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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文 

 

摯愛的尋求者, 當你們在閱讀這份中文版的時候, 我想要感謝你們, 從我的心底

感謝你們願意嘗試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我希望你們在這份資料中的某些構想

可以幫助你們的靈性生活。 

 

靈性的旅程是多麼地漫長, 似乎是如此地複雜! 我們許多人必須打造自己的旅程, 

因為沒有其他合適的東西, 我們不喜歡我們成長的背景。所以我們必須全心搜尋, 

去找到我們的旅程— 如何一步一步地前進; 如何明瞭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如

何在我們的生活中創造平安, 縱使外面似乎沒有別的 只有混亂。 

 

親愛的朋友, 我們全都面臨相同的處境。不管一個人在人生處於什麼位置, 不管我

們多麼富有, 不管我們的膚色是什麼; 不管我們的雙親是誰, 我們做什麼工作; 我

們全體都在一個完全民主的靈性社會。太一無限造物者相等地愛我們全體, 並給

予我們完全一樣的本質: 愛。我們全都是愛的存有。在我們的菁華的深層蘊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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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意識, 那即是我們真正的存有; 為了靠近我們自己的身分 我們正在旅行。這

個旅程不在外面! 這個旅程越來越朝向自我內在的深處, 以找出我們是誰, 我們為

何在這裡, 我們要往哪裡去, 以及我們希望做什麼。 

 

我們全都有個共同的目標: 彼此相愛。有許多方式做到這點! 我們可以單純地在

冥想和靜默中歇息, 讓造物主之光穿過我們, 接著進入這個世界。我們對於造物主

是絕對必須的。太一造物者[��������]要透過我們, 才能夠把祂無限的愛與

光帶入這個有限的世界。 

 

T1如此慷慨地運用自己的時間和才能所提供的翻譯訊息, 主題是: 全體是一, 那個

一是愛。愛把我們全部結合在一起, 愛是我們真正的本質。 

一的法則為我們描繪的世界真是美好。再次地, 我希望這份著作幫助妳的尋求和

你的旅程。摯愛的華文讀者[������]與台灣人民, 我在愛中對你們敞開雙

臂。就是現在, 時候到了, 讓我們全體挺身而出, 分享彼此的故事。在我們當中, 有

許多人感到孤立和不同, 彷彿沒有別人跟我們一樣 也沒有可以談話的對象。 

讓我對你保證, 妳不是孤單的, 你們是被深深鍾愛的, 其程度遠超過妳的想像。 

如果你有英文溝通的能力, 可以前往 www.bring4th.org 。你們可以在那兒找到同

好, 一起談論你有興趣的話題, 四處看看各個論壇, 瞭解妳希望加入的話題。 

 

如果妳可以閱讀英文, 你可以在我們的資料庫網站找到我們的書籍和許多資料: 

www.llresearch.org 。在這裡, 所有的資料都是免費的, 有機會請來逛逛, 你會有個

愉快的瀏覽經驗。 

 

在結尾之際, 我想要感謝 T1, 他投入許多年時間, 努力分享這份資料給華文讀者。 

願上主祝福你們每一位, 

我愛你們全體。 

 

 

愛/光  

Carla L. Rueckert (卡拉) 

L/L Research (愛/光研究中心) 

Louisville, KY 

十一月 6 日,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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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符號說明  

由於 Ra使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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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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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號字體顯示以玆區別. 在學者版中, 偶

爾, 為了兼顧原文和語意流暢, 也會把某些子句以 10 號字體顯示. 

 

o.方括號[ ]內的文字的來源有二:  

1.原作者的補充說明.   

2.譯者主觀認定會影響文法通順, 且重要性較低, 於是放在方括號內. 

 

o.粗體字通常在原文都為大寫, 具有特別意義或唯一性. 

o.標楷體通常用來表示特殊術語或人名. 

 

o.斜線 x/y/z 或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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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學者版(中文)已經把卷五整合到原先的 RA 集會中, 我們以標號 B5001 ~ 

B5056做區別, 方便讀者對照後面的作者(Carla&Jim)評論. 

 

如果可能的話, 建議閱讀原文 這是了解 一的法則(the Law of One)這套書之最佳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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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15 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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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傳送一個窄波段振動. 在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們

向你們致意.  

 

我們已經觀察你們團體. 我們已被你們團體呼叫而來, 因你們需要多樣性的通靈

經驗, 伴隨著一個更精深的或[��-���]一個先進的方法用以研讀你們的身

體、心智、靈性的幻象之樣式, 你們稱之為尋求真理.  

我們希望能提供你們一個稍為不同的偏向觀點解讀那永遠與始終不變的資訊. 

 

--B5001-- 

服務無限造物者(Infinite Creator)的眾星球之邦聯(Confederation)只有一個重要的聲

明。那聲明，我的朋友，如你們所知的，就是“所有事物、所有的生命、所有的

創造 都是單一起初思維的部分。”   

 

如果我們能夠 我們將運用每一個管道。比起一些較寬波段振動的管道[�����

��]提供的初階與中階工作，接收我們的光束是多少比較先進的技藝。 

 

讓我們用一點時間來考量思維。我的朋友，什麼是思考？那麼 你今天思考了嗎？

你今天想了什麼思維？今天的哪些思想是起初思維的部分？你的思想裡有多少

可以讓造物逗留其中？有沒有包含愛？是不是自由地給予服務？ 

你不是一個物質宇宙的部分，你是一個思維的部分。 

你正飛舞在一個沒有物質的舞廳裡，你是飛舞的思維。 

你以有些古怪的樣式移動你的身體、心智、靈，因為你還沒有完全掌握這個概念—  

即你是起初思維的一部分。   

 

我們願在此時轉移到被知曉為唐(Don)的器皿。我是 Ra。   

 

(暫停兩分鐘) 

 

我是 Ra。我再一次和這個器皿同在。我們接近發起通訊的邊緣，但我們在穿透

一個特定的心理緊張與散亂過程中遭遇困難，那多少是該管道的特徵. 因此 我們

要描述這個正在被傳送的振動類型: 這個器皿會發現我們從一個微小的角度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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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場，是在頭頂部位的後方的一個狹窄但強度很大的區域。因為我們自己傳輸

上的限制，我們無法提供任何的調節效應。 

因此，如果這個器皿能夠感覺到這個特殊的效應，當我們的想法來到他當中， 

他可以把它說出來。我們將再次嘗試這種接觸。我是 Ra。   

 

(暫停九十秒) 

 

這個器皿正在抗拒我們的接觸。無論如何，我們向她保證我們確信這種通訊對於

叫做唐的器皿在此時不很合適。因此我們將前往被知曉為倫納德(Leonard)的實

體。再次地 我們告誡該器皿，這是一個窄波段通訊，被感覺為一個振動進入靈

光圈之中。我們現在要轉移這個通訊。我是 Ra。   

 

(暫停九十秒) 

 

我是 Ra。我們再一次於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我們請求你

對我們要有耐心, 因為我們是一個難以接收的通道。然而, 我們或許可以對你們的

理解增添一些維度。 

--B5001-- 

 

此時 我們很樂意談任何主題或問題, 在座各位覺得可能有用而提出的. 

 

1.1 發問者: 星際邦聯的成員們似乎都有特定的目標; 如果你們也是如此, 你們的

目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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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們屬於一的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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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我們在你們星球上是古老的, 我們曾經數次傳遞 一的法則, 它屬於合一(Unity)、單

一性(Singleness), 給你們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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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星際邦聯實體沒有這經驗. (但)我們發現這個做法並不有效. 

然而, 我們仍會待在這裡 因為我們覺得有巨大的責任盡我們所能 去除曾經加諸

一的法則的權力和扭曲. 我們會繼續下去 直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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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中與你們同在. 

 

上述所言是否給了你足夠的資訊, 可從中萃取我們的目的, 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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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發問者: 是的, 謝謝你. 

RA: 我們欣賞你的振動, 還有另一個詢問嗎? 

 

1.3 發問者: 我曾聽過 “Ra”這個名字與埃及人的關聯 你們以任何方式跟那個 Ra

有連結嗎? 

RA: 我是 Ra. 是的, 這連結是一致的. 我們可以闡明嗎?  

 

1.4 發問者: 請開始. 

RA: 你還有什麼不理解的? 

 

1.5 發問者: 你能否把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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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會稱為一個社

會記憶複合體, 曾與你們稱之為埃及人的種族[¥2�-�¦§]接觸過. 同時間, 來

自我們密度的另外一些實體與南美洲人接觸, 所謂的「失落的城市」就是他們嘗

試對一的法則有所貢獻的成果. 

 

(¨©)我們跟一個人說話, 他聽見並明白了, 接著在他的位置上頒布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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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不再能夠擁有適當的管道 透過他們清晰地發表一的法則, 我們離開自己

曾處在的位置 因為它已經變得偽善. 其他的神話[¤+-�]、其他的理解比較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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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講說?  

 

1.6 發問者: [聽不見] 

RA: 是否有另一個詢問? 

 

1.7 發問者: [這個問題遺失了,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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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宇宙為無限的, 這一點還未被證明ª被反駁(證偽), 

但我們可以保證, 你的自我、你的理解、你會稱為的尋求旅程、ª你對造物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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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則這個詞彙就沒有任何參考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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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意義. 在一個無限造物者之中, 只存在合一. 你們已看過合一的簡單例子, 你們

已見過一個三稜鏡展現所有顏色源自於陽光, 這是關於合一的簡化範例. 

 

事實上, 沒有對或錯. 沒有極性 因為一切將在你們舞蹈[«¬®¯°¯±²³´]過程

的某一點 達成[`µE¶F]和解, 此時 你們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扭曲該複合體, 藉此

娛樂自己. 這個扭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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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為一種替代的方式, 去理解那結合所有事物的完整合一之思維. 你不是在說一

個類似ª有點像的實體ª東西. 你是每一個東西、每一個存有、每一種情感、每

一個事件、每一個處境. 你是合一, 你是無限. 你是愛/光、光/愛. 你是.  

這就是 一的法則. 

 

我們可否更詳細地闡釋這個法則嗎?  

 

1.8 發問者: [聽不見] 

RA: 此時有另一個詢問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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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¹ºwEA¸»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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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ÁA] 微不足道的, 我們對於帶來收割的狀態並不擔

心. 

 

1.10 發問者: 另一個問題, 是否可能為其他實體創造任何理解的加速, 或者 所有個

體的努力都作用在他自己上頭 加速他的理解? 換句話說, 如果一個人嘗試做為一

般的催化劑以增進全球意識的覺知, 請問這個人是否什麼也沒做 除了對自己有

作用之外? 或者有可能 [ÂÃ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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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了解關於你們與他人的區別 對於我們是不可見的. 我們不認為提升

意識的努力有一個分別; (ÅÆ�)提升你投射為一個人格的變貌, 或你投射為另一

個人格的變貌. 從而, 學習與教導是相同的, 除非你沒有教導你正在學習的東西; 

如果是這種情況, 你對於你/他們就只有很少或沒有益處. 這個理解應該讓你們的

心/身/靈複合體思索, 因為它在你們[ÇÈÉÊË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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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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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ÎÏ ÐÑÒ ÓÔÏ ÍÕEÖD×ØÙE·¸¹» ÚÖÛwÜÝÞEßàáâ·¸ãäå æçè

EéêëìÍÕ·¸.]  

 

群體-個體化意識即是一個狀態: 在一群心/身/靈複合體中分享彼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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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因此, 我們對你們

說話 並且同時接受 我們的變貌與你們自己的變貌, 好清晰地詮釋造物的法則, 尤

其是一的法則. 對於你們許多人而言, 我們(的訊息)不是可利用的, 因為這不是一

個容易理解的通訊方式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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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同時關於一種基

於需要以及接近絕望的教導嘗試. 

 

在這個團體的每一位都努力去使用、消化、多樣化這資訊, 我們透過這器皿傳遞

的資訊, 沒有扭曲地進入該心/身/靈複合體的(Å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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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教導/學習. 除了你真實的存在, 再沒有其他事物能協助展現那起初思維; 同

時來自那無可解釋、無以言喻、或被神秘覆蓋的存在(being)的變貌是眾多的, 因此, 

在你們的教導過程中, 盡可能地嘗試穿越大量群體[î/ï/ð]之變貌去辨別與編織

你的道路；做這個努力是非常好的.  

關於你們對服務的渴望, 我們不能說出更英勇的事蹟了. 

 

關於這主題, 我們可否以任何其他能力來談論? 

 

1.11 發問者: 你將來還能跟我們通訊嗎? 我們未來可以呼叫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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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擾該管道一些時間之後, 我們建議採用適當的程序, 在某個程度上, 協

助該器皿重新進入其心/身/靈複合體, 該器皿在這個時間/空間已選擇它, 為了人

生經驗. 你理解如何滋養這器皿嗎? 

 

1.12 發問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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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òó¶» ôóVÉÊõö÷øùúÉÊ{ûü×Eý

þ]. 最後, 將在場所有人的愛灌注在一杯水[禮物]中 讓器皿喝下, 這將會復元這

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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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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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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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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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器皿此時相當地疲倦, 然而 她的心是如此的, 以致於她持續向我們敞開 仍可

以做為有用的管道.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花費時間/空間解釋 如何改善其[�-ÿ

p�]疲倦變貌. 

 

直到她已回應她的名字之前, 不管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可以碰觸這個器皿. 我不希

望帶這個器皿耗掉她肉體能量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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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太一造物者的大能歡

慶! 我是 Ra.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17 

RA, 第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0 日 

 

2.0 RA: 我是 Ra, 我在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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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格式感到舒適, 現在讓詢問開始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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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我們來製作一本書, 如果同

意的話, 我想先從你的歷史背景開始談起. [聽不見] 問題. 

RA: 我是 Ra, 你所謂的通訊之可能性, 從一傳到一, 透過意義上可接受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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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晶化你們自己在

各個經驗水平[你們稱為人生]上的振動型態. 如果一個人被啟發(s3) 難道不是

所有人都被啟發(s3)? 因此 我們傾向述說任何你們渴望的議題. 教導/學習是一

的法則中最初步的變貌之一. 

 

2.2 發問者: 可否告訴我們關於你們的歷史背景, 你們在這個幻象的較早時期, 和

那時的接觸, 可能包括你先前說過的, 在這個星球上的化身(inca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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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本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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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該任務: 創

造出一個教導/學習工具. 我們察覺到 你們對於我們的化身[�µ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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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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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屬於星際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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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人格的自由意志變貌不會遭受危險. 我

們沒想到他們會被打擾, 因為這些文化原本就密切地對準一個包羅萬象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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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萬物皆有生氣或意識. 我們來臨, 並且受到他們[òóâ���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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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把個體放入特定適當的比例序列的時間/空間物質也有療效, 於是幾個金字

塔被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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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一的法則的原意. 於是我們離開你們人群. 另一組在南美洲工作的團隊, 則

沒有那麼輕易放棄. 他們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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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意識的改變[���	
ì�M��]負責. 

我們嘗試與當地的領導者聯繫, 那兒是我們曾來到的[è�µó�]埃及土地,或聖

地的某些區域. 

 

到了第十八王朝[v��-��/©�d���7] , 我們終於能夠接觸到一位法老[}�

-�ÿ.], 這個人在你們(��)平面上的生活經驗是少的, 那時是... 這個器皿稱為

的流浪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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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ó���

M�, ��ÉÊ®/°²³´J�]稱之為“阿蒙”
 
(A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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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把名字改為一個榮耀太陽圓盤的名字, 這個叫做 “Aten”的變貌. 以我們

對自己的心/身/靈複合體變貌之本質的理解, 是一個接近我們實相的變貌. 然而, 

它沒有與我們意圖傳送的教導/學習完全校準. 

這個個體, 阿肯那頓(Akhenaten)，相信太一振動才是真正的靈性振動, 因此頒布 一

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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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個實體離開這密度之後, 多神的極化信仰

再次復活. 直到穆罕默德(Muhamm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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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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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有幾個問題 或許不直接與理解一的法則 相關. 然而, 我相信要呈現它為一個

學習/教導載具[§��õ��deôEc��], 一個適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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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希望討論一點關於你提到的水晶治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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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水晶治療的原則是基於理解你們稱為肉體[®��EDÊ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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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晶平衡心智與身體之間的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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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的適

當排列校準, 以適合的形狀比例與擺設位置 能夠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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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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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使用, 

幾乎在任何狀況都適用.  

 

當然, 這需要啟蒙(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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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我們進一步告知你 可否就這個或其他主題提出相當簡短的詢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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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給那些想要被淨化或被啟蒙成為一的法則

管道的實體們. 

第二, 我們希望能小心地引導這些入門者發展治療[µó%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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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者充能, 它們被設計的目的

是平衡來自太一造物的能量�該全球心/身/靈的眾多與多重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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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ºÉÊJ��òó)*E�+]上建築其他可承載水晶的建築物, 完成一個環形連

結[�,µ��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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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發問者: 原先金字塔頂端上頭有個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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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µ�òóü/R01E23/ijM

��]問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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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對於適當地運用這個心/身/靈(456)有任何問題, 我們希望你現在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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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舒適、恢復活力,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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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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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地轉向太一的圓圈, 以及依照以下的對話發出聲音振動, 可以淨化這些振動: 

 

 問: “什麼是法則 ?” 

 答: “法則為太一.” 

 

 問: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答: “我們尋求一的法則.” 

 

 問: “為什麼我們尋求 Ra?” 

 答: “Ra是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一起說: “在一的法則中, 歡慶並潔淨這場所, 不讓(��)思想-形態進入 

           我們在這器皿周圍行走的圓圈, 因為法則為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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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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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在她的頭部(�?)放一個未用過的盛水聖杯. 

到(�7)中心放一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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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密切的關聯. 

 

走到聖經的另一邊, (�)一小束馨香於純潔全新的香爐內. 

 

走到該書本[象徵太一]的後方, 打開到約翰福音第一章, (�)一根 

白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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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器皿穿上一件白袍可以增強氣力, 該器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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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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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太

陽體沒有照亮這房間 最好在點亮照明器具之前, 呼喚該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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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大能中向前邁進. 在喜悅中 我們離開你們.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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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1 日 

 

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與你們通

訊. 

 

3.1 發問者: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開始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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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朝著器皿的頭部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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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適當地造成影響. 

我們告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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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將他們心/身/靈複合體的變貌添加在任何一場集會中. 因為這樣我們將無法

適當地將我們的變貌與這個器皿的變貌相融合.  

 

3.2 發問者: 此時 我應該移動聖經, 蠟燭, 及馨香嗎?  

RA: 我是 Ra, 這會是合宜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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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發問者: [更正之後]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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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香在此扮演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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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愛的點燃蠟燭 達成平衡,這三者給予器皿[E®8�9}23²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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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發問者: 現在每一件東西是否都正確地排列? 

RA: 我判斷它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3.6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中, 我們有兩個問題留到這次問: 一個跟吉沙的大金字塔

的冠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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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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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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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資

料的讀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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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願意接受任何建議, 關於我們應該如何進行的方式. 這只是個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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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

由代理人的專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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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石, 我們重申 這類資料的不重要性. 

 

所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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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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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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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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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想要進一步詢問第一個問題? 

 

3.7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煙囪”, 它有什麼特定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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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被設計

為具備空氣-流動導管(ducts)—�;<=��>ÿ.@-— 於是這裡有新鮮的空氣, 不

會有擾動或煙霧.  

 

3.8 發問者: 那些石塊是如何被移動的? 

RA: 我是 Ra, 你必須想像一切萬有被創造,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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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岩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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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人類或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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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載具溝通, 然後岩石就會依照意願做分割與移動, 簡單地說, 藉由岩石能量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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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空間移轉到[���¶B»òó�M]無限次元 達成以上動作. 

 

以這個方式, 透過與居住在活石裡面的造物者之無限理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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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的方式, 尚未包括這個領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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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座山就會移

動. 似乎近似你剛才所說的東西. 如果一個人充分地覺察一的法則, 他就能做這些

事,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信心, 該發聲振動變貌, 或許是橫亙在 那些屬於[òóÙ�] 

無限道途的實體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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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與智能無限之間存在一致性, 你是精準地正確. 

然而 前者是靈性的用語, 後者對於拿著尺規與筆尋求的人[EABC 23]而言 或

許比較可以接受. 

 

3.10 發問者: 那麼 如果一個人完全地通曉一的法則 並且活出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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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不正確的, 因為透過一的法則(�D)的個人力量�聯合或社會記

憶複合體[�î/ï/ðn�]理解一的法則(�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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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óOV%vE8FG

Í]開始, 接著尋求光的法則, 那些與光的法則共振的實體們尋求一的法則, 與一的

法則共振的實體們尋求永恆的法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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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之 我們繼續在道途中前進. 

 

3.11 發問者: 那麼 大金字塔是由你們族群的許多人共同行動建造的? 

RA: 我是Ra, 大金字塔是我們群體 所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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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發問者: 那麼 你們是就地以思想創造出岩石建材 而不是從別的地方運來, 對

嗎? 

RA: 我是 Ra, 我們以不朽的岩石建造大金字塔[��Sÿ], 其他金字塔的岩石建材

是由別的地方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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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發問者: 什麼是不朽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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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岩石裡的材質創造出的能量場而言 會較具規則性. 因為(�H)岩石是透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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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思想-形態

層級的扭曲反射中.  

 

我們可否以更有幫助的方式回答你?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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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要用許多個石塊來構成? 

RA: 我是Ra, 有一個法則, 我們相信是一的法則當中一個較為顯著的原初變貌,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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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能製作一具治療機器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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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 而非被想出來的. 

 

3.15 發問者: 嗯, 你剛才談到金字塔, 特別是大金字塔, 我假設, 主要的目的是做為

一個治療機器, 也談到它是啟蒙的裝置, 這兩個目的是同樣的概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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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稱為充能者是重要的, 好讓無限造物者的愛/光可以流過. 因此 需

要一個啟蒙的方法 好準備該心智、身體、靈性服務造物者的工作. 這兩個目的是

整體必須的.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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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龐大的問題. 我們現在開始講解 並要求你重新評估之後 在下一次集

會中深入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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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目前的週期中, 這是你們大多數的行家們(adepts)發現 心/

身/靈複合體被扭曲的起點. 當心智的真正身分, 也就是品性與人格, 被發現之後, 

身體必須在每一方面都被知曉. 因此 需要以超然的態度去理解與控制身體的各

種機能. 那麼 金字塔的第一個用途 就是讓人進入其中 剝奪其感官輸入, 在某種程

度上, 使肉體死亡同時開始另一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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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 你有沒有任何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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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發問者: 唯一的問題是, 我們是否曾做錯任何事? 或我們能夠做什麼使該器皿

更舒適? 

RA: 我們掃描這個器皿. 

 

透過你們的預防措施 這器皿得到許多協助. 我們只建議多注意器皿身體的頸部, 

似乎這個身體/變貌的氣力/虛弱區域受到扭曲; 因此 給予頸部區域更多支撐會是

個協助. 

 

3.18 發問者: 我們應該讓器皿喝放在她頭後面 聖杯裡的水[在我們充能之後], 或

者我們應該使用另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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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 歡欣地離開這個小組.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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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2 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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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發問者:  結束上一場集會的時候, 我問了一個太長的問題而難以回答, 主題是

金字塔的形狀以及它與啟蒙的關係, 請問現在是問這問題的適當時間嗎? 

RA: 我是 Ra, 是的, 這是問該問題的適當時間/空間.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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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之際, 你的個人記憶複合體已經紀錄了

該形狀第一個用途與身體複合體的啟蒙有關, 靈的啟蒙是一種被更仔細設計的方

式, 與時間/空間比率有關 讓接受啟蒙的實體找到自己.  

 

如果你願意 跟著我一起畫出所謂金字塔的(�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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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水平面上形成一個平躺的鑽石(�K). 

在這水平面的中央就是一個適當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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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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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戶(gateway)通往智能無限. 那麼, 這就是設計該特定(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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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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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IN��I�P���]決定, 這樣說正確嗎? 

RA: 這是正確的. 

 

4.4 發問者: 那麼在這個(�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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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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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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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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則取決於放

置的身體部位與智能無限之進入點的關係. 

 

為了啟蒙的目的, 該尺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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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整個身體得以安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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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在

這焦點之內. 

 

4.6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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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敏感度.  只有能量流的鬼魂還殘留著, 這是 

由於(�$)流入點的移轉, 接著是由於你們星球的電磁場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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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WÏ JimÎXÉYZE[`\�]^_`MaEb+.)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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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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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R)

完全取決於嘗試這類工作的傳導者之內在修為. 

 

4.8 發問者: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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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你的指導, 他們建造金字塔, 並在其中受到啟蒙 [ª�=�c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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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能夠承接這呼召, 

然而, 我們要再次指出 金字塔[}�-�ÿ.]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它的確是超越時

代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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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 無須使用這些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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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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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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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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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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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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貌.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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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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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發問者: 我會假設第一步會是找到一個帶著能力進入此生的個體?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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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否可能? 

RA: 我是 Ra, 根據這些聲音振動複合體的變貌, 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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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可能對於一的法則沒有智力上的理解, 他應該活出一的法則?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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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ÿ.]的變貌. 

 

不正確的部分[=}�i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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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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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中找到該變貌.  

 

4.14 發問者: [�D�E ÐÑÒ ¶Ï µ8FkÜ] 我有點困惑, 我部分理解你, 不確定是否完

全理解你, 你能夠用另一種方式重新敘述嗎? 

RA: 我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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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 可以

治療卻不這麼做; 另一種人擁有同樣的知識, 卻在心、身或靈(?N)並未有意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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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顯著的變貌朝向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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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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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於自己體內產生不和諧, 也造成他人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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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發問者: 那麼, 你可否在治療的練習方面 訓練我們?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4.16 發問者: 你會訓練我們嗎? 

RA: 我們會.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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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可以理解治療牽涉的範圍. 

 

首先, 心智必須被它自己知曉, 這或許是治療工作中 最吃力的部分. 如果心智知曉

它自己, 那麼治療最重要的層面就發生了, 因為意識是一的法則之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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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流而言, 這些理解

和修煉跟在使用身體的自然機能之中、愛和智慧的平衡有關. 

 

第三個領域是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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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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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能量路

徑的最精細知識, (l·or)環繞並促使身體被充能. 理解身體所有的自然機能都

蘊含所有的層面, 從稠密到精細, 並且能夠被質變為你們稱為的聖禮(sacramental). 

這是對於第二個領域的簡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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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第三項, 如果你願意, 想像磁鐵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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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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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發問者: 我的目標主要在於發現更多屬於一的法則的東西, 發現治療的技術

將會很有幫助. 我覺察你在自由意志方面的問題. 你可否... 你無法給予建議, 所以

我要請求你向我陳述一的法則與治療法則(²u)? 

RA: 我是 Ra, 一的法則 雖然超越任何名字[l��w�xyz456�ÿ.]的限制, 

或許可以近似地解釋: 所有事物為一, 沒有極性, 沒有對或錯, 沒有不和諧, 只有同

一的性質. 一切為一, 那個一即是愛/光, 光/愛, 無限造物者. 

 

一的法則的原初變貌之一為治療, 當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從自己的內在深深了解

到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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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麼療癒就會發生. 從而, 在這心/身/靈複合體裡面的智能無限將重組身體、心智、

或靈的幻象, 到達一種和一的法則調和一致的形體. 在這個完全個別化的過程中, 

醫者扮演充能者或催化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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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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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發問者:  我還有一個簡短的問題, 這器皿可以一天進行兩場集會, 或我們應

該維持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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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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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這器皿的活動必須被監督, 避免過度活動, 因為她參與這個活動(集會), 相當

於在肉體水平上一次費力的工作.  

如果這些忠告都獲得採納, (一天)兩次集會是可能的. 我們不希望耗盡這個器皿. 

 

4.23 發問者: 謝謝你, Ra.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智能, 即造物者, 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

一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慶.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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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3 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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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發問者: 在上一次 我們通訊的過程中, 我們討論到學習治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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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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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極限.  

 

醫者並不是透過以身示範來做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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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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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工作是一致的, 因為它(À)是傳導智能無限的某個變貌的一種形式. 

 

5.2 發問者: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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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鑰匙是靜默.  

在這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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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掌握心智鍛鍊的概念, 必須要檢驗自我. 你們次元的極性必須被內化, 當你

發現心智裡的耐心, 你必須有意識地發現相對應的沒耐心, 反之亦然. 每一個思想

都有一個相反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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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以同等物平衡每一個正負電極. 心

智涵蓋一切事物, 因此, 你必須在你自己裡面發現這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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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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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在�£屬性中精挑細選, 從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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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ÿ�]批判機能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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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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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的心智配置有許多面向,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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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學習心智鍛鍊的前四個步

驟.  

第五步涉及觀察(I6)心智、其他心智、大眾心智、與無限心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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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加知曉你的身體是必須的, 這

關乎使用(��)心智去檢視感覺、偏好、[�-S~�]情感 如何影響身體複合體的各

個部分, 同時理解身體的極性並接受它們是必須的, 你已對心智[Ä��$��]所做

的功, 將它在化學/肉體的顯化中重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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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延伸到你所遇到的所有其他自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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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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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建議結束這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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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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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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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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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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的大能與和平中欣喜快樂.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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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4 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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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發問者: 我們希望繼續昨天的話題. +-��[ÂÃÄ]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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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力量之第三個教導/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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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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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將心智考量為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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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扭曲之中, 該身體保持在適當

的平衡狀態, 那麼, 該器皿便準備好進行那偉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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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所有其他的 [�;<ÿÊ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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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 有許多人在他們的

靈性能量場中有一個隨機的洞口或入口; 有些時候, 攝取化學藥品, 比方說 LSD, 

能夠隨機且無法控制地, 接上能量的(�£)源頭. 他們不一定是想要服務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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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其他人而言, 那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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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始已經足夠. 未來, 如果你們覺得已經完成

你們眼前的練習, 我們將開始指引你們進入一個更精確的認知, 關於治療經驗中

的各項機能以及這個門戶(gateway)的各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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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02-- 

6.2 發問者︰有人問我，湯姆·弗萊厄蒂(Tom Flaherty)能不能參加明天的一場集會？

你知道這個實體嗎，湯姆·弗萊厄蒂？ 

RA︰我是 Ra。這個心/身/靈複合體, 聲音振動為” 湯姆·弗萊厄蒂”, 是可接受的。

我們告誡你在心境和各種附屬物方面, 要小心地指導這個實體，在它被引導入這

個圈子前 必須理解這些。 

 

6.3 發問者︰我不大確定你說的附屬物是指什麼。 

RA︰ 我剛才指的是會觸發該器皿的變貌趨向愛/光的象徵物體。 

這些物體的放置}%所有出席者以愛接受它們, 這兩點對於滋養這個器皿是重要

的。因此，你們必須用自己教導/學習的話語描述並解釋相關的附屬物，因為你

們擁有適當的態度以獲致必需的結果。 

 

6.4 發問者︰他會懂我的, 在湯姆參加前, 我們將會非常地小心 [ÏÅ�] , 完整地告

知他 [ÏÅ�]。非常感謝你。 

 

--B5002-- 

在我看來, 這是個適當的時機多納入一點你的歷史背景, 如果可能的話, 是否可以

說你涉入行星地球事務之前來自何方的資訊? 

RA: 我是Ra, 我是該社會記憶複合體的一部分, 我們從你們自己的太陽系[lI�6

w@�ÿ.]中的另一顆行星開始向外旅行; 這個行星影響圈是你們稱為的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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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p�¡]有著金色的光澤. 

 

以這種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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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óE

��]上 跟我們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 我們並沒有良好地融入該族群當中, 我們(��

i)與他們明顯地不同. 

因此我們的造訪相對地短暫,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虛偽的高位, 受到歡呼, 被認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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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發問者: 你們如何從金星旅行到這個星球? 

RA: 我們使用思想. 

 

6.6 發問者: 那麼你們... 在那個時候, 如果把我們星球上的一個人放置在金星地表

上, 是否可能, 他可以存活嗎? 當時的狀態適合居住嗎? 

RA: 該第三密度的狀態無法讓你們人類[生命形態]居住, 那個星球的第五與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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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對於成長/學習/教導 則很有助益. 

 

6.7 發問者: 你們那時是如何從金星轉移到這裡, 我假設是第六次元? 當你們來到

這裡是不是隱形的? 你們是否需要改變你們的次元, 好行走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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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 進行這項實驗. 

 

6.8 發問者: 這個議會位於何處? 

RA: 這個議會位於土星的第八音程(octave), 或第八次元, 以你理解的第三次元詞

彙, 它位於(Ô§)環裡面.  

 

6.9 發問者: 你們在這個太陽系之中, 除了地球 有沒有在其他行星上發現如同人類

的族群? 

RA: 你要求空間/時間目前的資訊, 或空間/時間連續體的資訊?  

 

6.10 發問者: 兩者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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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dek), 這些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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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身/靈扭曲. 當時[õ¢¯ß

¢]你們的太陽系只有一個星球符合這條件.  

 

6.11 發問者: 他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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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投胎的過程誕生. 

 

6.12 發問者: 以我們的紀年, 這是多久以前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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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約發生在50萬年前. 

 

6.13 發問者: 感謝. 那麼, 目前所有的地球人類都起源於馬爾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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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從馬爾戴克被收割到你們星

球的人種, 有許多人投生在地球裡面, 而非地表上. 你們的星球包含許多不同的族

群, 有的是從其他第二密度收割來的, 有的是在第三次元星球重複循環著. 你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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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都來自同樣背景或起始的單一種族, 你們在此分享的經驗對這個時間/空間

連續體是獨一無二的. 

 

6.14 發問者: 我想現在是個恰當的時機來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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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單純地陳述所有事物皆為一, 所有生命為一.  

有特定的行為與思想-形態與這個法則的理解、實踐相調和. 那些完成一個週期經

驗的實體們, 他們對那思想與行動的理解變貌展現不同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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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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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非常地靠近, 儘管如此, 仍具有朝向主動服務的變貌. 

這幻象是以光創造的, 或更適切地說, 以光/愛所創造, 雖然(該詞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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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第三

密度, 或非常、非常接近第三密度["¯à23)*²³´]的盡頭.  

不管怎樣, 那些掉入這個強化光/愛之音階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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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這些扭曲. 

 

6.15 發問者: 以我們的年代來計算, 一個這類週期的長度是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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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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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發問者: 以該週期的進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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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的振動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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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渡到向它招手的振動的過程並不容

易, 因此, 它在被接引的過程中將帶來某種不便. 

 

6.17 發問者: 這個不便是否在幾年後就會發生?  

RA: 我是 Ra, 這個不便, 或不和諧的振動複合體, 已經在你們的幾年前就開始了, 

它會持續下去, 強度不減地持續大約你們的三 O, 三十年. 

 

6.18 發問者: 30 年之後, 我假設我們將是一個第四次元或第四密度的行星*, 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是這樣的. 

(*Õ£: ²3�	¨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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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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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第四密度的行星?  

RA: 收割還沒發生, 因此, 估計是沒有意義的.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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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得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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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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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ó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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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謝你們. 

 

6.21 發問者: 圓盤形狀的飛行載具 我們稱為 UFOs— 有些被指稱可能來自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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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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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發問者: 鐘型載具的照片以及與金星接觸的報告是近 30 年才有的, 你知悉這些

報告嗎? 

RA: 我是Ra, 我們擁有太一性的知識 知道你們時間/空間中的一些短暫訪問, 我們

不再屬於金星, 然而, 在我們行走於你們當中的年代, 有些思想-形態在你們人群

中被創造出來; 從那裡被創造的記憶和思想-形態成為你們社會的-記憶複合體的

一部分; 這個群體意識[�ª°�lmÿ.]再一次創造了這個經驗給那些要求這類

經驗的實體們. 金星目前的人口不再是第六密度了.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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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服務無限造物者的行星邦聯的成員之一, 目前大約有五十三個文明, 包

含約五百個行星意識複合體在這個邦聯之中.  

這個邦聯包含那些來自你們地球, 超越你們第三次元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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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真正的邦聯, 因為成員彼

此不相似, 卻為了依據一的法則去服務而結盟在一起. 

 

6.25 發問者: 此時 他們是否有任何實體位於太空船裡面? 過去三十年來, 是否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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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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變貌中的行星級實體, 必須要求許

可, 以打破隔離狀態[��Sÿ], 然後對你們人群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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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天空上最多曾經有十五個邦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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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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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發問者: 我充分覺察您主要的興趣在於散播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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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³+´¸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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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將我的問題限制在一的法則的

應用上. 但我目前的理解是, 我們應該將這些資料廣為散播,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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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我們

的答案. 

 

6.27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們不想使器皿過於勞累, 現在已經明顯超過一般正常

的工作時間, 您可否告訴我目前器皿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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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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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02-- 

6.29發問者︰我唯一的問題是，我必然假設你們首次接觸的同時，倫納德也在這

裡，他和湯姆一樣適合待在這裡。這是否正確? 

RA︰這是正確的, 此時 能夠來到這裡的合適人選的數目便齊全了。再次地，記

得要給聲音振動複合體, 湯姆, 的預備指導。 

--B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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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

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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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5 日 

 

7.0 RA: 我是 Ra, 在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

訊.  

 

7.1 發問者: 你上次提到眾星球的邦聯有許多成員, 有哪些服務途徑, 或服務種類

提供給邦聯的成員? 你可願描述一些? 

RA: 我是 Ra, 我假設你指的是我們邦聯可以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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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除以或整合 [由基本一的法則之變

貌指出] 尚未覺察造物合一性的自由意志. 

 

7.2 發問者: 從這點, 我假設你目前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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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公開來臨或給予任何你們的接

觸的證據.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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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幻象的分解形式呈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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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服務法則對那些呼求者的渴望乘以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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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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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發問者: 乘以平方, 你的意思是, 假設整個星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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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個數字承接下個數

字的平方. 

 

7.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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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 你會如何計算他們的呼叫? 

RA: 我們會從 1開始做連續 10次平方運算, 直到第 10平方.  

 

7.5 發問者: 這個計算的結果是多少? 

RA: [24 秒的停頓] 結果有些難以傳遞, 答案大約是一千加十二(1,012), 因為呼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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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有時候並未完全統合在一致的目標中, 因此平方的總數會稍微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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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過程的機制. 

 

7.6 發問者: 目前在地球上, 有多少實體目前正要求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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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邦聯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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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發問者: 對於那些數字 你能告訴我應用平方法則的結果是什麼? 

RA: 就有限的觀點, 該數字是沒有意義的, 數字是非常龐大的, 無論如何, 它構成

一個巨大的呼叫, 我們全體造物都能感覺到和聽到, 彷彿我們自己的實體受到扭

曲朝向一股巨大和壓倒性的憂傷, 急切需要我們的服務.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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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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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記憶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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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造物者的僕人, 看到這個情況, 並對於只能

在你們人群當中執行的適當協助有個構想, 然後渴望這個計畫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就在土星議會上提出, 如果它獲得通過, 隔離的狀態會被(á©)解除. 

 

7.9 發問者:關於那個議會, 我相信 Jim有個問題: 誰是那些成員, 以及議會是如何

運作的? 

