身上, 在未來, 我們或許會看到這種”魔法”被

列入大學科學殿堂的教導. 事實上, 目前的化學, 物理學科等., 基本上 對我們

來說都算是”魔法”, 因為我們對於因果律(causality)仍然沒有終極的解釋.

Carla:

在我們研究各個疑似UFO接觸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有個中心思想一再地出現, 就

是我們個人意識的不朽性. 早在聖經時代 便有這類神秘的傳統, 聖徒保羅聖徒保羅聖徒保羅聖徒保羅(St. Paul)

在使徒書使徒書使徒書使徒書(Epistles)亦區分人類肉體與靈性體.

在更古早以前, 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祭司就有ka的觀念, 他們假定這個ka, 或 靈性的人格, 在肉

體死亡後依然存在, 是人類意識本質之所在. 當然, 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為肉體死後的生命有

許多精緻的安排.

如果死後的生命被假定為一個可能性, 我們也可以假定生命存在於出生之前. 任

何有一個以上小孩的母親都可以作證, 即每個小孩來到世上帶有一種人格是無

法以遺傳或環境來解釋的. 每個小孩似乎一出生就帶有一種獨特的人格. 每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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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有特定的恐懼無法用遺傳來解釋. 舉例來說, 一個小孩可能碰到雷雨就嚇壞了,

但家族其他人都完全沒事. 另外一個小孩可能在彈奏樂器上有非凡的天賦, 但他

的雙親或任何親戚都沒有音樂的才能.

這現象讓我們嚴肅地考慮輪迴轉世的議題, 根據疑似 UFO 接觸的訊息, 輪迴轉

世是我們要理解的最重要觀念之一, 透過它 人類得以進化, 不只是肉體上的,

也包括形而上的部分; 不只是身體上 也包括靈性的進化. 在這個哲學系統中,

每一次的降生都被視為是個人繼續進化的機會, 透過眾多形形色色的經驗.

雖然世界上大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擁抱, 或至少熟悉一個認定輪迴轉世的宗教系統,

但我們西方猶太-基督教文化對於這個概念就不那麼熟悉了. 雖然如此, Don 早期

的調查似乎指出輪迴轉世是很有可能的, 並且一個人這輩子的關係, 功課, 情境

等, 如果以過去的降生(或稱 過去世)來解釋會更為容易理解.

這裡有個簡潔的例子說明這種關係, 有些人喜歡稱為業力(karma), 有個年輕的男

孩[他要求不要公開名字], 他在這輩子對所有活的東西都嚴重過敏, 所以他不能割

草, 不能聞花的味道, 也不能在花朵盛開的野外待太久. 透過催眠回溯, 他回想起

過去在英國英國英國英國的一世, 他是個孤獨的男人 天性就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 他繼承一筆

很大的地產, 一生就在自己家園度過,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照顧自己家的廣大花園,

他在其中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花草, 水果, 蔬菜等.

當他回顧在英國的一生之後, 催眠師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Lawrence Allison)一如往常地請那男孩

問他的高我高我高我高我(Higher Self)是否學到了: 把人群擺第一, 其他事物次之 這個課程. 那

高我高我高我高我說 他確實已經學到這課程了. 於是催眠師問高我高我高我高我 是否可以醫治過敏症, 既

然課程已經學到了 過敏症也就不再需要了. 高我高我高我高我同意了. 於是催眠師小心地把男

孩帶出催眠狀態, 然後把他帶到鋼琴旁邊; 催眠師拿起鋼琴上的木棉花, 故意把

花粉吹到男孩的鼻子裡, 男孩大叫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你知道我有多麼容易

過敏!” 催眠師說”喔, 真的嗎? 我又沒聽到你打噴嚏.” 這男孩的過敏症被完全醫

治了.

當我們嘗試思考我們和宇宙的關係, 我們開始看見在天地之間 有更多東西是大

多數哲學都沒有夢想過的. 這是個難以置信的巨大宇宙, 如果我們跟它有個真實

的關係, 那我們自身必定要比我們日常的生活大得多.

在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裡有許多探討我們與宇宙之間的真實關係的資訊, 但我們也知道有個

久遠的工作傳統, 或許最簡單的稱呼是魔法人格.

魔法當然是個經常被誤用的辭彙, 最常被理解為魔術, 或幻術. 當一個人看到一

個魔法師, 他認為自己看到的是一個非常精通表演幻象的人.

然而, 所謂魔法人格的學問暗示我們有一條流過我們日常生活的軸線, 是我們可

以理解的. 使用這條線, 可以不時使我們脫離目前的架構, 進入一個以靈性體為

主的實相, 這個人格存在於一個人的生生世世, 事實上 “在這個世界存在之前”.

藉由工作這個魔法人格, 藉由經驗的內化, 藉由願意對一切發生的事情負責,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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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仔細分析我們對所有事件的反應, 最終平衡我們所有的反應 好讓我們在環境

中的動作全部發自於內在, 而非對於外在刺激的單純反應. 我們持續強化魔法人

格, 直到我們有點資格進入這門藝術—“以意識任意造成改變的藝術”.

這是魔法的古典定義.

每一次, 當一個人 遭遇不幸的情境, 他能夠不以牙還牙, 而以悲憐與安慰的態

度回應, 他就強化了一分內在的力量, 跟生命的連結也就越密切, 同時也促進了

宇宙的有機進化.

從宇宙的整體性與有機特質告知了我們這些學生 UFO 在這裡的目的. 它們已經

在這裡數萬年了; 許多古代的歷史文獻提到 UFO, 以及許多奇怪的目擊現象, 包

括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現代對於 UFO 的興趣大概可以準確地追溯到肯尼斯肯尼斯肯尼斯肯尼斯(Kenneth Arnold)在來尼爾來尼爾來尼爾來尼爾山(Mt.

Rainier in Washington)上的歷史性目擊. 另外一個早期的歷史性目擊事件, 同樣來自

一個極為可靠的見證者, 他恰巧與 Don Elkins 有關聯, 所以我選擇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Mantell)

先生發生在 1948 年 1 月 7 日的案例來討論, 而非肯尼斯肯尼斯肯尼斯肯尼斯 1947 年 6 月 24 日的案

例.

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Thomas Mantell)曾受訓成為一位飛行員, 曾經參與非洲, 歐洲的飛

行任務, 以及最著名的 D-day(二次大戰盟軍反攻歐洲之發起日). 1947 年, 他離開

空軍, 在肯塔基州肯塔基州肯塔基州肯塔基州, 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Louisville)的包曼包曼包曼包曼飛機場上創立愛金斯愛金斯愛金斯愛金斯-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

(Elkins-Mantel)飛行學校, Don Elkins 當時是學校裡一個年輕學生.

1948 年 1 月 7 日下午兩點左右, 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警呼叫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Fort Knox), 並報告憲

兵隊他們目擊一個圓形的飛行物體快速地移動. 憲兵隊呼叫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 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的

指揮官, 並且與俄亥俄州俄亥俄州俄亥俄州俄亥俄州 萊特場萊特場萊特場萊特場聯繫, 確定是否有任何實驗性質的飛行器可以解

釋這次的目擊現象. 萊特場萊特場萊特場萊特場沒有這類的飛行紀錄.

同時間, 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諾克斯堡 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的塔台早已看到這個碟形的物體, 包括肉眼與雷達兩種

觀測方式, 並且快速將報告轉達給指揮官.

事件發生之際, 四架 F-51 戰機從喬治亞州喬治亞州喬治亞州喬治亞州, 瑪莉艾特瑪莉艾特瑪莉艾特瑪莉艾特出發, 靠近亞特蘭大亞特蘭大亞特蘭大亞特蘭大, 即將

前往肯塔基州肯塔基州肯塔基州肯塔基州, 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 由於它們已經在空中飛行, 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高曼場的指揮官決定聯

絡領航員, 要求他調查 UFO. 領航員是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上尉.

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被高曼高曼高曼高曼塔台給予一個雷達方位角, 向 UFO 移動, 他看見該物體 並聲稱它

的速度比他慢一些, 他會靠近看一看. 接著, 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告知塔台 目前該物體在他上

方, 並且看起來是金屬物體, 並且尺寸十分巨大.

這些 F-51 戰機沒有一架有裝備氧氣, 其他飛行員在大約 1 萬 5 千英呎高度恢復水

平飛行. 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持續向上攀升, 之前的對話是他此生最後一次傳遞訊息. 幾分鐘

過後, 一通電話敘述有一架飛機墜毀, 是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上尉的飛機. 他的屍體在飛機殘

骸的附近被發現.

我可以寫一整本書告訴你成千上萬像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曼特爾上尉的目擊故事, 其中包含無可辯駁,

又令人困惑的具體證據, 關於這些高度奇異的事件. 有許多起透過雷達發現 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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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 另外有一本書, 由 UFO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出版[伊利諾伊利諾伊利諾伊利諾州, 艾凡斯頓艾凡斯頓艾凡斯頓艾凡斯頓], 專門探討

UFO 遺留的眾多物理痕跡, 不管是照射土壤, 造成土壤成分的改變, 或在地面上

留下銘印. 這個機構特別打造一台電腦, 專門收集 UFO 的資訊, 包含超過 8 萬筆

的報告, 這台電腦叫做"UFOCAT", 使用它使得一些事情變得格外清楚. 舉例來說,

如果有人發現有個 UFO 留下的地上痕跡, 可以透過電腦比對 得知該 UFO 的特

徵與描述; 因此目擊者只是確認電腦早已知道的資訊.

無論如何, 這本書包含精確的訊息抄本, 主旨與下列議題有關: 形而上學, 哲學,

以及地球人類肉體與靈性進化的計畫. 因此, 接著我打算跟你們分享一些我們多

年來累積的研究資料, 我們從未描述收訊者是誰, 因為我們覺得訊息本身要比信

差者要重要.

根據一個與我們及幾個其他團體接觸多年的實體 Hatonn 的說法, 現在我們天空

上的一些 UFOs, 至少有一部分是為了服務而來, 好比我們會送救濟品給那些被

天災打擊, 或極度貧窮的國家. 那是一種服務的渴望.

 “我們接觸你們地球人類已經許多, 許多年了. 數千年來 我們一直與那些

尋求我們幫助的人們接觸. 該是許多地球人被接觸的時候了. 因為許多人

現在了解物理的幻象, 並尋求幻象之外的東西. 我們所刺激的這個過程是

自發性的, 當越來越多渴望接觸我們人收到訊息, 並傳給其他人, 接著這

些人閱讀訊息後, 自己也能夠到達足夠的思考與理解狀態, 與我們的振動

調和, 然後直接接收到我們的通訊.我的朋友們, 這就是與我們接觸的運作

過程.透過團體的參與 可以加速這過程, 最後透過冥想完成.換句話說, 口

語的通訊創造出一個思想系統 以及 對靈性覺知的渴望, 提升收聽者的振

動.

我們隸屬於服務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星際聯邦(Confederation of Planets), 我們很抱歉

無法踏上你們的土壤, 教導一些期待我們服務的人群. 但, 我的朋友, 對

於那些不渴望我們服務(service)的人, 這反而是種傷害(disservice). 甚至對

於那些渴望我們教導的人們, 我們恐怕也幫不上什麼忙, 因為了悟只能從

內在湧現. 我們僅能導引, 僅能建議. 我們希望每個尋求真理的個人都能

向內思考, 朝向那單一愛與理解的源頭, 也就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祂在我們每個人

裡面, 存在於一切萬有; 我的朋友們, 因為一切萬有的存在就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在此刻 加入你們參與這場盛大的服務, 因為這是個十

分偉大的時刻, 一個偉大的轉折點, 許多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將從困惑的狀態提升到一

單純的認知: 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

Hatonn 提到我們渴望尋求物理幻象外的東西, 他所說的就是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成員(包括

Ra)常提到的”起初思維”(the original thought)的東西. 或者用我們的字眼, 稱為”愛”,

但卻蘊含更多, 它暗示一個宏偉的合一, 我們不僅是將彼此視為好友, 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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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視為造物者. 當我們能夠看待他人與自我為造物者, 我們就只看到一種存有,

這就是 Hatonn 談到起初思維起初思維起初思維起初思維時的中心思想:

 “此時 我位於一飛行載具中, 位於你們住所的高空上方, 我們能收聽你們

的思想, 你們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種冒犯, 但我可以擔保不是的. 我們

能夠知道地球人類的想法, 但不會冒犯他們的思考或活動. 我們不認為知

道他人的想法是種侵害, 因為我們看待這些思想就像我們自己的一般. 我

們看待這些思想就像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思想.

我的朋友, 你們或許會認為不屬於愛及手足情誼的思維就不是出自於造物

者. 這是不可能的, 朋友, 所有產生的思想都是出自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所有產生的

東西都出自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祂是所有事物, 存在所有地方, 祂是所有意識, 所有

存在的思想, 祂無限多的各個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由意志, 都能自由選擇

自己的道路. 祂所有的部分互相溝通, 在祂完整且無限的神智中.

我們並不嘗試改變我們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思考,我們只是嘗試將祂的想法帶給其他一

些較為孤立的部分, 讓他們自行檢驗與評價. 孤立的部分? 我的朋友們, 位

什麼我們認為這些部分被孤立了? 因為從我們的角度,他們選擇流浪許久,

已經遠離我們已知大部分造物所熟悉的概念.

我們發現 地球上的人們在他們的經驗與實驗中,思想上已經變得孤立, 已

經與廣大的造物分離了.

我的朋友, 我們敦促你, 下一次, 如果你覺得在這幻象中被環境逼到角落

了, 記得你所學的 不要忘記你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成果, 你可以選擇在任

何時刻 轉換你的需求與渴望, 從物理幻象中, 轉移到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造物之中.只

要你的目標還在這個物理幻象之中, 你就必須受到這個幻象內的法則之主

宰. 如果你可以轉換你的渴望, 提升自己進入無限太一的造物之中, 那麼,

我的朋友,你就能從受困的幻象角落中跳脫出來.”

對於某些人 方才 Hatonn 字句裡的觀念似乎是不切實際, 甚至是過於理想化的

新時代(New Age)或寶瓶時代的思想. 我們很難想像整個地球在哲學上能走到如

此錯誤的地步, 也難以相信一個比我們先進許多的生命會如此關心我們, 並嘗試

幫助我們.

無論如何, 當我們注視這個哲學"宇宙"系統的核心, 我們發現許多是清楚且簡單

的, 卻不是過度簡化, 許多是符合道德 卻不顯得教條 -- 簡言之, 許多內容是有

益的. 這裡Hatonn說到實相的本質, 其中的要點似乎很少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注意到.

 “我的朋友,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在欣賞造物上 變得十分短視,他不理解周圍單純與美麗

生命的真實意義. 他無法欣賞自然的產物與再生.他學到他所呼吸的大氣是

透過植物的循環作用再生, 以支持人類與動物生存,然後對於地球上大多數

的人而言, 這似乎只是個科學課題,而非神學議題.人們沒有覺察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

計畫,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計畫供應祂所有的孩子,滿足他們每一個渴望, 並提供一個完

美的狀態.地球上的人類失去了這份覺知, 原本屬於他的權利.為什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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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類專注在他所發明的器具上, 他被自己的玩具與想法所催眠.處於心智

中的嬰孩狀態.

所有這些問題可以被很簡單地治療, 人類可以回復欣賞實相的能力, 而非

欣賞他心智創造的幻象.只需要人們願意進入冥想,透過冥想的過程, 人們

可以止息那活躍不已的心智, 心智總是持續著尋求人類發展許多世紀的幻

象內的刺激. 那麼,很快地,人類可以回覆欣賞真實造物的機能.

如果人想知曉實相, 這是他必須回復的狀態: 單純思想著絕對的愛, 以全

然合一的思想 對待所有兄弟姊妹, 不管他們是如何表達自己, 或者他們可

能是什麼. 因為這就是你們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起初思維.”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的造物, 如 Hatonn 所稱, 具有非常簡單的特質, 這個特質即愛愛愛愛是一切萬有

及其所有機能的要素.

然而”真正”的造物明顯地不佔有我們心智最重要的位置, 因為我們每天活在所

謂的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所說的幻象當中.

"我們屬於服務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我們多年來覺察許多實相的原則,

我們能覺察到這些原則是因為我們讓自己接觸它們, 正如你們一些地球人

做的事一般.

透過冥想完全地消除你們的分離幻象是可能的. 我們一直以來告訴你們關

於冥想, 我們多次告訴你們關於實相, 關於愛與理解, 然而, 你們似乎還

不能克服這個幻象. 這個幻象是地球人所產生的, 這幻象是有用的, 特別

是對於那些渴望以很快速度進化的人們, 藉由體驗幻象 並使用它來達成.

有許多環繞著你們地球的生命渴望有你們這樣的機會, 他們希望有機會身

處這幻象中 然後透過理解的產生 運用幻象的潛能,獲得靈性的成長. 我們

許多弟兄尋求這樣的機會. 我認為透過自我-分析與冥想了解你們幻象的潛

能本質是必須的, 其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因為它最終會使我們表

達我們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思想. 這個過程 你們知曉的老師,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已經完成了. 這

個人了解他的位置, 他認出這幻象, 於是他對這幻象的反應就是表達造物造物造物造物

者者者者的思維, 一個愛的思維. 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所體驗的幻象是為了教導你,

只有當你察覺到這點, 它才能教導你.經文上寫著'祂以神秘的方式運作奇

蹟.' 這個方式或許顯得神秘; 無論如何, 它是靈性進化之道. 有許多靈魂

正經驗幻象, 然而, 只有少數人使用這個幻象來成長.他們不這樣做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透過尋求使自己能接觸到這種知識.

當一個人覺察到使用幻象來促進靈性的成長, 下一步就是要將他的知識表

達出來, 不管環境潛在的影響, 表達對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理解."

你現在或許已經察覺, 冥想總是被建議為獲致理解, 靈性進展, 以及理解幻象本

質的最佳方法.每一個置身這個幻象或遊戲的人, 如果他願意,可以在冥想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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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創造個人進化更快速的成長. 但我們要如何開始把自己帶到這個地步, 而這

過程似乎很困難, 不易理解?

“渴望, 我的朋友, 是你會接收到什麼的關鍵. 如果你渴望它, 你將接收到

它. 這是造物者的計畫, 在其中祂所有的部分都精確地接收到它們渴望的

東西.在你們經驗的幻象中, 通常你得不到你渴望的東西. 事實上, 在許多

許多案例都顯示相反的結果. 這是個矛盾, 既然我們做了這個聲明, 那麼

任何渴望的明顯結果應該被顯化. 然而, 我們沒有例外地聲明, 人類精確

地接收到他所渴望的東西. 或許, 你並不理解渴望. 或許, 這個理解並不

在知性的心智之中. 或許, 人們需要花時間冥想好覺察你們真正的渴望. 我

的朋友們, 造物與你自身蘊含的東西 比你的知性能力能辨識範圍要大得多.

要讓這個星球的人群放棄他們的幻象是非常困難的,放棄他們先入為主的因

果知識. 然而,這不是實相, 而是幻象, 生於幻象. 它是地球人所生成的複

雜產物.加入我們,將你的思想與如此的複雜性分開,開始覺察你所經驗的所

有事情與思想,以及創造你的東西.覺察你的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覺察祂的渴望,當你知

道這個渴望,你將知道你自己的渴望, 因為你與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為一,你也與祂所有

的部分為一.當你知曉祂的渴望,你將感覺到它. 不再有任何困惑,不再有任

何問題.你將找到你一直尋求的東西, 你將找到愛愛愛愛, 因為這是造物者的渴望:

祂所有的部分表達並經驗這創造你的愛愛愛愛.你可以在冥想中簡單地找到它.再

多知性的尋求,或精心計畫或詮釋的文字 都不能引領你到這簡單的真理.”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的訊息有大部分集中在尋求與渴望的概念, 他們覺得每一個實體的意

志是每個實體演化旅程的絕對中心. 事實上, 他們說自由意識是宇宙的基礎. 每

一個實體被認為不只是合一(unity)的一部分, 也是完全獨特的一個部分. 每一個

人的自由意志是至高無上的,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的關切總是放在避免冒犯任何人的自由

意志. 他們目前接觸地球人的方式源於對人類自由意志的深層關切.

“我們不想將我們對真理的理解強加在你們人群身上,如果我們直接與他們

接觸 這是很可能發生的結果.我們無法避免這種結果,因為我們關於真理的

發言將被許多人群接受為正當有根據的. 我們不想被認為是造物者真理的

終極代表.我們希望通訊的方式是人們可以依自己意志決定接受或拒絕這些

訊息. 以我們的理解,這是所有人類靈性演化的一個必須準備: 即一個人到

達進化的某種狀態,有權接受或拒絕什麼是他進化所需的東西. 唯有透過這

種方式, 一個人才能知道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真理, 造物的單一真理, 造物之愛的真

理.真理必須來自內在的領悟, 它不能從外面銘印.我們嘗試刺激你們人群,

希望刺激人們尋求內在的真理.依照我們對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原則的理解,我們必須保

持隱藏狀態,因為我們不能服務一個人 同時又損害他的鄰居.因為地球上許

多人此時並不渴望相信或獲得我們存在的證據.為此,我們發現有需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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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好比現在這位,來將訊息給予尋求者.並且讓他們自行評估其價值,選

擇接受或拒絕我們對於造物的理解.”

一旦發展出接收訊息的渴望, 這些訊息是方便取得的, 不只透過我們小組, 還有

許多所謂的 UFO 接觸者, 以及遍佈世界的通靈群體. 確實, 你會發現”宇宙”哲

學系統很少新鮮事. 這些概念是基本, 簡單, 深入的. 對於這個冥想與研讀系統

的偉大目標,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有個名稱—理解(understanding).

“你們許多人正尋求幻象之外的東西, 對於這些尋求的人, 我們提供我們的

理解, 我們不企圖表示我們有終極的智慧, 我們只是建議一些我們認為有

價值的東西, 因為我們也曾走過你們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的路. 我們認為最有益的方向

是尋求服務. 我們今晚透過器皿給予訊息給尋求者. 我們希望能刺激你們

的尋求.我們的臨在希望刺激尋求.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希望盡可能接觸渴望

與我們接觸的人們.我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 能跟更多渴望理解的地球人接

觸, 這是件困難的任務,因為地球上有著許多混合的類型*.但我們只要能與

一個人接觸, 我們的努力就很值得了.”

(*譯註: 意指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靈魂來自許多不同的恆星系統)

我們將持續行動,透過器皿說話,直到足夠數量的人群覺察到真理為止.我們

恆常地努力,透過許多通訊的管道,想要將一個簡單的訊息帶給地球人:這個

簡單訊息將使人們對於一切萬物有簡單的理解,那就是愛.”

這個理解向我們展現無限造物者的愛; 他們一而再, 再而三地描述, 透過冥想過

程要比其他方式要更為容易得到這個理解:

“有些資訊具有重要性,有些資訊則否.我的朋友,智慧是個相當孤獨的事物.

當你獲得智慧的擔子,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對於你所知道的,你必須小心

謹慎,因為你知道的東西在真實造物具有力量,而你所渴望的東西是力量將

被集中的方向;但對你所知道的與所學習到的持有信心.在冥想中餵養你的

信心與理解.你走在這條路上越遠,你將越能發現冥想的意義.它以一個簡單

的程序開始,一點一滴地,它成為你生活的一種方式.當你走在靈性的小徑上,

請觀察它.”

在 UFO 接觸者的訊息中經常暗示我們追尋自我-知識的尋求者的心智狀態有更

多機會持續處於愉快的配置中, 不主動尋求的人相對機會較少. 無論如何, 冥想

與尋求的果實還有其他種類, 引起讀者們的注意.

"我的朋友,要記得服務他人就是服務一個人的自我.他人與我們是不同的,

但在本體中只有完全與合一.因此一個負面本質的東西如果進入你嘗試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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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造物者的服務,就好比在完美的服務上沾惹到墨水或汙點.要記得,每

一個人都是完整自由的實體,其獨立性不可被撼動,然而每一個人的本體都

是與你合一的.

****1

此刻只有一件事具有重要性,即你個人為服務做的準備.你要服務你的同胞,

那麼,你需要準備好自己.當然,準備的方式是冥想.冥想的重要性再怎麼強

調也不為過.透過這個技巧,你將接收到你所有問題的答案.這似乎很難了解,

但這是真的.你所有的問題可以被歸納成一個極度簡單的概念,你可以在冥

想中覺察這點.一旦你完成這個步驟,你便準備好去服務,正如地球上其他人

曾做的一般.追隨他們的模範,花時間在冥想中.使你自己有資格伸手協助你

的同胞,引領他們從現在經驗的困惑黑暗中 返回他渴望的光明."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十分賞識的一項服務是由發聲管道所提供, 好比我們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的小

組從 1962 年持續進行的通靈傳訊. 他們從未以任何方式暗示他們的訊息是獨一

無二,或"救贖"必須從傾聽這些訊息開始. 然而,他們覺察到有許多人尋求 正統宗

教與古典哲學以外的資訊來源. 於是他們來到這裡提供這項服務,使資訊可以讓

大眾取得,他們透過發聲管道執行這服務.

"目前尋道的地球人比以前要多. 然而,許多人陷於困惑中, 此時需要更多

的管道,好比這個器皿,直接接收這些思想,提供給許多尋求的人.我們此時

嘗試產生更多熟練的發聲管道.這過程需要每日冥想.當然,我們假設日常冥

想的同時,該實體渴望我們的接觸."

身為多年參與冥想團體的一個成員,我建議個人的冥想不要包含接觸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的

嘗試. 最好在團體的狀態下追求這個目標, 並且團體中最好有至少一位老經驗的

接受者. 一如往常, 不管是個人或團體冥想, 我強烈推薦某種"調頻"的方式 好讓

隨後的冥想可以處於最高可能的靈性層級. 這個"調頻"依照冥想者的喜好有各種

方式, 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主禱文(Lord's Prayer), 阿-歐-姆(A-U-M), 或其他歌唱或吟唱, 閱讀靈性著

作, 或仔細地觀想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白光", 全都是有用的"調頻"方法.

輪迴轉世是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很基本的訊息. 冥想與尋求過程中一個受到高度重視的果

實是尋道者能夠穿透 Ra 所稱的"遺忘過程", 那是每個人誕生到這世上必經的過

程 好讓我們覺察此生要學習的功課. 這些課程總是與以下主題有關: 如何愛得

更好, 更充分, 更深沉; 或帶著更多的親切與理解. 無論如何, 每個實體有其獨

特的功課.

"此時你們每一位都覺察到那特定的功課,迄今已遺忘的東西,將是此生欲達

                                                
1四顆星 (****) 表示兩段不同文章來源的分段, 但談論的是相同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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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目標.如果你覺得這一輩子似乎都遭遇一系列同樣型態的困難,那麼你

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你的一個功課.你知道的,你不是來這裡避免這些功課,

而是來學習它們的.

再者,我們必須指出,當你遭遇到這樣一個功課,把你跟理解分離的東西通常

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們的意識思考過程很有辦法搞自我毀滅,因為它會協助

你避免一些課程,那些你在實相中想學習的東西.因此,當你即將面臨一個課

程時,我們建議你嘗試暫時擱置分析過程,那麼你將帶著更清晰的心態回到

這個問題上,準備好學習你來此要經驗的功課,而不是避免你要學習的東西.

我們知道要全時段保持冥想狀態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因為我們曾經住在你

們目前的空間,我們覺察這個特別型態的物理幻象.所以,我們敦促你先仰賴

一種正式的冥想方式,然後嘗試在全時段保持保持半冥想狀態,我們的意思

是到達某種專心的狀態 好讓你毀滅性的衝動不會完全地堵塞你的心智,接

著使你無法學習來到這裡要學的功課.

在所有必修課程底下, 我們學習到 愛是基本觀念, 所有事物皆為一:

“冥想你自己與所有看到事物的完整合一. 不只做一次 也不只在現在的情

況. 而是在所有時刻都這樣做, 特別是在困難的環境中. 因為當你能去愛

去感覺與那些艱難的環境合一, 困難就會被減輕. 這不是基於任何物理幻

象中的法則, 而是基於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因為身體屬於靈性,它滲透在肉體之中,其

位階比肉體高,因此你藉由愛在靈性體所做的改變,也必然反應在物理幻象

之內.

一切為一, 我的朋友. 我的聲音是這器皿的聲音; 我的想法是她的想法. 請

相信我們給予你的振動 不是一個人格的振動, 而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振動. 我們也

是個管道(channels). 只有一個聲音, 在這個振動中, 我們自我-有意識地覺

察這個聲音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聲音. 關鍵在於把那些沒有自我-覺察到造物者的振

動提升, 最終, 所有事物都會進入和諧狀態.

即使你週遭的宇宙呈現不和諧與艱難的狀態, 如果你的心智停留在造物者

的合一上, 你自己的宇宙將變得和諧, 這不是靠你的作為, 而是靠造物者

單純的愛.”

我們從許多來源得知, 我們正處於一個特別演化時期的末後日子.基督教信仰的

流行作家擷取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啟示錄的章節, 並據以分析, 暗示大眾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世界末日(Armageddon)已經近

在眼前. 科學家們寫了許多書探討不尋常行星配置, 如木星效應木星效應木星效應木星效應, 從現在到西元

2 千年之間發生的可能性, 以及可能帶給地球的影響. 其他科學家檢視許多證據,

他們指出南北極的轉移很可能在 2 千年之前發生. 先知如艾格凱西艾格凱西艾格凱西艾格凱西(Edgar Cayce)

傳遞一些資訊與地球的劇烈變動有關. 當然, 我們有許多關切與人為破壞造成地

球大災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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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通靈聚會中, 也得到關於地球變遷的一些資訊:

“在你們的物理幻象中, 地球將有一個季節將帶來高度的創傷. 你們的科學

家正花許多時間 嘗試找出造成災害之種種物理原因, 並將它們分門別類.

你們的科學家所說的將會相當正確, 同時所有那些神聖的著作也將預言將

在地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們不可能 也不允許告訴你們事件發生的性質與精確時間. 因為地球人類

的集體心靈振動正在決定,將會決定精確的事件性質與時間. 在地球裡面,

有大量的業力必須在週期改變之際被調整, 這些事物將會彰顯出來. 精確

的發生過程與時程, 我們不能說, 也不願. 我的朋友, 因為雨水, 風, 與

火, 將只會摧毀那些第三密度的東西. 你們可能很珍惜這些東西, 因為你

們無法想像第四密度的存在 會是怎樣的光景.我們建議你 當第四密度的振

動調整完成之後, 無須花時間費神維持你第三密度的存在.

如果,在你的靈性之內,你的畢業日已經到來,所有在第四密度必須的東西都

會為你準備好,助手們會把所有這些事項完成.

你所認同的第三密度的東西遭到損害是極度可能的, 容許我們坦白地說, 你

們將觀看到死蔭的幽谷*.這些話 你們曾經聽過, 然而你們依戀著肉體與週

遭的物理環境, 彷彿你的靈性永遠依附著它們.

(*譯註:語出舊約聖經詩篇 Psalms 第 23 章)

容我們提醒你,你無法在你的頭部,雙手,或胸部,或雙腳,身體任何一部位找

到你的靈性.你也沒辦法動手術移除它,或幫助它.你的靈性居住在一個軀殼

之中, 這個軀殼可以被除去,但沒有關係,靈性不會消滅."

我們星球可能的物理創傷背後有什麼形而上意義呢?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提示我們 地球自

身正移動進入一個新的振動, 一個新的空間與時間部位, 許多人稱之為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

(New Age), 但如果我們沒有學到愛的功課, 我們將無法進入. 因此星際聯邦提

示選擇跟隨正面途徑或選擇不跟隨是很重要的決定.

“很快地 你們要做個選擇, 最好是所有地球人都理解這個選擇的意義. 對

於許多人而言 這是難以理解的, 因為他們從未考慮過這樣的選擇, 他們太

沉浸於日常的活動與困惑, 以及瑣碎的渴望, 以致於無法關切與理解他們

很快要做的選擇.

然而 不管他們希望與否, 理解與否, 不管任何的影響, 地球上每一個人都

將做個選擇, 沒有中間地帶, 有些人將選擇愛與光之途徑, 有些人則將選

擇另一邊.

這個選擇並不只是說說而已 “我選擇愛與光之途徑”,或”我不選擇它.”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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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上的選擇沒有任何意義, 個人的行為將示範證明他自身的選擇.我們星際星際星際星際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很容易詮釋這個示範,這個選擇的衡量尺度是我們所稱的個體的振動頻

率.這是必須的,如果一個人想要加入選擇愛與理解的群體,他的振動頻率必

須在某個特定的最低層級之上.有許多人現在很靠近這個最低標,但由於你

們地表盛行的錯誤思想持續的影響,他們有的在最低標附近波動,有的甚至

偏移了愛與理解小徑.也有許多人的振動頻率已經蠻高的,足以讓他們毫無

困難地旅行到(第四)密度,這個星球很快將經歷的密度.

在未來的某個時間,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所稱的收割將發生, 這個最後審判日最後審判日最後審判日最後審判日(Judgment Day)

跟末世論不同的地方在於 審判我們的那位並不是與我們分隔的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而是在我

們內在的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這場收割的結果是有些人會繼續前往愛與光的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 並在一個

非常正面與美麗的密度[根據星際聯邦的說法]中學習新的課程. 其他人將重複這

個特別的年級, 重新學習愛的功課. 在這裡,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成員, Hatonn, 再次說到收

割的事, 並解釋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透過不同接觸團體說話的目的.

將會有場收割收割收割收割(Harvest), 你們或許會稱為是靈魂的收割, 很快地將發生在你

們星球, 我們試圖萃取出最大可能的收割量, 這是我們的任務, 因為我們

是收割者收割者收割者收割者(Harvesters).

為了達到最高效率, 我們嘗試創造一個尋求的狀態 給那些渴望尋求的人,

這裡指的是那些接近及格水平振動的人們. 在及格以上水平的人們, 我們

沒有太大興趣, 因為他們早已晉級了. 至於那些成績遠低於及格水平的人

們, 不幸地, 我們現在無法幫助他們. 我們此刻嘗試增加小部分收割的百

分比, 讓這些人進入愛與理解的小徑.

即使只是一點點的百分比 乘以地球總人口 都是很大的數量, 這就是我們

的使命, 透過一些團體, 如你們這樣的團體, 散佈我們的資訊, 它可以被

接受或拒絕, 因為它缺乏你們地球人稱為的證據.

我們不提供具體的證據, 我們提供他們真理真理真理真理(Truth), 這是我們使命的重要

功能—提供沒有證據的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如此, 每個人的動機意志仍是來自內在, 個

人振動頻率得以提升. 提供證據就是將一個真理強加在一個人身上, 他被

迫要接受它, 這樣對於他的振動頻率沒有助益. 我的朋友, 這是我們接近

你們人群的神秘方式.”

另一個常在疑似 UFO 通訊過程出現的主題是”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Wanderers), 他們通常是以

服務為導向的人群,  並且可以預期的, 他們通常有種不適應的感覺, 覺得與地

球環境格格不入, 或覺得不屬於這裡. 通常這些人擁有許多才能, 在藝術上, 教

導上, 或只是單純地分享愉悅與歡樂的氣氛, 一般不滿現狀的人不會有的態度.

有趣的是,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指出許多被吸引的讀者, 通常是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他們覺得這些資料

是有用的. 地球上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不在少數, Ra 估計至少有 6 千 5 百萬人左右. 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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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和諧的密度來到地球, 進行某種工作, 多半是十分困難且危險的. 因為 如

果一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連遺忘的過程都無法穿透[這是降生到地球第三密度必經的過程],

而無法記得他原本要分享的愛與光, 他很可能會被困在第三密度的幻象, 或者說

身陷業力之中, 延遲他回母星的時間, 直到所有在第三密度產生的不平衡被平衡

為止.

1976 年, Don Elkins 與我合寫了一本書”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FO), 我們特

別用一個章節探討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透過催眠回溯療法, 我們對 3 個女人進行分別的回溯,

她們在此生是朋友, 她們各自獨立敘述一個故事, 彼此的情節卻十分吻合, 內容

是他們在另一星球的生活細節.

在”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一書出版之後, 我們找到一個男人, 他是那些女人在另一星球經

驗的一部分, 這個男人在那個時候正準備攻讀化學工程的碩士學位, 他不知道我

們研究的任何細節 除了我們正在進行某種催眠這件事. 1975 年 5 月 10 日, Don

與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勞倫斯(Lawrence Allison) [一位技術高超的催眠師, 當他住在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的時候,

我們常常與他一起工作]坐下來與第四位志願者進行第四次探索另外一個世界. 這

次的資訊特別有趣, 因為前三個回溯相當詩意, 美麗, 但幾乎沒有技術細節. 我們

的第四個對象有很不同的背景, 能夠以更為準確與詳盡的方式看待事情. 第四次

追溯與前面三次完美地符合.

Don 與萊里萊里萊里萊里(Lawrence 的暱稱)首先問的事情是關於穿著.

Q.你穿得如何?

A. 白色.

Q.白色的什麼?

A. 寬鬆的白色衣服

Q.好的,腰部以上有什麼東西? 褲子以上?

A.嗯,它就像是一件長袍;又不是真正的長袍,只是一件寬鬆的衣服配上一個

腰帶,像是一個皮帶.

Q.肩膀上有什麼?

A. 嗯,它是短袖的,蠻溫暖的.

這種長袍可能是某個修道院或教團的服飾, 於是他們問了一些問題嘗試發現它

與地球上某種正統宗教的連結, 沒有發現任何連結; 於是發問者詢問另一個世界

的名稱, 因為環境的描述跟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不同, 這個年輕人通常回答問題時很機敏, 但這

次似乎完全沒有命名的概念.

Q.你的星球的名稱?

A. 它只是一個...我們住在那裡,...我沒看到任何山岳,但我看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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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我有小孩.

Q.一個小孩?

A.是的,小男孩.

Q.他的名字是?

A.我對於名字沒有感覺,我有的是一種感覺,你知道的,當你想要見到某人,

他就知道你想見他,好比這種感覺.我的意思是,我就是對於名字沒有感覺

不只他們的星球似乎缺少一個適當的名字, 說話本身似乎也是個非常不同的程

序, 我們大概會稱之為心電感應.

Q.好吧, 如果某個人叫你,他會怎麼叫你?

A. 我從沒聽過任何人講話,我不知道講話是否必要.

  ***

A.那似乎是種簡單生活,但有光在我的書本裡,所以明顯有機械化的東西,或

許把那更先進.我...不記得人們對彼此說話,雖然,他們似乎,你知道的,每

一個人都知道每個問題...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聽到歌聲,但人們並不彼

此交談.我猜,你就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

A. 我坐在一個石頭或椅子上,他們坐下來,我解釋一些事情,但我真的沒看到

我跟他們開口說話.

該受訪者, 以他工程師的眼光, 能夠將那個地方的建築結構拼湊起來, 那是其他

女性受訪者所沒有做到的. 所有四個受訪者都同意那是一個社區中心, 它的用途

可以簡便地稱為一個神殿.

A. ..想它是一個石頭...我猜是石灰石,但更白一些,我猜.那是它的材質.

Q. 它的周邊是什麼樣子?

A. 嗯,邊緣處有一些拱形的支撐到達天花板,但...那不是一般的圓頂,那

是...我從未看到那種的圓頂.

Q.好好猜一下,那個圓頂的幅員有多遠?

A.喔,天啊,看起來長邊有 200 英尺長,或許更多,大概是 250.還有,寬度大

概是 150 英尺.那是一個巨大的房間,非常的...

Q.好的,現在,它是如何被照明的?

A.(有點不敢相信地笑了起來)..真的,有光輝來自天花板.我的意思是,你知

道的,好像有些區域有光,然後又變暗,像是水彩畫,但那是光的水彩.似乎這

                                                
2 三顆星(***)表示摘自同一個催眠回溯會議的兩段引用(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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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需要任何燈光.房間是明亮的,或許光從窗戶進來,但…房間裡似乎沒有

任何陰影.

Q.所以你說的是彷彿房間的大氣 自行發光?

A.嗯,野,是吧,它是明亮的,我沒看到任何陰影,似乎那裡有個光源.

Q.嗯哼,我要你聆聽那大房間裡面,你聽到什麼聲音?

A.那房間裡沒有聲音,但他們在某個地方唱歌.

Q.很安靜,在遠方的歌聲?

A.嗯..嗯

Q.好吧,它是不是某種..

A.它比較像是一種唱詩班,像是小型的唱詩班

那音樂, 根據所有四個受訪者, 不像是任何我們曾聽過的音樂. 有兩位受訪者真

的看到音樂從空中迸發出來, 沒有一位能夠準確地描述它.

A.我不能…用文字形容,你知道的,像是某種讚美, 一種你在唱詩班會聽到

的東西.

Q.讚美誰?

A.嗯…

Q.上帝?

A.我確定就是祂了,你知道,那是..一種當人們聚集在一起並且唱歌,想去做

的快樂事情,

受訪者講述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一起研讀大型書本

A.我看到自己坐在…一本書上, 正在閱讀.

Q.歷史書?

A.嗯,我不知道.

Q.實用書籍?科學?你閱讀的東西是什麼? 藝術? 工藝?

A.就是很大的書,大書.

Q.嗯哼,你是否監督這個課程的研習,或…

A.好的,在早上有個老師在,到了下午或傍晚,我自修.

Q.那兒有考試嗎?

A.沒有考試,你只是想要學習,你想要學習,嗯,好像你再怎麼學也不夠似的.

這些人是誰? 他們代表整個星球的人口 或者 他們只是那全體人口的一小部份?

如果他們是一小部份 他們如何被撿選來做這個工作? 在檢視完這個資料之後

Don 與我產生一個詞彙來稱呼這個特別的群體: “部族”(clan). 以下是關於這個主

題的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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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沒有個人的家?

A.嗯,沒有;這個大屋子就是他們的家.這是家.

***

A.嗯,這裡有一個目的,它好比是一個學校,或一個教導的地方 教導那些想

要深入學習的人,他們有空就會來這個地方.

***

A.但看起來沒有統治階層,好比,你知道,這不是… 人們必須要來這裡,沒有

階級系統的東西.

冥想對這些另一世界的居民而言, 扮演生活很大的一部份, 至少對於這個部族是

如此. 有個人冥想 也有 每日與整個部族的群體冥想.

A.好的,讓我們來瞧瞧.我沒有看到自己在那裡,我在不同的意識狀態.人們

早晚都有禱告時間.你在自己的房間進行冥想,然後在早餐與晚餐之前與其

他人一起冥想.還有其他時間,整個群體聚集在一起…我猜這整個地方是個

大家庭.因為 我剛才說過你並不覺得必須依戀著某個人,你覺得與每一個人

都有連結,他們全都是你的家人.

該部族的另一個機能是不時開啟他們偉大的神殿 讓所有那個星球上的人可以來

這裡得到靈性的啟發. 發問者嘗試這些龐大的群眾如何來到整個神殿, 恰巧發現

似乎是一個很大的直昇飛機場. 我們隨後發現這些載具並不是直升機. 無論如何,

那是發問者使用的字眼.

Q.OK,現在這些人離開那個直昇飛機場 – 你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

A.當我說這些來訪的船隻,並不表示有一大群人突然衝進來,然後又衝回

去…喔 我要怎麼說…你知道,它降落在那兒 門打開 人們走出來 人們進入

大門 他們被允許走到地面 換句話說 這裡也是他們的地方 但他們好比是

訪客的身分.

Q.他們會待多久?

A.一天.

以下是關於直昇飛機場的描述.

A.那是一個平坦的地方,像是石頭的材質,但在前面,我看不到任何連結的道

路 … 我看到… 嗯,有點像是一個巨大的直昇機停機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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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想找出什麼東西降落在那巨大的石頭區域, 所以受訪者被要求描述交通

工具的種類.

Q.好吧,我要你描述那艘船,什麼東西使它可以動?

A.我不…嗯…它八成是一艘太空船.但我沒看到它從太空中過來,有點像是

突然就到這裡,我沒看見它穿梭而過,你知道的,橫跨水平線之類的.

Q.只要描述它的外觀.

A.野,好的,它是長方形的,跟長寬相較 它並不會很厚.當它降落時 並不會

旋轉,因為它的形狀有點像矩形…它只是突然出現 然後乘客就下來,你知道

我的意思,我沒有看見它進入視野 從小物體逐漸變大的過程.

有趣且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答案中隱含的具體化與非物質化的描述.

於是這年輕人在智慧中成長,幾年之後 開始教導的生涯, 當灰頭髮逐漸長出來,

開始減少學生 以教導那些比較進階的學生. 接著發問者將受訪者帶回前世死亡

的經驗, 並前進到此生的當下, 他們停頓在中陰期間(between incarnations)詢問這個

特別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他來到地球要實踐的目的. 他給予的答案挑動人心 卻又是那樣

地匱乏. 我們許多人尋求以各種方式幫助這個星球, 問題永遠是:我們如何達成

這目的?

Q.你為什麼在地球?此生的目的為何?你打算要在這裡做什麼?你被指派到這

裡做什麼?

A.似乎,要來幫助.

Q.用什麼幫助?特別的事情?

A.某件事.

Q.你是否已經在這個領域有所幫助?或你要協助的問題尚未到來?

A.它還未發生.

Q.你在期待什麼?

A.只是…只是很大的需要

Q.是什麼事情需要這麼你大量的幫助,你知道些什麼? 關於靈性成長? 靈性

發展? 物質上的需求?

A.嗯 …不…我的感覺是有些人群走失了,你知道嗎?

Q.你可以幫助他們?這是你的任務?

A.我感覺那就是我需要做的 這個…幫助那些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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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嗯哼,哪些人?

A.那些走失的人.

Q.是一個特定的群體嗎?

A.不是

Q.就是一般人

A.就只是人群.

我在 1976 年早期做的工作成了我最後的工作. 我罹患一種症狀叫做青少年風濕

性關節炎, 連帶數個併發症, 其中一種是 SLE*, 俗稱狼瘡(lupus); 從我 13 歲起,

我的腎臟就開始失效. 現在可治療腎臟的先進技術在 1956 年那時候尚未問世.

事實上 我能存活下來真可以視為一種奇蹟, 雖然我的兩個腎都已少了一半, 我

還是活下來了. (*譯註: SLE 是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的縮寫, 紅斑性狼瘡的學名)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能夠過著積極, 有生產力的實質生活, 雖然有這麼多不利的

因素對抗著我. 即使到現在, 透過運動, 飲食控制, 朋友, 與信心的幫助, 我覺得

十分蒙福. 但我的行動還是受限的.

Don 與我進行的研究在那個時候把我們帶到一個高度不尋常的治療型態, 有一

部份是由於我的殘疾促使我們全心全意地投入對這種治療的檢驗. 超心靈外科

手術跟正統的外科手術只有表面上的一點關係, 與正統醫藥則沒有關係. 它就像

所有”信仰治療”的方式一般 不可能去證明, 不只是科學家 即使任何沒做過這

方面研究的一般人, 對這種治療的自然回應是”排斥”以及完全的不相信.

這是可以預期的, 如果不是多年的研究, 我們的反應大概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

如同大多數這方面的研究學者所知, 我們探究這種可能性沒有什麼可輸的. 沒有

一位超心靈外科手術的病人曾經失去任何東西, 因為事實上沒有任何事件發生

在病人的肉體上. 它真地是超心靈形式的治療. 於是, 我們花一些時間在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與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檢驗超心靈外科手術的可能性.

這裡是一個例子, 關於超心靈外科醫生如何創造肉眼可見的顯化: 地點是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的一個臥室; 病人裸體, 只保留那些個人禮貌上的衣服, 躺在床上, 有時候會被

披上一條簡單的浴簾, 通常是從汽車旅館房間借來的. 治療者, 一位信仰虔誠的

男人, 他花 10 到 12 年祈禱成為一個醫者(healer), “行走在曠野之中” 獨自行走在

呂宋島呂宋島呂宋島呂宋島的火山山岳之中. 他進入房間 什麼也沒帶除了一本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通常醫者有個

助手擔任口譯員以及 外科助手, 用更精確的詞彙, 清理善後者.

這類醫者通常懂很少的英文, 他/她開始舉起手 移動雙手在(病人)身體上方移動,

掌心向下. 我們被告知這是一種掃瞄身體的方式 好比一個 X-光機器. 然後一

個”手術”的地點被選擇, 如果醫者慣用右手, 他的左手會緊緊地壓住皮膚, 然後

(病人的)皮膚似乎被分割 然後看得見肉體內部. 這種顯化看起來十分地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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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看到純正超心靈手術過程的人, 如果他沒有仔細研讀過這種現象, 一定

會發誓身體就這麼被赤裸裸的雙手打開了. 接著 右手進入開放的區域 並 操作

身體的內部.

最有趣的一個例子, 我是其中的病人. 醫者被告知我得了關節炎. 在助手的協助

下, 他掃瞄我的身體. 然後他在(我的)腹部打開一個洞, 伴隨一種很像液體的流

動聲, 他堅定但溫柔地拉著似乎是一些器官, 而非關節. 對我這病人而言, 過程

並不會不愉快, 但令人困惑, 因為我的器官裡沒有關節炎啊. 他取出三個蠻小的,

長條的血腥物質, 這些物質的中心是一小塊硬硬的東西. 完成之後, 他的左手移

開, 腹部”切口”隨即消失沒有任何疤痕或任何痕跡. 在這個案例, 有兩個男人用

清理相當可觀的血跡, 沖洗雙手後, 使用嬰兒油在(我的)腹部皮膚上工作, 在靜

默中按摩.

當我問醫者在我的腹部區域做了什麼, 口譯者轉達我的詢問, 然後轉達醫者的回

覆: 掃瞄後得知我右邊的卵巢有三個囊腫; 另一方面 經過多年非常活躍的生活

我的兩個卵巢的位置有點下降, 所以剛才的拉拔是將卵巢重新定位, 這樣我在月

經來的時候就不會不舒服, 囊腫的移除目的也是一樣.

雖然我的婦科醫生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就診斷出這三個小囊腫, 我從未跟 Don

Elkins 說過, 事實上, 沒跟任何人講過, 因為這種對話不怎麼有趣. 另外一個知道

這些囊腫的人是我母親, 但她在 1 萬 2 千英里之外.

回到美國之後, 我找我的婦科醫生檢查這個部位, 他肯定這三個囊腫已經無法被

觸知. 它們已經走了, 而我的月經週期比起以前要舒服太多了.

使用嬰兒油按摩是種非常簡單且樸素的磁性治療, 在過程中 (推拿者)頌念禱詞,

觀想保護的光圍繞受到影響的區域好協助治療結果.

Don 與我相信 打開身體移除一些部位, 關閉身體, 以及顯化血液以及其他物質;

這些現象跟 鬼魂, UFO 具體化是同樣的類別. 因此, 我們從未嘗試保存超心靈

手術的樣本. 我們都瞭解這不符合現今嚴謹的科學方法, 但我們相信觀察這類顯

化的分析結果將找不到任何東西.

一個人不管他被醫治的渴望有多大, 由於開啟身體這動作看起來十分具創傷性,

總是會緊張及憂慮. 然而 一旦醫者的雙手在你身上, 一種確切的情感與心智態

度的改變發生了. 我跟每個經驗過這種現象的人交談, 他們都有這種感覺. 這些

超心靈外科醫生稱呼它是聖靈. 這現象應該被考量為整個事件的一部份.

1977 年晚期到 1978 年早期, 我們伴隨 Andrija Puharich 博士與他的研究伙伴前往

墨西哥市墨西哥市墨西哥市墨西哥市調查一個墨西哥人墨西哥人墨西哥人墨西哥人, 一位 78 歲的女人叫做 Pachita, 她從事超心靈手術工

作已經許多年了. 當她跟隨 Pancho Villa*的軍隊在戰場上的時候, 上天給予她這

個天賦. 如同在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她的病人大多是原住民, 而非美洲人美洲人美洲人美洲人. 唯一的不同是她的

技術受到她所處文化的影響. 在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菲律賓, 超心靈治療來自一個極度相信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教

義的文化, 經過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傳教士三百年來的教導, 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幾乎是每一個菲律賓平

民的生活中心. 有大部分人口每天都望彌撒. 1975 年的聖週聖週聖週聖週, Don 跟我親眼目睹他

們對於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基督教毫不留情, 完全照字面的信仰風俗. 在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復活節前的週五(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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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有一場盛大的天主教十字架遊行, 穿越馬尼拉馬尼拉馬尼拉馬尼拉的街道. 跟一般遊行不同的

是有一個人類被釘在十字架上, 許多人曾為了這個位置而競爭. 當遊行結束之後,

這位被釘者被問到感想, 他簡單地回答 他感覺十分受顯揚, 並且希望來年還能再

次選上他.

(*譯註:Pancho Villa 是墨西哥的革命英雄, 詳情請參考--

http://history1900s.about.com/cs/panchovilla/p/panchovilla.htm  )

在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如果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基督信仰基督信仰還存在的話, 通常是套疊在一個極度強烈的嚴苛且血腥

的印地安印地安印地安印地安信仰之上. 浮現腦海的是 馬雅人馬雅人馬雅人馬雅人在陡峭的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金字塔階梯上屠殺無

辜人類的畫面.

影響所及, Pachita 使用一把很鈍的小刀, 大約有五英吋長的刀刃. 她將小刀傳遞

給我們研究小組, 觀察我們的反應, 特別是我的反應, 因為我是實驗的"天竺鼠".

因為我躺在床上, "手術"又是在我的肚子上進行, 我無法得到第一手消息. 但

Don 告訴我那小刀似乎進入我的背部, 有四英吋消失了, 然後沿著脊椎快速移動.

這個過程重複了數次. Pachita 說, 她在工作我的腎臟. 再次, 我們不做任何保留

"證據"的嘗試, 因為我們知道不會有任何結果. 許多人曾經嘗試分析超心靈手術

的產物, 最後找到的不是非決定性的結果, 就是沒有價值的結果, 於是指控超心

靈手術是場騙局.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富勒富勒富勒富勒(John Fuller)撰寫一本書叫做 Arigo*, 內容是 Puharich 博士早期與一位南南南南

美洲美洲美洲美洲醫者, 小名 Arigo, 的工作過程.

(*譯註: Amazon.com 可以找到這本 1975 年出版的書.)

這本書仔細地檢驗超心靈外科手術, (我建議)那些對於此奇特現象感興趣的人,

從這本書閱讀會是個好的開始. 關於那次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的體驗, 我沒有辦法找到任何接

受正統訓練的醫師測驗可能的結果. 這是由於當時測試腎臟的程序有些傷腎, 如

果腎臟早已嚴重受損, 這個程序將導致腎臟再度失效, 沒有一個正統醫生願意冒

這種風險. Puharich 博士也不願意我經歷這個檢驗程序.

雖然有這許多挫折, 調查這個非主流的超心靈現象是十分有趣的, 有教育意義,

並且對於有耐心, 單純收集資料[而非嘗試去證明]的研究者而言是報酬豐厚的.

在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中, 討論到這類的具體化, 其中的資訊相當地有趣.

回到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之後, 雖然我已經無法使用打字機, 我仍然能舉行每週的冥想, 並收一

些進階學生做個別指導.

1978 年, James Allen McCarty 聽說有我們這個小組, 他首先從一群曾經參與我們

週日晚上聚會的人群身上得到消息, 接著他在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的瑪莉安瑪莉安瑪莉安瑪莉安(Marion)郡的天

然保護區成立一個"光之中心". 然後他在收音機上聽到一個兩小時的 call-in 節目,

那是 Don 與我在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萊星頓萊星頓萊星頓萊星頓市錄製的節目. 他從瑪莉安瑪莉安瑪莉安瑪莉安郡冥想團體帶著許

多人來體驗我們的冥想. 兩次聯合團體冥想之後, 他的團體沒有再過來參加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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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Jim仍然每週來回開車 140 英哩來參加我們的冥想, 從 1980 年春天起.

Jim 多年以來一直在找尋某種幫助人類的方法. 出生於 1947 年, 他擁有商業與教

育學位, 除此之外, 他研究另類方式以教導意識的擴張. 他也花了一些時間幫助

市中心的孩子, 但他開始有個很強烈的渴望, 想更清楚地知道他尋求的是什麼東

西.

1972 年, 他預約了一門關於意識擴展的課程, 叫做"大腦自我-控制". 這門課的

老師是一個板著臉孔的老山地人, 住在科羅拉多科羅拉多科羅拉多科羅拉多州洛磯洛磯洛磯洛磯山脈海拔一萬英尺上的

一個小木屋. 在這門課, 他第一次學到跟外太空先進文明溝通的可能性, 不透過

任何人為的方式, 如無線電、電報、或電子小器具等, 而是透過人類大腦前額葉

的使用.

由於這個非常核心的經驗發生在一個充滿石頭, 松樹, 與杜松的荒野中. 他決定

尋找一塊相同偏遠的土地, 他可以在其上提供大腦自我-控制的經驗給其他人.

在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中部 132 英畝的廣大土地上, 有著潺潺流動的小溪做為進入的通道,

他成立了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 從事最接近他心底的工作: 人類的演化. 他在這個主

題上開了幾個工作坊, 但那一區的人似乎沒什麼興趣, 於是他回歸農場與獨居的

生活, 有 6 年半時間, 他種植食物, 冥想與研讀. 他依然對於 與先進智能生物進

行清晰的雙向溝通 會是什麼樣子感到好奇. 因此, 他非常享受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小組的

冥想, 但他先前已對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州小組的工作成果感興趣. 1980年秋季, 他從肯塔基

州旅行到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州, 與這個小組一起工作. 據稱這個小組通靈的源頭跟艾格艾格艾格艾格.凱凱凱凱

西西西西(Edgar Cayce)在深度出神狀態催眠的源頭是同一個.

然而, 他從 我們的週日夜間集會 以及 與我一同參與的進階研讀 接收到一些

訊息, 這些訊息觸動到他內在的尋求. 出於自願, 僅在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州工作兩個月之後,

他下定決心, 他發覺他需要回到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 與 Don跟我一起工作.

從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中部的森林到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奧勒崗州, 再回到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 一共旅行了 5千英里,

1980 年 12 月 23 日, 他抵達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路易維耳市.

Don 與我都無盡地感激 McCarty 的協助, 他的能力是非凡的. 他從大學時代對於

形而上資料就有傑出的理解. 從那時到現在, 他廣泛地閱讀書籍, 所以他加入這

個工作之際就十分知曉我們的研讀領域.

他承擔了我們研究的物質部分, 整理文件, 作簿記, 抄寫錄音紀錄, 對外通信等工

作, 由於我的殘疾, 這些工作非常嚴重地進度落後.

Jim 做事總是很徹底, 他賣掉他的土地, 於是 L/L 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與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岩溪研發實驗室合併

為一, 保留舊的名字為了出版伙伴的緣故. 我們買了一台新的打字機—加上 Jim

經過六年半農場生活強化過的手指頭, 遠勝過我的老式電子打字機. 於是我們安

頓下來, 準備要做..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討論製作一本新書, 更新我們之前’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幽浮的秘密’一書的內容, 並準備空白紙

張好填寫資料. Jim 開始對我們龐大眾多的檔案做研究整理. 在他加入我們 3 個

禮拜之後, Ra 接觸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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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這麼多年通靈(channel)的歲月, 我總是有意識地通靈, 使用我的自由意志與

自己的語言表達心電感應裡頭的概念. 1980年, 一位長期老友與冥想小組的成員,

年輕的依蓮依蓮依蓮依蓮(Elaine Flaherty)悲劇地死去. 她生前罹患青少年糖尿病, 30 歲出頭就死

了. 在她離開肉體之前, 我和她有許多日子共同在醫院度過; 她有好幾次告訴我

她希望她丈夫湯姆湯姆湯姆湯姆(Tom)能在她死後知道她過得很好, 因為她知道她很可能快要

死了. 她跟湯姆湯姆湯姆湯姆說過這件事, 也跟另一位長期參加冥想集會的成員說過.

在她的葬禮之後,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走過來詢問我是否願意嘗試跟依蓮依蓮依蓮依蓮接觸. 我參加過非常多

場降靈會, 但對於這類通訊[幫助人從死去的親戚獲得資訊]沒有多大的個人奉獻

意願. 我起先不情願嘗試這種"靈媒職事", 然而, 這些是我的好友, 我無法說不.

於是湯姆湯姆湯姆湯姆, Don, 麥可麥可麥可麥可[Mike,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與依蓮依蓮依蓮依蓮的兒子]與我聚集在一起做第一次嘗試. 經過

一些有意識的片刻, 我提供自己與依蓮依蓮依蓮依蓮接觸, 我變得無法覺察時間的流逝, 當我

醒來的時候,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播放一卷錄音帶, 裡頭的聲音像是依蓮依蓮依蓮依蓮, 卻從我口中發聲. 那

是我第一次的出神(trance)經驗, 我不知道, 到今天還是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問我是否願意再做一次, 然後我進入十分深沈的出神狀態, 什麼也不記得,

只在集會結束之後在帶子上聽到很像依蓮依蓮依蓮依蓮的聲音. Don 說如果他在另一個房間聽

到我那時的聲音, 他一定會認為依蓮依蓮依蓮依蓮在隔壁.

這種工作對我而言, 十分消耗精力. 我要求湯姆湯姆湯姆湯姆接受這個事實, 我真的不想再繼

續當這種靈媒了.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同意, 他說獲得依蓮依蓮依蓮依蓮先前的承諾, 已經滿足了.

然而, 幾天以後, 當我與進階冥想班學生, 里奧那多里奧那多里奧那多里奧那多(Leonard Cecil), 一起工作的時

候, 我接收到一個新的接觸, 一種我從未有過的接觸, 一如我的慣例, 我以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之名挑戰這個實體, 首先詢問它是否為基督意識基督意識基督意識基督意識的使者, 如果不是, 要求它立刻

離開. 它留下來了, 於是我開啟自己成為一個通靈管道, 再一次, 我幾乎立即地

進入出神狀態, 而這個實體, 稱自己為 Ra, 與我們展開一系列的接觸, 這接觸仍

在進行中, 內容十分迷人, 對我而言, 則是某種不安的源頭.

成為發聲管道的第一步對於一些人是相當困難的, 一個人要願意講出那些不是

由自我控制的話語. 在自由意志通靈過程中, 可以選擇停止通靈; 然而, 也可能

講出毫無意義的話, 因為通靈管道絕不可能事先知道下一個(進來的)概念是什麼.

我要趕緊附帶說明, 在我的經驗中, 從未講出毫無意義的話, 通靈訊息總是有一

定程度的意義, 在許多情況, 它還相當地激勵人心. 不過在我們的社會中, 一個

人被教導要想清楚再說話, 將進入心智的東西直接脫口而出似乎是個不負責的

舉動.

為了使(Ra)接觸發生, 必須進入出神狀態, 我的不安已經大到近乎恐慌的狀態.

我不知道出神程序是如何運作的, 我總是害怕在這場集會中 什麼也沒有發生;

我會保持清醒的意識; 我將什麼訊息也接收不到. 再次, 這種事情從未發生. 既

然我跟小組其他成員都不知道如何協助我達到某種"出神"的狀態, 那就沒什麼好

做的 除了單純地向前行. Don 陳述我的出神狀態跟其他通靈者蠻類似的, 他會

稱之為"出神狀態下的心電感應接收過程".

我在大學時期主修文學, 畢業後當了許多年的圖書館管理員, 閱讀了不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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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十分貧乏的科學教育多少彌補一些. 雖然如此, 我最擔心的莫過於 有人

讀過這資料之後 認為我這個人類具有某種智慧, 但那是 Ra 具有的, 而我肯定

沒有. 如果這個作品感動你, 我要求你在心裡要明確地區別這些話語跟傳達"媒

介"的不同. 這好比, 你不會要求水管得對流過其中的水的品質負責*.

(*譯者感想: 精確地說, 水的品質主要取決於那源頭; 但水管乾淨與否 對於最終飲用者喝到的

水 還是有一些影響. )

當然我們研究小組全體透過冥想, 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都盡最大努力準備我們自

己迎接這些集會. 儘管如此, 通過我們小組傳遞的訊息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不能

說是反應(我們)任何一個成員的智慧或所謂的靈性進展. 正如我們有句俗語"我

們全是在同一台巴士上的笨傢伙".

如果你在閱讀本書時有任何問題, 歡迎寫信到岩溪小組岩溪小組岩溪小組岩溪小組(the Rock Creek group), 負責

通信的Jim 從不錯過任何一封信, 因為Jim也有他自己參與集會的經驗要分享, 他

將為我們的序文做個總結.

Jim McCarty:

當 Ra 接觸接觸接觸接觸剛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只是初學者,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錯誤, 我

們在一場又一場的集會中學習 如何在心, 身, 靈三方面支持我們的器皿, Carla.

起初, 我們對於 Ra 接觸是如此興奮, 於是一開始我們每天舉行 2 次 Ra 接觸的

集會; 但我們發現這樣子對於 Carla 太勞累了, 於是我們逐漸減少次數, 不久前

是一周一次, 現在是每 10 天 1 次, 讓我們得以在每次集會前有更充分的時間照

顧她. 隨著集會次數的累積, 這點似乎成了一種必須.

每一次集會由 Don 發問, 將大量的思維轉變為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貢獻想法, 但

主要的發問走向還是由 Don 完成, 因為他具有多年探查幽浮(UFO)接觸的經驗,

讓他發展出足夠的智力基礎將這許多不同謎題的碎片拼湊在一起; 他還具有關

鍵的直覺感官, 當 Ra 給予出乎意料且深奧的答案時, 能夠當下做出反應, 進一

步提問, 善用這些新的洞見.

每一次集會前, 我們會早起 吃個簡單的早餐, 然後展開一系列幫助我們達成任務

的最佳步驟. 首先 我給 Carla 做半小時的背部按摩, 好舒展她的肌肉與關節, 因

為她每次集會平均要保持 1 小時到 1 小時 45 分的絕對靜止狀態. 接著我們一起

冥想 好強化我們每日生活培養的和諧, 好讓我們的渴望合一, 單一地渴望與 Ra

接觸. 最後我們舉行保護儀式, 並且淨化房間, 將 Carla 安置在床上, 以白色毯子

覆蓋她身體, 再以一塊白布覆蓋她雙眼, 我們接上 3 個錄音麥克風, 置放在她的

下顎正下方, 預防有任何一支或兩支麥克風在集會過程中損壞, 讓我們錯失一場

集會*.  

(*譯註: 由於 Carla 本身的特質, 她碰過的電器用品很容易突然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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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 我們只能看到 Carla 從雙肩垂下的頭髮, 以及鼻子在一大片環繞的白布中

挺立. 她心中默念聖方濟禱辭聖方濟禱辭聖方濟禱辭聖方濟禱辭, Don 在後方的桌子, 將聖經, 蠟燭, 與馨香, 還有裝

水的聖杯(chalice)與她的頭部排列成一直線, 如同 Ra 所建議的擺法; Don 點燃蠟燭

與馨香之後, 他和我圍繞著 Carla 走太一圓圈太一圓圈太一圓圈太一圓圈(Circle of One), 重複一些禱辭之後, 展

開每一次的接觸.

經過一些時間, Carla 離開她的肉身, Ra 用她的身體來回答 Don 的問題, 集會進

行的過程中, 除了要翻帶子的片刻之外 我持續地默禱 將光送給 Carla .

當集會完畢之後, Don 等待片刻, 讓 Carla 回到她通常已僵硬的身體, 呼叫她的

名字數次 直到她有回應, 幫助她站起來, 稍微摩擦她的頸子, Don 與我心裡觀想

著, 盡可能將所有的愛的振動充滿聖杯, 然後將聖杯裡滿滿的水給她喝.

由於在集會進行中 Carla 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她總是十分好奇地想知道

進行的過程. 我得從錄音帶中抄寫出整個過程的對話, 然後她才能從這些二手資

料中得知內容. Ra 講話相當慢, 而且準確地發出每個音節, 使得抄寫這項工作變

得非常容易.

參與 Ra 通訊對我們每個人都是十分振奮的, 因為 Ra 的話語的特徵是優雅與單

純的調和. Ra 資料蘊含的資訊對於增進 我們對造物的神秘, 以及人類進化過程

的知識 是十分有幫助的. 我們希望它也對你也有助益.

L/L 研究中心

Don Elkins

Carla L. Rueckert

Jim McCarty

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路易維耳市, 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肯塔基州

7 月 7 日, 1983 年

照片說明照片說明照片說明照片說明

[摘自Ra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第88場集會, 時間是1982年5月29日]

首先, 如果要拍攝工作中的照片, 視覺影像必須呈現它本然的樣子; 也就是說,

你們只拍攝真實工作的場景, 不要作假或替換其中任何一部份. 這個小組能夠避

免的扭曲就不應該存在, 除了我們話語裡頭的扭曲以外.

其次, 當器皿處於出神狀態, 在該工作場所任何地點拍攝都是不妥的. 這是個窄

頻通訊, 我們希望保持電子與電磁能量在固定的層次, 除了必要的東西, 其他東

西都不要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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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一旦器皿覺察到照相即將開始, 在整個照相的過程中, 不管在工作之前或

之後, 器皿都必須持續地回應講話, 如此可確保不會突然進入出神狀態.

***

我們要求任何圖片說出真相, 每張圖片標上日期, 並閃耀著清晰度, 好提供不帶

任何陰影, 純正的表現給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

我們來此的身份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謙卑使者, 渴望降低扭曲. 我們要求你們, 一直是

我們的朋友, 工作這些我們剛才討論的考量. 並不是快速地思考將不重要的細節

去除, 而是如同在所有的事上, 將這個工作視為另外一個機會去做你自己, 這是

一個行家必須的條件, 提供你內在的東西, 不帶任何的虛偽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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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0 日]

"在她的頭部(後方)放一個未用過的盛水聖杯.

在(桌子)中心放一本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那是她常常接觸的書本, 與該器皿的心智變貌最

為一致, 同時這些變貌也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有最密切的關聯.

在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的另一邊 放一小束馨香於純潔全新的香爐內.

把象徵太一太一太一太一之聖經打開到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第一章, 後邊放一根白蠟燭.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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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 69 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29 日]

"在這次特定的工作中, 有一些輕微的通訊干擾, 這是由於器皿的頭髮的影響.

我們建議在每次工作之前, 梳理這個像天線的物質 讓它進入更有秩序的結構.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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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序文]

"我們接上 3 個錄音麥克風, 置放在她的下顎正下方,

預防有任何一支或兩支麥克風在集會過程中損壞, 讓我們錯失一場集會.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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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0 日]

      "此時 器皿應該在出神狀態, 適當的對準角度是頭指向 20 度北北東 這

是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愛/光的變貌的方向, 扭曲程度較少, 器皿將在其中找到舒適感.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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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0 日]

    "器皿穿上白袍可以增強氣力, 器皿身體與眼睛應該被覆蓋.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序文]

   "我們每個人都貢獻想法, 但主要的發問走向還是由 Don 完成,

   因為他具有多年探查 UFO 接觸的經驗, 讓他發展出足夠的智力基

礎將這許多不同謎題的碎片拼湊在一起"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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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序文]

"我們平均一周一次, 現在是每 10 天 1 次集會, 讓我們得以在每次集會前有更充

分的時間照顧她. 隨著集會次數的累積, 這點似乎成了一種必須.

每一次集會由 Don 發問, 將大量的思維轉變為問題,"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序文]

"Don 點燃蠟燭與馨香之後, 他和我圍繞著 Carla 走太一圓圈太一圓圈太一圓圈太一圓圈, 重複一些禱辭

之後, 展開每一次的接觸.

經過一些時間, Carla 離開她的肉身, Ra 用她的身體來回答 Don 的問題, 集會進

行的過程中, 除了要翻帶子的片刻之外 我持續地默禱 將光送給 Carla ."

-- 在這張照片中, Carla 並未通靈 Ra 的訊息, 只是在唱著奇異恩典奇異恩典奇異恩典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這首歌, 因為 Ra 指示在照相過程中, 如果她的眼睛被覆蓋, 器皿要持續不停地

說話.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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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照片拍攝的時機是當 Carla 回應她的名字, 眼罩的布料從她的臉

龐移開的瞬間; 由於這個動作 她的頭髮有些雜亂.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RA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之序文]

  "當集會完畢之後, Don 等待片刻, 讓 Carla 回到她通常已僵硬的身體, 呼

叫她的名字數次 直到她有回應, 幫助她站起來, 稍微摩擦她的頸子, Don 與我心

裡觀想著, 盡可能將所有的愛的振動充滿聖杯. "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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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m 正在謄寫第 89 場集會, 那是 1982 年 6 月 9 日的午後, 巧克力棒巧克力棒巧克力棒巧克力棒, 我

們養的四隻貓其中之一, 正在觀察我們.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 Ra(通訊)房間的外圍: 照片中的門與角落的窗戶是 Ra 集會

[從 1981 年一月開始]進行的房間的外緣.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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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la 抱著我們多年的老友, 13 歲大的甘道夫甘道夫甘道夫甘道夫(Gandalf)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26 日

     -- Don, 在辦公室內, 跟攝影者 Jim 談話, 同時也吸引了一些貓科的聽眾.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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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 Ra 集會之前, Jim 與 Carla 必定會準備冥想.

照片日期: 1982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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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a, 拍攝於 Ra 第 92 場集會結束之後.

照片日期: 198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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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981 年 1 月 15 日, 我們的研究團體 1 開始接收到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2 Ra 的訊

息. 從這些訊息沈澱出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以及一些相關的變貌 3.

這本書記載當時精確的完整對話 僅刪除一些個人隱私的資料, 包含與 Ra 通訊

的 26 場集會.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關於該研究團體背景, 請參考http://www.llresearch.org

2 原文為 social memory complex, 大體的意思是一個享有共同記憶的社會群體. 在本書後面章節

會有更詳細的解釋.

3 distortion, 這個辭常常被 Ra 引用, 根據原作者 Jim 的回覆 宇宙萬物都是太一(One)的延伸 所

以多少都會有某種程度的扭曲扭曲扭曲扭曲, 精確地說, 只有太一太一太一太一(One)為不被扭曲的終極實相. 在這裡,

distortion 不必然表示負面的意思, 為了避免讀者誤會, 譯者主觀地對照前後文, 凡是比較中立

的語句, 一律翻譯成變貌變貌變貌變貌. 根據 Lanroefei 佛學前輩表示, distortion 可被精確地翻譯為一個字:

"妄". 提供您做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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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場集會第一場集會第一場集會第一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15 日

RA: 我是 Ra, 我從未透過這個器皿* 說過話 我們必須等到她被精準地調頻之後

才能發聲 因為我們傳送的是窄波段(narrow band)振動. 我們在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

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譯註: *器皿在基督教有特殊意義 一個人願意做神的器皿 表示清空自我(ego), 接受聖靈運行.

在本書則是指 一個人願意暫時靈魂出體, 把身體借給 Ra 做為溝通媒介.)

我們已經觀察你們團體(一段時間). 我們被你們團體呼叫而來, 因你們需要有多樣

性且更強烈的通靈經驗或[你們可以說]一個更進步的方法用以研讀你們的身體、

心智、靈性的型態幻象, 你們稱之為尋求真理.

我們希望能提供你們一些不同的偏向觀點解讀那永遠不變的資訊.

此時 我們很樂意談任何主題 或討論任何在座各位覺得可能有用而提出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們有特定的目的嗎? 如果有 可否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你們的目標?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我們同樣有著我們的位置. 我們不屬於愛或

光光光光(的密度), 我們屬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Law of One). 在我們的振動中 極性是和諧的;

複雜的事物被簡化; 矛盾有解答. 我們為一. 這就是我們的本質與目的.

我們很久以前就來到你們星球上頭, 我們曾經數次傳遞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它屬於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Unity)、單一性單一性單一性單一性(Singleness), 給你們人類, 雖然成功的比例不一.

我們曾經在你們的地球上行走 我們看過你們人群的面孔.

許多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實體沒有這樣的經驗. (但)我們發現這個做法並不有效.

然而, 我們仍會待在這裡 因為我們覺得有很大的責任盡我們所能去除曾經加諸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權力扭曲.

我們會繼續下去 直到, 容我們這麼說, 你們的週期適切地結束. 如果不是這一

週期 那就等下一個. 我們不屬於時間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在任何[你們的]時間與

你們同在.

上述所言是否給了你足夠的訊息 萃取我們的目的 我的兄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的, 謝謝你.

RA: 我是 Ra. 我們欣賞你的振動, 還有其他問題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曾聽過 “Ra”這個名字與埃及人的關聯 你們跟那個 Ra有任何連結嗎?

RA: 我是 Ra. 是的, 這連結是一致的. 我們可以(進一步)闡明嗎? 還有什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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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把你和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之間的角色說得更仔細一點?

RA: 我是 Ra. 這個振動, Ra, 是我們的身分, 我們是一個群體, 或者你會稱之為

社會記憶複合體, 曾與你們稱之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的族群接觸過. 同時間 來自我們密度

的另外一些實體與南美洲人南美洲人南美洲人南美洲人接觸, 所謂的「失落的城市」就是他們嘗試對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有所貢獻的成果.

當時 我們跟一位掌權者講述(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他聽見並明白了 接著在他的位置上頒

布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到全國各地).

然而, 那個時代的祭司與人們很快地扭曲我們的訊息, 剝奪了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原本蘊含

的憐憫心以及它本質所告知的合一性. 因它包含一切, 它無法憎惡任何東西.

當我們無法再找到適當的管道清晰地發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我們離開自己曾佔據的位

置 因為它已經變得偽善. 其他的神話[容我們說]、其他的理解則跟極性以及你們

的振動複合體的事物有關, 它們再次接管了那個特別的社會複合體.

這樣是否提供足夠的資訊, 或我們可以進一步講說? 還有另一個詢問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問題遺失了 因為當時發問者坐的位置離用於錄音的錄音機太遠.]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可以把宇宙考慮為無限的, 這一點還未被證明 或被

反駁, 但我們可以保證 你自己是沒有盡頭的, 你的理解, 你所稱為的尋求旅程,

或是對造物的感知 都沒有盡頭.

無限的東西不能是眾多的, 因為眾多性(many-ness)是一個有限的概念.

要有無限, 你必須辨識或定義那無限為合一合一合一合一(Unity);

否則這個詞彙就沒有任何參考對象(referent)或意義.

在一個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之中, 只有合一的存在. 你們都看過合一的簡單例子, 一個三

稜鏡(prism)展現所有顏色源自於陽光 這是關於合一的簡化示範.

事實上 沒有對或錯. (也)沒有極性, 因為一切終將在某一點達成和解, 你們舞動

著 穿越心/身/靈複合體, 你們此刻以各式各樣的變貌娛樂自己.

這個變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必須的, 而是由你們每一位所選擇 做為另一種方

式, 去理解 連結萬有的完整合一思維.

你不是在說一個類似 或有點像的東西.

你是每一個事物、每一個存有、每一個表情、每一個事件、每一種情境, 你是

合一, 你是無限. 你是 愛/光, 光/愛. 你是. 這就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我們需要闡釋更多細節嗎? 此時有另一個詢問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對於在我們物理實相中 即將來臨的全球改變有什麼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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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寧願等到這器皿再次達到一個合適的專一或單點狀態之深度

再開始說.

這些改變是非常、非常微不足道的, 我們對於帶來收割的狀態並不擔心.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一個人努力做為一個一般催化劑以促進全球意識的覺知, 請問這個

人對於該方向是否有幫助 或他什麼也沒做 除了對自己有作用之外?

RA: 我是 Ra, 我們將分兩部分回答你的問題, 這兩部分都同樣重要.

首先, 你必須了解關於你與其他人的區別 對於我們是不可見的. 我們不認為努

力提升一個人格之意識 與提升另一個人格之意識 有什麼分別. [這裡所謂的人格是

你們所投射的變貌 1.] 因此, 學習與教導是相同的, 除非你沒有教導你正在學習的

東西; 如果是上述情況, 你對於你們/他們的幫助就很少或沒有益處.

這個認知應該讓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好好)思索, 因為它在你們[目前這個鏈結]的

經驗中扮演一個角色.

在轉向我們第二部分的回覆之前 容許我們陳述我們的理解, 雖然它是有限的.

群體-個體化意識 2 即是一個狀態: 在一個群體 3 中分享彼此的理解, 伴隨著其他

扭曲; 同時該心/身/靈複合體或群體都顯然可以觸及(這份理解).

因此, 我們對你說話 並且同時接受 我們的變貌 以及你自己的變貌, 好清晰地

詮釋造物的法則, 尤其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對於你們許多人而言 並不會想取得我們的訊息,因為這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通

訊方式, 或哲學類型. 無論如何, 我們真實的存在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尖銳深刻的

(poignant)範例, 我們嘗試去教導, 一種基於需要以及接近絕望的嘗試.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以 Ra 的觀點, 除了太一, 其他事物都是幻象, 或變貌--distortion; 所以本書中會一再出現變貌

的詞彙.

2 在 Ra 的世界, 意識以群體為單元, 跟地球上 意識以個體為單元不同.

3 完整的原文是 ‘一群心心心心/身身身身/靈複合體靈複合體靈複合體靈複合體’, 為了簡化文句而省略部分詞彙. )

在這個團體的每一個人都努力去使用, 消化我們透過這器皿傳遞的訊息, 並使這

資訊多樣化, 沒有扭曲地進入心/身/靈複合體的(不同)管道.

藉由分享你們的光 你們將照亮(啟發)少數人, 這就是你們盡最大努力的最充分

理由了.

服務一個實體就是服務全體. 因此, 我們把問題拋回給你, 我們聲明, 唯一值得

做的活動就是: 去 學習/教導 或 教導/學習. 除了你自身的存在 再沒有其他事

物能協助展現那起初思維思維思維思維; 同時來自那無可解釋、無以言喻, 被神秘覆蓋的存有存有存有存有

的變貌是眾多的, 因此, 在你們的教導過程中, 盡可能地嘗試透過大量人類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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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靈]之變貌去辨別與編織你的道路.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去做的努力.

關於你們的服務渴望, 我們要說沒有比這更英勇的事蹟了.

關於這主題 還有什麼可以談的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將來還能跟我們通訊嗎? 我們未來還可以呼叫你嗎?

RA: 我是 Ra, 我們與這器皿有良好的接觸, 因為她最近有過出神(trance)的體驗.

在你們的未來, 她能夠溝通我們的思想.

然而, 在打擾(通靈)管道一些時間之後 我們建議採用適當的程序幫助器皿順利回

到心/身/靈複合體, 即該器皿在這個時間/空間已選擇經驗此生(的複合體). 你理解

如何滋養這器皿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不知道, 你可以解釋嗎?

RA: 首先 我們建議保持簡短的靜默, 然後重複該器皿的聲音振動複合體, 你們

在這個密度中稱為名字. 重複這過程 直到得到回應. 然後 短暫地將雙手放在器

皿的頸部區域, 幫助她重新充飽電池[容我們說, 它們在這個時刻並未充滿這個特殊能場

的精華.]

最後, 將你們所有的愛灌注在一杯水[禮物]中 讓器皿喝下, 這樣就會幫助這個

實體復元. 因為她的變貌對於愛的振動有很大的敏感度, 同時充能之後的水將帶

來舒適感. 你現在理解了嗎?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不完全了解.

RA: 我是 Ra, 我們搜索你的心智 發現一個振動 Lrac, 從你發出的這個振動 含

有最大量的 你所稱為的愛. 其他人會叫該個體 Carla. 如何將水充能 首先在場

的人都把手放在玻璃杯上 並且腦中觀想(visualize)愛的力量進入水中. 這樣就會

把那很有效的媒介充滿愛的振動.

這個器皿此時蠻疲倦的, 然而 她的心持續向我們敞開 仍可以做為有用的(通靈)

管道.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花費時間/空間解釋 如何紓解她的疲倦變貌.

直到她對她的名字有回應之前 不管任何情況 都不可以碰觸這個器皿.

我不希望使這器皿耗掉她肉體能量的最大容量. 目前能量逐漸降低. 因此我必須

離開這器皿. 我在合一的榮光與和平中離開你們. 在和平中向前走, 為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

者者者者的大能歡欣鼓舞! 我是 Ra.



56

RA, 第二場集會第二場集會第二場集會第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我們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與這個已奉獻

自己為(通靈)管道的心/身/靈複合體同在. 我現在與你們通訊.

在這個時間/空間 於你們的心智變貌的投射中 已經依序排列一些問題.

所以 我可以跟這個小組擔保一件事, 就是我們自己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有一種特

殊的通訊方式 就是針對能夠將他們的變貌與我們的相調和的少數人們 回應他

們要求資訊的詢問. 我們對於這種(溝通)格式感到舒適, 現在讓詢問開始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猜想會有些人會理解你所說的, 並且感興趣, 人數可能足以讓我們出

一本關於你的通訊的書, 我不知你是否會同意這樣做?

如果同意的話, 我想先從你的歷史背景開始談起.

RA: 我是 Ra, 你所謂的通訊之可能性, 從(這個)一一一一傳到(那個)一一一一, 透過一些扭曲,

但具備可接受的意義, 這是我們接觸這個團體的原因. 我們透過這個心/身/靈複

合體之連結傳遞的訊息 只有很少(人)能在沒有顯著扭曲的情況下領會. 然而,

如果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訊息是你們的渴望, 就我們的感知變貌, 最有幫助的方

式為規則化(regularize) 1 與結晶化(crystallize) 1你們自己在經驗水平[你們稱為生命]

上的振動型態. 如果一個人被啟發(光照) 難道不是所有人都被啟發(光照)?

因此 我們傾向述說任何你們渴望的議題. 教導/學習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中最初步的變貌

之一.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Ra 偶爾會用兩個同義辭來強調意思,  Ra 認為 對於被披上一層罩紗的地球人而言, 充分了解

Ra 訊息 對於解除迷惑很有幫助. (感謝 Jim McCarty 的說明.)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可否告訴我們關於你的歷史背景 以及你們與這個星球早期民族接觸的

過程?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開始的依據.

RA: 我是 Ra, 我們察覺到 你的心智/身體正在估算適當的方法好創造出一個教

導/學習工具. 我們察覺到 你們對於我們的肉身[如你所稱]狀態感到興趣. 我們

等到你再次發問這問題才回答 藉此強調你們數千年的時間/空間創造出一種似

是而非的興趣. 因此在給予這類資訊時, 我們要求 我們在你們區域空間/時間的

經驗不要被強調, 我們的教導/學習 主要責任在哲學方面 而非歷史敘述. 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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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評估之後 我們認為這是個無害的問題, 我們即將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是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the Confederation)的成員,  距今一萬一千年前 我們來到地球上的

兩個文化族群當中, 他們當時與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的造物有密切的接觸.

我們那時天真地相信 我們可以藉由直接的接觸來教導/學習, 同時個體感覺或人

格的自由意志變貌不會遭受危險. 我們沒想到 他們因此被打擾了, 因為這些文

化原本就完全相信萬物皆有生靈, 萬物都有意識.

我們來臨, 並且受到他們[我們希望服務的對象]的歡迎. 我們試著以科技的方式

透過水晶的使用 協助他們治療心/身/靈複合體的各種扭曲, 並且把個體放入一

定比例的時間/空間物質也有療效 於是金字塔被創造.

但是 我們發現這科技大部分被保留給有效掌握權力變貌的心/身實體使用.

這不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原意. 於是我們離開你們人群. 另一組在南美洲工作的星際聯聯聯聯

邦邦邦邦成員 則沒有那麼輕易放棄. 他們回到地球, 我們沒有.

然而 我們從未離開你們的振動範圍, 因為我們要對起初造成人類意識的改變[與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無關之扭曲]負責.

我們嘗試與當地的領導者聯繫, 那兒是我們曾來到的[來到你們稱為]埃及埃及埃及埃及土地,或

聖地聖地聖地聖地的某些區域.

到了(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第十八王朝[根據你們空間/時間變貌的紀錄] , 我們終於能夠接觸到一位法

老[以你們的稱呼], 這個人(只有)很少你們(次元)平面的生活經驗, 那時是... 這個器

皿所謂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1(Wanderer).

因此, 這個心/身/靈複合體接收到我們的訊息, 他的變貌能夠與我們的變貌調和.

這個年輕的個體曾被給予一個名字以彰顯一位繁榮之神, 這個器皿[我們為了方便

之故, 稱呼傳訊的心/身複合體為器皿]稱之為“阿蒙” 2(Ammon).

後來 這個體覺得那個名字是為了榮耀眾多神祈之一, 不適合被包括在它的名字

中. 於是他把名字改為榮耀太陽表面, 叫做 “Aten”. 雖然以我們的理解, Aten 這

個名字接近我們心/身/靈複合體變貌的本質, 卻沒有與我們意圖傳送的教導/學

習過程完全校準. 這個個體, 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Ikhnaton) 3，相信太一太一太一太一(One)振動才是真正

的靈性振動, 因此頒布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Wanderer 在這裡有特殊意義, 意指某人的靈魂的家位於更高的密度, 在以後的章節會詳述.

2 Ammon 為古埃及人崇拜之底比斯神.

3
阿邁諾菲士四世(Amenophis Ⅳ，1377-1358B.C.)外號易克納頓(Ikhnaton)，將埃及多神信仰改

為一神教，獨尊太陽神(Aten)，被視為「異端法老王」。



58

參考來源: http://www.csie.nctu.edu.tw/~yhsung/collection/egypt.html

***

然而, 這個實體的信仰僅被極少數人所接受, 他的祭司們口惠而不實, 無心追尋

靈性的變貌. 民眾們繼續他們的信仰. 當這個體離開這密度之後, 多神的極化信

仰再次復活. 直到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穆罕默德(Mohammed)將人們帶領到一個更明白易懂的心/身/靈

關係變貌.

現在 你有更詳細的詢問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對於你所說的這整個故事很感興趣, 也獲得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某些細節.

我將有幾個問題 或許不直接與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相關. 然而, 我相信一個良好的教

學方式是從各個面向來研究你的話語. 方才你提到水晶治療 [有另一件事我想提

出: 當器皿變得疲倦時 我們希望能中斷通訊, 等器皿充能之後 再繼續發問.]

如果器皿此時還能勝任的話 我們希望你講一些關於水晶治療的資訊.

RA: 我是 Ra, 水晶治療的原則是基於理解你們稱為肉體[幻象中的一個結構]的

階層特質. 有的水晶作用於進入靈性體的能量; 有的水晶作用於靈性到心智的過

程; 有的水晶平衡心智與肉體之間的變貌. 所有這些水晶都透過純淨的管道充能.

若沒有相當結晶化的醫者(healer)與水晶一同工作, 水晶無法被適當地充能.

另一個要素是與你們居住的地球能量場與全一或宇宙能量流[進入地球靈光圈]

的適當排列校準, 以適合的形狀與擺設位置 能夠幫助(能量)清理或平衡的過程.

要詳細解說不同水晶用途上的差異 會用盡這個器皿的能量, 你們可以在往後的

聚會中詢問. 選擇水晶是個很精密的技藝, 容我們說, 事實上, 結晶體的結構還

包括鑽石, 或紅寶石, 上述兩種礦石可以被一個純淨且充滿太一之光與愛的(通靈)

管道使用, 幾乎在任何狀況都適用.

當然, (一個實體)得接受啟蒙以到達純淨狀態, 從過去到現在, 沒有多少實體能

堅忍不拔地 通過啟蒙過程造成的各種扭曲殘渣.

容我們提醒你 可否就這個或其他主題提出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是的, 你曾提到金字塔是為了幫助水晶治療的自然產物.

你可以更詳細地說明嗎? 你是否負責建造金字塔? 金字塔的目的是什麼?

RA: 我是 Ra, 一些較大的金字塔是我們用太一太一太一太一原力所建造, 這些石頭是活生生

的, 你們文化中的心/身/靈變貌還不能理解這原理. 金字塔的目的有兩個:

首先, 有個適當方位的啟蒙場所 提供給那些想要被潔淨或被啟蒙成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管道的實體們.

第二, 我們希望能小心地引導這些入門者(initiates)發展治療[他們尋求去協助的]人群,

以及治療地球的能力. 一個接著一個的金字塔被水晶與啟蒙者啟蒙者啟蒙者啟蒙者(Initiate)充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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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被設計的目的是平衡來自太一造物造物造物造物的能量 與 該全球心/身/靈的眾多與多

重的扭曲.

因這方面的努力, 我們可以接續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其他)兄弟們的工作 他們曾在地球的

表面[依這個器皿要我們振動的方式]上建築其他可承接水晶(能量)的建築物, 完成一

個環形連結[如果你願意這麼說].

這器皿開始流失能量 我們還可以接受一個詢問 然後我們就該離開這個時間/空

間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原先金字塔頂端上頭有個冠石(capstone), 那是用什麼材質做的? 還有你

們是怎麼移動那些笨重的石頭以建造金字塔? 你們用了什麼技巧?

RA: 我是 Ra, 我們請求(你在)下一次的工作時間[依你對我們能量所生產的變貌

/分享之稱呼]問這個問題.

如果你對於適當地運用這心/身/靈(複合體)有任何問題, 我們希望你現在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考量這次的問題都問完了, 我目前沒有打算繼續下去.

怎樣算是適當地使用這器皿?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做什麼以最大程度地

增進她的能力與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很高興你問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權利/義務是分享哲學知

識, 對於其他議題 我們不主動發表意見 除非你們直接提問.

這個心/身/靈目前並沒有被正確地使用, 因此她經歷到不必要的身體扭曲— 在

疲倦方面.

單純地轉向太一太一太一太一的圓圈, 以及發出以下的聲音振動, 可以淨化這些振動:

問: “什麼是法則法則法則法則 ?”