RA: 我是 Ra, 該議會的成員有的來自§»邦聯的代表, 有的來自你們的內在次元

[�µóEÖ¼½¾¿SÁl]. 這些名字並不重要, 因為沒有名字. 你們的心/身/靈複合

體要求名字, 因此在許多情況, (成員)會使用與每個實體[�yzd�]調和的振動聲

音複合體當作名字. 然而, 名字這概念並非議會中一部分. 如果你們要求名字, 我

們會嘗試說, 雖然 並不是所有成員都有選定的名字. 

 

恆常參與議會集會的主要成員有九位, 但其中人選不定期[}�-�ÂÃ]會更換以

保持平衡, 這是開庭議會.為了支援這個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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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曾被稱為守護者. 

 

該議會的運作方式透過[�-�ÿ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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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一的法則能輕易地蔓延. 當一個思考的需求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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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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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許社會記憶複合體加入邦聯的義務. 

二、提供協助給那些不確定如何協助其他群體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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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有足夠的呼求數量

[ÀÅ��, T©ÆÇ$52�.È�ÉE] . 

三、議會內部需要裁決的問題. 

 

上述是議會顯著的任務, 如果他們有任何的懷疑，可以連絡特定的 24位, 然後他

們會提供 共識/判斷力/思考過程給議會. 然後議會可以重新考量任何一個問題. 

  

7.10 發問者: 這個九的議會是否跟這本書提到的’九’是相同的? 

[發問者手指向 Uri 一書.] 

RA: 我是 Ra. 九的議會的資訊 以半純粹的形式存在於兩個主要來源, 一個名為馬

克(Mark), 另一個名為亨利(Henry). 在前一個例子,該管道變成了抄寫員; 另一個例

子, 該管道不是抄寫員. 無論如何, 若沒有抄寫員的協助, 該能量不會來到該管道

身邊. 

 

7.11 發問者: 你提到的兩個名字, 全名是否為馬克·普羅伯(Mark Probert)與亨利·普哈

里契(Henry Puharich)?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12 發問者: 我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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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這是一種廣告. 在過去30年間, 議會似乎曾多次解除隔離狀態, 

這似乎是針對我們正在做的事的一種廣告形式, 好讓更多人得以覺醒, 我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解開你心智複合體的概念化(KË), 將你的詢問重

組為適當的形式, 請忍耐我們一下. 

 

在你所提的時間/空間連續體之中, 土星議會並沒有多次允許隔離狀態之解除. 有

一些降落事件發生, 有些來自你們的人群, 有些來自你們知曉的獵戶集團. 

 

其次, 土星議會並未[êbÌÐÑÒÓÖ]允許(外星人)居住在你們之間, 但曾允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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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們的第一個核子裝置被開發使用

的時間/空間, §»邦聯的成員獲得允許 看顧你們人類, 因此引發神秘(×Ù). 

 我們被允許提供這些神秘和未知的事件, 希望它們使你們覺察到無限的可能性, 

唯有當你們人類領會無限, 那麼通往一的法則之大門方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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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我們人群跟那些獵戶實體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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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 發問者: 我現在只問關於獵戶的事情, 你剛才說獵戶星座是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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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願意, 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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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是阿爾道夫(Aldolf), 他的意圖是選擇社會中所謂的精英份

子[�£d�456], 然後透過各種效應, 來奴役那些他們視為的非精英份子, 這是他

假定的統一方式. 這個概念是將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雜草去除, 然後納入所謂獵

戶集團設想的變貌, 即一個帝國. 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由分離之概念所引發的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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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 發問者:  獵戶集團的密度是什麼? 

RA: 我是 Ra. 如同邦聯, 組成那個集團的大眾意識的密度各有不同,  在這個組織 

中, 非常少數是第三密度, 有大量的第四與第五密度[兩者比例相近], 以及非常少

數的第六密度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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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目或許是我們的十分之一, 因為靈性熵(entropy)的問題導致他們的社會記憶複合

體持續地崩解. 他們的力量跟我們是相同的, 一的法則並不漠視光明或黑暗, 同時

提供給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 無論如何, 服務他人導致對自我的服務, 因此透過這

些鍛鍊、保守並進一步調和那些尋求智能無限的實體的變貌. 

 

透過服務自我來尋求智能無限的人創造出等量的力量, 但如我們方才說的, 由於分

離的概念導致他們面臨恆常的困難, 因為服務自我的顯化隱含著以權力凌駕他人

的想法, 這過程削弱, 最終分解了 獵戶集團[ñÚÝÊÞÙâã²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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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服務他人或服務自我, 於是

這些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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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這些自由選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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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進度很快, 有的緩慢. 

 

7.16 發問者: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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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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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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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發問者:  我試圖理解像獵戶集團這樣的團體是如何進步的? 我的看法是更靠

近地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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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何種學習? 

RA: 我是 Ra. 這將是給該器皿的最後一個較長的問題.  

 

你記得我們曾經提到一些不朝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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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無法為那些

在我們之上[�����]的實體說話; 他們位於下一個音程或量子階的存在狀態. 

然而, 在這個密度的八度音程中 真是這樣的.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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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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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研究跟我們先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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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你渴望追求的困難路徑— 知曉是為了服務. 這個變貌基於一個事

實, 對於一的法則而言, 它精準地看待服務自身與服務他人是一樣的, 因為 所有一

切不都為一? 如果你能理解一的法則之精華, 服務你自己跟服務他人 其實是述說

同一件事的雙重方法. 

 

此刻, 我們願回答你可能有的任何簡短問題. 

 

7.18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調整. 不過, 我們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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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更進一步發問嗎? 

 

7.19 發問者:  我們不願使該器皿過度勞累, 非常感謝你. 那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下

次集會將從這裡繼續討論. 我相信我開始理解進展的方式. 非常感謝你.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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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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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6 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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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發問者: 關於我所稱之為§»邦聯的廣告 我有一個問題, 它跟自由意志有關. 目

前已經有些特定的接觸被議會允許 [Å+�äå], 但是由於自由意志的緣故, 接觸

的數量被限制了, 因為有些人並不想要這一類的接觸. 我們現在製作的這份資料

將被散佈, 散佈的成果將仰賴地球上一些相對少數的人群的需求.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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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的原則?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慮你的生活經驗複合體已經採取一條路徑. 考慮在

巧合和奇特的環境中, 一件事流向到下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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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只是提醒幻象的本質(noumenal)層面. 

 

--B5003-- 

8.2 發問者︰這裡有昨天的一部分材料，我讀一下你說的: ”確實有些降落事件發

生，有些來自你們的人群，有些來自獵戶集團。”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來自你們人群的降落是什麼意思？ 

RA︰我是 Ra。在這個時間/空間的當下，你們的人群有些科技上的成就[�,µ�

�É-��]，有能力製造和駕駛這種形狀和類型的飛行器，你們稱為不明飛行物

(UFO)。這對於你們人群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振動速率是不幸的，這些裝置不是被

用來服務人類的，而是用於潛在的破壞用途; 進一步攪亂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

振動鏈結, 導致服務他人î服務自我雙方都不能為該社會記憶複合體獲得開啟通

往智能無限大門的能量/力量; 接著 導致收割量變小。 

 

8.3 發問者︰我們族群的這些飛行器是否來自那些沒有肉身的(次元)平面? 他們

的基地在那裡？ 

RA︰我是 Ra。我們說到的這些屬於第三密度，它們是你們族群中各式各樣的社

會部門或社會結構的[RæE]軍事複合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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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你稱為的基地分別位於不同的地方, 有的在南方水域中 靠近巴哈馬, 以及 分

布在太平洋海域的幾個地方, 靠近智利的海上邊界. 你們的月球[�-wlIç§�

ÿ.]上頭也有基地, 現下正在整修。有些基地在你們地面上四處移動。還有的基

地[�R�è�léÿ.@-] 位於你們的天空中。這些是你們族群的基地, 為數眾多, 

如我們先前所說, 具有潛在的破壞性. 

 

8.4 發問者︰運轉這些飛行器的人群是從哪裡來的？他們是否與地球上的任何國

家結盟？他們的來源是什麼？ 

RA︰這些人，如同你或我，來自同樣的地方。他們來自造物者。 

 

你想問的問題，就比較淺薄的層面，這些實體屬於你們的î其他自我的政府[²

u]，負責你們所謂的國家安全。 

 

8.5 發問者︰那麼 就我的理解，合眾國的海底基地停放這些飛行器？ 

RA︰我是 Ra。你是正確的。 

 

8.6 發問者︰合眾國是如何學習到建造這些飛行器的科技？ 

RA︰我是 Ra。過去有一個你們人群知曉的心/身/靈複合體，其聲音振動複合體

是尼可拉。這個實體已離開幻象，它的研究文件包含必要的理解,  

一些心/身/靈複合體[òë2�-ìíMï456�ðóôõ]取走了這些文件, 於是你

們族群私密地擁有這項基本科技. 

另一個實例, 你們稱為俄羅斯人的那些心/身/靈複合體, 大約在[�-ö÷�]27 年前 

一個星際邦聯成員給予他們該科技, 它試圖分享訊息, 給你們人群帶來和平。 

這些實體給出這份資訊是個差錯，但我們在這週期的末尾做了很多事情 試圖協

助你們的收割，我們從中學到某些協助型態是愚蠢的. 這點促使我們在這個時期

採取更謹慎的措施, 縱使該需求是: 一個比一個大的力量; 你們人群的呼求也越來

越大.  

 

8.7 發問者︰我對這些飛行器[+-p>øùúûü�]感到困惑。它們是 [ÏÅ�]。 

這個科技是否足以使所有其他軍備相形失色? 我們有能力駕駛這種飛行器嗎，或

者任何武器像是...  我們獲得它們 [ÏÅ�], 或它們只是用於運輸的飛行器？ 

它們動力來源的基本機制是什麼？我真的難以相信我正在說的這些。 

RA︰我是 Ra。這種飛行器在某些場合或許不該被這麼稱呼。把它們看成武器是

更恰當的。它們使用的能源是極化地球圈的電磁能量場。這種武器有兩種基本類

型︰你們族群稱為 靈子的(psychotronic)與粒子光束。這類科技蘊含的破壞力是相

當大的，這種武器已在很多案例中被用在 改變氣候模式，î增進目前正吞噬你們

星球的振動改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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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發問者︰他們是怎樣保守這個祕密的？為什麼這些飛行器不被用在運輸上？ 

RA︰你們社會部門幻象(4ý)的各個政府都渴望保持隱密，這樣一旦敵人[�-þ

ÿ�ÿ~]展開敵對行動, 還保有一個驚奇(給敵人). 

 

8.9 發問者︰合眾國目前有多少這樣的飛行器？ 

RA︰我是 Ra。合眾國此時擁有五百七十三, 573個。他們正在增加這個數目。 

 

8.10發問者︰這些飛行器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RA︰我是 Ra。這些飛行器的最大速度等于地球能量的平方。這個場是多變的。

極限大約是光速的一半，如你所稱。這是由於設計的不完善。 

 

8.11 發問者︰難道這種類型的飛行器不是可以完全解答,  或很靠近解答, 用來解

決交通運輸衍生的許多能源問題？ 

RA︰我是 Ra。你們族群目前擁有的科技，能夠解決每一個限制, 即在目前的經

驗鏈結中, 折磨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限制。然而，你們當中一些存有懷有朝向

權力能量的變貌, 造成這些解決方案被扣留，直到人們迫切需要這些解決方案, 這

些存有便可以進一步朝權力的方向扭曲。 

--B5003-- 

 

8.12 發問者: 在相同的時間 你提到有些登陸來自我們人群, 你也提到有些來自獵

戶集團, 我們談到一點關於獵戶集團的事; 但為什麼 獵戶集團在這裡登陸呢?  他

們的目的是什麼? 

RA: 我是 Ra. 他們的目的是征服，不像那些等候呼叫的邦聯實體. 所謂的獵戶集

團呼叫自身去征服.  

 

8.13 發問者︰具體地說，他們登陸要做什麼？ 

RA︰有兩種類型的登陸。 

第一種類型，你們族群們的實體被帶入他們的飛行器，加以編程以供未來使用。

這裡有二或三種層級的編程: 

  首先，這個層級將被那些做研究的實體發現。 

  其次，一種觸發程式。 

  第三，另一種, 也是最深沉的觸發程式，結晶化這個實體，藉以使它成為無 

生命的，接著用作一種信號燈。這是一種登陸形式。 

 

第二種形態，從水裡降落到地球之地殼下面。再次，一般而言 位於南美洲 與 加

勒比海地區，以及靠近所謂的北極。這些族群的基地在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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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發問者: 獵戶集團有什麼-- 他們的目的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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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Å¥2��

yz��6]. 

 

8.15 發問者: 1973 年的帕斯卡古拉(Pascagoula)登陸事件, 查理·希克森(Charlie Hi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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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既不是來自獵戶勢力, 也

不是我們族群的思想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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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 發問者: 當他們把查理·希克森帶進飛碟之後, 他們對他做了什麼? 

RA: 我是 Ra. 他們使用了他[®¯°¯±²³´]的生活經驗, 專心在你們稱為戰爭的

複雜經驗上. 

 

8.17 發問者: 他們如何使用那些經驗? 

RA: 我是 Ra . 經驗的用途是學習. 考慮一個種族在看一場電影. 它體驗這個故事, 

並參與該英雄的感覺、認知和經驗.  

 

8.18 發問者: 查理·希克森是否跟那些帶他上飛碟的實體來自同一社會記憶複合

體?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跟那些使用他(記憶)的實體沒有關聯. 

 

8.19 發問者: 那些使用他的戰爭經驗的實體, 是否學到更多關於一的法則的東西?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20 發問者: 這些帶他上去的實體— 你可否描述... 那是這些實體的正常配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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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以自己的本來面目出現, 你們會感知我們如同光. 

 

8.21 發問者: 這些把查理·希克森帶進飛碟的實體來自哪個密度? 他們的密度是什

麼? 

RA: 我是 Ra. 這些你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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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生前就決心有所服務, 它們

不會去使用該心/身/靈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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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發問者: 這些撿起查理的實體的家鄉或起源在哪裡?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屬於天狼星系(Sirius galaxy). 

 

--B5003-- 

8.23 發問者︰關於你曾給我們的資訊中, 這是最令人驚嚇的, 我必須承認我很難

相信, 即合眾國擁有 573架你所描述的飛行器。我們的政府中 有多少人覺察我們

擁有這些... 有多少合眾國任命的人覺察此事，包括那些操作該飛行器的實體？ 

RA︰我是 Ra。你們族群裡的人數是變化的，由於在這個特定的時間/空間鏈結有

通訊的需要，所以此時這個數目正在擴大; 大約的數目是一五 O O(1500)。它只

是大約的估計，因為當你們的時間/空間連續體幻象從當下移動到當下，在這個

鏈結 許多實體正在學習。 

 

8.24 發問者︰這些飛行器是在哪裡建造的？ 

RA︰這些飛行器在兩個地方一架一架地被建造︰在你所稱的新墨西哥的沙漠或

乾燥地區，以及你稱為墨西哥的沙漠或乾燥地區，這兩處的設施都在地面下。 

 

8.25發問者︰你是說合眾國確實有個製造工廠在墨西哥？ 

RA︰我是 Ra。我是這樣講的。此時，容我重申，這一類的訊息是非常淺薄的，

和研讀一的法則相比沒有特殊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我們謹慎地觀看著這些發展, 

希望你們族群能在和平中被收割。 

 

8.26 發問者︰我完全明白這方面的問題根本不重要，但這個特殊的訊息讓我非常

吃驚，使我質疑你在這個問題上的正確性。直到這一點之前，我同意(你說的)每

一件事。這件事讓我很驚愕。在我看來 這個祕密不大可能被隱藏 27 年，而且我

們正操縱這些飛行器。我為我的態度道歉，但我想我必須十分地誠實。我無法相

信我們能在合眾國境外的墨西哥運轉一個工廠，來製造這些飛行器。可能我弄錯

了。這些飛行器是我們具肉身的人群製造的物理飛行器？ 我可以走進一個飛行

器，然後駕駛它？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是不正確的。你不能駕駛它。合眾國 [��w�-	�Mï456

�ÿ.] 創造這些東西做為一種武器。 

 

8.27 發問者︰那麼沒有乘客？沒有飛行員，我能這麼說嗎？ 

RA︰我是 Ra。這是正確的。 

 

8.28 發問者︰它們怎樣被操控？ 

RA︰我是 Ra。它們被電腦控制, (
�)來自一個遠端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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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發問者︰我們為什麼要在墨西哥有工廠？ 

RA︰我是 Ra。地面的乾燥性和附近幾乎沒有人煙，這兩方面是必須的。因此，

你們[S~�]政府以及你們地理上鄰接的[S~�]政府籌備了一個地下設施。同意

這個安排的政府官員不知道他們的土地要被如何利用，只認為是用來進行細菌戰

的政府研究設施。 

 

8.30 發問者︰ 丹·佛萊爾(Dan Frye)曾被傳送進入這種飛行器嗎？ 

RA︰我是 Ra。被知曉為丹尼爾(Daniel)的實體是在思想-形態中，由邦聯的思想-

形態載具幻象傳送，為了給這個心/身/靈複合體一些資料，好讓我們了解這類的

接觸可以如何協助你們人群, 在許多限制的幻象背後 揭露智能無限。 

--B5003-- 

 

8.31 發問者: 我們當中是否有人可以更直接的方式與邦聯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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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逐漸地退出思想形態中的直接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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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 發問者︰我這樣地質疑你 以及 如此仔細詢問這種[��5�ì����]飛

行器是因為如果我把這個問題放在書裡的話會製造出很多麻煩。我認為這部份得

完全從書裡刪除，否則我就要問些可觀的細節。 

在這個領域 即使發問都很難，但我希望多問一些這方面的問題，才有可能把這

部份留在書裡。合眾國擁有的這種飛行器的直徑是多少？ 

RA︰我是 Ra。我建議這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問題。在以後集會 你認為合適的

時候 我們再講，請求你只被自己的辨別力引導。 

 

大約的直徑，因著幾種模型的變遷，目前是你們度量的 23 英呎。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前, 容我們問 你是否有必要的簡短詢問? 

 

8.3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這器皿已經平衡良好. 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調整使器皿的脊椎更直一

些. 謹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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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器皿會體驗到輕微的不適.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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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適當的垂直度為基準, 大約偏移 3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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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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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7 日 

 

9.0 RA: 我是 Ra, 在我們的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B5004-- 

9.1 發問者: 我們肯定要把一的法則做為這本書的主要部份。我對於在這些主題上

轉到側線感到抱歉。容我說, 我們以旁敲側擊的方式開始這本書。為了這個原因, 

我已經問了一些問題, 很可能在這些早期集會中 還要問一些沒什麼意義的問題, 

相對於一的法則之應用而言; 因為我自己的無知。無論如何, 當我們繼續下去, 我

期待自己快速地變得熟練。 

 

有幾個問題很可能沒有意義, 但如果可以 我要把它們丟出來以免擋路, 它們有點

困擾我。 

 

你有沒有可能為這本書建議一個出版商? 

RA︰我是 Ra。沒有。 

 

9.2 發問者︰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一些有關我們的過去世, 我們在此生以前的經

歷？ 

RA︰我是 Ra。這是可能的。然而，這種資訊被你們的心/身/靈存有全體  

仔細地守護著，好讓你們目前的空間/時間經驗不會被稀釋。 

 

讓我們掃描你們的存有狀態 找出無害的訊息。 

[20 秒停頓] 

我有個渴望變貌 朝向使你們免於成見的自由, 故只能概要地講述。 

這個小組曾有好幾次住在一起�共同工作。這幾次的關係各有不同。 

業力是平衡的[如你所稱]；因此 每位都是彼此的老師。 

工作包括了治療、理解大地能量的用途、以及 協助各個發出呼求的文明; 正如同

你們星球曾發出呼求, 然後我們來到這裡。我們認為無害的材料就到此為止。 

--B500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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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此時我應該專注於... 可能一點練習的改變... 好比說, 今晚我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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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專注在哪一項練習? 

RA: 我是 Ra. 再次地, 導引你的判斷是打擾你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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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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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什麼東西設置這個過程?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觀像這個特別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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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期(cycle). 但每一個行星實體

之週期時程[�µR�]並不相同. 這些週期的時序相當於一部分智能能量的量度.  

這智能能量提供一種時鐘, 這些週期的移動如同你們時鐘的正點報時一般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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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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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發問者:  我指的是長得像我們的人類, 最初的人類來自何方? 他們如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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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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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發問者:  那是什麼人種? 他們是如何從火星來到這裡? 

RA: 我是 Ra. 該人種是綜合體: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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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被保存, 到你們的星球, 

透過一種非繁殖的誕生方式, 但包含降生所需之遺傳基因材料, 從紅色星球投胎

到這裡. 

 

9.8 發問者:  我假設你說的是, 當這個人種在火星上、於物質界死去[�+-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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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守護者-將該人種轉移到這裡,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9.9 發問者:  顯然地, 守護者-是在理解一的法則之情況下行動, 你可否解釋在這

過程中, 一的法則如何被應用? 

RA: 我是 Ra. 這些守護者是一的法則之命名者. 他們與來自紅色星球的實體們接

觸, 帶給他們智慧, 然後, 守護者族群之社會記憶複合體 與紅色星球族群彼此融合, 

然而, 其他守護者認為, 這樣做增加了一的法則應用之扭曲, 由於這個開端行動 , 

他們為這個星球設置了隔離(ô�), 因為他們感覺到 那些紅色星球的實體之自由

意志被刪減了. 

 

9.10 發問者: 這些紅色星球個體在離開紅色星球之前 是否遵行一的法則? 

RA: 這些紅色星球個體嘗試學習愛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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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如此的困境, 在它的週期終結之前, 

就使得他們的行星無法讓第三密度生物居住. 因之, 紅色星球的實體無法被收割, 

於是繼續在你們的幻象中, 嘗試學習愛的法則. 

 

9.11 發問者: 這個從紅色星球到地球的轉移過程發生在多久以前?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時間估計, 這件事大約發生在七五零零零(75,000)年前. 

 

9.12 發問者: 75,000 年前? 

RA: 我是 Ra. 這大約是正確的. 

 

9.13 發問者: 在這次轉移發生之前, 是否有任何像我這樣的實體存在— 兩隻手, 兩

隻腳— 於這個星球上? 

RA: 我是 Ra. 在你們的過去四百萬年間, 大約而言,  有訪客在不同的時期造訪你

們地球, 這些訪客不會影響(effect*)到地球的循環週期,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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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ÎÏ g� ú�c��ÖDÊ’þ’E��¸) 

 

9.14 發問者: 那麼 大約在七萬五千年前, 有第二密度的實體, 這些實體屬於哪些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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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第二密度的個體外形與我們相似— 兩隻手臂, 兩隻腳, 一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58 

個頭, 以雙足筆直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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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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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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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 發問者: 在地球上 是否有特定的人種是從這裡的第二密度投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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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馬爾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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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居住在你們較深的地下

通道, 俗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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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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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被保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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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居住的肉體載具目前無法做到. 

 

9.20 發問者: 這些肉體複合體位於什麼地方? 

RA: 我是 Ra. 這些肉體複合體居住在無人居住的深邃森林中, 為數眾多 散佈在你

們星球表面上的各處. 

 

9.21 發問者: 牠們是大腳型的生物?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我們不會稱之為大腳, 因為牠們為數稀少, 並且非

常擅於躲避偵測, 首先({��)人種比較不能察覺到其他心/身/靈複合體的接近, 

但這些生命非常擅於躲避, 因為牠們降生之前就對於科技有相當的了解. 這些實

體最為你們人類熟知的 是有對發光的眼睛. 

 

9.22 發問者: 那麼有兩種不同的大腳? 對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最後的問題. 有三種大腳, 如果你可以接受用同個聲音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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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體形容三種不同的人種. 前兩種我們已經敘述過.  

第三種是思想-形態. 

 

9.23 發問者: 如果這個器皿能夠承接, 我們計畫在今天稍晚時候進行第二次的集

會, 我想問— 相信這是可能的—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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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某種調整, 這扭曲是來自於

[��ÿp]松果體的能量阻塞.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

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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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7 日 

 

10.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10.1 發問者:  我想如果我們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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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移轉是如何運作的, 以及為什麼它是必須的. 馬爾

戴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使得馬爾戴克上的人民失去他們的星球? 這事件在多

久之前發生? 

RA: 我是 Ra,  馬爾戴克人民擁有的文明與你們的亞特蘭提斯社會複合體有些雷

同, 因為它獲得許多科技資訊, 卻沒有用於照顧與保護他們的星球, 接著產生大規

模的思想、理念、行動的複合體, 你可以聯想到所謂的負面極性, 或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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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戰爭 摧毀

他們的生物圈並造成星球解體. 

 

當這個社會複合體可任意支配的科技逐漸發展到頂點, �I©����/©�¨û,  

這時間大約是在你們的七O五OOO, (或)七十萬五千年前. 該星球的週期比你們要

早開始許多, 因為在你們太陽系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該星球在較早的時點便能

支持第一次元生命形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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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界(knot), 或恐懼的糾結. 經過好一段時間 沒有實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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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存在的邦聯成員們才能夠派出一個社會記

憶複合體 與他們接觸 解開他們的恐懼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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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這個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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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可接受的人類形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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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一直在此經歷著 直到破壞的變貌被服務他人[�I��� �è�]的渴望取代. 

因為這是馬爾戴克大多數存有的有意識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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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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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那是正確的. 

 

10.3 發問者: 從那個時候起 是否有任何的馬爾戴克實體蛻變? 他們目前還在第二

密度, 或他們正在形成某個第三密度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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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密度的物理化學複合體中, 使他們不能夠敏捷, 或用手精巧地執行第三密

度變貌的工作. 

 

10.4 發問者: 在這些實體中 是否有任何實體向前進展, 在一個週期的盡頭順利畢

業, 脫離第二密度的身體 轉入第三密度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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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他們在

第三密度中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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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發問者: 你剛說的這些實體是大腳?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是大腳的一種. 

 

10.6 發問者: 那麼 我們目前的人種有一些來自馬爾戴克, 不少實體來自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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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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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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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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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6�)定向仍是件困難的事情. 

 

10.7 發問者: 當馬爾戴克被摧毀的時候, 是否所有馬爾戴克人都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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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事件對於該行星複

合體自身的社會複合體起作用, 沒有人能逃過這個結界或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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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發問者: 此時, 這類事件是否會危及地球? 

RA: 我是 Ra, 我們覺得評估你們行星的心/身/靈複合體們的所謂未來應該不具傷

害性. 我們只能說發展出這類科技與相關部署的心智狀態是存在的. 就我們的視

野/理解變貌 你們人類的心智與靈性複合體需要定位, 而非哪些"玩具"需要被拆

除, 所有存在的事物不都是造物者的一部分?  因此, 自由地去選擇是你們的榮譽/

職責. 

 

10.9 發問者: 當一個週期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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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複合體變貌放置在合適的愛/光之場所. 這樣做可以確保對於該複合體適當地

治療, 最終與全體/存在性複合體調和. 這過程花費你們長度不等的時間/空間, 當

它完成之後 這週期的經驗開始分解 被過濾直到剩下各種變貌的蒸餾物 [}"#�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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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選擇更適當的新環境, 不管是重複該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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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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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與造物者為一. 沒有時間/空間的扭曲, 因此只

需在時間/空間(²u)的無限陣列中, 想一個適當的所在地即可. 

 

10.11 發問者: 當一個實體投胎於第三密度, 他可能無意識地學習 不知道自己在做

什麼; 或者他有意識地覺察他在學習一的法則. 透過第二種方式, 這個體有可能大

大地加速其成長,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0.12 發問者: 雖然許多實體並未覺察到這點, 他們的確渴望加速自己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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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要比在這個密度

的中陰期間快許多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將嘗試談論這個概念.  

 

一的法則有個原初變貌: 自由意志變貌, 因此每個實體可以自由地去接受、拒絕、

忽略他週遭的心/身/靈複合體, (%&)忽略造物本身. 在你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變

貌中 有許多人 在這個時間/空間 每天[}�-�'(]從事於一的法則的原初變貌之

一, 換言之, 愛之道. 無論如何, 如果相同的實體, 從心/身/靈複合體的深處傾向 

愛/光, 於是接受在時間/空間的每一刻累積當下的責任, 這樣的實體能夠促進

(empower)其進展, 如同我們之前描述的 關於促進()f)你們社會複合體向邦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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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 

 

10.13 發問者: 你能否用有點不同的方式來敘述... 你如何促進這個呼求? 

RA: 我是Ra. 我們理解你現在說到關於我們先前的資訊, 呼求從一開始, 這呼求等

同無限, [��S�] 無法被數算. 它是個基石, 第二個呼求是累加的, 第三個呼求促

進或加倍第二個(.È), 依此類推, 每一個額外的呼求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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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太一造物之無限邊際.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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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加速朝一的法則前進? 

RA: 我是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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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此密度或幻象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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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安放該實體餘生之生命經驗. 

第二次在此刻尋求愛 開始加成, 第三次的尋求驅動第二次, 第四次驅動或倍增第

三次. 跟先前呼求的促進方式相同之處在於 會有一些動力的漏失 因為個體在尋求

時 不誠心變貌產生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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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摩擦產生的動力漏失是微不

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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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有益的練習. 

 

練習三: 凝視一面鏡子裡面, 看見造物者. 

 

練習四: 凝視每一個[實體的]心/身/靈複合體四周的造物, 看見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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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沒有這樣的態度, 資料無法沉入心智之樹的根部, 也就

無法致能身體 使之變得高貴, 並接觸靈性. 

 

10.15 發問者: 我對於亞特蘭提斯(Atlantis) 與雷姆里亞(Lemuria)文明的興起感到好

奇, 他們來自哪裡, [ÏÅ�] 文明? 

RA: 我是 Ra. 這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問題. 亞特蘭提斯�雷姆里亞並非同一個, 

而是兩個文明. 讓我們先看看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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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週期, 時間大約在你們的五三 OOO, (或)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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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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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自身的行動無關. 他們送出那些生還者到許多地方 包括你們稱為

的俄羅斯, 北美洲, 以及南美洲. 在你們的社會複合體中 你們感到同情的印地安人 

就是這些個體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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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它所屬的太陽年紀

衰老, 導致它難以到達第三密度的狀態. 這個行星位於天津四(Deneb)星系. 

 

亞特蘭提斯民族是個相當群聚型的社會群體, 大約在三一 O O O, (或)三萬一千年

前 [�-���/©���6*Ù�+,] 開始形成, 它是個成長緩慢, 非常農業化的社

會, 直到大約�-� 1萬 5千年前, 它迅速地獲得高度的科技理解, 導致它以較不有

益的方式使用智能無限. 附帶一提, 他們也使用智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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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們能夠創造生命形態. 他

們開始創造生命, 而非將這股能量拿來醫治或完善其心/身/靈複合體; 使得他們的

變貌轉向�-=}ÿp負面的. 

 

大約在你們的一萬一千年前, 第一次[�-ÿp�]戰爭爆發, 導致該文明約 40%的

人口離開這個密度 [-+ï6Må�?.]. 第二次 也是最具毀滅性的衝突發生在大

約一 O八二一, (或)一萬八百二十一年前, 造成地球結構的改變, 亞特蘭提斯大陸

的大部分地表都被海洋淹沒. 亞特蘭提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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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在你們稱為的西藏, 祕魯, 以及土耳其. 

 

在我們結束此次集會之前 你有任何簡短的問題嗎? 

 

10.16 發問者: 只有一個, 我想知道當你用這個字"銀河"時, 你對銀河(galaxy)的定義. 

此外,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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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恆星與行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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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發問者: 那麼我們所處的(/§)系統, 一個太陽和九個行星, 你會指稱它為一

個銀河嗎? 

RA:  我們不會. 

 

10.18 發問者: 那麼一個銀河大約有多少個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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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 

數以百萬計的行星實體與恆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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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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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時, 你所指的是我們稱為的一個行星系統, 讓我有些困惑. 有沒有任河方法可以使

這器皿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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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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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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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8 日 

 

11.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11.1 發問者:  我們是否應該把你建議的、用來呼叫你的儀式放在這本書[�l·�

�õ�]中? 

RA: 我是 Ra, 這件事的重要性很低, 因為我們的建議的目的是為了透過這器皿與

這個群體建立通訊.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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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振動聲音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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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外地幫助器皿

的舒適度. 

 

11.3 發問者: 你昨天說到 馬爾戴克由於戰亂被摧毀, 如果馬爾戴克沒有因為戰爭

被摧毀, 它是否可能演進為一個自我服務(self-service)的星球? 其上的個體是否會增

加其密度, 繼續前往負面或自我-服務的第四密度? 

RA: 我是Ra, 馬爾戴克星球上的社會群體, 跟你們自己星球的狀態很像, 其能量方

向是混雜的, 因此, 雖然是未知的, 最有可能的結果會是一個混合的收割--有些人

前往第四(�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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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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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地說, 這個星球不應該被稱做行星, 因為它被閉

鎖於第一密度中. 

 

11.5 發問者: 你剛剛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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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 服務自我ª負面型態的星

球? 

RA: 我是 Ra, 你的問題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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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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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去到一個第四密度的行星, 屬於服務自我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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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們 阿爾道夫[0�1]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稱為阿爾道夫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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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體非常地困惑, 雖然覺察到化學身體複

合體中止造成的振動水平改變, 依然需要大量的關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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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有誰將會到那兒? 

RA: 我是 Ra, 如此收割的個體數量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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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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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的塔拉斯布巴(Taras Bulba)實體、成吉

思汗實體、拉斯普廷(Rasputin)實體. 

 

11.10 發問者: 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他們需要什麼來達成這點? 

RA: 上述的所有實體都覺察到, 透過(23�)記憶, 關於亞特蘭提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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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發問者: 這是否允許他們行使我們稱為的魔法? 當他們在世時 是否可以行使

一些超自然事蹟?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前面兩位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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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能開啟(empower)這扇大門. 第三位是個覺知的行家, 同樣全力地追

尋服務自我.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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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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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

個在你們所知的獵戶集團(Orion group), 一個在你們所知的仙后座(Cassiopeia), 一個

在你們所知的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 無論如何, 這些位置並不令人滿意. 我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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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何學計算必須的字彙可以將這份理解傳遞給你們. 

11.13 發問者: 誰去了獵戶集團? 

RA: 我是 Ra, 你們所知的成吉思汗.  

 

11.14 發問者: 他在那兒做什麼? 他的工作或職業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實體以它自己的方式服務造物者.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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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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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生命服務造物者這項基本理解/學習. 

 

你所說的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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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你們稱為的十字軍. 以你們的稱謂, 他是一個運務員.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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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征服(��)星球的心/身/靈社會複合體, 

在他們到達社會記憶的階段之前.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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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群體記憶[�45î6Ê7�v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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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理解社

會存在狀態及繼續尋求的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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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發問者: 那麼我們有來自獵戶(星座)的十字軍光臨這個星球, 為著思想控制

的目的, 他們如何做到這點? 

RA: 如同所有(生命), 他們遵循一的法則 留意自由意志. 他們與呼叫的人接觸. 那

麼, 那些在行星地表上的實體也做和你們所做相當的事, 就他們對一的法則的特

殊理解, 也就是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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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發問者: 關於那些接受十字軍努力成果的實體, 你可以舉出今日在這個星球

上的任何人名嗎? 

RA: 我是 Ra, 我渴望不侵犯自由意志變貌, 舉出這些牽涉你們空間/時間的未來的

人名是種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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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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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 容我們說, 這場星球遊戲. 它不是這場收割的中心. 

 

11.20 發問者: 這些十字軍如何將他們的觀念傳遞給地球上具肉身的個人? 

RA: 我是Ra, 有兩種主要的方式, 容我們說, 正如極化朝向服務他人也有兩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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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資訊和力量源

頭, 好開啟大門, 通往智能無限. 

另外一些人, 本身的振動複合體就足以開啟大門, 同時與全然的服務自我接觸, 伴

隨著操控他人的原初變貌, 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提供給他們, 無須訓練, 無須控制. 

 

11.21 發問者: 這些十字軍傳遞何種訊息給這些人? 

RA: 我是 Ra, 獵戶集團傳遞關於一的法則之資訊 定位在服務自我層面. 這資訊可

以是技術性的; 如同一些§»邦聯成員試圖提供給地球一些[��ÿp�]技術資訊, 

於服務他人層面上. 獵戶集團提供的科技 即為各式各樣的控制或操控他人的工

具, 用於服務自我. 

 

11.22 發問者: 你是說 有些科學家接收到這些技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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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十分正面導向[`µóE�æ]的科學家接

收到這些資訊, 意圖開啟進步的和平用途, 卻在最後轉移為潛在的毀滅性回響, 因

為其他負面傾向/變貌的科學家進一步接受這樣的資訊.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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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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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科學

家們是壓倒性地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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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µóEp;].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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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你無法給予他的名字, 所以接著問你, 尼可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是從哪裡得到他的資訊?  

RA: 我是 Ra, 尼可拉實體從§»邦聯的某些源頭得到資訊, (�-)渴望幫助這個極

度 [¤+-�]天使般的正面實體, 他想要使人類同胞[®¯°¯±²³´]的生活更好. 不

幸地[ñòó¶], 如同許多流浪者, 由於第三密度的各種振動變貌導致這實體在觀

察其同伴[®¯°¯±²³´]方面被極度地扭曲, 以致於他的任務受到阻礙, 結果, 被

歪曲離開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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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發問者: 原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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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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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們可以使用於

照明及電力.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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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照字面意義解釋. 

 

11.28 發問者: 這個 將所有人類從黑暗中解放 是否與一的法則相稱?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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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找到必要的薪水來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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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尋找自我— 尋求一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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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²3�-�<=?

.] 很少人能夠有意識地沉思一的法則. 

 

11.29 發問者: 一般而言, 工業革命是否被預先計畫好了?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問題. 

 

這是正確的. 流浪者分好幾波[���ÿ~]降生地球, 為了逐步將人們從日間週期的

各種需求, 以及缺乏休閒自由(�KË)中解放出來. 

 

11.30 發問者: 嗯, 那是最後一個問題, 所以照慣例, 我想問,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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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調整可以

在這個特別的時間/空間當下, 幫助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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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還有任何簡短的問題是我們可以解答

的? 

 

11.31 發問者: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簡短的問題, 如果不是 我們可以下次再說. 我的

問題是, 為什麼來自獵戶星座的十字軍要這麼做? 他們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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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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這個觀點來

看, 對於自我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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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再次與你們同在. 

 

11.32 發問者: 就一件事,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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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 發問者: 謝謝你.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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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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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8 日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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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05-- 

12.1 發問者: 今天下午亨利(Henry Puharich)打電話給我，他下個月要到這一帶。 

我想問能不能得到允許讓他加入我們並且發問？我也想問密歇爾(Michel 

D’Obrenovic)，也被知曉為喬治(George Hunt Williamson)，是否也可加入我們？ 

RA: 我是 Ra。這兩個實體目前沒有為了這個特殊的工作適當地調頻，原因是振

動上的扭曲，再深入探究是由於他們最近缺乏時間/空間，即你們稱為的忙碌. 

我們要求這兩個實體每天花費簡短的時間/空間在沈思上。在你們連續體的未來

時間/空間，你需要再問一次這個問題。這個小組對這個器皿的振動變貌是高度

平衡的，原因有三: 

首先，與這個器皿天天接觸。 

其次，在冥想期間和器皿聯繫。 

第三，個人的心/身/靈複合體變貌朝向沈思。 

這些因素的加總導致這個小組是有效的。 

--B5005-- 

 

12.2 發問者: 感謝你. 在上次集會, 你提到獵戶的十字軍坐雙輪戰車來到這裡, 你

可否描述一輛雙輪戰車(chariot)? 

RA: 我是 Ra, 雙輪戰車這個名詞過去被用於你們人群當中的戰爭之中, 那是其意

義, 獵戶(�>)的飛行器有以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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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飛行器包括碟型的物體 體積較小 直徑大約十二英呎 [}�-�¡$]; 以及箱

型的物體 每邊大約為四十英呎 [}�-�¡$]. 還有其他飛行器透過使用思想控制

機制可以變換為渴望的形狀. 有各種不同的文明複合體在這個集團之中工作, 有

些比其他文明更能使用智能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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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發問者: 星際邦聯是否有盡任何努力阻止獵戶戰車來到這裡? 

RA: 我是 Ra, 邦聯盡所有努力隔離這行星. 無論如何, 守護者們的網路, 如同其他

樣式的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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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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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請求是基於光/愛, 符合一的法則, 將被默許進入; 若沒有提出請求, (偶爾)會

有漏網之魚, 那麼隔離網也會被穿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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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發問者: 我不是很理解, 星際邦聯如何阻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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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光體存有(lightbody-being),視守護

者的振動層級而定. 這些守護者掃視你們地球的能量場的範圍, 以察覺是否有任

何實體接近. 一個接近中的實體會被呼叫, 以太一造物者之名. 任何被呼叫的實體

會沐浴在愛/光 之中, 由於一的法則之大能, 憑藉自由意志來服從這隔離.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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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路即將

撞到一道結實的磚牆, 卻不停下來.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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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網絡, 並了解到打破這個法則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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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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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正確的. 

 

12.9 發問者: 那麼, 出現在我們天空的 UFOs, 是否大多數來自獵戶集團?  

RA: 我是Ra, 許多在你們天空可見的物體屬於獵戶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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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警告會發生的困難. 這是當服務自我實體碰到這類人所能做的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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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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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05-- 

12.10 發問者: 1972 年左右 是哪個群體在以色列和亨利(Henry Puharich)接觸？ 

RA︰我是 Ra。我們必須避免回答這個問題，由於你稱為亨利的實體有可能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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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回答。這會導致在他的未來有些扭曲。每一個存有從全我(all-self)之內使用自

由和完整的辨別力是必須的，這個全我位於心/身/靈複合體之中心。 

 

12.11 發問者︰(剛才)那個答案是否也適用於回答(這問題):  1962 年，誰正在接觸

我原先所屬的團體？* 

RA︰我是 Ra。可以回答這個詢問。當時接觸(你)的群體是§»邦聯。 

(*Õ£?>@¨×��¹9A�BCDE¦����FGlI¹9) 

 

12.12 發問者︰在那個時候, 他們在我們這一帶有飛行器嗎? 

RA︰我是 Ra。當時沒有飛行器, 只有一個思想-形態。 

--B5005-- 

 

12.13 發問者: 你提到獵戶十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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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給予接觸者何種非科技訊息? 我假設他

們全部使用心電感應的通訊?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透過心電感應, 他們散佈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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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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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透過這種體驗得以欣賞服務自我. 如此這些實體變得傾

向服務自我, 接著再去操控他人 於是他們接著體驗到對其他自我的服務.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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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方面則是不正確的. 獵戶集團曾經

協助所謂的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些同樣的實體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關

心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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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æE]佔有者, 它們尋求服務自我的變貌. 

 

12.15 發問者: 一個地球上的實體 是否可能變得如此混淆而同時呼叫§»邦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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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未調音的管道[��w�òë�ÿ~]而言, 同時接收到正面與負面

的通訊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該實體其混淆的基礎仍傾向服務他人, 則該實體將接

收到末日的訊息; 如果該實體的存在性複合體的基礎傾向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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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具自我毀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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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銷了該管道的有效性.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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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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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發問者: 第四密度的實體在正常情況下 – 我們是否看不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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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 發問者: 此時是否有生活在地球上的邦聯或獵戶實體 並且可以被我們看見, 

並且在我們社會中是重要人物? 行走在我們當中? 

RA: 我是Ra, 目前沒有實體或群體行走在你們之間,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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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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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 發問者: 這機器人是否被通稱為"黑衣人" (Men in Black) ?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12.21 發問者: 誰是黑衣人? 

RA: 我是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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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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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能夠在需要的

時候具體化或非物質化(HI). 

 

12.22 發問者: 所有這些黑衣人全都被獵戶十字軍所使用?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B5005-- 

12.23 發問者: 如果有一個黑衣人拜訪了我，我抓住他並把他鎖進衣櫃。我能留住

他，還是他會消失？ 

RA︰我是 Ra。這端賴你抓到的是哪種類型的實體。你或許可以察覺到一個建

構。這個建構可以被留住一小段時間，儘管這些建構也有能力消失。 

無論如何，這些建構的程式設計使得(�6)要遠程控制它們比較困難。 

你無法抓住一個黑衣人[��w@�ÿ.]類型的思想-形態實體。 

 

12.24 發問者: 這是否違反一的法則？我如果抓住他們其中的一個是不是 

犯了錯？ 

RA: 我是 Ra。在一的法則底下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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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發問者: 我想說的是，當我鎖住了一個思想-形態或建構，我會不會更朝向 

服務-自我 或 服務-他人極化？ 

RA: 我是 Ra。你要自己去考慮這個問題。我們詮釋一的法則，但沒有到勸告 

的程度。 

--B5005-- 

 

12.26 發問者: 感謝你. 你曾提到流浪者, 誰是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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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不盡的沙粒如同智能無限的

(J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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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d��] 伸出他們的手[³MN�]給任何一

個呼求援助的實體. 這些實體, 你們可以稱為憂傷的兄弟姊妹, 他們會前往憂傷呼

叫的地方. 這些實體來自無限造物的所有地帶, 藉由服務的渴望 結合在一起.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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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地球迫切需要減輕其振動, 吸引大量出生

潮湧入以協助收割. 目前數量接近六千五百萬. 

 

12.28 發問者: 這些(OP/)是否大多數來自第四密度? 他們來自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少數屬於第四密度. 大多數的流浪者, ��Sÿ, 屬於第六密度. 該服

務的渴望必須扭轉朝向很大的心智純粹度, 以及(擁有)你們稱為的愚勇或勇氣; 取

決於你們的判斷45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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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之被捲入大漩渦中, (Qª)他原本降生的目的就是要避免這樣的毀滅.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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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發問者: 我剛才有一個想法.在在在 流浪者當中, 是否有許多人在這個地球

的處境中有肉體的病痛? 

RA: 我是 Ra, 由於在第三密度與比較密集的密度的振動之間有著極度的變異, 流

浪者有個普遍的慣例：某種形式的障礙、劇烈的困境或疏離的感覺. 這些困難中

最普遍的是疏離, 藉由人格失常[���ÿ~] 企圖對抗地球振動的反應; 以及身體

複合體的病痛 指出調整到地球振動過程中 發生的困難, 例如�-S~�過敏症. 

 

--B5005-- 

12.31 發問者︰對於這些實體，有沒有一個最好的方法去醫治他們的肉體病痛？ 

RA︰我是 Ra。在這個時間/空間 這將是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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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治療的變貌是透過對內在的智能無限的領悟而產生效果。 

對於身體複合體沒有完全平衡的實體，這個過程在有些方面被阻塞了。 

不同實體的阻塞各有不同。需要有意識地覺知實相[R�è�lé�]的靈性本質， 

接著與這實相對應的澆灌進入該個體的心/身/靈複合體，療癒就發生了。 

 

我們用這個器皿為例。她的疾病部分[��wlId�456�ÿ.]，主要是由於

靛藍色光芒或松果體能量中心的阻塞，這是可以被全然平衡的。這個能量中心

從太一造物之內的萬有之源接收智能能量; 這就是第三密度變貌或幻象中的自

然律。如果沒有阻塞，那些能量灌注或流入該心/身/靈複合體， 使得該個體的

身體複合體時時趨向完美。  

這個器皿也經驗一些綠色光芒能量中心的扭曲，你可以稱為心輪。它過度地張

開，因為這個心/身/靈複合體強烈的渴望/變貌朝向服務-他人，或你稱之為普

世大愛。因此 這個實體消耗自身而不留意其心/身/靈複合體變貌[�-ÿÊp力

氣ª能源]之儲藏量。這個扭曲主要是由於靛藍色光芒的阻塞; 如我們先前所

說，這個器皿的誤解扭曲造成的這個阻塞是基於不值得的基本取向。這個不值

得扭曲阻塞了智能能量的自由流動。  

第七或紫羅蘭色光芒沒有受損，這不僅是一個能量接受器，也是個體振動水平

的總計。其他能量中心也都相當清晰。這個案例裡的治療方案是在謙遜變貌中

進行平和理解的練習— 該實體與造物者合一，因此是完美和不分離的。在每

一個�-Sÿ�不健康的或有較多能量中心阻塞的例子裡，心/身/靈複合體的智

能需要對自我[SpT/]或其他醫者的催化劑警覺，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  

在結束此次集會前還有什麼小問題嗎？ 

 

12.32 發問者︰不知你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三個人裡誰是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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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我是 Ra。掃描在場的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我們發現你們已經完全確

認這個事件，因此扼要重述這個事件是無害的。在場每一位都是追尋一個使命

[�R�è�lm�]的流浪者。 

--B5005-- 

 

12.33 發問者: 謝謝你.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們重新校準該物體— 那些標誌座落其上. 對於一次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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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偏移 1.4

度, 就適當的定向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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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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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9 日 

 

13.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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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愚蠢的

問題. 我認為我們現在做的事, 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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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是如何被運用的. 我還想建議將這本書命名為, 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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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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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發問者: 其次, 我想將本書之標題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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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發問者: 你可否敘述 誰應該掛名本書作者? 

RA: 我只能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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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13.5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在造物中最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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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造物. 

 

13.6 發問者: 從這無限中, 一定產生我們所經驗為(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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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發問者: 在這之後, 發生了什麼? 

RA: l覺察引導到無限的焦點 轉入無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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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或 "愛". 造物者是無限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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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如同一個覺察的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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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發問者: 你能否敘述下一步? 

RA: 下一步仍然是在此空間/時間鏈結(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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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隨機化的創造原力的流出, 接著創造出全像的(holographic)樣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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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我們說, 規律

化它們自己區域性能量的韻律與場域, 從而創造了ÝÊ次元及宇宙. 

 

13.9 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告訴我銀河系與這個行星系統是如何形成的? 

RA: 我是 Ra, 你必須想像 在這個詢問中的思想大躍進, 因為在上個問題, 你稱之

為的物理宇宙尚未誕生. 

 

這些能量在越來越有智能的形態中移動, 直到智能無限的創造性原則放射的各種

能量的個體化達到如此這般而成為Uí造物者(co-Creators), 如此開始所謂的物理

素材. 要掌握這思想之大躍進, 領會光的概念是主要的方法, 這個屬於無限的振動

變貌是[��Vp]物質的基礎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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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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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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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0 發問者: 我想 我剛剛犯了個錯, 在提出那個問題中超前你所描述的過程; 如

果填補那個[+�+Iù��]大躍進當中的空隙 是否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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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 發問者: 從我剛才問銀河系與行星之前的那一個問題, 你可否告訴我從那之

後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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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智能無限是如何成為, 或者說[+lYT·Ã"��Z

[], 智能無限是如何從它自身變為個體化? 

RA: 我是 Ra, 這是個恰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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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無限辨別出一個概念. 這概念被分辨是由於覺察意志的自由. 這概念是有限

性(finity). 這是一的法則之第一與原初的矛盾ª變貌. 於是 單一的智能無限開始

投資自身在探索眾多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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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 發問者: 我們所處的銀河系是被無限智能所創造, 或是被個體化的無限智能

的一部分所創造? 

RA: 我是 Ra, 這銀河系以及所有其他[�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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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í造物者, 使用智

能無限, 每個部分創造一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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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智能能量, 於是創造出任

何特定宇宙中所謂的自然法則.  

每個宇宙, 依次, 被個體化為一個焦點, 依次, 成為U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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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促使自然法則顯現在�-ÿp一

個太陽系的振動型態之中. 因此, 每一個太陽系有它自己的, ¤+-�, 區域性的座

標系統, 屬於幻象的自然法則.  

(你們)應可理解, (宇宙)任何部分, 如同一張全像式的圖片, 不管它多小, 屬於任何

密度ª幻象的型態, 都包含太一造物者— 即是無限.  

如此, 一切始於神秘, 亦終於神秘.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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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我們行星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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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變貌/印象是: 已經回答你這個問題. 

你可以重述這個詢問嗎? 

 

13.15 發問者: 根本上, 我們目前所在的行星系統是如何演進的? 它是一次被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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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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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太陽的螺旋能量, 再到

行星的螺旋能量, (��)到螺旋能量的經驗環境 開始行星實體-的第一個覺知或

意識的密度. 

 

13.16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關於這些行星實體的第一密度的資訊? 

RA: 我是 Ra, 每一步驟都重演 智能無限發現覺知過程 的要點. 在一個星球環境中, 

一切始於你所謂的渾沌, 能量在無限中是毫無方向和隨機的. 慢慢地, 以你們理解

的詞彙, 形成一種自我-覺知的焦點; 於是理則運行, 光來到以構成黑暗, 依據U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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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者的樣式及振動韻律, 如此建構出一特定的經驗類型. 這開始的第一密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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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 發問者: 那麼 第一密度如何演進到更大的覺知? 

RA: 螺旋能量, 即[�S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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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包括生長的覺知, 而非消溶或隨機的改變. 

 

13.18 發問者: 你能否定義你剛才說的生長?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在心中想像第一振動( ¡)的礦物ª水生命 以及第二密

度的較低生命開始在其中、其上移動; 這兩者的不同.  

這移動是第二密度的特徵,朝向光與生長的努力.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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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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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個第二密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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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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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自我-覺知的密度. 這個

努力發生在較高層的第二密度形體,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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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 發問者: 目前我們行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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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狀態是第三密度; 

它現在所處的空間/時間連續體是第四密度, 這種情況造成一個有些困難的收割.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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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它的靠近如同時鐘正點報時一般的規律化. 你們太陽系

的空間/時間已經啟動這個星球螺旋進入一個不同的振動配置的空間/時間; 這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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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該星球能夠被這些新的變貌所鑄造. 然而, 你們人類在這過渡時期的思想-形態

是這樣的： 個人與社會的心/身/靈複合體都散佈在這整個光譜中, 變得不能夠將

針頭拿起, ¤+-�, 將羅盤指向同一個方向. 

 

因此, 進入愛的振動[T©�-tÿÿp理解�yz]之入口, 在你們目前的社會複合

體中 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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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行家-在此時皆專注於增加收割的數目. 然而, 可收割的數目很少. 

 

13.24 發問者: 我想要道歉, 因為我有時問些錯誤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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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5 發問者: 我假設 這表示停止今天的另一場集會是個好主意,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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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它的原料變低[òó^ô°X_`aÍb], 我們會停止使用它, 我們不希望耗竭這

個器皿.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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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通訊? 

RA: 我是 Ra, 每一位都十分謹慎認真 繼續如此. 是否有任何其他簡短的詢問? 

    

13.27 發問者: 湯姆·弗萊厄蒂今天傍晚會在這裡, 他將幫助傍晚的集會. 這樣可

好?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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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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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29 日 

 

14.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14.1 發問者: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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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自我-意識ª自我-覺察的密度. 這個努

力發生在較高層的第二密度形體,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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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你們會穿上禮服, 你們也會投資或給第二密度生物穿上自我-

覺察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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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送愛給牠們.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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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沒有第三密度具肉身存有的投資, 這個

過程會比較久. 

 

14.3 發問者: 第二密度的形態是什麼— 成為地球人之前的牠 長得像什麼? 他在第

二密度時長得像什麼? 

RA: 第二密度與第三密度的差異在許多案例中 都好比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不

同. 在你們星球的案例中, 該(�f)過程被那些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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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從第二密度水平的兩足動物

逐漸提升到第三密度水平.  

這與[S~�]靈魂之放置無關, 而是與來自那(c§)文化的(�$)湧入的情況有關. 

 

14.4 發問者: 從先前的資料 我理解這事件發生於 7萬 5千年前, 然後開始我們第

三密度的進化過程. 你可否告訴我這段歷史, 只觸及發展過程中的要點, ¤+�, 發

生在這 7萬 5千年期間的任何特殊時點— 有實體嘗試去增進這第三密度的發展? 

RA: 我是 Ra, 第一次嘗試協助你們人群的接觸在七五 O O O 年前. 這個[�-�]七

萬五千年前的嘗試、先前已被我們描述過. 

下一次嘗試大約是五八 O O O, (或) �-�五萬八千年前, 持續了一段長時間, 與姆

(Mu)的心/身/靈社會複合體[�-ÿpt£]的接觸. 

再下一次的嘗試 經過了很長的時間 發生在大約一萬三千年前, 有些智能資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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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亞特蘭提斯的人們, 內容是治療與水晶工作 跟我們先前所說的是一樣的性

質.  

接著是一一 O O O, (或)一萬一千年前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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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埃及, 即我

們先前說過的. 與我們一起來的相同存有 大約晚我們三五 O O(3500)年返回, 為了

是再次幫助南美洲的心/身/靈社會複合體. 然而, 那些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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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三 O O O、你們的三千年前, 有(UFO)降落, 

也是在你們的南美洲. 大約二三 O O(2300)年前 有一些嘗試想幫助你們人群, 這是

在埃及地區. 在該週期剩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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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發問者: 1萬 1千年前 你們造訪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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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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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個平衡金字塔 以及五二、其他五十二個被建造, 在你們的心/

身/靈社會複合體當中 用於額外的治療與啟蒙工作.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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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地球平面[��w@-�ÿ.]. 由於在理解一的法則方面 

逐漸增長的思想-形態扭曲之故, 地球本身有不平衡的潛能. 這些平衡金字塔以水

晶充能, 從能源原力汲取適當的平衡; (l·�$)串流進入地球的各個電磁能量場

的幾何中心; 電磁能量環繞並塑形這個星球. 

 

14.8 發問者: 讓我做個摘要整理 然後你告訴我 是否正確. 自 7萬 5千年前以來 所

有這些(�§)造訪 其目的是為了給予地球人類 關於一的法則之理解, 同時以這種

方式 允許人們向上進展 通過第四、第五、第六密度. 這是對地球的一項服務. 這

些金字塔也以它們自己的方式給予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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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正確的, 精確度在語言允許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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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發問者: 平衡金字塔是否避免地球的自轉軸改變? 

RA: 我是 Ra, 這詢問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14.10 發問者: 這個平衡是意指個人在金字塔內獲得啟蒙, 或意指平衡地球在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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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地擺放以治療地球, 而只

適用於治療心/身/靈複合體. 我們當時注意到, 你們的密度被扭曲朝向 [ºdòó�

eÖ¼½¾E23¯8F»fô�] 一個過早發生的老化過程; 我們嘗試在你們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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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一的法則之原初變貌的法則(Laws)或道(Ways), 也就是愛. 

 

14.11 發問者: 我要做以下聲明, 由你告訴我是否正確. 就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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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智慧, 當他們還在肉身的

一段時間.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那些並不被我們稱為[hijklmn]平衡金

字塔的金字塔, 當時它們更加為數眾多, 並且完全用於以上的目的, 以及用於醫

者們的教導/學習, 讓他們可以充能與致能這些過程. 

 

14.12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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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無法達成以上的目的. 

 

14.13 發問者: 誰給予喬治如何建造這機器的資訊? 

RA: 我是Ra, 有兩次接觸 給予這實體, [)*oA¸²³´]喬治, 此資訊. 一次屬於邦

聯, 第二次屬於獵戶集團. §»邦聯發現喬治的振動性心智複合體產生變化, 於是

採取不接觸的變貌.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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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複合體的中心仍奉獻於服務他人. 所以, 容我們說,  他們所能做

最壞的事就是去詆毀這來源. 

 

14.14 發問者: 若現在完成這機器, 對於這個行星的人群是否有任何價值? 

RA: 我是 Ra, 收割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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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能量場, 將決定每個心/身/靈

複合體的收割. 

 

14.15 發問者: 回到這個 7萬 5千年期間的開始, 過了 2萬 5千年有一次收割, 也就

是 5萬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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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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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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開始進行一場收割, 

有些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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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他們可以在任何瞬間/當下鏈結點, 透過使用智能無限, 離開這個密度.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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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收割量, 但有可收割的實體 他們可以選擇進入第四

次元的方式.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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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年週期末期 儘可能創造最大的收割量. 你可否以一的法則之觀點 來敘述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如同你對這工作的一份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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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錯誤解

讀我們資訊與指引的實體所造成的扭曲.  

§»邦聯一般提供的是一的法則之原初變貌, 也就是服務. 整個造物的單一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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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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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只有二百五十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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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 發問者: 透過你們可以提供的最佳服務, 藉此準備你們自己迎接收割, 這是

否正確?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提供一的法則, 矛盾得以解決, 愛/光�光/愛得以平衡. 

 

14.21 發問者: 你們的一個週期有多久? 

RA: 我是Ra, 我們的一個週期估算為七五 O O O O O O O— 你們的七千五百萬年. 

  

14.22 發問者: 7千 5百萬 ? 

RA: 那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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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 發問者: 在你們給予一的法則 的服務中, 除了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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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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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連續體變貌中, 有多少個心/身/靈複合體可以聽見並理

解. 

 

14.25 發問者: 你如何執行你的一般服務? 在過去的 2千 3百年間, 你通常如何給予

一的法則? 你通常如何將這訊息給予地球人類?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用過一些管道, 好比現在這一個. 但在大多數個案中, (�ð)

管道被夢境及異象所激勵, 而不是有意識地覺察我們的身分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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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振動來源. 

 

14.26 發問者: 當你透過夢境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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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分別崇拜造物者的不同部份. 我們那時能夠接觸到一位傾向 

太一的人. 

 

14.27 發問者: 創傷, 我就那麼稱呼吧. 我假設當該週期結束, 不便利的情況發生, 

將會有一些實體開始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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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接觸到書寫的材料, 好比我們將出版的這本書.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對的 除了要理解, 不便利的情況已經開始了. 

(*Õ£?��l�qrs×CDE¦�)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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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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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

主要變貌; 最後呈案給議會. 

所有(��)的名稱可被視為 因其振動特質而被創造. 埋藏其中的資訊與更深入理

解愛與光有關, 以及無限智能嘗試透過許多使者來教導/學習你們星球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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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發問者: 是否還有其他書具有這種目的, 並且為§»邦聯所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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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發問者: 我尚未讀過玉蘭廈之書(Urantia Book), 誰給予了那本書? 

RA: 我是 Ra, 這本書是由一系列不具肉身的實體所給予, 屬於你們自己的地球層

面，即所謂的內在層面. 這份資料並沒有被(土星)議會所傳遞(passed). 

 

14.31 發問者: 艾格·凱西(Edgar Cayce)資料. 誰透過艾格·凱西說話? 

RA: 我是 Ra, 沒有實體透過艾格·凱西說話. 

 

14.32 發問者: 艾格·凱西傳導的資訊是從哪兒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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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艾格的聲音振動複合體使用這扇大門來觀看此刻, 並不是你們體驗的(©�)連

續體, 而是這個星球潛在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你們人群曾用的術語是 "阿卡西紀錄

"(Akashic Record) ª "紀錄的大廳", 你現在可以問最後一個問題.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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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二(0.2)度, 這

是正確的. 這可以藉由視覺"盯著", 容我們說, 並且提醒器皿.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在這次集會結束前 有什麼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問題?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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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則為太一. (tu�)沒有錯誤.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器皿,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

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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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0 日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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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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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把愚蠢的問題從書中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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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器皿的生命能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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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觸你, 因為你們每一位的身體複合體都顯著地有更多生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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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其次, 我們以固定的速率通訊, 取決於我們小心地操作這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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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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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一小時; 或者我們可以超過一小時, 

該器皿能夠回答得更久? 

RA: 我是Ra, 通訊所需的能量進入器皿為時間的函數, 因此時間是個因素, 就我們

理解你的詢問而言.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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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而得到明

確的答案. 在過去許多次, 由於急切說出的問題, 導致我們需要(你)重新澄清. 

 

15.4 發問者: 謝謝你 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快速老化在這個行星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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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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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è��>ÿ.l�

$é.�w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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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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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 容我們說, 來自這個八度音程存在的宇宙層次.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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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更加充分地理解並實踐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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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發問者: 那麼, 此時這個星球上的人們實踐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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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ÿ]

的外貌. 

 

15.7 發問者: 什麼是我們地球人類, 以個人而言, 可以執行的最大服務?  

RA: 我是 Ra, 只有一個服務. 法則為太一. 將自我奉獻給造物者就是最大的服務、

合一、源頭. 尋求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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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各種幻象層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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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發問者: 若一個實體 就一的法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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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你們人類沒有體驗的一種老化方式. 

理解來得緩慢, 而肉體複合體的解構比較快速. 

 

15.9 發問者: 你可否多告訴我一些關於"平衡"這個字的定義, 就我們使用它的方

式? 

RA: 我是 Ra, 想像, 如果你願意, 那太一無限, 你沒有圖像. 於是, 這過程開始: 愛創

造光, 成為愛/光, 串流進入行星球體, 依照電磁網的Ý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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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Ê入口點的電磁能量場. 

 

在一個平衡的個體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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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光/愛ª智能能量.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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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我

(ego)的不平衡, 而這個阻塞可以用值得/不值得來平衡, 我這樣說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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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15.1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你如何平衡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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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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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可以簡短地歸納如下: 首先要平衡的是王國(Malkuth), ª大地振動能量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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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可能被阻塞的能量複合體是情感的, 或個人的複合體, 又稱為橙色光芒複合

體, 這個阻塞通常呈現出個人古怪的行為或關於自我覺知的理解、自我接納上的

扭曲. 

 

第三個阻塞最接近你所謂的小我, 它是黃色光芒或太陽神經叢中心. 在這個中心發

生的阻塞, 通常顯現為朝向權力操控的扭曲; 以及其他社交行為[��î/ï/ð456

yzî{5Ê��I6T5]的扭曲. 那些在前三個能量中心或鏈結有阻塞的實體, 將

會在促進其尋求一的法則方面持續有能力上的困難. 

 

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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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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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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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著靈性複合體的工作是相當核心的, 它的能量流入 可

將第三密度轉形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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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有潛能成為通往智能無限之大門的鑰匙. 

 

剩下的能量中心匯流, 僅只是一個實體的心智、身體、靈性振動複合體的全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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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而言, 這個中心沒有特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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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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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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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由任何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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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詢問路線還沒觸及這些項目. 我們的相信/

感覺複合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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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4 發問者: 昨天你曾敘述 "收割是現在. 此時 沒有任何理由讓人值得努力研

究朝向長壽的變貌, 毋寧去鼓勵人們尋求自我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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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尋

求,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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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ð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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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是理解自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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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太一. 

因此, 我們只能鼓勵這些沉思路線, 總是聲明以冥想、沉思, ª祈禱為先決條件, 做

為一種主觀/客觀的方式 使用或結合不同的理解, 增進尋求的過程. 若沒有這種反

轉分析過程的方法, 一個實體就不能把尋求過程中得到的許多理解整合為一體.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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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der Race), 可以選擇他們

離開的時間/空間. 他們不大可能離開, 直到他們的其他自我也都是可收割的為止. 

 

15.16 發問者: “他們的其他自我都是可收割的”, 你的意思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些存有所關切的 其他自我, 指的是在第二主要週期無法到達收割

的實體們. 

 

15.17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一點關於你所稱為長老種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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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問題不清楚, 請重新敘述. 

 

15.18 發問者: 我問這問題是因為我曾在一本書聽聞長老種族, 書名是天空之路

(Road in the Sky), 由喬治(George Hunt Williamson)撰寫, 我在猜測這裡的長老種族跟他所

講的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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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目前大

師週期的第二個主要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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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結合成為你所謂的兄弟會. 

(Õ£ 1. �I|}~�T�I�M�:Æ~�, �U� 7� 5�ö.) 

(Õ£ 2. Michel D-Obrenovic� George�¨=, ������6/. �� Carla���.) 

 

15.19 發問者:為什麼你稱呼他們長老種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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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 發問者: 有流浪者在這長老種族之中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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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未離開地球層面的流浪者, 這是因為他們的自由意志, 而非由於他們的

振動層次. 

 

15.21 發問者: 嗯, 在昨天的資料 你提到 “我們提供一的法則, 矛盾得以解決”; 你

在稍早也提到第一個矛盾, 或第一個變貌是自由意志變貌. 你能否告訴我這裡是

否有個順序? 一的法則之變貌是否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變貌? 

RA: 我是 Ra, 這情況只存在很短的(©)點, 過了這個點, 這些變貌的眾多性彼此相

等. 第一個變貌, 自由意志, 找到焦點, 這是第二變貌, 即你所知的理則(Logos), 創造

性原則或愛. 這智能能量從而創造一個變貌, 稱為光. 從這三個變貌產生許多, 許

多變貌的階層, 每一個都有它自身的矛盾要被整合, 沒有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 

 

15.22 發問者: 你曾說到你提供一的法則 是 愛/光�光/愛的平衡. 光/愛�愛/光 有何

不同?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時間/空間的最後一個問題, 愛/光�光/愛的不同就如同教

導/學習�學習/教導 的不同. 愛/光是致能者, 力量、能量的給予者. 光/愛是當光被

愛所銘印的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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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今天可以再有一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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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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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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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作要由跟這實體和諧相處

的人來做.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前還有什麼簡短的問題嗎？ 

 

--B5006— 

15.25 發問者︰既然我們是流浪者，你是否可能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我們上次所

在的密度，我們來自哪個密度？  

RA︰我掃描了每一個實體，發現分享這個訊息是可接受的。在這個工作中的流

浪者-，來自兩個密度，一個是第五密度，也就是光的密度，一個是愛/光的密

度或合一的密度。要傳達哪個實體來自哪個密度，我們察覺會冒犯每一位的自

由意志。因此，我們只是簡單的說兩個密度，彼此和諧地導向共同工作。  

--B5006--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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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1 月 31 日 

 

16.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16.1 發問者: 當我發問的時候, 遺憾地, 將會有些 [ÏÅ�]. 我認為我想要往一的法

則之方向探究, 然而, 我的腦海中有些問題 [ÏÅ�]; 它們可能是愚笨的問題, 我不

知道, 但是 [ÏÅ�].  (我)嘗試建構一個完整的, 無偏見的, 關於一的法則之書籍; 一

本慎重考量一的法則的書, 我希望你(Å�\�)荒謬. 

 

我想問關於一的法則之自由意志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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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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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說獵戶集團. 跟你剛才給予的另一個概念要如何平衡呢? 

RA: 我是 Ra, 這平衡視次元的不同而定. [S~�] 十字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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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地認清那些朝向操控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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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發問者: 這些"窗戶"的產生... 讓獵戶集團不時可以穿透隔離, 這現象是否與

這自由意志的變貌有點關係?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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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發問者: 這個隨機數字產生器的源頭是什麼? 它是被守護者創造來平衡他們

的守衛? 或是守護者以外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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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窗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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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例子, 沒有實體擁有這個時鐘, 所以, 它似乎是隨機的. 但在產出這平衡的次元

中, 它不是隨機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剛才說該類比在特定的限度中. 

 

16.6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窗戶的平衡過程避免守護者透過防護罩完全消除獵戶座

接觸 而降低他們的正面極性,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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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入, 

這些流入又被該社會複合體的心/身/靈變貌所平衡. 在你們的星球上, 負面[}��

ÿ~]的訊息或刺激比較不需要, 因為你們社會複合體的變貌有點負面導向.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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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服務自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8 發問者: 我相信, 在自由意志的法則上, 這是個深奧的啟示, 謝謝你. 

這裡有個小問題 可以更進一步為這原則做個範例, 假設星際邦聯降落於地球, 他

們會被視為神, 打破自由意志的法則, 從而降低他們服務全體的極性. 我假設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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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被認為是眾

神, 這類事件會如何影響他們朝向服務自我的極化?  

RA: 我是 Ra,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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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發問者: 如果獵戶集團得以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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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們的星球招募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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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集團

降落地球, 展現驚人威力, 獲得人群. 效果都一樣? 

RA: 我是 Ra, 第一種方式, 長期而言, 容我們表述, 對於獵戶集團較為有利 因為並

不藉由降落的方式侵犯一的法則, 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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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獵戶集團渴望朝太一造物者進展. 這個

渴望抑制該集團去打破混淆法則. 

 

16.10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獵戶集團 用了"帝國"這個字, 我想了一會兒, 星際大戰

(Star Wars)電影是否有部份可視為描述真實發生事件的寓言故事?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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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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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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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選擇他

們進一步追尋太一造物者的方式.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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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部分則前往服務自我的地方.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13 發問者: 嗯, §»邦聯在七萬五千年前建立隔離; 獵戶集團是否曾嘗試在那之

前接觸地球的任何部分? 或者... 多久以前他們曾嘗試... 接觸地球? 

RA: 我是 Ra, (它們)大約在四五千(45,000)年前, 曾嘗試過一次, 但並不成功. 大約

在二六 O O, 兩千六百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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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三百年前, 以你們的時間衡量而言, 這個集團就持續地工作該收

割, 如同§»邦聯一般. 

 

16.14 發問者: 它們在兩千六百年前派遣的實體, 你可以告訴我它的名字? ... 兩千

六百年前? 

RA: 我是 Ra, 你們人群命名這個實體為亞威(Yahweh). 

(¨£: 16.13, 16.14�¢Iö÷ýLT�, Ra 17.0:z��G) 

 

16.1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十誡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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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 發問者: 這是獵戶集團做的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17 發問者: 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RA: 我是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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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 以及其他東西.  

 

16.18 發問者: 接收律法... 十誡的人是正面或負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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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似正面特質的

原因. 隨著幾次不成功的通訊, 這實體, yz456摩西(Moishe), 在那些首先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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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哲學的人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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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榮耀與

信心, 那是他(¨])的憑藉, 用以概念化一的法則與解放那些屬於他的部族[�I

©�/���ÿ~]之實體.  

 

16.19 發問者: 如果這實體是正面導向, 獵戶集團如何能接觸到他?  

RA: 我是 Ra, 這是個劇烈的, ¤+-�, 戰場; 正面導向的§»邦聯力量與負面導向

力量在此交鋒. 稱為摩西的個體向銘印敞開, 以最單純的形式接收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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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 發問者: 一個充分覺察一的法則知識的實體, 不大可能會說 "汝不應該", 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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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當下. 我們曾橫越的密度, 位於這圓的各個點 對應到�

I週期的特性:  

第一, 覺察的週期;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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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合一的週期;  

第七, 門戶(gateway)週期;  

第八, 這八度音程移動到我們無法量測的神秘之中. 

 

16.22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在先前的資料, 在我們與你溝通之前, §»邦聯曾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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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密度中有過去、現在、未來. 當一個實體離開該空間/時間連

續體, 在l�I�6=��T�綜覽過程中, 他可以在該完成的週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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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次元, 如果我們謙卑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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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存在於一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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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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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只是造物者

的覺察, 在造物者中存在一切萬有. 因此, 可以取得這知識. 

 

16.24 發問者: 我想知道在我們銀河中有多少已居住生命的星球, 以及他們是否都

依據 一的法則到達較高密度, 或者有任何其他方式... 在我看來,  似乎不會有其他

方式可以到達較高密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你的詢問. 

 

16.25 發問者: 在我們銀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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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所有覺察的密度. 大約五分之

一的星球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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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星球, 在此時適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密度居住. 

 

16.26 發問者: 在我們所在這個銀河系中, 粗略估算有多少星球擁有覺察的生命, 

不管在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大約是 六七 OOOOOO 個 (6千 7百萬).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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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略的、非常粗略的. 

RA: 我是 Ra, 百分之十七為第一密度、百分之二十為第二密度、百分之二十七為

第三密度、百分之十六為第四密度、百分之六為第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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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百分之三十五的智能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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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 發問者: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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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與應用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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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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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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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無法談論這個詢問. 我們只能說 負面或自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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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導向的星球數量上要少很多. 給你確切的數字並不恰當. 

 

16.31 發問者: 我想打個比方說明為什麼負面導向的星球比較少, 然後問你這個比

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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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社區)容易許多.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32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眾星球之邦聯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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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加百分之四的某種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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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進入對於其他存在, 其他星球, 其他服務概念的一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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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ó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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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的構成與工作方式. 

 

16.33 發問者: 在這個銀河中有這麼多的星球, 你曾說大約有 500個§»邦聯的星

球, 在我看來, 和第四與第五密度的星球相比, 它只占相對微小的百分比. 這其中

有何原因? 

RA: 我是 Ra, (tu�)有很多個邦聯, 這個邦聯的工作範圍為你們的七個星系, �R

�è�léÿ.; 並且負責這些星系中各個密度的呼求. 

 

16.34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剛剛所用的字眼"星系"? 

RA: 我們用這個詞, 如同你所用的恆星系統. 

 

16.35 發問者: 我有點困惑, 那麼 粗略地估計,§»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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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呼星系這個振動複合體 指的是區域性的. 

因此, 你們的太陽 我們會稱為一個星系的中心. 我們知道你們對於這名詞有另一

種意義. 

 

16.36 發問者: 是的, 在我們的科學詞彙, 星系(銀河)意指為雙凸透鏡狀的恆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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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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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澄清.  

使用我剛才陳述的銀河, 即包含千萬個星星的雙凸透鏡狀恆星系統. 你知道除了

這個銀河系以外的星系進化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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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其他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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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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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些變異從這個星系到另一個

星系是極微不足道的. 

 

16.38 發問者: 那麼在所有星系中創造朝向第八密度[ªx�]的演化方面, 一的法則 

確實是一體適用,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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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 發問者: 我現在假設一個人不必須理解一的法則 也能從第三前往第四密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一個實體絕對需要有意識地了解, 它並不理解, 好讓它成為可收割的. 

理解並不屬於這個密度. 

 

16.40 發問者: 很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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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 發問者: 在什麼時點、什麼密度, 一個實體才要有意識地覺察一的法則以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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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榮譽/義

務. 這個責任/榮譽是該振動的基礎.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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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3 發問者: 我想問一個相當可疑的問題.我可能不會把它放到本書中. 我想知道, 

你們能不能解釋 我們目前在全國各地以及其他地點經驗的牛隻肢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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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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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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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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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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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Æ)與恐懼或驚駭的情感有關

連. 