答: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為太一太一太一太一.”

問: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答: “我們尋求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問: “為什麼我們尋求 Ra?”

答: “Ra 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一起說: “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中, 歡慶並潔淨這場所, 不讓(其他)思想-形態靈體進入

           我們在這器皿周圍行走的圓圈, 因為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為太一太一太一太一”

此時 器皿應該在出神狀態, 適當的對準角度是頭指向 20 度北北東 這是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新時代

或較新的愛/光變貌之放射方向, 其扭曲程度較少, 器皿將在其中找到舒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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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敏感的器皿, 我們的意思是各種扭曲可以從她任何一個感官進入其心/

身/靈複合體. 因此我們建議做以下準備:

    在她的頭部(後方)放一個未用過的盛水聖杯.

在(桌子)中心放一本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那是她最常接觸的書本, 與該器皿的心智變貌最

為一致, 同時這些變貌也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有最密切的關聯.

在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的另一邊 放一小束馨香於純潔全新的香爐內.

將象徵太一太一太一太一之聖經聖經聖經聖經打開到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Gospel of John)第一章, 後邊放一根

白蠟燭.

器皿穿上一件白袍可以增強氣力, 器皿身體應該被遮蓋並平躺, 雙眼

被覆蓋.

我們感覺雖然這樣一個活動/排場之複合體似乎相當扭曲, 並偏離一個目標明確

的教導/學習經驗, (但)這些關於出神技巧的詳盡細節可以放鬆該器皿周圍實體之

心智[變貌], 因為他們感知到該器皿的疲倦變貌減少了.

我們只再補充一點 如果在我們的教導/學習集會進行的時間/空間(期間),你們

的太陽體(sun-body)沒有照亮這房間 最好在點亮照明器具之前, 呼喚該器皿.

我是 Ra, 我在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的榮光與和平中 離開你們. 歡慶在愛/光中, 在太一造太一造太一造太一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中向前邁進. 我們在喜悅中離開你們.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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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場集會第三場集會第三場集會第三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與你們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開始(RA)通訊前進行的儀式是否正確地執行?

RA: 我是 Ra, 被設計來平衡器皿的各項神器(artifacts)應朝著她頭部擺設, 以達到

最小扭曲的效果.

接下來 開始說明目標的部分相當可以接受, 因為那些說話的實體渴望去服務.

否則, (他們)心智複合體中附帶的強調(器具)無法適當地造成影響.

我們慎重地警告你們要嚴加戒備那些不把服務他人置於一切之上的個體的加

入 或 將他們心/身/靈複合體的變貌添加在任何一場集會中. (若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將無法適當地將我們的變貌與這個器皿的變貌相融合.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此時 我應該移動聖經聖經聖經聖經, 蠟燭, 及馨香嗎?

RA: 我是 Ra, 這個動作是合宜的.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移動物品之後] 這樣是合適的位置嗎?

RA: 我是 Ra, 請更正馨香的角度, 從垂直位置 向北北東傾斜 20 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更正之後.] 這樣可以嗎?

RA: 我是 Ra, 請用眼睛檢查 做細部的調整. 我們將解釋這過程如何成為一個

顯著的扭曲平衡器, 馨香在此扮演供給能量給器皿的肉體的角色, 表示該器皿

的人性. 因此, 從器皿的眼中看過去 搖曳的煙霧 需要與打開的聖經呈現相同

的相對角度, 並藉由 意味愛/光 與 光/愛的點燃蠟燭 達成平衡, 這三者給予

器皿[的心理與情感變貌複合體]一種她所尋求的天堂與和平的景緻; 將該器皿從低

點到高點予以充能, 該器皿變得平衡 而不容易變得疲倦.

我們感激你的關切 這樣做將使我們的教導/學習 進行得更容易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現在每一件東西是否都正確地排列?

RA: 我是 Ra, 我判斷它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中, 我們有兩個問題留到這次問: 一個跟吉沙吉沙吉沙吉沙 1 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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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石有關; 另一個是你們如何移動厚重的石材來建造金字塔. 我知道這些問題

以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角度來看, 是不重要的. 但這是我的判斷, 我覺得這些問題對於未

來的讀者而言[這些資料終將變成一本書], 會是個簡易的入門磚, 如果我想錯了

請更正我. 我們非常感激你的聯絡(contact), 並且願意接受任何建議 關於我們應

該如何接收這些資訊的方式.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Giza, 埃及埃及埃及埃及開羅附近的一個城市, 以金字塔與人面獅身像聞名於世.)

RA: 我是 Ra, 我不會建議你們一個適當的發問序列, 那是你們做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

自由代理人的專屬權利; (我們)已經學習/理解到 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無法有

效地辨別你們社會人群[心/身/靈複合體]的變貌. 我們現在希望藉由回答你們的

問題 實踐我們教導/學習的榮耀/責任. 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們無法衡量哪些變

貌複合體會感染你們人類.

那麼回到第一個問題, (金字塔)冠石, 我們重申 這類資料的不重要性.

所謂的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曾有兩個冠石, 一個出自我們的構想 比較小, 並且經過精心設

計,採用你們地球的 ”花崗石”. 它具有結晶化的屬性, 並且透過你們稱為的 ”煙

囪”(chimney), 帶來你們空氣的適當流通.

當我們族群離開你們的密度時, 原本的(冠石)被拿走, 換上一個更貴重的冠石, 它

的一部分以黃金打造, 這樣做完全不會改變金字塔[如你所稱]的屬性, 而是一個扭

曲, 因少數人渴望將這個建築物規範為專屬的皇家建築.

你是否想要進一步地詢問第一個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煙囪”, 它有什麼特定的用途?

RA: 我是 Ra, 這是為了讓空氣適當地流動, 它雖然小, 卻能使整棟建築變得清

爽; 這個(煙囪)被設計為具備空氣-流動導管(ducts)—該器皿可能如此稱呼它們— 於是

這裡有新鮮的空氣, 不會有擾動或煙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些石頭是如何被移動的?

RA: 我是 Ra, 你必須想像一切萬有被創造, 其中(進行)的活動; 這股能量 雖然

是有限的, 跟你們人群的理解/變貌比起來 算是相當巨大的.

你們人類雖然相當知曉這一點, 卻很少考慮它.

這股能量是有智能(intelligent)的 它是階層性的, 好比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 居

住在一組階層性的載具裡內, 因此保有軀殼或形狀或力場, 以及各個依序上升的

智能或平衡的(光)體, 所有材質, 如石頭裡頭的原子也是同樣的情況. 當一個實

體能夠跟那智能講話, 即物理界的有限能量, 或化學的岩石/體, 然後它就會跟居

住在更良好調頻的(光)體中的無限力量溝通, 不管是人類或石頭.

當這樣的連結產生之後, (我們)可以對它提出要求. 無限石頭性的智能會和它的

物理載具溝通, 然後石頭就會依照意願做分割與移動, 簡單地說, 藉由石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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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從有限空間移轉到[為了方便說明, 我們稱之為]無限空間 達成以上動作.

以這個方式, 透過與居住在活石(living rock)裡面的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合作, 達成必須條件. 當

然 這個機制 也是許多事物完成的關鍵, 雖然你們目前對於遠距離作用的物理

分析 尚未包括這個領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起一句聲明—大意是說 如果你有信心移動一座山, 那山就會移動.

似乎近似你剛才所說的東西. 如果一個人全然地覺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他就能做這些事,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信心(faith), 該發聲振動變貌, 或許是橫亙在 那些屬於[我們會稱為]

無限道途的實體們 與 那些屬於有限證明/理解的實體們 之間的一塊絆腳石.

你理解到 信心 與 智能無限 1(intelligent infinity) 之間存在一致性的關聯, 這是十

分正確的.

然而 前者是靈性的用語, 後者對於拿著尺規與筆尋求的人[的概念架構變貌]而言

或許較能接受.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1: Intelligent infinity, 在英文用法中,  intelligent being 表示有理解力,智力的生物, 故譯

成智能無限, 應比智慧無限, 較貼近 Ra 的用意.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如果一個人完全地通曉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並且活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那麼(他可

以)直接地用心智效應建造金字塔, 這對他來說是尋常無奇的一件事. 我可以這

樣去理解嗎?

RA: 我是 Ra, 你有一部分不正確 因為透過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產生)的個人力量 與 聯合

或社會的記憶複合體[由心/身/靈組成]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產生的力量)是有差別的.

以前者為例, 唯有一個人, 淨化所有的瑕疵, 方能移動一座山.

而後者, 以群體來理解合一, 即使每一個體含有一些可接受的扭曲量, 然而 該

群體心智(還是)能移動群山.

這個進展 通常從尋求理解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你們現在尋求的理解次元]開始, 接著尋求

光的法則, 那些與光的法則光的法則光的法則光的法則共振的實體們尋求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Law of One), 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共振的實體們尋求永恆的法則永恆的法則永恆的法則永恆的法則(Law of Foreverness).

我們無法講述 與一切萬有統合的自我 溶解之後的事情, 因為我們還在尋求成

為一切萬有, 我們還是 Ra(的身分), 因之 我們繼續在道途中前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是由許多人的共同行動建造的?

RA: 我是 Ra, 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是我們群體 所想/建造出來的, 建材採用我們社會記憶

複合體創造的思想形態(thought-forms).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你們是就地以思想創造出石頭建材 而不是從別的地方運來, 對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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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們以不朽(everlasting)的石頭建造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 其他金字塔的石頭建

材是由別的地方運來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什麼是不朽的石頭?

RA: 我是 Ra, 如果你能理解思想-形態的概念, 你會了解一個思想-形態的變貌

相對於石頭裡的材質創造出的能量場而言 會較具規則性.

因為(一般)石頭是透過從思維到有限能量的思想-形態所創造, 容我們說, 它的

存在性處於你們思想-形態層級的扭曲反射中.

我們是否能以更有幫助的方式回答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個稍微瑣碎的問題, 但我不懂為什麼金字塔不乾脆用一整塊形體

一次建造完畢, 而要用許多個石頭來構成?

RA: 我是 Ra, 我們相信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有一個較為顯著的原初變貌, 就是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

(Law of Confusion), 你們曾稱之為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Law of Free Will).

我們希望能製作一具治療機器 或 時間/空間比例複合體, 並盡可能讓它發揮效

用. 然而 我們不希望這背後的神秘被人們穿透, 導致我們被崇拜為神奇金字塔

的建造者. 因此它看起來像是被建造, 而非被想出來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嗯, 依你剛才對金字塔的談論, 我假設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主要的目的是做為一個

治療機器, 你之前也提到它是啟蒙的裝置, 這兩個目的是同樣的一個概念嗎?

RA: 我是 Ra, 它們都是愛/光 意圖/分享 複合體的一部分. 為了適當地治療 找

到一個純淨且投入的管道, 或稱為充能者是很重要的, 好讓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光

可以流過. 因此 需要一個啟蒙的方法 好準備該心智、身體、靈性服務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的工作. 這兩個目的是一體不可分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金字塔的形狀是否在啟蒙過程中具有關鍵的功能?

RA: 我是 Ra, 這是個大議題. 我們現在開始講解 並要求你評估之後 在下一次

集會詢問更深入的問題, 因為我們認為 這問題頗富教育意義.

首先 針對啟蒙程序 金字塔有兩個主要功能. 一個與肉體有關, 在肉體被啟蒙之

前 心智必須被啟蒙 這個點在目前的週期中, 是你們大多數的行家們(adepts)發現

心/身/靈複合體中容易被扭曲的地方. 當心智的真正身分--品性與人格--被發現

之後, 肉體必須在每一方面都被了解. 因此 需要以超然的態度去理解與控制身

體的各種機能.

所以金字塔的第一個用途 就是讓人進入其中 剝奪其五官輸入, 在某種程度上,

使肉體死亡 重新開始另一次生命.

此時 我們建議, 詢問任何必要的問題 然後快速地結束這次集會. 在這個時間/

空間點, 你可有任何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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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曾對該器皿所作的措施是否有誤? 或我們還可以做

什麼使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這個器皿.

透過你們的預防措施 這器皿得到許多幫助. 我們只建議多注意器皿身體的頸部,

似乎有些虛弱 我們建議給予頸部區域更多支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應該讓器皿喝放在她頭後面 聖杯裡的水, 或是要再倒水到另一個

玻璃杯 然後用愛充滿它?

RA: 我是 Ra, 那唯一的聖杯是最有助益的, 因為活在聖杯中的純淨物質(水) 接

受、保持, 並回應你們存有-狀態所活化之愛的振動.

我是 Ra, 我在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 歡欣地離去.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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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場集會第四場集會第四場集會第四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和你們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上一場集會結束的時候, 我問了一個太長的問題而(使你)無法回答, 主

題是金字塔的形狀與啟蒙之間的關係, 請問現在是問這問題的適當時機嗎?

RA: 我是 Ra, 是的, 這是問該問題的適當時間/空間.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金字塔的形狀是否對啟蒙有作用?

RA: 我是 Ra, 當我們開始上次集會(未完)的問題之際, 你的個人記憶複合體已經

紀錄了(金字塔)形狀第一個用途與身體複合體的啟蒙有關, 靈性(spirit)的啟蒙是

一種被更仔細設計的方式, 與時間/空間比率有關 讓個體能被啟蒙以找到自己.

如果你願意 跟著我一起畫出所謂金字塔的每個側面,並在心裡想像，該三角形

被劃分成四個相等的三角形,你將發現這個三角形之中的橫斷線,位於四個側面

的第一層(高度),在一個水平面上形成一個平躺的鑽石(形狀).

在這水平面的中央就是一個適當的相交點, 從無限次元流入的能量 以及 心/身

/靈複合體各式各樣交織在一起的能量場(在此匯集).

因此它被設計的目的是: 一個即將被啟蒙的實體可以藉由心智去感知, 然後傳導

這個[容我們說]通往智能無限的入口(gateway).

那麼, 這就是設計該特定(金字塔)形狀的第二個要點.

關於你的詢問, 我們可否提供你更進一步的描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的, 那麼就我的了解, 入門者(initate)位於金字塔的中心線, 但高於地

基, 高度則由那條橫斷線[由切分各個面的四個三角形形成]決定,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在這個(中心)點, 是能量的匯聚焦點, 那能量來自我們的外次元,

(extradimensional), 我說得正確嗎?

RA: 我是 Ra, 你可以使用那個聲音振動複合體, 然而, 這種說法並不全然正確.

因為沒有所謂”額外”(extra)的次元, 我們比較喜歡用多重次元(multi-dimensional)這

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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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金字塔的大小是否會影響啟蒙的效力?

RA: 我是 Ra, 每種尺寸的金字塔都有它自己的智能無限流入點, 因此 一個微

小的金字塔可以放在人體下方或上方, 以達成特定與不同的效果, (該效果)則取

決於放置的身體部位與智能無限進入點的關係.

(但)為了啟蒙的目的, (金字塔的)大小一定要大到足以創造出某種高聳的視覺印象,

好讓智能無限的多重-次元進入點足以完整地瀰漫與充滿該傳導者(channel), (讓)

整個身體得以安歇在這聚焦區域.

再者, 為了治療的目的, 傳導者與需要被治療的實體都要能安住在這焦點之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吉沙吉沙吉沙吉沙的大金字塔是否還能用於這些目的 或它不再有作用?

RA: 我是 Ra, 這一點, 跟許多其他金字塔一樣, 它已經像是失去音準的鋼琴.

這個器皿會如此表達: 喔, 這台鋼琴彈出來的音調好糟糕!

那刺耳的不和諧音干擾了(原有的)敏感度.  只有能量流的鬼魂還殘留著, 這是

由於(能量)流入點的移轉, 接著是由於地球的電磁場的移轉; 另一方面是因為以

前有些實體曾把這個啟蒙與治療的場所用在比較沒有同情心的用途上*.

(*譯註譯註譯註譯註: Jim 表示這裡指的是以活人陪葬皇族之類的儀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沒有可能使用我們現有的材料 建造一個金字塔, 並且適當地校準它,

接著使用它?

RA: 我是 Ra, 你們相當有可能建造一個金字塔結構, 使用的材料並不那麼要緊,

(有關的)僅只是時間/空間複合體的比例. 無論如何, 使用金字塔結構來啟蒙或治

療, (其效果)完全取決於嘗試這類工作的傳導者之內在修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的問題是, 投胎(incarnate)到今日世界的人類, 是否有人擁有這樣的內

在修為, 利用你的指導, 他們建造金字塔, 並在其中受到啟蒙? 現今地球上, 有

沒有任何人能夠做到? 或者無人有這樣的資格?

RA: 我是 Ra, 在這個鏈結點(nexus)上, 確實有些人[如你們的稱呼]能夠承接這呼召,

然而, 我們要再次指出 金字塔[以你們的稱呼]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它的確是超越

時代(timeless)的建築.

然而, 在我們過去嘗試協助這個行星之際, 來自宇宙的能流 需要某種純度的理

解. 這個理解 隨著(宇宙)能流的運轉與所有事物的演進, 已經變化為一個對純

度更為開明的視野.

因此, 你們有些人的純淨程度已經與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合一. 無須使用建築物, 醫者/病

患即可獲得治療的功效. 針對某個特定點, 我們需要進一步講說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我們找到有這種天賦能力的個體, 你可能指導他治療的技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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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有可能. 我們必須補充說明 有許多 教導/學習 治療/病人鏈結的

系統被適當地給予各式各樣的心/身/靈複合體.

我們要求你以想像力考量, 在較早的週期中, (人類)心智的相對單純性, 以及經過

許多次轉世後, 這些相同的心/身/靈複合體的觀點與思維/靈性過程變得較少扭

曲, 但通常過度複雜.

我們也要求你以想像力去設想那些選擇服務變貌的實體們, 他們可以離開其心/

身/靈複合體, 從這個次元前往另一個次元, 因此有些時候, 他們帶回許多技能與

理解的完全潛在形式, 以更密切地符合治療/病人的(各種)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很想繼續探查治療過程的各種可能性, 但我對要從哪裡開始有點迷惑,

你可否告訴我第一步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不能告訴你要問什麼. 我建議你思考一下剛剛給予的有些複雜

的資訊, 從中尋找幾個詢問的途徑. 其中一個是[在你們的極化環境中]你們稱為的

”健康”, 還有其他幾個顯著不同的心/身/靈複合體變貌類型, 每一個類型在這個

領域都有它自己必須追尋的學習/教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是否會說, 第一步就是找出一個人來到世間的(獨特)能力? 這樣說正

確嗎 ?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旦我挑選了一個人來執行治療工作, 你的指導對他會有幫助. 這有可

能嗎?

RA: 我是 Ra, 根據這些聲音振動複合體的各種變貌, 這是有可能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 這個被挑選的人會是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十分和諧相處的人, 即使

他可能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沒有智力上的理解, (至少)他應該活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點既正確又不正確, 正確的部分適用於如發問者這樣的人, 擁

有朝向治療[依你的稱呼]的變貌.

不正確的部分[可以被觀察]是: 有些人在你們的空間/時間幻象之活動沒有反映出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卻)可以治療, (他們)具有能力去找出一條通往智能無限的途徑, 不管

是在哪一個存在(次元)平面中找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有點困惑, 我只聽懂一部分, 不確定是否完全了解你的話, 你能夠用

另一種方式重新敘述嗎?

RA: 我是 Ra, 我可以許多方式重新敘述, 只要是在器皿的詞彙範圍之內. 這一

次 我會努力使扭曲變少.

有兩種人可以治療: 一種是像你這樣, 天生就傾向給予關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知識,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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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治療卻不去行使(這能力); 另一種人擁有同樣的知識, 卻在心、身或靈(三方面)

並未有意識地展現顯著的變貌朝向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雖然如此, 還是開啟了一個相同能

力的管道.

重點在於那些沒有經過適當訓練[容我們這麼說], 依然可以治療的人們, 這是個令

人感興趣的課題, 他們的生命無法與他們的工作相稱, 因此在吸收智能無限的能

量上會有些困難, 造成相當的扭曲, 自己體內產生不和諧, 甚至影響他人的和諧,

或許, 甚至發現必須停止其治療活動.

是故, 那些屬於第一種的人們, 他們尋求服務 也願意在思維, 言語, 及行動上接

受訓練; 他們將能舒適地維持在治療領域中服務的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你可否在治療的覺知方面 訓練我們?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會訓練我們嗎?

RA: 我是 Ra, 我們會.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不知道這要花多少時間, 你可以給我們一個訓練計畫的大綱嗎? 目前

在這方面, 我不知道該問怎樣的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考量你對資訊的請求, 如你所知, 有顯著數量的聲音振動複

合體可以依序被用來訓練醫者.

一個大綱是很合宜的, 讓你可以了解治療牽涉的範圍.

首先, 心智必須知道自己, 這或許是治療工作中 最吃力的部分. 如果心智被它

的自我知曉, 那麼治療最重要的層面(aspect)就發生了, 因為意識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小

宇宙.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身體複合體的鍛鍊, 以目前抵達地球的能流而言, 這些理解與

鍛鍊關乎使用身體自然機能來平衡愛與智慧.

第三個領域是靈性的(部份), 在這個領域, 透過與智能無限的接觸, 將前兩個學科

連結起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相信我對於達成第一步有些概念, 其他兩個步驟我不大熟悉, 你可以

再說詳細一些嗎?

RA: 我是 Ra, 想像身體, 想像身體較稠密的層面, 由此開始 逐漸進入(各個)能

量路徑的最精細知識, (這些路徑)環繞並促使身體被充能.

瞭解身體所有的自然機能都蘊含所有的層面, 從稠密到精細, 並且能夠被質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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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稱為的聖禮(sacramental). 這是對於第二個領域的簡要研究.

說到第三項, 你可以想像磁鐵的功能, 該磁鐵有兩極, 一個向上, 另一個向下.

靈性的機能在於整合 心/身能量向上探尋(upreaching)的熱望 與無限智能傾盆而

下的能流. 這是對第三個領域的簡要闡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這個訓練計畫是否需要做特定的事, 明確的指令及練習?

RA: 我是 Ra, 我們並未在此刻以肉身處在你們當中; 因此我們只能導引, 嘗試

詳細說明, 但我們無法現身示範, 這是個障礙.

無論如何, 在教導/學習過程中 我們的確會給予相當明確的心、身、靈的練習.

我們要再次重申治療只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中的一項變貌. 要獲致對該法則沒有扭曲

的理解 並不一定要治療或顯化任何東西, 只要鍛鍊理解的修為即可.

在這次集會結束之前 我們可以再回答一到兩個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的目標主要在於發現更多屬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東西, 發現治療的(實用)技

術將(對該目標)很有幫助. 我覺察你在自由意志方面有疑慮. 你可以向我陳述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與治療法則(複數)嗎?

RA: 我是 Ra,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雖然超越任何名字[這是你對聲音振動複合體的稱呼]的限制,

或許可以近似地解釋: 所有事物為一一一一, 沒有極性, 沒有對或錯, 沒有不和諧, 只

有同一的性質. 所有事物為一一一一, 那個一一一一即是愛/光, 光/愛, 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本初變貌之一為治療, 當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從自己的內在深深了解

到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也就是, 沒有不和諧, 沒有不完美, 一切都是完整、健全、完美的.

那麼治療就會發生.

從而, 在這心/身/靈複合體裡面的智能無限將重組(re-form)身、心、或靈的幻象,

(使之)成為一個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調和一致的形體.

在這個完全個別化的過程中, 醫者扮演充能者(energizer)或是催化劑的角色.

一個值得關心的項目是: 要求學習的醫者在要求/領受治療變貌時, 必須了解到

這是一種責任. 在要求之前, 必須謹慎地在自由意志之中考量這一個榮譽/義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以為我們應該明天繼續討論.

RA: 我是 Ra, 你的假定是正確的, 除非你感覺有必要的特定問題出現. 在大約

這樣的工作長度中, 這個器皿可獲得最佳的滋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還有一個簡短的問題, 這器皿可以一天參與兩場集會, 或我們應該維

持一天一次?

RA: 我是 Ra, 這器皿有能力一天進行兩次集會, 然而, 她必須被鼓勵保持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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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複合體的強健, 攝取你們的食材超過她平常吸收的食材量, 這是由於我們使用

肉體的材料講話.

再者, 這器皿的日常活動不宜過量, 因為她參與這個活動(集會), 相當於在物質

水平上 一次很費力的工作. 如果這些忠告都獲得採納, (一天)兩次集會是有可能

的. 我們不希望耗盡這個器皿(的元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Ra.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 即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太一太一太一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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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場集會第五場集會第五場集會第五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3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與你們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上一次 我們通訊的過程中, 我們討論到(如何)學習治療. 根據早先集

會你給我們的材料, 我的印象是 首先必須透過特定的修練與練習, 潔淨自我;

然後為了治療病人, 必須以身示範, 或者透過特定的練習, 在病人的心智中產生

特定的配置, 允許他可以治療自己,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雖然你的學習/理解變貌 本質上是正確的, 你所選用的聲音振動

複合體卻尚未抵達語言允許的最大正確極限.

醫者並不是透過以身示範來做這個工作(working); 該工作自身獨立地存在.

醫者只是催化劑. 就好比這個器皿擁有必須的催化劑以提供一個管道傳遞我們

的話語, 然而在這個工作中, 不能有任何練習或示範的想法.

治療/工作(與剛才的例子)是一致的, 因為它(也)是傳導智能無限的某個變貌的一種

形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你可以提供,] 我們已經決定接受 學習/教導治療過程之榮譽/職責. 我

想問我們要如何成為一個有效用的醫者, 第一步是什麼?

RA: 我是 Ra, 有三種教導/學習方式, 我們從第一種開始講起.

我們從心智的學習/教導開始, (這是)與智能無限接觸的必須(條件).

心智工作的前提是當自我需要的時候 能夠穩定地保持自我的靜默.

心智必須像是一扇敞開的大門, 鑰匙是靜默.

在這大門裡頭包含著一個階層式的建構, 你可以比擬為地理學或某種幾何學, 階

層是相當規律的, 承載著內在的關係.

要掌握心智鍛鍊的概念, 必須要檢驗自我. 你們人格面(dimension)的極性必須被內

化, 當你發現心智裡的耐心(patience), 你必須有意識地發現相對應的沒耐心

(impatience), 反之亦然. 每一個思想都有一個相反的對照面(antithesis).

心智的鍛鍊首先必須在你的自我之內: 同時辨別出哪些事情是你贊同的, 哪些事

情是你不贊同的, 然後平衡每一個正負電極. 心智涵蓋一切事物, 因此, 你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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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自我中發現這完整性.

第二個心智鍛鍊是接受你意識內在的完整性, 一個極性的存有, 處於肉體意識中,

無法在(各種)屬性中精挑細選, 因此在建構角色的過程中, 造成一些阻塞與困惑在

早已扭曲的心智複合體中. 每一個接受都舒緩一部分由[你們所稱的]批判產生的許

多扭曲.

第三個心智鍛鍊是第一個的重複, 但向外注視他遇見的同伴實體們, 在每一個實

體中存在完整性, 因此, 有能力去理解每一個平衡是必須的, 當你觀看耐心, 你有

責任在你的心智理解中鏡射出耐心/沒耐心.

(同理)當你觀看沒耐心, 你的理解之心智配置必須是沒耐心/耐心. 我們用這個做

為一簡單的例子, 大多數的心智配置(configuration)有許多面向, 了解自我與其他-自

我的極性可以是 並且 必須被理解為微妙的工作.

下一步是接受其他-自我的極性, 它對映到第二步, 這是學習心智鍛鍊的前四個步

驟.

第五步涉及觀察心智、其他心智、大眾心智、與無限心智 的 地理與幾何關係, 及

其比例.

學習/教導的第二個領域是研讀/理解身體複合體, 善加了解你的身體是必須的, 使

用你的心智去檢視感覺、偏好(biases), [你們所謂的]情感是如何影響身體複合體的各

個部分, 同時了解身體的極性並接受它們是必須的, 你已對心智[仔細思量意識]所

做的功, 將它在化學/肉體的顯化中重複(做)一次.

身體是心智的創造物, 它有其各種偏好, 必須先完全了解你在生物上的偏好, 然

後允許相反面的偏好呈現, 才得以在理解中找到完整的表達.

再次地, 當接納身體是平衡的, 也是極化的, 個人的過程得以完成, 接下來的任

務是將這樣的認知延伸到你所遇到的所有其他-自我身上.

最簡單的例子是理解每個生物男性是女性, 每個生物女性是男性. 這是個簡單的

例子, 然而, 幾乎在每一個案例中, 當你嘗試去理解 自我 或 其他-自我的身體,

你將再次發覺需要最微細的辨別以充分掌握涉及其中的極性複合體.

此時, 我們建議結束這個說明, 在下一次的工作, 我們將投注時間在講第三個領

域, 具有相稱的重要性.

我們在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還可以回答一個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器皿是否舒適?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個器皿的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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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RA: 我是 Ra, 在每次集會中, 蠟燭可以順時鐘轉動約 10 度左右 好改善螺旋能

量的流動通過該存有之接收機制的過程, 除此之外, 這個特殊配置是好的.

但我們要求所有[描述過的,]使用中的物品透過幾何學定於中心, 並不時加以檢查.

同時,在從事不重要的工作之際,不要將它們暴露在那個空間/時間中.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欣喜快樂.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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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場集會第六場集會第六場集會第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希望繼續昨天的話題.

RA: 我是 Ra, 這於我們是適當的.

我們繼續討論關於發展治療的能量[力量]之第三個領域.

第三個領域是靈性複合體, 就心/身/靈複合體而言, 它包含扭曲程度最少的力場與

意識. 探索及平衡靈性複合體確實是在你們學習/教導過程中 最漫長, 最微細的

部分.

我們已經將心智視為一顆樹, 心智控制身體, 當心智能單點地聚焦、保持平衡, 並

覺察, 身體舒適地處於不管是什麼的偏差或扭曲之中, (器皿的)身體保持在適當的

平衡狀態, 那麼, 該器皿便準備好進行更偉大的工作.

那便是風與火的工作, 靈性體能量場是條路徑, 或管道; 當身體與心智是敞開的,

並樂於接納時, 靈性變成一個有效的穿梭載具或通訊者, 從該實體的個體意志能

量上升, 從創造性的火與風之能流下降.

治療的能力, 或其他器皿稱之為超自然的能力, 都是藉由開啟一條路徑或穿梭載

具進入智能無限得以實現. 在你們的(次元)平面上, 有許多隨機的洞口或入口通

往靈性能量場, 有些時候, 攝取化學藥品, 比方說 LSD*, 能夠隨機且無法控制地,

接上(各種)能量的源頭.

(*譯註: LSD 在此為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的縮寫, 一種強力的迷幻藥.)

他們不一定是願意服務的人們. 謹慎且有意識開啟這個管道的目的是以一種更

可靠的方式去服務, 以一種更普通或尋常的方式去服務, 就醫者的變貌複合體

之觀點而言.

但對其他人而言, 看起來卻是奇蹟. 對於謹慎開啟通往智能無限大門的人而言,

這是平常的, 這是普通的, 事物本來應是的面貌, 生命的經驗被轉變了一些, 偉

大的工作持續進行著.

此時, 我們覺得這些練習對於你們初學者已經足夠. 未來, 如果你們覺得已經完

成你們眼前這些(練習), (我們將)開始指引你們進入一個更精確的認知, 關於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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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的各項機能以及這個大門(gateway)的各項用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覺得這是個適當的時機納入一點你的背景, 如果可能的話, 是否可以

說你涉入行星地球事務之前的資訊?

RA: 我是 Ra, 我是該社會記憶複合體(social memory complex)的一部分, 我們從金星金星金星金星

[Venus, 你們太陽系中的另一顆行星]開始向外旅行. 以你們的標準而言, 我們是古老的

種族. 當我們過去在第六次元的時候, 我們的肉身被你們稱為黃金(身), 我們很高

且有些纖細, 我們的肉體複合體的覆蓋物[你們稱為外皮]有著金色的光澤.

以這樣的形態 我們決定來到你們人群中, 在那個時候 你們人類在肉體外觀[以你

們的稱呼]上 跟我們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我們並沒有融入你們當中, 我們(的外觀)

與他們明顯地不同.

因此我們的造訪(期間)相對地短暫,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虛偽的高位, 受到歡呼,

被認為與你們其他-自我有所不同, 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建造了一些你目前表示興

趣的建築物*.

(*譯註: 金字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是如何從金星金星金星金星旅行到地球的?

RA: 我是 Ra, 我們使用思想.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那個時候, 如果把地球上的一個人放置在金星金星金星金星地表上, 那個人可以存

活嗎? 當時金星金星金星金星的狀態適合(生命)居住嗎?

RA: 我是 Ra, 金星金星金星金星第三密度的狀態無法讓你們人類[生命形態]居住, 金星金星金星金星的第

五與第六次元對於成長/學習/教導 則很有助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那時是如何從金星金星金星金星轉移到這裡? 你們是否需要改變你們的次元(狀

態), 好行走在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上?

RA: 我是 Ra, 你記得風的練習吧, 消融到空無之中就是消融到合一之中, 因為

空無是不存在的.

來自第六次元, 我們能夠以思想操縱存在於每個光粒子或受扭曲光裡面的智能

無限, 所以我們能夠複製一件第三密度可見的外衣 包裹我們第六密度的心/身/

靈複合體. 我們得到守衛這個行星的議會議會議會議會(Council)的同意, 進行這項實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位於何處?

RA: 我是 Ra, 這個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位於土星土星土星土星(Saturn)的第八音程(octave), 或第八次元, 以你理

解的第三次元詞彙, 它位於(土星)環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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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在我們太陽系之中, 除了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有沒有在其他行星發現如同人類的

生物?

RA: 我是 Ra, 你要求 空間/時間目前的資訊, 或 空間/時間連續體(continuum)的

資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兩者皆是.

RA: 我是 Ra, 在你們過往的某個時間/空間, 有第三密度的人口居住在你們太

陽系的某個行星, 這個行星曾有許多名字, 最常被你們人群使用的聲音振動複合

體是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Maldek),

這些個體毀滅了自己的星球, 因此被迫在這個第三密度尋找一個可居住的地方

好學習必要的課程 減少他們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心/身/靈扭曲. 當時[時間/空間]你們

的太陽系只有一個星球符合這條件.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

RA: 我是Ra, 他們透過收割的過程來到這裡, 並從這個密度內的較高境域(sphere)

出發, 藉由投胎(incarnation)的過程誕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多久以前發生的事?

RA: 我是 Ra, 我目前跟這個器皿溝通有困難, 我們必須深化她的狀態..

以你們的紀年法, 這大約發生在50萬年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目前所有的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類都起源於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Maldek)?

RA: 我是 Ra, 這是一條新的詢問路線, 值得有塊專屬的地方, 該星球在溶解之

前有其他的名字, 但對你們人群而言, 稱為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

那些從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誕生到你們地球的人種, 有許多人居住在地球地球地球地球裡面, 而非地表上.

你們地球地球地球地球包含許多不同的族群, 有的是從其他第二密度收割來的, 有的是在第三

次元重複循環著. 你們並不是都來自同樣背景或開始的單一種族, 你們在此分享

的經驗 以這個時間/空間連續體而言 是獨一無二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現在是個恰當的時機來探討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在轉移生命到我們星球的過

程, 以及在收割行動上 所扮演的角色.

RA: 我是 Ra,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單純地陳述所有事物皆為一一一一, 所有生命為一一一一.

有特定的行為與思想-形態與這個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的理解、實踐相調和.

那些完成一個週期經驗的實體們, 以思想與行動展現他們對(法則法則法則法則)不同成績的

理解變貌; 然後因著他們自己的選擇而分別進入一個對他們的心/身/靈複合體最

舒適的振動變貌(環境).

這個過程受到那些照顧培育的存有所守衛或看顧著; 這些存有的變貌與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非常地靠近, 儘管如此, 仍具有朝向主動服務的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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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幻象是以光光光光創造的, 或更精確地說, 以光光光光/愛愛愛愛所創造, 雖然這個詞彙比較難以理

解. 這幻象有不同程度的強度,

每一個被收割的實體之靈性複合體沿著光的線路前進, 直到光線強到過於耀眼

刺目的時候, 才停下來. 這個實體有可能是勉強地抵達第三密度(的開端), 或非

常、非常接近第三密度[光/愛變貌振動複合體]的盡頭.

不管怎樣, 那些掉入這個強化光/愛之音階(octave)的生命, 就會經歷到一個主要

週期, 在此期間 有很多機會發現自身天生固有的扭曲, 因而能夠去減少這些扭

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以我們的年代來計算, 一個這類(主要)週期的長度是多少年?

RA: 我是 Ra, 一個主要週期長度大約是 2 萬 5 千年, 有三個這種性質的週期, 在

每個主要週期的盡頭, 進展順利的生命得以被收割.

大約在 7 萬 5 千與 7 萬 6 千年之間, 所有(實體)都將被收割, 不管他們的進展為

何, 因為到那個時候, 該星球本身已經穿越過那個次元的有用部分, 並開始停止

該密度中較低振動水平的效用.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以(主要)週期的進程而言, 目前這個行星的位置在哪裡?

RA: 我是 Ra, 這個星球目前在第四密度*的振動裡, 它具體地感到相當程度的困

惑, 因為嵌入它意識中的社會記憶複合體之故. 地球過渡到向它招手的振動的過

程並不容易, 因此, 將帶來某種不便.

(*譯註: 小弟與原作者查證之後, 了解 原來地球地球地球地球按照宇宙時程, 應該已經進入第四密度, 但居住其

上的居民大多數還沒有到達第四密度, 導致地球的進程有些落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不便是否在幾年後就會發生?

RA: 我是 Ra, 這些不便, 或 不和諧的振動複合體, 已經在幾年前就開始了, 它

會持續下去, 強度不減地持續大約 3, 哦, 30 年[以你們的紀年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30 年之後, 我假設地球將成為第四密度的行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這樣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以目前人口為基準, 是否有可能估計有多少百分比將會居住在第四密度

的地球?

RA: 我是 Ra, 收割還沒發生, 因此, 估計是沒有意義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目前我們處於過渡時期的事實, 是否與你將資訊帶給(我們)人類的原因有

關?

RA: 我是 Ra, 我們曾行走在你們人群當中, 我們記得, 我們記得(你們的)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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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過許許多多,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具有適當變貌參數的心/身/靈複合體

做為器皿, 以及支持與理解的小組[由心/身/靈複合體組成]; 一起以最小的扭曲程度,

及最大的服務渴望接受這個資訊, 並且能持續服務好些年[以你們的紀年法].

簡短的答案: 是的. 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你知道, 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們感謝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圓盤形狀的飛行載具 我們稱為 UFOs(不明飛行物)—有些被指稱來自金星金星金星金星,

它們是你們的飛行載具?

RA: 我是 Ra, 我們曾使用水晶於許多用途, 在你們目前的空間/時間記憶複合

體中, 你所說的載具, 並不是我們曾使用的.

然而, 在你們幻象的過去時期 我們曾經使用水晶及鐘型(的載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在多少年以前曾使用鐘型的載具來到地球?

RA: 我是 Ra, 我們曾在 1 萬 8 千年前造訪你們, 並沒有降落; 第二次, 在 1 萬 1

千年以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鐘型載具的照片以及與金星人金星人金星人金星人接觸的報告是近 30 年才有的, 你知悉這些

報告嗎?

RA: 我是 Ra, 我們擁有太一性太一性太一性太一性的知識 知道你們時間/空間中的一些短暫訪問

(forays), 我們不再是金星人金星人金星人金星人, 然而, 在我們行走於你們當中的年代, 有些思想-

形態 與 記憶在你們人群中被創造出來, 從此成為你們社會的-記憶複合體的一

部分; 這個群體意識[你或許會這麼稱呼]再一次創造了這個經驗給那些需求這類經

驗的實體們. 金星金星金星金星目前的人口不再是第六密度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目前被報導的 UFOs 是否來自其他行星, 你有這方面的知識嗎?

RA: 我是 Ra, 我是服務無限造物者服務無限造物者服務無限造物者服務無限造物者的行星聯邦行星聯邦行星聯邦行星聯邦*的成員之一, 目前大約有五十三

個文明, 包含約五百個星球意識複合體在這個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之中.

這個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包含那些來自你們地球, 超越第三次元的實體, 太陽系中(其他)的行星

實體們, 以及來自其他星系(galaxy)的實體們, 它是一個真正的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因為成員彼

此不相似, 卻為了依據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去服務而結盟在一起.

(*譯註: 原文為 the Confederation of Plane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Infinite Creator, 又簡稱為 The

Confederation--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是否有誰此時位於太空船裡面? 或者說過去三十年來, 是否有這樣的

例子?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聲明 這樣的資訊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願意理解這點, 我

們覺得可以給予這資訊.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才是我們在此要表達的主題, 無論如何, 我們

開始談論這個主題.

每一個希望出現在你們的第三次元空間/時間變貌中的行星的實體, 必須要求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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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打破隔離狀態[如你所稱], 然後(才能)對你們人群顯現.

這個顯現的理由與目標被理解後, 接著獲得採納或否決.

在任一時點 你們的天空上最多有十五個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實體; 其他對你們的(顯現)透

過思想達成.

目前有七個實體正在操縱載具飛行於你們的密度中. 他們的目的很單純: 允許你

們星球的實體們察覺到無限, 對於缺乏資訊的(群眾), 通常以神秘或未知的方式

傳達是最好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充分覺察您主要的興趣在於散播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然而, 就我個人的判斷, 我

也可能是錯的, 為了散播這份資料, 穿插一些這類的[好比我剛才問的]問題是必要的,

目的是盡可能地廣傳這份資料, .

如果這不是目的, 我可以將問題限制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應用上. 但我目前的理解是, 我

們應該將這些資料廣為散播,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在你的理解/學習中 這個感知只有些微的扭曲. 我們希望你繼續

你認為適當的行動, 那是你的職權. 我們在給予這份資訊的過程中, 發現我們對

目標的理解變貌不只是提供資訊, 也會根據我們(有些)扭曲的感知來權衡其相對

重要性. 因此你偶爾會發現我們暗示某個問題是不重要的; 這是由於我們感知到

(你)給予的問題是不重要的.

雖然如此, 除非這問題的回答有可能侵犯自由意志, 我們(仍)提供我們的答案.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們不想使器皿過於勞累, 我們已經超過一般正常的工作

時間, 您可以告訴我目前器皿的狀態嗎?

RA: 我是 Ra, 由於你們的照顧 器皿目前是平衡的. 然而, 她的肉體載具逐漸變

得僵硬.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 或許我們應該在以後的時間繼續討論.

RA: 我們同意, 除非你有簡短的問題, (否則)我們即將離開.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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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場集會第七場集會第七場集會第七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5 日

RA: 我是 Ra, 我在我們的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

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上次提到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有許多成員, 有哪些服務途徑, 或服務種類提供給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成員?

RA: 我是 Ra, 我假設你指的是我們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可以提供(給他人)的服務, 而不是提供

給我們使用的服務.

我們所能提供的服務相等於呼求的平方*除以(divide)或整合 [由基本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指出]

尚未覺察造物合一性的自由意志.

(*譯註:原文寫做square, 但這個字眼並不恰當, 隨後章節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從這點, 我假設你目前與地球地球地球地球接觸的困難來自於這裡混雜的人種, 有些

覺察到合一, 有些則沒有, 因為這個原因, 你不能公開給予任何你們存在的證據,

這樣說對嗎?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剛才透過這個器皿重述的, 我們必須整合你們社會記憶

複合體[目前以幻象分解形式呈現]的所有部分, 整合的結果可以視為我們所能服

務的極限. 我們很幸運, 因為服務法則服務法則服務法則服務法則(Law of Service)將呼求的欲望乘以平方平方平方平方, 否

則, 我們無法在目前幻象連續體的這個時間/空間存在, 簡短地說, 你基本上是

正確的. “不能” 並不是我們對你們人群的基本思想-形態複合體的一部分, 毋寧

說是考慮最大的可能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乘以平方, 你的意思是, 假設整個星球只有 100 個人, 其中有 10 個人呼

叫你們, 10 的平方結果是 100,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平方總合是依序從 1, 2, 3, 4 做加倍運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讓我們使用一個例子, 如果地球上只有十個人需要你的服務,使用這個

平方平方平方平方公式, 你會如何計算他們的呼叫?

RA: 我是 Ra, 我們會從 1 開始做連續 10 次平方運算, 直到第 10 平方.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計算的結果是多少?

RA: 我是 Ra, 結果有些難以傳遞, 答案大約是 1012, 因為呼叫的個體有時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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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統合在一致的目標中, 因此乘冪的總數會稍微減少. 其次 經過一段時間,

會產生統計上的損失*. 然而, 藉由統計上的修正 你或許可以看出該平方(法則)

的機制.

(*譯註: 詢問原作者之後, 小弟覺得平方法則平方法則平方法則平方法則應該改名為2的n次方法則, 就容易理解多了, 210=

1024, 1024 – 12 = 1012, 這裡的-12就是Ra所謂的統計損失.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目前在地球上, 有多少實體目前正要求你的服務?

RA: 我是 Ra, 目前我個人被 35 萬 2 千個實體呼求; 在整個實體-複合體的光譜

範圍內,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則被 6 億 3 千 2 百萬個心/身/靈複合體所呼求, 這些是簡化過

的數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對於那些數字 你能告訴我應用平方平方平方平方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的結果是什麼?

RA: 我是 Ra, 就有限的觀點, (計算)這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 數字是非常龐大的,

無論如何, 它們構成一個巨大的呼叫, 我們全體都能感覺到, 聽到那巨大和壓倒

性的憂愁, 急切需要我們的服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呼叫的數量要大到什麼程度, 才足以使你們公開地來到地球人群當中?

需要多少地球實體呼叫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RA: 我是 Ra, 我們並不以呼叫的數量來計算光臨地球的可能性, 而是以整個社

會[記憶]群體 覺察到一切萬有之無限意識的共識來決定.

迄今, 只有孤立的個案曾發生* . 在這些個案中, 服務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看到這個機會, 然後在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上提出計畫, 如果(議會)通過這提案, (地球的)隔離

的狀態會被(暫時)解除.

(*譯註: 意指幽浮史上曾發生的一些接觸個案.)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關於議會議會議會議會(Council), 我相信 Jim 有個問題: 成員有哪些人, 以及議會議會議會議會是如

何運作的?

RA: 我是 Ra, (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的成員有的是來自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代表, 有的是來自你們的

內在次元[對你們的第三密度負有責任]. 名字並不重要, 因為它們沒有名字. 你們的

心/身/靈複合體要求名字, 因此在許多情況, 成員會使用與自身調和的振動音當

作名字. 然而, 名字這概念並不存在於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中. 如果你們需要名字, 我們會嘗試

說, 雖然 並不是所有成員都有一個選定的名字.

恆常參與議會議會議會議會集會的主要成員有九九九九位, 但其中人選不定期[以你們的用語]會更換以

保持平衡, 這是開庭議會開庭議會開庭議會開庭議會(Session Council).