 

16.46 發問者: 這些思想形態只能攻擊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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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07-- 

16.47 發問者︰我們發現我們臉上或其它地方會有一些銀色碎片, 你能否告訴我

關於銀色碎片的事情? 

RA︰我是 Ra。你說的這些是針對該心/身/靈複合體的一個主觀導向路標的具體

顯化, 沒有別的，只有主觀上的意義。  

 

16.48 發問者︰誰創造了這些銀色碎片？ 它們是真的？ 

RA︰我是 Ra。如果你願意, 想像學習/教導勢能的增加。在某一個時點，一個

信號會出現，指示該學習/教導的合適性或者重要性。這個實體自身，和內在層

面合作，創造這個實體最能理解ª注意到的路標。  

 

16.49 發問者︰你是說，我們自己創造這些東西？  

RA︰我是 Ra。實體並未在有意識的狀態下創造這些。心智複合體的根部在理

解中接觸到智能無限，創造了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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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07--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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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說話之際, 我們要求你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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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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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個屬於兩足載具的層面, 擁有更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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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憂傷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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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16.51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我們一直以來用的這個字: 密度? 好讓我們對於你使用

的這個詞彙多一點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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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之八度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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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 發問者:我注意到這次集會的時間已經稍微超過一小時, 我比較想要繼續, 

但我此時想問: 器皿的狀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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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3 發問者: 好的, 繼續我們剛才討論的主題, 我了解每個密度有七個7密度; 在

每個7密度, 又有七個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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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妳從未想過的事正在發生... 是否每一件事都在發生... 這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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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無限的機

會. 你可以考慮任何可能性/或然率複合體都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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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 發問者: 我們做的事, 我們思考的可能性, 好比說白日夢, 這些東西會在這些

密度中成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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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創造該

能量場的實體之能量場沒有特別的依附關係.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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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將要發生.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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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自我與其他自我; 這將該思想-

形態與該自我連結之可能性/或然率複合體綁在一起, 該自我就是創造這個思想-

形態的實體. 然後, 這會增加使這(個夢)在第三密度發生的可能性/或然率.   

 

16.57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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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 發問者: 它們是否利用任何, 容我說, 肉體上的滿足感來擴大這類的白日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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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 發問者: 許多最近來到和正來到地球的流浪者是否容易被獵戶思想影響? 

RA: 我是 Ra, 如我們先前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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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流浪者許願, 就能有一副光之盔甲[�R�è�lm�], 

允許他更清楚地認出那本不實存的東西, 因為這是該心/身/靈複合體適當的渴望. 

這不比偏見更好 也不能被稱為一種理解.  

 

再者, 流浪者的心/身/靈複合體, 容我們說, 朝向第三密度正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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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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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 發問者: 那麼 流浪者, 當他們降生於此, 將成為獵戶集團的高優先目標?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16.61 發問者: 如果一個流浪者, 容我說, 居然被獵戶集團成功地入侵, 當收割來臨

時, 這個流浪者會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如果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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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將被屬地的振動牽絆, 當收割來臨, 可能會重複第三密度的大師週期, 如

同一個屬地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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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 發問者: 只想知道如何使這器皿更舒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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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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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3 日 

 

17.0 RA: 我是 Ra, 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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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降落地球的時間, 以及§»邦聯相對應派出使者

來到地球的時間. 我們之前給的日期是二六 O O 年前為獵戶實體; 二三 O O 年前

為邦聯實體. 這是不對的. 

重新計算後指出(正確)數字： 三六 O O 年前為獵戶實體; 三三 O O 年前為邦聯實

體.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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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 我想重申, 我的一些問題可能偶爾有點偏移, 但我嘗試這樣問 好

在一的法則之應用上獲得一個立足點; 並且更佳地理解自由意志原則以及進一步

發現的變貌. 我剛才在冥想中得到一些問題: 首先, 我們現在處於第四密度, 第四

密度的效應是否會在未來三十年間增長? 我們是否將在我們的環境中, 以及我們

對環境帶來的效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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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恆星[我們會稱為星系]螺旋推升進入這個振動. 這將導致地球本身電磁地重新

排列其接收旋渦, 接收那些宇宙原力的內流(能量), 以振動網絡的方式表達它們自

己, 於是地球將得以被第四密度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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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地球能量螺旋, 能量樣式原本井然有序的建構, 增加了熵值與無法使用的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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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將發現有一種人正急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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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第四密度特質和第三密度自我服務導向之間的尖銳輪廓之極化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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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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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留在第四密度[這個層面上]的人將是所謂的正面導向. 許多實體將從別處而

來, 因為看起來 即使§»邦聯盡了所有最佳的努力, 包括你們的內在次元、內在文

明、其他次元的實體之努力, 收割量依舊會比這個星球能夠舒適地在服務中支持

的極限要少很多. 

 

17.2 發問者: 是否可能(¬��Â�£��ª��*)幫助一個實體能在這些末後的日子

抵達第四密度? 

(*�£: �N�qLïM��BCD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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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一, 從而放射了悟的光芒. 比較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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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五個所用就足夠了; 這已經是極為充足的報酬了, 因為如果有一個實

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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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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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但誰能知道一個實體何時能開啟通往當下的大門? 

 

--B5008-- 

17.3 發問者︰在幾個晚上前的冥想中我得到了一個銘印: 關於俄羅斯、通古斯

(Tunguska)地區的坑洞的問題。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造成了這個凹坑？  

RA︰我是 Ra。是核分裂反應爐的毀滅造成了這個凹坑。  

 

17.4 發問者︰誰的反應爐?  

RA︰我是 Ra。你可以稱這個是發生了故障的”無人飛船”(drone)。由§»邦聯遣

送。它被移動到這個區域，然後被引爆, 因為這樣它的毀滅就不會侵害心/身/靈複

合體們的意志。 

   

17.5 發問者︰它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109 

RA︰這艘無人飛船被設計的目的為收聽你們人類的不同信號。你們在那個時

候，開始了更技術化領域的工作。我們有興趣去確定你們發展的範圍和速度。這

艘無人駕駛飛船有一個單純的核分裂發動機ª引擎[��-Sÿ]做為動力。它不是

你們現在知道的那種，但確實非常小。無論如何，它對於第三密度的分子架構有

著同樣的破壞性效果。所以當它故障了，我們覺得最好找一個地方銷毀，無須嘗

試去挽救它。因為挽救這個行動(成功)的可能性/或然率[模式]看起來非常非常

小。  

 

17.6 發問者︰它的危險包括爆炸和輻射兩方面嗎？  

RA︰我是 Ra。這種裝置的特別類型只有非常少的輻射，如你所知。輻射被局域

化了。這局限化使得輻射不會隨風漂流，不像你們有些原始的武器放射出的物質。  

 

17.7 發問者︰我相信，對這個區域的樹木進行的分析只發現了極輕微的輻射。這

個低水準的輻射就是你剛說到的結果嗎？  

RA︰我是 Ra。這是正確的。輻射的總體效應是非常局域化的。無論如何，釋放

出的能量仍強大到足以造成困難。  

 

17.8 發問者︰那麼§»邦聯是否要對地球接收到原子能這件事負責？  

RA︰我是 Ra。我們無法判斷這一點; 什麼是起因? 基本的方程式，就是使這個工

作進展的那個方程式是由一個致力於服務這個行星的流浪者帶入的。 

這個工作居然成為毀滅性工具的基礎，並非有意，先前也沒有這樣的假設。  

 

17.9 發問者︰你能否告訴我是哪個流浪者帶入這個方程式? 

RA︰我是 Ra。這個訊息似乎是無害的，因為這個實體不再屬於你們星球的第

三密度。這個實體的名字[�xyz456]為阿爾伯特(Albert)。 

--B5008-- 

 

17.10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實體: 拿薩勒的耶穌(Jesus of Nazareth), 在

他降生到這個密度之前, 他是誰?  

RA: 我是 Ra, 我對於你在這個問題上的措辭面臨困難, 你可否找到另一種形式表

達這個詢問? 

 

17.11 發問者: 好的, 我剛才想說的是 你可否告訴我拿薩勒E耶穌在降生地球之前

是否來自§»邦聯? 

RA: 我是 Ra, 你所知道的拿薩勒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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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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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享愛的振動. 因此, 這實體獲得許可 執行這項任務. 這個實體在當時是沒有名

字的流浪者, 出自§»邦聯, 屬於第五密度, 代表第五密度對於理解或愛之振動的

理解.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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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 發問者: 當我在與你, Ra, 通訊時, 你是否偶爾為一個個體化實體ª我是跟一

整個(	�1�)複合體說話? 

RA: 我是 Ra, 你與 Ra對話, 並無分別. 你會稱呼它為社會記憶複合體 表示其眾多

性. 就我們的理解, 你正在對意識的一個個體化部分說話.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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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一個實體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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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意給予它所有的一切到這個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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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我們對於該器皿的生命能

之估計.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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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óE�æ], 心/身/靈複合體變貌的品質. 因此, 該

實體完全不被鄰近的親友認知為不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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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6 發問者: 當拿薩勒的耶穌降生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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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7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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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資訊曾經被你們人群稱為"亞威"的實體所給予. 這資訊牽涉到許多行

為上的嚴格限制, 並且允諾第三密度的權力, (¥2)服務自我的本質. 這兩種型態

的變貌被銘印在那些早已傾向思考這些思想-形態的實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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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最終導致被知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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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ÿ�"猶大", 相信當時做的事情是恰當的, 它企圖強迫你們稱為耶穌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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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如果耶穌被逼到角落, 那麼他就能看到使用智能無限之力量

來統治他人是睿智的. 你們所稱的猶大在評估耶穌實體反應上搞錯了. 耶穌的教

導/學習並不導向這個變貌. 這導致�-�Vp耶穌的身體複合體的毀滅. 

 

17.18 發問者: 那麼 如果這個實體, 耶穌, 屬於第四密度, 而今日地球上有來自第五

和第六密度的流浪者, 耶穌做了什麼讓他成為如此好的醫者, 這些第五與第六密

度的生命今日可以在此做同樣的事嗎? 

RA: 我是 Ra,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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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智能能量的流入時, 方能被開啟. 這些是你們

區域性空間/時間連續體的自然法則 及其電磁源頭之網絡ª流入能量的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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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心/

身/靈複合體, 即可在次元之間移動 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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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治療僅只是自我的光輝導致環境中的催化劑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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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9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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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到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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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p "憤怒"的變貌. 這玩伴被耶穌碰觸並遭受致命的傷害. 

 

因此這個你們知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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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得更多. 

 

17.20 發問者: 這個對抗玩伴的侵略性行動是如何影響耶穌的靈性成長? 他的肉身

死亡後 他去了哪裡? 

RA: 我是 Ra, 這個你們稱為耶穌的實體受到這次經驗的強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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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 你們稱之為猶太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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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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約十三歲半的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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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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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

習它在過去歲月中覺得有價值的東西. 關於摧毀一個其他自我這件事上, 這實體的

業力被免除了, 因它在人生的最後部分, 在[µó�E]十字架上說 "天父, 原諒他

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原諒中 包含了行動之輪或[µó�]業力的止息. 

 

17.21 發問者: 被知曉為耶穌的實體目前定居在哪一個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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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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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者, 這個實體將祂視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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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話. 

 

這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 你們稱為耶穌的實體不會回來; 除了以§»邦聯一員

的身分偶爾透過一個管道說話. 無論如何, 其他具有相同一致性意識的實體將歡

迎那些來到第四密度的實體們. 這是再來的意義. 

 

17.23 發問者: 你談到減輕業力的方式為寬恕. 是... 是... 我在表達這個問題上有些

困難, 我想我將來會返回它. 我要問另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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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沉默的厭惡是那些好人或正

面導向實體對於在你們的空間/時間之當下的��事件的共同變貌. 無論如何, 那

些傾向服務他人並可以收割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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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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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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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們人群當中、有大多數人將重複第三密度. 

 

17.25 發問者: 塔拉斯布巴(Taras Bulba)、成吉思汗、拉斯普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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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智能無限之大門的實體們, 這是他們的 

權利/特權/義務, 選擇他們離開這個密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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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他們對於服務自我的學習/教導. 

 

--B5008-- 

17.26 發問者: 這是不是我們稱為(人體)自主燃燒的原因？  

RA: 我是 Ra, 不正確。  

 

17.27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導致了這個現象？  

RA: 我是 Ra。如果你願意，想像一片森林。一棵樹被閃電擊中, 它燃燒了。閃

電並沒有擊打到其它地方。其它的樹沒有燃燒。這只是個偶發現象, 不一定跟

該實體有關，但與我們談論的窗戶現象有關。 

 

17.28 發問者: 這些獨特的實體都是一樣的，或者它們只是隨機的實體？  

RA: 我是 Ra。後者是正確的。  

--B5008--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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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收割, 這個數字是個適當的有希望/可能的時間/空間鏈結點. 那些在此刻並

未具有肉身的存有將被包括在這場收割. 

 

17.30 發問者: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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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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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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物者的愛. 

這關乎自我知識�毫不遲疑地將自我向其他自我敞開的能力. 容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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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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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問題

是如此重要, 我嘗試以不同的方式發問 好擴展答案. 似乎是 [ÏÅ�] 我們正在接

近的, 或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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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就是可收割的, 這陳述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如果該收割是為了第四正面次元層級, 這是正確的. 

 

17.32 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想要以負面的方式被收割, 他的(服務)百分比必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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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途徑要達到收割狀態相當困難 需要十分專注地投入.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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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由於一的法則其中一個變貌指出, 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位於一

條狹窄*和狹長的途徑 [��=��ÿ.] 的盡頭. 獲致 51%致力於其他自我之福祉 

其困難度與獲致 5%奉獻給其他自我的成績 是相同的. 容我們說, 漠不關心的污水

溝介於這兩者之間.  

(*ÍÎÏ V��p�  strait¡¢£¤ straight[¥a¦§E¨©ª�`« Ra�e¬�®�

;¯E°à» ±Ý²³´µ¶`ç·ÌÏ

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strait-and-narrow.html ¸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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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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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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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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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說的是你們內在(次元)平面中較大的分類, 那是正確的. 

 

17.37 發問者: 嗯, 誰居住在星光層面, 誰居住在提婆界層面? 

RA: 我是Ra, 實體們依照其振動的本質居住於不同層面. 星光層面的範圍廣泛, 從

最低等的思想型態 到 已開悟的存有, 他們在較高的星光層面致力於教導/學習. 

 

你們所稱的提婆界層面, 那些實體的振動甚至更加接近 愛/光的原初變貌. 

在這些層面之外 還有其他的層面. 

 

17.38 發問者: 嗯, 每個... 這是困難的. 我們的物質層面: 在我們所稱的物質層面中,

是否有七個7層面?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這是難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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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6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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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形的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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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智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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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將知識向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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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 發問者: 當我們從第三密度的肉身開始移動 穿越這些層面時, 是否必須一次

穿透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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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較低或較為基礎的層面之前 就熱切地嘗試穿透較高的

層面, 這種做法造成能量不平衡. 

 

你將發現不健康, ��-wlId��ÿ., 經常是細微的能量不匹配之結果, 其中一

些較高能量層級被有意識地開啟, 但該實體卻尚未穿透 較低能量中心或這個密度

之7密度. 

 

17.40 發問者: 是否有冥想的最佳方式? 

RA: 我是 Ra, 沒有. 

 

17.41 發問者: 此時, 該週期的末尾, 容我們說, 在這個星球上, 轉世投胎是如何分

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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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有些實體希望獲得必須之關鍵經驗 以成為可收割的, 這些實體會獲

得優先權 跟那些[ºS»Ý_¼¯_üE½¾]需要重新經驗這個密度的實體相比而

言.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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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們所稱的振動之老資格(seniority by vibration). 

 

17.43 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振動之老資格?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集會的最後問題. 

容我們說, 振動之老資格是種優惠待遇, 依循一的法則之道 鼓勵可收割的個體們, 

每一個實體覺知收割的時間, 並且在自我-層次上需要使心/身/靈致力於學習/教

導這些課程, 於是給予優先權好讓一個實體有最佳可能的機會, ¤+-�, 成功完

成這樣的嘗試. 

 

此時,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問題?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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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湧入發生在第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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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ï¿�ï6

456�ÿ.]. 

 

我們是否可以回答任何其他簡短的問題? 

 

17.45 發問者: 只是—  我們要將較厚重的衣物放在腳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現在要離開這個器皿,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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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4 日 

 

18.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18.1 發問者: 我昨晚在想 如果我現在處於 Ra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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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要在你們侷限的語言

系統的氛圍之中表達對太一造物的無限神秘[@�WX�6��5�Ê�] 的感覺. 

 

--B5009-- 

18.2 發問者︰你能否告訴我是哪種化學物質的攝取導致了不良通訊? 

RA︰我是 Ra。這個問題不清楚。你能再重新敘述嗎？  

 

18.3 發問者︰你剛才提到你和該器皿之間有些問題，是因為器皿攝取某些化學物

質。你能否告訴我是什麼物質？ 

RA︰我是Ra。我們講到的這個物質被稱為[yz�x456]LSD。若它被使用的時

機和該通訊同時間，並不會導致不良通訊。這個特殊物質的困難，容我們說，是

很戲劇化的退場效果。在每一個案例中，這個器皿開始集會時 擁有這個物質產

生的極度生命能[變貌]。然而，這個實體在集會中的某一時點，這個物質不再有

足夠的力量放大該實體表現生命能的能力。 

因此，第一個現象就是，容我們說，時好時壞的傳輸，接著，當器皿再次倚賴

它自身生命能的振動複合體，這個案例裡的生命能量變得非常低，就必須突然

中斷通訊去保護和滋養器皿。從以上原因來看， 這個特殊的化學物質在傳輸中

既有益又無益。  

 

18.4 發問者︰有哪些食品是有益的或有害的 是器皿可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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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我是 Ra。器皿的身體複合體變貌趨向欠佳的健康，更正這個變貌取向的最

好方式是攝取穀物和蔬菜[��Sÿ]。 

無論如何，跟其他幫助相較, 這是極度不重要的，如(ÀÛ�)心態，在這方面器皿

有豐富的協助。無論如何，用上述的方式攝取糧食，偶爾吃點[�-ÿp�]肉類，

可以幫助器皿的生命能量減少趨向不健康的扭曲; 器皿需要肉類減少趨向低生命

能的扭曲。 

--B5009--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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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vana)ª開悟.  個體自我與世俗活動在協助一個實體更多地成長進入一

的法則(�+�)中的適當角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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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接受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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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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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體中的平衡發生困難. 因此 克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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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當的描述將是: 從一種變貌移動到另一種可以和一的法則更

調和的變貌. 

 

容我們說, 單純地忽略或克服任何慾望是在走捷徑. 反而必須讓它被理解、 接受, 

這過程需要耐心與經驗, 需要細心地分析, 以及對自我�其他自我的悲憫心.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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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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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及其環境, 包括你們所

稱的天然�人造的環境. 

因此 要避免的變貌是那些沒有考慮愛/光能量焦點的變貌, ª容我們說, 即這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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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星球或密度的理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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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與覺察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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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社會複合體的區域或競技場, 它是一個競技場, 在其中對於關心並沒有特別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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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協助該社會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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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一組無限微細且相異的變

貌, 你們可以去察覺; 也就是說, 關於自己與其他自我的變貌, 重點與自由意志無關; 

而關乎和諧關係, 以及服務他人, 使其他自我獲得最大益處.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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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連續體的不同時間/空間點變得對自我

有意識, 容我們說, 可以取中位數, 大約在�-�第十五個月左右. 有些實體在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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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發問者: 那麼 一個四歲的實體要為任何違反ª與一的法則不和諧之行為負完

全責任,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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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

相調和.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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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B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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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 發問者︰我懂了, 實體克勞里(Aleister Crowley)曾寫道: “承行汝旨意即為全

部的律法”。他明顯地理解一的法則到某種程度。這個實體目前在哪裡？  

RA︰我是 Ra。這個實體位於內在層面, 正在經歷一個治療過程。 

 

18.11發問者: 那麼，這個實體儘管智力上理解一的法則，卻誤用了它，而必須

要經歷這個治療過程？  

RA︰我是 Ra。這個實體受到事物的真實本質的過度刺激[¤+-Â�yz�x45

6]。這個過度刺激導致一些行為超越該實體顯意識的控制。 

因此，這個實體多次嘗試走完平衡的過程, 也就是我們曾描述的各個能量中

心，始於紅色光芒向上移動(的過程), (他)變得有些過度被銘印或陷入這個過

程，而變得與其他自我疏離。這個實體是正向的。無論如何，他的旅程是困難

的。由於沒有能力去使用、綜合、協調自我渴望的理解, 以致於它不能在完整

的憐憫心之中與其他自我分享。於是 這個實體變得非常不健康[��Sÿ] 在靈

性複合體方面; 對於那些具有內在疼痛[�£d��Á]的實體, 需要在內在次元平

面中被滋養, 直到這樣的實體能夠觀看這些經驗, 而沒有朝向痛苦的扭曲. 

--B5009-- 

 

18.12 發問者: 你昨天陳述 寬恕是業力的消除器, 我假設平衡的寬恕足以完整的消

除業力, 不只需要寬恕其他自我, 也要寬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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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恕其他自我就是寬恕自我, 要理解這一點得在自我�其他自我的顯意識層次上

堅持完全的寬恕, 因為他們為一; 因此完整的寬恕若不包括自我是不可能的.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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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 所有邦聯服務無限造物者的方式是否基本上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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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無其他東西可服務, 因為造物者是一切萬有, 

不可能不服務造物者, 只是有不同的服務變貌. 

如同現在與你們人群工作的邦聯, 每一個邦聯都是由一群專門化的個別社會記憶

複合體所組成, 每一個成員做它要表達帶入顯化狀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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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亞威如何與地球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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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一系列的對話.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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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Ã)過程. 因此, 實體

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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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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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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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亞威介入前後 性的編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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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亞威造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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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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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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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發問者: 亞威於何時開始執行這些基因改變? 

RA: 我是 Ra, 亞威群體在七五、七萬五千年前和那些火星的實體工作 進行你所

稱的複製過程, (¢/)有些不同, 但這些差異存在於你們時間/空間連續體之未來, 

我們不能打破自由意志, 即混淆法則. 

 

大約二六 O O 年是第二次— 我們更正自己: 大約在三六 O O 年前, 也是獵戶集團

嘗試在此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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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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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發問者: 為什麼他們要更大、更強壯的有機體? 

RA: 亞威群體嘗試藉由創造 足以領會一的法則之心/身複合體, (��)創造對於 

一的法則之理解. 這個實驗從原本期望的變貌而言, 算是明確的失敗. 事實上 (
Ä

���)它們非但沒有消化一的法則, 反而產生很大的誘惑將(ÅÆ)所謂的社會複

合體或小團體視為精英, ª不同, 比其他自我更好, 這是服務自我的手法之一. 

 

18.22 發問者: 那麼 獵戶集團... 我不大確定我理解這點. 你的意思是獵戶集團生產

了更大的肉體複合體以創造精英階層, 使得一的法則被應用到我們稱為的負面意

向?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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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戰鬥. 

然而, 獵戶集團能夠利用這樣的心/身複合體之變貌來灌注精英的思想, 而非專注

於學習/教導太一性. 

 

18.23 發問者: 嗯, 那麼亞威屬於§»邦聯? 

RA: 我是 Ra, 亞威屬於邦聯, 但它在嘗試援助的過程有些失誤. 

 

18.24 發問者: 那麼亞威的通訊並未幫助ª創造亞威當初希望他們去創造的東西,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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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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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集團的實體第一次能夠嚴重侵入地球複合體的意識. 

 

18.25 發問者: 你可否確切地告訴我 是什麼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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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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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允許獵戶集團形成所謂聖戰[��Sÿ]的概念. 這是個被嚴重扭曲的認知, 有許

多這類毀滅性的戰爭. 

 

18.26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相信對於理解一的法則之全面運作, 這是非常重要

的一點; 這是有幫助的. 你很可能知道了, 接下來 3 天 我必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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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平衡中滋養該器皿, 將允許另一場集會, 你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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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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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好食材,  

二.操作肉體複合體 以減輕朝向[¹6456Ê]痛苦之變貌,  

三.鼓勵特定額度的[�-ÿp]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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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象徵物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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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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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8 日 

 

19.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19.1 發問者: 關於這本書的範圍, 我思考過一陣子. 在這個通訊中, 我們關切心、

身、靈的進化. 我想透過提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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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假定該空間/時間連續體(角度)的理解— 關於那賦予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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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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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造物到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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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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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有是否為我們稱為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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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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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變得個體化. 

第三種是礦物, 偶爾, 一個特定的位置/地方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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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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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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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逐漸在其存在性的每個部分、細

胞、或原子[如你所稱]之內覺察到智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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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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原子ª意識的向上

螺旋. 

那麼 你可以看到有股不可避免的拉力朝向[�=ÿÊp]自我最終的實現.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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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以你們星球為例, 這是正確的. 

 

19.5 發問者: 在這個星球上, 當首批第二密度實體成為第三(密度); 他們借助於來

自火星的存有之轉移, 或者沒有外在的影響，有第二密度的實體進化到第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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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邦聯現在送給你們

的援助一般, 加入第三密度. 不同的是, 其通訊純粹是心電感應, 而非 感應/口頭ª

感應/書寫, 這是由於第二密度存有的特性之故.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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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無限造物者之眾星球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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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z,  

"理解". 但它目前最接近我們的意思. 

 

19.7 發問者: 那麼, §»邦聯也協助第二密度到第三密度的過渡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修正這個詢問的正確性.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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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由許多其他密度的

實體組成, 在你們的密度中, 在你們的星球內部, 以及內在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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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物者, 便可以加入邦聯.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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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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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為, ��Sÿ� ”人類”, 第三密度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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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 [��Sÿ�]體毛減少, 肉體需要衣服保護. 脖子、上下顎、前額結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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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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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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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這個新型的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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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需要是自我-覺察ª自我-意識. 為了能夠

如此, 身體的化學複合體必須能夠抽象思考. 因此, 根本的需求是綜合理性�直覺

思考. 這點在第二密度形體中是很短暫的, (該形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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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這般地處理資訊, 而能夠抽象地思考, 會去想被稱為"無

用" [}D$�P¡�"] 的東西, 這是主要的必備條件. 

 

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分: 較弱的肉體載具以鼓勵心智的使用, 發展已經存在的

社會複合體之覺察. 這些也是必須的: 進一步發展肉體中雙手[��wlïM�¹64

56�ÿ.]的具體靈巧度.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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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 協同自由意志之

原初變貌, 每一個星系發展出它自己的理則. 這個理則有完整的自由意志決定智

能能量的途徑, 考量ÇÊ星球與恆星的條件, 以促進每一個密度的課程.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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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催化劑全時間作用在第三密度的實體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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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歷經艱難及貧困方能自給自足. 獨自學習是困難的, 因為有個內建的障礙,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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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第三密度的偉大的美德 亦是偉大的障礙; 那是理性/直覺的心智. 

 

因此, 肉體載具[���ÿ.]的弱化, 是被設計來扭轉實體們、使其傾向彼此交流. 如

此, 通往 知曉愛的課程得以開始. 

 

人們彼此分享的催化劑在每個自我的發展過程中是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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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實體藉由反射來彼此幫助. 這也是弱

化肉體載具 [��w¹6456�ÿ.] 的主要原因.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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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向服務其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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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朝向與全體的聯合. 我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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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服務他人可能性之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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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到達第四密度或第五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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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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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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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或起初的第三密度實體, 容我們說, 有著天真的傾向或變貌 將家族、社會, 或

許連國家都視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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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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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斷裂點才變得明顯. 這即是你剛才所說的道路之開端.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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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個實體有意識地選擇— 很可能並非有意識地選擇. 一個實體在起初的分隔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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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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總是不精確的. 然而, 我們理解

你追求一個概論, 所以我們消除異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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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已撿選的途徑上走很

遠了. 

 

19.17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什麼偏見創造出他們的動量, 朝向已撿選的服務自

我途徑?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以暗喻方式來說. 

有些實體愛那光明, 有些愛那黑暗. 這件事的重點是: 有獨特的、無限各式各樣的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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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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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一個實體極化[��Sÿ]的越深, 這個實體就越容易改

變極性, 因為這個實體將有更多的力量與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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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沒有該重

複的知識ª該樣式的意義. 

 

19.19 發問者: 我相信我們在此得到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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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產生更大的

位能差 有更多能力做功 [�+-Èä���ÿ.]. 

在我看來 意識(�ef)具有相同的類比關係,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精準地正確. 

 

19.20 發問者: 好的, 那麼似乎在我們感知的物理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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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幾乎是相同的 只是有稍微不同的

動作,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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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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以許多扭曲的î未整合的方式被體現. 

 

容我們說, 與其說磁鐵具有一個極性, 不如說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有一個極性, 

在紫羅蘭光芒能量—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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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的思想、肉體複合體的變貌, 以及小宇宙[�

實體] 與大宇宙的眾多關係. 你們可以透過觀察[��ÿ.�]星星 了解大宇宙與小

宇宙的代表性關係. 每一個星星貢獻的能量光芒, 進入該實體的電磁網絡, 因著它

的個體變貌.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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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星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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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比擬為許多根源之一. 

 

19.22 發問者: 我最後只有兩個小問題, 器皿要我問是否有任何物質、食物等是她

不應該吃或喝的? 或者有任何事情她不應該做, 因為她不願意為任何原因而產生

欠佳的通訊.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從事的活動沒有一個會負面地影響其能力. 有一個活動可

以正面地影響其能力, 即性愛活動, 如你所稱. 器皿曾服用一些物質無助於它所選

擇的服務, 這個物質是你所稱的大麻. 這是由於化學物質作用期間, 該物質在心智

複合體內導致神經突觸連續性的缺乏, 這是短暫的化學作用. 這個器皿在執行這

項服務期間並未使用這個特定的物質. 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涵蓋化學藥劑如LSD的

用途, 由於生命力的加速或增強, 這個物質在某種程度是正面的, 無論如何, 並不

推薦這個器皿使用, 因為當這個物質的作用消退之後, 器皿必須付出一些生命能

的代價. 這點也適用於任何加速型的化學製品. 

 

19.23 發問者: 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還有... 想要請求另一場集會, 但我猜今天時間太晚了. +´¸�ÅG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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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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z456,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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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造物者

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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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9 日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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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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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將嘗試一直沿

著這些主線前進. 

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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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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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越來越真實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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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個體化影響力之下, 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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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è��>ÿ..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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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è��>ÿ., 也就是, 裝備了自我-意

識. 

 

20.5 發問者: 開始理解第三密度的實體, 他們的形體應該是人類, 跟我們一樣,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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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發問者: 說到肉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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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體毛以及結構上的改變. 

 

我覺察到杜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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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0.7 發問者: 只是一個附帶的問題: 杜威·拉森的物理學正確嗎? 

RA: 我是 Ra. 該聲音振動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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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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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你們考量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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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發問者: 這個實體, 杜威, 透過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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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發問者: 謝謝你, 昨天我們說到, 當一個實體不管是有意識的、或因為偏好而

選擇一條途徑, 服務他人ª服務自我, 產生了分隔. 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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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用一般的稱謂 "功". 

 

20.10 發問者: 那麼 如果我們想要有功, 服務自我ª服務他人的概念則是必備的, 

不管是意識內的功, 或是物理中、牛頓力學的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附帶說明, 這線圈, ��w�ÊÃ�äå, 是纏繞的, 其潛能

已經準備就緒, 那個欠缺的 尚未極化的東西是電荷.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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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發問者: 謝謝你, 7萬 5千年前 第三密度剛開始的時候, 第三密度實體開始投

胎, 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為何? 

RA: 我是 Ra, 在空間/時間連續體中、這個特別部分的開端, 平均壽命大約為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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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百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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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週期會保持一致. 然而, 你們這個特

別的星球 在第二主要週期前 發展出某些振動,  戲劇性地減少壽命. 

 

20.14 發問者: 假設一個主要週期是 2萬 5千年, 在第一個主要週期結束的時候, 壽

命是多少? 

RA: 我是 Ra, 在第一個主要週期結束時, 大約是你們的七百年. 

 

20.15 發問者: 那麼 在 2萬 5千年期間, 我們損失了 2百年的壽命,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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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不和諧的[��Å+Ê�]關係振

動. 在第一個週期 這情況還不嚴重, 而是因為人口分散, 和(t��)感覺複合體/變

貌逐漸朝向與°�其他自我的分離. 

 

20.17 發問者: 我假設在這些週期其中之一的開端, 可能已經有了正面極化或負面

極化; 這極化一般將發生在 2萬 5千年期間. 從火星來的實體們 原先已經有些負

面的極性, 他們湧入地球是否為負面極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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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地變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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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從地球上的第二密度畢業後 成為第三密度(實體); 還有一群實體是從火星

轉移過來, 投胎到這裡的第三密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0.19 發問者: 什麼— 繼續. 

RA: 你必須記得 那些轉移到這個星球的實體們已經處於第三密度的中期, 所以 

這個第三密度(對他們)是個適應 而非一個開始.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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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百分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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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ÿ.], 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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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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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實體選擇這個星球從事第三密度的工作.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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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無混雜的情況 是否開啟群體分離的可能性, 然後, 造成群

體之間好戰態度的可能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0.23 發問者: 那麼 這是否促成壽命減少? 

RA: 我是 Ra, 這的確使得壽命[���ÿ.]減少.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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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藉以提煉�£變貌及學習/教導的催化活

動課程, 其強度或許是任何其他密度的一百倍. 

因此這樣的學習/教導對於心/身/靈複合體是至為困惑的, ¤+-�, 會被體驗的海

洋所淹沒. 

在首先的, ¤+-�, 一百五十到二百年之間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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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 剩下的壽命則被用來最佳化從經驗本身產生的理解. 

 

20.25 發問者: 那麼 以目前來說 對於那些新進接觸第三密度課程的實體 我們的壽

命似乎太短了,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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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永久的童年[_`É-Ë]. 

 

20.26 發問者: 回到第一個 2萬 5千年週期, 或主要週期, §»邦聯給予這些實體何

種援助 好讓他們在這段期間有機會成長?  

RA: 我是 Ra, 一些邦聯成員居住在地球振動密度的內在平面 與這些實體一起工

作. 也有一個邦聯成員與那些火星的實體工作, 協助他們完成過渡. 

在大多數情況, (ÌÍ�)參與是有限的, 因為這是恰當的: 允許混淆機制之工作的完

整行程(travel)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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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外在[¤+-�]或其他自我在資訊上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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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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 發問者: 那麼 我要做個假設 在這個 2萬 5千年週期中, 這些實體達到最大的

效能, 不管是極化偏向服務自我ª偏向服務他人, 非此即彼, 那麼這將使得他們在

2萬 5千年週期盡頭得以被收割到第四負面ª正面密度, 他們必須移動到另一個

星球, 因為這個星球還會停留在第三密度 5萬多年,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讓我們解開你那複雜且部分正確的假設.  

起初的渴望是眾實體尋求並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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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第

三密度的星球會在那個週期結束時被淨空. 

 

然而, 情況通常較為偏向中位數或平均值, ¤+-�, 在太一無限宇宙的第三密度

發展中, 通常第一週期之後有小量的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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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完成了. 

 

20.28 發問者: 很好, 那麼在這 2萬 5千年週期的盡頭, 看顧的§»邦聯期望看到一

場收割, 某個百分比的實體可被收割為第四正面密度,  某個百分比的實體可被收

割為第四負面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在第一個主要週期的角色就像是個園

丁, 知道季節(�d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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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9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在該 2萬 5千年時期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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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想要追尋這條途

徑的實體的耳裡. 

 

20.30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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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你可以稱為 "心電感應";  

二, 排列特定的石頭 以暗示力量的強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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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 發問者: 你說的是復活節島上的石製巨頭像?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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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 發問者: 這些石製巨頭如何能影響人們選取服務自我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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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 假設有個雕像ª石頭排列只被力量充滿, 那些實體的

自由意志可能將這個特別的結構或排列歸因於這種力量, 那種凌駕於物質之上的

力量 無法被控制的力量. 如此便具有潛能引發進一步以力量凌駕其他自我的變

貌. 

 

20.33 發問者: 這些石製巨頭是如何被建造的? 

RA: 我是 Ra, 在掃描深層心智[®ÏMÐEÐÑ]之後, 注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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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 發問者: 嗯, 獵戶實體們親自做這些東西? 他們是否具體地降落, 或者他們在

心智平面製作, 或他們使用某些具肉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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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5 發問者: 建構這些巨頭的獵戶實體是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第四密度,  愛或理解的密度; 是該特殊實體的密度, 它提供這個可能

性給那些第一主要週期的實體們.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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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愛與理解, 不管是屬於自我ª朝向其他自我的自我, 皆

為一. 

 

20.37 發問者: 建構這些巨頭的時間距今大約多少年? 

RA: 我是 Ra, 這大約在你們過去的時間/空間連續體的六零、六萬年前.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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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土壤的陣式. 

 

20.39 發問者: 那斯卡(Nazca)線條也被包括在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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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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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 發問者: 我有點困惑,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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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感知在六萬年前的時間/空間, 大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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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2 發問者: 換句話說, 在當時 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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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蝕了大部分有些可畏的地表設計結構, 以及周圍鄉間的特質.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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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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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否能做任何事, 使這器皿更為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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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 發問者: 我打算在下一次的集會 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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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正走在對的

研究途徑上, 探究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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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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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10 日 

 

21.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21.1 發問者: 我有幾個問題 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忘記問, 所以我先問它們. 

 

第一個問題是: 如果該器皿閱讀我們已經獲得的資料, 是否會以任何方式影響這

本書未來的內容? 

RA: 我是 Ra, 未來, }�-�©�/��Ò¡�", 透過這器皿進行的通訊 與該器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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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以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變貌/理解, 在使用聲音振動複合體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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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複合體的顯意

識心智複合體移開, 如此我們得以不參考器皿的意向做溝通. 

 

21.2 發問者: 這只是個附帶的問題, 你使用器皿的詞彙 或你的詞彙跟我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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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複合體維持足夠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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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010-- 

21.3 發問者︰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這個月要來。他能不能閱讀未出版的治療

材料？  

RA︰我是 Ra。你提到的這個實體，在它的顯意識記憶裡有這個材料的知識, 以

有些變更的形式(儲存)。因此，允許這個實體獲得這個材料是無害的。無論如

何，我們要求這個心/身/靈複合體，亨利(Henry)*，在進入這個工作前，要透過

冥想、沈思、禱告來充分地準備。現下，如我們過去曾說過的，這個心/身/靈

複合體不屬於合適的振動變貌。  

(*�£?ÓÔ�ÕÖ×Ø�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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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發問者︰我已經決定拒絕他加入這些工作。我只決定讓他讀這個材料。還

有件事情是，我在現存的材料裡注意到一條確定的陳述，將讓他理解 [+{Ù�] 

Spectra的真正身分。我似乎有責任把這部分拿走不讓他得知，以保護其自由意

志，就像你為了保護自由意志而不定義 Spectra[�}ÚÛ�
ÜwÙ]的起源一

樣，我是否正確？ 

RA︰我是 Ra。這件事由你自行決定。  

21.5 發問者︰我剛才就想你會這樣說。  

--B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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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dek)實體們的轉移過程, 我想要檢查你之前給我們的時間, 因為我們早期在這

部分的時間數字有些扭曲, 這些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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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大約五零零千(500,000)

年以前, }�-�©�Ò¡�". 在那個時候, 這些實體被轉換進入一個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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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無法接

觸到他們. 