為了支援這個議會議會議會議會, 有 24 位個體在需要的時候提供他們的服務, 這些個體信實地

看顧著議會, 他們被稱為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Guardians).

該議會議會議會議會的運作方式透過[你們會稱為的]心電感應, 九位成員與太一性或合一接觸, 彼

此的變貌和諧地調和在一起, 好讓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能輕易地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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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思考的需求升起, 議會議會議會議會保持這需求的變貌-複合體, 然後加以平衡, 最後建

議應該採行的適當行動, 這需求包括:

一一一一, 許可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進入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二二二二, 提供協助給那些不確定如何幫助其他群體的實體, 這裡的群體指的是一個要

求援助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前提是他們的呼求符合法則法則法則法則., 同時有足夠的呼求數

量.[也就是說, 有時要考量關於該呼求的阻力.]

三三三三, 議會議會議會議會內部需要裁決的問題.

上述是議會議會議會議會顯著的任務, 如果他們有任何的懷疑，可以連絡那 24 位(守護者), 然

後他們會提供 共識/判斷力/思考過程給議會議會議會議會做參考. 然後議會議會議會議會可以重新考量任

何一個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提到了九位坐鎮議會議會議會議會的成員, 這’九’跟這一本書中提到的’九’是一樣

的嗎? [發問者手指向 Uri 一書.*]

RA: 我是 Ra. 九的議會的資訊 以半純粹(semi-undistorted)的形式存在於兩個主要

來源, 一個叫做 Mark, 另一個叫做 Henry. 在前一個例子, 通靈者(channel)變成

了抄寫員; 另一個例子, 通靈者不是抄寫員. 無論如何, 若沒有抄寫員的協助,

該能量不會來到通靈者身邊.

(*譯註:這本書 URI 在 Amazon.com 可以找到二手書. 目前已經絕版. 很幸運地, Uri 本人免費提

供該書於網路上, 網址是 http://www.uri-geller.com/books.htm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提到的兩個名字, 全名是否為 Mark Probert 與 Henry Puharich?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應用感興趣, 只要它符合自由意志; 關於 UFO 與地

球的接觸, 我個人以為這是一種外星廣告. 在過去 30 年間, 議會議會議會議會(the Council)似

乎曾多次解除地球的隔離狀態, 這似乎是一種廣告形式, 好讓更多人得以覺醒,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解開你心智(mental)複合體的概念化(狀態), 將你

的詢問重組為適當的形式, 請忍耐我們一下..

(首先,) 在你所提的時間/空間連續體之中, 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並沒有多次允許隔離狀態之

解除, 確實, 有些降落事件發生, 有些來自你們的人群, 有些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其次, 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並未[藉由打破隔離狀態]允許外星人居住在你們之間, 但曾允許一些

外星人以思想-形態出現在一些有眼看見的人面前.

第三, 你假設我們在打廣告的想法是正確的, 當第一個核子裝置被開發使用的時

間/空間,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允許成員看顧你們人類, 因此引發一些神秘現象, 我們希望能

藉由這些現象讓你們覺察到無限的可能性, 唯有當你們人類掌握無限(的觀念),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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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通往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大門方會開啟.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我們人群跟那些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來到這裡, 什麼啊-- 你可以詳述

這點嗎?

RA: 我是 Ra, 你的思想複合體與聲音振動複合體並不匹配, 我們無法回應, 請

重述你的詢問.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現在只問關於獵戶獵戶獵戶獵戶的事情, 你剛才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座是某些 UFO 接觸的源

頭, 你能告訴我一些這類接觸的事情, 及其目的?

RA: 我是 Ra.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壞/好*的動機, 依據你們的聲音振

動複合體, 這個例子叫做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Aldolf), 他的意圖是選擇社會中的精英份子, 然

後透過各種方法, 來奴役那些他們認為的非精英份子. 這個概念是將一個社會記

憶複合體的雜草去除, 然後納入獵戶集團設想的變貌, 即所謂的帝國.

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由分離概念所引發的隨機能量釋放; 這情況造成他們容易受

傷, 因為他們的成員之間的變貌並不和諧.

(*譯註: 在 RA 資料中常常可看到 xx/yy 的詞彙, 可以解釋為 xx 為主, 而 yy 為反面或對應的部分.

有一體平衡的意味.)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密度是什麼?

RA: 我是 Ra. 如同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群體間存在不同的密度, 在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中 極少數是

第三密度, 有大量的第四與第五密度[兩者比例相近], 以及非常少數的第六密度成

員, 共同構成這個組織. 在空間/時間連續體的任何一點上, 他們的數目大概是我

們的十分之一, 這是由於靈性熵(entropy)導致他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持續地崩解.

然而 他們的力量跟我們是相同的,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並不漠視(blink)光明或是黑暗, 同時

提供給服務他人服務他人服務他人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兩種群體. 無論如何, 服務他人結果也將服務自我,

因此透過這些鍛鍊 保守並進一步與那些尋求智能無限的實體們調和彼此的變貌.

透過服務自我來尋求智能無限的人會創造出等量的力量, 但如我們方才說過的,

由於分離的概念導致他們面臨恆常的困難, 因為服務自我暗示著以權力勝過他人

的想法, 這過程削弱, 最終分解了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包含多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收集到的

能量.

我們提醒你注意, 並仔細地思索與接受這件事: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提供給任何社會記憶複

合體使用, 只要他們決定共同為某個目標奮鬥, 不管是服務他人服務他人服務他人服務他人或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 於

是這些法則,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原始變貌, 開始運行後, 空間/時間幻象被當做一種媒介

以發展這些選擇的結果. 因此, 所有實體都在學習, 不管他們尋求什麼, 所有實體

學到相同的東西, 有的進度快, 有的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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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以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團體中的一個第五密度群體或社會記憶複合體為例, 他們在成

為第五密度之前, 處於哪一個密度?

RA: 我是 Ra. 通過密度的進程是接續的, 一個第五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來自

於第四密度的收割, 然後許多群聚的心/身/靈複合體進行結合, 其結果基於無限變

化的組合變貌的可能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試圖了解像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這樣的團體是如何進步的? 我的看法是更近地

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如何創造出一種可接受的狀態, 好比現在從第三密度進入第四密

度的過渡狀態, 那麼, 如果你處於獵戶獵戶獵戶獵戶群體中, 選擇服務自我, 要從第三密度進

展到第四密度, 這過程是如何達成的? 需要哪些學習?

RA: 我是 Ra. 這將是器皿容量能允許的最後一個問題. 你應該還記得我們曾經

提到一些不尋求服務他人的個體依舊能找到並使用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 這一

點在我們八度音程的所有密度中都是真的, 我們無法述說那些位於下一個音程

的生命, 然而, 在這個八度音程宇宙中真是這樣的.

一個生命會被收割是因為他們能看到並享受所在密度的光/愛. 那些找到光/愛,

愛/光 的個體, 縱使無心於服務他人, 依據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Law of Free Will), 有權將

這 光/愛 使用在任何目的上. 此外, 補充說明, 有些研究系統允許分離的追尋者

進入這些大門.

(*譯註: 請參考第四場集會)

這種研究跟之前我們提過的方法同樣困難, 但還是有人以堅忍不拔的精神追尋

這條路徑, 就好像你渴望追求服務他人的困難路徑. 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而言, 它看待

服務自身與服務他人是一樣的, 因為 所有個體不都為一一一一? 如果你能領悟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

則則則則之精華, 你會明瞭 服務你自己服務你自己服務你自己服務你自己跟服務他人 其實是一體的兩面.

此刻, 我們願回答你可能有的簡短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RA: 我是 Ra.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調整. 不過, 我們已經能以最小的扭曲程度使

用這器皿, 並且不使器皿精力消耗殆盡.

你有更進一步的問題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不願使器皿過度勞累, 多謝你. 我們下次集會再從這裡繼續討論.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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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場集會第八場集會第八場集會第八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6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關於我所稱之為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廣告 我有一個問題. 目前已經有特定的接

觸被(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允許, 但是由於尊重自由意志的緣故, 接觸的數量被限制了, 因

為有些人並不想要這一類的接觸. 我們現在做的這份資料將被散佈, 散佈的成

果將仰賴一些相對少數的人群的需求.

我們星球上有許多人想要這份資料, 但縱使我們將它傳播出去, 也會有許多人不

知道這個消息. 是否有可能製造一些我所謂的廣告效果, 或者這樣做違反自由意

志?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慮你的生活經驗複合體已經選擇一條路徑. 考慮

在巧合和奇特(odd)的環境中, 一個事件流向到下一個事件. 好好地考慮這點.

每個實體都將接收到他所需要的機會. 這資料的來源-存在性對於每位尋求者的

生活經驗複合體並沒有用處. 因此所謂的廣告是一般性的, 而不是設計來指示(人

們)尋找任何特殊的資料, 僅只是提醒人們幻象的本質層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說此時有一些登陸是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為什麼在這裡登陸呢?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RA: 我是 Ra. 他們的目的是征服，不像那些等候(別人)呼叫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所謂

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呼叫自身去征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有什麼-- 他們(降落)的目的與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征服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先前說過的,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出某些心/身/靈複合體

與他們自己的振動有共鳴, 然後一起去奴役非-精英份子[你可以稱呼他們為不屬

於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振動的實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1973 年的 Pascagoula 登陸事件*,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Charlie Hixson)被帶到飛碟中, 這事

件跟這類型的降落有關嗎?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這個事件純粹是個異常事件, 它既不是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勢力,

也不是我們的思想型態, 而是一個屬於你們振動(層級)的個體偶然地突破隔離狀

態, 隨機地降落到地球.

(*譯註: Pascagoula 位於美國密西西比州, 國際 UFO 組織對此事有詳細的報導. Ref.

http://www.ufon.org/m-ufon/pasca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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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他們把查理查理查理查理帶進飛碟之後, 他們對他做了什麼?

RA: 我是 Ra. 他們使用了他的生活經驗, 專心在你們稱為戰爭*的複雜經驗上.

(*譯註: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曾經是參與韓戰的老兵.)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如何使用那些經驗?

RA: 我是 Ra . 使用這些經驗的目的是學習. 考慮一個種族在看一場電影. 它體

驗這個故事, 並參與電影中英雄的經歷, 感覺, 與認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是否跟那些帶他上飛碟的外星人來自同一社會記憶複合體?

RA: 我是 Ra. 這個人跟使用他(記憶)的外星人沒有關聯.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些使用他體驗戰爭的外星人, 是否學到更多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外星人有正常的外型嗎? 他描述他們的樣子相當不尋常.

RA: 我是 Ra. 他們的存在的結構是他們正常的配置. 不尋常的地方並不顯著.

以我們自己而言, 當我們選擇在你的人群中進行一個任務時, 需要研讀你們人群

(的特徵), 如果我們純粹以本來面目出現, 你們會看我們如同光.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把查理查理查理查理帶進飛碟的外星人屬於哪個密度?

RA: 我是 Ra. 這些你感興趣的實體屬於第三密度中相當進步的階段. 我們在此

要表達一個認知: 這些實體如果不是因為查理查理查理查理在降生前就決心有所服務, 它們

不會去使用他的心/身/靈複合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撿起查理查理查理查理實體的家鄉在哪裡?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屬於天狼天狼天狼天狼星系(Sirius galaxy).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當中是否有人可以更直接的方式與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接觸?

RA: 我是 Ra. 我們觀察那些經歷這類接觸的人們, 觀察其間造成的扭曲. 我們

決定逐漸地退出直接接觸. 最少的扭曲似乎存在於心智對心智的溝通.

因此我們並不想要遵從(人們)乘坐(飛碟)的要求. 你們目前的溝通方式是最珍貴

的.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前, 你是否還有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RA: 我是 Ra. 這器皿已經相當平衡.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調整使器皿的脊椎更直

一些. 持續地監控各種使用的象徵物之擺設與角度. 在這次集會中, 馨香稍微偏

離了正確角度, 因此器皿會體驗到輕微的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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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馨香的偏移與角度有關, 或與水平移位有關?

RA: 我是 Ra. 以垂直為基準, 大約偏移 3 度*.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譯註: 根據第五卷, 有時 Ra 會藉由外在擺設的偏差 暗示 Don 詢問的方向偏離主題: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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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場集會第九場集會第九場集會第九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所給我們的治療練習, 由於其特質 最好是在一段時間專心於一特定

練習, 我想請問今晚我應該專注在哪一項練習?

RA: 我是 Ra. 再次, 導引你的判斷是打擾你的[以空間/時間連續體而言]未來. 談論

過去或現在, 則在我們容許的變貌/判斷範圍內.

導引而不教導/學習, 以我們的變貌而言, 無法接受這種方式. 因此, 我們建議每

個人依照我們當初給予的順序來練習, 或依你的判斷, 以你的心/身/靈複合體還

未充分感受其益處的項目開始*.

這是適當的選擇, 從基礎紮根, 確保地基是良好的, 適合建築. 我們已經為你評估

這項努力的強度, 以及所需耗費的能量. 你們必須有耐心 因為我們給予的意識學

習/教導 課表並不簡短, 也不容易.

(*譯註:或者說就從你最不熟悉的項目開始練習. Thanks to Jim's advice.)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就我對進化過程的了解, 我們地球人類有一特定時間可以進展, 這過

程等分為三個 25,000 年的週期, 到了 75,000 年的終點, 地球本身進化到下一階

段. 是什麼因素使得這過程如此精確地進行?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想像這個特別的能量 向外流動, 向內凝結, 形成造

化的微小領域, 由你們的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管理.

繼續觀看這過程的韻律, 這活生生的流動創造一股節奏 無可避免地 就如同你

們的計時器一般. 當能量鏈結點足以支持心/身體驗時, 你們的每一個行星實體

開始(第三密度的)第一週期(cycle). 但每一個行星實體之週期時程[如你所稱]並不相

同.

這些週期的時序相當於一部分智能能量的量度.

智能能量提供一種時鐘, 這些週期的精準度 就如同你們時鐘的報時. 因此, 從

智能能量到智能無限的大門會準時開啟, 不管當時週遭的情況為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地球上最初的實體--他們的起源是什麼? 當他們來到地球之前, 他們

在何處?

RA: 我是 Ra. 這星球上最初的實體是: 水、火、風、地(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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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指的是長得像我們的人類, 最初的人類來自何方? 他們從哪裡開始

演化?

RA: 我是 Ra. 你說的是第三密度的體驗, 首先的人類來自太陽系的另一星球,

你們稱之為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 火星火星火星火星, 該星球的環境變得無法讓第三密度的生物生存. 因

此首先的人類來自這人種, 並且在當時 多少被守護者(guardians)所改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什麼人種? 他們是如何從火星來到這裡?

RA: 我是 Ra. 該人種是綜合體, 主要是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之心/身/靈複合體, 加上一系

列由守護者細心執行之基因調整.

這些實體降臨, 或者說被保存, 透過一種非繁殖(non-reproductive)的誕生方式, 但包

含降生所需之遺傳基因材料, 來到你們地球.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你說的是 當這個人種的肉身在火星火星火星火星上死去之後, 守護者將該人

種轉移到這裡, 對嗎?

RA: 我是 Ra. 正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顯然地, 守護者是在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情況下如此運作, 你可否解釋在

這過程中,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如何被應用?

RA: 我是 Ra. 這些守護者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命名者. 他們與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的個體接觸,

帶給他們智慧, 然後, 守護者族群之社會記憶複合體 與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族群種彼此融

合, 然而, 其他守護者認為, 這樣做增加了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應用之扭曲, 由於這個開端

行動 , 他們為地球設置了隔離(機制), 因為他們感覺到 那些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個體之自

由意志被刪減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個體在離開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之前 是否遵行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些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個體嘗試學習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原初變貌之一,

然而這些人群的好戰行為 導致他們星球的大氣環境變得難以居住, 在它的週期

終結之前, 就使得火星火星火星火星無法讓第三密度生物居住. 因之, 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的個體無法被

收割, 於是繼續在你們的幻象中, 嘗試學習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個體從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被移轉到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這件事發生在多久以前?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時間估計, 這件事大約發生在 75,000 年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75,000 年前?

RA: 我是 Ra. 這大約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次轉移發生之前, 是否有任何像我這樣的個體存在--兩隻手, 兩隻

腳--於這個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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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在過去大約四百萬年[以你們的尺度]間, 有訪客在許多時期造訪你

們地球, 這些訪客不會影響到地球的循環週期, 地球地球地球地球的環境當時並不是第三密度,

直到先前提到的時間來臨為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大約在七萬五千年前, 有第二密度的個體, 他們有哪些種類?

RA: 我是 Ra. 第二密度是高等植物與動物生命存在的密度, 但牠們尚未有向上

前往無限的驅策力, 第二密度的生物屬於一個意識之音階, 正如你在你們的振動

中發現不同定向*的意識在你們的有意識實體之中.

(*譯註: 表示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上的人類依國籍不同, 有不同的思想, 價值觀..etc.)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第二密度的個體形象與我們相似--兩隻手臂, 兩隻腳, 一個

頭, 筆直行走?

RA: 我是 Ra. 有兩種第二密度的高等動物是兩足動物, 不過, 牠們還沒有直立

行走的能力, 牠們傾身向前, 很少離開四足落地的姿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生物來自何方? 牠們是否為進化的產物, 如我們科學家所描述的一

般? 牠們是否從地球的原生物質所演化而來?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生物是否會從第二密度演化到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誰也不能擔保要花多少週期 才能使一個實體

學到自我意識的功課, 這是過渡到第三密度的必要條件.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地球上 是否有特定的人種是從這裡的第二密度降生的?

RA: 我是 Ra. 此刻在你們地球上 沒有第二密度的意識複合體. 然而, 有兩個

人種使用第二密度的形體. 其中一個來自於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行星, 他們正在努力運作其

理解複合體, 透過一系列你們所謂的業力補償(karmic restitution). 他們居住在你們

深邃的地下通道, 俗稱"大腳大腳大腳大腳" (Bigfoot).

另外一個人種在這密度居住 是由於守護者為了萬一發生核子戰爭, 能夠提供此

地的心/身/靈複合體一個被妥當設計的肉體載具, 或稱為化學複合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不懂 為何這些載具或生命適合於核子戰爭事件?

RA: 我是 Ra. 這些生命存在狀態屬於第二密度的本能生物, 他們被保存的原因

是為了形成所謂的基因庫, 以備不時之需, 這些身體複合體能夠承受嚴苛的輻射,

你們目前的肉體載具目前無法做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肉體複合體在什麼地方?

RA: 我是 Ra. 這些肉體複合體居住在無人居住的深邃森林中, 牠們散佈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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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各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牠們是大腳型大腳型大腳型大腳型的生物?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我們不會稱之為大腳大腳大腳大腳, 因為牠們為數稀少, 並

且非常擅於躲避偵測, 首先(提到的)人種比較不能察覺到其他人類的接近, 但這

些生命非常擅於躲避, 因為他們降生之前就對於科技有相當的了解. 這些個體最

為你們人類所知的 是有對發光的眼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有兩種不同的大腳大腳大腳大腳? 對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最後的問題. 有 3 種大腳大腳大腳大腳, 如果你可以接受用同個名詞形

容 3 種不同的人種. 前兩種我們已經敘述過, 第 3 種是一個思想-形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進這器皿的舒適度?

RA: 我是 Ra. 這器皿需要 在她身體的敏感易痛部位 做一些調整, 這扭曲是來

自於松果體的能量阻塞.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

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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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場集會第十場集會第十場集會第十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如果我們回到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靈魂移轉之前的時點, 可以澄清一些事情;

讓我們明瞭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在這次移轉是如何運作的, 以及為什麼需要這樣的移轉.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使得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人民失去他們的星球? 這事件在多久之前

發生的?

RA: 我是 Ra,  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人民的文明與你們的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社會複合體有些雷同,

擁有許多科技資訊, 卻沒有用於照顧與保護他們的星球, 接著產生許多複雜的思

想, 行動, 你可以聯想到所謂的負面極性, 或服務自我傾向. 然而這些大部分被潛

藏在一個誠摯的信仰/思想結構中, 這個星球的心/身複合體們認為這些思想似乎

是正面, 且服務他人的. 後來發生一場[你們稱為的]戰爭 摧毀他們的生物圈並造成

星球解體.

當這個社會複合體的科技逐漸發展到頂點, 這時間大約是70萬5千年前. 該星球的

週期比你們要早開始許多, 因為在太陽系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該星球在較早的

時點便能支持第一密度生命型態的存在.

在這場(戰爭)事件之後 這些實體受到嚴重的創傷, 你可以稱為社會複合體之硬塊,

或恐懼的糾結. 經過好一段時間 沒有人能夠接觸到他們 沒有任何存有能夠協助

他們.

以你們的紀年法, 大約在60萬年前, 當時存在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成員們才能夠派出一個

社會記憶複合體 與他們接觸 解開他們的恐懼糾結. 這些實體才憶起他們是有知

覺的. 這覺察將他們帶到所謂的較低星光層面(astral plane), 他們在那兒得到滋養,

直到每個心/身/靈複合體終於能夠從創傷中走出 得到治癒; 然後每個心/身/靈複

合體能夠檢視他們在先前的人生/幻象複合體中經歷的扭曲.

經過這樣的學習/教導經驗之後, 他們群體決定將自身置於所謂的業力減輕型態.

為了這個目的, 他們來到你們星球, 降生在(當時)不是可接受的人類形體中.

他們一直在此經歷著 直到破壞的變貌被服務他人[一個較少扭曲的願景]的渴望取

代. 因為這是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大多數存有的有意識決定, 靈魂移轉到地球的時間大約在

50萬年前開始, 並使用當時可用之身體複合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所說的 當時可用之身體複合體, 是指猿猴的身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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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正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從那個時候起 是否有任何的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實體蛻變? 他們目前還在第二密

度, 或有些在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的意識一直都在第三密度, 業力減輕機制的設計是 將

這些意識置放在第二密度的肉體中, 使他們無法太敏捷, 或用手精巧地操縱第三

密度的工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的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實體向前進, 在一個週期的盡頭順利畢業, 從第

二密度的肉體轉移到第三密度的肉體?

RA: 我是 Ra, 在這些實體中 有許多人能夠去除所謂的業力累積, 因此得以處

於第三密度的身體, 經歷第三密度週期. 他們大多數降生在宇宙的另一處 繼續

他們第三密度的週期.

當地球進入第三密度時, 這些實體中有少數得以加入這星球的第三密度振動. 還

有一些實體協調心/身/靈的過程尚未完成, 還沒解除過往行動造成的扭曲, 因此

他們留在這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說的是指大腳大腳大腳大腳(Bigfoot)?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是大腳大腳大腳大腳的一種.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我們目前的人種有一些來自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 不少實體來自火星火星火星火星, 是否

有實體來自其他地方?

RA: 我是 Ra, 目前經歷你們時間/空間連續體的實體來自許多, 許多地方[以你們

的稱謂]; 因為當一個週期完畢後, 那些必須重複第三密度的實體 必須找到一個

適當的星球重新開始. 對於一個星球[心/身/靈複合體]而言 包含來自這麼多不

同地方的實體 是相當不尋常的情況. 但這情況也解釋了許多事情, 你看, 你們

正在與許多必須重複同一週期的實體 一起經歷第三次元; 因此即使有許多教導

/學習者的協助, 要統合(群體)的定向仍是件困難的事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 被摧毀的時候, 是否所有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人都有恐懼的問題, 或

者有些人進展到足以移轉到其他星球?

RA: 我是 Ra, 在那次的星球溶解事件, 沒有人能夠逃過, 因為這事件對於星球

上的社會複合體起作用, 沒有人能逃過這個硬塊或糾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此時, 這類事件是否會危及地球?

RA: 我是 Ra, 我們覺得評估你們地球的心/身/靈複合體們的所謂未來應該不具

傷害性. 我們只能說心智的狀態有可能發展出這類(毀滅性)科技與相關的部署.



95

就我們的視野/理解 是你們人類的心智與靈性複合體需要重新定位, 而非哪些

"玩具"需要被拆除, 所有存在的事物不都是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一部分?  因此, 自由地去選

擇是你們的職責.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週期到了盡頭 畢業典禮展開, 實體們從一個星球被遷移到另一個,

他們藉由什麼方式前往新的星球?

RA: 我是 Ra. 在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計畫中, 心/身/靈 全體/存在性的第一步是將它的心/

身/靈複合體放置在合適的 愛/光 之場所. 這樣做可以確保該複合體得到適當的

治療, 最終與全體/存在性複合體調和. 這過程的時間不等, 當它完成之後 這週

期的經驗開始分解 被過濾及蒸餾直到剩下純粹的變貌型態. 在此刻, 已收割的

心/身/靈 全體/存在性衡量它的存在性對該密度的需求, (為它的複合體)選擇更適

當的新環境, 不管是重複這個週期, 或前往下一個週期. 這就是收割的方式, 由

許多實體守護與看顧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實體們從一個星球被遷移到另一個, 他藉由思想移動 或乘坐一個載

具?

RA: 我是 Ra. 心/身/靈 全體/存在性與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為一. 沒有時間/空間的扭曲, 因

此只需在時間/空間(複數)的無限陣列中, 想一個適當的所在地即可.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一個實體降生於第三密度, 他可能無意識地學習 不知道他自己在學

什麼東西; 或者他有意識地覺察他在學習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透過第二種有意識的學習,

這個體有可能顯著地加速成長,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雖然許多實體並非有意識地覺察到這點, 他們的確渴望加速自身的成長,

他們的工作將是在此生發現這點. 他們在第三密度能夠加速的速率要比在中陰

期間快許多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將嘗試談論這個概念.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有個主要變貌:

自由意志變貌, 因此每個實體可以自由地去接受, 拒絕, 或忽略 他週遭的心/身/

靈複合體, (甚至)忽略造物本身. 在你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1 中 有許多人 在這個

時間/空間 每天[以你們的表述]從事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主要原初變貌之一, 換言之, 愛之

道. 無論如何, 如果相同的實體, 從心/身/靈深處傾向愛/光, 於是接受在每一刻

累積當下經驗的責任 2, 這樣的實體能夠強化(empower)其進展, 如同我們之前描

述的 關於強化你們向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呼求.

(1. 譯註:在此指的是地球剛萌芽, 但尚未完整成形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2. 譯註:在此指的是一個體時時刻刻都展現愛之道. Thanks to Carla.)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用有點不同的方式來敘述... 你如何強化這個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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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們理解你現在說到關於指我們先前的資訊, 呼求從一開始, 這

呼求等同無限, 無法被數算. 它是個基石, 第二個呼求增強此基石, 第三個呼求

強化或加倍第二個(呼求的力量), 依此類推, 每一個額外的呼求加倍或授與力量給

所有先前的呼求. 因此, 許多人的呼求產生許許多多的動力, 其聲響壓倒性地傳

播出去 直到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無限的盡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為了本書讀者的一般性發展, 你能否敘述一些練習方式, 可以讓讀者練

習之後 能加速朝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前進?

RA: 我是 Ra.

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練習一: 在你們的幻象複合體中 這幾乎是最核心、最有用的練習. 此刻蘊含著愛.

這是此密度的課程/目標. 這練習就是有意識地在覺察與理解變貌中, 尋求那愛.

第一次的嘗試是基石, 在這選擇之上 將累積該實體餘生之生命經驗.

第二次在此刻尋求愛 開始加成(的效果), 第三次的尋求驅動(power)第二次, 第四次

驅動或倍增第三次. 跟先前呼求的強化方式相同之處在於 會有一些能源的漏失

因為個體在尋求時 不誠心產生的扭曲. 無論如何, 自我對自我有意識的宣言 表

明尋求愛的渴望是件如此核心的意志行動, 因此如先前的情況, 由於這個摩擦產

生的能源漏失在比例上是微不足道的.

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練習二: 宇宙是一個存有. 當一個心/身/靈複合體 觀看另一個 心/身/靈複合體, 

看見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這是個有益的練習.

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練習三: 注視著鏡子, 看見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練習四練習四練習四練習四: 注視著每一個[實體的]心/身/靈複合體四周的造物, 看見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這些練習的基礎或先決條件是養成冥想, 沉思, 或禱告的嗜好. 有了這樣的態度,

這些練習才能夠被消化(processed). 若沒有這樣的態度, 資料無法沉入心智之樹的

根部, 也就無法啟動身體 使之變得高貴, 並接觸靈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對於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Atlantis) 與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Lemuria)文明的興起感到好奇, 他

們來自何方?

RA: 我是 Ra. 這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問題. 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 與 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並非同

一個, 而是兩個文明. 讓我們先看看姆姆姆姆(Mu)大陸的實體們.

他們是一群有些原始的生命, 但他們靈性的變貌相當先進. 這文明屬於這個週期

的一部分, 在很早的時候開始經歷人世, 時間大約在 5 萬 3 千年前. 那曾是一個

有益且無害的地方, 因為你們地球的板塊運動 而被沖刷到海洋裡; 他們自身沒

有什麼(破壞)行動. 他們送出那些生還者到許多地方 包括你們稱為的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 以及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 在你們的社會複合體中 你們感到同情的印地安人印地安人印地安人印地安人 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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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個體的後裔. 如同其他在此週期降生的實體, 他們來自宇宙其他地方. 然而,

這群特別的實體大部分來自一個第二密度的星球, 由於那星球所屬的太陽年紀

衰老, 導致它沒法到達第三密度的狀態. 那星球位於德內比星系*.

(譯註: Deneb, 天鵝座天鵝座天鵝座天鵝座最亮的恆星)

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民族是個相當群聚型的社會群體, 大約在 3 萬 1 千年前[以你們的空

間/時間連續體幻象而言] 開始形成, 它成長緩慢 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 直到大

約 1 萬 5 千年前, 它迅速地獲得高度的科技進展, 導致它以較不有益的方式使用

智能無限. 附帶一提, 他們也能使用智能能量, 而且能從神聖或無限能量中 高度

地操控靛藍或松果體光芒的自然匯流(influx); 因此他們能夠創造生命型態. 他們開

始創造生命, 而非將這股能量拿來醫治 或 使心/身/靈複合體更完美; 使得他們的

變貌轉向所謂的負面.

大約 1 萬 1 千年前, 第一次[你們稱為的]戰爭爆發, 導致該文明約 40%的人口離開

這個密度 [透過身體分解的方式]. 第二次 也是最具毀滅性的衝突發生在大約 10,821

年前, 造成地球結構的改變, 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大陸的大部分地表都被海洋淹沒. 亞特亞特亞特亞特

蘭提斯蘭提斯蘭提斯蘭提斯文明中 3 個正面導向的群體在大毀滅前離開該地, 將他們自身置放在山

岳地帶, 分別是你們稱為的西藏西藏西藏西藏, 祕魯祕魯祕魯祕魯, 以及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在我們結束此次集會之前 你有任何簡短的問題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進這器皿的舒適度? 除此之外 我想知

道當你用這個字"銀河"時, 你對銀河(galaxy)的定義,.

RA: 我是 Ra. 我們用這個詞彙, 即你們的聲音振動"銀河", 我們接受有些銀河

包含一個恆星與數個行星; 其他銀河可能涵蓋好幾個恆星. 無論如何, 以無限的

時間/空間次元性而言, 標明所在地的重要性變得十分微小, 所以我們接受這類

曖昧詞彙隱含的扭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我們所處的太陽系, 一個太陽 九個行星, 你會稱它為一個銀河嗎?

RA: 我是 Ra. 我們不會.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一個銀河大約有多少個星系?

RA: 我是 Ra. 這要看所處的銀河系統而定, 如你所知, 你們自己的銀河系涵括

許多, 數以百萬計的行星實體與恆星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只是想了解你使用銀河時的定義, 之前有幾次 你提到銀河時, 你所

指的是我們稱為的一個恆星系統, 讓我有些困惑.

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使這器皿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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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器皿可以更舒適 如果在其身體複合體下方給予更多支撐. 除

此之外, 我們只能再度請求仔細地校準使用的標誌(symbols) 使器皿更容易保持

平衡. 我們的通訊是窄頻的, 因此帶入我們的匯流必須是精準的.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

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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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一場集會第十一場集會第十一場集會第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是否應該把你建議用來呼叫你的儀式放在這本書[由這些集會構成]

中?

RA: 我是 Ra, 這件事的重要性很低, 因為我們的建議的目的只是為了透過這器

皿與這個群體建立通訊管道.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讓(某某)跟(某某)參與這些集會 是否對於器皿有幫助? 群體的人數對

於集會本身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

RA: 我是 Ra, 最重要的實體是發問者及振動聲音複合體, Jim. 這兩個實體藉由

他們的能力, 分享其肉體能量複合體, 也是你們愛的振動之一部分, 額外地幫助

了器皿的舒適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昨天說到 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由於戰亂被摧毀, 如果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沒有因為戰爭被

摧毀, 它是否可能演進為一個服務自我(self-service)的星球? 其上的個體是否會增

加其密度, 繼續前往負面或服務自我的第四密度?

RA: 我是 Ra, 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星球上的社會群體, 跟你們地球的狀態很像, 其能量方

向是混雜的, 因此, 雖然是未知的假設, 最有可能的結果會是一個混合的收割--

有些人前往第四密度, 有些人前往第四密度於服務自我方面, 大部分的人重複第

三密度. 這是個粗略的估計 因為當行動發生時 平行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停止,

接著新的或然率/可能性漩渦開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有個行星在太陽的背後, 在我們星球軌道的對面, 我們不知道的

行星?

RA: 我是 Ra, 在你們太陽的另一面有一個星球, 其特質十分, 十分寒冷, 但大

到足以彎曲一些特定的統計數據. 這個星球不應該被稱做行星(planet), 因為它被

閉鎖於第一密度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剛說到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的實體們可能前往第四負面密度, 這些人是否離開

我們目前的第三密度, 前往宇宙中屬於第四, 服務自我, 負面密度的星球?

RA: 我是 Ra, 你的問題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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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我們的週期結束, 舉行畢業典禮, 是否有任何人可能從這個第三密度

進到一個第四密度的行星, 屬於服務自我, 或負面型態的行星?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抓到你詢問的重點了. 在這次收割中, 該或然率/可能性

漩渦指示著一個屬於這類型的收割, 雖然數量不大.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們 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希特勒希特勒發生什麼事情?

RA: 我是 Ra, 稱為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阿爾道夫的心/身/靈複合體在此刻處於治療的過程, 他目前

位於你們星球力場的中間星光層面. 這位個體非常地困惑, 雖然認知到化學身體

死去造成的振動水平改變, 依然需要許多的關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歷史上 是否有廣為人知的個體進入第四負面[服務自我]密度的

行星 或有誰將會到那兒?

RA: 我是 Ra, 如此收割的個體數量非常少, 無論如何, 有少數人穿透了第八層,

其唯一方法是穿過第六層 開啟第七層. 穿透進入第八層或智能無限階層 允許

該心/身/靈複合體得以被收割, 如果他在該週期的任何時間/空間有此願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行星的歷史中, 有沒有這些人的名字?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提到一些, 如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Taras Bulba),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及拉斯拉斯拉斯拉斯

普廷普廷普廷普廷(Rasputin).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他們需要什麼條件來達成?

RA: 我是 Ra, 上述的幾位個體都覺察到, 透過(古老的)記憶, 關於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的

理解, 使用心/身/靈複合體中各個能量匯入中心, 到達入口, 通往智能無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允許他們行使所謂的魔法? 當他們在世時 是否可以行使一些超

自然的事蹟?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前面兩位個體很少有意識地使用這些能力. 然而 他

們一心一意地專注在服務自我方面, 因此投注全部心力地在個人修練上 加倍,

再加倍其能量, 以致於將入口充能.

第三位是個覺知的行家(adept), 同樣全神貫注於服務自我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三位實體目前在何處?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在你們所知的第四密度, 由於空間/時間連續體不相容的

緣故, 嘗試找出他們的所在地無法獲致實際的理解, 我們只能取近似值. 他們各

選擇一個第四密度星球 透過服務自我的方式, 繼續獻身於追求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其中一個在你們所知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團(Orion group), 一個在你們所知的仙后座仙后座仙后座仙后座

(Cassiopeia), 還有一個在你們所知的南十字星南十字星南十字星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 無論如何, 這些位置

並不令人滿意. 我們沒有相關的字彙可以將必須的幾何學計算傳遞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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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去了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團?

RA: 我是 Ra, 你們所知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在那兒做什麼? 他的工作或職業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實體以他自己的方式服務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是否不可能精確地告訴我們 他如何從事其服務?

RA: 我是 Ra, 談論這個詢問是可能的, 無論如何, 我們利用任何機會 好重述所

有生命(being)服務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這項基本理解/學習.

你所說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目前, 降生為一實質的光體 其工作是散佈思想控制的資料給

那些所謂的十字軍(crusaders). 你可以稱呼這實體為運務員(shipping clerk).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十字軍做什麼事情?

RA: 我是 Ra, 十字軍進入他們的雙輪戰車(chariots)好征服其他星球的心/身/靈社

會複合體, 在他們(被征服者)到達社會記憶的階段之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星球在什麼階段可達到社會記憶?

RA: 我是 Ra, 一個心/身/靈社會複合體 當其整體成員歸屬同一個定位或尋求

就成為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個體(過去)失落的群體記憶[被埋藏在心智之樹的根部]

就變得為社會複合體所知悉, 從而創造了社會記憶複合體. 這種複合體的好處在

認知社會本質及尋求真理兩方面都相對地沒有扭曲; 因為該社會的所有實體都可

以使用全部的理解/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我們有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座的十字軍光臨地球 為著思想控制的目的, 他

們如何做到這點?

RA: 我是 Ra, 如同所有(生命), 他們遵循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留意自由意志. 他們與呼叫

的人接觸, 他們也做和你們所做相當的事, 就他們對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特殊理解, (著重

在)服務自我, 散佈其態度與哲學. 這些人成為精英, 透過這些人 他們嘗試創造

出一個情況, 讓星球上其餘的實體被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奴役.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關於那些接受十字軍努力成果的人類, 你可以舉出任何人名嗎?

RA: 我是 Ra, 我們不希望侵犯自由意志變貌, 舉出這些人名 會侵犯你們空間/

時間的未來; 因此, 我們保留這項資訊. 我們請求你沉思那些實體行為的果實,

從觀察人們如何享受權力的變貌開始. 如此 你可以自己分辨這項資訊. 我們不

會干涉, 容我們說, 這場星球遊戲. 它不是收割的中心議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十字軍如何將他們的觀念傳遞給地球上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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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有兩種主要的方式, 正如服務他人也有兩種方式.

有些地球上的心/身/靈複合體 練習並執行一些鍛鍊 尋求這類的資訊及力量, 好

開啟大門, 通往智能無限.

另外一類人 本身的振動複合體就足以開啟大門 並且與全然的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服務自我接觸, 因

此關於操控他人的變貌就可以輕易地提供給這類人, 無須訓練, 無須控制.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十字軍傳遞何種訊息給這些人?

RA: 我是 Ra,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團傳遞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資訊 定位在服務自我層面. 這資訊可以

是很技術性的; 如同一些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成員試圖提供給地球一些科技資訊, 於服務他

人層面上.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團提供的科技 即為各式各樣的控制或操控他人的工具, 用於

服務自我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是說 有些科學家接收到這些科技資訊, 透過心電感應方式, 然後產

生一些可用的小玩意兒?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一些十分正面的科學家接收到這些資訊,

意圖開啟其和平用途, 卻在最後產生潛在的毀滅性回響, 因為其他負面傾向/變

貌的科學家進一步接受這樣的資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就是我們如何學會核子能量的過程? 混雜著正面與負面的傾向?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負責召集科學家的實體們擁有混雜傾向, 起初的科

學家們多是十分正面的. 但接手後續工作的科學家則有著混雜傾向, 包括一個極

度負面的實體 [套用你們的用語].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極度負面的實體是否還在地球上?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你無法給予他的名字, 所以我接著問你 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是從哪裡得到他的資訊?

RA: 我是 Ra, 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從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得到資訊,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想要幫助這個極度地, 容我們

說, 天使般的正面實體, 他想要使人類同胞[心/身/靈複合體]的生活更好. 不幸地

[容我們說], 如同許多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由於第三密度的振動導致這實體在觀察其同伴[心

/身/靈複合體]方面被極度地扭曲, 以致於他的任務受到阻礙, 結果, 原先的目的被

嚴重歪曲(perverted).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原本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的工作可以如何造福人類, 它原先的目的為何?

RA: 我是 Ra, 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心/身/靈複合體]原本最渴望的目的 是將所有地球上的實

體從黑暗中解放. 因此, 他嘗試給予地球[屬於它自己的]無限能量 讓人可以使

用於照明及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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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將所有地球上的實體從黑暗中解放 你精確的意思是?

RA: 我是 Ra, [由於錄音機故障, 大部分的回答遺失了, 回覆的核心如下所述.]

我們說的 將人類從黑暗中解放 可以照字面上意義解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 將所有人類從黑暗中解放 是否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相稱? 或者說它會帶

來任何真正的產物?

RA: 我是 Ra, 如此的解放帶來的產物將創造兩種經驗.

首先, 人們經驗到 無須倚靠薪水, 也就是以你們的金錢來換取能源.

其次, 人們有閒暇時間之後, 就有可能增進其自由度 進而尋找自我— 尋求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之開端.

那些位於你們的次元層面, [身體上]從黎明一直工作到暗夜的人[依照你們的命名方式]

很少人能夠有意識地沉思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般而言, 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是否被預先計畫好了?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最後一個問題.

這是正確的.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分好幾波降生地球, 為了逐步將人們從日間週期令人勞累的

需求, 以及缺乏休閒自由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剛剛是最後一個問題, 所以照慣例, 我想問,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

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做得很好. 最重要的事情為仔細地校準那些標誌. 良好的調

整可以在這個特別的時間/空間 幫助器皿的肉體複合體處於舒適的變貌.

在結束這次集會之前 容我們詢問 是否你還有任何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簡短的問題,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下次再說. 我的

問題是, 為什麼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星座的十字軍要這麼做? 他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這

可能要花太長的時間來回答.

RA: 我是 Ra, 這並不會花太長時間回答, 服務自我就是服務全體. 當以這個角

度來看, 服務自我 需要不斷擴張地使用他人的能量 用於操縱的目的 以利於自

我前往權力的變貌.

如果需要更充分地闡述這主題, 我們可以下次再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忘了一件事, 有沒有可能在今天稍晚 再進行一次集會?

RA: 我是 Ra, 這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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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

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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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二場集會第十二場集會第十二場集會第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你提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的十字軍坐雙輪戰車來到這裡, 你可否描述這

些戰車?

RA: 我是 Ra, 雙輪戰車(chariot)這個名詞被用於(古代)戰爭之中, 那是其意義, 獵

戶(集團)的載具有以下形狀: 首先, 瘦長 卵圓形; 如果在光線照耀下, 表面有比

銀色暗的金屬光澤; 若沒有光線, 則呈現火紅的顏色.

其他載具包括碟型的物體 體積較小 直徑大約 12 呎; 以及箱型的物體 每邊大

約為 40 呎. 還有其他載具透過(駕駛員的)思想控制機制可以隨意變更形狀.

有各種不同的文明複合體在這個集團之中工作, 有些比其他文明更能運用智能

無限, 這資訊極少被分享; 因此, 雙輪戰車的形狀與外觀極為多樣化.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是否有盡任何努力阻止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戰車的到來?

RA: 我是 Ra,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盡所有努力隔離這行星. 無論如何, 守護者的網路, 如

同其他形式的巡邏 不管在何等層級, 都不致於讓所有實體都無法穿透這隔離,

因為如果一個請求是基於光/愛, 符合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將被默許進入; 若沒有經過請求

的程序, 有時候會有漏網之魚, 那麼隔離網也會被穿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發出這請求?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不是很了解,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如何阻止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雙輪戰車穿透隔離?

RA: 我是 Ra, 接觸的層級位於光-形態(light-form)或光體-存在(lightbody-being),視守

護者的振動層級而定. 這些守護者掃描你們地球的能量場, 以察覺是否有任何實

體接近. 一個接近中的實體會被呼叫, 以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之名. 任何被呼叫的實體會

沐浴在愛/光 之中, 由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權能, 憑藉自由意志來服從這隔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實體如果被呼叫之後 仍不服從隔離規定, 會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被呼叫之後 仍不服從隔離規定 會發生的事就相當於 你走路時

即將撞到一個結實的磚牆 卻不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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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實體如果真的這樣做, 他的雙輪戰車會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是單一的存在, 那些能夠抵達隔離邊界的生命 其振動層

次已經足以看到那愛/光, 並了解到打破這個法則法則法則法則(Law)是不可能的. 因此沒有什

麼事情會發生; 不會產生嘗試; 也沒有衝突. 唯一能夠穿透隔離的生命 在你們

星球能量場周圍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發現窗口或扭曲, 透過這些窗口 他們來

到(地球). 這些窗口是稀少且無法預測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可以說明在 1973 年 突然出現大量 UFO 我們稱之為"UFO 鼓動

事件" (UFO flaps*) ?

RA: 我是 Ra, 正確.

(*譯註:西元 1973, 在許多國家都發生多起 UFO 目擊事件-- 觀察者將此次事件稱為 UFO "flap."

參考來源: 國際幽浮組織 http://www.ufon.org/m-ufon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出現在我們天空的 UFOs, 是否大多數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RA: 我是 Ra, 許多在你們天空可見的物體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他們送出訊息, 有些

被傾向服務他人的個體所接收, 這些訊息則被轉變成那些個體可以接受的訊息

例如警告未來會發生的困難. 這是當 服侍自我(self-serving)實體碰到這類人所能

做的 最大程度.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發現對他們目的最有幫助的 是與那些傾向服務自我

的個體做接觸. 在你們天空中 有許多正向本質的思想型態 屬於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影

像)投射. 其他的目擊則是你們人群以光學儀器不經意地看見你們政府的武器設

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提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十字軍 當他們通過網絡時, 同時給予科技與非科技的訊息.

我想我知道你所指的科技訊息, 但他們給予何種非科技訊息?

我假設他們使用心電感應的通訊?

RA: 我是 Ra,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透過心電感應, 他們散佈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伴隨著服

務自我的變貌. 在先進的團體中 備有儀式與練習, 並且被書寫下來, 正如傾向

服務他人的個體們寫下他們導師要散佈的哲學. 獵戶座獵戶座獵戶座獵戶座的哲學關乎操控他人的

服務, 好讓他們能體驗對其他自我的服務, 因此透過這體驗 得以欣賞服務自我.

如此這些實體成為傾向服務自我, 接著再去操控他人 於是他們也可以體驗到對

其他自我的服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就是我們所謂黑魔法的起源?

RA: 我是 Ra, 這在某方面來說是正確的, 就另一方面而言則不正確.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曾經幫助所謂的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些個體不管在什麼情況下 都關

心如何服務自身; 在你們所謂的內在次元有許多負面導向的靈體, 因此可做為他

們的內在老師或指導者, 以及 某些靈魂的[所謂的]佔有者, 它們追求服務自我

的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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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地球上的個體 是否有可能因過於混亂而同時呼叫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與獵戶獵戶獵戶獵戶

集團 以交替的方式?  先是前者 然後後者, 接著又回到前者?

RA: 我是 Ra, 對於未調音(untuned)的管道[如你對該服務的稱謂]而言 這是完全可能

的, 去同時接收到正面與負面的通訊. 如果該個體其混亂的基礎仍傾向服務他人,

則該個體將接收到末日的訊息; 如該個體傾向服務自身, 在這種情況, 十字軍們

發現不需要說謊, 則會直接開始給予他們要傳遞的哲學. 許多你們所謂的接觸都

曾被混淆 且具自我毀滅性, 因為那些管道傾向服務他人, 但渴望看到證據, 於

是向十字軍的謊言敞開, 抵銷了管道的有效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十字軍是否大多數為第四密度?

RA: 我是 Ra, 大多數為第四密度, 正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第四密度的實體在正常情況下 -- 我們是否看得見它們?

RA: 我是 Ra, 使用"正常"這個詞彙令問題變得混淆, 讓我們改變措辭以增加其

清晰度. 第四密度, 藉由選擇, 不被第三密度看見. 第四密度成為可見是有可能

的. 無論如何, 一個第四密度實體不會這麼選擇, 因為需要集中(心神)在一個相

當困難的振動複合體上, 就是你們體驗的第三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此時是否有生活在地球上的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或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 並且可以被(肉眼)看見?

RA: 我是 Ra, 目前沒有實體或群體行走在你們之間, 然而,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十字軍使用兩

種型態的實體來執行其命令. 第一類是思想-型態; 第二類是某種機器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這機器人 ?

RA: 我是 Ra, 這機器人可以像任何生命, 它是個建構(construct).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機器人是否被通稱為"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 (Men in Black) ?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是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

RA: 我是 Ra, 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是一種思想-型態的實體, 在他們的構成中有一些存在性

(beingness), 他們有些特定的物理特性.

然而, 他們真實的振動本質並沒有第三密度的振動特質, 因此, 他們能夠視情況

具體化或非物質化(消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黑衣人全都被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十字軍所使用?

RA: 我是 Ra,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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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曾提到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Wanderers), 誰是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他們來自何方?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想像你們海灘上的沙子, 數不盡的沙粒好比智能無

限的(眾多)來源. 當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已經獲致 它對於自身渴望的完整理解,

它可能做出結論 認定其渴望為服務他人, 藉由伸出他們的手[比喻性地]給任何一

個呼求援助的個體. 這些實體 你們可以稱為憂傷的兄弟姊妹憂傷的兄弟姊妹憂傷的兄弟姊妹憂傷的兄弟姊妹(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Sorrow), 他們會前往憂傷呼叫的地方. 這些實體來自無限造物各個範圍, 藉由

服務的渴望 結合在一起.

(譯註: 星際聯邦曾表示, 地球的別名又叫做憂傷憂傷憂傷憂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有多少人目前降生於地球?

RA: 我是 Ra, 這個數目只是近似值, 由於地球迫切需要提升其振動, 吸引大量

(實體)湧入以幫助收割. 目前數量接近 6 千 5 百萬.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流浪者)是否大多數來自第四密度? 或者他們來自其他密度?

RA: 我是 Ra, 少數屬於第四密度. 絕大多數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如你所稱, 屬於第六密

度. (流浪者)服務的渴望必須扭轉朝向很大的心智純粹度, 以及你們稱為的有勇無

謀或勇氣; 由你們(自己)判斷[一種變貌複合體].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的挑戰/危險 在於他可能會忘記其任務, 與業力發生牽連, 因之被捲入大

漩渦(Maelstrom)中, (雖然)他原本降生的目的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毀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實體做了什麼 會與業力發生牽連? 你能否給一個例子?

RA: 我是 Ra, 一個實體有意識地以沒有愛心的方式行動 與他人互動 便會與業

力發生牽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中是否有許多人在第三密度處境中有肉體的病痛?

RA: 我是 Ra, 由於在第三密度與較高密度的振動 有著極度的變異, 一般而言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有某種形式的障礙, 困難, 或有著嚴重的疏離感. 這些困難中最普遍的是

疏離感, 藉由人格上的無秩序 企圖對抗地球振動的反應; 以及身體複合體的病

痛 指出(從較高振動)調整到地球振動過程中 發生的困難, 例如你們所謂的過敏

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們重新校準那些標誌物件. 對於一次的集會而言 扭

曲並不顯著. 但衡量整個集會環境 你將發現休息處比正確之位置偏移 1.4 度, 就

適當的方位角而言 額外偏移 0.5 度. 在目前的時空 無須過度擔心這點, 但不要

允許這些扭曲維持過久期間, 否則我們的接觸將逐漸受損.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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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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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三場集會第十三場集會第十三場集會第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9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首先 我想向你道歉, 在找尋我們應做什麼的過程中問了這麼多愚蠢的

問題. 我認為我們現在做的事, 成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是偉大的榮耀與特典.

我現在相信 準備這本書的方式是從造物的起點開始, 一直到地球人類的演化,

探查在所有時期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是如何被運用的. 我還想建議將這本書命名為, 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the Law of One), 同時聲明作者為 Ra, 你同意這點嗎?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不清楚. 你可否將問題分開敘述 關於各個徵求同意的

部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首先 我想從造物的起點開始, 追溯到我們能夠到達的極限為止, 然後

跟隨人類的發展 直到目前的時間. 這點你贊成嗎?

RA: 我是 Ra, 這完全取決於你的辨別/理解/決定.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其次, 我想將本書之標題定為,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著作. 這點你贊成嗎?

RA: 我是 Ra, 這書名可以接受. 作者的身分, 聲音振動複合體 Ra, 以我們的理

解變貌而言, 是不完整的. 我們是使者(messenger).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敘述 誰應該掛名本書作者?

RA: 我是 Ra, 我只能請求你 如果你的 辨別/理解 建議使用 Ra 這個聲音振動

複合體, 請附加上這個說明: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在造物中已知的第一個東西?

RA: 我是 Ra, 造物中已知的第一個東西是無限, 無限即是造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從這無限中 一定產生我們所經驗為造物的東西; 下一步或下一個演進

是什麼?

RA: 我是 Ra, 無限開始覺察, 這是下一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之後, 發生了什麼?

RA: 我是 Ra, 這覺察被引導到無限的焦點, 進入無限能量, 你們曾用各式各樣

的聲音振動複合體稱呼這能量, 最常進入你的耳朵的是"理則理則理則理則"(Logos) 或 "愛愛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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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是無限的聚焦 如同一個 覺察的或有意識的原則, 就我們能夠在你們的

語言中創造的理解/學習, 我們對它最接近的稱呼為: 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智能無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敘述下一步?

RA: 我是 Ra, 下一步仍然是在此空間/時間鏈結(nexus)點, 實現其進展 正如你在

你們幻象中所見. 下一步是對創造性原則的一種無限反應, 依循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原初

變貌, 意志的自由. 因此 許多, 許多次元, 無限的數目, 是可能的. 能量從智能

無限移動 首先是由於隨機發生的創造原力的流出, 接著創造出全像的樣式

(patterns) 出現在所有造物中 不管從什麼方向或能量去探索. 接著這些能量型態

開始組織起來, 容我們說, 形成它們自己區域性能量的韻律與場域, 從而創造了

[多個]次元及宇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告訴我銀河與行星系統是如何形成的?

RA: 我是 Ra, 你必須想像 在這個詢問中的大躍進, 因為在上個問題, 你稱之為

的物理宇宙尚未誕生.

能量逐漸移動 其型態越來越有智能 直到智能無限放射的能量達到個體化, 成

為共同造物者(co-Creators), 如此開始所謂的物理物質. 要掌握這思想之大躍進,

了解光的概念是主要的方法, 這個屬於無限的振動變貌是物質的構成要素, 這光

充滿能量並且有智能, 因此是創造性原則*呼叫的第一個變貌[屬於智能無限].

(*譯註: Ra 一般都是稱之為 Logos, 也就是理則理則理則理則. )

這愛之光被製造 其中有些特定的特徵 其中一項是無限的整體 由(光的)直線矛

盾地描述*. 這個矛盾是各種物理幻象實體有此外形的原因, 如你們所謂的太陽

系、銀河、行星群, 全都在旋轉著, 移動趨勢朝向扁豆狀(lenticular).

(*譯註: 詢問 Carla 後, 這段可能是描述光的雙重特性, 同時具有粒子與波的特性, 曾經讓物理學

家爭議/困惑許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 我剛剛犯了個錯, 如你所述的大躍進, 如果我試著填補其中的空

隙 是否有助於彌補我的過失?

RA: 我是 Ra, 我方才已嘗試銜接這個缺口, 然而, 你可以用任何你認為適當的

方式詢問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從我剛才問<銀河與行星是如何形成>之前的問題開始, 告訴我從那之

後的下一步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所謂的步驟, 在你發問的時點, 是同時發生並且是無限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智能無限是如何成為, 或者說[我在這裡有些語言上的困難],

智能無限是如何從它自身 變為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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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個恰當的問題.

智能無限辨別出一個概念, 這概念被分辨為覺察意志的自由, 這概念是有限的.

這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第一與原初的矛盾或變貌. 於是 單一的智能無限開始投資自身

在探索眾多性(many-ness)的過程. 由於智能無限的無限種可能性, 眾多性是沒有

止盡的. 因此 這探索得以自由地繼續下去, 無限地繼續著 在這永恆的當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所處的銀河是被無限智能所創造, 或是被無限智能的一部分所創

造?

RA: 我是 Ra, 這銀河以及所有其他物質的東西 都是無限智能的個體化部分之

產物.

當每個探索開始, 它, 依次, 找到其焦點 並成為共同造物者, 使用智能無限 每

個(個體化)部分創造一個宇宙 並允許自由選擇的韻律流動, 與可能性的無限光

譜玩耍著, 每一個個體化部份傳導愛/光轉為智能能量, 於是 創造出任何特定宇

宙中所謂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

每個宇宙, 依次, 被個體化到一個焦點, 依次, 成為共同造物者 並允許進一步的

多樣化, 於是創造進一步的智能能量 使其組織化, 或促使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顯現你們稱

為一個太陽系的振動型態. 因此, 每一個太陽系有它自己的, 容我們說, 區域性

的座標系統, 屬於幻象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

(你們)應可理解, (宇宙)任何部分, 如同一張全像式(holographic)的圖片, 不管它多

小, 屬於任何密度 或幻象的型態, 都涵括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祂是無限].

如此, 一切始於神秘, 亦終於神秘.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智能無限的個體化部分如何創造我們的銀河, 以及創造

我們星系的是否為同一個部分所創造? 如果是如此, 過程是如何?

RA: 我是 Ra, 我們可能誤解你的詢問, 我們的印象是 已經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

可以重述這個詢問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要知道, 我們目前所在的行星系統是一次被創造完成, 或是太陽首

先被創造, 隨後是各個行星?

RA: 我是 Ra, 這過程, 在你們的幻象中, 從較大走到較小, 因此共同造物者, 個

體化其銀河, 創造出能量型態 然後創造出眾多的焦點 好進一步有意識地覺察

智能無限. 因此, 你們所居住的太陽系 有它自己的型態, 韻律, 及所謂的自然法

則, 對它自身是獨一無二的. 無論如何, 這演進從銀河的螺旋能量 到太陽系螺

旋能量, 再到星球螺旋能量, 最後螺旋能量產生的經驗環境 開始該行星實體的

第一個覺知或意識的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關於行星實體的第一密度資訊?

RA: 我是 Ra, 每一步驟都重演 智能無限發現覺知過程 的要點. 在一個星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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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一切始於你所謂的渾沌, 能量毫無方向 在無限中隨機發生. 慢慢地, 以你們

理解的詞彙, 形成一種自我-覺知的焦點; 於是理則理則理則理則(Logos)開始運行, 光來到以

形成黑暗, 依據共同造物者的樣式及振動韻律, 如此建構出一特定的經驗類型.

開始的第一密度是意識的密度, 星球上的礦物與水生命 從火與風那兒 學習存

在的覺察. 這是第一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第一密度如何演進到更大的覺知?

RA: 我是 Ra, 螺旋能量, 即你所稱為 "光" 的特性, 以直線螺旋移動 因此給予

這些螺旋無可避免的上升向量, 就智能無限而言, 朝向更廣泛的存在性. 因此

第一次元的存在努力前往第二密度的課程: (學習)包括生長的覺知, 而非消溶或

隨機的改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定義你剛才說的生長?

RA: 我是 Ra, 你可以在心中想像(picture) 第一密度的礦物或水生命 以及第二密

度的生命開始在其中, 其上移動; 比較兩者的不同. 這移動是第二密度的特徵,朝

向光與生長的努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朝向光的努力, 你的意思是?

RA: 我是 Ra, 第二密度的生長 為努力朝向光, 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為 樹葉努

力地朝向光源生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第一密度與第二密度 是否有任何實質的不同? 比方說 我可否同時看

到一個第一 與第二密度星球併排在一起, 以我目前的狀況, 我兩個都可以看到

嗎? 它們對我而言都是實質可見的?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八度音程中的所有密度都是清晰可見的, 但第四到

第七密度 可自由選擇不可見的狀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第二密度如何進展到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第二密度努力前往第三密度, 即自我-意識 或自我-覺察的密度.

這個努力發生在較高層的第二密度形體, 牠們被第三密度的生物所投資 被給予

一個身分, 到了某個程度 牠們變成自我-覺察 的心智/身體複合體, 於是逐漸變

成 心/身/靈複合體 進入第三密度, 即 靈性意識的第一個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目前我們地球在什麼密度層次?

RA: 我是 Ra, 你所居住的球體 目前其心/身/靈複合體(複數)存在狀態是第三密

度; 以空間/時間連續體而言 它現在處於第四密度, 這種情況造成一個有些困難

的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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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第三密度星球如何成為第四密度星球?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最後一個充分的問題.

第四密度, 如我們先前所說, 它的發生如同時鐘正點報時般的規律. 你們太陽系

的空間/時間已經允許這個星球螺旋進入一個不同的振動配置; 這樣促使這星球

能夠被新的變貌所鑄造.

然而, 你們人類在這過渡時期的思想-型態 包括個人 及社會的心/身/靈複合體

都散佈在很廣的光譜中, 而無法將針頭拿起, 容我們如此說, 將羅盤指向同一個

方向.

因此, 進入愛的振動[有時你們稱為理解的振動]之入口, 在你們目前的社會複合體中

尚未切實有效. 於是, 收割的結果將是 許多人將重複第三密度的週期. 你們的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導師, 及行家們在此時皆專注於增加收割收割收割收割的數目. 然而, 可收割的數目

仍很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向你道歉 因為我有時問些不適當的問題. 有時候 要精確地問對問

題是件困難的事. 我不想重複曾經涵蓋過的話題. 我注意到 這次期間稍微比以

前的工作時間短, 這有原因嗎?

RA: 我是 Ra, 這器皿的生命能(vital energy)有些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 這表示停止今天的另一場集會是個好主意,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稍後再舉行一次集會是可行的, 如果你們接受我們監測這器皿狀

態 當它能量變低 我們會停止使用它, 我們不希望耗竭這器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任何集會 這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將問我最後的問題: 有什麼我們可

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幫助這通訊?

RA: 我是 Ra, 每一位都十分謹慎認真 繼續如此.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115

RA, 第十四場集會第十四場集會第十四場集會第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9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回顧這個早上的工作內容之後, 我想補充幾件事項可能會有幫助.

你曾說 第二密度努力前往第三密度, 即自我-意識 或自我-覺察的密度. 這個努

力發生在較高層的第二密度形體, 牠們被第三密度的生物所投資. 你能否解釋你

說這段話的意思?

RA: 我是 Ra, 就如同你們(出門)會穿外衣, 你們也會投資 或給第二密度生物穿

上 自我-覺察的外衣. 這通常是透過你們所謂的寵物之機會達成. 也可以有其他

不同的投資方式, 包括所謂的宗教習俗複合體 將自然界各式各樣的第二密度存

有擬人化, 並集體送愛給牠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地球還在第二密度的時候, 第二密度存有要怎麼被投資呢?

RA: 我是 Ra, 沒有剛才所說的那種投資, 只有單純的第三密度投資, 也就是螺

旋光線呼叫向上的變貌, 從密度到密度之間. 這樣的過程會比較久, (因為)沒有

實體第三密度具肉身存有的投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第二密度的形態是什麼-- 成為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類之前的牠 長得像什麼? 他在第

二密度時長得像什麼?

RA: 我是 Ra, 第二密度與第三密度的差異在許多情況下都好比一個(人)與另一

個(人)的不同.

但你們地球地球地球地球的生命進化過程被那些來自火星火星火星火星降生到這裡的人種所中斷. 他們被

基因改造, 因此, 有非常顯而易見的變化, 而非從第二密度的兩足動物逐漸提升

到第三密度水平.

這改變與靈魂本身無關, 而是與 從那(火星)文化來的生命 其所處的環境有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從先前的資料 我理解這事件發生於 7 萬 5 千年前, 那是我們第三密度

的進化過程之開端. 你可否告訴我這段歷史, 重點式敘述 在人類發展過程中,

或者說, 在這 7 萬 5 千年期間, 發生哪些外星接觸 目的是為了幫助這個發展?

RA: 我是 Ra, 第一次嘗試協助你們人群的接觸在 7 萬 5 千年前, 這次的嘗試 我

們之前已經描述過. 下一次嘗試 大約是 5 萬 8 千年前, 以你們的衡量標準而言,

持續了一段長時間, 與姆姆姆姆(Mu)心/身/靈社會複合體[你們稱為人種]的接觸.

再下一次的嘗試 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發生在大約 1 萬 3 千年前, 有些智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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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給予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Atlantis)的人們, 內容是治療與水晶工作 跟我們先前所說的是

一樣的性質.

接著 是 1 萬 1 千年前的嘗試,  這些數字只是近似值 因為我們還不能完全地處

理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衡量系統. 這地點在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即我們先前說過的. 與我們

一起來的相同存有 大約晚我們 3 千 5 百年返回 為了是再次幫助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的心/身/

靈社會複合體. 然而, 那些城市的金字塔並沒有被適當地使用.

因此, 這方式不再被進一步追求. 大約在 3 千年前 有(UFO)降落 也是在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

大約 2 千 3 百年前 有一些嘗試 想幫助你們人群, 這是在埃及地區. 在週期剩下

的部分, 我們從未離開你們的第五次元, 並在這最後的小週期持續工作著, 為收

割做準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1 萬 1 千年前 你們造訪埃及埃及埃及埃及人, 是否為你們確實行走在地球上 唯一的

一次?

RA: 我是 Ra, 我理解你的問題 傾向自身 而非 其他-自我, 我們屬於振動聲音

複合體, Ra, 只有在那個時候行走在你們當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理解到 你在稍早的集會中說到 金字塔被建造來 環繞地球*, 當時建

造了多少個金字塔?

RA: 我是 Ra, 有六個平衡(balancing)金字塔 以及其他 52 個被建造 用於額外的

治療與啟蒙工作 協助你們的心/身/靈社會複合體.

(*譯註:請參考第二場集會, Ra 提到金字塔用途的段落.)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什麼是平衡金字塔?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想像 地球的許多力場 位於其 幾何上精確的網絡.

能量從磁場的已知點串流(streaming)進入地球平面. 由於在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方面 逐

漸增長的思想-形態扭曲之故, 地球本身有不平衡的潛能. 這些平衡金字塔被水

晶充能(charged) 從能源力量汲取適當的平衡; 這些能量串流進入地球的各個電磁

場的幾何中心; 電磁能量環繞並塑形這個星球.*

(譯註:這段譯文很饒口, 有心人請參考原文 以得到更少扭曲的理解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讓我做個摘要整理 然後你告訴我 說得對不對. 自 7 萬 5 千年前以來 所

有這些(外星)造訪 其目的是為了給予地球人類 關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認知, 同時以這

種方式 允許人們向上進展 通過第四, 第五, 以及 第六密度. 這是對地球的一

項服務. 金字塔也以它們自己的方式 給予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至於平衡金字塔, 我還不

大確定. 到目前為止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你說得對, 精確度在語言能允許的最大極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平衡金字塔是否避免地球的的自轉軸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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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詢問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平衡金字塔的功能是讓個人得以在金字塔內獲得啟蒙, 或其功能為平衡

地球在空間中的自轉軸?

RA: 我是 Ra, 平衡金字塔結構曾經被用來做為個人的啟蒙. 然而, 這些金字塔

也被設計來平衡地球之能量網. 其他的金字塔則沒有被擺放於正確的位置以治

療地球, 而只適用於治療心/身/靈複合體.

我們注意到 你們的密度過去被扭曲朝向過早發生的老化過程. 我們當時嘗試在

你們星球上協助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在一生中有更多的時間/空間連續體,

好讓他們有更充分的機會學習/教導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原初變貌, 也就是愛愛愛愛. *

(*譯註: 參考 Tobey 新校正的原文翻譯, 在此 Ra 的回答顯得更有邏輯.)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要做以下聲明 並由你告訴我是否正確: 平衡金字塔被用來增加人類

的壽命 好讓他們能獲得更多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智慧 當他們還在肉身的時候. 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我們以前並不稱呼它們為平衡金字塔, 當

時 有更多的金字塔, 並且完全用於以上的目的, 以及教導/學習 醫者們, 讓他們

可以充能 及 致能(enable)這些過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喬治喬治喬治喬治(George Van Tassel)曾在我們的西部沙漠建造了一個整合機(integratron),

這個機器是否可以增加壽命?

RA: 我是 Ra, 這個機器並不完整 以此無法達成以上的目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給予喬治喬治喬治喬治建造這機器的資訊?

RA: 我是 Ra, 有兩次接觸 給予這實體, 喬治, 此資訊. 一次是來自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

第二次是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發現喬治的思想型態產生變化, 於是決定放

棄與他接觸. 於是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使用這個器皿; 然而, 這器皿, 雖然處於困惑的狀態,

他的心/身/靈複合體主要仍奉獻於服務他人. 所以, 容我們說,  他們所能做 最

壞的事就是去詆毀這資訊來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若地球人們現在完成這機器 是否有任何價值?

RA: 我是 Ra, 收割(時刻)是現在. 此時 沒有任何理由 讓人要努力研究長壽, 毋

寧去鼓勵人們尋求自我之心, 因為它清楚地居住於紫羅蘭光(violet-ray)能量場, 將

決定每個心/身/靈複合體的收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回到 7 萬 5 千年前, 這個週期的開始, 過了 2 萬 5 千年 有一次收割, 也

就是 5 萬年前, 你可否告訴我 當時有多少人被收割?

RA: 我是 Ra, 沒有任何收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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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沒有收割量? 那麼, 2 萬 5 千年前, 是否有場收割?

RA: 我是 Ra, 在第二小週期的後期 開始進行一場收割, 有些個人發現通往

智能無限的大門. 雖然那時的收割量極端地少, 那些個體卻極度地傾向服務仍

在重複這個主要週期的實體們. 因此 這些個體留在第三密度, 雖然他們可以

在任何時刻 透過使用智能無限, 離開這個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2 萬 5 千年前, 這些可以被收割到第四密度的實體 選擇留在這裡

服務地球人類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於是, 沒有收割產生, 但有可以收割的實體 他們可以選擇

進入第四次元的方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過去 2 千 3 百年以來, 你們一直積極在這裡工作 為了在這 7 萬 5

千年週期末期 儘可能創造最大的收割量. 你可否以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觀點 來敘述為

什麼你要這麼做?

RA: 我是 Ra, 我代表稱為 Ra 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發言. 我們來到你們當中, 為了

協助你們. 我們過往在服務上的努力被曲解了, 我們渴望盡可能地消除誤解我們

資訊與指引 所帶來的扭曲.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一般提供的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原初變貌, 也就

是服務. 整個造物是一個單一存有存有存有存有(one Being), 好比一個身體, 如果你接受這第三

密度的類比的話. 你會忽略腿上的傷痛嗎? 皮膚上的擦傷? 長膿潰爛的割傷? 不

會的. 每一個呼求都不會被忽略. 我們, 憂傷的實體, 選擇嘗試以治癒憂傷做為

我們的服務, 我們將這憂傷類比為肉體複合體/變貌的疼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Ra 屬於哪個密度層次?

RA: 我是 Ra, 我在第六密度 懷著強烈的尋求 朝第七密度前進, 我們距收割時

期大約只有 250 萬年, 我們渴望, 在我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當收割來臨時,

我們已經準備就緒.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透過你提供的服務 來準備你自己 迎接收割,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我們提供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矛盾得以解決, 愛/光 與 光/愛 得以

平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的週期有多久?

RA: 我是 Ra, 我們的一個週期估算為 75,000,000—你們的 7 千 5 百萬年.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7 千 5 百萬年 ?

RA: 我是 Ra, 那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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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你們給予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的服務中, 除了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你是否也在其他星球工作,

或只在地球?

RA: 我是 Ra, 我們此時只在這個星球工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以前說 你曾被 35 萬 2 千個地球個體呼叫, 這是否意味地球上理解並

接受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人數?

RA: 我是 Ra, 我們無法估計你的敘述之正確性, 因為不是每個呼求的人 都能

理解給予他們的答案. 再者, 那些以前沒有呼求的人們 有可能 經過重大創傷後

幾乎在晚期呼求的同時 發現了答案. 在呼求中 是沒有時間/空間的. 因此, 我們

無法 估計在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有多少個心/身/靈複合體可以聽見 並理

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通常如何執行你的服務 給予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在過去的 2 千 3 百年間 你

做得如何? 你通常如何將這訊息給予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人類?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用過(通靈)管道 好比現在這一個. 但大多數個案 (通靈)

管道被夢境及異象(vision)所激勵, 而不是有意識地 覺察我們的身分 或存在. 這

個特別的小組曾受過特別加重的訓練 以認出這類的接觸. 讓這小組得以覺察資

訊的 焦點 或 振動來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你透過夢境 或其他方式 與人們接觸, 我假設, 這些個體必須首先朝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方向尋求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舉例來說, 當時埃及埃及埃及埃及的人們 處於多神教的狀態, 你

可以說是 一種傾向 去分別崇拜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不同部份. 我們(好不容易)能接觸到一

位傾向信仰太一太一太一太一的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 當週期結束, 不便利的情況發生, 將會有一些個體開始尋求, 或

受到創傷的催化而尋求, 這些人將以心電感應方式聽到你的話語, 或以閱讀的方

式收到訊息, 好比本書.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對的 除了要理解, 不便利的情況已經開始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誰負責傳遞 Oahspe*這本書?

RA: 我是 Ra, 這本書由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中的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所傳遞, 他們的構想

是使用一些你們歷史上已知的宗教或宗教變貌 為了遮蔽以及 部分揭露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

則則則則之主要變貌 1; 最後呈案給(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

所有(書中)的名稱可被視為 因其振動特質而被創造 2. 埋藏其中的資訊與更深入

理解愛與光有關, 嘗試讓無限智能透過這訊息 來教導/學習你們星球的人類, 如

同許多使者所行的一樣.

(*譯註: Oahspe 免費電子書的網址� http://www.sacred-texts.com/o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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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Carla- 這好比詩人寫的詩, ,總有些隱誨難解之處)

(註 2: Carla- 好比一些古老宗教認為 O-M 的發音, 是宇宙創生之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還有其他書具有這種目的, 並且為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所傳遞?

RA: 我是 Ra, 我們不能分享這資訊, 因為它會在未來扭曲你的辨別模式. 你可

以就特定的一本發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傳遞玉蘭廈玉蘭廈玉蘭廈玉蘭廈(Urantia)書?

RA: 我是 Ra, 此書是由一系列離開人世的存在體所傳遞, 即所謂的內在層面,這

項資料並沒有被議會議會議會議會通過.

(譯註: Urantia 免費電子書� http://www.urantiabook.org/web_intro1.htm)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透過艾格艾格艾格艾格-凱西凱西凱西凱西(Edgar Cayce)說話?

RA: 我是 Ra, 沒有實體透過艾格艾格艾格艾格-凱西凱西凱西凱西說話.

(譯註: 國外關於艾格-凱西的著名網站如下: http://www.edgarcayce.org ; http://www.cayce.com/)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艾格艾格艾格艾格-凱西凱西凱西凱西傳遞的訊息是從哪來的?

RA: 我是 Ra, 我們曾解釋過 智能無限從第八密度或八度音程被帶入智能能量.

叫做艾格艾格艾格艾格的聲音振動複合體使用這個大門來觀看此刻, 並不是你們經歷的(時空)

連續體, 而是這個星球潛在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你們有些人用的名詞是 "阿卡西阿卡西阿卡西阿卡西

紀錄紀錄紀錄紀錄"(Akashic record), 或"紀錄的大廳紀錄的大廳紀錄的大廳紀錄的大廳"(Hall of Records) 你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幫助這個傳播?

RA: 我是 Ra, 我們僅重申 校準的重要性. 這器皿從休息處偏移約 0.2 度 此為

正確的角度. 這可以用視覺"盯著"(eyed), 容我們說, 並且提醒器皿. 你們是謹慎

認真的. 在此次集會結束前 有什麼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我們的工作成果是否還不錯?

RA: 我是 Ra,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為太一太一太一太一. (宇宙中)沒有錯誤.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器皿,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

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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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五場集會第十五場集會第十五場集會第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首先 我想向你道歉, 不管是過去及未來 所問的愚蠢問題, 這是由於我

仍在尋找一個適當的入口以探究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我想問關於器皿的使用, 它是否為時間的函數 或者以字數或資訊量來決定? 換句

話說, 我是否應該趕緊問問題, 或者我可以從容地發問?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可分兩個部分, 首先 這器皿的生命能, 也就是身、心、

靈複合體變貌的產物, 是我們可使用這器皿時間長短的關鍵; 我們搜尋你們小組

發現每一位都顯著地有更多的身體複合體能量, 然而, 這器皿在心/身/靈複合體

變貌之存在狀態 有著最適切的調頻, 因此我們繼續留在該器皿(這邊).

其次, 我們的通訊為固定的速率 以小心地使用這器皿. 我們無法, 如你所說, 更

快. 所以, 你可以迅速地發問 但我們給予的答案的步調是固定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並不精確地表達我的意思, 如果一場集會, 好比說, 我花了 45 分鐘發

問, 那麼器皿就只有 15 分鐘可以回答; 或者器皿可以說一小時, 全部加總, 包含

她的回答?

RA: 我是 Ra, 通訊所需的能量進入器皿 為時間的函數, 因此時間是個(關鍵)因

素, 就我們了解你的詢問而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我應該快速地發問, 才不會減少時間,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若你認為適當 你可以這樣做, 無論如何, 我們建議 要得到你需

要的答案 意味你投資一些你所經驗的時間, 雖然你損失一些回答時間, 你得到

的答案較明確. 在過去許多次, 由於(你)急切地發問 導致我們需要(你)重新澄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快速老化在這個行星發生?

RA: 我是 Ra, 快速老化在這個第三密度行星發生, 是由於感受器官網絡複合體

持續的不平衡, 這個網絡複合體位於地球能量場的乙太部分中.

你們人群的思想形態扭曲導致能量串流進入地球磁性氛圍[如果你願意如此稱呼這能

量樣式的網絡]的過程出問題. 也就是說 適當的串流無法正確地被灌注平衡的光/

愛振動, 容我們說, 來自這個八度音程的宇宙層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 你曾嘗試對這個星球的服務, 其中一項是幫助這個星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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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充分地理解並實踐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好讓這快速老化 能被改變為正常的老化過程.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假設有很大的正確程度.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此時這個星球上的人們實踐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學習服務之道, 將對他

們很有幫助.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如果你觀察那些在一生的經驗變貌複合體以此為

方向的實體們, 從他們開始有這類經驗開始觀察, 你將觀察到一個相對年輕[如

你所稱]的外貌.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什麼是我們地球人類, 以個人而言, 可以做的最大服務?

RA: 我是 Ra, 只有一個服務.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為太一太一太一太一. 將自我奉獻給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就是最大的服

務、合一、及源頭. 尋求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實體與無限智能同在. 從這個尋求, 從這

個奉獻起, 多樣性的機會開始演化 其走向取決於該心/身/靈複合體之變貌, 與你

們幻象中[各種複合體]的能量中心有關.

因之, 有些人成為醫者, 有些成為工作者, 有些成為老師, 依此類推.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若一個實體 就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而言 達成完美的平衡, 這樣的人是否還是會經

歷老化過程?

RA: 我是 Ra, 一個完美平衡的實體會變得疲倦, 而非可見的老化. 課程學習完

畢, 該實體便會離開. 無論如何, 這是適當的, (雖然)是你們人類沒有體驗的一種

老化方式. (一般而言)理解來得緩慢, 而肉體複合體的解構卻快速許多.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多告訴我一些關於"平衡"這個字在這裡的意思?

RA: 我是 Ra, 想像, 如果你願意, 那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 你沒有圖像. 於是, 這過程開始:

愛愛愛愛創造光, 成為愛/光, 串流進入行星球體, 依照電磁網的入口點. 這些串流因此

得以為個人所用, 如同行星, 個人也是一個具有(多個)入口點的電磁能量場.

在一個平衡的個人裡內, 每一個能量中心是平衡的, 明亮且完整地運作著. 你們

星球的阻塞造成智能能量的一些扭曲; 心/身/靈複合體的阻塞又進一步地扭曲或

使這能量失去平衡. 有一種能量, 它可以被理解為 愛/光 或 光/愛 或 智能能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是否可以假設心/身/靈複合體的阻塞之一可能是, 容我們說, 自大

(ego), 而這個阻塞可以用 值得/不值得 來平衡, 我這樣說對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你如何平衡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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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們無法以這個概念來工作, 因為它被誤用, 理解無法從而發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人要如何開始平衡他自己? 第一步是什麼?

RA: 我是 Ra, 只有一個步驟, 那就是, 理解構成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中心群,

這理解可以簡單地歸納如下, 首先要平衡的是王國(Malkuth
*), 或地球地球地球地球振動能量複

合體, 又稱為紅色光芒複合體. 理解並接受這股能量是基礎的(工作).

(*譯註: 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 Google 查詢, 基本上與卡巴拉數有直接關係.)

下一個可能被阻塞的能量複合體是情感, 或個人複合體, 又稱為橙色光芒複合體,

在這裡發生的阻塞通常呈現出個人古怪的行為或關於自我覺知理解、自我接納上

的扭曲.

第三個阻塞最接近你所謂的自大(ego), 它是黃色光芒或太陽神經叢中心. 在這個

中心發生的阻塞, 會顯現朝向權力操控的扭曲; 以及其他社會行為[與該心/身/靈

複合體密切結交之其他個體有關]的扭曲. 那些在前三個能量中心或鏈結有阻塞的

實體, 將會在促進尋求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方面,持續有能力上的困難.

心臟的中心, 或綠色光芒, 容我們說, 是第三密度存有得以通往無限智能的跳板.

在這個區域的阻塞顯現的是(實體)表達普世大愛或憐憫心的困難.

藍色光芒能量中心, 其能量串流, 是第一個流出與湧入同時進行的中心. 在這個

區域的阻塞的實體, 在理解自己的靈性/心智複合體 上會有困難, 並且在表達自

我的理解上有進一步的困難. 在這區域阻塞的實體在接受其他 心/身/靈複合體

的溝通上會有困難.

下一個中心是松果體或靛藍(indigo)色光芒中心, 那些在這中心有阻塞的實體 會經

歷到智能能量流入減少的過程, 因為不值得議題的顯現. 這是你剛剛有提到的,

如你所見, 由於進入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流入有幾個點, 這只不過是眾多變貌的

其中之一. 靛藍色光芒的平衡對於靈性工作是相當核心的, 它的能量流入 可將第

三密度轉形或質變為第四密度, 在接受來自智能能量的愛/光之流出方面, 它是扭

曲最小的中心. 它也有潛能成為智能無限大門的鑰匙.

剩下的能量中心匯流, 僅只是一個實體心/身/靈全體振動的表達. 它是它本然的

狀態, "平衡"或"不平衡"在這個能量層次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它以自身的平衡進行

施與受. 不管它可能是什麼變貌, 它都不像其他能量中心那樣 可以被操作. 因此

以觀察一個實體的平衡度而言, 這個中心沒有特別的重要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先前給我們應該怎麼進行平衡工作的資訊, 現在你可否給我們一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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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的資訊, 關於平衡這些能量中心的特定練習或方法?

RA: 我是 Ra, 之前[給予你們]出版的練習 跟現在要給的資料 加總起來是個好

的開始. 重要的是允許每個尋求者啟蒙自身, 而不是由任何傳訊者以言語替這個

實體教導/學習, 因此成為 教導/學習者 以及 學習/教導者. 這在你們第三密度中

是不平衡的. 我們從你們身上學習, 我們教導你們, 因此 我們教導/學習. 如果我

們代替你學習, 這會造成自由意志變貌的方向不平衡.

還有其他項的資訊可以擷取, 然而, 你的問題主題還沒觸及這些項目. 我們相信/

感覺 發問者應自己勾勒這些題材, 如此你的心/身/靈複合體才有入口進入它. 所

以, 當問題浮現在你的心智複合體, 然後發問, 我們將回答你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昨天你曾敘述"收割(時刻)是現在. 此時 沒有任何理由 讓人值得努力研

究長壽, 毋寧去鼓勵人們尋求自我的心, 因為它清楚地居住在紫羅蘭光能量場,

這能量場將決定每個心/身/靈複合體的收割." 你可以告訴我們尋求自我之心的

最佳方式?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以幾種不同的措辭給予你這個資訊; 無論如何, 我們為

了你的理解 只說關於自我 --心/身/靈複合體-- 的資料. 你曾被給予關於治療變

貌的資訊. 這資訊從更一般性的角度來看 可以是了解自我的方式. 理解、經驗、

接受, 與自我融合; 與其他-自我融合; 最終 與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融合, 這是通往自我之心

的途徑. 在你自己的每一個無限小的部分都居住著擁有全然能力的太一太一太一太一.

因此, 我們只能鼓勵以這些句子來沉思, (我們)總是聲明以冥想, 沉思, 或祈禱

為先決條件, 做為一種主觀/客觀的方式 使用或合併不同的理解, 增進尋求的過

程. 若沒有這方法, 將分析過程反轉, 一個實體無法將尋求過程中所得到的許多

理解, 整合為一(unity).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無意問同樣的問題兩次, 但有些領域我認為十分重要, 如果答案以不

同話語重述幾次, 可以獲致更大的理解. 我感謝你的耐心.

昨天, 你還提到 在上一次的 2 萬 5 千年週期 沒有收割, "但有可以收割的實體,

他們可以選擇進入第四密度的方式." 你可否告訴我, “他們可以選擇進入第四密

度的方式”這句話的意思?

RA: 我是 Ra, 這些牧羊人, 或有些人稱之為 "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Elder Race), 可以選擇離

開這裡的時間/空間. 他們不大可能離開, 直到他們的其他-自我 也都可以收割

為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所說他們的"其他-自我"可以收割, 是什麼意思?

RA: 我是 Ra, 他們所關切的 其他-自我, 指的是在第二主要週期(major cycle)無法

到達收割階段的實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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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一點關於你所稱為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的歷史?

RA: 我是 Ra, 這問題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問這問題是因為我曾在一本書聽聞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 書名是天空之路天空之路天空之路天空之路(Road in

the Sky), 由喬治(George Hunt Williamson)撰寫, 我在猜測這裡的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跟他所講的

是否為同一個?

RA: 我是 Ra, 現在這問題自我解答了, 我們之前談到這些實體決定在目前大師

週期(master cycle)的第二主要週期主要週期主要週期主要週期 1結束時留在這裡的決策原因.

在 Michel2的敘述中有一些扭曲; 這些扭曲的產生主要是由於這些實體並不是一

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而是一群心/身/靈複合體 致力於服務, 這些實體一起工作,

但尚未完整地統合為一; 他們不能完整地看到彼此的思想, 感覺, 及動機; 無論如

何, 他們服務的渴望屬於第四次元型態的渴望, 因此融合成為你所謂的兄弟會

(brotherhood).

(1. 一個大師週期有三個等分的主要週期, 一共約 7 萬 5 千年.)

(2: Michel D-Obrenovic 是 George 的原名, 即天空之路作者. Thanks to Carla.)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為什麼你稱呼他們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 ?

RA: 我是 Ra, 我們如此稱呼是因為你, 發問者, 熟悉的緣故, 這個識別名稱能

夠為你的心智複合體變貌所理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在這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長老種族之中嗎 ?

RA: 我是 Ra, 這些是可被收割的地球實體-- 從另一角度來看 他們們在第四密

度的愛中, 選擇立即地降生在第三密度, 而不繼續前往第四密度, 這使得他們成

為一種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從未離開地球層面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這是因為他們的自由意志(的決定),

而非由於他們的振動層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昨天的資料 你提到第一個變貌是自由意志變貌,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變貌是否

有個順序, 第一, 第二, 及第三變貌?

RA: 我是 Ra, 這情況只存在很短的(時間)點, 過了這點, 這些變貌的眾多性彼此

相等. 第一個變貌, 自由意志尋找焦點, 這焦點是第二變貌, 即你所知的理則理則理則理則

(Logos), 創造性原則創造性原則創造性原則創造性原則或愛愛愛愛. 這智能能量從而創造一個變貌, 稱為光光光光. 從這三個變

貌產生許多, 許多階層的變貌, 每一個都有它自身的矛盾需要被整合, 沒有一個

比另一個更重要.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曾說到你提供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是 愛/光 與 光/愛的平衡. 光/愛 與 愛/光 有

何不同?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時空的最後一個問題, 愛/光 與 光/愛 的不同 就如

同 教導/學習 與 學習/教導 的不同. 愛/光 是致能者(enabler)、力量(power)、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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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予者. 光/愛 是當光被愛所銘印的顯化.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今天可以有兩場集會嗎?

RA: 我是 Ra, 這器皿的身體有些僵硬, 在肉體複合體上需要適量的操作. 除此

之外, 一切都很好, 能量處於平衡狀態. 這器皿的心智能量有些許的扭曲 由於

關切所愛的人, 如你們所稱呼的. 這點稍微地降低器皿的生命能. 若被給予一個

操作, 這器皿可以良好地進行另一場工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藉由一個操作, 你指的是她應該出去散個步, 或我們應該摩擦她的背?

RA: 我是 Ra, 我們意指後者, 必須增加的理解是 這個運作要由與這實體和諧

相處的人來做.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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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六場集會第十六場集會第十六場集會第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問關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自由意志變貌, 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Guardians)如何能隔離地

球? 這隔離是否在自由意志的範圍內?

RA: 我是 Ra, 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護衛 處於地球上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之自由意志變

貌. 一些事件干擾了(這些)心/身/靈複合體之自由意志變貌, 導致隔離的啟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可能是錯的, 但在我看來 這隔離似乎干擾了某些個體的自由意志,

好比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跟你剛才給予的資訊要如何平衡呢?

RA: 我是 Ra, 這平衡視次元的不同而定. [所謂的]十字軍十字軍十字軍十字軍(Crusaders)干擾自由意志

的嘗試, 在他們的理解次元之上, 是可以接受的. 無論如何 你們所稱的第三次

元, 其中的心/身/靈複合體所形成的自由意志不能夠, 容我們說, 充分地認清(他

們)操控的變貌. 因此, 為了平衡不同次元的振動差異, 設置一個隔離措施, 做為

一個平衡機制. 如此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不會被阻止 而是獲得一個挑戰. 同時, 第三密度

族群的自由選擇不會被阻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窗戶窗戶窗戶窗戶"的產生 讓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不時可以穿透隔離, 這現象是否與自由

意志的平衡有點關係?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那是怎麼運作的?

RA: 我是 Ra, 最接近的類比是一個有特定限度的隨機數字產生器.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隨機數字產生器的源頭是什麼? 它是被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創造來平衡他們的

守衛? 或是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以外的來源?

RA: 我是 Ra, 所有來源都為一. 無論如何, 我們理解你的詢問. 窗戶現象對於

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而言 是其他-自我的現象. 它運作的次元在空間/時間之外, 它在智能能

量的領域中運作. 好比你們的週期, 這樣的平衡, 其韻律如同時鐘報時一般. 在

(機會)窗戶這個例子, 沒有實體擁有這個時鐘, 所以, 它似乎是隨機的. 但在創

造這平衡的次元中, 它不是隨機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才說它在特定的限度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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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個窗戶窗戶窗戶窗戶的平衡過程避免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透過防護罩完全消除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座接觸

而降低他們的正面極性,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事實上, 這平衡過程允許等量的正面與負面流

入(influx), 這些流入又被社會複合體的心/身/靈變貌所平衡. 在你們的星球上, 負

面[以你的稱謂]的訊息或刺激比較不需要, 因為你們社會複合體變貌有些傾向負

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以這種方式, 全面的自由意志得到平衡, 如此 個人有同等的機會去選

擇服務他人或服務自我,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相信 這是個深奧的啟示, 關於自由意志方面. 謝謝你.

這裡有個小問題 可以更進一步為這原則做個範例, 假設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降落於地球, 他

們會被視為神, 打破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自由意志法則, 從而降低他們服務全體的極性. 我假設 如果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降落 同樣結果也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如果他們能夠降落 並且被認為是

神, 這類事件會如何影響服務自我群體的極性?

RA: 我是 Ra, 在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大規模降落的事件上, 極化的效果將強烈地導向增加

服務自我, 恰好跟你所提的前個例子相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得以降落, 這是否會增加他們的極性? 我想了解的是: 如

果他們是在幕後工作, 招募新手, 會不會比較好? 容我們說, 使得地球上的某人

完全以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加入; 或者跟另一種方式相比: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降落地球, 展

現驚人威力, 獲得新手. 效果都一樣?

RA: 我是 Ra, 第一種方式, 長期而言, 容我們斷言, 對於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較為有利 因

為並不侵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即透過地球上的人們來工作.

第二種方式, 大規模降落, 將會造成(他們)極性的損失 因為侵害到地球的自由

意志, 無論如何, 這是個賭博, 如果地球因此被征服 並成為帝國帝國帝國帝國的一部分, 自由

意志將因此重新被建立. 這做法受到克制 因為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渴望朝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進展.

這個渴望抑制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去打破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用了"帝國帝國帝國帝國"這個字, 我想了一會兒, 星際大戰星際大戰星際大戰星際大戰(Star

Wars)電影是否可以視為描述真實發生事件的寓言故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如同一個簡單的童話是 物質/哲學/社會複合體之變

貌/理解的寓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有一種收割針對服務自我的實體們, 好比有一種收割屬於服務他人

的實體們?