 

在該行星毀滅之後, 這是一個沒有實體能逃離的結界, 大約二零零千(200,000)年前, 

一位邦聯實體(�2)能夠開始鬆動這個糾結, 於是這些實體進入第二次轉換期, 進

入內在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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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行為的後果. 

在你們過往的四六零零零、(ª)四萬六千年前, 這是大約的數字, 這些實體選擇投

胎在這個星球圈之內. 

(ÍÎÏ ÉY§ÞEàßh àáåà âãSäå)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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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æ����/©� ?)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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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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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謂的內在平面, 歷經治療的過程, 並且逐漸領悟它們(+,�)的行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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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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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有部分不正確. 不正確部分如下所述: 那些在紅色星球體驗第三密

度的實體, 因為該體驗過早結束, 當他們被轉移到這裡的第三密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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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守護者或

[�=}ÿp]園丁所組成的[¨�ÅDQ�]光之隔離, 從此被強化.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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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 VXG�ÉGçè±!Ö¼½¾é°Eêë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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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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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對於第三密度實體, 遺忘是必須的, 

好讓混淆ª自由意志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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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保存全體-自我. 當該實體緩慢地覺察到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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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降生的次數開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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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視野的需求. 

 

在第三密度週期的第一部分, 投胎是自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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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ÿ�]能量中心開始被啟

動到更高的程度, 每一世的體驗有更多內容與愛的功課相關.  

因此, 如你所理解的中陰時間被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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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投胎停止自動發生. 

 

21.10 發問者: 當投胎停止自動發生 我假設該實體可以決定他需要投胎的時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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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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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發問者: 在此時 我們的週期接近尾聲, 有多少百分比的實體投胎時 是自己

做的選擇? 

RA: 我是 Ra, 大約的百分比是 54%.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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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時有各式各

樣的木頭與石頭的工具被用來獲取食物î用來侵略.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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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你稱之為肉體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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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 發問者: 那麼, 在第一個 2萬 5千年週期的盡頭, 我推測守護者發現沒有任何

收割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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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理解的可能性. 邦聯關切保存有助於學習的狀態, 大多數情況, 這圍繞著自由意

志的原初變貌. 

 

21.15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 §»邦聯園丁沒有做什麼事, 容我說, 直到它們的花園

裡的某些植物呼求 需要幫助,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1.16 發問者: 第一個呼求何時發生, 它是如何發生的? 

RA: 第一個呼求大約在四六千、你們的四萬六千年前. 這個呼求屬於那些馬爾戴

克的實體, 這些實體覺察到他們需要改正他們行為的後果 他們對於投胎的環境

感到有些困惑; 無意識的部分有覺知, 顯意識的部分則感到相當困惑, 這情況創造

出一個呼求, 邦聯送愛與光給這些實體. 

 

21.17 發問者: §»邦聯如何送愛與光給這些實體? 他們確切地做了什麼? 

RA: 我是Ra, 邦聯的實體們沒有做什麼, 除了從自己的星球送出愛與光, 如同純粹

的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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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 發問者: 一的法則之第一變貌是否需要(ìí)將同等的時間給予自我-服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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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群體? 

RA: 我是 Ra, 在這個案例中 有一段時間是不需要的, 因為實體們的導向之緣故. 

 

21.19 發問者: 他們的導向是什麼? 

RA: 這些實體的導向是 他們沒有發覺星際邦聯的幫助.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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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與那些請求協助的實體之導向有關. 

 

21.21 發問者: 我知道了. 那麼 我想要在此澄清一點, 獵戶集團的第一次接觸是什

麼時候, 多少年前? 

RA: 我是 Ra, 如我們先前所說, 獵戶集團大約在六零千(60,000)年前嘗試接觸, }�

-�©�¡$�". 

 

21.22 發問者: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第二個主要週期的首次嘗試, 我現在工作的範

圍是第二個 25,000 年, 獵戶集團在多少年前嘗試接觸? 

RA: 我是 Ra, 獵戶集團的下一次嘗試在比較肥沃的地域上進行,大約在三六零零

(3,600)年前, }�-�©�¡$�". 

 

21.23 發問者: 換句話說, 在 4萬 6千年前 獵戶集團並未嘗試接觸,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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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從�-�南美洲綿亙

到美洲大陸[��S��] , 繼續通過一座陸橋 [×îÅï$] ; 他們來到�-ÿp�

俄羅斯...   

 

[錄音帶結束] 

 

21.25 發問者: 只是快速地更新一下我的腦袋,多少年前 雷姆里亞遭受大災難? 

RA: 我是 Ra, 這大約在你們的五萬年前, 起點大約是五三、五萬三千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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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6 發問者: 你想說的是大師ª主要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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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適當的聲音振動複合體是主要週期. 

 

21.27 發問者: 謝謝你.第一個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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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週期的終結期有能量的匯流.這鼓勵原本無可避免的[�-§�]

地表移動之調整.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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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為我釐清這一點. 謝謝你. 

 

那麼 在第二個 2萬 5千年的主要週期,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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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天津

四(Deneb)的實體選擇[ODÊð´]投胎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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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綠色光芒能量複合體, 包括 

[�-ÿp�] 美洲大陸、非洲大陸、澳洲,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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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雷姆里亞或亞特蘭提斯, 有著強健的社

會組織複合體, 並且在亞特蘭提斯這個實例中, (擁有)非常偉大的科技理解. 

 

無論如何, 在你們星球的南美洲區域 [��S�], 發展出朝向愛的偉大振動變貌. 這

些實體在第二個主要週期盡頭便可以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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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器皿有些損耗. 

 

21.29 發問者: 我在進行第二個 2萬 5千年這部分有點困惑 我只想在此道歉. 

我只想問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想在今天稍後舉行第二次

集會. 

RA: 我是 Ra, 你可以觀察到在書本、蠟燭、馨香垂直度之間的排列有些微的錯置, 

這情況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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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第二次集會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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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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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10 日 

 

22.0 RA: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B5011-- 

22.1 發問者︰該器皿想問你幾個問題，我將先把它們講出來。該器皿想知道為什

麼她在不同的地方，在一天的不同時間都會聞到馨香?  

RA︰我是 Ra。這個器皿終身奉獻於服務。這把器皿帶到這個空間/時間裡的鏈

結— 顯意識和無意識的變貌均朝向服務; 進一步地 顯意識變貌藉由通訊朝向服

務. 每一次[��Sÿ] 我們執行這個工作，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振動變貌，和

器皿朝向服務的無意識變貌 就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於是，我們逐漸成為這個

器皿的振動複合體的一部分，它也成為我們的一部分，這過程發生在無意識的層

級，在這個層級 心智已經深入到意識的根基[4ý]，你可以稱為宇宙的(ñò)。 

這個器皿不能有意識地覺知該交織振動複合體的緩慢改變。 無論如何, 當這兩個

層級的奉獻繼續著，並且工作也繼續進行，會有信號從無意識以象徵的方式送

出。因為這個器皿的嗅覺極度敏銳，這個關聯無意識地發生，這個氣味的思想-

形態就被這個實體所見證。 

 

22.2 發問者︰其次，她想知道為什麼參與這些集會以來，隨著時間的進展，她

覺得越來越健康?  

RA︰我是 Ra。這是該實體的自由意志的一個機能。在開啟通訊之前，多年來，

這個實體以一組特定的聲音振動複合體禱告。在達到出神狀態之前，禱告停留

在該心智複合體的顯意識部分，儘管有益，但效果不如禱告[��wlIyz�x

456�ÿ.]的影響直接進入無意識層級，因此從靈性複合體更關鍵地影響著通

訊。   

再者，由於這個工作，這個實體開始接受特定的限制，即為了準備服務的舞台, 

而加諸在自身的限制，好比它現在執行的服務。這也是一個協助— 重新校準該

肉體複合體疼痛之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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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11-- 

 

22.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要問幾個問題 以澄清第二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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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個主要週期末期 平均壽命為何? 

RA: 我是 Ra, 在第二個主要週期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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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戰人群的壽命則

較短. 

 

22.4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在第二個主要週期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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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存在著著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並並並並並並並, 很並不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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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正確. 在第二個週期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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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許多

情況中 以物易物的概念讓位給金錢的概念, 另外, 擁有權的概念勝過非-擁有權的

概念, 在個人ª群體的基礎上取得優勢. 

 

於是 每一個實體被給予更多微妙的方式來展現服務他人ª服務自我伴隨著操控

他人的變貌. 當每一個課程被理解; 那些課程是關於分享、給予、在自由的感激中

領受；每一個課程實際上都可以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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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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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社會複合體. 

 

因此壽命的縮短是由於必須移除一個實體離開這經驗的強度; 該強度源於該實體 

已拒絕智慧與愛, 它們被反射, 重新進入造物主的意識中; 而沒有被接納為自我的

一部分; 這造成該實體需要治療, 以及許多關於此生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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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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延長許多的人生是很有幫助的 好繼續這密集的工作, 直到經歷這催化過程之後, 

獲致結論為止. 

 

22.7 發問者: 你提到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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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攀升到九百歲, 對這個密度而言是適當

的. 

 

22.8 發問者: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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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記住這點是好的: 在該空間/時間中的那個鏈結, 巨大的

孤立(�¡)是可能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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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生於

肉身中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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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目大約是三四五 O O O, (ª)三十四萬五千個實體. 

 

22.10 發問者: (在該週期的盡頭,*) 在全體人口中, 大約有多少人可以被收割? 

RA: 我是 Ra, 大約有一百五十個實體可以收割. 

(*Õ£?CD��ólI7r)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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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實體被邦聯造訪, 變得渴望留下來, 為了協助地球的意識, 這是

正確的. 

 

22.12 發問者: §»邦聯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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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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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複合體的苦境給那些有興趣的實體看, 接著它便離開.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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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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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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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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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們說, 最高子音階開始 重複這個密度.  

這群體裡的許多實體具有充滿愛的本質, (�-)不是流浪者, 而是屬於第二週期特

別的來源.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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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l·�6�ÿ.. 

 

22.15 發問者: 這幾個實體是否有誰是我們歷史有記載的人物? 我們可以在歷史中

找到的 具備肉身的存有? 

RA: 我是 Ra, 聲音振動體, 聖·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屬於這特質; 聖·泰瑞莎 

(Saint Teresa), 屬於這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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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氛圍是合宜的 有助於

進一步的學習. 

 

22.16 發問者: 當該週期在 2萬 5千年前終止, §»邦聯對於缺乏收割量有何反應? 

RA: 我是 Ra, 我們感到關切.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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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星議會唯一行動是允許其他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進入這個

第三密度, 不是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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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一個呼求. 

 

22.18 發問者: 當一個呼求發生, §»邦聯是否採取下一個行動?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2.19 發問者: 哪一位或哪一個群體產生這個呼求? §»邦聯採取什麼行動? 

RA: 這呼求來自亞特蘭提斯人. 這個呼求是為了獲得[�ÿp�]理解, 伴隨著幫助

其他自我的變貌. 採取的行動正是你此刻參與的: 透過[��Sÿ�]管道來銘印資

訊. 

 

22.20 發問者: 那麼, 第一次的呼求是在亞特蘭提斯科技興盛之前發生? 

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22.21 發問者: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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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愛的法則[�����d�], 但他們是否也得到科技資訊 

促使他們成長為高度科技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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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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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 邦聯的其他實體顯現在那些, 已達成某種哲學理解[¤+-�ÂlILô]層

次, 與通訊調和的亞特蘭提斯人面前, 促進並激勵對於合一之奧秘的研讀. 

 

無論如何, 請求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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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ÿ�]神殿的建造, 它與訓練有關. 

 

22.22 發問者: 這個訓練是否與埃及人接受的入門訓練屬於同一種類? 

RA: 我是 Ra, 這個訓練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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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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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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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的歷史事件之長廊中[õ2�-

���/©���6] 沒有任何重要性. 

 

22.25 發問者: 是否需要有一個統合的社會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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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人的呼求, 其平方(ö5)克服那些不願意追尋或學

習的人們之阻力. 第二個需求, 邦聯成員相對的天真, 認為資訊的直接轉移對於亞

特蘭提斯人有幫助, 如同這方式以往對該邦聯實體有幫助. 

 

22.26 發問者: 那麼 我知道了. 你所說的是 這些天真的§»邦聯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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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提醒你, 我們是邦聯中天真的一員, 並且持續嘗試

彌補我們覺得要負責的損失. 那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榮譽, 繼續與你們人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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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7 發問者: 我明白了. 那麼 我將陳述我現在對於亞特蘭提斯的全貌, 你告訴我

是否正確.  

亞特蘭提斯有足夠多的實體開始朝一的法則方向走, 並活出一的法則 使他們的

呼求被§»邦聯聽到. 這個呼求被聽到 因為使用平方法則, 推翻沒有呼求之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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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提斯人的反對. 於是§»邦聯使用一些通訊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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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被亞特蘭提斯某些實體誤

用.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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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所謂

的法則都是一的法則之變貌, 有些是原初的, 並且對於要被理解的進展至為重要. 

無論如何, 每一條所謂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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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不具有多重性.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問題, 請現在發問. 

 

22.28 發問者: 什麼是— 我唯一想到的問題是— 你能否告訴我亞特蘭提斯人口的

平均壽命? 

RA: 我是 Ra, 平均壽命, 如我們曾說的, 容易引起誤解. 亞特蘭提斯人, 在早期的文

化經驗中, 習慣的壽命從七十歲到一百四十歲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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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壽命快速地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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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9 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我們可以為她做任何事? 

RA: 我是 Ra, 器皿狀況良好. 但這個工作圈的某個或其中一個實體在一段時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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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

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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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11 日 

 

23.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23.1 發問者: 你昨天提到§»邦聯的第一次接觸發生在我們的第三個主要週期, 你

陳述你出現在埃及上空的時間 大約與初次協助亞特蘭提斯的時間相同. 你可否

告訴我 為什麼你前往埃及, 以及當你首次到達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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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yz45

6, “荷魯斯”(Horus). 這個聲音振動複合體已經採取其他的聲音振動複合體, 崇拜

的對象是被描繪在某種變貌中的太陽圓盤(disc). 

我們受到吸引, 花了一些�-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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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在那個時候 該社會複合體在其所謂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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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時, 

��S��, 約你們的一萬八千年以前 我們離開並未採取行動. 

 

23.2 發問者: 你昨天陳述你們在那個時候出現在埃及上空, 當時 埃及實體們是否

能夠看到你們在他們的天空中?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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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Êp水晶動力的鐘型載具. 

 

這並沒有影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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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發問者: 你們讓他們看見, 而非隱形, 這其中有原因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3.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你們讓他們看見的原因? 

RA: 我是 Ra, 我們允許可見度, 因為它並不會造成任何不同. 

 

23.6 發問者: 我知道了, 所以, 在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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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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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中

心是一個決定, 我們做這個決定是因為有足夠的呼求, (÷+-)嘗試行走在你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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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中, 如同兄弟一般. 

 

我們將這個計畫攤開在土星議會之前, 提供我們自身為服務導向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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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並且花有

限的一段時間 做為一的法則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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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我們發現 以我們本質所說的每一個字, 就產生三十種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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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們知道的亞特蘭提斯[�ä���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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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針對兩個地理文化變貌的差異進行調

整, 如你所稱, 我們再次前往(Ô§)議會, 提案給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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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哲學. 再

次地, 議會通過了.  

 

大約在你們的一萬一千年前, 我們藉由思想-形態進入你們的— +-ø�lI;<, 

我們有時遭遇困難, 由於(;<)生命力低落的緣故. 

大約在八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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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於六千年前形成, 執行的方式為思想大金字塔的建築或架構; 

在此之後, 容我們說, 我們以較為地方性或地球上的材料[¡¢ùâûÖüb]來建造

其他的金字塔結構, 這過程持續大約為你們的一千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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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肯那頓" 

(Akhena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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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為了行使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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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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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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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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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治療, 如果要生效, 必須是一個沒有顯著扭曲的漏

斗 好讓內流得以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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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案例、每個實體中, 阻礙都有些不同. 

 

無論如何, 首先需要啟動靈性通道ª飛梭的感官, 如此 不管阻礙是從靈性到心智 

或從心智到肉體 或僅只是一個隨機且純粹的肉體外傷, 治療都得以實行. 

 

23.8 發問者: 當你們開始使用思想建造位於吉沙(Gi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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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並未在你們的平面上與具肉身的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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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原因跟這個事件

有關.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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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作為一個整體的成就, 關於金字塔的相對成功程度, 你

可以告訴我什麼? 我理解它是— 金字塔對於該目標而言, 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因

為它們沒有在意識中產生你們原本希望的提升, 但它必定帶來了某種成功, 你可

以告訴我嗎?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記住 我們是憂傷的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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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 我們就是你

所稱的成功; 當其他人變得更為憂傷與困惑, 我們就是失敗. 這些都是你們的用語, 

我們堅持地尋求去服務. 

 

 

--B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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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發問者︰你八成不會回答這個問題，但我還是想問，由於這問題出現的時

機正好與我們討論的領域有關。我覺得有點責任來問這個問題，因為亨利·普哈

里契在這個月稍晚時候要來看我。這個實體是不是與你剛講到的任何一個時期有

牽連?  

RA︰我是 Ra。你的假設相當正確，關於實體亨利我們不能講什麼。如果你考

慮這個實體有關”證明”的變貌，你會理解/領會我們的困境。  

 

23.12 發問者︰我在問這問題之前已經假設會得到這樣的答案。我只是為他而

問，因為他想讓我問一下。

--B5012-- 

你可否告訴我 阿肯那頓肉身死亡後 他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隨後經歷一系列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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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

而舒緩這種現象. 於是這個實體決心進入一系列的轉世, 讓它沒有朝向權力的變

貌. 

 

23.13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阿肯那頓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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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許多[�-Sÿ

的]屬於身體複合體性質的疾病.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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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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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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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關於理解一的法則, 是否會創造出我們稱為的疾病狀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且敏銳的. 你, 做為發問者, 現在開始穿透外層的教導. 

 

在這個特別社會的(疾病)根本原因不在於敵對的行為 雖然, 容我們說, 有這樣的

傾向. 毋寧是金錢系統的形成 以及一個非常活躍的貿易(ýÿ), 接著發展出那些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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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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發問者: 感謝你. 現在, 如果我是對的, 我理解南美洲接觸也在那個時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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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

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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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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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金字塔跟我們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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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僅是給入門者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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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所有打破隔離的案例, 那個曾幫助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實體-的實體

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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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請求被准許了, 這個實體ª社會記憶複合體返回, 一個實體被撿選為

使者來到該人群中 再一次地更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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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於到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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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3.17 發問者: 我唯一的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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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一點可能在今天稍晚舉行另一場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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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整個白晝

對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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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12-- 

23.18 發問者︰謝謝你。 

RA︰還有任何其他簡短的問題嗎？   

 

23.19 發問者︰這是個笨問題，但... 有部電影叫”世紀爭霸戰”(Battle Beyond the 

Stars)，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 我猜你知道。似乎你告訴我們的這些資料可以在

該電影腳本中找到。這是否正確？ 你是否知道任何關於它的事？ 

RA︰我是 Ra。你們實體的這個特別創作有些一的法則的變貌，以及你們物理

層面上發生的情節。這是正確的。 

--B5012-- 

 

我是 Ra, 我現在離開這個器皿,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每一位,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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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15 日 

 

24.0 RA: 我是 Ra, 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24.1 發問者: 我們有一點擔心該器皿的肉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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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落, 這次集會時間將會適切地縮短.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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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可能?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詢問, 具體指定間隔. 

 

24.3 發問者: 她要求你至少在每次通訊(問答)之後令器皿咳嗽. 這是否可能?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咳嗽聲]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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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的資料 我預期不會太深入一的法則

領域. 我希望在更進階的集會中進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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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次集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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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接觸 然後§»邦聯離開. 我了解邦聯好一段時間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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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為一零八二一(10,821)年前, }�-�©�Ò¡�". 

 

由於這些社會性行動(¦�), 許多、許多人必須遷移;  行動的範圍包括亞特蘭提斯

以及北非沙漠— 第一次衝突之後, 某些亞特蘭提斯人前往的地方. 由於[�-ÿp

�]原子彈以及其他水晶武器, 地球外貌繼續改變, 直到九六零零(9, 600)年前, 最後

一個大陸塊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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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南美的實驗, 其結果雖然沒有造成大規模的毀滅, 卻也遠離§»邦聯的初

衷. 很明顯的, 不只是對我們而言, 也包括議會和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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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請? 

RA: [咳嗽聲] 

 

24.6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我假設§»邦聯離開地球有一段時間. 什麼狀況創造出

邦聯下一次的接觸?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時間尺度, 大約在�-�三六零零(3600)年前, �-ÿp�獵

戶集團湧入一些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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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至今的銘印, 即他們是特別且

不同的. 

 

邦聯的一個實體, 在許許多多個千年前, 你可以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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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Mu)大陸沉沒後, 也在

許多、許多其他地方散布. 獵戶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找到肥沃的土壤來種植負面性

的種子, 一如往常, 這些種子是那些精英、與眾不同的, 那些操控或奴役他人的實

體. 

亞威覺得對這些實體要負很大的責任, 然而 獵戶集團將亞威這個名字銘刻在人群

中, 讓人們以為亞威要對這個精英主義負責任. 那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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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亞威現在沒有名字, 但意思為 “他來了,” 開始傳送正面導向的

哲學. 這大約是在你們的三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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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geddon) . 

 

24.7 發問者:你可否再製造一次咳嗽,請? 

RA: [咳嗽聲] 

 

24.8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有個問題, 獵戶集團如何在 3,600 年前溜進來? 他們如何穿

過隔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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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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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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的巡查沒有如此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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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的存有只依照他們的呼求工作, (雖然)這方面的呼求實際上沒有這

麼大.  

 

因此 由於授權之道或平方之道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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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ÿ] 的人們必須被滿足, 

於是那些獵戶存有藉由窗戶效應移動進來.  

[咳嗽聲] 

 

24.9 發問者: 那麼 亞威嘗試更正他看見的[+S~�]錯誤[+����Å©Æ�>ÿ.

@], 在 3 千 3百年前開始正面的哲學, 當時 獵戶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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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由不再被稱為亞威的實體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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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的法則, 於是這個實體 “Yod Heh Shin Vau Heh” 以符符符符存符一符符, 

來來來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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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神秘或崇高. 你或許熟悉這些演出的一部份. 

 

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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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 我是 Ra, 這是你可能發現的資訊.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簡短地指出 有

個所謂的輪中之輪, 以及有著不眠雙眼的基路伯(cherubim).   

 

24.11 發問者: 很好, 在 3,600 年前, 獵戶集團是否採用類似的方法帶來銘印? 

RA: 我是 Ra, 在那個時候 該集團或帝國在天空中有密使. 

 

24.12 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那個密使? 

RA: 該密使具有烈火般的特質 白天隱藏在雲中, 如此可以抹除那些看到該載具的

人的疑問, 並且使它與 這些人心中對[�-ÿp�]造物者的概念 一致.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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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藉由烈火現象和其他透過使用思想-形態產生之

奇蹟般事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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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發問者: 那麼 是否有任何+-î1Ø�先知從這個時代或稍後時期冒出來? 

RA: 我是 Ra, 那些帝國的實體無法成功地維持他們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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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只想服務同胞和造物者. 

 

24.15 發問者: 令該器皿咳嗽之後... 

RA: [咳嗽聲] 

 

24.16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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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7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獵戶集團在經過[`òEO�]六百年期間之後 

必須離開? 為什麼他們必須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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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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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意的親切性. 

 

他們週遭的世界(creation)有些好戰 有些傾向奴役他人, 但他們自身具有基因的優

越性/弱點 成為獵戶集團的目標, 成為你們所稱的喪家之犬; 從而流露他們對鄰

居、家庭, 以及對太一造物者的感激之情; 開始治療精英主義的感覺— 它導向 [Q

Rµ�M]權力扭曲, 進而促成好戰性.  

 

現在可以問任何簡短詢問. 

 

--B5013-- 

24.18 發問者︰我對一件事有點困惑，當我正讀到… 

RA︰[咳嗽聲] 

 

24.19 發問者︰…這不是很重要，但我很想知道在 1950 年代，德懷特·艾森豪是

否曾經跟§»邦聯或獵戶集團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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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我是 Ra。你說的這個人和一些思想-形態[�� ¡MÅs��6�®�]會

面。這是一個測試。我們，邦聯，希望看看 當這個極端正向並且簡樸和善的人，

沒有趨向權力的顯著扭曲，恰巧收到和平訊息會發生什麼事, 以及附帶的可能

性。我們發現這個實體並不認為他所照顧的實體們能夠處理其他存有和其他哲

學的概念。於是達成一個協議，允許他繼續走他的路，我們也走自己的路。一

個十分安靜的戰役[�+-°Ï�lmÿ.]持續進行, 也就是逐漸地以我們的出現

警醒你們。各種事件已經追過這個計畫。  

 

[咳嗽聲] 在我們結束前還有什麼簡短詢問嗎？ 

 

24.20 發問者︰還有個與這相關的問題: 是否有個太空船墜毀，是否有些小軀體

現正保存在我們的軍事設施中？  

RA︰我是 Ra。我們不希望侵犯你們的未來。若給你這個訊息，可能超出了你

在目前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做出適當處理的極限，因你們軍方和情報思想的配

置目前相當混亂。所以，我們將保留這個資訊。 

 

24.21 發問者︰OK。抱歉, 用這些問題來煩你。 

RA︰[咳嗽聲] 

 

24.22 發問者: ...但它們就是煩擾我, 我們將在下一場集會討論一的法則, 將它置於

本書範疇的最上方, 並嘗試更深入探討該哲學, 同時我們建構一個參考架構進入

該哲學, 非常謝謝你. 

RA︰我...  

 

24.23發問者: 喔, 拜託, 我快要講完了.  

--B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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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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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上身的附屬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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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與光中

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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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16 日 

 

25.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B5014-- 

25.1 發問者︰...首先問 什麼原因或複合原因導致器皿的胸部發冷 [}@�H�ÿ

.]?  

RA︰我是 Ra。這個朝向疾病的變貌產生，是由於器皿的自由意志接受了你們

稱為 LSD的化學物質。這事件經過那些不想讓器皿存活的實體們仔細地策劃。

這個物質可以輕易地移去攝取者大量的生命能儲存。獵戶實體安排這個機會，

首先希望這個器皿會變得減少朝向[�-Sÿ�]正面的極化。由於這個器皿有意

識的努力, 使用該物質做為服務他人與感恩的編程工具，該器皿免受這方面的

扭曲，沒有產生讓獵戶集團滿意的結果。  

其次的希望放在特定能量傳送可能被誤用上, 在你們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複合體

變貌上，該能量傳送是最強有力的方式。 

我們過去還沒有說過不同類型的(性)能量阻塞和轉移，正向和負向，這發生在

你們兩性生殖複合體參與行動時，然而， 這個實體，是非常強壯的實體，在普

世綠色-光芒 愛的能量上的扭曲非常小。因而這個特殊的計畫也不太有效，由

於這個實體繼續給予自我的一切，以敞開或綠色-光芒的方式進行，而非試圖欺

騙*或操控其他自我。  

(*�£: �	 TobeycÏ�³� Ra��� receive, �6/ÿFp dec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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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這個化學物質影響下，這個實體並沒有走調也沒有停止分享普世大

愛，唯一殘留的可用扭曲只是盡可能地耗盡這個實體的能量。 

這個實體有個朝向忙碌的強力變貌，它嘗試去克服已經有好一段時間,  它了解

對於這個工作而言，這並不是適當的態度。在這方面，攝取這個物質確實, 容

我們說, 造成存活力減少的扭曲, 這是由於忙碌與缺乏去休息的期望，這個器皿

停留在警醒的時刻遠超過適宜的時間; 因此損失了不少的生命能，造成這個器

皿異常地容易遭受感染, 好比它現在經驗的. 

 

25.2 發問者︰該器皿問的第二個問題是︰我怎樣才能讓自己最佳地恢復活

力，不只現在, 也包括未來? 

RA︰我是 Ra。這個器皿覺察到了它的體質的基本需要: 冥想、接受�£限制、

和他人交往的歡喜體驗、歌唱時感受美好、以及在運動的時候 盡可能大量接觸

第二密度的生命力, 特別是樹林；這個實體也需要認識到要有適度但穩定的食

材攝取，在運動時機上 建議清晨和休息前兩個時段。  

 

25.3 發問者︰她要求問的的第三個問題是︰唐(Don)和吉姆(Jim)要如何幫助我恢

復活力？  

RA︰我是 Ra。給予這個問題完整的答案並不恰當。我們只能說這些實體是十分

盡責的。我們可以補充一點, 由於這個器皿的變貌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點傾向不

平衡，這個實體在運動時最好要有同伴。 

--B5014-- 

 

25.4 發問者: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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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集團離開. 那麼§»邦聯是否能夠在獵戶集團離開後有任何進展? 

RA: 我是 Ra, 許多世紀以來, §»邦聯與獵戶íµ雙方在你們之上的(��)平面彼

此忙碌著, 容我們說, 在時間/空間的數個平面中, 一方陰謀盡出, 另一方則束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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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甲冑. 在這些層面上, 從古至今, 持續在各個戰役中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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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零零年前 地點是�-ÿp的希臘, 結果產生書

寫的進步, 以及對於一的法則某些切面之認知. 我們特別注意到的實體有: 臺利斯

(Thales), 赫拉克萊塔斯(Heraclitus), 他們是哲學家[}��ÿ.], 教導他們的學生; 我們

也要指出培里克里斯(Pericles)的各項理解. 

 

在這個時候, 邦聯被允許以心電感應傳遞的遠見式(visionary)資訊是有限的. 無論如

何, 大部分期間, 帝國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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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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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發問者: 你提到獵戶同盟以及它與星際邦聯之間的戰役. 是否有可能傳達任

何概念 關於這場戰役是如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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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 原本在你們物理幻象中微弱的電荷 現

在是個巨大的強力機器 藉此 任何思想都可以被投射為東西.  

在這個努力中, 獵戶集團突擊或攻擊裝備著光的邦聯. 結果是你們所謂的不分勝

負, 雙方能量多少都被這(¶¦)所消耗 並需要重新集結; 負面一方因無法操控(w?)

而耗損, 正面一方因無法接受被給予的東西而耗損.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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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層面上進行�-Sÿ�思想-戰爭, 最具接受性與愛的

能量會是如此地愛那些想要操控的實體, 以致於他們被愛所圍繞、淹沒, 接著被正

面能量轉變. 

 

然而, 這是場實力相當的戰鬥, 星際邦聯察覺到它不能, 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允許

它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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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被所謂黑

暗的力量踩在腳跟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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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富有成效的, 唯一有幫助的結果是平衡這個星球可用的能

量, 使得這些能量在空間/時間中比較不需要被平衡, 從而減輕了地球全面毀滅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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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發問者: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是否有一部分的§»邦聯參與這場思想

戰鬥? 有多少百分比參戰? 

RA: 我是 Ra, 這是邦聯最困難的工作, 在任何一個時間 僅有四個行星實體被要求

參與這場衝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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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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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RA: 我是Ra, 第四密度是除了你們自己的密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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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0 發問者: 我假設§»邦聯與獵戶�>雙方都以第四密度進行戰鬥, 獵戶�>的

第五與第六密度並未參與這場戰鬥,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因為這個實體的能量低落.  

它有部分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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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這場衝突. 

 

在我們結束之前 是否有幾個簡短的問題? 

 

25.11 發問者: 首先我想問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 如果這個器皿

還剩下一點能量, 我才要問這個問題; 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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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高水平的覺知與智慧 他們已經終止活動除了思想. 第五密度負面實體非

常地緊壓 (compacted), 並且與其他一切事物分離.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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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6456��ÿp]手肘部分的某種神經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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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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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 年 2 月 17 日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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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發問者: 第一個問題是, 我們已做的任何改變是否會影響該器皿的通訊? 我們

在這裡的設定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6.2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每一件事都令人滿意, 可以繼續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的意思是這些改變影響這次的通訊.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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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沒有這些修改 我們會無法使用這個器皿. 

 

26.4 發問者: 假設繼續下去是妥當的, 我們來到目前週期的最後 3,000 年, 我想知

道 一的法則是否曾以書寫或口語形式在過去 3,000 年間被完整地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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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密度中, 沒有可能存在一的法則之資訊的完整源頭. 無論如何, 

在你們特定·�ûB的著作中, 你們所謂的神聖作品有部分的法則. 

 

26.5 發問者: 我們所知的聖經是否有部分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6.6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舊約是否含有任何的一的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6.7 發問者: 哪一本書含有較多一的法則 ,舊約或新約? 

RA: 我是 Ra, 從你所說的這兩本文集來比較它們與一的法則之關聯, 內容大致是

相等的. 然而, 所謂的舊約有較大量受負面影響的材料, ��Sÿ. 

 

26.8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獵戶集團在舊約�新約各影響多少百分比? 

RA: 我們寧可讓那些尋求一的法則之實體們自己謹慎考慮. 我們不是為了評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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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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內去消化這些內容. 理解將會變得顯明. 

 

26.9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26.10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在最近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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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時間" 以及代名詞 "你". 

 

26.11 發問者: Ra在這個世紀, 好比說最近 80 年間是否曾與任何我們的人群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未曾如此. 

 

26.12 發問者: 一的法則是否曾在過去 80 年間透過任何其他源頭被通訊給任何一

個我們的實體? 

RA: 我是 Ra, 太一之道很少被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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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和理解之道. 其他的教導則保留給那些(SS)理解[�R�è�¹ålI�ÿ]深

度的實體, 推薦並吸引此類進一步的通訊. 

 

26.13 發問者: §»邦聯是否在最後一個主要週期的後期加快它幫助地球的計畫? 

從先前的資料看起來, 他們確實這麼做, 特別是工業革命. 你可否告訴我這加快過

程背後的態度和推理過程? 除了在這週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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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在你們過去的二零零年間, 開始有顯著數量

的老資格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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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Å\j>+���6]. 這是我們的信號 允許通訊開始發生.  

 

流浪者差不多在此時來到你們中間 開始被(�t)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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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給予更特定資訊的先決條件. 思維必

得先於行動. 

 

26.14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26.15 發問者: 我想知道 亞伯拉罕·林肯可不可能曾是一個流浪者?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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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流浪者現象而言, 這是相對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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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做得更好, 考慮流浪者的投胎, 例如 "湯瑪斯"實體和"班傑明"實體. 

 

26.16 發問者: 我假設你意指湯瑪斯·愛迪生 與 班傑明·佛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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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

個是正確的. 

 

26.17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使用亞伯拉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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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 

 

26.18 發問者: 我假設是正面的? 

RA: 這是正確的. 

 

26.19 發問者: 他被暗殺是否受到獵戶集團ª任何其他負面勢力的影響?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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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聯給予你們實體, 亞伯, 的資訊被誤用了, 毀滅的工具開始被建造, 

例如曼哈坦計畫及其產物.  

透過流浪者, [�xyz] 尼可拉, 給予的資訊也被進行實驗 目的是其潛在的破壞力: 

範例,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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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的思想-形態, 

好平衡這些原本要幫助你們星球的資訊所帶來的扭曲. 

 

26.21 發問者: 那麼你所做的, 我假設是藉由[+-ÿ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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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的法則之下 人們當然可以接受或拒

絕, 於是人們開始嚴肅地思考他們過去行為的後果,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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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µóEß¢¯õ¢·*´] 整合靈魂ª靈性[�,µV�É-¶], 這

一點 邦聯已經完成了. 

 

26.22 發問者: 我不充分理解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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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物質為能量, 導致第三密度空

間/時間過渡到第三密度時間/空間[ªÿp�-�W�]的過程在許多情況下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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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我們提供我們的服務, 整合那些靈魂ª靈性複合體 使他們得以繼續從空間/

時間過渡到時間/空間. 

 

26.23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讓我們說, 廣島或長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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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被能量釋放的創傷所摧毀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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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å

p�I®¯°¯±456], 也被擾亂. 當它被完全地擾亂 則無法被重新整合 這會是造

物者的損失, 失去造物者的一部分. 我們被給予許可, 不是去阻止事件的發生, 但

要確保那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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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太一的靈體ª全像圖ª小宇宙. 

 

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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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透過我們對於能量之次元場的認知達成. 較高或較

密集的能量場將控制較不密集的(�$�).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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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年老死亡 [ÝÞ±!W�	
"�	Ã[�-��] 帶來更多創傷.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它會帶來更多創傷, 無論如何, 一個實體會保持為一

個實體. 

 

26.26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那些在廣島或長崎被(¨º)殺死的實體們的狀態? 在

這個時間, 他們的狀態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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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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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發問者: 我具體所想的是 如果一個在廣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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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具體的問題.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一旦治療開始進行 收割可以不受阻礙地進行. 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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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整個星球為了這個舉動將經歷治療, 不分受難者與侵略者, 因為整個星球都

受到損害. 

 

26.29 發問者:可否請你令器皿咳嗽? 以及... 

RA: [咳嗽聲]  

 

26.30 發問者: 那麼, 你可否描述行星治療的機制? 

RA: 我是 Ra, 治療是個接受、寬恕}%, �R=��», 修補的過程. 該修補在時間/

空間中是不可得的, 有許多在世的人們正嘗試修補.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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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撫慰和治療這些舉動帶來的傷痕

與不平衡.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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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聯是否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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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思想-形

態投射到你們的空間/時間, 而是選擇在(土星)議會的許可下, 不時出現在你們的

天空卻不降落.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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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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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測量第四密度負面理解的深度, 這對你是困難的. 一旦穿透你

們所謂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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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受害者自身極性之函數. 

 

這是由於第四負面密度誠摯地相信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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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第四負面密度ª自我-服務的心/身/靈複合體 之果

實. 

 

26.35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請?  

RA: [咳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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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ÎÏ noÞ?E^DÍ_V�`· 53.6 ~ 53.17»<>?a�ÍèEõc¸

 

26.36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所有從§»邦聯取得心電感應接觸的團體都是獵戶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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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度污染 [¤+-�], 以及在

他們當中, 是否有任何人能夠持續成為一個純粹的邦聯管道? 

RA: 我是 Ra, 給予你這個資訊將侵犯一些人的自由意志ª混淆程度. 我們只能要

求每個團體考慮哲學以及[�-S~�]特定資訊的相對效應. 並不是因為特定資訊

招來負面影響,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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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黯然到微不足道; 如同青草

會枯萎與死去 而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光與愛卻不斷增益到無限的造物領域 永遠到

永遠, 永恆地創造和創造著祂自己. 