RA: 我是 Ra, 收割只有一個. 那些振動層次能夠進入第四密度的實體 能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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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他們進一步追尋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方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當我們進入第四密度, 將會有個分割, 容我們說, 一部分個體進入

第四密度, 然後前往服務他人的星球或地點; 一部分則前往服務自我的地方.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與我們地球做了什麼接觸?

RA: 我是 Ra, (它們)大約在 4 萬 5 千年前, 曾嘗試過一次, 但並不成功. 大

約在二 六 O O 年之前, 該集團派遣社會記憶複合體中的一個實體來到這個星

球. 這個努力有一些成果, 但在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逐漸減少衝擊. 自從大約

在 二 三 O O 年前, 以你們的時間衡量而言, 這個集團就持續地工作收割, 如

同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一般.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它們在 2600 年前派遣的實體, 你可以告訴我它的名字?

RA: 我是 Ra, 你們人群命名這個實體為亞威亞威亞威亞威(Yahweh).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十誡十誡十誡十誡(Ten Commandments)的由來?

RA: 我是 Ra, 這些誡命的由來依循負面實體的法則, 將資訊銘印在正面導向的

心/身/靈複合體. 這資訊企圖複製或模仿正面訊息, 卻保持負面特質.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做的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RA: 我是 Ra,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目的, 如前所述, 是征服與奴役. 這目的藉由尋找並

建立精英階層, 接著促使他人服侍精英階層; 達成目的之手段各式各樣, 好比這

個實體提供的[你剛才提到的]律法, 以及其他東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接收十誡十誡十誡十誡的人是正面或負面導向?

RA: 我是 Ra, 這個接收者具有極度的正向性, 因此說明了這訊息具有部分疑似

正面(pseudo-positive)特質的原因. 隨著(幾次)不成功的通訊, 這實體, 振動複合體

摩西摩西摩西摩西(Moishe), 在那些首先聽到太一太一太一太一哲學的人們中 並未維持可信的影響力.

這實體離開第三密度時, 感覺渺小與悲傷, 因為他已失去了對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榮耀與

信心, 那是他(原先)的憑藉, 用以概念化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與解放那些屬於他的部族[在那

個時間/空間的稱謂]之族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這實體是正面導向,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如何能接觸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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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個劇烈的, 容我們說, 戰場; 正面導向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力量與負

面導向力量在此交鋒. 稱為摩西摩西摩西摩西的個體向銘印敞開, 以最單純的形式接收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

則則則則. 無論如何, 這資訊後來變得負面導向, 因為受到他的族人的壓力 要在第三

密度層面做一些特定的物質界的事情*, 使得這實體向服務自我本質的資訊與哲

學敞開.

(*譯註: 這些歷史事蹟可以參考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Exodus.)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個充分覺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知識的實體, 不大可能會說 "你你你你不應該"(Thou

shalt not),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一些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歷史 以及你們如何覺察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

則則則則?

RA: 我是 Ra, 我們的學習途徑銘刻於此刻, 沒有歷史, 就我們理解你的概念而

言. 想像, 如果你願意, 一個存在的圓. 我們知道阿爾法(alpha)與奧米加(omega)*

為無限智能, 這圓永不停止, 它是此刻. 我們曾橫越的密度, 位於這圓的各個點

對應到週期的特性:

首先, 覺察的週期;

其次, 成長的週期;

第三, 自我-覺察的週期;

第四, 愛或理解的週期;

第五, 光或智慧的週期;

第六, 光/愛、愛/光、或合一的週期;

第七, 入口入口入口入口(gateway)週期;

第八, 這八度音程移動到到我們無法量測的神秘之中.

(*譯註:alpha, omega 為希臘字母中第一個與最後一個字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在先前的資料, 在我們與你溝通知前,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曾聲明 事

實上 沒有過去或未來... 一切在當下. 這是否為一個好的類比?

RA: 我是 Ra, 在第三密度有過去、現在、未來. 當一個實體離開空間/時間連

續體, 一個完成的週期, 在綜覽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只有當下存在. 我們, 我們自

身, 尋求學習這理解. 在第七層級或次元, 如果我們卑微(humble)的努力足夠的話,

我們將與萬有合一, 因此沒有記憶, 沒有身分, 沒有過去或未來, 僅存在於一切

之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意味你將具有 一切萬有的覺察?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就我們的理解, 它不是我們的覺察, 僅只是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覺察, 在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中存在一切萬有. 因此, 可以取得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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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知道在我們銀河有多少已居住生命的星球, 以及他們是否都依據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到達較高密度? 似乎不會有其他方式可以到達較高密度?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你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銀河有多少已居住生命的星球?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指的是所有意識的次元 或 所有覺察的密度. 大約 1/5

的星球包含一個或更多個覺察密度; 有些星球只適合居住特定的密度. 比方說,

你們地球, 在此時適合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密度居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個銀河中, 粗略估算有多少星球是覺察的, 不管在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大約是 六 七 O O O O O O 個 (= 6 千 7 百萬).

(譯註: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 Ra 講大數字的方式, 跟一般人類的習慣不同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它們所佔的百分比, 從第三、第四、第五、到第六 等等

密度?

RA: 我是 Ra, 17%為第一密度、20%為第二密度、27%為第三密度、16%為第四

密度、6%為第五密度. 其他資訊必須保留.

***

你們未來的自由意志(使得)這段資訊無法公開. 我們可以說其中一項: 有蠻大

一部分的百分比, 大約 35%的智能行星, 並不符合百分比算法. 這些神秘屬於

第六與第七密度, 我們無法述說.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前五個密度中, 是否所有星球都從第三密度開始進展, 藉由認知及應

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一個星球要脫離我們目前處境的唯一方法是 全體居民覺察並開始

實行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第三, 第四, 及第五密度星球的百分比, 你可否告訴我這幾

個密度中 負面極化朝向服務自我星球所占的比例?

RA: 我是 Ra, 由於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 我們無法談論這個詢問. 我們只能說 負面或自我

-服務導向的星球數量上要少很多. 給你確切的數字並不恰當.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打個比方說明為什麼負面導向的星球比較少, 然後問你這樣比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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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 在一個正面導向伴隨著服務他人的社會, 要搬動一個大石頭是很容易的

只要找每個人來幫忙搬它. 在一個服務自我導向的社會, 要找每個人為了全體的

利益來搬石頭會困難許多. 因此 創造服務他人原則 在把事情做完這部分要容

易許多, 在正面導向的社區 要成長也比較容易.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Confederation of Planets)是如何形成的?

為什麼形成?

RA: 我是 Ra, 在愛或理解的次元中, 服務的渴望開始成為該社會記憶複合體壓

倒性的目標. 因此那些已知百分比的星球實體, 外加 4%的某種實體, 其身分我

們不能說; 他們發現自己在很久, 很久以前就尋求相同的事情: 服務他人. 當這

些實體進入理解其他存在, 其他星球, 其他服務概念的領域; 他們形成一種關係

是分享並一起繼續這些共同持有的服務目標.

因此, 每個群體自願將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資料存放在[你們可以視為]一個中央思想

複合體 讓全體得以使用. 這樣創造出一個結構 在此每一實體可以從事它自己的

服務 同時能呼求到其他理解以增進其服務品質. 這是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構成與工作方

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個銀河有這麼多的星球, 你曾說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大約有 500 個星球, 相對

而言,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成員數量似乎很少. 這其中有何原因?

RA: 我是 Ra,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有很多個, 這個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工作範圍為你們的七個銀河

系, 如果你願意這樣稱呼; 並且負責這些銀河中各個密度的呼求.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剛剛所用的字眼"銀河"?

RA: 我是 Ra, 我們用這個詞, 如同你所用的恆星系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有點困惑, 那麼 粗略地估計,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到底服務了多少個星球?

RA: 我是 Ra, 我看到這困惑. 我們對於你們的語言有些困難. 銀河這名詞必須

被分開, 我們稱呼銀河這個振動複合體 指的是區域性的.

因此, 你們的太陽 我們會稱為一個銀河系的中心. 我們知道你們對於這名詞有

另一種意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的, 在我們的科學詞彙 銀河意指為扁豆形(lenticular)的星系, 包含千萬

個以上的恆星. 這一次以及稍早的通訊 在這點都有些混淆, 我很高興在此澄清.

使用我剛才陳述的銀河, 即包含千萬個星星的扁豆形星系. 你知道除了這個銀河

系以外的銀河系進化過程嗎?

RA: 我是 Ra, 我們覺察到生命的無限容量, 你在此的假設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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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其他銀河系的生命演進是否與我們銀河系的生命演進

雷同?

RA: 我是 Ra, 這演進有些接近相同, 如同(許多條)漸近線穿越無限 趨近於一致.

你們所謂的銀河系統有其自由選擇, 導致一些變異. 但這些變異從這個銀河到另

一個銀河是極微不足道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在所有銀河創造朝向第八密度的演化方面, 確實是放諸

四海皆準,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有無限的形態, 無限的理解, 但進展為一(種).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現在假設一個人不需要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也能從第三前往第四密度, 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一個實體絕對需要有意識地了解他不需要理解, 以成為可收割狀

態. 理解並不屬於這個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點很重要. 我方才用了錯誤的字眼, 我的意思是說 我相信一個實體

不需要有意識地覺察一的法則 也能從第三走到第四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什麼時間點 什麼密度, 一個實體才有意識地覺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以繼續演

進?

RA: 我是 Ra, 第五密度的收割是那些振動變貌有意識地接受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榮譽/

義務. 這個責任/榮譽是這個振動的基礎.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多一點 關於這個榮譽/責任的概念?

RA: 我是 Ra, 每一個責任是種榮譽, 每個榮譽是種義務.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問一個可疑的問題. [我對於牛隻肢解事件感到好奇]

RA: 我是 Ra, 你們所謂的肢解事件, 大部分發生的過程跟你們第二密度的一

些生物有關, 它們以腐肉為食. 另外一部分的肢解事件是你們稱之為多重-次元

的類別: 一種思想-形態建構使用各式各樣的部分以擁有在第三密度的生命與存

在.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思想-形態來自何方?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非常曖昧的問題. 無論如何, 我們將嘗試解答.

首先, 它們來自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其次, 它們來自你所稱的低層星光(astral)層面. 第三, 在

建構具像化複合體中, 它們有一部分居住於你們的地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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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東西是否有一種特定的形態?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可以採用任何的思想形態, (只要)與恐懼或驚駭的情感

有關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思想形態只攻擊牛隻, 或它們也攻擊人類?

RA: 我是 Ra, 這些思想形態不能攻擊第三密度存有.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你是否有可能簡短地描述第四密度的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考慮這點, 沒有言語可以正面地形容第四密度, 我們

只能解釋它不是什麼 然後以接近的言語描述它是什麼.

在第四密度之外 我們的能力益發受到侷限 直到我們變得沒有言語為止.

以下是第四密度之所不是:

它不屬於言語, 除非被選擇.

它不屬於厚重的化學載具, (該載具)用以進行身體複合體之活動.

它在自我之內沒有不和諧, 在人群之中 沒有不和諧.

在可能性的範圍之內 不管以任何方式 都不會造成不和諧.

接近的正面敘述如下:

它是個屬於兩足(生物)載具的層面(plane), 擁有更稠密, 更充滿的生命;

它是一個實體覺察其他-自我想法的層面;

它是一個實體覺察其他-自我振動的層面;

它是個屬於憐憫與理解第三密度憂傷的層面;

它是個努力朝向智慧或光的層面;

在這個層面 個體差異顯著, 卻自動地因著群體共識而和諧(共存).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我們一直以來用的這個字: 密度?

RA: 我是 Ra, 密度這個詞彙, 如你所稱, 是個數學的字眼. 最接近的比喻是音

樂, 你們西方的音階有七個, 如果你願意, 第八個音階開啟一個新的八度音程.

在我們與你們共享的這個偉大的八度音程存有, 有七個音階或密度, 在每個密度

中 又有七個子密度; 在每個子密度, 又有七個子子密度; 以此類推 以至無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我注意到這次集會的時間已經超過 1 小時多一些了, 我此時想問我們是

否應該繼續? 器皿的狀態目前怎樣?

RA: 我是 Ra, 器皿目前處於平衡狀態. 如果你渴望, 可以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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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繼續我們剛才討論的主題, 我了解每個密度有七個子密度; 在每個子密

度, 又有七個子子密度, 依此類推. 如此擴張的速率極為快速 因為每次以七的

倍數增加. 這是否意味在任何密度層次 你所想的任何事情都正在發生?

RA: 我是 Ra, 從你的困惑中 我們選擇一個你正與之搏鬥的概念, 即 無限/機會.

你可以考慮任何可能性/或然率複合體都有一席之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像白日夢這類東西會在其他密度成真嗎?

RA: 我是 Ra, 這要看白日夢的特質而定, 這是個大主題. 或許我們能說的最簡

單事情如下: 如你所稱的白日夢, 若是被自我吸引 就成為自我的實相; 若是屬

於沉思型一般性的白日夢, 就進入可能性/或然率的無限中, 在別的地方發生, 與

創造這個夢的人之能量場沒有特別的依附關係.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為了更明白這主題, 如果我強烈地做著建造一艘船的白日夢, 這件事會

發生在其他密度中嗎?

RA: 我是 Ra, 這事情 會/已經/或將要 發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如果一個實體強烈地做著與另一實體戰鬥的白日夢, 這件事會發

生嗎?

RA: 我是 Ra, 在這個例子 該實體的幻想牽涉到自我與其他-自我, 這將該思想-

形態與該實體之可能性/或然率複合體綁在一起, 該複合體與創造這個思想-形態

的實體相連. 然後, 這會增加這件事在第三密度發生的可能性/或然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是否運用這原則, 創造對於他們目的有利的狀況?

RA: 我是 Ra, 我們的回答將比你的問題要求的更明確.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使用惡意或其

他負面特質的白日夢 來回饋或強化這些思想-形態.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它們是否利用任何, 容我說, 肉體上的滿足感 [透過心智程序] ?

RA: 我是 Ra, 唯有在接收的心/身/靈複合體具有強大的能力, 可以觀察到思想

形態, 它們才能這樣做. 這是個不尋常的特性, 但確實曾經是獵戶實體們使用的

一種方法.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許多來到或即將來臨地球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是否容易被獵戶座獵戶座獵戶座獵戶座思想掌控?

RA: 我是 Ra, 我們先前說過,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完整地成為第三密度心/身複合體的生物.

受到此類影響的機會,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跟地球任何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都是相同的. 唯一

的差別在於靈性複合體, 如果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許願, 就能有一副光之盔甲[如果你願意這麼

說], 允許他更清楚地認出什麼不適合被心/身/靈複合體所渴望. 這不比偏見(bias)

更好 也不能被稱為一種理解. 再者,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的心/身/靈, 容我們說, 朝向第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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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正面/負面之間 狡詐多變的混淆 之扭曲程度較少. 因此, 他常常不能像一個

較負面的個體, 輕易辨別出負面的思想或存有.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當他們降生於此, 將成為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高優先目標?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一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容我說, 居然被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成功地入侵, 當收割收割收割收割來臨時,

這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會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如果這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透過行動展現對其他-自我的負面傾向, 如我們先

前所說, 他將被地球振動牽絆, 當收割來臨, 可能會重複第三密度的大師週期.

這是本次集會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之前 是否有我們可回答的簡短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何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考慮其身體的弱點變貌, 這器皿的舒適度已經在可能的最大極限

了,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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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七場集會第十七場集會第十七場集會第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3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在我們通訊之前, 我們

要更正一個先前傳輸資訊過程中的一個錯誤. 我們對於處理你們的時間/空間有

些困難. 這類的錯誤可能以後會再出現, 請自由地質疑我們 我們好重新計算你

們的時間/空間量度.

我們發現的錯誤關係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降落地球的時間, 以及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相對應派出使

者來到地球的時間. 我們之前給的日期是 2 千 6 百年前為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 2 千 3 百年

前為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實體. 這是不對的.

重新計算後指出 正確數字是 3 千 6 百年前為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 3 千 3 百年前為星際聯聯聯聯

邦邦邦邦實體.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謝謝你. 我想再說一次 我們認為能從事這個特別的工作是個大榮

耀, 特典, 與職責. 我想重申, 我的一些問題有時似乎毫無關聯, 但我嘗試這樣

問 好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應用上獲得一個立足點.

我們現在處於第四密度, 第四密度的效應是否會在未來 30 年間增長? 我們是否

會在我們的環境, 以及人為對環境的影響上 看到更多改變?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是個振動頻譜, 你們的時間/空間連續體已經將你們的星

球以及恆星系統[我們會稱為銀河]螺旋推升進入這個振動. 這將導致地球本身宇

宙內流接收螺旋, 電磁地重新排列, 這些接收螺旋呈現的樣子為振動網絡, 地球

因此能被第四密度磁化, 如你所稱.

如我們先前所說, 這過程將導致某些不便, 由於你們人群的思想-形態之能量攪亂

了地球螺旋能量樣式原本井然有序的建構, 使得熵值(entropy)與無法使用的熱能增

加. 這現象導致你們地球在適切朝第四密度磁化的過程中, 外部表面產生一些破

裂. 這即是地球的調整.

你將發現有種人正急遽增加, 他們的振動潛能包括第四密度之變貌. 因此, 似乎

會有個, 容我們說, 新的人種. 這些人降生是為了第四密度的工作.

在短期內, 也會有負面導向或極化的心/身/靈複合體與社會複合體急遽增加, 由於

目前極化的狀態, 尖銳地突顯出第四密度特質 與 第三密度自我-服務導向 之輪

廓線.

那些留在這個第四密度層面的人將是所謂的正面導向. 許多實體會從別處而來,

因為看起來 即使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盡了最大的努力, 包括你們的內在次元, 內在文明,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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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次元的存有之努力, 收割量依舊會比地球所能舒適地服務的極限要少很多.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可能藉由某種方法或他人的協助, 讓一個實體能在這最後的日子抵

達第四密度?

RA: 我是 Ra, 不可能直接地幫助另一個存有. 只有可能製造可用的催化劑, 不

拘形式, 最重要的是從自身了悟與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合一, 從而放射了悟的光芒. 其次是

資訊, 好比我們與你們分享的知識.

我們, 我們自身, 並不覺得這資訊有被廣為散佈的急迫性, 若我們能使這資訊給

三個、四個、或五個(人)所知就足夠了; 這已經是極為充足的報酬了, 因為如果

有一個(人)因為這催化劑而獲得第四密度的理解, 我們就已經實踐了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在

服務上的變貌.

我們勉勵你們在嘗試分享這些資訊時保持冷靜, 無須擔心人數或資訊是否快速流

通. 你們嘗試使這些資訊得以流通, 以你們的術語來說, 是你們的服務. 這個嘗試,

如果能夠觸及一個(人), 就觸及了全體.

我們不能為開悟提供捷徑. 開悟屬於此刻, 是一條通往智能無限的通路. 它只能

由自我完成, 為了自我而完成. 另外一個自我不能 教導/學習 開悟, 僅只能教導/

學習 資訊、靈感; 或分享愛、神秘、未知的事物使得其他-自我向外伸展, 開始

這個尋求的過程[在一個片刻結束], 但誰能知道一個實體何時能開啟通往此刻的大

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實體 拿薩勒的耶穌耶穌耶穌耶穌(Jesus of Nazareth), 在他降

生到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之前, 他是誰?

RA: 我是 Ra, 我對於你措辭的問題有了解的困難, 你可否找到另一種形式表達

這個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好的, 我剛才想說的是 你可否告訴我拿薩勒的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在降生地球之前是

否來自於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

RA: 我是 Ra, 你所知道的 拿薩勒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以前並沒有名字. 這個實體是第五密度

中層級最高的成員之一, 這個實體渴望進入這個星球 為了在可能的最大限度

純粹地分享愛的振動. 因此, 這實體獲得許可 執行這項任務. 這個實體在當時

是無名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出身於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屬於第五密度, 代表理解或愛的密度之振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剛才說第五振動是愛的密度?

RA: 我是 Ra, 我犯了個錯, 我們本來要說的是: 第四密度中的最高層級即將進

入第五. 這實體可以前往第五, 但選擇返回第三, 以進行這個特別的任務.

這個實體屬於愛的振動中的最高子音程, 這是第四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我在與你, Ra, 通訊時, 你是否偶爾個體化為一個實體 或 我是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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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記憶複合體說話?

RA: 我是 Ra, 你與 Ra 對話, 並無分別. 你稱呼社會記憶複合體 表示其眾多性.

就我們的理解, 你正在與意識個體化的一部分說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每次集會時, 我是否總與相同的個體化部份說話?

RA: 我是 Ra, 你透過一個管道或器皿 與同一個實體說話.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

有時候較低, 這現象有時候阻礙我們的進行.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很忠實於這個

工作, 願意給予一切它有的到這個工作上. 因此, 即使當能量很低的時候 我們

仍得以繼續. 這是為什麼我們通常可以講到集會的結束, 基於我們對於器皿的生

命能之估計.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澄清我蠻確定的一點. 這個星球的人們, 追隨任何宗教或完全沒有

宗教, 或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完全沒有智識上的知識, 若他們屬於那個振動, 依然能夠

被收割進入第四密度. 這難道不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然而, 你會發現 在可收割的人類中, 很少有人的光

輝不會引起別人覺察到他們的靈性[以你們的稱謂], 心/身/靈複合體變貌的品質.

因此, 該實體完全不被親友認知為不凡底閃耀人格的情況是不大可能的, 即使這

個實體沒有被網羅到任何你所謂的宗教系統之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拿薩勒的耶穌耶穌耶穌耶穌降生地球,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是否嘗試以某種方式譭謗他?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做了什麼導致他的殞落?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大概描述曾發生的事. 這個技巧建立在其他負面導向的

資訊之上. 這資訊曾經被你們所謂的"亞威亞威亞威亞威"所給予. 這資訊牽涉到許多行為結構

並且允諾第三密度的權力, (屬於)服務自我的本質.

這兩種型態的變貌被銘印在那些早已有傾向思考這些思想-形態的實體上.

這最終導致被知曉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需面臨許多挑戰, 它最終引導一個聲音振動複

合體, 你們所稱的"猶大猶大猶大猶大"(Judas), 它相信當時做的事情是恰當的, 它企圖強迫你們

稱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引入第三密度地球的權力變貌, 即在第三密度統治他人.

這個實體, 猶大猶大猶大猶大, 以為如果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被逼到角落, 他就能看到使用智能無限權力的睿

智. 你們所稱的猶大猶大猶大猶大在評估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反應上犯了錯誤.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教導/學習 並不傾向這

個變貌. 結果導致耶穌耶穌耶穌耶穌肉身複合體的毀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如果這實體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屬於第四密度, 而現在地球上有來自第五和第六

密度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做了什麼讓他成為如此優秀的醫者, 這些第五與第六密度的

生命現在可以做同樣的事嗎?

RA: 我是 Ra, 能夠治療的實體可以屬於任何具有靈性意識的密度, 這包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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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四、第五、第六、及第七密度. 第三密度的治療跟其他密度發生的方式

一樣. 然而, 有更多幻象的題材需要去理解、平衡、接受, 接著向前移動.

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只有在醫者了解智能能量的流入時 才會開啟. 這些是區域

性空間/時間連續體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自然法則 以及電磁源頭網絡 或 流入能量的鏈結(nexi).

那麼 首先知道心智與身體, 然後靈性被整合與綜合, 這些要素被調和進入心/身/

靈複合體, 即可在次元間移動 並開啟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 因此藉由光治療自我,

並與他人分享那個光.

真正的治療僅只是自我的光輝導致環境的催化劑發生, 進而開始對自我的認識,

藉由自我, 認識自我的自我-治療屬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在那一生如何學習到這點?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在很年輕的時候 透過自然的憶起過程 學習到(自身的)

能力. 不幸地, 這個實體起初發現他具有穿透智能無限的能力 是透過對一個玩

伴產生"憤怒"的變貌. 這玩伴被耶穌碰觸 並受到致命的傷害.

因此這個被知曉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覺察到在他裡內居住著一個可怕的潛能. 這個實體

決心去發掘如何將這股能量運用在善的方面, 而非負面. 這個實體極端地正面極

化 並且比大多數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憶起得更多.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打擊玩伴的侵略性行動是如何影響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靈性成長? 他的肉身死

亡後 他去了哪裡?

RA: 我是 Ra, 這個你們稱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受到這次經驗的刺激 展開一生的尋求

與探索. 這個實體首先日以繼夜地研讀自身的宗教結構, 你們稱之為猶太教, 在

很年輕的歲數, 其學養已足以成為一個拉比(rabbi), 一個特別的理解變貌或韻律

的教導/學習者.

在大約 13 歲半的年紀, 這實體離開它在地球家庭的居所, 走入其他許多地方 尋

求更進一步的資訊, 它的足跡遍佈四處 直到這實體到了大約 25 歲的時候, 回到

它家庭的居所, 學習並實行它屬世父親的技藝, 當這實體已經能夠整合或綜合所

有的經驗, 這實體開始向其他-自我講話 並 教導/學習它在過去歲月中覺得有價

值的東西. 關於(曾)摧毀一個其他-自我這件事上, 這實體(這方面)的業力(karma)

被免除了, 因它在人生的最後階段 在[你們稱為的]十字架上說 "天父天父天父天父, 原諒他們 因

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在原諒中 包含了行動之輪的止息, 或你們稱之為業力.

(*參考: 路加福音 23:34; 譯註:這段翻譯上的更正-標楷體部份--要特別感謝陳大師的指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被知曉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目前在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這個資訊是無害的 雖然不重要. 這個實體目前在研讀智慧振動

的功課, 第五密度, 也稱為光的振動.



141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的文化中 有種盛行的說法是他將再來, 你可否告訴我 這件事已

經計畫好了?

RA: 我是 Ra, 我將嘗試整理這個問題. 它是困難的. 這個實體覺察到它不僅屬

於自己, 而是做為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的使者, 這個實體將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視為愛. 這個實體覺察

這個週期處於最後的尾聲, 因此對那些願意在收割時節回家的實體[屬於它的意識]

說話.

這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 你們稱為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實體 不會回來; 除了以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一

員的身分偶爾透過某個管道說話.

無論如何, 其他具有相同一致性意識的存有將迎接歡迎那些來到第四密度的實

體們. 這是再來的意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你說在本週期結束後 地球將是第四正面密度 而

非第四負面密度, 因為目前地球上似乎負面的人口比較多?

RA: 我是 Ra, 地球似乎是負面的, 那是由於, 容我們說, 沉默的厭惡是那些好

人或正面實體對於在你們的空間/時間之當下中眾多事件的共同變貌.

無論如何, 那些傾向服務他人且可以收割的實體 其數量遠大於傾向服務自我的

實體, 這現象決定了可收割的品質.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換句話說 負面實體被收割進入第四密度的數量 比正面實體要少許多,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們人群中 有大部分的人將重複第三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塔拉斯布巴(Taras Bulba),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與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拉斯普廷拉斯普廷(Rasputin)是如何在收割時

期之前就得以被收割?

RA: 我是 Ra, 對於那些有意識地開啟智能無限大門的實體們 這是他們的 權利

/特權/義務 選擇他們離開第三密度的方式, 那些達成這個 權利/義務 的負面導

向實體, 通常選擇向前移動 繼續他們的學習/教導 服務自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收割將發生在 2011 年, 或它將是一段時間範圍?

RA: 我是 Ra, 這是個大約的數值, 我們曾經聲明 我們對於你們的時間/空間有

困難. 這個數字是個適當的收割之可信/可能時間/空間鏈結點. 那些此刻並未具

有肉身的存有將被包括在這場收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在第三密度的時間 想要學習服務他人, 而非服務自我,

是否有服務他人的"最佳的方式"? 或者任何方法都一樣好?

RA: 我是 Ra, 服務他人的最佳方式在前面的集會已明確地談到, 我們願意簡短

地重述. 服務他人的最佳方式是恆常地嘗試去尋求分享內在自我所知悉 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的愛. 這關乎自我知識 與 毫不遲疑地將自我 向 其他-自我敞開的能力. 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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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 這關乎將 心/身/靈複合體 的精華或核心放射出來(的能力).

說到你這問題的意圖, 對於每個在第三密度要服務他人的尋求者而言 服務他人

的最佳方式都是獨特的. 這意味著該心/身/靈複合體必須在它裡內尋求, 以它的

智能去辨別什麼是服務他人的最佳方式, 對於每個人都是不同的. (因此)沒有最

好的方式, 沒有概括的方式, 沒有什麼是已知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不想佔用額外時間重複問一樣的問題, 但我覺得有些領

域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關聯具有重要性 值得以不同的方式發問 好得到另一種觀點的

答案.

在 Oahspe 一書中敘述如果一個實體服務他人的比率超過 50%, 並且服務自我的

比率小於 50%, 那麼該實體即可以收割,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如果該收割是為了第四正面次元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想要以負面的方式被收割 他的(服務)百分比是多少?

RA: 我是 Ra, 想要追尋服務自我途徑的實體必須達到 5%服務他人, 95%服務自

我. 必須趨近整體性. 負面途徑要達到收割狀態相當困難 需要十分專注地投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為什麼負面途徑要達到可收割狀態比正面困難許多?

RA: 我是 Ra,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其中一個變貌指出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最終是一條筆直

和狹窄的道路[如你可能稱呼的方式].

獲致 51%致力於其他-自我之福祉 其困難度與獲致 5%奉獻給其他-自我 是相同

的. 容我們說, 漠不關心的污水溝(sinkhole)介於這兩者之間.

(譯者: 這一段原本翻譯有誤, 感謝 Carla 老師解釋這一段發人深省的文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如果一個實體以 51%服務他人, 49%服務自我的成績進入第四密

度, 他會進入第四密度的哪一個層次? 我假設在第四密度中有不同的層次.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每個實體依照其理解之振動進入對應的子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目前我們這裡的第三密度有多少層次?

RA: 我是 Ra, 第三密度有無限多數量的層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曾聽說有七個星光*(astral)層面, 七個提婆界(devachanic)的主要層面, 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說的是你們內在次元中較大的分類, 這是正確的.

(*譯註: astral 比較精確的翻譯是魂魄, 但通俗的譯法是星光, 感謝蘭若非前輩的指點.)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居住在星光層面與提婆界層面?

RA: 我是 Ra, 實體們依照其振動/本質居住於不同層面. 星光層面的範圍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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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低等的思想型態 到 已開悟的存有, 他們在高等星光層面致力於教導/學習.

你們所稱的提婆界層面, 那些實體的振動則更加接近 愛/光的原初變貌.

在這些層面之外 還有其他的層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所謂的物質層面是否有七個子-層面?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這點是難以理解的, 有無限多個層面. 在你們特別

的空間/時間連續體變貌中 有七個心/身/靈複合體子層面. 當你穿越你的經驗變

貌, 與對應[肉體載具]不同能量匯集中心層次的其他-自我會面時, 你將會發現這

七個層面的振動本質.

在無形, 或內在的第三密度層面, 居住著那些沒有肉體複合體本質的存有, 也就

是說, 他們不以一個化學肉體來收集其靈/心複合體. 儘管如此, 這些存有在你

們所稱的夢中的人工夢中,  分為不同的層面. 在較高的層面,想要將知識傳遞回

外在層面渴望 會減少, 這是由於在這些層面所發生的密集 學習/教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我們穿越這些層級時, 是否需要一次穿透一個層級?

RA: 我是 Ra, 以我們的經驗 有些實體一次穿透數個層面, 其他實體則緩慢地

穿透. 有些實體在尚未穿透[所謂]較低或較為基礎的平面之前 就熱切地嘗試穿透

較高的層面, 這種做法造成不平衡.

你將發現不良的健康, 如你們稱呼這個變貌, 經常是細微的能量不匹配之結果,

其中較高能量層級被有意識地開啟 但該實體卻尚未穿透 較低能量中心或該密度

之子-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冥想是否有"最佳的方式"?

RA: 我是 Ra, 沒有.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此時, 該週期的末尾, 容我們說, 在這個星球上, (靈魂)轉世投胎是如何

分配的?

RA: 我是 Ra, 有些實體 希望獲得必須之關鍵經驗 以成為可收割狀態, 這些實

體會獲得(投胎)優先權 跟那些, 沒有太多可信/可能的疑慮, 需要重新經驗這個

密度的實體相比而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類的分配進行了多久?

RA: 我是 Ra, 從第一個獨特的實體變得有意識 知曉它需要去學習這個密度的

功課, 這是你們所稱的 老靈魂振動(seniority by vibration).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 老靈魂振動?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集會的最後問題, 容我們說, 老靈魂振動 是種優

惠待遇, 依循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道 鼓勵可收割的個體們, 每一個實體覺知收割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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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自我-層次上需要使心/身/靈專注於學習/教導這些課程, 於是給予他們優

先權好讓一個實體有最佳可能的機會, 容我們說, 順利完成這樣的嘗試.

此時 我們想知道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能做什麼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在此次工作中 這個器皿沒有穿著適當的衣物. 當湧流(inpouring)發

生在第七個氣輪或能量中心, 滲入第六、(第五)等等, 這個實體其他或基底氣輪

變得有些失去能量; 因此 這個實體應該更小心地選擇溫暖的衣物覆蓋在雙腳[你

們對這部份的身體複合體的稱呼].

我們是否可以回答其他任何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我們要將較厚重的衣物放在腳部,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現在將離開這個器皿,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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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八場集會第十八場集會第十八場集會第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昨晚在想 如果我現在處於 Ra 的位置,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第一變貌可能使

我將一些錯誤資料混雜在真實的資訊當中 傳遞給這個小組,  你會這樣做嗎?

RA: 我是 Ra, 我們不會故意這樣做, 無論如何, 將會有些混淆. 已發生的錯誤

是由於該器皿攝取一種化學物質, 導致其振動複合體偶爾的變動.

並不是我們有意在這個特別的計畫去創造錯誤的資訊, 而是 在你們侷限的語言

系統的氛圍之中 要表達對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太一造物的無限神秘無限神秘無限神秘無限神秘[在它的無限與智能的合一之中]的感

覺 (,必然有的混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我這裡有個來自 Jim 的問題 我把它逐字唸出來: "許多地球上

祕傳的傳統相信個人自我必須被抹除或消滅, 一個實體必須忽略物質世界以臻

至涅磐涅磐涅磐涅磐(nirvana)或開悟. 那麼個人自我 與 世俗活動的適當角色為何? 它們如何

幫助一個實體更多地成長進入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一個實體在這個密度的適當角色是去體驗所有渴望的事物, 然後

分析, 理解, 並接受這些體驗, 從中萃取 愛/光. 沒有什麼事物需要被克服, 不被

需要的東西會消失.

分析渴望可以幫助確立一個實體的方針, 當該實體以提煉後的經驗裝備自己, 這

些渴望變得越來越傾向有意識地應用 愛/光. 我們發現 鼓勵克服任何渴望 都是

極度不妥當的一件事. 關於那些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不調和之渴望, 我們建議以想像取代

物質層面上的實際行動, 如此可以保存自由意志的原初變貌.

克服並非明智之舉的原因乃是由於 克服本身是個不平衡的行動 使得時間/空間

連續體的平衡發生困難.

因此 克服一個事物, 表面上它已經被克服, 事實上 進一步創造出依附該事物的

環境.

對於每一個實體 所有事物在適當時機都是可以接受的, 透過體驗、理解、接受、

與其他-自我分享, 適當的描述將從一種變貌, 移動到另一個可能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更調

和的變貌.

容我們說, 單純地忽略或克服任何慾望是一種走捷徑的做法. 毋寧讓它被理解、

接受, 這過程需要耐心與經驗 需要細心地分析, 以及對 自我 與 其他-自我的憐

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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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基本上, 我會說侵犯另一個實體的自由意志是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下絕不能做

的基本行為. 除了這條基本規則, 你可否陳述其他會打破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例子? 1

RA: 我是 Ra, 當一個實體從自由意志的原初變貌出發, 進展到理解智能能量的

各個焦點-- 創造出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之智能以及其環境, 包括你們所稱的

天然 與 人造(man-made)的環境.

因此 要避免的變貌是那些沒有考慮愛/光能量焦點的變貌, 或容我們說, 即這個

特別星球或密度的理則理則理則理則(Logos). 這些包括缺乏理解自然環境之需要, 缺乏理解其

他-自我心/身/靈複合體之需要. 這些扭曲有許多, 由於人造複合體的各式各樣的

扭曲, 在其中, 實體們以自己的智能和覺察選擇一個使用可得能量的方式.

因此, 對於一個實體而言不恰當的變貌 對於另一實體卻是恰當的, 我們建議(你

們)嘗試去覺察 其他-自我 如同自己, 於是能做出 其他-自我 需要的行動; 從 其

他-自我 的智能與覺察去了解事物. 在許多情況, 這行動跟打破或侵犯自由意志

變貌並無關聯.

無論如何, 服務是件纖細的事情. 憐憫, 敏感度, 同理心有助於避免 人為智能及

覺察造成的扭曲.2

被稱為社會複合體的區域或競技場, 它是一個競技場, 無須特別關心它.3

因為它是那些在此特別星球的實體們之特許 榮耀/義務, 實體們在其上依照他們

的自由意志行動, 嘗試幫助該社會複合體.

因此, 你們有兩個簡單的指引方向: 智能能量的覺察表現在大自然; 智能能量的

覺察表現在自我中, 在適當時間與社會複合體分享. 你們有無限微細且不同集合

的變貌, 你們可以去察覺; 也就是說, 關於自己 以及 其他-自我的變貌, 重點與

自由意志無關; 而關乎與他人的和諧關係, 以及服務他人, 使其他自我獲得最大

益處.

譯註:

1: Ra 對於這個問題回答得非常仔細深入, 相當不好翻譯, 譯者特別在此感謝加拿大友人 Ian 的協

助, 方能順利完成此段的翻譯.)

2:這裡的人為智能範圍很廣, 如法律, 社會習俗, 集體恐懼, 道德規範..etc)

3:根據 Ian 的看法, 第三密度的社會尚未整合為一個完整的存有, 因此我們主要的工作為人與人之

間的施與受. 因而間接地幫助一個社會複合體.)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一個實體在這個密度從童年開始成長, 他漸漸覺察他自身的責任. 是

否在某個年紀以下 一個實體無須為他的行為負責, 或者他從出生那一刻就要負

責?

RA: 我是 Ra, 一個降生在地球的實體在連續體(continuum)的不同時間/空間點變

得對自我有意識, 容我們說, 可以取中位數, (該時間點)大約是在 15 個月左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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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實體在出生不久後就覺察自我, 有些則在稍晚的時期. 在所有的情況中, 責任

都是溯及既往的, 如此該實體能理解這些扭曲, 當該實體學到(功課), 這些扭曲

便會消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一個 4 歲的實體要為任何違反或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不和諧之行為負完全

責任,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你們社會複合體結構的安排, 新降生

的實體通常會有些心/身/靈複合體的指導者, 因此得以快速學習什麼事物與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相調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指導者是誰?

RA: 我是 Ra, 這些指導者是你們所稱的雙親, 老師, 以及朋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昨天陳述原諒是業力的消除器, 我假設平衡的寬恕足以完整的消除業

力, 不只需要原諒其他-自我, 也要原諒自己,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我們簡短地闡釋這一個認知使這點更清晰.

原諒其他-自我就是原諒自我, 要認識這一點 需要完全的原諒 包括意識層次的自

我 與 其他-自我, 因為他們皆為一; 因此完整的原諒若不包括自我就不可能達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 對於我的思考方式而言, 至為重要的一點.

你提到有許多個星際聯邦, 所有聯邦服務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方式是否基本方式都相

同? 或者有些專門從事特定種類的服務?

RA: 我是 Ra, 全都服務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 再無其他東西可服務, 因為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是一切

萬有, 不可能不服務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只是有不同的服務變貌.

如同現在與你們人群工作的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每一個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都是由一群專門化的個別社會記憶

複合體所組成, 每一成員做它(想)表達的 並帶入顯化狀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如何與地球人交流(communicate)?

RA: 我是 Ra, 這是個有些複雜的問題.

第一次的交流是基因上的改變;

第二次交流是行走在你們人群之中 在意識中製造進一步的基因改變;

第三次是透過撿選的管道(channels)*展開一系列的對話.

(譯註: 這裡指的應是舊約聖經中的先知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這些基因改變是什麼, 它們是如何產生的?

RA: 我是 Ra, 有些基因改變的形式類似於你們所稱的複製(cloning)過程. 因此,

實體們以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實體的形象誕生, 第二次的接觸, 本質為性(sexual), 透過你們肉體

複合體智能能量設計的繁殖型態, 以此自然方式改變心/身/靈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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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明確地告訴我 他們在這個事例中做了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回答這個問題, 請重述以獲得進一步訊息.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亞威亞威亞威亞威介入前後 性的編程(programming)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只能說 藉由基因手段介入都是一樣的 不管

改變的來源為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讓 有性基因改變的目的為何?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時間尺度而言, 75,000 年前, 這些改變的目標只有一個:

在心/身複合體中表達一些特徵, 以導引靈性複合體進一步, 更快速的發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特徵如何導引更多的靈性發展?

RA: 我是 Ra, 被鼓勵的特徵包括所有肉體感官的靈敏度, 以銳化各種經驗; 強

化心智複合體, 以促進分析這些經驗的能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於何時開始執行這些基因改變?

RA: 我是 Ra,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群體在 75,000 年前 與那些火星火星火星火星的實體工作 進行你所稱的

複製過程, 與(複製)有所不同, 但它們(的細節)存在於你們時間/空間連續體之未來,

我們不能打破自由意志, 即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混淆法則.

大約 2 千 6 百年是第二次-- 我們更正: 大約 3 千 6 百年前, 也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嘗試

在此文化複合體工作的時間.

透過一系列與被稱為 Anak 的群體的會面, 藉由肉體複合體的方式使其受精, 注

入新的基因編碼, 好讓有機體變得更大、更強壯*.

(*譯註: 可能是舊約創世紀 6:4 提到的 上古之英勇巨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為什麼他們要更大、更強壯的有機體?

RA: 我是 Ra,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群體嘗試藉由創造 足以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心/身複合體, (進而)

創造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理解. 這個實驗從原本期望的變貌而言, (結果)算是決定性

的失敗. 事實上 (接受實驗的)它們非但沒有消化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反而產生很大的誘惑

將(自己)所謂的社會複合體或小團體視為精英, 或不同, 比其他-自我更好, 這是

服務自我的手法之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生產了更大的肉體複合體以創造精英階層, 使得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一的法

則則則則被應用到我們所謂的負面意向?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實體們要為這個程序負責, 他們在獨立的個

案中從事實驗用來與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戰鬥.

然而,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能夠利用這樣的心/身變貌來灌注精英的思想, 而非專注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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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太一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屬於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RA: 我是 Ra,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屬於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但它在嘗試援助的過程有些失誤.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與人類)的通訊並未幫助或創造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當初希望創造的東西,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互動的結果相當混雜, 當實體振動總合特徵擁抱太一性

(oneness),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的操作就相當有用. 當自由意志的實體選擇較不正面傾向的振動

總合複合體, 那些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實體第一次能夠嚴重侵入地球複合體的意識.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確切地告訴我 是什麼允許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得以造成最嚴重的侵入?

RA: 我是 Ra, 這將是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確切地說 那些強壯, 聰明..等等的實體 會有個誘惑使他們覺得跟那些較不聰明,

較不強壯的實體有所不同. 對於太一性與其他自我的關係而言, 這是種扭曲的認

知. 它允許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形成所謂聖戰[如你所稱]的概念. 這是個被嚴重扭曲的認知,

有許多這類戰爭 其本質具有毀滅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相信對於理解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全面運作,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

點; 這是有幫助的. 你很可能已經知道 接下來 3 天 我將(到外地)工作, 所以如

果你覺得可以 我們今晚可能要進行另一場集會. 接下來的集會最快要 4 天以後

才能舉行. 你認為今晚舉行另一場集會可能嗎?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有些虛弱, 這是 缺乏生命能所造成的一種扭曲. 因此,

在肉體平衡上 滋養該器皿, 將允許另一場集會, 你懂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不完全. 具體地說 我們應該做什麼以達成肉體平衡?

RA: 我是 Ra,

一. 注意飲食,

二. 運作*肉體複合體 以減輕朝向痛苦之變貌,

三. 鼓勵適當的運動[以你們的稱呼]量.

(*譯註:這裡原文為 manipulate, 隱含有按摩的意思.)

最後的指令: 在下一次的集會 要特別留意象徵物的排列, 使該實體能盡可能受

到不同象徵物的協助. 我們建議你們十分小心地檢查這些象徵物. 這個實體的位

置稍微偏離適當的配置. 這點目前並不重要, 當下一次集會排定後 就會更加重

要.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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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九場集會第十九場集會第十九場集會第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關於這本書的範圍, 我思考過一陣子. 在這次通訊 我們關切心、身、

靈的進化. 我想透過問答方式充分探究進化的機制, 好讓那些有興趣的個體們

能參與他們自己的進化.

我覺得從第二到第三密度的轉變講起會是個好的開始; 接著探究地球上第三密

度實體進化的細節, 特別把注意力放在有助於或妨礙進化的機制.

這是--我意圖工作的方向, 我希望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首先 我想知道是否所有實體都從第二演變到第三密度, 或者有些實體從未經歷

這種演變?

RA: 我是 Ra, 你的問題假設以 空間/時間連續體的角度來認知 那賦予你們幻

象生命的智能能量. 在這個幻象的脈絡中, 我們可以說有些(存有)不會從一個特

定密度轉移到另一個, 因為該連續體是有限的.

在我們的理解中, 宇宙或造物是一個無限的存有, 它的心跳活生生地存在於它自

己的智能能量中, 從一次造物到下一次造物(的週期), 僅只是這智能的一次心跳,在

這個脈絡中, 每一個意識的實體都 曾經/正在/將要 經驗 每一個密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一個個體化的第二密度實體 準備過渡到第三密度, 這個第二密度存

有是否為我們所謂的動物?

RA: 我是 Ra, 有三種第二密度實體變得, 容我們說, 有靈性(enspirited). 第一種是

動物, 這是最普遍的, 其次是植物, 特別是你們所稱的, 聲音振動複合體, "樹".

這些實體能夠給予並接收足夠的愛 以變成個體化; 第三種是礦物, 偶爾, 一個

特定的位置/地方, 由於與一個第三密度實體的關係, 在此關係中, 接收並給予愛,

而被充能具備個體性. 這是最罕見的過渡方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第二密度開始過渡到第三密度, 該實體, 不論是動物, 樹(植物), 或礦

物, 如何變得有靈性?

RA: 我是 Ra, 實體並不會變得有靈性, (而是)他們逐漸覺察到智能能量在每個部

分、細胞、或原子內; 如你所稱, 覺察其存在性.

這個覺察是早已被給予的覺知, 從無限中衍生所有的密度, 透過特定經驗理解的

催化劑 產生自我-覺察, 我們可以稱這個特別的能量為: 細胞或原子或意識的

向上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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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你可以看到有股不可避免的拉力朝向 自我最終的實現.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過渡到第三密度之後, 我們以地球做為例子, 我假設這些實體就

會長得像我們一樣? 他們會具有人形?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以你們星球為例,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個星球上, 當首批第二密度實體成為第三密度; 他們是藉外力幫助

從火星火星火星火星轉移到此, 或者他們不仰賴外界影響 從第二密度轉移到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有些第二密度實體不靠外界刺激, 僅有效運用其經驗 畢業到第

三密度.

你們地球上其他的第二密度實體 藉由收割效應的幫助, 好比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現在送給

你們的援助一般, 加入第三密度. 不同的是, (他們接收的)通訊純粹是心電感應, 而

非 感應/口頭 或 感應/書寫, 這是由於第二密度存有的特質之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誰將援助送給第二密度的存有?

RA: 我是 Ra, 我們稱呼自己為 服務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之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星球聯邦. 這是個簡化的說

法 用意是減輕你們人類理解上的困難. 我們有些猶豫是否要用這個名詞, 聲音

振動, "理解". 但它目前最接近我們的意思.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也協助第二密度到第三密度的過渡期, 這是否正確?

誰將援助送給第二密度的存有?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修正這個詢問 讓它更為正確.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有一部分並不

與第三密度一同工作, 但它們發現其援助使用在其他收割--第二密度收割--有

最佳的用途, 於是這部分負責協助這些收割. 如同我們在先前集會所述, 星際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由許多其他密度的實體組成, 在你們的密度中, 在你們的星球內部, 以及

內在或天使國度之內. 關於他們: 每一個實體發展為一個心/身/靈複合體, 然

後發展為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並將這個社會記憶複合體致力於單一服務那太太太太

一造物者一造物者一造物者一造物者, 便可以加入星際聯邦.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好的, 這個第二密度到第三密度的過渡過程發生在 7 萬 5 千年前? 大約

而言?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些第二密度存有到哪裡取得第三密度的肉體載具好降生?

RA: 我是 Ra, 這些處於第二密度平面的實體, 當他們的形體暴露於第三密度的

振動中, 如你所稱, 就成為第三密度的人類實體.

也就是說, [如你所稱的]體毛減少, 肉體需要衣服保護. 脖子, 上下顎, 及前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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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 好讓發聲較為容易. 發展出更大的頭顱 因應第三密度的需要.

這是正常的轉形(transfiguration).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轉形的過程大約有多久? 一定相當短暫.

RA: 我是 Ra, 這假設是正確的, 至少以我們的期限而言 -- 如你所知, (這過程)

大約在一個半世代時間內完成. 那些已經被收割到這個星球的實體們能夠使用

這新創造的, 由化學元素組成的肉體複合體, 適合於第三密度的課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這個新型的肉體複合體如何適合於第三密度的課程, 這

些課程是什麼?

RA: 我是 Ra, 第三密度有一個需要, 那需要是自我-覺察, 或自我-意識. 為了能

夠如此, 肉體的化學複合體必須能夠抽象思考. 因此, 根本的需求是結合 理性

與 直覺思考. 第二密度形體的理性思考很短暫, 大部分仰賴直覺運作 透過練習

獲得結果.

第三密度的心智能夠處理抽象的資訊, 以生存的角度而言, 會去想被稱為"無用"

的東西,. 這是(第三密度)主要的必備條件.

其他還有一些重要的成分: 較弱的肉體載具以鼓勵心智的使用, 發展已經存在的

社會複合體覺察. (以下)這些也是必須的: 進一步發展肉體中雙手[如你對這部分的肉

體複合體的稱呼]的靈巧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似乎是個被仔細計畫或策劃的發展階段. 你能夠告訴我任何關於這個

發展的計畫起源?

RA: 我是 Ra, 我們回到先前的資訊. 考慮並回想關於理則理則理則理則(Logos)的討論. 協同

自由意志之原初變貌, 每一個銀河發展出它自己的理則理則理則理則. 這個理則理則理則理則有完整的自由

意志決定智能能量的途徑, 考量星球與恆星的條件, 以促進每一個密度的課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將照我的理解做個聲明, 然後問你 我是否正確. 有個我稱為的物理

催化劑在第三密度全時間運作著. 我假設這個催化劑在第二密度運作的方式大

致相同. 這個催化劑透過我們稱為的痛苦與情感來作用. 這是不是肉體被弱化,

毛髮被消除等等的主要原因? 好讓這催化劑更強烈地作用在心智上, 從而創造

出進化過程?

RA: 我是 Ra, 這並不完全正確, 雖然與我們理解的變貌密切地相關.

如果你願意, 以樹做為例子來考量, 它是自給自足的. 再考慮第三密度的實體,

它也可以自給自足 但必須歷經艱難及貧困*. 獨自學習是困難的, 因為有個內建

的障礙, 同時是第三密度 偉大的美德 亦是偉大的障礙; 那是 理性/直覺的心智.

因此, 如你所言, 肉體載具的弱化, 是被設計來扭轉實體 使其傾向彼此交流. 如

此, (學習)知曉愛的課程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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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 有些人或許以為自給自足並不難, 但看過魯賓遜漂流記的人 就知道一個人完全地靠自己

生活, 食衣住行樣樣自己動手, 是很艱難的一件事.. thanks to Carla's teaching.)

人們彼此分享的催化劑在每個自我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跟 自我在獨處時

透過冥想整合所有經驗 同樣重要.

學習的最快方式是與 其他-自我 打交道. 這個催化劑 比只跟自己打交道 要大許

多.  只跟自己打交道 不跟其他-自我往來 就好比生活沒有你們所謂的鏡子一般.

因此, 自我無法看到其 存在性 的果實. 所以, 每一個實體藉由(鏡子的)映照來彼

此幫助. 這也是弱化肉體載具或肉體複合體的主要原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第二密度的存有的主要動機朝向自我服務, 可能有一點動機朝向

服務其他存有, 對象為直系家族. 它們攜帶著這個傾向 進入第三密度, 但這個

傾向會被緩慢地修改, 對象改為一個社會複合體, 最終朝向 與一切萬有的聯合.

我這樣說對嗎?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最近才從第二密度過渡到第三密度的存有依舊強烈地傾向自我-

服務. 一定有許多其他機制創造一個覺察 認識服務他人的可能性.

我在想 首先是關於該機制, 這個分離何時發生 讓實體得以繼續行走在服務自

我的道路上, 最終到達第四密度.

我假設一個實體可以, 比方說, 在第二密度服務自我, 然後一直繼續下去, 持續

停留在我們所謂的服務自我的途徑, 絕不被拉開.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第二密度對於服務自我的概念 包括服務同一族群.

在第二密度中 同一族群並不會被視為有 自我 與 其他-自我 之分別. 全都被視

為自我, 因為在第二密度的實體中, 如果一個族群被削弱, 該族群中的實體也被

削弱.

起初的第三密度實體, 容我們說, 有著純潔(innocent)的傾向或變貌 將家族, 社會,

或甚至國家 都視為自我. 此一變貌對於在第三密度的演進並無幫助, 它是沒有極

性的.

當一個實體感知 其他自我 為 其他-自我, 並且有意識地決定去操控其他-自我

以圖利自我, 此時轉戾點才變明顯. 這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途徑之開端.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透過自由意志, 在第三密度經驗的某個時間點, 途徑分開, 實體

有意識地選擇-- 或者他很可能並非有意識地選擇.

實體在起初的分隔點是否有意識地選擇途徑?

RA: 我是 Ra, 我們以一般通則來說 這是危險且總是不精確的. 然而, 我們理解

你追求一個概論, 所以我們消除例外, 只說大多數的情況.

大多數的第三密度存有 在有意識領悟到這條途徑之前 就已經在撿選的途徑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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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遠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什麼偏見創造出朝向服務自我途徑的動量?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以暗喻方式來說.

有些實體愛那光, 有些愛那黑暗. 這件事的重點: 有無限地、獨特地 各式各樣

的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他們)在經驗中 選擇並玩耍著. 好比小孩子去遠足野餐.

有些小孩享受野餐的方式是 發現太陽是美麗的, 食物是美味的,  遊戲新鮮有趣,

在造物中喜悅地發光著.

有些則發現夜晚是可口的, 他們的野餐是: 其他實體的痛苦、困難、苦難, 以及

檢視自然的乖張處. 他們享受不同的野餐.

所有這些經驗都是可得的, 由每一個實體的自由意志去選擇玩耍的形式, 愉悅的

形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一個實體不管在哪一條途徑上 都可以在任何時刻選擇更換途徑,

可能要先折回原點, 所以在某條途徑上走得越遠, 要改變途徑就會越困難. 這樣

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如你所言, 一個實體已極化[如你所稱]越深, 這個

實體就越容易改變極性, 因為這個實體具有更多的力量與覺知性.

那些真正無助的是尚未有意識地選擇的實體, 他們重複著某種樣式, 卻沒有這個

重複的知識, 不知道該樣式的意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相信我們得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如同電學, 在極化過程會產生

極大的位能. 我們有正極, 與負極. 你越是在某一端累積電荷(charge), 就產生更

大的位能差 有更多能力做功(work), 正如我們稱呼的物理學名稱.

在我看來 意識(的極化)具有相同的類比關係,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好的, 那麼似乎在物理現象, 比方說電子現象, 與意識現象之間有個關

係. 它們都源自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 它們幾乎是相同的 只是有不同的動作,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再次 我們得過度簡化來回答你的詢問.

肉體複合體本身是由許多, 許多源自於智能能量的能量場或電磁場互動所構成;

心智複合體的配置或變貌又進一步增加電磁能量場, 並且扭曲肉體複合體的能

量樣式; 靈性層面做為一個更加複雜的場, 其自身是完美的, 但透過心智與肉體

複合體能量場, 能夠以許多 被扭曲 以及 未整合 的方式被呈現表達.

好比磁鐵具有一個極性, 容我們說, 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也有一個極性, 在紫

羅蘭光芒能量— (各個)能量場的總合— 中表達一個基本極性. 但它受到許多因

素影響: 心智複合體產生的所有思想; 肉體複合體的變貌, 以及小宇宙[該實體]

與大宇宙的眾多關係. 你們可以透過觀察[如你稱呼的]星星 了解大宇宙與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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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關係. 每一個星星貢獻的能量光芒, 因著個別的變貌, 進入該實體的電

磁網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是否為占星學的根源?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如你所說, 占星學[如你的說法]的根源, 是感知原初變貌的一種方式, 可以沿著已

知的或然率/可能性途徑來預測它們; 容我們說, 前提為已知(人)靈進入肉體/心

理複合體的時間, 肉體/心理/靈性複合體進入該幻象的時間; 以及在這兩個時間

的天體定向與配置.

那麼 這(占星學)可能具有提示 變貌的基本區域之功能, 就僅止於此了.

占星學扮演的角色可比擬為(知識之樹的)許多樹根之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這器皿的校準良好, 你們相當認真負責, 我們請求你們更多加照

顧器皿 確保它的腳部有穿戴東西, 即你們稱為的, 聲音振動複合體, 鞋子.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造物造物造物

者者者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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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場集會第二十場集會第二十場集會第二十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9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在想製作這本書最佳的方式是繼續工作進化的機制與歷史, 直到我

們挖掘得夠深, 足以穿越第三密度, 並知曉第四密度起初部分將發生的事情, 於

是心/身/靈複合體發展的機制能夠被帶出來. 如果我有時候在某個地方卡住了

--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可能會問一些稍後才會用到的題材, 但我們將總是沿著

這些主線前進. 首先, (把時間)稍微倒退一點, 當第三密度開始時, 不能被收割的

第二密度實體會發生什麼事? 我假設有些實體無法進入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第二密度能夠在第三密度重複一段週期.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從 7 萬 5 千年前起, 尚未被收割的第二密度實體 仍在這個星球上.

是否有任何第二密度實體在過去 7 萬 5 千年間被收割進入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是的, 發生的次數與日俱增.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所以越來越多的第二密度實體進入第三密度, 你能否舉個例子 關於最

近 第二密度實體進入第三密度的例子?

RA: 我是 Ra, 或許最常發生的情況, 關於第二密度在第三密度期間畢業, 是所

謂的寵物. 因為這些動物與第三密度實體的連結, 牠們暴露在(飼主)個體化影響

力之下, 這個 個體化作用造成第二密度實體之潛能急速攀升 以致於當這個

心/身 複合體的肉體複合體中止作用時, 牠不再回到該物種的無差別意識之中,

如果你願意如此稱呼.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給我一個例子 一個第三密度實體 不久前還是第二密度實

體, 他們在這裡會變成何種實體?

RA: 我是 Ra, 當一個第二密度實體 剛剛進入第三密度 展開學習的過程, 該實

體所裝備的是最底層的第三密度意識形態, 如果你願意如此稱呼, 也就是, 裝備

了 自我-意識.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開始認識第三密度的實體 他們的形體應該是人類, 跟我們一樣, 是否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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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說到物理載具從第二密度到第三密度 的快速改變: 你曾說, 這過程大

約在一個半世代時間內完成, 包括 失去體毛, 以及結構的改變.

我覺察到 杜威杜威杜威杜威-拉森拉森拉森拉森(Dewey B. Larson)的物理學, 他陳述一切都是運動(motion) 或

振動. 我假設構成物理世界的基本振動改變了, 因此創造出一組不同的參數,

容我說, 在這短短的密度變遷時間內 允許新型態載具的產生, 我說的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譯註: 關於 Dewey B.Larson 的物理學, 參考. http://www.rsystem.org/dbl/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裡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杜威杜威杜威杜威-拉森拉森拉森拉森 的物理學正確嗎?

RA: 我是 Ra. 該聲音振動複合體, 杜威杜威杜威杜威, 的物理學是個正確的系統 在可能的範

圍內 達到最大的正確性, 還有些東西沒有被包含在這個系統中.

然而, 那些在這個特別的實體之後的人們, 使用振動的基本概念, 以及對振動變

貌的研讀, 將展開對於你們所知的重力 以及你們視為"n"次元的東西 之理解.

在一個更具普遍性的物理理論中, 這些東西必須被包含進去.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實體, 杜威杜威杜威杜威, 將這個資料帶到世上, 主要是為了在第四密度中使用?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昨天我們說到, 當一個實體不管是有意識 或 無意識地選擇一

條途徑, 服務他人 或 服務自我, 產生了分隔. (我腦海)升起一個哲學性的問題,

為什麼為會存在這樣的分隔? 我的印象是 這就好比是電流, 如果電流裡沒有極

性, 我們就沒有電力; 就沒有動作的發生. 因此, 我假設意識也是同樣的情況,

如果我們的意識內沒有極性 我們也就不會有動作 或 經驗,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用更一般的稱謂 "功" (work).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如果我們想要有功, 服務自我 或 服務他人 的概念則是必須的,

不管是意識內的功, 或是牛頓牛頓牛頓牛頓物理力學中的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附帶說明, 這線圈(coil), 如你所理解, 是纏繞的, 其

潛能已經準備就緒, 這東西尚未極化, 欠缺的是電荷(charge).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電荷是由個體化的意識提供,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電荷是由個體化的實體 透過自由意志使用湧入及流入的能量

來提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7 萬 5 千年前 第三密度開始的時候, 第三密度實體開始降生,

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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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在 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這個特別部分的開端, 平均壽命大約為 9

百年.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我們在第三密度演進時, 平均壽命是 增加或減少?

RA: 我是 Ra, 在這個密度中 壽命有它特別的用途, 假設(實體)在這個密度和諧

地發展 學習/教導, 肉體複合體的壽命將維持一致直到週期結束. 然而, 你們這

個特別的星球 在第二主週期前 發展出某些振動 導致壽命戲劇性地減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假設一個主週期是 2 萬 5 千年, 在第一個主週期結束的時候, 壽命是多

少?

RA: 我是 Ra, 在第一個主要週期結束時, 大約是 7 百年.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在 2 萬 5 千年期間, 我們損失了 2 百年的壽命,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壽命減少的原因?

RA: 我是 Ra, 這類減少的原因總是由於 不悅耳 或 不和諧 的人際關係振動.

在第一週期 這情況還不嚴重 因為人口分散, 但(人類的)感覺複合體/變貌逐漸

朝向人與人之間的分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這些週期開始之後 在 2 萬 5 千年間 會逐漸產生 正面極化 或

負面極化. 從火星火星火星火星來的實體們 原先已經有些負面的極性, 他們的湧入地球 是否

為負面極化 與 壽命減少的原因?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這次的湧入並不具有強烈的負面極性. 壽命的減少

主要是由於 建立正面志向之缺乏, 當沒有進展 原先那些允許進展的條件便逐

漸消失. 這是維持未極化的困難之一, 容我們說, 進展的機會[容我們說]穩定地變

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就我的理解方式, 在 75,000 年週期的開端, 我們有著混雜的實體-- 有

些是從地球第二密度畢業後 成為第三密度; 還有一群實體是從火星火星火星火星轉移過來

繼續第三密度,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必須記住 那些轉移到這個星球的實體們 之前已

經處於第三密度的中期, 所以 這個第三密度(對他們而言)是個適應 而非重新開

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在那個時候 粗略而言有多少百分比的實體之前是火星人, 多

少比例是從地球第二密度收割而來?

RA: 我是 Ra, 大約有一半的第三密度人口為來自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 火星火星火星火星, 的實體.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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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有四分之一來自你們星球的第二密度. 大約四分之一來自其他源頭、其他星

球, 這些實體選擇該星球從事第三密度的工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他們降生於此 這三種的實體是否混合在一起 成為社會或群體; 或者

他們依照群體或社會 分開居住?

RA: 我是 Ra, 他們大部分沒有混雜在一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個無混雜(unmixing)的情況 是否開啟群體分離的可能性, 然後,

造成群體之間戰爭能量的可能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是否促成壽命減少?

RA: 我是 Ra, 這的確使得壽命減少, 如你所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為什麼九百年是理想的壽命?

RA: 我是 Ra, 第三密度心/身/靈複合體 藉以提煉變貌及學習/教導的催化活動

課程, 其強度大約是任何其他密度的一百倍, 因此這樣的學習/教導對於心/身/靈

是十分困惑的, 容我們說, (好比)被體驗的海洋所淹沒.

在首先的, 容我們說, 150 到 200 年之間,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正走過靈性童年的

過程. 心智 與 肉體尚不足以 形成 已修練的配置 提供清晰度給靈性匯流

(influxes). 於是, 剩下的壽命則被用來最佳化從經驗產生的理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以目前來說 對於那些剛開始第三密度課程的實體 我們的壽命似

乎太短了,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那些實體, 以某種方式, 已經學會/教導他們自己合

宜的變貌 有助於快速成長 以因應較短壽命的侷限. 然而, 你們大多數的實體

發現自己處於所謂的永久的童年.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回到第一個 2 萬 5 千年週期, 或主週期,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給予這些實體何種援

助 好讓他們在這段期間有機會成長?

RA: 我是 Ra, 一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成員居住在地球振動密度的內在平面(plane) 與這些實體

一起工作. 也有一個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成員與那些火星的火星的火星的火星的實體工作, 協助他們過渡(到地球).

在大多數情況, (聯邦的)參與是有限的, 因為允許(實體們)完整地遊歷, 混淆機制的

作用 是恰當的, 容我們說, 好讓地球的實體們能在它們自己思考的自由中, 發

展它們想望的東西.

通常的情況是 第三密度週期的發生, 容我們說, 無須外在或其他-自我的資訊援

助. 毋寧讓實體們可以工作他們自己, 朝向適當的極化與第三密度的學習/教導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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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做個假設 在(第一個)2 萬 5 千年週期中, 這些實體們達到最大的效能,

不管是極化偏向服務自我 或 偏向服務他人, 這種情況將使得他們在 2 萬 5 千

年週期盡頭得以被收割到第四負面或正面密度, 他們必須移動到另一個星球 因

為這個星球還會持續停留在第三密度約 5 萬年, 這假設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讓我們解開你那複雜且部分正確的假設, 眾實體起初的渴望是尋

求並成為一, 如果實體們可以在一個瞬間做到這點, 他們就可以在一個瞬間向前

進, 因此, 如果這情況發生在一個主要週期內, 的確, 這個第三密度的星球會在

那個週期結束時被淨空.

然而, 真實情況通常較為偏向中位數(median)或平均值, 容我們說, 在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宇

宙的第三密度發展中, 通常第一週期之後 只有小量的收割; 在第二週期, 其餘

的實體們得到顯著的極化, 第二週期的收割量增加許多; 到了第三週期 其餘的

實體得到更為顯著的極化, 整個過程達到最高點 從而完成了這整個收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很好, 那麼在 2 萬 5 千年週期的盡頭, 看顧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期望看到一場收

割, 某個百分比的實體可被收割為第四密度正面,  某個百分比的實體可被收割

為第四密度負面?

RA: 我是 Ra, 那是正確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第一個主要週期的角色就像是個

園丁, 知道四季的變遷, 滿足地等待春天的到來. 當春季沒有發生, 種子沒有發

芽, 此時園丁必須在花園裡工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在該 2 萬 5 千年時期結束後, 沒有正面 也沒有負面

極性的可收割實體?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們所謂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曾經在那個時期, 嘗試過一次

將資訊給予那些第三密度實體. 無論如何, 這些資訊並沒有進入那些想要追尋這

條道路的實體們耳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使用什麼技巧來給予這資訊?

RA: 我是 Ra, 使用的技巧有兩種: 一, 思想轉移, 或你所謂的"心電感應";

二, 排列特定的石頭 以暗示權力的強烈影響, 例如你們太平洋區域的那些石像

及其排列, 在中美洲區域也有一些, 如你現在所理解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說的是復活島復活島復活島復活島(Easter Island)上的石製巨頭像?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石製巨頭如何能影響人們走向服務自我的途徑?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想像 實體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的心/身/靈複合體處

在他們所無法控制的力量中, 假設有個雕像或石頭排列 被充滿能量, 那些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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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意志可能將這個特別的結構或排列 歸因於這種權力, 那種凌駕於物質之

上的權力 無法被控制的權力. 如此便具有潛能 引發進一步 以權力凌駕其他-

自我的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石製巨頭是如何被建造的?

RA: 我是 Ra, 他們掃描深層心智, 心智之樹的樹幹, 專注在那些最有可能引發

觀看者的敬畏體驗之形象, 然後以思想來建造它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們親自製作這些東西? 他們以肉身來建造這些? 他們是否以

肉身降落, 或者他們從心理層面(mental planes)來製作, 或他們使用某些降生的實

體來為他們做事?

RA: 我是 Ra, 幾乎所有這些建築與排列 都是以思想隔著一段距離來建構. 有

極少數是在晚期, 由你們地球平面/密度上的實體仿造原始的建構所製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建構這些巨頭的獵戶實體來自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來自第四密度, 愛或理解的密度; 提供這個可能性給那

些 第一主要週期的實體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使用相同的命名 同時描述第四密度負面 與第四密度正面; 兩者都被

稱為愛或理解的次元,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愛與理解, 不管是屬於自我 或 朝向其他-自我的自

我, 皆為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建構這些巨頭的時間距今大約多少年?

RA: 我是 Ra, 這大約在你們時空連續體的 6 萬年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南美洲 有什麼建築物被建造?

RA: 我是 Ra, 在這個地方 有些獨特的雕像, 一些石頭的排列, 以及一些涉及石

頭與土壤的排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斯卡那斯卡那斯卡那斯卡(Nazca)線條也是其中之一?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線條必須從某個高度才能看清楚, 在當時 它們有何利益?

RA: 我是 Ra, 這些排列的利益在於 它們被權力的能量充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有些困惑, 這些那斯卡那斯卡那斯卡那斯卡線條對於行走在地表上的實體而言 幾乎無法

理解, 他看不到什麼東西 除了地表上的一些裂痕, 然而, 如果你走到夠高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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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你就能看到整個樣式. 那麼 對於這些行走在地表上的實體有何利益?

RA: 我是 Ra, 在你們目前的時間/空間 很難覺察 6 萬年前地表如何被安排成一

組充滿權力的結構化設計, 從遠處的山丘制高點可觀看到.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換句話說, 在當時 有山丘可以俯瞰這些線條?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你現在所見的平坦區域, 曾經有許多山丘聳立, 時/空連續體 隨著風與天候前進,

侵蝕了大部分可畏的地表設計結構, 以及周圍鄉間的特質.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我了解了 這些線條只是當時結構的微弱殘痕?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需要知道 今天稍晚是否有可能繼續另一場集會 以及我們

是否能做些什麼 是這器皿更為舒適.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我們要求你仔細地觀察器皿的校準, 除此之外, 你

們是謹慎認真的.

在我們結束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打算在下一次的集會 將焦點放在正面導向實體於第一個 2 萬 5 千年

時期的發展, 我知道你不能給建議, 但這個對我來說似乎..我希望我是走在正確

的研究途徑, 探究我們整個第三密度歷史的發展與影響. 你能否給我任何一點

評語呢?

RA: 這選擇在你, 按照你的辨別力.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造物造物造物

者者者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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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一場集會第二十一場集會第二十一場集會第二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有幾個問題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忘記問, 所以我先問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器皿閱讀我們已經獲得的資料, 是否會影響這本書未來的內

容?

RA: 我是 Ra, 未來, 以你們的時間/空間尺度而言, 透過這器皿進行的通訊 與

器皿的心智複合體沒有關聯. 這是由於兩件事: 首先, 器皿忠實於奉獻其意志服

務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 其次, 以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變貌/理解, 在使用聲音振動符合

體來溝通資料方面, 為了最有效地溝通, 並將扭曲降到最低, 得將該心/身/靈複

合體的有意識心智複合體移開, 如此我們得以不參考器皿的意向做直接溝通.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只是個附帶的問題, 你使用器皿的詞彙 或你自己的詞彙跟我們溝通?.

RA: 我是 Ra, 我們使用你熟悉的語言之詞彙. 這不是器皿的詞彙. 無論如何, 這

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維持足夠多的聲音振動複合體之用途, 因此其中的區別

通常不具有任何重要性.

***

(譯註: 這段故事與第十場集會內容相當雷同, 所以在正式原文書並無此段, 但 Ra 在敘述方式

與年代都有不同, 故譯者還是決定保留它.)

現在我們回歸正事-- 製作這本書. 當我們涵蓋這 7 萬 5 千年週期的早期部分之

際, 我希望能夠向後追溯一些, 在 7 萬 5 千年週期發生之前, 再一次回顧來自

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Maldek)實體們的轉移過程, 我想要檢查你之前給我們的時間, 因為

我們之前在這部分的時間數字有些扭曲, 這些來自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的實體是多少年前

被轉移的?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這些實體經歷過幾次轉折, 第一次是大約 50 萬年前, 以

你們的時間尺度而言. 在那個時候, 這些實體被轉移進入一個結界(knot). 這個

狀態持續了你們會稱為亙古的歲月. 那些想要幫助他們的實體不斷嘗試與他們

接觸, 卻徒勞無功.

在該行星毀滅之後, 這是一個沒有實體能逃離的結界, 大約 20 萬年前, 一位星

際聯邦實體(終於)能夠開始鬆動這個結界, 於是這些實體進入第二次轉折期, 進

入內在或時間/空間次元, 並經歷冗長的治療過程. 當這個療程完成後, 這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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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於是能夠決定適當的走向, 好設定一些狀態 協助減輕他們(過往)行為的後

果.

在你們過往的 4 萬 6 千年前, 這是大約的數字, 這些實體選擇降生在這個星球

圈之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知道了, 那麼在這個大師週期之前, 也就是 7 萬 5 千年前, 馬爾戴馬爾戴馬爾戴馬爾戴

克克克克實體並未降生, 正確嗎?

RA: 我是 Ra, 以降生於第三密度時間/空間的觀點而言,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 7 萬 5 千年週期之前, 這些實體是否曾降生於第二密度?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這些特別的實體過去降生於第三密度的時間/空間,

也就是所謂的內在次元平面, 歷經治療的過程, 並且逐漸領悟它們(過去的)的

行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並不想談論我們曾經涵蓋過的議題, 但有些地方我在完全理解上有

困難, 有時候 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問問題 以幫助我理解與思考.

***

所以在 7 萬 5 千年週期的開始 我們知道隔離措施被設立, 我假設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注意到

如果他們不設立這種措施, 自由意志將被侵犯, 所以他們這麼做,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不正確. 不正確部分如下所述: 那些在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紅色星球體驗第

三密度的實體 因為(被迫)提早結束, 當他們被轉移到這裡的第三密度 獲得基因

方面的幫助. 這個舉動, 雖然是基於助人的渴望, 被視為侵犯自由意志. 由守護守護守護守護

者者者者或你稱為的園丁所組成的光之隔離, 從那個時候開始被強化.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 7 萬 5 千年週期開始, 壽命大約為九百年, 平均而言. 容我說, 當時

輪迴轉世過程與排程機制是什麼? 又是如何運用中陰*這段時間以促進心/身/靈

複合體之成長?

(*直譯: 在上次與這次投胎進入第三密度肉身的過渡期間)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比大部分的問題都要複雜. 我們現在開始.

起初 第三密度心/身/靈複合體的降生型態開始於黑暗, 為此 你可以把你們的密

度想成一個睡眠與遺忘的密度. 這是遺忘的唯一(次元)平面. 對於第三密度實體,

遺忘是必須的, 好讓混淆或自由意志機制得以運作在新近個體化的意識複合體

上. 因此, 起初的實體具有完全的天真無邪, 傾向動物性的行為, 看待 其他-自

我 就如同自我的延伸, 用以保存全體-自我. 當該實體緩慢地覺察到它有[容我們

說]不是動物性的需求, 也就是說, 對於生存無用的需求. 這些需求包括: 與人交

往的需求、歡笑的需求、美麗的需求、知曉週遭宇宙的需求. 這些是初步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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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降生的經驗開始累積, 進一步的需求也被發現了: 交換(trade)的需求, 去愛的

需求, 被愛的需求, 將動物性行為提升到更為宇宙性視野的需求.

在第三密度週期的第一部分, 降生是自動發生的, 就在肉體載具能量複合體中止

之時迅速發生. 很少需要回顧或治療前一世的體驗.

當能量中心開始被開啟到更高的程度, 每一世的體驗有更多內容與愛的功課相

關. 因此, 如你所理解的中陰期間被延長, 好讓實體能專注於回顧及治療前一世

的經驗. 在第三密度的某一時點, 綠色光芒能量中心逐漸啟動, 此時降生停止自

動發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降生(incarnation)停止自動發生 我假設實體可以決定他需要降生的時

機 以便利於他自身的學習, 他是否也選擇他的雙親?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此時 我們的週期接近尾聲, 有多少百分比的實體降生時 是自己做的

選擇?

RA: 我是 Ra, 大約的百分比是 54%.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在第一個 2 萬 5 千年週期, 是否有任何的工業發展, 任何人們

可用的機器?

RA: 我是 Ra, 就你認定的'機器'而言, 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 有各式各樣的木頭

與石頭的工具 被用來獲取食物, 或用來侵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第一個 2 萬 5 千年週期的盡頭, 是否有任何快速的肉體改變, 好比 7

萬 5 千年週期盡頭會發生的情況? 或者這只是收割期的一個指標時間?

RA: 我是 Ra, 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除了依據智能能量的改變 或你稱為肉體進化,

以適應他們所處的環境, 例如依照實體所居住的區域 而有膚色的改變; 由於食

物攝取的改良 人口逐步的成長.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在第一個 2 萬 5 千年週期的盡頭, 我推測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發現沒有任何收

割 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實體. 告訴我當時發生什麼事, 他們採取了什麼行動,

等等?

RA: 我是 Ra, 他們沒有採取行動 除了保持覺察(留意)這個密度的實體們呼求幫

助或理解 的可能性.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關切保存有助於學習的狀態, 大多數情況, 主題

圍繞著自由意志的原初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園丁沒有做什麼事, 容我說, 直到它們花園裡

的某些植物呼求 需要幫助,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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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第一個呼求何時發生, 它是如何發生的?

RA: 我是 Ra, 第一個呼求大約是你們的 4 萬 6 千年前. 這個呼求屬於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馬爾戴克

(Maldek)的實體, 這些實體覺察到他們需要改正他們行為的後果 他們對於降生的

環境感到有些困惑; 無意識(unconscious)的部分有覺知, 有意識的部分則感到相當

困惑, 這情況創造出一個呼求,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送愛與光給這些實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如何送愛與光給這些實體? 他們做了什麼?

RA: 我是 Ra,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實體沒有做什麼, 他們從自己的星球送出愛與光 如

同純粹的串流(streaming)  傳遞給那些呼求的實體. 這並不是概念上思想的形式,

而是純粹與無分別的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第一變貌是否需要將同等的時間給予 自我-服務 導向的群

體?

RA: 我是 Ra, 在這個案例中 有一段時間是不需要的, 因為實體本身導向之緣

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的導向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的導向是 他們沒有發覺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幫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既然沒有發覺, 也就無須去平衡,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需要平衡的是機會. 當無知存在, 就沒有機會. 當一

個潛能存在, 則每一個機會都將被平衡, 這個平衡不只是由提供援助的正面及負

面實體所引發, 也與那些請求幫助的實體之導向有關.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知道了. 那麼 我想要在此澄清一點,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第一次接觸是什麼

時候, 多少年前?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大約在 6 萬年前嘗試接觸, 以你

們的時間度量而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但那時--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第二個主要週期的第一次接觸, 現在我

們處於第二個 25,000 年(週期),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在多少年前嘗試接觸?

RA: 我是 Ra,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下一次嘗試在比較肥沃的地域上進行,大約在 3 千 6

百年前, 以你們的時間度量而言.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換句話說, 在 4 萬 6 千年前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並未嘗試接觸,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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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我們進展到第二個2萬5千年週期, 那個時期是否為雷姆里亞(Lemuria)

的時期?

RA: 我是 Ra,這是不正確的.自然的大災難導致雷姆里亞的毀滅, 然而那些逃

離的實體們屬於雷姆里亞人的背景, 持續他們的學習/教導; 他們分布於你們的

南美洲以及...

[錄音帶第一面結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多少年前 雷姆里亞遭受大災難?

RA: 我是 Ra,這大約是你們的 5 萬年前, 起點大約是 5 萬 3 千年前.傷害完全

結束的時間位於第一個大師週期的最後一個小週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想說的是大師或主要週期?

RA: 我是 Ra,適當的聲音振動複合體是主要週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第一主週期的終結與雷姆里亞的毀滅是否有關聯? 或者這場毀

滅只是恰巧發生在那個週期的結尾?

RA: 我是 Ra,在主週期的終結期有能量的匯流.這個(現象)鼓勵原本無可避免

的[你們星球]地表移動之調整.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陳述問題的方式是如此愚笨 我道歉, 但這麼做順利地

釐清我的理解. 我要謝謝你.

那麼 在第二個 2 萬 5 千年主週期, 是否有發展出任何偉大的文明?

RA: 我是 Ra, 以工藝科技的角度來看偉大 在這個週期沒有偉大的社會. 那些

德內比星德內比星德內比星德內比星(Deneb, 天鵝座最亮的星)的實體 降生於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他們有一些進展.

當時 在你們星球的許多部分有適當的正面步驟開啟綠色光芒能量複合體, 包括

美洲美洲美洲美洲大陸,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大陸,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以及你們所知的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以及分散各地的人群.

但沒有一個成為你們所謂的偉大文明 如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雷姆里亞(Lemuria) 有著強固的社會組織

複合體, 以及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Atlantis) 非常偉大的科技理解.

無論如何, 在你們所知的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區域, 發展出朝向愛的偉大振動變貌. 這些實體

在第二主要週期盡頭便可以收割 即使尚未形成強健的社會或科技複合體.

這將是此次集會完成前的最後一個問題.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快速回答的問題?

因為這個器皿有些精疲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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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在進行第二個 2 萬 5 千年這部分有些困惑 我想在此道歉.

我想問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想在今天舉行第二次集會.

RA: 我是 Ra, 你可以觀察到在書本, 蠟燭, 及直立馨香之間的排列有些錯置, 這

次情況並不顯著, 但我們說過 累積的效果對於器皿並不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若能給予器皿的肉體複合體適當的運動與操作(manipulation), 舉行第二次集會是

好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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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二場集會第二十二場集會第二十二場集會第二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要問幾個問題 以澄清第二主要週期末期的狀況, 然後 我們將繼續前

往第三也是最後的主要週期.

你能否告訴我 在第二主要週期末期 平均壽命為何?

RA: 我是 Ra, 在第二主要週期末期 壽命年限如你所知 依照地理分布 有著一

定的變異程度, 與智能能量較為協調一致的人群有較長的壽命, 好戰的人群的壽

命則較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在第二主要週期末期 平均壽命的長度為何?

RA: 我是 Ra, 平均數 或許容易令人誤解, 精確地說, 許多實體壽命大約為 35

到 40 歲 而不會被視為不正常, 也有實體達到一百歲壽命.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能否假設 在第二個 2 萬 5 千年週期 平均壽命劇烈地下降 從 7 百歲

到少於 1 百歲, 其中的原因是由於缺少服務他人的情況加劇?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正確. 在第二個週期結束前, 責任法則責任法則責任法則責任法則開始生效, 因為實

體越來越能夠掌握在這個密度需要學習的功課. 因此, 實體們發現許多方式表現

好戰的本質, 不只是展現在部落或國家間 也包括個人的關係, 彼此對待的方式;

以物易物的概念讓位給金錢的概念, 同時, 擁有權的概念勝過非-擁有權的概念,

在個人或群體間取得(主流)優勢.

於是 每一個實體被給予更多細微的方式來展現 服務他人 或 服務自我伴隨著操

控他人的變貌. 當每一個課程被理解; 那些分享、給予、自由地感激領受物等課

程 —實際上, 每一個課程都可以被拒絕.

當學習/教導的果實沒有被展現出來, 壽命便大幅降低, 因為榮譽/責任之道沒有

被接受.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壽命的縮短是否在某些方面 幫助這些實體, 因為他有更多時間在中陰

期回顧他的錯誤, 或者這個縮短的壽命阻礙了他?

RA: 我是 Ra, 兩者都正確. 壽命的縮短屬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變貌之一, 暗示一個實體

不會接收到超過他可以承受的: 更強烈的更多經驗, 這作用的範圍以個人為基準

並不會影響行星 或 社會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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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壽命的縮短 是由於一個實體已拒絕智慧與愛, 它們被反射, 重返造物主造物主造物主造物主的意

識中; 沒有接納為自我的一部分, 伴隨而來的經驗強度導致該實體必須被移除,

然後 該實體需要治療, 以及許多關於此生的評估.

不正確的部份在於一個事實: 假設有適當的環境,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一個長壽的一生是很有幫助的 好從事這密集的工作, 直到經歷這催化過程之後,

獲致結論為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提到南美洲群體在第二週期結束時 可以被收割. 在第二週期結束時

他們的平均壽命有多長?

RA: 我是 Ra, 這個孤立的群體之壽命 一路攀升到 9 百歲, 對這個密度而言 是

適當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我們現在體驗的地球上的行為, 似乎縮短了所有人的壽命, 在當

時 似乎還不足以影響他們 縮短他們的壽命,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記住 在該空間/時間中的鏈結, 孤立程度可以是很

大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時 大約有多少人居住在地球上; 換言之, 在任何一個時間 以肉身降

生於地球的人數?

RA: 我是 Ra, 我假設你意圖詢問關於 在第二主要週期盡頭 降生的心/身/靈複

合體數目, 這個數目大約是 34 萬 5 千個實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該週期的盡頭, 大約有多少人可以被收割?

RA: 我是 Ra, 大約有 150 個實體可以收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小的數目. 那麼 在下一個週期的開始, 這些實體是否留下來 在地

球工作?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被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造訪, 變得渴望留下來 以幫助地球的意識,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對這個 150 人組成的群體進行何種拜訪?

RA: 我是 Ra, 出現一個光之存有, 裝備著所謂的光之護罩, 它談論所有造物的

無限性和一體性, 以及等候著那些準備好收割之實體的事物. 它以黃金般的話語

描述那栩栩如生的愛的美妙, 然後 它允許一段心電感應連結 漸進式地展示第

三密度地球地球地球地球複合體的苦境給那些有興趣的實體看, 接著它便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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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這些實體是否全部都決定在下一個 2 萬 5 千年週期留下來幫助(人

類)?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做為一個群體 它們留下來.

還有一些與這個文化(群體)週邊有相關的實體, 它們沒有留下來.

然而, 它們也不能被收割, 所以它們從第三密度的, 容我們說, 最高子音階(sub-

octave)開始 重複這個密度.

這群體裡的許多實體具有充滿愛的本質, (他們)不是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而是屬於第二週期

特別的來源.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實體是否全部都在這個週期 跟我們在一起?

RA: 我是 Ra, 這些重複第三密度主要週期的實體, 有少數可以離開, 這些實體

選擇加入他們的兄弟姊妹, 如你對這些實體的稱呼.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幾個實體是否有誰是我們歷史有記載的人物?

RA: 我是 Ra, 聲音振動體, 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屬於這特質; 聖泰瑞莎聖泰瑞莎聖泰瑞莎聖泰瑞莎

(Saint Teresa*), 屬於這特質; 聖方濟各聖方濟各聖方濟各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屬於這特質, 這些實體

都具有修道院的背景, 如你所稱, 他們發現降生在同一種的環境是合宜的 有助

於進一步的學習.

(*譯註: 由於歷史上有名的泰瑞莎修女有好幾個, 詢問 Carla 之後, Ra 這裡指的應該是大德蘭修大德蘭修大德蘭修大德蘭修

女女女女, Teresa of Avila.)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第二)週期在 2 萬 5 千年前終止,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對於缺乏收割量有何反應?

RA: 我是 Ra, 我們感到關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是否有立刻採取任何行動, 或者你們等待一個呼求?

RA: 我是 Ra, 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唯一行動是允許其他(星球)第三密度心/身/靈進入這個

第三密度, 不是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而是那些想進一步尋求第三密度經驗的實體們. 這個行

動以隨機方式進行, 故自由意志不會被侵犯, 因為那時 還沒有呼求發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一個呼求發生,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是否採取下一個行動?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哪一位或哪一個群體產生這個呼求? 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星際聯邦採取什麼行動?

RA: 我是 Ra, 這呼求來自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Atlanteans). 這個呼求是為了獲得一個理

解, 伴隨著幫助其他-自我的變貌. 採取的行動如同你此刻正參與的: 透過傳訊者

來銘印資訊, 如你所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第一次的呼求是在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科技興盛之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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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的科技進展是因為這個呼求? 我假設這呼求被回應,

帶給他們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以及 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愛的法則 -- 一的法則變貌之一, 但他們是否也得到科

技資訊 促使他們成長為高度先進的科技社會?

RA: 我是 Ra, 一開始並沒有. 大約在同一時間, 我們首次出現在埃及上空 之後

持續進行.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其他實體顯現在那些, 已達成某種哲學理解[容我們誤用這

個字彙]層次, 與通訊調和的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面前, 促進並激勵對於合一神秘的研讀.

無論如何, 請求主要為了治療與其他理解, 傳遞的資訊跟 水晶、金字塔建造有

關, 還有[如你所稱的]神殿的建造, 與訓練有關的神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訓練是否與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接受的入門訓練屬於同一種類?

RA: 我是 Ra, 這個訓練有些不同, 因為該社會複合體, 容我們說, 在思想方面

比較老練 矛盾與野蠻程度較少.

因此該神殿是學習的殿堂, 而不是將醫者放在臺座上 (與人群)完全分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在這些神殿 是否有所謂的僧侶被訓練?

RA: 我是 Ra, 以禁慾獨身、 服從與貧窮的角度來看 你不會稱呼他們為僧侶. 他

們是專注於學習的僧侶. 那些接受訓練, 從事學習的僧侶 後來嘗試使用水晶能

力在治療以外的事物, 困難開始浮現, 因為他們不只在學習, 還跟你們所謂的政

府結構有牽連.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取得所有資訊的方式 是否跟我們現在取得你們的資訊之方式一樣,

透過一個器皿來溝通?

RA: 我是 Ra, 偶爾有一些探訪, 但容我們說, 在你們的歷史事件中 沒有任何重

要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是否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社會複合體, 探訪才會發生? 什麼條件是必須的

使這些探訪得以發生?

RA: 我是 Ra, 有兩個條件: 呼求的群體, 其平方(總合)壓倒那些不願意追尋或學

習的人們之阻力. 第二個需求,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成員相對的天真 認為資訊的直接轉移

對於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有幫助, 如同這方式以往對該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實體有幫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我知道了. 你所說的是 這些天真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實體 在過去 同樣的

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 所以他們對亞特蘭提斯人做同樣的事, 是否正確?

(譯註: 電影--接觸未來 CONTACT 有類似的情節.)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提醒你 我們是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中天真的一員, 並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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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嘗試彌補我們覺得要負責的損失. 那是我們的義務 也是榮譽, 繼續與你們人

群一起, 直到我們教導/學習扭曲的痕跡 被相反的扭曲所擁抱, 平衡得以實現.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明白了. 那麼 我將陳述我對於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的全貌, 你告訴我是否正

確. 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有蠻大百分比的人口開始朝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方向走, 並活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使他們的呼求被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聽到. 這個呼求被聽到 因為使用平方法則平方法則平方法則平方法則, 推翻沒有

呼求之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的反對. 於是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使用一些通訊管道 如同我們現在使

用的(器皿)一般, 同時也進行直接接觸; 但最後變成一個錯誤, 因為資訊被亞特亞特亞特亞特

蘭提斯蘭提斯蘭提斯蘭提斯某些實體誤用. 這樣說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除了一個例外. 只有一個法則, 就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其他

所謂的法則都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變貌, 有些是原始的 並且對於發展的理解至為重要.

無論如何, 每一個所謂的法則 我們也稱為"方法"(way), 這樣它可以被理解為一

個變貌 而非一條法則.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不具有多樣性(multiplicity).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問題, 請現在發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人口的平均壽命?

RA: 我是 Ra, 平均壽命, 如我們曾說過, 容易引起誤解. 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 在早期

的文化經驗中, 習慣的壽命從 70 歲到 140 歲不等, 這個數字為近似值. 由於逐

漸增加對權力的渴望, 這個文明到了後期 (人們的)壽命大幅減少, 因此, 治療與

恢復青春的資訊被請求.

在我們結束之前, 你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可以為這器皿做些什麼?

RA: 我是 Ra, 器皿狀況良好. 但這個工作圈的一員在某個時間點沒有完全清醒

導致維持清楚的聯繫較不容易. 我們要求在這個圈子裡的實體注意他們的能量

對於增加這個通訊的活力是有幫助的. 我們謝謝你們謹慎認真的詢問.

我是 Ra, 懷著大喜悅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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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三場集會第二十三場集會第二十三場集會第二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昨天提到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我們的第三個主要週期, 你陳

述你出現在埃及埃及埃及埃及上空的時間 大約與初次協助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的時間相同. 你可否告

訴我 為什麼你前往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以及當你首次到達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你的態度傾向與思考方式?