 

那麼 為什麼要擔心那些在它的季節中盛開、枯萎、死去; 由於太一造物者的無限

愛與光只會再次成長的青草? 這是我們帶來的訊息. 就淺薄的層面而言, 每一個實

體都會興旺與死去. 就更深層的意義而言, 存在狀態(beingness)沒有盡頭. 

 

26.37 發問者:非常感謝你.可否請你令該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26.38 發問者: 如你曾經陳述, 它是條筆直(狹窄)和狹長的路徑, 路上有許多令人分

心的事物.  

我計畫創造關於一的法則之緒論, 行旅並觸及這 75,000 年週期的高點, 或許還有

些問題探討一般性的未來. 在這個一的法則之緒論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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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大大地加速他們的進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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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ÎÏ `ç�eü/dEf�Í_Ühf>^Ö i�×ØÙk�Ö là×»<>?�`mÍ¸

我有個問題 是該器皿要我提出的, 她說: 你說到不同種類的能量阻塞與轉移, 正

面與負面的, 可能發生在參與我們的有性生殖複合體的行為中. 她陳述: 請解釋

這些能量的阻塞與轉移, 重點放在一個尋求與一的法則一致的個人可以在這個領

域中正面地做些什麼? 

你是否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RA: 我是 Ra, 這是部分可能的, 基於我們曾鋪設的背景(知識). 這是個恰當的、較

為先進的問題. 由於這個問題相當具體, 我們可以給個一般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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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能量轉移是紅色光芒 它是個隨機的轉移, 只與你們的繁殖系統有關. 

 

橙色與黃色光芒嘗試去擁有性交, 如果只有一個實體在這個區域振動, 這首先將

造成一個阻塞, 從而造成該實體在這個區域中, 性慾上的振動, 對於這種活動產生

永不終止的胃口. 這些振動的層次其實尋求綠色光芒的活動. 橙色或黃色光芒的

能量轉移是有可能的; 這個情況將極化朝向負面: 一方被看作是個物體, 而非其他

自我; 另一方看待自己為掠奪者或該情勢的主人. 

 

在第三光芒*中有兩種可能性, 首先, 如果雙方都在第三光芒*中振動, 將會有互相

強化的能量轉移; 陰極或女性[��Sÿ], 從存在性的根部汲取能量 穿過�I能量

中心, 於是肉體上恢復生氣; 陽極或男性[²3@�-*Ù��¼��?.], 在其能量

轉移中 找到一種靈感去滿足並餵養該身/心/靈複合體的靈性部分; 於是雙方都被

極化 並釋放各自[天生充沛的]多餘的智能能量, 也就是說, 陰極/直覺能量, 陽極/

肉體能量 [²�w@-�ÿ.]; 如果有一方或雙方害怕佔有或被佔有; 渴望佔有ª渴

望被佔有, 則能量轉移會被阻礙. 

綠色光芒的另一種可能性是一個實體提供綠色光芒能量, 另一方沒有提供這個普

世愛之能量, 這種能量阻塞結果是非綠色光芒的實體增加挫折ª慾望; 綠色光芒

的實體則稍微極化朝向服務他人. 

(*¨£:  32.3, E¹/ Donî Raÿ6ø��¾�, læ����ª¿ÚsÀ) 

 

藍色光芒能量轉移在你們人群中有些罕見 但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種能量轉移

涉及能夠毫無保留ª毫無恐懼地表達自我. 

 

靛藍光芒能量轉移在你們人群當中極為罕見. 這是身體複合體的聖體部分, 由此

得以透過紫羅蘭光芒和智能無限接觸. 在這最後兩個層次不可發生任何阻塞 因

為若雙方還沒有準備好這股能量 它是看不見的, 轉移或阻塞都不會發生. 就彷彿

一個強有力的引擎被拿掉了配電器.  

 

做為此次工作的範例,這個器皿在 [·¸¹ßn] 經驗中,如你對這個物質的稱呼, 能

夠使獵戶集團受挫,這是由於她有效地、完全地開啟其他自我到達第三光芒— +

-ø�lI;<, Á�D<��û�— 綠色光芒能量, 並且部分開啟其他自我到達藍

色光芒互動. 在我們結束之前,你是否有任何詢問? 

 

26.39 發問者: 如果你願意, 請使該器皿咳嗽, 我將快速問一兩件事. 

RA: [咳嗽聲]  

 

--B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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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 發問者: 該器皿問, 由於使用 LSD, 我正在經驗的衰弱效應會有多長。另外, 

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能使這個器皿更舒適？   

RA︰我是 Ra。首先，身體複合體衰弱的時間大約是[�-�]三個月亮週期。第

一次攝取的效果大約是[�-�]一個月亮周期；第二次攝取有累計或加倍的效

果。  其次，這個器皿狀況良好，你們十分盡責。   

--B5015--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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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能與和平中欣喜著.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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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1 日 

 

2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27.1 發問者: 在這次集會, 我想是 一的法則Ê卷二的開端, 它將聚焦在我們認為的, 

我們存在的唯一重要面向 .  

 

--B5016-- 

不過, Jim感到有義務為保羅·夏克利問兩個問題, 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 我將先問

這兩個問題, 或許你能夠回答. 

第一個問題: 保羅·夏克利目前傳訊的來源與艾格·凱西的來源相同, 他過去接收

到一份資訊敘述他曾參與埃及人金字塔的設計與建造. 你可否告訴我們 他在那

次的努力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RA: 我是 Ra, 這件事發生在你們空間/時間連續體的兩個時期與兩次人生.  

第一次屬於物理性質的工作, 他與邦聯實體們在你們所知的亞特蘭提斯大陸一起

工作, 時間大約是[}�-�ö�?.] 一萬三千年前. 容我們說, 這次的記憶被整合

到這個實體的心/身/靈複合體的無意識之中; 這是由於它極度渴望記得治療的服

務, 以及透過水晶與充能醫者的機制達成可能的極化. 

 

第二次的經驗大約在一千年以後. 在該次經驗中, 這個實體在某個程度上準備埃

及人群的意識, 好讓他們能夠提供呼求, 使得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能夠行走在

你們人群當中. 在這次的人生經驗, 這個實體屬於僧侶的身分, 並從事教導, 它成

功地記得在亞特蘭提斯金字塔經驗時期的學習/教導, (Qª)是半-扭曲的形式. 於

是這個實體成為一的法則之原型思維的一個建造者; 帶著朝向治療的變貌, 這個

特點協助我們人群在稍後的時期[`µóEõ¢o¾]將該變貌帶入物理顯化當中. 

 

27.2 發問者: 第二個問題是, 保羅還接收到一份資訊描述有其他存有協助金字塔

的建造過程, 但它們並未完全地具體現身在第三密度當中, 它們的身體從腰部到

頭部是具體可見的, 但腰部到雙足則未具體顯現. 這樣的實體是否存在, 並且協助

金字塔的建造, 它們是誰?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量這點, 當智能無限被有秩序地編碼進入智能能量之

際, 智能無限出現在活力性與存在性的吸收過程中; 這是由於那些實體的思想銘

印所造成, 它們協助有生命的石頭進入存在狀態的一個新外形. 

智能無限的釋放與使用持續一段短暫的時期, 開始吸收所有連貫或聯鎖的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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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提供短暫的一瞥, 看見那些將它們的思想投射到物質上的存有; 這些存有因

此開始具體顯現, 但並未(一直)保持可見的狀態. 當我們提供聯繫時[從我們的智

能無限到石頭的智能無限], 這些存有是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思想形態ª第三

密度可見的顯化. 

 

27.3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現在將開始一的法則卷二之(工作)過程. 

--B5016-- 

這點, 我假定, 將比卷一困難許多. 我們想將焦點集中在那些不是過渡性質的事物, 

做為一個發問者, 我有時候可能會有些困難. 

 

當我確實有這樣的困難的時候, 我會回到一些部分過渡性的問題上, 只因為我無法

明確地闡述我真正的需要, 我為此感到抱歉. 我將盡力停留在正軌上而且在本書中

去除沒有價值的問題 [�,ôóEph0VòqfEêG�]. 

 

我開頭的聲明, 我已經寫下來了, 它是: 在這個密度中, 大多數實體傾向將心智聚焦

在一些短暫的狀態或活動, 卻很少關心其價值或使用它們為成長的工具, 協助(Å+)

理解造物未受扭曲或真實的本質, 他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們將嘗試, 從造物的開端出發, 建立一個關於[在造物中的]我們自己的概述, 藉

此獲致一個關於[+-¼p�]實相的更通曉的視察點. 希望這個過程將允許我們更

有效地參與進化的過程. 

 

我想先從一些詞彙的定義開始, 先前我們使用過這些字, 卻尚未完全地理解它們, 

可能無法(S�), 但既然我們使用的第一個詞彙為智能無限(intelligent infinity), 我們希

望你定義每一個單字的意義, 以及組合在一起的詞彙意義. 

RA: 我是 Ra, 你的心智複合體之振動顯示一個疑問, 然而, 你的振動聲音複合體

所表現的卻是一種偏好, 請重新敘述. 

 

27.4 發問者: 你是否能定義智能在智能無限裡的意義? 

RA: 我是Ra, 在回答你的定義問題之前, 我們將就這個問題的完整光譜做說明. 你

們的語言, 使用振動聲音複合體, 在最佳情況下, 是對於顯意識思想本質之 

理解[�R�è�lm�]的近似描述. 

感知跟振動聲音卻不是同樣的事, 因此嘗試去定義一個字將是令人挫折的, 雖然

我們樂意在你們聲音振動複合體的限制內協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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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智能與無限分開定義是困難的, 因為這兩個振動複合體等同於一個概念. 就

好比將你們的一個聲音振動概念, 信心(faith), 要分成兩半一樣. 無論如何 我們將試

著協助你. 

 

27.5 發問者: 分開它不是必需的, 定義智能無限就夠了. 你可以就此定義嗎? 

RA: 我是 Ra, 這樣就簡單太多了(exponentially), 也比較不會混淆. 合一是存在的, 這

合一就是一切萬有, 這個合一具有動能與位能, 這位能就是智能無限. 擷取此位能

將產生功. 這功曾被我們稱為智能能量. 

 

這功的本質取決於自由意志的特殊變貌, 反反來說, 自自自自是合一[ª全體]之位

能的動態焦點	特殊智能能量之本質. 

 

27.6 發問者: 我想稍微詳細地探討功的概念, 在牛頓物理學中, 功是一種移動穿越

空間的力, 以我們的衡量方式, 功等於力乘以距離, 我假設你所說的功具有更廣闊

的範圍, 包括意識內的功.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當我們用這個字眼, 它的應用是普遍通用的. 智能無限有個律動或流

動, 好比一顆巨大的心從中心太陽[�µRù¶	LâE]開始跳動, 這流動的存在無

可避免地形成存在性的浪潮, 沒有極性, 也沒有限度; 那廣大且寧靜的脈動向外擴

散, 向外擴散, 向外和向内聚焦, 直到所有焦點完成.  

當智能或意識的(JÝ)焦點到達一個狀態, 在此, 它們的, ����, 靈性的本質ª質

量呼喚它們向內、向內、向內(收斂), 直到一切融合, 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實相之韻

律.   

 

27.7 發問者: 我想我已經從中萃取到重要的一點: 在智能無限裡的功是沒有極性

的, 或者說位能的差異不必要存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在合一中, 不管是位能或動能都沒有差別. 智能無限的基本律動完全

沒有任何種類的扭曲, 這些律動被覆蓋於神秘中, 因為它們是存在本身. 從這毫無

扭曲的合一中,不知怎的,出現一個與智能能量相關的位能(Ã�).  

以此方式 你可以觀察到該辭彙似乎是兩面的, 其中一個用法是毫無扭曲的合一, 

沒有任何動能或位能的面向; 這個辭彙的另一個應用面, 我們無差別地使用它是

由於缺乏其他術語來描述那個被(��)能量焦點[�����智能能量]所擷取的廣

大位能.  

 

27.8 發問者: 就我的理解, 智能無限的第一變貌是+-ÿp�自由意志變貌, 你可以

給予我這個變貌的定義嗎? 

RA: 我是 Ra, 在這個屬於一的法則之變貌中, 一般認為, 造物者願認識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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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發問者: 那麼我假定造物者願知曉祂自己為造物者, 然後祂授與這個知曉自

由的概念— 即在知曉的各種道路上, 完全自由的選擇,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27.10 發問者: 那麼做為一的法則之第一變貌, 我假設它是智能無限的法則, 所有

其他變貌[造物的全體經驗]從這個法則躍出,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既正確又不正確. 在你們的幻象中, 所有經驗從自由意志法則或混淆

之道中躍出; 就另一個意義而言, 我們正在學習的, (ST)經驗即是這變貌. 

 

27.11 發問者: 我必須好好想一想, 然後在下次集會問這方面的問題. 接下來我想

討論[�°��+�]第二變貌, 也就是愛的變貌,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7.12 發問者: 我想要你在第二變貌的觀念裡定義愛. 

RA: 我是 Ra, 它的定義必須奠基在帶著自由意志之原初變貌的智能無限 合一 

太一造物者之背景上. 

愛這個字可以被視為焦點, 專攻的選擇, 一種在, ¤+-�, 極高位階的能量, 它促使

智能能量從智能無限的位能中如此這般地成形. 然後, 這個(Æ!)被你們人群中的

一些實體看成一個客體, 而非一個活動; 這個極度強健的能量焦點之原則被崇拜

為造物者, 而非合一或太一性, 那是所有愛[4ý]源起之處. 

 

27.13 發問者: 是不是有一種愛的顯化, 我們可以稱之為振動? 

RA: 我是 Ra, 再一次 我們碰到語意上的困難, 愛的振動ª密度與第二變貌, 愛, 有

不同的意義; 變貌愛做為偉大的啟動者以及原初的共同-造物者, 使用智能無限創

造許多造物. 愛的振動做為那個密度, 在其中, 那些實體學習一項活動, 稱為沒有

顯著扭曲的 "表示愛", 接著尋求光之道ª智慧之道. 因此, 在振動的意義之中, 愛

進入光. 就合一在其自由意志中活動的意義中, 愛使用光, 並且有大能依它的變貌

去指引光. 因此振動複合體ó重現了造物在合一中的反向過程, 從而展現了偉大

心跳的律動或流動, 如果你願意使用這個類比. 

 

27.14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那是我從杜威·拉森的物理學中萃取的, 或許接近我

們嘗試解釋的東西,  拉森說一切都是運動(motion), 我們可以視為一種振動, 這振動

是純粹的, 它不是物質的 – 在任何形式或密度中都如是; 這振動的第一個產物為光

子(photon), 我嘗試把物理的解答跟愛與光的概念類比, 這物理過程是否與愛創造光

相近?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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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5 發問者: 那麼, 我把這個觀念擴張一點, 我們有愛的無限振動, 我假設可以在

不同的頻率上發生. 我再假設它從一個基本頻率開始, 這樣說有任何意義嗎?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每一種愛, 也就是你對原初發起者的稱謂, 都來自一個頻率[�,µâ

�pÉÊ¦], 這頻率就是合一. 我們或許情願將它比擬為氣力, 而非一個頻率. 這氣

力是無限的, 某些有限的品質被這原初發起過程的特殊性質所檢選. 

 

27.16 發問者: 那麼 由於缺乏更好的理解, 我們將這振動稱為純粹的運動; 它是純

粹的愛, 它是、它不是… , 容我們說, 尚沒有東西凝結成幻象的任何類型或密度.  

這愛透過該振動過程創造出一個光子[`òóE�æ], 即光的基本粒子, 接著這光子

透過附加的振動與旋轉, 進一步地凝結成各個密度的粒子, 我們所經歷的各個密

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7.17 發問者: 接著, 這光形成我們稱為的顏色密度, 這顏色分成七種, 這樣分類是

否有個原因或解釋, 你能告訴我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這次集會中 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因為這器皿的生命能是低

落的, 我們將簡短地回答, 你可以在隨後的集會中進一步詢問.  

 

你們宇宙的振動型態之本質取決於愛或該焦點安置在起初材料或光上面的配置, 

愛使用其智能能量去創造一組特定的幻象或密度的樣式, 好滿足祂對於一個認識

自己的方法之智能推估.  

因此, 這些顏色[���ÿ.], 在愛的意志下, 盡可能地以筆直ª窄波ª必要的方式

去表現.  

 

還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樂於透過回答問題與你分享, 然而我們不願耗盡這器

皿. 在我們離去之前, 是否有個簡短的詢問? 

 

27.18 發問者:  我唯一需要知道的是: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

適, 幫助她ª這個通訊 ? 

RA: 我是 Ra. 這器皿有輕微的不舒適, 或許一個更簡單的身體之配置為恰當的, 

基於器皿的肉體狀態已有所改善. 

 

我是Ra, 你們的努力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與你同在.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

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慶吧.  

Adonai.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179 

RA, 第二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2 日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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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發問者: 今天我要退回到上次的主題, 可能會有失誤的起步;  因為我想這可能

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嘗試顯明一切萬物為一這個事實, 一切萬有是如何從單一

的智能無限中衍生, 這是個困難的嘗試, 請忍受我在發問時可能的錯誤.  

 

根據你所告訴我的 以及一些杜威·拉森的資料, 我的觀念是智能無限從所有地方

開始向外擴張, 好比泡沫或氣球般, 均勻地朝所有方向擴張, 以單元速度或光速向

外擴張. 這是拉森解釋空間/時間進程的構想, 這個概念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概念是不正確的, 一如任何關於智能無限的概念. 若就一個特殊

的理則, 或愛 或這個造物者的焦點而言, 這概念是正確的, ¤+-�, 理則已選擇祂

的自然律與數學表達形式和其他方面. 

 

那單一無區別的智能無限, 無極化、飽滿且完全, 是被神秘覆蓋的全域宇宙. 我們

是一的法則之使者, 合一只能用趨近的方式去理解, 無法以任何物理學來明確說

明, 只會因自由意志之催化劑而啟動或賦能智能無限. 這可能是難以令人接受的. 

然而, 我們所分享的理解, 始於神秘, 亦終於神秘. 

 

28.2 發問者: 謝謝你, 昨天我們討論光的顏色時, 你說: “你們宇宙的振動型態之本

質取決於愛的焦點安置在起初材料或光上面的配置,該焦點使用其智能能量創造

一組特定的... 幻象或密度型態” ，接著你說你有進一步的資料樂於分享, 但我們

的時間剛好用完. 這次你可以完成那個進一步的訊息嗎? 

RA: 我是 Ra, 在討論這個訊息之前, 讓我們快速回顧杜威[lI�xyz456]提供

的理解或看見的方法, 他所說的符合智能無限第二義: 位能透過催化劑形成動能.  

 

這資訊是檢視你們環境的動能形狀後之自然進展, 你可以理解每一種顏色或光線

做為[�+-°�+�]智能能量中一個非常具體且準確的分布, 做為智能無限的代

表, 每一種光芒的意義在之前的資料已經探討過了. 

 

這個資訊或許對你有幫助, 我們以非特定的說法來增進你對實存(what is)之本質的

概念化深度. 你所居住的宇宙是智能無限每一部分之重點重述. 是故, 你會看到同

樣的型態在物理界與形而上領域裡重複著; 如你推測, 光的分布或各個光芒, 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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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物理幻象的那些區域, 它們旋轉, 振動著. 或以杜威的理論來說 它們可依旋轉

的方式在空間/時間中被分類及數算; 某些物質有各種光芒可以被肉眼所見, 這在

你們視為珍貴的結晶狀礦物是明顯的, 好比紅寶石(ruby)是紅色的, 以此類推.. 

 

28.3 發問者: 光的發生是愛的振動之結果, 這個陳述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陳述是正確的. 

 

28.4 發問者: OK. 這光隨後在我們的密度中凝結為物質, 轉變為我們所有的化學

元素, 源自於振動旋轉基於(Åí�)量子化間隔或角速度單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28.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在想, 是什麼催化劑或活化劑導致這旋轉? 是什麼造成這

旋轉, 讓光得以凝結轉變為我們的物理或化學元素中? 

RA: 我是Ra, 我們必須考慮該焦點[�¼�p愛]的致能作用, 這能量是有序的, 以漸

進的方式排序: 從較大到較小, 所以當祂的宇宙[}�-�ÿ.]完成的時候, 每一個

細節都繼承生命之光的特性, 並因此以如此這般的方式發展. 你們的宇宙已經被

�-ÿp�科學家以經驗主義的方法詳細地研究, 並且藉由被知曉為杜威這個實

體的理解和視覺化, ¤+-�, (你們的宇宙)已經被更為準確地理解和視覺化. 

 

28.6 發問者: 個體化ª意識的個別化部份什麼時候開始起作用? 個別化過程是如

何發生的? 在什麼(時)點, 個別化的意識接管了基本的光的工作? 

RA: 我是 Ra, 你在(宇宙)造物這個領域維持小心的態度, 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地

混淆你; 陳述自由意志作用於潛在的智能無限, 使之成為聚焦之智能能量, 在這過

程中 沒有空間/時間[µ��t"#» ¥ô[µE·*´©$]的存在. 

 

當理則或愛的個別化過程完成之後, 才開始產生空間/時間的存在或經驗, 你們所

稱的物理宇宙已經結合或開始向內牽引, 同時向外擴張, 直到你們的恆星體 

接著創造出無時的渾沌, 持續結合為各個[�-S~�]行星, 這些智能能量的漩渦

花費大量的[�-�ÿp]第一密度在無時狀態當中, 空間/時間的實現是存在性的這

個密度的學習/教導之一. 

 

因此我們對於你關於時間與空間, 以及它們和起初造物的關係, 的問題覺得難以回

答, 因為起初的造物並不是你所理解的空間/時間的一部分. 

 

28.7 發問者: 謝謝你. 一個意識的個別化單元 是否可以創造出一個造物單元? 我

舉個例子:  一個意識單元創造一整個銀河, 蘊含數以百萬計的恆星系統, 這種事情

會發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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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發生的, 可能性有無限多種, 是故 一個理則可以創造一個

恆星系統, 或者創造數十億個恆星系統, 這也是星系(銀河)這個名詞(ù�)混淆的

原因, 因為有許多不同的理則實體或造物, 我們都稱呼每一個為星系[�pµóEA

¸)*²³´]. 

 

28.8 發問者: 讓我們舉我們所在的地球為例, 可否告訴我, 創造這個星球的相同理

則另外還創造了多少部分的(宇宙 )造物? 

RA: 我是 Ra, 這個行星的理則是個強健的理則, 創造了大約二千五百億個恆星系

統. 容我們說, 在這個造物的領域中, 物理之道ª法則將維持恆定. 

 

28.9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身處的雙凸透鏡狀恆星系統 [+-ÿp�I銀河系]

蘊含大約 2,500億顆其他恆星[如同我們的太陽], 全部是由單一的理則所創造, 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8.10 發問者: 既然在這個雙凸透鏡狀的銀河系中 意識有許多個別化部分, 這理則

是否再細分為更多個體化意識來創造這些意識ª分化為這些意識? 

RA: 我是 Ra, 你的覺察很敏銳, 雖然這裡明顯有矛盾之處, 你的敘述仍是正確的. 

 

28.11 發問者: 你所謂明顯的矛盾是什麼意思? 

RA: 我是 Ra, 如果一個理則為了一個大系統創造了智能能量的各種方法(ways), 似

乎就沒有必要性ª可能性去分化為許多個子-理則, 然而, 在有限範圍內, 確實是這

樣, 你的覺察是敏銳的, 能看到這一點. 

 

28.12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28.13 發問者: 謝謝你, 該理則的所有個別化部分 ... 我將稱呼雙凸透鏡狀銀河為主

銀河, 擁有 2,500億個恆星, 這樣我們以後就不會混淆了. 所有個別化的意識進入

+-ÿp�主銀河, 是否都必須依序通過所有密度, 一、二、三 、四、五、六、七 然

後進入八; 或者, ¤+�, 有些意識的起始次序較高, 好讓該銀河總是有(不同的)智

能意識混合在一起. 

RA: 我是Ra, 後者較為正確, 每一個開端都來自無限的氣力, 自由意志做為催化劑, 

存有們開始形成宇宙. 然後意識開始有位能去經驗, 這個被創造的經驗位能為智

能能量的一部分, 在經驗開始之前 該位能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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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由於自由意志無限地作用在造物之上, 對於智能能量之位能的最初回應總有

大量不同的情況. 因此幾乎是立即地顯化存有們階層特性的基礎, 因為意識或覺知

的某些部份能夠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透過經驗學習. 

 

28.14 發問者: (意識的)某些部分能更有效率地學習, 這是什麼原因? 

RA: 我是 Ra, 有些實體學得比其他實體快速, 這有什麼原因? 如果你願意, 觀看意

志的機能... 容我們這麼說, 受到向上螺旋光線吸引的程度. 

 

28.15 發問者: 我假設當這個主銀河被創造之際, 八個密度同時也被創造, 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基本上正確. 然而, 請感知那第八密度到了後期 同時也扮演下一個

八度音程密度之第一密度. 

 

28.16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有無限個八度音程密度, 每個音程都包含第一到第八

密度? 

RA: 我是Ra, 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印象, 我們真的是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在有限的

範圍內, 我們可以對你說我們的經驗, 和我們的理解, 以有限的方式教導/學習. 然

而, 我們無法肯定地述說所有造物的知識. 我們只知道它們是無限的, 我們假設有

無限多個八度音程. 

 

無論如何, 我們自己的老師給我們的印象是, 存在一個被神秘覆蓋著的(宇宙)造物, 

在其中, 所有的意識週期性地結合(聚合), 接著再次開始. 因此我們只能說: 我們假

設一個無限的進程, 儘管我們理解它的本質為週期性的, 並且[�+-]$S�] 籠罩

在神秘之中. 

 

28.17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令器皿再次咳嗽? 

RA: [咳嗽聲] 

 

28.18 發問者: 謝謝你, 當理則形成這個主銀河, 極性也產生了, 即我們現在擁有的

電氣極性,  一個重力效應很可能不是極性, 我... 我要問的問題是: 我們在那個時候

確實有電氣極性,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接受這點為正確的, 附帶條款是你所稱的電氣不只有一個意義

[�x�6SÈ���É], 也具有�-ÿp�形而上意義. 

 

28.19 發問者: 你是說, 在那個時候 我們不僅有電荷的極性, 也有意識內的極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當你們的物理空間/時間開始之初, 所有東西都已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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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然後意識複合體-的機能是開始使用物理的材料來獲得經驗, 接著展開形

而上的極化. 這些潛在的可能性並不由經驗者創造, 而是由智能能量所創造. 

 

此即是這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因為我們渴望看護這器皿 因為它的肉體

能量正在緩慢恢復中. 在我們結束之前, 容我們問, 你是否有一或兩個簡短的問

題? 

 

28.20 發問者: 我假設, 當主銀河被創造之後, 造物的過程由理則進一步的個別化

所承接, 也就是許許多多個別化的意識部分進一步創造更多細目[�=}lm�], 為

了遍佈整個主銀河的經驗, 這陳述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是的. 在理則之道或指導方針[¤+-�]之下, 各個子理則可以找到不

同的方法創造具差異性的經驗, 但不減少或增添這些指導方針. 

 

28.21 發問者: 謝謝你, 既然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

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或幫助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這器皿被良好地調整.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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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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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3 日 

 

29.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29.1 發問者: 我們的太陽是一個7理則(sub-Logos)或是一個7理則之物理顯化?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9.2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這7理則創造這個行星系統及其所有密度, 這樣說正確

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理則創造了遍及主銀河系[�-�ÿ.]的一致基本狀

態與振動頻率, 你們的太陽實體的7理則再將[%&Ez�]智能能量樣式中的一些

經驗要素做差異化處理. 

 

29.3 發問者: 那麼這7理則, 也就是我們的太陽, 是否也顯化在銀河的不同部份? 

或它是這個銀河系中的所有的恆星?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 

 

29.4 發問者: 我是說, 主銀河系中大約有 2500億顆恆星[像是我們的太陽], 它們都

是同一個7理則的一部分? 

RA: 我是 Ra, 它們都屬於相同理則的一部分, 你們的太陽系, 由於存在一個7理則, 

因此有些許不同的顯化. 

 

29.5 發問者: 現在, 所有這些— 讓我確認一下, 我們的太陽是主銀河系理則的一個

7理則, 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9.6 發問者: 在我們行星系統中, 有沒有任何的77理則 “附屬”(sub)於太陽?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29.7 發問者: 你可以給個例子嗎? 就我所謂的77理則? 

RA: 我是 Ra, 你的心/身/靈複合體就是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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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發問者: 那麼 每個存在的實體都是某種7理則或77理則? 

RA: 我是 Ra, 不管一個觀察的極限到哪裡, 這點都是正確的, 因為整個造物都是活

的. 

 

29.9 發問者: 那麼 我們行走其上的星球是某種形式的77理則? 

RA: 我是Ra, 一個行星唯有與其地表上, 或其電磁場之內的, 所有心/身複合體和諧

相處, 才會被命名為理則. 

 

29.10 發問者: 子理則, 好比我們的太陽, 是否有形而上的極性, ¤+-�, 我們常用

的正面或負面? 

RA: 我是 Ra, 依照你使用的辭彙而言, 並不是這樣的. 經歷行星層次的實體, 透過

自由意志的行使, 擁有智能無限的氣力, 穿越存有狀態的各種動作. 因而, 它的極性

不是你所理解的極性.  

唯有當一個行星球體開始與其上的心/身複合體, 尤其是心/身/靈複合體, 和諧互動, 

該行星實體才會承擔與之互動的(��)實體的思想複合體的變貌.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宇宙)造物並沒有你這裡說的極性. 

 

29.11 發問者: 謝謝你, 昨天你陳述在第一密度中的行星處於無時狀態, 你可否告

訴我, 我們體會的時間效應是如何產生的? 

RA: 我是 Ra, 我們剛才向你描述每個理則的存在狀態, 空間/時間進入連續體形式

的過程經過仔細的建構, 容我們說, 屬於振動率、密度、位能的全盤ª完整計畫中. 

當這個計畫結合在愛的思想複合體內, 然後實質的顯化開始浮現, 第一個顯化階

段就是覺知ª意識.  

 

在這一點, 這個接合處位於活力性或存在性的點, 這個開始點ª源頭, 然後空間/時

間開始揭開它那活力性的卷軸. 

 

29.12 發問者: 當愛創造該振動— 我將做個陳述, 首先, 讓我說, 我相信愛創造了空

間/時間中的振動, 為了形成光子,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在本質上是正確的. 

 

29.13 發問者: 那麼愛的持續應用— 我將假設這是由7理則或77理則所導引—愛

的持續應用創造這些振動的旋轉[處於離散的角速度單元]. 這接著創造了我們物

理幻象中的各種化學元素, 以及+-ÿÊp非物理或其他密度中的各種元素[在幻

象中].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理則創造所有的密度, 你的問題不明確, 無論如何, 我們聲明理則確

實同時創造了各個空間/時間密度以及伴隨而來的各個時間/空間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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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4 發問者: 我假設這些振動的旋轉, 量子化增量的旋轉, 呈現為這些密度的原

料,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在本質上是正確的. 

 

29.15 發問者: 嗯, 那麼因為這些旋轉 這些粒子有一股向內的運動, 就我所知, 與空

間/時間的進展方向相反, 這向內的進展被我們觀察到, 我們稱之為重力.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29.16 發問者: 你能告訴我重力如何發生嗎?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重力可以被視為朝向內在光/愛的衝壓, 尋求朝向螺旋光

線— 它進展靠近造物者. 這是靈性事件ª活力性狀態的顯化. 

 

29.17 發問者: 我們的月球重力比我們地球小, 這背後有什麼你可以解釋的形而上

原則嗎? 

RA: 我是 Ra, 形而上與物理是不可分的, 因此, 由於各種物理特性[比如你所知的

質量], 你所談及的、嘗試去解釋此現象的(方法)能夠計算大多數物體的重力. 然而, 

我們覺得有需要指出重力相對應的形而上性質, 並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29.18 發問者: 我有時在找到一個我所尋找的東西之立足點上有些困難, 我試著找

出物理幻象背後的形而上原則.  

你可否給我一個第三密度的例子, 比方說金星的表面, 它的重力額度比地球大還

是小? 

RA: 我是 Ra, 重力[ñòó¶], 這股吸引力量, 我們也將它描述為 一股朝向造物者

的向外衝壓力量; 在靈性上, 它在金星上比地球大, 由於它在尋求造物者這方面有

較大程度的成功[ñòó¶]. 

 

當你考量以下情況, 這點才變得重要: 當所有造物到達一個足夠的靈性重量, 整個

造物無限地融合, 尋求的光找到了它的源頭 因此終止了造物, 並開始新的造物, 這

現象你們稱之為黑洞, 它的狀態是無限大質量位於零點, 從那兒起, 所有光都被吸

收 無法被看見. 

 

29.19 發問者: 那麼黑洞大概是一個點, 在那個點, 週遭的材質已經成功地與 造物

者合一?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第三密度顯現的黑洞是這個靈性或形而上狀態的物理複合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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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這是正確的. 

 

29.20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當我們的行星地球完全進入第四密度之時, 會有更大

的重力嗎? 

RA: 我是 Ra, 將會有更大的靈性重力 產生一個比較密集的幻象. 

 

29.21 發問者: 比較密集的幻象, 我假設我們將體驗大於 32 呎/秒平方 的重力加速

度,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們還沒有可以衡量靈性重量的儀器, 除了少數極端的顯現可以被

觀察到以外. 

 

29.22 發問者: 這我知道, 我們不能衡量靈性重力, 但我在猜想 重力常數是否會因

此增加, 於是有可測量的物理效應, 這是我的問題. 

RA: 我是 Ra, 現有的儀器測量出的數據 在統計上將沒有顯著意義. 

 

29.23 發問者: 好吧, 當宇宙形成之時, 原子形成不同的振動旋轉量 也就是光, 它們

有時以特定的方式結合, 它們彼此之間保持精準的原子間距, 接著產生一個網格

架構 我們稱為結晶狀. 我在猜測由於智能能量形成精確的結晶結構, 應該有可能

透過一些技術來擷取智能能量, 透過工作結晶結構將智能能量帶到物理幻象中.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只有當一個相應的結晶化或規律化或平衡的心/身/靈複合體存在, 

將結晶的物理結構充能; 這個陳述才是正確的. 

 

29.24 發問者: 我並不想偏移到一些不重要的主題, 或一在並並不不我來我我我 

理解我們的成長機制的主題[@4Ê+-�ÝË'áN�ÍÈ], 但有時候很難精確地

看到要往那個方向走, 我想再多探索一點關於水晶的概念, 它們是如何被使用的. 

我從你方才說的假設, 為了要使用水晶擷取智能能量, 需要有一個部分未扭曲的

心/身/靈複合體, 這是否可滿足, 或你需要—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尤其是正確的. 

 

29.25 發問者: 必定有一個(ü()點表示扭曲的移除已經到達足以使用水晶擷取智

能能量的最低標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每個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一個獨特的點, 然後才

能說這陳述是正確的. 

 

29.26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為什麼每個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一個獨特的去除扭曲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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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每個心/身/靈複合體都是太一造物者獨特的一部分. 

 

29.27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透過水晶擷取智能能量沒有必需的單一純淨水平, ¤+

-�, 每一個實體可能有不同的扭曲程度, 當一個實體到達特定的點, 才能啟動這

個能力, 對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每個心/身/靈複合體都需要達到特定的平衡. 這平衡

可以使這個體到達一個固定的、較少扭曲的水平. 每個心/身/靈複合體有它獨特的

關鍵性困難, 這是因為每一個實體萃取經驗的總合不同, 容我們說, 即是其紫羅蘭

色光芒的存在狀態. 

 

這個平衡是透過使用水晶或其他東西來尋求智能無限入口的必要條件. 沒有兩個

心/身/靈複合體的結晶性質是相同的. 然而, 對於(�q)扭曲的需求, 從振動的角度

而言, 是固定的. 

 

29.28 發問者: 我懂了, 那麼 如果你能夠讀取一個實體的紫羅蘭光芒, 是否就能立

刻判斷該實體有使用水晶擷取智能能量的能力? 

RA: 我是 Ra. 一個第五密度或更高密度的實體可以辦到. 

 

29.29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一個已經符合紫羅蘭光芒標準的個體會如何使用水

晶或應該怎麼使用水晶? 

RA: 我是 Ra. 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ñòó¶]源自於平衡狀態中的和諧共振, 伴隨

著服務的意志, 尋求的意志. 

 

29.30 發問者: 你能否精確地告訴我該實體會怎樣使用水晶以尋求智能無限? 

RA: 我是 Ra. 使用水晶在物理的顯化上 即是一個具備結晶特質的個體將規律化

的物理水晶加以充能, 使它能夠和諧振動並成為一個催化劑或入口, 讓智能無限

得以成為智能能量. 這個水晶的功用就類比於該心/身/靈的紫羅蘭光芒, 以相對未

扭曲的形式呈現. 

 

29.31 發問者: 你是否有可能指導我們使用水晶的明確方式?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然而這些事情對你們不見得有益, 可能會侵犯你們的

自由意志. 邦聯過去在這方面犯錯, 如你所知, 人們使用水晶於治療, 權力, 甚至用

來發展生命-形體.  

我們感覺在此時提供你們指示是不智之舉, 因為你們人類具有將和平用途的力量

用在不和諧用途上的傾向. 

 

29.32 發問者: 好吧, 我猜我們最好自己去了解; 現在我們已經追溯造物的途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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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向下抵達結晶狀結構, 我們最好集中心神在思想的進化以及通往智能無限之尋

求途徑上. 我們已經在該理則的主銀河中創造十分大量的星球, 當這些行星發展

之際,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關於銀河系中不同行星在形而上意識的發展? 換句話

說 我相信有些星球發展得較為快速 而有些要花較長的時間進入更高密度. 你可

以給我一些關於這些發展的概念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最後一個完整的詢問. 

你們主銀河系的特別理則使用它很大一部分的接合材料反映造物者的存在性. 以

此方式, 你們的銀河系統的許多部分並沒有你所說的進程, 而是在靈性上安住成為

理則的一部分. 

那些上面居住有意識的(星球)實體, 正如你所推測, 意識進展到較高密度所需的時

間/空間期間各有不同. 這是否滿足你詢問的需求? 

 

--B5017-- 

29.33 發問者: 我將研讀它, 可能明天會有些新東西, 因為我不想使該器皿過度勞

累. 該器皿有一個小問題, 我把它念出來. 該器皿並不渴望做肉體治療的工作, 她

早已藉由雙手進行靈性平衡. 她能否閱讀私人治療資料而不做肉體治療? 我假設

她的意思是她希望閱讀這份資料卻不會在她的生命模式中創造問題. 她不想招致

正面極性的減少. 在這些條件下, 她能否閱讀這份資料? 

RA: 我是 Ra, 由於我們嘗試在[�$S(�]三個月期間保存這個器皿的生命能, 我

們將簡短地講說這問題. 

 

這個實體(器皿)擁有一個經驗的歷史, 關於肉體水平之外的治療. 因此讓它閱讀這

份資料是可接受的.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絕對不可從事火的練習, 因為它被用在肉

體治療中較強烈的形式. 