RA: 我是 Ra, 你說的那個時期 那些人選擇崇拜鷹頭太陽神, 你們所知的聲音

振動複合體, “霍拉斯霍拉斯霍拉斯霍拉斯”(Horus). 這個聲音振動複合體同時也代表了他們對太陽表

面(sun disc)的崇拜變貌.

我們被此現象吸引 花了一些你們所謂的時間掃描人們是否對於尋求有嚴肅的興

趣, 如此我們可以協助而不會侵犯(自由意志).

我們發現在那個時候 該社會複合體在其宗教信仰方面 相當地自我矛盾, 因此,

沒有針對我們振動的適當呼求. 於是, 在你所知 約你們的18,000年前 我們離開

沒有採取行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昨天提到你們在那個時候出現在埃及上空, 當時 埃及實體們是否能

夠看到你們在天空中?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看到了什麼, 這個事件如何影響他們的態度?

RA: 我是 Ra, 他們看到你會稱之為 水晶動力的鐘型載具.

這個事件並沒有影響他們 因為他們堅信 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的發生只是世界

尋常的一部分, 許許多多的神祈對於超自然事件有強大的控制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們對他們顯現, 而非隱形, 這其中有原因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你們對他們顯現的原因?

RA: 我是 Ra, 我們允許可見度, 因為這並不會造成任何不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知道了, 所以, 在那個時候, 你並沒有與他們接觸. 你可否回答我剛

才問的同樣問題, 主題換成你下一次與埃及人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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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下一次的嘗試時間延長了, 持續好一段時間.

我們努力的鏈結點或中心是一個決定, 我們做這個決定是因為有足夠的呼求, 讓

我們嘗試行走在你們人群之中, 如同兄弟一般.

我們將這個計畫攤開在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之前, 提供我們自身為服務導向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屬於

直接降臨於內在層面的類型 不經過投胎過程. 於是我們浮現或物質化, 以肉體-

化學複合體方式顯現, 盡可能地呈現出我們的本質, 努力成為(他們的)兄弟 並且

花有限的一段時間 做為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教師, 因為有股對於太陽體日益強烈的興趣,

這點與我們特別的振動是調和一致的.

(然而)我們發現 我們以我們本質所說的每一個字, 人們就衍生出三十種想法, 混

淆了我們原先要服務的實體們. 經過一小段時期 我們離開這些實體, 花許多時

間嘗試了解如何在愛/光中, 以最佳方式服務他們.

與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亞特蘭提斯接觸的一群實體曾經思索 使用金字塔形狀 來達成治療的潛能.

我們考慮這點 並且針對兩個地區文化變貌的差異進行調整, 如你所稱, 我們再

次前往(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 提案給議會議會議會議會, 主旨是協助埃及區域的治療與長壽, 以這個方

式, 我們希望能便利學習過程 同時提供闡明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哲學. 再次地, 議會議會議會議會通

過了.

大約 11,000 年前 我們以思想-形態進入 你們的-- 我們更正這個器皿, 我們(在傳

訊過程)有時會遭遇困難, 由於(該器皿)生命力低落的緣故.

大約在 8,500 年前, 仔細地考慮這些概念之後, 我們返回, 從未在思想上離開, 抵

達你們振動行星複合體的思想-形態區域 然後花了好些你們的地球年, 考慮如何

適當地建造這些結構.

首先, 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大金字塔, 大約於六千年前形成, 採用思想-形態建造. 之後, 容我們說,

我們以較為地方性或地球上的材料來建造其他的金字塔結構, 這過程持續大約

1,500 個地球年.

在這期間, 藉由水晶來啟蒙與治療的資訊被給予, 有個被知悉為 "易克納頓"

(Ikhnaton)的人當時能夠察覺到這個資訊而沒有顯著的扭曲, 容我們說, 有一段時

期 他翻天覆地 就為了實施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並且依循啟蒙與真實憐憫的治療變貌 來

組織祭司階層架構. 這個情況並沒有持續很久.

在這個實體的肉體從你們第三密度物理層面分解之際, 如我們先前所說(註:參考

第二場集會), 我們的教導很快地被曲解了, 我們的建築結構再一次地落入所謂的

"皇家", 或那些擁有權力變貌的實體手中.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你提到金字塔治療, 我假設主要的治療是針對心智,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只有部分正確. 治療, 如果要生效, 必須是一個沒有顯著扭曲的

漏斗(funneling) 好讓內流(in-steaming)得以透過靈性複合體進入心智之樹. 心智的

某些部分阻擋流到肉體複合體的能量, 在每一個案, 每一實體中, 阻礙都有些許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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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 需要啟動 靈性通道或飛梭(shuttle) 的感官, 如此 不管阻礙是從靈性

到心智 或從心智到肉體 或只是單純地一個隨機且純粹的肉體外傷, 治療都得

以實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你們開始使用思想建造位於吉沙的金字塔, 在那個時候 你是否與具

肉身的埃及人有接觸 他們是否觀察到這個建築物?

RA: 我是 Ra, 在那個時候 我們並未與你們具肉身的實體們有親近的接觸, 我

們回應一般性具有足夠能量的呼求 在特定的地點進行有益的行動. 我們將思想

送給所有尋求我們資訊的人們.

金字塔的外觀是個巨大的驚奇, 然而 它被小心地設計 它出現的時機恰好與一

個偉大建築師的降生一致. 這個實體稍後被塑造成一位神祈, 一部分原因跟這個

事件有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們給這個神祈取什麼名字?

RA: 我是 Ra, 這個神祈有個聲音振動複合體, "印和巔"(Imhotep).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關於金字塔的整體成就 你可以告訴我什麼? 我理解在促成意識的提升

方面, 金字塔基本上並未成功達成原本希望的目標, 但金字塔一定帶來某方面的

成功.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記住 我們是憂傷憂傷憂傷憂傷的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兄弟姊妹, 當一個人從憂傷的境

界被解救 到達看見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境地, 失敗的觀念就不存在.

我們的困難在於更正那些由於我們先前嘗試幫助這些實體而產生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扭

曲, 這是我們的榮譽/責任. 這些扭曲被視為責任而非失敗; 極少數人被激勵而開

始尋求, 那是我們嘗試的唯一理由.

因此, 我們或許處在一個矛盾的位置, 當一個人看到一個亮光, 我們就是你所稱

的成功; 當其他人變得更為憂傷及困惑, 我們就是失敗. 這些都是你們的用語,

我們堅持地尋求服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肉身死亡後 他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隨後經歷一連串的治療 並回顧他的一生 對於第三密度

的體驗而言 是恰當的. 這個實體有一些傾向權力的變貌 因為致力獻身於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而舒緩這種現象. 於是這個實體決心進入一系列的投胎(incarnations) 讓它沒

有傾向權力的變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易克納頓的時代 埃及人的平均壽命是多少?

RA: 我是 Ra, 這些人們的平均壽命大約是 35 到 50 歲, 當時 有許多你們所稱

的肉體複合體的疾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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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這些疾病的成因? 我想我早已知道, 但我想在這個時機

由本書來陳述這件事是好的.

RA: 我是 Ra, 這個現象, 如我們先前提到, 以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角度來說 並不特別有

教育意義. 無論如何 你所知道的埃及土地 當時的生存條件為高度地蠻荒, 你所

稱的尼羅河常常洪水氾濫 退潮之後提供肥沃的土壤 卻也成了孳生疾病的溫床

然後由昆蟲攜帶這些病原體到處散布. 此外, 食物的準備方式允許疾病的形成.

同時不乾淨的水源也帶來許多問題 其中的微生物造成疾病的發生.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真正想詢問的是疾病更基本的成因 而非它傳遞的機制, 我想追溯到

那造成疾病的思想源頭. 你可否簡短地告訴我, 假設地球人們長期以來減少對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思考, 是否會創造出我們稱為的疾病狀態?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且觀察敏銳. 你, 做為一個發問者, 現在開始穿透外層

的教導.

在這個特別社會產生的疾病 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敵對的行為 雖然, 容我們說, 有

這樣的傾向. 毋寧說是金錢系統的形成 以及一個非常活躍的貿易(系統), 接著發

展出那些貪婪與權力的傾向; 於是 某些實體奴役其他實體, 誤解每個實體內在

的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現在, 如果我是對的, 我理解南美洲接觸(contact)也在那個時候進行.

我要問類似於剛才詢問你們接觸過程的問題, 你可否告訴我 南美洲接觸的本質

對於該次接觸的態度, 相關細節, 對於該次接觸的計畫, 以及為什麼人們在南美

洲被接觸?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那些行走在你們南美洲的

(星際聯邦)實體們 被相似的渴望所呼求, 也就是當地的實體想要學習關於太陽的

顯化. 他們崇拜這個光與生命的源頭.

於是, 這些實體被與我們並無不同的光之存有所造訪. 教育訓練被給予.

跟我們的(埃及實體)相比 他們的接受程度較高 且扭曲程度較少.

這些實體自己開始建造一連串的地下與隱藏的都市 包括金字塔建築.

這些金字塔跟我們發表的設計有些不同. 無論如何, 原始的想法是相同的 加上

渴望或意圖創造冥想與休息的地方, 一個感覺到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臨在的地方, 於是這

些金字塔為全體人民所有, 而不僅是給入門者(initates)及那些需要被治療的人.

當他們發現計畫可靠地運行著 他們離開這個密度, 事實上, 整件事曾被記錄下

來. 在接下來的大約 3 千 5 百年 這些計畫雖然有被扭曲一些, 在許多方面都算

是接近完成的狀態.

因此, 為了完全打破隔離, 那些曾幫助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實體的實體們前往

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土星議會請求第二次嘗試 目的是親自更正在他們計畫實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扭

曲. 這個請求被允許了, 這個實體或社會記憶複合體返回, 一個實體被撿選為使

者來到人群中 再一次地更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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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所有事情都被記錄下來 然後該實體重新加入其社會記憶複合體 並離開

你們的天空.

如同我們以往的經驗 這些教導, 大部分被嚴重地曲解, 以至於到後期 以活人獻

祭 而非治療人類. 因此, 這個社會記憶複合體也被給予榮耀/義務停留於此, 直

到那些扭曲被工作, 脫離你們人群的變貌複合體為止.

在我們結束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性質的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你陳述 她的能量似乎蠻低的,

是否可能在今天舉行另一場集會?

RA: 我是 Ra, 排列狀況一切良好. 然而, 這個器皿離開出神狀態後, 休息一整

天對它有幫助.

我是 Ra, 我現在離開這個器皿,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每一

位,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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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四場集會第二十四場集會第二十四場集會第二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5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有一點擔心器皿的身體狀況. 她有輕微的淤血現象, 你可否告訴我

這次集會的適當性, 我會很感謝.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肉體複合體的生命能很低, 這次集會時間將會適切地縮

短.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 : : 她要求你是否可能促使該器皿的載具每隔一段時間咳嗽以幫助她, 如

果可能的話?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詢問, 具體指定間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 : : 她要求你至少在每次通訊[段落]之後令器皿咳嗽. 這樣可能嗎?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 : : 謝謝你. 我想繼續本書的方式為穿越最後的 2 萬 5 千年週期, 也就是

我們現在所處的週期, 並且可能探查一點第四密度的狀態, 從而發現許多我們

可以追溯的地方,並進一步鑽研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首先的資料 我預期不會太深入一的一的一的一的

法則法則法則法則領域. 我希望在更高等的集會中進入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中更偉大的哲學領域, 如此

我們使得這份資料循序進展, 讓它成為可理解的資料. 我希望我遵循的是正確

的方向.

***

在上次集會 你提到 在過去兩萬五千年週期間 亞特蘭提斯人, 埃及人, 以及那

些南美洲的人們被(聯邦)接觸 然後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離開. 我了解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好一段時間

都沒有返回. 你可否告訴我 與地球人下一次接觸的原因, 結果, 以及態度?

RA: 我是 Ra, 在亞特蘭提斯人的個案, 資訊的擴張導致他們的行動趨向好戰,

最終導致第二次亞特蘭提斯大災難 時為 10,821 年前, 以你們的時間尺度而言.

由於這些社會行動(戰爭), 許多, 許多人被迫離開家園. 戰爭的範圍包括亞特蘭提

斯以及北非沙漠 -- 第一次衝突之後 一些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亞特蘭提斯人避難的地方.

由於原子彈以及其他水晶武器, 地球外貌繼續改變, 直到9, 600年前, (該文明的)最

後一個大陸塊沉沒.



180

在埃及 與 南美的實驗, 其結果雖然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毀滅, 卻也遠離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的初衷. 很明顯的, 不只是對我們而言, 也包括(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及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守護者, 我們的方法

對於這個特別的星球並不恰當.

因此我們的態度轉為謹慎, 觀察, 並且持續嘗試有創意地發現新的接觸方法, 好

讓我們的聯繫能以最小的扭曲程度來服務人群, 最重要的: 讓我們分享資訊的意

圖被曲解或反向解釋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請?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我假設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離開地球有一段時間. 什麼狀況創造星際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下一次的接觸?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時間尺度, 大約在[你們的]3, 600 年前, [你們稱為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

團湧入 由於日益增加的負面影響作用在思考與行動變貌之上, 他們能夠開始工

作那些古老時期[你們可能的說法]流傳至今的銘印, 即他們是特別且不同的.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一個實體, 在許許多多個千年前, 你可以稱為”亞威亞威亞威亞威”, 曾經藉由基因

複製, 對那些逐漸來到埃及一帶居住的人們設置了這些偏好(bias), 姆姆姆姆(Mu)大陸沉

沒後, 也在許多、許多其他地方散布(這些偏好).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找到肥沃

的土壤來種植負面的種子, 這些種子, 一如往常, 是那些精英、與眾不同的, 那

些操控或奴役他人的實體.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覺得對這些實體要負很大的責任, 然而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將亞威亞威亞威亞威這個名字銘刻在人

群中, 讓人們以為亞威亞威亞威亞威要對這個精英主義負責任.

那時亞威亞威亞威亞威能夠評估它的振動樣式, 接著, 實際上成為一個更能清楚表達、更有效

力的聲音振動複合體.

在這個複合體中, 老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現在沒有名字, 但意思為 “他他他他來了,” 開始傳送正面導向

的哲學. 這大約是在你們的 3,300 年前. 從而加入這個強烈的(情節)部分, 屬於眾

所週知的亞米基頓亞米基頓亞米基頓亞米基頓(Armageddon)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可否再製造一次咳嗽,請?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如何在 3,600 年前穿過隔離? 是不是一個隨機的窗戶效應?

RA: 我是 Ra, 在那個時間點, 並不完全如此, 對這個資訊有適當的呼求. 當有

混雜的呼求存在, 依照密度之道, 窗戶效應將會變得更活躍. 在這種情況, 容我

們說, 隔離檢查沒有如此緊密, 由於缺乏強大的極性, 窗戶需要變得很脆弱以容

許穿透. 當你們的收割迫近, 你們稱為的光之勢力依據他們的呼求來工作.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

的存有則依照他們的呼求工作, 雖然這方面的呼求實際上沒有(前者)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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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由於授權之道或平方之道平方之道平方之道平方之道的緣故 對於負面力量的穿透 有著許多抵抗. 然

而自由意志必須被維持 那些渴望獲得負面導向資訊的人們必須被滿足, 於是那

些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存有藉由窗戶效應穿透(隔離).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亞威亞威亞威亞威嘗試更正他看見的[我所謂的]錯誤[我知道你並不想要如此稱呼它],

在 3 千 3 百年前開始正面的哲學, 當時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與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的哲學思想是以心電感應方

式傳遞, 或使用其他技巧?

RA: 我是 Ra, 有兩個其他的技巧被使用: 一個由不再被稱為亞威亞威亞威亞威的實體所使用,

他仍然覺得如果他能培養一些超越負面力量的實體們, 這些超群的實體們就能

散佈ㄧㄧㄧㄧ的法則的法則的法則的法則, 於是這個實體 “Yod-Heh-Shin-Vau-Heh” 降生到你們人群中 以一

般的交配方式 繁衍下一代, 於是產生一個世代, 其身軀相當巨大, 這些存有被稱

為 “Anak”.

另外一種方法在這個場景的後期被使用得更多, 如我們常在你們人群中使用的思

想-形態, 提醒人們(宇宙的)神秘或崇高. 你或許熟悉這些演出的一部份.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關於那些演出, 你可否陳述一些, 在令器皿咳嗽之後, 請?

RA: [咳嗽聲] 我是 Ra, 這個資訊你(以後)會發現.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簡短地指

出 有個所謂的輪子中的輪子*, 以及有著不眠雙眼的基路伯(cherubim).

(*譯註: 請參考舊約聖經以西結書第一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三千六百年前,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是否採用類似的方法(使人)銘記(impression)?

RA: 我是 Ra, 在那個時候 該集團或帝國在天空中有使者(emissary).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那個使者?

RA: 我是 Ra, 該使者具有烈火般的的特質 白天隱藏在雲中, 如此可以抹除那些

看到該載具人們的疑問, 並且使它與 這些人心中對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概念 一致.

(*譯註: 參考舊約聖經出埃及記.)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他們看到這烈火的雲朵, 實體們如何接收到這個銘印或資訊?

RA: 我是 Ra, 藉由思想轉移, 烈火現象以及其他透過使用思想-形態產生之奇蹟

般事件的影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是否有任何先知從這個時代或稍後時期冒出 並且有明文記載?

RA: 我是Ra, 那些帝國帝國帝國帝國的實體無法成功地維持他們的臨在, (距今)三零零零年前,

他們必須實質地離開天空. 所謂的先知經常被給予混雜的資訊, 但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所能

做的最壞的舉動就是促使這些先知講述毀滅與末日. 在那些日子 先知的工作就

是講預言, 他們愛其同胞 一心只想服務人們及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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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令器皿咳嗽之後...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成功地以末日訊息污染了一些正面導向的先知?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的下一個詢問將是這次集會的最後完整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在經過[以我的計算]大約六百年之後 必

須離開?

RA: 我是 Ra, 雖然他們給予那些實體的銘印是: 這些實體是精英群體. 然而發

生你所知的大分散大分散大分散大分散(Diaspora), 導致這些人分散各地, 使得他們成為更謙卑、更正

直的種族, 敵意較少, 並且更覺知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愛意的親切性.

他們面對的世界有些好戰 有些傾向奴役他人, 他們自身 因具有基因的優越性/

弱點 成為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目標, 成為你們所稱的喪家之犬. 於是他們流露對鄰居,

家庭, 以及對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感激之情; 開始治療精英主義帶來的[凌駕他人之]權

力扭曲和[該扭曲促成的]好戰性. 現在可以問任何簡短詢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如果器皿的上半身有升高的現象, 請注意調

整它的雙臂.

我是 Ra, 一切都好. 與你們談話是我們的喜樂.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

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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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五場集會第二十五場集會第二十五場集會第二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6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將繼續昨天討論的題材. 你陳述大約三千年前 由於大分散大分散大分散大分散(Diaspora)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離開(地球). 那麼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是否能夠在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離開後有任何進展?

RA: 我是 Ra, 許多世紀以來,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與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同盟雙方在你們之上的(次元)層

面彼此忙碌地交戰, 容我們說, 在時間/空間的層面中 一方陰謀盡出, 另一方則

束緊了光之甲冑. 在這些層面中 戰鬥持續進行著 直到今日.

在地球層面上, 能量還在醞釀的階段 沒有導致大規模的呼求. 有一些孤立的呼

求事例, 其中一個發生在約你們的 2,600 年前 地點是古代的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結果產生書

寫的進步, 以及對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某些切面之認知. 我們特別注意到的人物有: 臺利

斯(Thales), 赫拉克萊塔斯(Heraclitus), 他們是哲學家[以你們的稱呼], 教導他們的學生;

我們也指出培里克里斯(Pericles)的見解(值得注意).

在這個時候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被允許以心電感應傳遞的願景(visionary)資訊是有限的.

然而, 大部分期間, 帝國死亡與興起 根據很久以前醞釀的態度與能量, 並沒有

導致強烈的極化 而是正面 與 好戰或負面 的混合物, 可謂最後這個小週期的

存在狀態的特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提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同盟以及它與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之間的戰鬥. 是否有可能傳達任何概

念 關於這場戰爭是如何進行的?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想像你的心智, 想像它與你們社會上其他所有心智

處於完全的合一中. 那麼你們就成了單一的心智(single-minded), 原本在你們物理

幻象中微弱的電荷 現在(聚集)成為巨大的動力機器 藉此 任何思想都可以被投

射為東西. 於是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努力突擊或攻擊裝備著光光光光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結果是你們所

謂的不分勝負(stand-off), 雙方能量都多少被這場戰鬥所消耗 並需要重新集結;

負面一方因無法操控(對方)而耗損, 正面一方因無法接受被給予的東西而耗損.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 關於 "無法接受被給予的東西" 這句話的意思?

RA: 我是 Ra, 在時間/空間層面上進行所謂的思想-戰爭, 最具接受性與愛的能

量會是大量地愛那些想要操控的實體, 以致於他們被愛所圍繞與淹沒, 最後被正

面能量轉變.

然而, 由於這是場實力相當的戰鬥,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察覺到它不能, 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允許它自身被操控好維持純粹的正面; 因為這樣的純粹不會有任何結果, 而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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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黑暗的力量踩在腳跟下, 如你可能採用的說法.

因此那些應付這場思想-戰爭的實體們必須處於守勢而非全然接受 好保存他們

的用處以服務他人. 於是, 他們不能全然接受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同盟想要給的東西, 即奴役.

所以, 由於這種摩擦 雙方都損失了一些極性, 必須重新集結.

對於雙方而言, 都不算有什麼有益的成果, 唯一有幫助的結果是這個星球可用能

量的平衡 使得這些能量在空間/時間層面比較不需要被平衡, 從而減輕了地球

全面毀滅的機會.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是否有一部分的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參與這場思想-戰

鬥? 有多少百分比參戰?

RA: 我是 Ra, 這是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最困難的工作, 在任何一個時間 僅有四個行星實

體被要求參與這場戰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四個行星實體屬於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屬於愛的密度, 編號為四.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個密度的實體從事這類工作是否比第五或第六密度實體更有效率?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是除了你們(第三)密度之外, 欠缺避免戰鬥的智慧, 唯一

認為戰鬥有必要的密度. 因此, 使用第四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是必須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與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雙方都只利用第四密度進行戰鬥,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的第五與第六密度並未參與這場戰鬥,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因器皿的能量低落. 你的假設有部

分正確. 第五與第六密度的正面實體不會參與這場戰鬥. 第五密度的負面實體不

會參與這場戰鬥. 因此, 雙方的第四密度(實體)加入這場鬥爭.

在我們結束之前 是否有些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首先我想問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也真的很想知道

第五密度負面實體不參與這場戰鬥的態度?

RA: 我是 Ra, 第五密度是光或智慧的密度. 所謂的負面服務自我實體在這個密

度中 處於高度的覺察性與智慧 他們已經終止活動除了思想. 第五密度負面實

體非常地緊密 並且與其他一切事物分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們不想耗盡器皿的能量,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

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非常謹慎認真. 正如我們先前要求的 最好去觀察器皿較為

筆直姿勢的角度, 它造成[被稱為]手肘的部分的神經阻塞.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造造造



185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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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六場集會第二十六場集會第二十六場集會第二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所做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器皿的通訊? 我們目前的設定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每一件事都令人滿意 有助於繼續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的意思是這些改變影響此次的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因為這些改變 我們是否應中斷通訊, 或者我們應該繼續?

RA: 我是 Ra, 如果這是你的意願 你可以這樣做. 無論如何,  在這個空間/時間

鏈結, 如果沒有這些修改 我們將無法使用這個器皿.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假設繼續下去是妥當的, 我們來到目前週期的最後三千年, 我想知道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是否曾以書寫或口語形式在這段時期完整地被公佈 好比我們現在從事

的工作? 它可以從任何其他源頭取得嗎?

RA: 我是 Ra, 在這個密度 沒有可能取得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完整資訊. 無論如何, 在你

們特定的書寫, 你們所謂的神聖作品有部分的法則.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們所知的聖經聖經聖經聖經是否有部分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舊約舊約舊約舊約是否含有任何一點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哪一本書含有較多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 ,舊約舊約舊約舊約或新約新約新約新約?

RA: 我是 Ra, 從你所說的這兩本文集來比較它們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關聯, 內容比例

大致是相同的. 然而, 所謂的舊約舊約舊約舊約有較大量受負面影響的材料, 如你所稱.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在舊約與新約各影響多少百分比?

RA: 我是 Ra, 我們寧可讓那些尋求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實體們自己謹慎考慮. 我們不是

為了評判而說話. 如此的說明會被有些讀者認為帶有判斷價值. 我們只能建議仔

細的閱讀 以及 向內(inward)去消化這些內容. 理解將會變得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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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你在最近的年代可曾與任何我們第三密度的人口通訊?

RA: 我是 Ra, 請重述, 詳細說明"最近的年代" 以及代名詞 "你".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Ra 在最近 80 年間是否曾與任何地球人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未曾如此.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是否曾在最近 80 年透過任何其他源頭被通訊給任何地球人?

RA: 我是 Ra, 太一之道太一之道太一之道太一之道(the ways of One)很少被通訊, 雖然在過去 80 年間曾有稀

少的個案.

由於朝向第四密度的收割逐漸接近, 有許多通訊來自第四密度. 這些通訊是普世

大愛以及理解之道. 其他的教導則保留給那些(具有)理解[如果你願意諒解這個誤稱]

深度的實體, (它們)推薦並吸引此類進一步的通訊.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是否在最後一個主要週期的末期增強它幫助地球的計畫? 似

乎他們從先前的資料制定計畫 特別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的資料).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增

強背後的態度及推理過程? 除了在這週期最後一百年間製造更多閒暇時間 是否

還有其他原因? 或這就是全部的原因?

RA: 我是 Ra, 這不是全部的原因. 大約在過去兩百年間, 開始有顯著數量的實

體, 它們是老靈魂(seniority), 他們降生是為了學習/教導目的, 而不是為了較次要

的學習/教導, (那是)較不覺察此過程的實體的目標. 這是我們的信號 允許通訊開

始發生.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差不多在此時來到你們中間, 首先給予包含自由意志變貌的思維

或想法, 這是允許更多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來給予更專門資訊的先決條件. 思維必須先於行

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想知道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曾經是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容我們說, 這個實體是個普通的地球人選擇離開

肉體載具, 並允許一個實體持久地使用它. 相較於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現象而言, 這是相對罕

見的(現象).

你可以做得更好, 考慮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的降生, 如"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湯瑪斯" 以及"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你意指湯瑪斯-愛迪生 與 班傑明-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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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我們打算傳達的是聲音振動複合體, 湯瑪斯-傑佛

遜(Thomas Jefferson). 另外一個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使用 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亞伯拉罕-林肯林肯林肯林肯 身體的實體來自哪個密度

來自何方?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是第四密度的振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假設是正面的?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他被暗殺是否受到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或 任何其他負面力量 的影響?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謝謝你. 在最近 30 到 40 年間, UFO 現象已經廣為我們的人群知曉. 我

知道有史以來, 一直都有 UFO 活動. 但在過去 40 年間, UFO 活動增加的起初原

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給予你們實體, 亞伯亞伯亞伯亞伯, 的資訊被誤用了, 毀滅的工具開始

被建造, 例如曼哈坦計畫曼哈坦計畫曼哈坦計畫曼哈坦計畫及其產物. 給予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尼可拉(Nikola)的資訊也被進行

實驗 目的是其潛在的破壞力: 範例, 你們所謂的費城實驗費城實驗費城實驗費城實驗.

因此, 我們感到強烈的需求 以任何可提供服務的方式涉入我們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的思想-

形態, 好平衡這些原本要幫助你們地球的資訊所帶來的扭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你所做的, 我假設是藉由 UFO 現象去創造一團神秘的空氣, 然後

以心電感應傳送許多訊息 在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下 人們可以接受或拒絕這些訊息, 於

是人們開始嚴肅地思考我們過去行為的後果,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有其他服務是我們可以執行的. 首先, 在核子裝

置被使用的事件中[位於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 整合靈魂或靈性[如果你同意這麼說],

這一點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已經完成了.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不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你可以再講詳細一點嗎?

RA: 我是 Ra, 這些武器的特質是使用智能能量將物質轉化為能量, 導致第三密

度空間/時間過渡到第三密度時間/空間[或稱為你們的天界]的過程在許多情況下被

中斷.

於是, 我們提供我們的服務, 整合那些靈魂或靈性複合體 使他們得以繼續從空

間/時間過渡到時間/空間的過程.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以廣島 或 長崎為例, 說明你們如何完成這個工作?

RA: 我是 Ra, 那些不是被輻射線摧毀, 而是被能量釋放所殺害的實體



189

不只身/心/靈複合體無法存活, 獨特的振動複合體, 你們稱為靈性複合體[我們理

解為心/身/靈複合體], 也被擾亂了. 當它被完全擾亂 則無法被重新整合 這將是造造造造

物者物者物者物者的損失, 失去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一部分. 我們被給予許可, 不是去阻止事件的發生,

但要確保那些 [容我們說] 脫離肉體的 心/身/靈複合體之存活. 在你所提的例子

中 我們做到了, 沒有失去任何一個[宏觀宇宙]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無限太一的心靈或全像圖或小宇

宙.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可否請你令器皿咳嗽,然後模糊地告訴我 你們怎樣辦到的?

RA: [咳嗽聲] 我是 Ra, 這是透過我們對於次元空間能量場(dimensional fields of

energy)的認知達成. 較高或較密集的能量場將控制較不密集的(能量).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你的說法是, 一般而言, 你們允許這個星球的人群進行核子戰爭,

以及戰爭帶來的許多死亡, 但你們能夠創造一個狀態 就是這些死亡不會比被子

彈殺死 或 年老死亡[隨後進入天界或星光界]帶來更多創傷.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它會帶來更多創傷, 無論如何, 一個實體仍會保持

為一個實體.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那些在廣島 或 長崎被(原爆)殺死的實體們的狀態?

RA: 我是 Ra, 帶有這種創傷的實體們尚未完整地開始治療過程, 他們在最大的

可能限度 被給予協助.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當這些實體們的治療過程完成之後, 他們經歷核子彈爆炸而死 是否會

使他們在攀升到第四密度的進度倒退?

RA: 我是 Ra, 核子毀滅這類的行動影響整個行星 在毀滅的層次上沒有區別, 整

個行星都需要被治療.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具體所想的是 如果一個在廣島廣島廣島廣島 或 長崎長崎長崎長崎的實體在當時已經到達可收

割的程度, 因核子彈造成的創傷而死亡, 到了本週期的盡頭 他是否會變得無法

被收割?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一旦治療開始進行 收割可以不受阻礙的進行. 無

論如何, 整個星球為了這個舉動將經歷治療, 不分受難者或侵略者, 因為整個星

球都受到損害.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可否請你令器皿咳嗽? 以及...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星球治療的機制?

RA: 我是 Ra, 治療是個 接受, 寬恕 以及, 如果可能的話, 修補的過程. 修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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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空間中無法被取得, 有許多在世的人們正嘗試修補.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這些在世的人如何嘗試修補?

RA: 我是 Ra, 這些人嘗試將愛的感覺送給地球, 撫慰及治療這些舉動帶來的傷

痕與不平衡.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當 UFO 現象對於許多人來說都顯而易見, 許多團體報導關於與

UFO 實體的心電感應接觸, 並紀錄他們認為的心電感應通訊.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是否趨

向以心電感應通訊傳遞給那些對於 UFOs 有興趣的團體?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我們一些成員不再選擇在 時間/空間 用思想-形

態 投射到你們的 空間/時間, 而是選擇 在(土星)議會議會議會議會的許可下, 不時出現在你

們的天空卻不降落於地面.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所有的降落事件除了艾森豪接觸個案, 都是被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或相似的

群體所接觸?

RA: 我是 Ra, 除了那些無結盟關係的獨立個案,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這些降落事件中, 是否需要牽涉其中之實體們呼求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或者有

些實體即使沒有呼求該集團, 仍然會與其接觸?

RA: 我是 Ra, 你必須測量(plumb)第四密度負面理解的深度, 這對你是困難的. 一

旦(他們)穿透所謂的窗子 抵達第三密度空間/時間連續體, 這些十字軍便可以任

意掠奪, 成果則完全是目擊者/主體或受害者自身極性之函數.

這是由於第四負面密度(存有)誠摯地相信愛自己 就是愛全體. 每一個 其他-自

我 不是被教導 就是被奴役, 於是有個老師教導自我的愛. 暴露在這種教導下,

它的意圖是在第四密度收割到來之際, 收割 第四密度負面 或 自我-服務的心/

身/靈複合體 之果實.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請?

RA: [咳嗽聲]

[原註: 以下段落從第五十三場集會摘錄, 為了清楚說明之故.]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服務他人導向的星際聯邦 在接觸地球人群時 所使用的

不同技巧, 不同進行接觸的形式與方法?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請你現在開始?

RA: 我是 Ra, 最有效的接觸模式是你們在這個 空間/時間 所經驗的. (我們)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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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侵犯自由意志. 因此, 那些存在於你們幻象層面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將是思想投射的

唯一目標 或稱為"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Close Encounters)*, 即正面傾向社會記憶複合體與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之間的會談.

(*譯註: 請參考附錄一對於 Close Encounters 的說明)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關於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與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之間的會談

還有這個流浪者會經歷到什麼?

RA: 我是 Ra, 一個你所熟悉的例子是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Morris)事件*.

在這個例子中, 這個實體的朋友圈中 也有其他人與(外星人)接觸 卻是負面導向

的. 無論如何, 你該記得這個實體, 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 不為所動, 且它的肉眼不能看到該

次接觸.

無論如何, 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摩里斯的內在聲音警示他一個人走到另一個地方, 他看到一個思想-

形態的外形與外觀 它凝視著這個實體, 喚醒了他尋求這個事件的真理, 尋求降

生於此的不同體驗.

感覺被喚醒 或 被啟動 是這類接觸的目的, (接觸的)時間長短或使用的影像則取

決於體驗該次啟動機會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潛意識之期待.

[*原註: 參考書籍- Secrets of UFO by Don T.Elkins with Carla L.Ruckert, CASE#1]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在與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載具的"近距離接觸"中, 我假設該載具屬於思想-形態的

類型. 在最近幾年 是否有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與已降落的思想-形態的載具"近距離接觸"?

RA: 我是 Ra, 曾經發生過, 雖然發生頻率比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形態的"近距離接觸"要少很多.

我們補充說明 在一個無止境的合一(unity)中, "近距離接觸"這個概念是幽默的,

難道所有接觸不都是 自我 與自我的相遇? 因此, 怎麼會有任何相遇不是非常

非常地靠近?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好吧, 說到這類自我 與自我的相遇, 是否有任何正面的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曾經與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或負面導向的實體"近距離接觸"?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RA: 我是 Ra, 這種事很罕見, 當它發生的時候 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

欠缺洞察受訪者的正面性深度, 另一個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渴望, 容我們說, 企圖從這個

存在層面移除這個正向性.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通常的戰術是選擇心智具備簡單變貌的實

體, 意即較少心智與靈性複合體活動.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我覺察到在個人的接觸事件中 存在很大的變異. 你可否告訴我 星際聯聯聯聯

邦邦邦邦喚醒或部分喚醒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的一般方法?

RA: 我是 Ra, 喚醒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的方式各有不同, 每一種方法的核心是進入實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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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潛意識 並且避免造成恐懼, 將一個對於該實體有意義的主觀經驗之潛能

最大化. 許多接觸發生在睡眠中, 其他許多發生在清醒時分, 方法是有彈性的,

並不一定要包括"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症候群, 如你所知.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肉體檢查症候群要怎麼解釋? 這情況跟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與 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

之接觸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該實體潛意識之期待促成星際聯邦思想-形態實體給予此種經驗

之特質與細節. 因此, 如果一個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期待一個身體檢查, 它將經歷到, 且盡可

能地將緊張或不適感降到最低, 至少在該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潛意識期望的允許範圍內.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 那些被帶到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及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載具的實體 體驗到幾乎同樣的

身體檢查?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指出不正確的想法.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使用身體檢查做為恐嚇個

人的工具之一, 並造成該實體感覺自己像個高等第二密度生物, 好比一個實驗室

的動物. 性經驗為這類經驗的子類型, 其意圖在於展現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的控制力勝過地地地地

球人球人球人球人(Terran)*.

(正面)思想-形態經驗是主觀的, 有大部分不是發生在這個密度中.

(*譯註: 在拉丁文中, Terra 的意思是土地, 跟 Earth 同義. 因此 Terran 相當於地球人, 如同字典

中 Martian 意思是火星人.)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嗯, 以收割度來看 地球上的實體形成一個巨大的光譜, 一端是正向的

一端是負面的. 在接觸地球實體的時候,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是否會將攻擊目標設定在光譜

的兩端?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要正確地回答有些困難, 無論如何, 我們將嘗試這麼做.

獵戶實體最典型的方法是選擇那些你們所稱的心智較軟弱的實體, 因為這種選

擇可能散布更大量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哲學.

有少數的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被更為高度極化的負面實體所呼叫, 來到你們的空間/時間鏈

結. 在這種情況, 它們分享資訊, 如同我們現在做的一樣. 然而, 這樣做對於獵獵獵獵

戶戶戶戶實體有個風險, 因為可收割的負面地球地球地球地球實體可能嘗試角逐並命令獵戶實體, 如

同他們在地球地球地球地球上角逐負面接觸一般. 結果雙方為了支配權而鬥爭, 如果(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

體)輸了, 將損害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的極性.

相似地,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實體若錯誤地與高度正面極化的實體接觸, 可能使得獵戶獵戶獵戶獵戶軍隊遭受

嚴重破壞, 除非這些十字軍能夠去除這個正面實體的極性. 但這種事幾乎從來沒

聽過. 所以, 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偏好只與心智較軟弱的實體進行實質接觸.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一般來說, 如果一個人與 UFO"近距離接觸"或發生其他類的 UFO

相關體驗, 他必須注視這個遭遇的核心, 明瞭發生在他身上的作用, 然後決定這

個接觸是來自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或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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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如果有恐懼及毀滅在裡頭, 這個接觸很可能是負面

的. 如果結果是希望、友善的感覺、喚醒正面的感覺, 有決心去服務他人, 星際

聯邦聯邦聯邦聯邦接觸的記號則很明顯.

[第五十三場集會摘錄到此結束.]

***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所有從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取得心電感應接觸的團體都是獵戶獵戶獵戶獵戶十字軍

的高優先目標, 我還假設在這些團體中 有大部分的訊息被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污染. 你可

否告訴我 這些團體的訊息有多少百分比被獵戶獵戶獵戶獵戶集團重度污染 以及在他們當中,

是否有任何人能夠繼續成為一個星際聯邦聯邦聯邦聯邦純粹的管道?

RA: 我是 Ra, 給予你這個資訊將侵犯一些人的 自由意志 或 混淆程度. 我們只

能要求每個團體考慮哲學以及[你們所謂的]特定資訊的相對效應. 並不是因為特定

資訊招來負面影響, (人們)賦予這些資訊的重要性才是關鍵.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重申, 當被問到特定資訊時, 強調它跟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相

比變得黯然失色與微不足道; 如同青草會枯萎與死去 而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光與

愛卻不斷增益 直到無限的造物領域 永遠到永遠, 永恆地創造再創造它自己.

那麼 為什麼要擔心那些在季節中盛開, 枯萎, 死去; 只由於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太一造物者的光與

愛而再次成長的青草? 這是我們帶來的訊息.

每一個實體都會興旺與死去, (就此而言)每個實體只是淺薄的.

就更深層的意義而言, 存在狀態本身是沒有盡頭的.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非常感謝你.可否請你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發問者: 如你曾經陳述, 它是條筆直且狹窄的路徑, 路上有許多令人分心的事物.

我們已經創造了關於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之緒論, 行經並觸及七萬五千年週期的高點, 或許

還有些問題探討一般性的未來. 在這個緒論之後 我想直接進入主要工作, 就是

創造一份理解, 可以散播給需要的人, 只給那些要求的人; 這份理解能夠允許

他們大大地加速進化腳步.我很感激 並感到極大的榮耀與特典能夠做這件事,

並希望我們能完成下一個階段.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

前去吧! 歡樂、快活地在太一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欣喜著. Adonai.



194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 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近距離接觸

Source: Wiki 百科, 條目: “第三類接觸”

1977 年一月, Dr. Hynek 發明一個新的稱謂"第三類近距離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 三種與外星人接觸的方式定義如下:

第零類接觸第零類接觸第零類接觸第零類接觸：遠距離發現幽浮，僅是目擊者遙遠看到。

第一類接觸第一類接觸第一類接觸第一類接觸：：：： The First Kind 近距離目擊飛碟

第二類接觸第二類接觸第二類接觸第二類接觸：：：： The Second Kind

人體的某一部分觸及 UFO 上或其遺落的某一東西；或目擊、觸擊遺留的痕跡，

如 UFO 與地面撞擊形成的坑。

第三類近距離接觸第三類近距離接觸第三類近距離接觸第三類近距離接觸：：：：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人看清了 UFO，特別是看清了其中的類人高級生命體。

(ps:同名電影很出名!)

第四類接觸：

直接和 UFO 或外星人接觸，包括對話、劫持(或邀請) 、被檢查、被進行實驗

以及肌膚接觸等。

第五類接觸第五類接觸第五類接觸第五類接觸：人類用友好信息（如電磁波或心電感應等）與外星文明進行聯繫。

[卷一卷一卷一卷一 完完完完]

NOTE: The Ra contact is ongoing, and several further volumes of transcribed sessions

have been compiled and are available from L/L Research. There is other material

available as well from our research group, and we are periodically available for lectures.

Address all inquiri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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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esearch

P.O. Box 5195

Louisville, KY 40205

-- The Chinese translator wants to thank all study members in Taipei, Taichung, and

Chia-Yi. Special thanks to the great help from the L/L community (aka. Magic

Kingdom)!

關於作者關於作者關於作者關於作者

Don Elkins was born in Louisville, Kentucky in 1930. He holds four university degrees,

has taught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and has taught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In 1965 he left his position as a tenured

professor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in order to give himself more time

for the research that he has pursued all of his adult life, one result of which is this book.

He became a Boeing 727 captain for a major airline. Don Elkins died on November 7,

1984.

Carla L. Rueckert was born in 1943 in Lake Forest, Illinois. After completing master’s

degree studies in library service, she served as librarian and bibliographer to college and

school libraries for six years, and in 1970 she turned her full attention to assisting Don

Elkins with his research.

James McCarty was born in 1947 in Kearney, Nebraska. After receiving a master’s

degree in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Mr. McCarty retired to a log cabin in

the woods of central Kentucky to develop a self-sufficient lifestyle. He founded the Rock

Cree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in 1977 and in 1980 joined his research

with that of Don Elkins and Carla Ruec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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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法則叢書預告一的法則叢書預告一的法則叢書預告一的法則叢書預告

The Law of One

Book II

In Book Two the nature of each of the densities or dimensions of this octave of creation

is explored in detail. Special emphasis is given to how evolution from our third density

to the fourth density is accomp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sities of creation

and the energy centers of the body is investigated so that each experience can be used as

a catalyst for growth to balance and crystallize the energy centers or chakras of the

student of evolution.

Wanderers, sexual energy transfers, the physics of Dewey B. Larson, polarization in

consciousness, ritual magic, an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Higher Self are all

explored as they are related to the Law of One. Book Two contains sessions #27

through #50.

ISBN: 978-0-945007-47-0

The Law of One

Book III

Book Three of THE LAW OF ONE builds on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Books One

and Two, continu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and balancing of the energy centers or

chakras, sexual energy transfers, healing, reincarnation, meditation, and Wanderers.

The nature of psychic prophecy is explored in Book Three, as are the nature and

ramifications of what are usually called psychic attacks. A good deal of information is

given on the principles of ritual magic in general and white magic in particular, and a

beginning is made in the study of the archetypical mind, which is the mind of the Logos

and serves as a kind of blueprint for our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which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concept for each of our individual minds.

ISBN: 0-92460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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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of One

Book IV

Book Four explores in great detail the archetypical mind which is the framework

provided by our Logos or sun body to aid each of us in the evolution of mind, body, and

spirit. Tarot, astrology, and ritual magic are three paths offering the study of the

archetypical mind, and in Book Four a study of that rich resource is undertaken using

the Tarot, which Ra gave to the Egyptians 11,000 years ago. Information is also

uncovered on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veil that we experience between the

conscious and the unconscious minds and the process of “forgetting” that occurs during

each incarnation in our third-density experience. In Book Four the path of the adept

becomes more clear as Ra elucidates the adept’s use of experience to balance its energy

centers and penetrate the veil of forgetting.

ISBN: 0-924608-10-2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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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背介紹書背介紹書背介紹書背介紹

遠古太空人是誰? 當初他們爲什麼來到地球? 爲什麼他們現在又回來了? 在古代

的偉大紀念物的建築過程 他們扮演何種角色? 關於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形成

他們扮演何種角色? 我們跟其他哪些生命共同分享這個宇宙? 地球在宇宙計畫藍

圖中位於哪個地方?

經過二十年的心電感應 實驗工作 終於獲得”突破性”的進展 全部記錄在本書中.

RA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記載了產生這個通訊的過程, 同時還包含超過兩百頁的資料,  忠實記錄每

一個對話的內容!

“我剛剛讀完RA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你們真的做到了我這輩子都沒看過的宇宙連結. 這個

通訊蘊含的智慧正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 做得好!”

-- Andrija Puharich, M.D., 尤里尤里尤里尤里(URI)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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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翻譯的注意事項關於翻譯的注意事項關於翻譯的注意事項關於翻譯的注意事項

翻譯者已經盡其所能地提供最佳的翻譯。無論如何，L/L研究中心不能逐一核對這是不是

最精確的翻譯。在英語原文和翻譯版本之間可能有些意義上的落差。在有所疑慮時，如果

可能的話，請比對英文及其翻譯，以嘗試澄清 Ra的意思。

Ra在分享他們的訊息時強調真實可靠的重要。舉例來說，在回應發問者渴望拍照和出版

通訊期間的照片時，Ra回答：

88.12 我是 Ra。我們要求任何圖片說出真相, 每張圖片標上日期, 並閃耀著清晰度,

好提供不帶任何陰影、純正的表達 給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

我們來此的身份是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一的法則的謙卑使者, 渴望降低扭曲. 我們要求你們, 一直是我們

的朋友, 工作這些上述討論的考量; 並非快速地思考將不重要的細節去除, 而是如同

在所有的道路上, 將這個工作視為另外一個機會去, 這是一個行家必要的(條件), 做你

自己並提供 你內在的東西, 伴隨你的東西, 不帶任何種類的虛偽做作。

請自在地聯絡 L/L研究中心，透過 email傳遞你的任何問題：關於字彙、片語，或概念上

的意義。而我們也是這門哲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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