--B5017--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之前, 有任何簡短的詢問嗎? 

 

29.34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這器皿被良好地調整,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現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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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慶祝.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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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4 日 

 

30.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30.1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然後讓你更正我犯的任何錯誤. 聲明如下: 造物是個

單一的實體ª整體(unity). 如果只有一個單獨的實體存在, 唯一的服務概念就是服

務自我. 如果單一實體被細分, 則誕生 (造物)其中一部分服務其他部分的概念. 從

這裡躍出服務自我ª服務他人兩個平等的概念. 理則被細分後 每個部分可以選擇

其方針. 當個別化的實體出現在空間/時間中, 我假設他們擁有極性. 這個聲明正

確嗎? 

RA: 我是 Ra, 這個聲明相當敏銳, 並且是正確的, 直到最後一個片語 我們注意到

極性開始被探索的時機開始於第三密度實體覺察到服務自我ª服務他人的選擇可

能性. 這標記了非自我覺知ª有意識覺知的天真階段的終結. 

 

30.2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分別定義心智、身體、靈性? 

RA: 我是 Ra, 這些名詞都只是過分簡化的描述詞彙, 等同於一組複雜的能量焦點; 

身體, ��Sÿ, 做為你們在一個特定的空間/時間ª時間/空間中所經驗的該密度

之材料; 這些材料的複合體可用於[��ÿp]肉體顯化的各種變貌. 

 

心智是一個複合體, 它反映出靈性的湧入以及身體複合體的上湧. 它包含你所知的

感覺、情感，以及理性思維位於其較為覺知的複合體(4ý)中. 繼續移動到心智之

樹的更深處, 我們看到直覺是心智的本質 與全體存在性複合體更緊密接觸或更加

調和. 再向下移動到心智(Ê7)的根部 我們發現意識的進展逐漸從個人轉向種族

記憶, 再到宇宙的湧流, 從而成為那穿梭載具[òó�±o²³´]的一個直接之接

觸者. 

 

靈性複合體是個管道 在那兒, 所有各式各樣的宇宙的、行星的、個人的湧入可以

被注入到意識的根部; 在那兒, 意識可以被注入到智能無限的入口 透過平衡的身

體與心智之智能能量. 

 

你可以看到, 藉由這一系列的限定性(definitive)的陳述, 心智、身體、靈性無可避免

地纏繞在一起, 並且任何一方缺乏其他兩者都無以為繼. 所以我們稱之為心/身/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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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體, 而非分別地看待它們, 容我們說, 在你們(人生)經驗中做的工作, 是透過這

三個元件的互動完成 而非透過任何一個. 

 

30.3 發問者: 在我們肉體從這個特定的密度死亡之際, 我們失去了化學身體, 緊接

著失去這個化學身體之後 我們是否還維持不同型態的身體? 在那個(時)點, 心/身/

靈複合體還存在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心/身/靈複合體保持相當程度的完整; 肉體複合體 [�-

×ÿp�ï6] 其實只是一個更密集、更通曉智能與強力的身體複合體的顯化. 

 

30.4 發問者: 經過我們所謂的死亡過程後 是否因為失去我們現有的化學身體, 心

智或靈性會有任何損失或損害? 

RA: 我是 Ra, 以你的詞彙 心智複合體有大程度的損失 因為你們在體驗這個空間/

時間連續體 所覺察的心智活動 有許多部分屬於表面的幻象, 化學身體複合體的

情況也是如此. 

 

換句話說, 沒有損失什麼重要的東西; 容我們說, 品格, 或容我們說, 情感與偏向

(biases)或變貌與智慧[�R�è��>�]的純粹蒸餾物第一次變得明顯[¤+-�].  

這些純粹的情感與智慧與偏向/變貌 在肉體生活的經驗中大部分不是被忽略就是

被低估了. 

 

在靈性方面, 這個管道被大大地開啟 由於不再需要第三密度遺忘特徵的緣故. 

 

30.5 發問者: 我想要知道 心/身/靈複合體(4ý)如何產生的, 盡可能追溯到最早. 這

起源是如何發生的? 是否為靈性形成心智, 接著心智形成身體? 你可否告訴我這

點? 

RA: 我是Ra, 我們要你考量你正嘗試追蹤演化. 這演化如我們先前所述, 意識首先

存在, 在第一密度中, 沒有運動, 一個隨機的東西. 不管你稱呼這個(東西)為心智 ª

身體複合體 只是語意上的問題. 我們稱呼它為心/身複合體, 總是體認到即使在這

個複合體最簡單的微小部分都存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全體性; 然後這個心/身複

合體在第二密度發現成長與向光性, 於是喚醒你所稱的靈性複合體, 強化了朝向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之向上螺旋. 

 

這個靈性複合體的加入, 雖然看似明顯的現象 卻非真實, (因為)從空間/時間的開

端 它就存在於潛能狀態, 直到(生命)畢業進入第三密度 才完善它自己. 當心/身/靈

複合體開始覺察到服務自我ª服務其他自我的可能性, 心/身/靈複合體便被啟動. 

 

30.6 發問者: 謝謝你. 我不想重複我們曾涵蓋的領域 但有時候重述這些概念有助

於完整的清晰度, 因為言語對於我們的工作是個貧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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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一個短暫的現象感到驚奇—  在這個星球的第二密度階段, 我相信有種生物

與兩足實體們在同樣的空間/時間中存在, 我們稱之為恐龍,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0.7 發問者: 這兩種實體似乎彼此並不相容. 我不知道, 但你可否告訴我這兩種實

體居住在同樣空間/時間背後的原因嗎?  

RA: 我是 Ra, 考慮自由意志作用於演化. 心/身複合體遵循一些途徑嘗試去生存, 

繁衍, 以及尋求[ôì�yc}"�E]成長潛能, 這兩種發展的途徑或競技場只是許

多途徑中的兩條路. 

 

30.8 發問者: 我知道了. 我在幾週前看到一個新聞節目, 興起我想問為什麼恐龍突

然從我們星球上消失了 [ª°=}lm�] ; 我知道這問題不重要, 但我只是想知道

這原因.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不能餵養牠們的身體複合體. 

 

30.9 發問者: 那麼, 在第二密度, 兩性生殖的概念首次產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0.10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在這種身體複合體繁殖的機制背後的哲學? 

RA: 我是Ra, 第二密度為第三密度奠定基礎工作. 如此, 繁殖的基本機制延續到第

三密度產生廣大的潛能, 可用於服務其他自我ª對自我的服務; 這個機制不只具

有能量轉移的功能, 同時由於[¤+-�]磁性吸引的雙方 藉由親密接觸衍生的各

式各樣服務; 這些實體有機會執行許多種類的服務 那是一個獨立實體得不到的. 

 

30.11 發問者: 這個機制的基本原因、起初原因是否為了增加太一造物者經驗的機

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不只正確, 而且是在所有密度中 (事件)發生的關鍵. 

 

30.12 發問者: 兩性生殖的過程或其哲學是否在第二密度實體的靈性成長中扮演

一個角色? 

RA: 我是 Ra, 在一些孤立的個案中可以這麼說, 這是由於某些物種或實體的有效

感知. 但第二密度中 大部分情況不是如此,  靈性潛能屬於那些第三密度的實體們. 

 

30.13 發問者: 我想知道公貓, 甘道夫(Gandalf), 是否在某方面受惠於這個機制, 或藉

由其他機制增進其靈性潛能或理解? 

RA: 我是 Ra, 我們檢驗這個資訊 發現它是無害的. 該第二密度實體, 聲音振動體

甘道夫, 是該物種中罕見的樣本, 首先是由於先前的個體化過程; 其次是由於在此

生接受大量的投資, 這是該實體的進程中最大的催化劑. 如我們先前所說, 牠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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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稀有的. 無論如何, 甘道夫實體的兩性繁衍的經驗有小部分獲得靈性的利益, 這

是由於牠與另一個也是貓的實體有著非凡的關係. 這個實體也屬於罕見的第三密

度定向ª來自先前生命經驗的投資. 因此可以被辨識的愛的構造的確存在於這個

關係之中. 

 

30.14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給我一個簡短的歷史 說明我們太陽系各個行星發展

的形而上原則, 它們與(¦§�)生命演化之相關功能? 

RA: 我是 Ra, 我們將給你的形而上敘述只包含居住有個別心/身/靈複合體的星球, 

敘述他們曾經歷, 正在ª將經歷的狀況. 你可以理解其他星球是理則的一部分. 

 

我們從金星開始, 這個行星球體屬於快速進化的星球之一. 它是我們的原生土壤, 

在其表面上的心/身/靈複合體快速的進展是由於和諧的互動. 

 

你們所知的火星實體, 如你已討論的, 這個實體受阻於第三密度中期, 由於地表上

缺乏可居住的狀態, 無法繼續進展. 這個行星將經歷數千年到數萬年的治療過程. 

 

你們居住的行星, 其形而上歷史, 你們已十分了解, 如果你願意, 可以詢問關於它

的資訊. 無論如何, 我們在這個主題上已經說過很多了. 

 

你們所知的土星與無限智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此那些想要保護你們(/§)系統的

實體們居住在它的時間/空間磁場中. 

 

你們所知的天王星行星實體正緩慢地在第一密度移動 並有潛力移動穿過所有的

密度. 

 

30.1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在想是否有其他行星擁有形而上的進化. 你昨天陳述主

銀河系有許多部分靈性地處於理則之中, 做為理則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是否指 在

主銀河系統的中心附近, 恆星-沒有行星系統?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理則將它自身分布於整個銀河系統. 無論如何, 你們

一些更接近中心太陽的系統 其時間/空間連續體是先進許多. 

 

30.16 發問者: 好吧, 一般而言 是否可以說 越靠近這個主銀河系統中心的區域有

著更大的靈性密度ª先進的靈性品質?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因為這個器皿有些不舒適. 我們

不願意耗盡該器皿. 

 

越靠近主銀河系中心的區域, 其靈性密度或質量是已知的. 無論如何, 這個現象只

是單純由於不同的無時性狀態[星球在此期間融合], 容我們說, 在靠近銀河螺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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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區域, 這個空間/時間的過程發生得較早. 我們歡迎任何簡短的(詢問) 

 

--B5018-- 

30.17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你可否告訴她, 有個物品叫做山姆·米勒之極化器對

她的肉體健康有沒有幫助? 你可以回答嗎? 

RA: 我是 Ra, 當我們掃描該器皿之際, 我們發現該磁場的一些異常處, 它被扭曲朝

向我們的(通訊)能力, 也就是找到窄頻管道進入這個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之能

力. 你所說的極化器, 以它現在的狀態, 將不會有幫助. 藉由那些在這方面有天賦

的實體, 仔細讀取該器皿的靈光, 隨後修改這個極化器的磁化力量, 可以協助山姆

實體創造一個這類的極化器, 將對該器皿有一些幫助. 然而, 我們建議任何與錄製

我們話語無關的電器或磁性裝備都不要帶入這些集會中, 因為我們不想要有任何

不必須的扭曲. 

--B5018-- 

 

30.18 發問者: 謝謝你,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通訊

品質?  

RA: 我是Ra, 這器皿平衡良好, 該通訊是它應有的樣子. 這個器皿有些特定的困難, 

你們稱為肌肉抽筋的扭曲, 於是造成她在不動的位置上感到不舒服. 因此我們離

開該器皿. 

我是 Ra. 你們做得很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著.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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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5 日 

 

31.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31.1 發問者: 我首先想要為器皿問一個問題, 她覺得現在感覺比較好, 她想一個人

單獨散步, 她要求知道這舉動是否合宜. 

RA: 我是 Ra, 這是可接受的. 

 

31.2 發問者: OK. 我現在要做的是使用我們上一本書( �)的結尾資訊, 當時你認

為那是比較進階的資料; 我們把它放在本書這裡*, 因為我們正要談論兩性生殖, 

我想要稍為擴充一點這份資料,以獲得某些定義和更好的理解. 你在該資料中談

到性能量轉移. 你可否定義性能量轉移�詳述其意義, 請? 

RA: 我是 Ra, 能量轉移暗示著釋放潛在的能量穿過一個賦能空間[¤+-�]. 性能

量轉移的發生是由於兩個心/身/靈複合體的極化, 彼此之間有一些位能差. 這種能

量轉移或阻礙 則是這兩個位能之間的互動機能. 在(�$)轉移發生的例子中, 你可

以把它比擬為一個閉合的迴路. 如同所有經驗上的活動, 你也可以看待這個活動

為 造物者體驗祂自己. 

(*�£: Ï)+ 26.38 ) 

 

31.3 發問者: 那麼 這個活動是否為造物者體驗它自己的原初機制? 

RA: 我是 Ra, 這不是個恰當的用語. 或許該形容詞可改為"適當的", 即造物者知曉

祂自己的一種適當的方式. 因為在每一個互動中, 不管有何扭曲, 都是造物者在體

驗祂自己. 造物者以這種兩性方式認識祂自己有兩個潛在的好處: 

 

第一, 在綠色光芒已啟動的存有中有種潛能, 直接簡單的類比是你們所稱的喜樂, 

這靈性或形而上的特質存在於智能能量之中. 這對於領會存在性較真實的本質有

很大的幫助. 

 

兩性繁衍行為的另外一個潛在好處是有可能獲致聖體的理解或與連結[¤+-�]

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 藉由適當的準備, 你們所稱的魔法工作可以被完成, 同時可

以體驗到智能無限. 正面導向的個人, 透過尋求或意志的行動, 專注在這個觸及智

能無限的方法上頭, 便能夠導引這無限智能到達該實體渴望做的工作中, 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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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服務ª治療的能力ª任何渴望的服務他人方式. 

這些是造物者以這種特別的方式體驗祂自己的兩個好處. 如我們先前所說, 這個

特別的能量轉移的氣力的自然結果具有開啟門戶的力量, ¤+-�, 通往個別心/身

/靈複合體去服務的渴望, (I6)以無限多種方式服務其他自我, 於是朝正面極化. 

 

31.4 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一下這個概念, 關於性行為不只讓造物者更了解祂自己

也在我們密度中創造一個後代, ª開了一條路徑讓另一個實體可以進入這個密

度? 

RA: 我是Ra, 如我們先前所說, 性能量轉移包括那隨機的紅色光芒轉移, 它是第二

密度實體的機能, ¤+-�, 嘗試去成長、求生存. 這是性互動的一個恰當機能. 你

所稱的後代, 即一個實體掌握這個心/身複合體的機會, 藉由這個隨機行為, 或稱

為卵受精的事件, 促成一個實體有機會進入這個密度做為具肉身的實體. 

 

從事兩性繁殖能量轉移的雙方有潛能在這方面提供偉大的服務: 滋養一個較少經

驗的小實體, 在它獲取經驗的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總會有可能使用這些機會極化到負面, 這是由於你們社會複

合體數千、數萬年來逐漸累積的扭曲 從而創造出混淆的傾向, ¤+-�, 或阻撓了

這個能量轉移的服務他人之層面, 以及隨後服務其他自我的機會. 

 

31.5 發問者: 如果一次性能量轉移發生在綠色光芒中—  我假設在這個例子中沒

有紅色光芒能量轉移— 這是否意味這種特定(能量)轉移不可能包含受孕過程, 不

會誕生出一個實體?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基於身體複合體的本質 總是會有紅色光芒能量轉移. 

這種能量轉移的隨機結果就是它本然的樣子, 在特定的時間 特定的伴侶當中, 一

個可能帶來受孕過程的機能.  

只要各個實體的振動率在任何關鍵的意義上沒有被黃色或橙色光芒能量扭曲, 綠

色光芒能量轉移就會發生, 於是這個禮物被自由給予 不要求心智、身體、ª靈性

方面的報酬. 綠色光芒是一種完整的普世愛 也就是給予而不期待回報. 

 

31.6 發問者: 性結合不必然帶來受孕, 我想知道這個事實背後的某種原則. 我對於

化學或物理原則沒有興趣. 我有興趣的是何種形而上原則引導伴侶有沒有小孩, 

或它純粹是隨機的? 

RA: 我是Ra, 這個隨機程度在特定的限制之內. 如果一個實體已經具備老資格, 它

可選擇生命經驗的基本結構, 這個實體可以選擇降生在一個無法生育的肉體複合

體中. 因此我們發現有些實體選擇不結果實. 其他實體, 透過自由意志, 使用各式

各樣裝置確保不孕. 除了這些狀況, (一般)狀況是隨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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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發問者: 謝謝你. 在先前的資料 你提到"磁性吸引",  你可否定義並詳述這個術

語? 

RA: 我是 Ra, 我們使用這個術語以指出你們兩性的本質具有極性, 這個極性是多

變的, 容我們說, 依照每個實體的男性/女性極化, 不管一個實體屬於生物上的男

性或女性. 因此你可以看到兩個具有適當平衡的實體之間會有股磁吸力, 男性/女

性w�女性/男性 極性, 當兩者相遇感覺到吸引力 兩者的極化力量將互相作用在

對方身上.  

 

這是兩性機制的力量, 不需要一個意志的行動去感受到一個具有相反面性別極化

的實體的吸引力. 它將不可避免地發生 給予能量一個可自由流動的適當途徑. 這

條途徑可能會被一種 

信仰/(健康)狀況之變貌所阻礙, 該變貌聲明不渴望吸引力. 無論如何, 基本的機制, 

容我們說, 就如同磁石與鐵的單純作用. 

 

31.8 發問者: 我們世界中似乎有越來越多人降生的狀態為同性戀傾向. 你可否解

釋並詳述這個概念? 

RA: 我是 Ra, 在這種狀態的實體們經歷到大量的扭曲 由於他們在之前許多世都

經歷生物男性與生物女性. 如果不是因為你們地球困難的振動狀態, 這扭曲並不

會導致同性戀傾向進入活躍階段, 你可以說 在人口眾多的擁擠都會區[�w��'

Nl·ïM�ÿ.]會產生大量的靈光侵害, 在這些狀態下 混淆將發生. 

 

31.9 發問者: 為什麼稠密的人口會創造這些混淆? 

RA: 我是Ra, 兩性的生殖衝動有其目標, 不只是單純的生殖機能, 尤有勝之的是藉

由這個活動 喚醒服務他人的渴望.  

 

在過度擁擠的狀況 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恆常地被其他自我-轟炸, 那些特別敏

感的實體會感覺不到服務其他自我的渴望, 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也會增加這個或

然率—  缺乏對於紅色光芒生殖能量的渴望ª造成阻塞. 

 

在不擁擠的氛圍中 同樣一個實體, 透過孤獨的感覺刺激, 將有更多的渴望尋求某

個人做為服務的對象 於是規律化了有性生殖的機能. 

 

31.10 發問者: 概略來說, 一個男性實體 要有多少個前世是女性使得他在這一世有

高度的同性戀傾向? 

RA: 我是 Ra, 如果一個實體的累世約有 65%處於與目前性別/生物身體複合體相

反的極性中, 則這個實體容易受到都會區(氛圍)的侵犯, 或許便成為你所稱的同性

戀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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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個節骨眼, 雖然是困難許多, 一個具有這種特質的實體仍然可

以在忠實且誠摯的[WN,�]綠色光芒的愛之中, 大程度的服務他人, 從而調整或

減輕了它在性方面的損傷之扭曲. 

 

31.11 發問者: 提摩太(Timothy Leary), 一位研究人員, 在書中寫到在一個實體的青春

期中, 早期或是第一次性經驗產生的性傾向會銘印在該實體的 DNA編碼中. 類似

這種事真的會發生? 

RA: 我是 Ra, 有部分是正確的. 由於獨自性經驗的特質, 在大多數情況 你們稱呼

的自慰不大可能對於後期的經驗有銘印效應. 

 

同樣真實地, 一些早期(Ó�ö)的相遇 可能被視為同性戀傾向, 通常只是好奇的天

真練習. 

 

無論如何, 正確的部分是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強烈涉入的第一個(性)經驗確實將

銘印該實體 成為他此生經驗的一組偏好. 

 

31.12 發問者: 獵戶集團是否使用這點做為一個入口 好銘印一些屬於負面極化的

偏好在實體上? 

RA: 我是 Ra, 正如我們§»邦聯把握任何機會 嘗試照耀我們的愛與光, 包括性的

機會, 獵戶集團也利用機會, 如果這個機會是負面導向或該個體是負面導向. 

 

31.13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一種情感偏見與男性/女性極性無關 而能夠增加一個實

體的性能量? 

RA: 我是 Ra, 沒有性偏好而能增加性能量 是極度不可能的. 或許我們不理解你的

問題 但這似乎是很明顯的 需要一個有性活動潛能的實體去經驗性能量的累積. 

 

31.14 發問者: 我所想的是獵戶集團可能影響第三德意志帝國(Third Reich)的特定成

員, 我讀過一些報告, 一些成員在觀察以瓦斯毒殺實體的過程中得到性滿足. 

RA: 我是Ra, 我們重述, 這些實體有潛能去累積性能量. 選擇何種刺激則是該實體

的選擇. 在你說的例子中 這些實體重度地朝橙色光芒極化, 於是發現權力的能量

阻塞, 將人處死即是凌駕他人的終極權力; 這個行為於是以性慾方式表達, 雖然是

孤獨的. 

在這個例子中, (性)渴望將持續不衰 且事實上不能遏制. 

你將發現, 如果你觀察你們人群中 性風俗的整個光譜, 有些實體在支配他人過程

中經驗到如此的滿足, 不管是以強暴或其他的支配方式. 在每個情況中, 這是能量

阻塞的一個例子, 其特質為性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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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發問者: 那麼 獵戶集團是否能夠以這種橙色光芒效應來銘印實體? 或者他

們... 這是起初發生在這個星球的方式嗎? 我嘗試去了解, 是不是透過這個方式, 這

些概念來到這個星球? 如果我們回到第三密度的開端, 一定有個原初的起因. 

RA: 我是 Ra, 這個起因並不是獵戶(�>), 而是你們人群的自由選擇. 這有些難以

解釋, 我們將嘗試. 

性能量轉移與阻塞比起其他途徑是更為根本的顯化或範例. 因此, 當你們人群對 

好戰�擁有權的貪婪等概念敞開, 這些各式各樣的扭曲開始向下滲入心智之樹 進

入身體複合體的表達, 性慾表達對於那個複合體是基本的. 所以這些性能量的阻

塞, 雖然有獵戶(�>)的影響與強化, 基本上是由你們人群自由選擇的存在狀態的

產物. 

 

這將是最後一個問題, 除非我們需要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使它更清晰, 或在我們

結束前回答任何簡短的詢問. 

 

31.16 發問者: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作用是否遍及種族記憶 並以某種方式感染整個

人群? 那種事會發生嗎? 

RA: 我是 Ra, 種族記憶包含所有曾被經歷的事情. 因此, 容我們說, 甚至存在一些

性的玷污, 這表現在你們自己的文化中為各式各樣的敵對關係傾向, 或者, 如你們

的稱呼, 婚姻(制度), 而非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自由地互相給予. 

 

31.17 發問者: 那正是我想陳述的重點, 非常感謝你. 不想使這器皿勞累, 我只問有

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請覺察到這個器皿有些疲倦, 該(通訊)管道十分清晰. 無論如何, 我

們發現生命能頗低. 我們不想耗盡該器皿. 然而, 當這個器皿敞開它自己, ¤+-�, 

我們感到一種榮譽/責任去提供能量交換. 所以我們忠告這個器皿在提供自己為

開放管道之前 要小心地評估其生命能.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與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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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7 日 

 

3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19-- 

32.1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的小問題, 我將在這個時點丟進來. 我朗讀如下: 該

器皿的肉體複合體正在復原的過程, 離開攝取化學製品(�Ô6Â). 她對於她過去

創造的開口是無知的. 我們, 在場的三人, 要如何更加覺察這類開口是如何被我們

的行動與思想所創造? 有沒有可能在這些集會中, 因為我們在不同領域發問, 無心

地製造出這類開口?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做什麼保護自己不受負面的影響? 是否

有任何我們可以使用的儀式或冥想? 

RA: 我是 Ra, 雖然我們同情這個問題所彰顯的偉大之服務渴望,我們的答案受限

於混淆之道的變貌. 我們將說點一般的事情, 可能在這個領域上有所服務. 

 

首先, 由於這個事件, 這個器皿扭曲它的身體複合體朝向生命能的低點, 這是一個

可辨識的(f�)物質造成的. 容我們說, 這不是一個天然的物質; 該心/身/靈複合體

也沒有足夠覺察到它朝向肉體弱點的變貌. 容我們說, 當該實體不再攝取強烈效

力的化學製品, 也就不會有這類的扭曲; 每日生活的自然方式總是可以被視為一

種適當的方式. (宇宙)沒有錯誤, 包括這個器皿(先前)的行為. 

 

其次, 對於那些走在正面途徑的實體們, 保護自己抵擋任何負面或使人衰弱的 

影響的方法 這個器皿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示範出來了. 如果你願意, 考慮這個特殊

事件具有的潛能, 若負面影響進入該器皿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器皿在獨處中, 在與

其他自我互動中都在思想造物者, 為了它正在經驗的一切、持續讚美與感謝造物

者. 這過程於是允許這個特別的實體以如此的能量照耀其他自我, 而成為一個催

化劑, (協助)開啟與強化其他自我的能力, 朝向更正面的極化狀態. 

 

是故, 我們看待保護是很簡單的. 在每一刻給予感謝, 看見自我與其他自我均為造

物者, 敞開心胸. 總是知曉光, 並讚揚光, 這即是所有必須的保護. 

--B5019-- 

 

32.2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將繼續前天討論的內容. 主題是性別的極性如何在進

化中扮演催化劑的角色, 以及如何最佳地使用這個催化劑. 回到那個主題, 我想填

補一些缺口, 那是我們可能還不大了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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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否告訴我橙色與黃色光芒啟動的不同? 我打算從紅色光芒一路探討到紫羅

蘭色. 我們已經涵蓋了紅色光芒, 所以我想問黃色與橙色光芒啟動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橙色光芒是心/身/靈在個人的基礎上表達其影響或權力的振動樣式. 

因此凌駕一些個體的權力可以被視為橙色光芒. 這個光芒在你們人群中, 在個人

的基礎上, 是相當強烈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光芒中 對待其他自我如同非實體、

奴隸, 或個人財產, 於是不給予其他自我任何地位. 

 

黃色光芒是個焦點的、非常強而有力的光芒,  涉及該實體與群體、社會, 或大數

量的心/身/靈複合體的關係. 這個橙色— +-ø�ÅÆ— 這個黃色光芒振動位於敵

對行動的核心, 在其中, 一個族群的實體覺得有必要和權利去主宰其他群體, 並迫

使他們的意志向主人們的意志屈服.  

負面途徑[�µR�]併用黃色與橙色光芒在它的極化樣式中. 一個實體以專注的方

法使用這些光芒將帶來一次與智能無限的接觸. 如果一個實體的主要振動樣式為

黃色或橙色, 性互動的通常特質是一種阻塞, 以及因為阻塞造成貪得無饜的飢渴. 

如果兩個自我都在這個區域振動, 則透過性的互動開始產生極化的潛能, 其中一

個實體經驗到被羞辱、奴役ª綑綁的歡愉; 另一個實體經驗到主宰與控制對方的

歡愉. 以這種方式, 負面極性的性能量轉移被體驗. 

 

32.3 發問者: 你在二月 17 日陳述 "在第三光芒中有兩種可能性. 首先,如果雙方

都在第三光芒振動,這將是互相強化的能量轉移." *  

在這份資料中 第三光芒的顏色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在那個資料中說的光芒應該是綠色光芒或第四光芒. 

(*�£: ¾��B> 26.38 )  

 

32.4 發問者: 所以我應該將第三改成第四?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請繼續掃描關於編號的錯誤, 如你所稱. 因這個概念對

於我們是外來的, 當用到數字時, 我們必須轉譯. 此類接觸持續存在這種弱點 由於

我們的方式與你們不同. 感謝你的協助. 

 

32.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相信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充分地涵蓋了綠色光芒, 所以我將

略過綠色光芒 前往藍色光芒. 你可否告訴我綠色與藍色光芒的差異 重點放在藍

色光芒?  

RA: 我是 Ra, 伴隨著綠色光芒的性能量轉移, 就性能量而言, 你現在來到這個偉

大的轉折點, 如同在每個其他的經驗模式中一般. 然後綠色光芒轉變為向外(放射), 

於是該實體給予 而非接受. 在綠色光芒之外的第一個給予是: 給予自由或接納, 這

允許藍色光芒能量轉移的接受者有機會感覺到被接納, 解放自己 自由地對給予

這道光芒的實體表達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 一旦交配的雙方都達到綠色光芒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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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 雙方不需要有同等的進展 也可以分享進一步的光芒. 如此 一個藍色或靛藍

色光芒振動的實體 它在其他光芒也是清澈的 即可分享這些能量給綠色光芒的其

他自我, 做為其他自我繼續學習/教導的催化劑. 直到其他自我到達綠色光芒之前, 

如此的能量轉移[-+�ÚsÀ]是不可能的. 

 

32.6 發問者: 我下一個問題與靛藍色光芒有關, 靛藍色與藍色光芒能量轉移有什

麼不同? 

RA: 我是 Ra, 靛藍色光芒是, ¤+-�, 覺察造物者如同自我的光芒; 從而, 一個靛

藍色光芒振動已經啟動的實體, 可以提供造物者到造物者的能量轉移. 這是你們

稱為的兩性生殖行為中 聖體特質的開端. 它是獨一無二的, 在它奉獻給其他自我

的過程中, 承載著全部性、整體性、合一. 

 

32.7 發問者: 那麼, 最終的, 紫羅蘭色光芒. 它與其他光芒有什麼不同? 

RA: 我是 Ra, 紫羅蘭色光芒, 正如同紅色光芒, 在性經驗中是恆定的.  

其他自我對它的經驗可能被扭曲ª完全地忽略ª無法領會. 無論如何, 紫羅蘭色光

芒, 做為心/身/靈複合體的總合與實質, 圍繞並告知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任何行

動. 

 

32.8 發問者: 這種特質的(性)能量轉移是否也發生在第四、第五、第六、及第七

密度— 所有的光芒?  

RA: 我是 Ra, 如你所理解的這些光芒, 到了下個密度有如此不同的意義 再下一個

又有不同意義 如此類推. 所以我們必須以否定語氣回答你的詢問.  

能量轉移只發生在第四、第五、第六密度. 仍然有你們所稱的極化特質. 無論如何, 

由於這些密度有能力看到個體之間的和諧, 這些實體選擇和諧相處的伴侶, 於是

允許恆常的能量轉移 以及[zÊ½¾�pE]身體複合體的繁殖. 

這個過程在第五與第六密度有所不同, 異於你所能理解的方式. 無論如何, 它還是

奠基於極性. 在第七密度 沒有這種特定的能量交換 因為不需要循環使用身體複

合體. 

 

32.9 發問者: 從我們先前關注的內容來看, 我假設今日地球上 有著第四、 第五、

第六密度的流浪者, 他們降生於這個密度的肉體中 在一段時間內成為流浪者, 依

照各式各樣的光芒 何種極化類別能夠感動他們? 你可以告訴我嗎? 

RA: 我是 Ra, 我相信我掌握到你的詢問的推動力. 請進一步發問如果這個答案不

足夠.  

第四密度流浪者, 數目不多, 傾向選擇那些似乎充滿愛ª需要愛的實體. 有很大的

可能性/或然率, 實體-會在判斷中出錯 因為觀察其他自我時帶著憐憫心. 

 

第五密度流浪者並不特別受到其他自我各種光芒的影響, 當有需要的時候 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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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方式提供自己. 這種實體不大可能涉入, ¤+-�, 你們人群稱為婚禮的習

俗, 並很有可能對生小孩及養育小孩有反感, 由於覺察地球振動的不合宜 相對於

光之密度的和諧振動而言.  

 

第六密度(�6), 其繁殖方式你們可以比擬為融合, 很有可能, �¡�=i�, 避免肉

體的複合體的兩性繁殖編程, 而尋求那些屬於完整融合特質的性能量轉移, 在第

三密度顯化的最大可能限度內. 

 

32.10 發問者: 你可否詮釋一下你所謂的 "完整融合特質"? 

RA: 我是 Ra, 整個造物屬於太一造物者, 因此將性活動分割為單純肉體複合體的

活動是種人工的分割. 所有事物都被看做是性別同等的, 心智、身體、靈性都是該

實體極性的一部分. 因此性融合可以有你們所稱的性交, 也可以沒有, 而達成心/

身/靈的完整融合, 感覺到恆常的高潮[ñòó¶], 在對方的存在性中得到喜悅與樂

趣. 

 

32.11 發問者: 這些較高密度的流浪者 由於它們與第三密度不同的定向, 是否會有

相當多的問題?  

RA: 我是 Ra, 以第六密度降生到第三密度而言, 此種問題[��Sÿ]的可能性/或然

率是相當大的. 它不必然成為問題[�R�Æ�>ÿ.]. 關鍵取決於每一個心/身/靈

複合體在這個振動相對性的情況ª處境下 抱持的獨特態度. 

 

32.12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不同顏色的知識... 這是個困難的問題.  我幾乎沒有任何

字彙. 我想了解的是: 起初不同的顏色如何成為表達意識不同層面的函數? 我不知

道這個問題是否足夠? 

RA: 我是 Ra, 這個問題具有足夠的清晰度 讓我們可以嘗試去解釋, [��Sij]  

這是個不容易被智力心智理解的題材. 振動的特質可以被視為數學上狹窄*或狹

小的階梯. 這些階梯可以被視為有邊界. 在每一個邊界中有著無限個漸層變化的

振動或顏色. 無論如何, 當一個實體逼近到一個邊界, 必須要努力去跨過那個邊界. 

這些顏色只是個簡化的方式 用以表達你們密度的邊界分割. 在時間/空間中也有

相同的類比 可以被視為修改版的顏色.  

(*�£: Ï)Ç 17.33�¨£) 

 

32.13 發問者: 謝謝你. 一個在第三密度中的物理實體是否可能變換於整個顏色頻

帶之間, 或者該實體集中於一個顏色上? 

RA: 我是 Ra, 這將是這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為了清晰度 請重述問題. 

 

32.14 發問者: 我的意思是, 好比說, 綠色光芒... 當我們談到綠色光芒啟動和能量

轉移, 一個綠色光芒人主要啟動綠色光芒, 在綠色光芒的兩邊是否多少也有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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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動, 或者他主要停留在綠色光芒? 

RA: 我是Ra, 我們掌握到你要求該材料的新意. 它之前是不清楚的, 我們以為之前

已經涵蓋這個題材. 曾涵蓋的部分如下: 綠色光芒啟動總是容易受到 佔有性黃色

或橙色光芒的傷害, 大多數是黃色光芒 但也經常來到橙色光芒. 恐懼佔有, 渴望佔

有, 恐懼被佔有, 渴望被佔有: 這些扭曲將使得綠色光芒能量轉移無法啟動. 

 

新的材料如下: 一旦綠色光芒被達成, 該實體立刻有進入藍色光芒的能力 只等待

著該個體的努力.  

靛藍色光芒的開啟必須經過可觀的修練與練習, 主要目標是接受自我, 不只如同

極化與平衡的自我, 還如同造物者, 如同一個具有無限價值的實體. 這將開始啟動

靛藍色光芒. 

 

32.15 發問者: 謝謝你. 

RA: 我是 Ra, 在我們結束之前, 你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32.16 發問者: 我想任何問題都太長了, 所以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

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Ra, 一切都好. 我們不只告誡這個器皿, 也要每一個成員好好看顧生命能, 

這是不損耗該器皿與接觸層級所必需的(條件). 

你們是十分謹慎認真的, 我的朋友們. 我們將與你們同在.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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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 日 

 

33.0 RA: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

訊.  

 

33.1 發問者: 在我們上次的集會中 你告誡說, 我們每一個(成員)應該好好看顧必

須的生命能 好讓該器皿與接觸水平不受損耗. 那是否意味著我們[{-[ Jim�ò] 

應該看顧器皿的生命能 或小心(照顧)我們自己的生命能? 

RA: 我是 Ra, 每個實體對自己負責. 這個過程的機制首先與使用肉體複合體及伴

隨的肉體材料有關, 這是為了能夠發聲說出這些話. 因此這個器皿需要留神看守

自己的生命能, 因為我們不想耗盡這個器皿. 

其次, 支援小組的機能第一可以被視為這個通訊的保護; 第二是供給器皿能量並

強化其生命能. 

 

這個支援小組由於根本的和諧 總是能在非常穩定的狀態提供愛與光的保護, 因

此確保這個窄頻接觸的繼續.  

然而, 如果支援成員中任何一個生命能被耗盡 器皿則必須使用自己更大部分的

生命能, 於是消耗自我的程度會大於長期的有利基準.  

請諒解, 我們向你們道歉, 因為這個冒犯你們自由意志的舉動. 無論如何, 就我們

的變貌/理解 你們會比較喜歡得到這個資訊; 而非完全由你們自己的貢獻變貌來

決定, 導致器皿或小組的耗盡, 到達不能持續這個通訊的地步. 

 

33.2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我們忠告, 如何維繫可能的最佳狀態以維持通訊? 

RA: 我是Ra, 我們已經給予關於適當滋養這個管道的資訊. 因此, 我們只以兩個一

般的方式重複自己.  

首先, 我們建議 與其英勇地忽略肉體複合體的弱點/扭曲, 將這個扭曲與小組分享

比較好. 或許當器皿很疲倦的時候 除去一次接觸的機會. 等到器皿被適當地支援 

可以產生另一個機會. 

 

其次, 這個工作開始於和諧中, 可以在和諧、感恩、與讚美等機會, 讚美造物者當

中繼續下去. 這些是你們的保護.  

以上是我們的建議. 我們不能說具體的細節 因為你們的自由意志是這個通訊的

要素. 如我們剛才所說, 我們只談論主題 由於我們理解你們的態度朝向長期維持

這個通訊. 這樣對我們而言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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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發問者: 非常謝謝你. 這個器皿有個裝置, 用於所謂的顏色療法. 既然我們在

過去的集會中討論不同顏色的概念, 我好奇地想知道是否可以將這些概念應用在

顏色療法的原則, 好比照射特定的顏色在肉體上. 這樣做是否會產生有益的效應, 

你可以告訴我這方面的事情嗎? 

RA: 我是 Ra, 這個療法, 如你所稱, 是個有些笨拙且用處變化不定的工具, 這個工

具煽動一個實體的心/身/靈複合體 強化其能量或振動, 以幫助該實體. 這個裝置

的變化不定是由於第一, 缺乏真實顏色的使用. 第二, 你們人群對於振動的敏感度

有著極大的變化程度. 

 

33.4 發問者: 我想你可以將光通過特定顏色水晶來達成一個真實顏色. 這樣說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會是逼近準確顏色的一種方式. 這個問題你可以歸類為[��ÿp]

品質管制, 如同使用不同顏色的賽璐珞. 其間的差異並不大 肉眼甚至無法辨別, 但

在特定的應用上, 則會造成某種不同. 

 

33.5 發問者: 我們可能用一個三稜鏡將白光打散到它的光譜中, 並隔絕光譜的所

有部分, 除了你想要它通過的部分, 藉由一個狹縫使它通過; 這會是更佳的用途. 

這是否真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3.6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知道是否有個經驗的程式導致一個人在他日常生活中

獲得特定的催化劑. 舉例來說, 當我們度過日常生活 有許多我們可以經驗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待這些經驗為純然的運氣ª我們自己有意識的設計, 如排定約會, 去

特定地方等. 我在想是否有個幕後操作, 一個催化劑的程式, 某些實體可據此創造

必須的經驗 以更快速的成長. 這... 這情況是否發生? 

RA: 我是Ra, 我們相信我們掌握你詢問的核心. 如果我們不是正確的, 請要求更進

一步的資訊.  

 

已經意識到降生過程的具肉身實體能夠撰寫自己經驗的程式, 可以選擇催化劑的

數量, 或用不同的說法, 實體在一生中準備學習與經驗的課程數目. 這並不意味一

切都是注定的, 毋寧說有個無形的指導方針依據程式來雕塑(人生)事件. 因此 如

果錯過一個機會 另一個就會出現 直到 [¤+-�] 生命經驗的學生掌握到被給予

的課程並著手學習它. 

 

33.7 發問者: 那麼, 你可以說, 當生命的經驗持續下去 這些課程可被重新編寫. 好

比說一個實體發展了一個偏見, 那是他降生前沒有選擇的項目, 那麼, 有可能編寫

他的經驗程式, 好讓他有機會透過平衡(+�)減輕這個偏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精準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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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發問者: 謝謝你, 從已知這點我推測出一個結論, 就是實體心智中的定向是唯

一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 他所經驗的物理催化劑, 不管是什麼事件, 都可斷然地說 

是他心智定向的函數. 我將用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被刪除]. 這個例子做為心智定

向主宰催化劑的聲明.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我們與你的通訊中 我們比較喜歡不用任何廣為人知的例子、名

言, 格言; 由於任何廣為人知的名言所承受的大量扭曲. 因此, 我們可以回答你詢

問的第一部分 但要求你刪除這個例子. 就我們最佳的認識, 心/身/靈複合體的定

向或極化是一個實體產生各種感知的起因, 這完全是真實的.  

是故，一個場景可能在你們的雜貨店中被觀察到: (��©,) 在自我前方的實體資

金不足. 一個實體會利用這個機會偷竊; 另一個因這個機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另一個毫不在乎地拿掉最不需要的物品, 盡可能地付清款項, 然後繼續做自己的

事.  

在自我後方的實體, 觀察到這件事, 可能感到憐憫; 因為站在一個被貧窮侵襲的人

的後面, 可能感到侮辱、可能覺得慷慨、可能漠不關心. 

 

你現在是否在這些比喻中看到更適當的表現方式? 

 

33.9 發問者: 是的, 我看到了. 那麼從這裡 我推測出一個有些困難的概念  因為你

曾經解釋, 即使第四正面密度也有防衛行動的概念, 但第四密度之上的密度則不

使用防衛行動. 防衛行動與 [}.A] 攻擊行動的概念在我們目前的經驗(密度)中

被使用得非常多. 

 

我假設如果一個實體思想的正面極化程度夠強烈, 對他而言 將不再需要防衛行

動 因為採取防衛行動的機會絕不會從他發起.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可知的. 在每一個例子, 如我們曾說, 一個能夠編寫經驗的實

體 可以選擇學習課程的數目與強度. 一個極度正面導向的實體有可能編寫出某

種情境測試自我的能力 是否即使面臨自我或他人肉身死亡 仍然可以避免(採取)

防衛行動. 這是個很強烈的課程, 容我們說, 無法得知實體曾為自己編寫了什麼課

程. 如果我們渴望, 我們可以閱讀這個(經驗)程式. 無論如何, 這是個冒犯, 我們選

擇不這麼做. 

 

33.10 發問者: 我要問你是否熟悉一部電影叫做第九配置(Ninth Configuration)? 

你熟悉這部片嗎?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你的心智複合體, 並看到這個配置, 叫做第九配置. 

 

33.11 發問者: 這部電影帶出我們談論到現在的重點. 該實體, 上校, 在那個時點必

須做個決定, 我不禁想知道跟極性有關的事，他的極化. 他可以屈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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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勢力之下, 但他選擇防衛他的朋友.  

你是否可能評估何者較為正面極化: 防衛正面導向的實體, 或允許負面導向實體

的壓制? 你甚至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RA: 我是 Ra, 這個問題可以放在第四密度以及你們自己的(��)密度的視野中來

看待, 而它的最佳解答可以看實體 Jehoshua, �-ÿp耶穌, 的行為.  

這個實體正要被他的朋友防衛, 這個實體提醒他的朋友放下劍, 然後將自己交付

出去 導致其肉身死亡.  想要保護摯愛的其他自我是一股持續存在的衝動, 持續穿

越第四密度, 一個充滿憐憫的密度. 超過這點的東西, 我們不能, 也不需要說了. 

 

33.12 發問者: 謝謝你, 當我們接近大師週期的盡頭, 或許給予實體-的催化劑份

量會增加. 我在想地球振動與第四密度振動的一些不匹配, 以及催化劑的增加; 這

些現象是否會創造些許更多的極性 藉此獲得稍微多一些的正面收割? 相同地, 也

將增加多一些負面收割. 不幸地, 地球在這個過渡期間也將有更多的催化效應; �

R��/î01ø����KË, �Qæ�³��.  這過程會發生嗎?  

RA: 我是 Ra, 這個問題必須分兩部分來回答. 首先, 地球上的大災難, 如你所稱, 是

困難收割的一個徵兆, 並非為了收割而有意識編寫的催化劑. 所以 我們並不擔心, 

因為相對於可利用的有意識之催化劑 它是隨機發生的.  

 

第二部分回答如是: 隨機催化劑的結果, 你們所稱的地球變動, 也是隨機的. 於是

我們可以看到或然率/可能性漩渦走向正面與負面. 無論如何, 它將是它應然的樣

子. 有意識催化劑的真正機會並不是地球變動的函數,  而是降生的老資格系統的

結果, 這個系統在收割時刻, 放置那些有最佳機會的實體進入肉身, 他們可以使用

人生的經驗成為可收割的(實體).  

 

33.13 發問者: 這個老資格系統也用在服務自我那一邊, (��6)成為可收割狀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在此時再問一個完整的問題. 

 

33.14 發問者: OK. 我想要你做一件事 列出所有主要提供催化經驗的機制 但不包

括與其他自我的互動. 這是我的問題的第一部份. 

RA: 我是 Ra, 我們從這個問題掌握到你了解在第三密度 催化性經驗的主要機制

是其他自我. 其他催化影響的列表: 首先, 造物者的宇宙; 其次, 自我. 

 

33.15 發問者: 在 自我ª自我之道 這個標題下, 你能否列出一些7標題 它們皆可

被催化劑作用以產生經驗? 

RA: 我是 Ra, 首先, 未顯化的自我.  

其次, 自我和社會性自我[baò�ÚµaòR23]之間的關係. 

第三, 自我與小器具、玩具、娛樂活動, 以及其他自我的發明之間的互動.  

第四, 自我與你所稱的戰爭與戰爭流言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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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 發問者: 我在想可能還有肉體病痛的催化劑. 這點如何... 這點是否也在這個

標題底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它會在未顯化自我的標題底下. 未顯化自我; 也就是不

需要其他自我來顯化ª作用的自我. 

 

33.17 發問者: 我們是否還有足夠時間詢問這個問題的第二部分 即列出與其他自

我(Úz)行為中, 所有主要提供催化劑的機制? 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嗎? 

RA: 我是 Ra, 你有許多的時間, 因為我們可以在兩種方式任選一種來表達這個列

表. 我們可以無限地述說, 或只單純地陳述 任何自我�其他自我的互動, 只要自我

�其他自我 存在潛在(位能)的差異, 都是有潛能的催化劑. 這個過程被一個恆常的

事實主持與支持, 即造物者等同自我 也等同其他自我. 你可以進一步發問 如果你

想要特定的資訊. 

 

33.18 發問者: 我相信這些在目前已經足夠. 

RA: 我是 Ra, 在我們結束這個工作前 你是否有一個或兩個簡短的詢問? 

 

33.19 發問者: 唔, 等我一分鐘, 我此時想不到什麼夠簡短的問題. 只要一分鐘, 

[�d�4EA¸] 是的, 這裡有個問題. 一個實體在第四正面密度的入口層次, 另一

個實體在第四負面密度的入口層次, 他們在紫羅蘭光芒的活動或明亮度會有任何

不同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第四正面密度的紫羅蘭光芒將被染上綠色、藍色、靛

藍色三和弦能量. 這個色調可以看做是彩虹或三稜鏡的一部份, ��S��, 各個光

芒相當地清楚. 

 

第四負面密度的紫羅蘭光芒, 容我們說, 它的靈光帶著紅色、 橙色、黃色的色調, 這

三個光芒是渾濁的, 而非清楚分明. 

 

33.20 發問者: 做為那個問題的小補充, 第五與第六密度的光芒看起來像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大約地述說. 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你理解到 在每個密度的

顏色結構都有顯著的不同. 

 

第五密度, 或許最佳的描述是極度的白色振動. 

 

第六密度是一種包含著金色品質的白色, 如你們可能觀察到的樣子; 這些顏色與

(l·+�)有關: 調和[�� ¡����]悲憫進入智慧; 然後在第六( ¡), 以智慧

觀看, 調和智慧重新進入一個對悲憫的統合理解. 這個金色不屬於你們的光譜, 而

是[µóÙ�]鮮活的(Û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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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再問一個簡短的問題. 

 

33.21 發問者: 那麼我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

個通訊? 

RA: 我是 Ra, 這次工作是好的. 你們嘗試成為謹慎認真的. 我們謝謝你們. 

容我們說, 我們享受你們對於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幻想; 當透過這個器皿說話

時, 飲一杯你們的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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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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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4 日 

 

3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20-- 

34.1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 對她而言, 每天兩次較短的運動時期是否比一次長時

間運動好?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在這三個月期間, 該器皿的肉體複合體的扭曲容易受

到強化, 因此它的肉體複合體的運動配置需要強化. 

這大約可以估算為每日一次主要的運動時期, 然後在夜間冥想前再加入一次運動

時期, 為時大約是前者的一半. 這麼做將使該器皿很疲憊, 然而, 它將產生強化肉

體複合體的效應, 並減少易受傷的程度, 減少(�Ü!)被利用的可能性. 

--B5020-- 

 

34.2 發問者: 非常感謝你, 我們開始一般性的詢問. 你在稍早時刻陳述, 穿透第八

層級或智能無限允許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被收割, 只要它在任何時間/空間如此想

望. 當這個第八層級的穿透發生時, 穿透這個層級的實體會經驗到什麼? 你可以告

訴我這點嗎? 

RA: 我是Ra, 每個實體感知智能無限的經驗是獨特的. 在肉身狀態中, 這個感知的

範圍從無限制的喜樂到強烈奉獻於服務他人. 一個觸及智能無限的實體最常發生

的反應是將這個經驗視為一個無以言喻的深奧(經驗). 

無論如何, 該實體立即渴望終止此生的情況並不常發生. 反而是渴望去溝通或使

用這個經驗去協助他人, 該渴望極度地強烈. 

 

--B5020-- 

34.3 發問者: 我有個經驗發生在1964 年左右, 我相信那是在我冥想的時候, 我覺察

到一個我認為是不同的密度與不同的星球, 並且似乎經驗移動到那個星球上頭

(�+�)? 你有沒有可能告訴我那個經驗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看見完全揭露它將導致某種傷害, 由於冒犯之故. 

我們可以滿足地暗示這個實體, 雖然它還沒準備好接受他人主導的催眠回溯, 不

過它還是有機會理解它的存在狀態. 

--B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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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定義 業力(karma)? 

RA: 我是 Ra, 我們對業力的理解是它可以被稱為慣性. 那些運行中的行動將持續

使用平衡的方式, 直到更高或控制原則, 你們可以比喻為煞車或停止裝置, 被祈請. 

行動之慣性的停止可以被稱為寬恕.  

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的. 

 

34.5 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在其一生中發展了所謂的業力, 那麼是否程式會在特

定時候啟動, 好讓他經驗到允許他獲致寬恕的催化劑 從而減輕業力? 

RA: 我是 Ra, 這點, 一般而言, 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自我和任何牽連的其他自我雙

方可以在任何時刻透過理解、接納、寬恕的過程, 改善這些模式. 這個方式在一生

中的任何時點都是真的. 因此一個已經讓某個行為運作的實體, 可以寬恕自我, 並

絕不再犯相同錯誤, 這也會煞住或停止你稱為的業力.  

 

34.6 發問者: 謝謝你, 在上次集會中提到一些標題, 以及在各個標題底下產生的催

化作用...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未顯化的自我產生的學習催化劑? 

RA: 我是 Ra, 我們觀察到你對於痛苦催化劑的興趣. 這個經驗在你們實體中是最

常見的. 這個痛苦可能屬於肉體複合體, 更多的情況屬於心智與情感複合體. 在少

數的例子中 這痛苦屬於靈性複合體特質. 這些創造出學習的潛能. 要學習的功課

因人而異. 但這些功課幾乎總是包括耐心、容忍, 和(Ý5)輕鬆作風的能力. 

 

情感痛苦是很常見的一種催化劑, 不管是心愛的人肉身死亡 或 其他表面上的損

失, 通常導致相反的結果: 悲痛, 沒耐心, 乖戾的感覺. 這個催化劑便走偏了. 在這

些情況 將會有額外的催化劑給予未顯化的自我有進一步的機會去發現自我為全

然自足的造物者 包含一切萬有並充滿喜樂. 

 

34.7 發問者: 我們所稱的傳染病 從未顯化自我的角度來看 在這個過程是否扮演

某種角色? 

RA: 我是 Ra, 這些所謂的傳染病是第二密度的實體, 它們提供這類催化劑的機會. 

如果這個催化劑是不需要的, 那麼這些第二密度的(微)生物, 並不會產生作用. 在

每一個歸納法中 請注意會有異常情況, 所以我們不能說到每一種情境 但只能提

事物的一般運作或方式[��S���]. 

 

34.8 發問者: 天生的缺陷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RA: 我是 Ra, 這是該心/身/靈複合全體程式的一部份顯化在第三密度的心/身/靈

(456)之中. 這些缺陷被該實體的全體複合體計劃為一些限制, 它們是經驗的一

部份. 這包括基因的素質, 如你對它們的稱呼. 

 

34.9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給予我關於自我�社會自我關係的同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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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Ra, 未顯化自我可以在發展任何心/身/靈複合體能量流入中心的(過程中)

找到它的功課. 社會的(自我)�自我的互動最常集中在第二與第三能量中心. 因此 

那些最活躍於嘗試去再造或改變社會的實體們 他們個人感覺自己是正確的 或擁

有答案將權力放在更正確的配置. 這個情況可以是從負面到正面導向的一個完整

旅程. 任何一個導向都會啟動這些能量光芒中心.  

 

有少數人 他們協助社會的渴望出自綠色光芒或更高的(sÀ). 這些實體, W6�à, 

是少數. 因為第四密度光芒的理解[¤+-�]比較渴望 普世的、自由給予的愛, 而

非領地或甚至人群、政治結構的重整. 

 

34.10 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強烈傾向正面的社會效應, 這個實體靈光中的黃色光

芒跟 一個想要創造一個帝國並以鐵腕統治的實體相比, 這兩個實體在黃色光芒

活動上有何不同? 

RA: 我是Ra, 讓我們舉兩個正面導向, 曾經活躍一時的靈魂做為例子, 他們已經不

在你們的物理時間/空間之中. 一個是亞伯(Albert) 走入一個陌生的和, 對他而言, 

蠻荒的社會, 為了要醫療它. 這個實體能夠動員大量的能量和你所稱的金錢. 這個

實體耗費了許多綠色光芒能量 用在醫者與風琴[�-��£á;]愛好者兩方面. 這

個實體的黃色光芒是明亮的 且由於他努力於取得資金以傳播其志業 結果黃色光

芒得以結晶化. 無論如何, 綠色與藍色光芒同樣呈現高聳地明亮特質. 如你所稱, 

較高層次被啟動; 較低能量點保持平衡, 相當、相當地明亮. 

 

另外一個例子是馬丁(Martin), 這個實體處理很大程度的負面橙色�黃色振動型態. 

無論如何, 這個實體能夠保持綠色光芒能量的敞開, 即使面臨嚴酷的考驗, 這個實

體可以被視為: 有較多部分朝向正面極化 這是由於他在面臨巨大的催化劑的時

刻, (仍)忠實地服務他人. 

 

34.1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亞伯與馬丁的姓氏?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為你們所知的亞伯·史懷哲與馬丁·路德·金恩. 

 

34.12 發問者: 我剛才也是這麼想的, 但我不確定. 你可否給予我關於未顯化自我

的互動資訊, 即自我�小器具、玩具、發明等等的未顯化互動關係? 

RA: 我是 Ra, 在這個特別的實例中 我們再次聚焦於橙色與黃色能量中心. 以負面

的觀點來看, 你們人群中的許多小玩意, 你們所稱的通訊裝置 以及其他分心的事

物, 如較不具競爭性的遊戲, 可以被看做具有保持心/身/靈複合體不活躍的變貌, 

於是黃色與橙色光芒活動減弱許多, 於是仔細地減少最終綠色光芒啟動的可能性. 

 

你們其他的器具可以被視為一種工具 幫助實體探索自身肉體或心智複合體, 以

及在少數情形中, 靈性複合體之能力, 於是在你們所稱的團隊運動和各種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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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啟動橙色光芒. 這些可以被視為探究力量感覺的方式; 特別是 凌駕於他

人之上的力量; 或一個團體的力量超過另一個其他自我團體的力量. 

 

34.13 發問者: 關於這個催化劑類別 一般而言 電視對於社會的整體效果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沒有忽略許多屬於綠色光芒的嘗試, 透過這個媒介傳遞真理

與美的資訊 這些或許是有幫助的, 我們必須提議這個器具的總合效果是分心與

沉睡. 

 

34.14 發問者: 在同樣的類別中, 你可否給予我們關於自我�戰爭、戰爭流言的關

係之資訊? 

RA: 我是 Ra, 你可以看出這與你們的器具有關係. 戰爭與自我的關係是成熟中的

實體的一個根本感知, 其中有很大的機會加速到任何渴望的方向. 一個實體可以

藉由認定敵對的態度 不管是爲了什麼原因 朝負面極化. 

一個實體可以藉由在戰爭中的英勇行為[�,µ_`É-��], 即保存其他自我的

心/身/靈複合體的行動, 朝正面極化一些程度, 啟動橙色、黃色, 然後是綠色(sÀ). 

 

最後, 一個實體可以非常強烈地極化第三光芒, 藉由表達普世大愛的原則, 即使面

對敵對的行動, 也不惜代價堅持這個原則. 如此 該實體可能只有很短暫的一生, 成

為一個覺知的存有. 這可以被視為所謂的創傷性進展.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你們實體

當中, 有很大百分比的進展有著創傷的催化劑. 

 

34.15 發問者: 你在剛才的敘述中使用第三光芒這個辭彙 這是你想要用的詞彙嗎? 

RA: 我是 Ra, 我們意指綠色光芒. 我們的困難在於我們認知紅色與紫羅蘭色光芒

為固定的; 因此只有內側的光芒才會變動, 並且被觀察, 做為老資格(實體)嘗試形

成一場收割時的各項指標. 

 

34.16 發問者: 紅色光芒, 一道強烈的紅色光芒, 是否可以用來做為(實體)此生老資

格的索引, 如同強烈的紫羅蘭色光芒(�â�)? 

RA: 我是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在畢業或收割到達第四正面密度的過程中, 紅色光

芒只被視為, 一旦被啟動, 一個所有振動層次的基礎, 總合是紫羅蘭光芒能量. 

 

紫羅蘭光芒是第四正面密度的唯一考量.  

在評估第四密度的負面可收割(實體)時, 紅色, 還有橙色與黃色光芒的強度都會被

相當仔細地觀看, 因為負面的進展需要大量的耐力與這類的能量, 從太陽神經叢

中心要打開智能無限大門是極度困難的; 要達成第四負面密度的收割, 這是必須

的. 

 

34.17 發問者: 你是否可能以我們的巴頓(Patton)將軍為例, 告訴我, 在他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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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戰爭在他身上的效應? 

RA: 我是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你所說的喬治, 在前幾世的經

歷中, 創造出一個在今生無法抵抗的樣式或慣性, 位於你們的時間/空間中. 這個

實體的黃色光芒被強烈啟動, 伴隨著經常發生的綠色光芒開啟和偶爾發生的藍色

光芒開啟. 無論如何, 它發現自己不能打破先前敵對本質的創傷經驗塑造的模子.  

 

這個實體有些朝向正面極化 由於它專一地信仰真理與美. 這個實體相當地敏感, 

它感到一個偉大的榮譽/責任去保存該實體感覺為真實、美麗 並且需要保衛的東

西. 這個實體認知自己為一個英勇的角色. 它有一些朝負面極化 由於欠缺對於它

攜帶的綠色光芒 之理解, 拒絕了寬恕原則 該原則隱含在普世大愛之中. 

 

(他)這一生的振動總合稍微增加了正面極性 但收割性減少 這是由於拒絕了責任

之道ª法則; 也就是說, 看見普世大愛 卻依然繼續戰鬥. 

 

34.18 發問者: 我們是否有足夠時間, 讓我詢問這個實體的死亡幾乎立刻就在大戰

終止之後發生, 其中原因是否為: 它便可以立刻再降生, 好讓它有可能完成收割? 

RA: 我是 Ra, 這是精準地正確. 

 

34.19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離開你, 我的朋友們, 在太一[!´�E!´]的愛與光

中. 我在永遠持續的和平中離開你.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

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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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6 日 

 

35.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35.1 發問者: 我想說 我們認為能夠做這件工作是個很大的殊榮, 我們希望能朝對

讀者有價值的方向發問. 我想在這次集會中 檢視歷史上不同的知名人物 檢視他

們的光芒效應 將有助於理解幻象的催化劑是如何創造靈性成長. 我列了一張人

物清單, 好讓我們可用來觸及這些個體在工作催化劑過程中的高點, 首先從富蘭

克林 D. 羅斯福開始, 你可以說些關於該實體的事情嗎? 

RA: 我是 Ra, 值得注意的是 在討論那些廣為人知的實體們, (你們)有可能將這資

訊視為該實體特有的 但事實上 經驗的偉大設計對於每一個實體大多是相同的. 

心智中有了這個認識後 我們願意討論給予個人催化劑之各種經驗力. 

另外要注意的, 關於那些晚近降生於這個(��)平面的實體們 有許多扭曲的發生 

(人們)對於該實體的思想或行為產生誤傳�誤解.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 談論這個被知曉為富蘭克林的基本參數. 當任何實

體降生到第三密度, 每一個能量中心都被賦予勢能 但必須由自我使用經驗來啟

動它. 

 

富蘭克林實體發展地相當快速 從紅色、橙色、黃色、綠色 一路向上發展 並且在

年幼時期[��Sÿ]開始工作藍色光芒能量中心. 

這快速的成長首先是由於先前啟動各色光芒的成就; 其次, 由於它早期相對舒適

與閒暇的經驗; 第三, 由於該實體強烈渴望進步. 這個實體與一個藍色光芒振動之

力道比自己還大的實體結為伴侶. 於是在該領域取得進一步成長的催化劑, 並堅

持一生.  

 

這個實體在持續綠色光芒活動方面有些困難, 這是由於將過度的能量投入到與 

其他自我-爭奪權力而造成扭曲. 肉體載具[��Sÿ]為此付出了代價. 該肉體載

具有一部分無法行動的限制, 讓這個實體有機會專注於, 容我們說, 權力的較為普

世或理想的層面; 換言之 不濫用的權力. 於是 起初的敵對行動 使得該實體損失了

一些正面極性 因為過度使用橙色與黃色光芒能量, 由綠色與藍色光芒能量支付

代價, 然後, 由於加諸於肉體複合體的痛苦限制產生催化效果 使得該實體又重獲

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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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實體的本質並不具敵對性 但處於衝突的年代 
,  (他)持續地在綠色光芒中振

動, 工作藍色光芒能量.  

富蘭克林的老師在這個時期, 做為一個藍色光芒啟動者, 發揮很大的作用. 不只是

為了它的伴侶, 同時也表達出更為普世的觀點. 這個實體持續地正面極化 具有普

世觀, 然而, 較不具普世觀的方面是: 發展出所謂的業力型態; 這個業力跟它與伴侶

/老師之間不和諧的關係變貌有關. 

 

35.2 發問者: 我想澄清兩件事. 首先, 富蘭克林的老師就是他的妻子?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5.3 發問者: 其次, 富蘭克林自己將限制放在他的肉體上?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在此生中的課程與目標之基本指導方針 在降生之

前 就已經被心/身/靈複合全體仔細地提出. 如果富蘭克林能夠避免過度享受或

依戀於競爭性, 競爭可以被視為他的職業的過程中固有的特性, 這個實體可以沒

有這種限制. 

 

無論如何, 在這個程式中 服務與成長的渴望是強烈的, 由於這些愛戀權力的變貌, 

導致這些機會停止時, 該實體的限制因素便被啟動. 

 

35.4 發問者: 我想要求相同類型的資訊 關於阿爾道夫·希特勒. 你曾經給一點這方

面的資訊. 你不需要重述曾經講過的部分, 但如果你可以完成這個資訊, 那是有幫

助的. 

RA: 我是 Ra, 說到阿爾道夫 我們有些困難, 由於這個實體生命型態中存在劇烈的

混淆量, 並且任何對該實體的討論都會迎來大量的混淆. 

 

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例子, 嘗試啟動�Ê最高的能量光芒, 卻缺乏綠色光芒的鑰匙, 

抵消了自身的極化, 不管是朝向正面或負面. 這個實體基本上是負面的. 無論如何, 

它的混亂是如此劇烈以致於人格瓦解, 於是使得該心/身/靈複合體無法被收割 並

需要許多治療. 

 

這個實體跟隨負面極化的型態 暗示著精英與被奴役者, 這點被該實體視為對於

社會結構有益的特質. 無論如何, 飄移出有意識的極化 進入你所稱的薄暮世界 在

那裡 夢境取代了你們空間/時間連續體的事件. 這個實體嘗試沿著服務自我的途

徑服務造物者, 以到達可收割的程度. 這個嘗試失敗了.  

因此我們看到所謂的精神錯亂常常發生在一種實體(ï�): 嘗試快速極化(�ã7)

超過其整合經驗(�ã7). 

 

我們已經在先前的通訊中 忠告並建議謹慎�耐心 並在此重述一次, 使用這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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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做為一個例子:  過度急躁於開啟極化過程, 而沒有適當地留心於整合與綜合其

心/身/靈複合體. 知曉你自己就是將地基建立於堅實的地面上. 

 

35.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相信這是個重要的例子. 我在想是否有任何阿爾道夫的下

屬在那個時候能夠極化到負面可收割的性質?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談論兩個負面可收割的實體, 其他實體仍然活在這個物理

世界中: 一個是�-���赫曼(Hermann); 另外一個是, �-���希姆勒(Himmler), l

�@³�89�ÿ.�=L. 

 

35.6 發問者: 謝謝你. 稍早, 我們討論過亞伯拉罕·林肯這個相當獨特的個案 你是

否可能告訴我們 為什麼第四密度存有使用亞伯拉罕·林肯的身體, 它的志向是什

麼, 以及就那些活動發生在我們的社會的時期而言, 這件事發生在何時?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35.7 發問者: 以你的估計, 知道這些資料對讀者是否有價值? 

RA: 我是 Ra, 你必須依據你的辨別來形成你的詢問. 

 

35.8 發問者: 好吧 在這個案例中 我想知道在那個時候, (�$T)使用亞伯拉罕·林

肯的身體之動機?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因為我們發現器皿的生命能

相當低落. 

 

亞伯拉罕在許多方面有著極度的困難, 並由於肉體、心智、靈性的痛苦, 對於生命

感到厭倦, 但沒有自我-摧毀的傾向. 在你們的時間, (ç�)1853 年, 這個實體在睡夢

中被第四密度存有接觸. 這個存有關切在第四密度進行多年[�-�©�]的光明勢

力與黑暗勢力之間的戰鬥.  

 

這個實體接受了完成亞伯拉罕業力型態的榮譽/責任, 亞伯拉罕發現這個實體嘗

試去做那些亞伯拉罕渴望實踐 但感覺無能為力的事情. 於是交換協議達成. 

 

亞伯拉罕實體, 被帶到一個暫時中止的(��)平面, 直到它的肉體載具停止(è6), 

就好比我們 Ra安排這個器皿的方式: 在出神狀態中離開載具, 做為這個器皿, 將

她的心智與靈性複合體保存在暫時中止的狀態. 

 

當時的地球能量 在這個實體看來似乎處於一個關鍵點, 因為你所知曉的自由在

許多人之中 已經被接受為一種可能性. 這個實體看到那些開始自由民主概念的

先人們開始的工作, 如你所稱, 有被被刪減或廢除之虞 由於逐漸升高的奴役實體

之信仰和原則之使用. 這個負面的觀念在你們密度是相當嚴重的, 於是這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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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而出, 投入它看到 為光而戰, 目的是治療自由概念的裂縫. 

 

這個實體並未因這些活動而獲得或損失業力, 這是由於它不依戀任何的結果. 它

的態度從頭到尾都是服務他人, 特別是對那些受壓迫ª被奴役的實體們. 這個實

體的極性有些減少 但情況不嚴重, 由於戰爭的創傷造成大量實體離開物理層面, 

(他們)創造累積的感覺與思想形態減少其極性. 

容我們問, 這個資訊是否為你所要求的, 或我們需要供應更進一步的資訊? 

 

35.9 發問者: 我將在下次的工作期間問任何進一步的問題, 下次集會應該在四天

之後. 我們不希望使器皿過度勞累.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

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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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0 日 

 

3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36.1 發問者: 在先前的通訊中 你曾說到心/身/靈複合全體, 可否請你給予我們這

個名詞的定義? 

RA: 我是 Ra, 有一個次元, 在其中 時間沒有影響力. 在這個次元中, 該心/身/靈在

其當下的永恆之舞中 可以在全體中被看見; 接著該心/身/靈複合體成為社會記憶

複合體的一部分, 在它欣然同意被吸收進入太一造物者的全部之前, 該實體在其

全體性中知曉它自己. 

 

該心/身/靈複合全體的功能, ¤+-�, 是你所稱的高我(Higher Self)之一種資源. 依

序地, 高我是(a:´E)一種資源, 用以檢視第三密度經驗之蒸餾物, 以及編寫進一

步經驗的資源. 這個過程在第四、第五、第六密度皆如是, 協同心/身/靈複合全體

在第七密度期間進入意識. 

 

36.2 發問者: 那麼心/身/靈複合全體是否負責編寫一個第三密度心/身/靈複合體

經驗歷程中催化劑的變動, 因此當那個複合體在第三密度經驗中的狀態改變 適

當的催化劑可以被增加?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如你所稱, 高我, 完整理解該實體的累積經驗之自我, 

協助該實體獲致先前不當學習經驗之治療, 並且協助你剛才所指的進一步的人生

經驗之編寫[��Sÿ]. 

 

心/身/靈複合全體是一個可以被高我層面呼求的對象, 正如同心/身/靈複合體呼

求高我. 在此一例子中 你看到了一個在空間/時間連續體中的結構化狀況, 高我擁

有一個實體曾經收集的全部經驗, 並且很堅定地掌握在此密度要被學習的功課. 

 

心/身/靈複合全體如同流轉的沙群一般, 在某些部分是同一實體的平行發展之集

合. 這個資訊可以被高我層面取得. 這個層面可以使用這些被投射的或然率/可能

性漩渦, 好更佳地協助未來的生命編程[}�-���]. 

 

36.3 發問者: 在賽斯資料(Seth Material)中, 我們在這裡找到一句陳述: 賽斯說每一個

在地球上的實體都是高我或超靈(Oversoul)的一部分或一個層面. 高我或超靈在許

多次元有許多層面或部份, 它們全體學習功課允許高我以平衡的方式進展. 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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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 有許多(��)經驗類似於我們在第三密度的經驗 由單一的高我所治理?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的正確性是變動的, 一個實體變得越平衡 需要在平行經驗

中探索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就越少. 

 

36.4 發問者: 我是否可以據此理解為: 高我或超靈可以分解為眾多的單元 如果必

須[+-Sÿ�]同時地經驗不同型態的催化劑, 然後監管這些經驗? 

RA: 我是Ra, 這個陳述, 我們不能說是正確或不正確, 由於你們所稱的時間帶來的

混淆. 唯有當一切事物都被視為立刻(同時)發生, 才有真正的同時性(simultaneity); 

這點將你所說的概念籠罩了一層陰影; 該存有的各式各樣的部分同時地活出不同

特質的經驗, 這個概念並不那麼精準地正確, 就你的認知而言, 這即為發生了真正

的同時性. 情況不是這樣的. 

 

(實際)情況是從宇宙到宇宙之間(各有不同), 然後高我可以從心/身/靈複合全體

取得的資訊來編寫平行存在, 就任何一個關鍵點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而論.
 

 

36.5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一個例子, 可能是我們的歷史的其中一位實體, 如果你不

想要特定的名字, 就給予一個例子, 關於高我如何藉由這個編寫平行經驗的程式, 

達成教育(目的)? 

RA: 我是 Ra, 或許最簡單的例子是兩個自我的存在 用以說明表面上的同時性 [Í

���T�IÅ+íé�©�/��]: 超靈, 如你所稱, ª高我, 似乎與它協助的心/身/

靈複合體同時存在. 實際上, 這並不算同時發生, 因為當(��6)有需要的時候, 高

我會從該實體發展中的位置[可以被認為是該實體的未來]移動到該心/身/靈複合

體(lv). 

 

36.6 發問者: 那麼就我們的理解 高我從未來(©�)運作. 換句話說, 我的高我會在

我所認為的未來工作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從你們的空間/時間立場而言, 這是正確的. 

 

36.7 發問者: 那麼說 高我 [¤+-�] 會有很大的優勢, 因為它精準地知道什麼是被

需要的... 由於它,Å+S� , 會知道什麼事將會發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這會是自由意志的廢除. 高我層面在穿越第六密

度的過程中 覺察到(自我)學習到的功課. 進展速率被相當良好地理解. 到達高我

本然狀態過程中必須做出一些選擇, 這些選擇出自於該心/身/靈複合體自身. 

 

於是高我彷彿像一張地圖, 在其中 目的地為已知; 各個道路也被清楚地知曉, 這些

道路是由智能無限透過智能能量所設計出來的. 無論如何, 高我層面只能夠編寫

課程, 以及如果它想要 可以預先設下一些限制. 剩下的完全由各個實體的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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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決定. 此為已知�未知之間的完美平衡. 

 

36.8 發問者: 對於這些概念有這麼多困難 我感到抱歉, 但我確定將它們翻譯成我

們的理解及語言是非常困難的. 我有些問題可能相當滑稽, 這個高我是否有某種

型態的載具 好比我們的肉體載具? 它是否有個身體複合體?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高我位於第六密度的特定進程 即將進入第七密度. 當

心/身/靈複合體順利地進入第七(密度)之後, 如此完全地成為一個心/身/靈複合

全體, 它開始聚集靈性質量 朝第八音程密度逼近; 於是向後的看顧在那一點終止. 

 

36.9 發問者: 每一個實體的高我都屬於第六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當一個實體接近第七密度之際 這是自我對自我的榮譽

/責任. 

 

36.10 發問者: 嗯, 讓我確定我了解這點. 我們曾經談論特定的個別人物. 舉例來說 

我們在先前的通訊中談論到喬治·巴頓. 那麼, 在他做為喬治·巴頓的那一生 差不

多四十年前, 他的高我位於第六密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在此時特別要提到每一個實體都有好幾個可以呼

求內在支持的對象. 這些對象的其中之一可能會被一個實體視為心/身/靈複合全

體. 然而, 並不是這樣的. 心/身/靈複合全體是星雲般的集合, 包括一切在理解中

可能發生的事物; 高我自身是心/身/靈複合全體之投射或顯化, 然後高我可以在

該心/身/靈離世[cD~���ïM]的時候與之通訊, ª在世的時候— 如果心智根部

的適當途徑或通道是敞開的, 也可以通訊.  

 

36.11 發問者: 那麼這些通道可以藉由冥想被打開, 我假設強烈極化對於這點會有

幫助.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強烈極化並不必然在該心/身/靈複合體中發展出 

意志或需要去接觸超靈. 每一條生命經驗的途徑都是獨特的. 無論如何, 若有這樣

的極化, 該意志可以被大幅地強化, 反之亦然. 

 

36.12 發問者: 讓我舉一個你先前說過的例子, 他叫做希姆勒(Himmler). 我們假設他

的高我屬於第六密度. 既然希姆勒選擇了負面途徑 他的高我是否居住在第六負面

密度? 你可否闡述這個概念? 

RA: 我是 Ra, 沒有(負面*)存有曾到達超靈的顯化, 那是心/身/靈複合全體於第六

密度晚期[}�-�©�$¡]的榮耀/責任.  

(*¨£: 7xé�êTÏ�’ëN’, �ì$�
íslæ�� Ra���) 

 

這些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 就我們所知, 從未克服過這個困難, 因為從第五

密度畢業以後, 取得了智慧 但必須以等量的愛匹配. 當追隨負面途徑時 想要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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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中的愛/光是非常困難的; 在第六密度早期, 負面導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將

選擇釋放其潛能 跳躍到第六正面密度. 

 

所以, 超靈是朝向正面的, 提供祂的理解, 讓所有準備接受這類幫助的實體得以取

得. 無論如何, 個體的自由意志是至高無上的, 任何高我給予的指引可以被視為正

面或負面極性 端看該心/身/靈複合體的選擇. 

 

36.13 發問者: 那麼 以希姆勒為例, 當他降生於 1940 年代, 他的高我在那個時候屬

於第六正面密度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6.14 發問者: 在 1940 年代, 希姆勒具備肉身的時候 他是否以任何方式接觸他的

高我? 

RA: 我是 Ra, 我們提醒你 負面途徑是一條分離的道路. 什麼是首先的分離: 自我

離開自我. 希姆勒實體並未選擇用它的意志與極化能力去尋求任何來源的指引, 

僅只使用它有意識的驅策力, 在生命經驗中自我選擇, 並被其他世的經驗創造的

偏見所滋養. 

 

36.15 發問者: 好吧, 比方說, 當希姆勒抵達第六負面密度的開端, 他是否會領悟到

他的高我屬於正面導向的第六密度, 為了這個原因從負面跳到正面導向?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第六負面密度的實體極度地睿智. 它觀察到靈性熵數

的產生是由於欠缺表達第六密度合一性的能力. 因此, (�2)愛造物者 並在某一點

領悟到: 造物者不只是自我, 也包括 其他自我等同自我的部分, 該實體有意識地選

擇一個瞬間的能量重新定位, 好讓它可以繼續其進化(旅程). 

 

36.16 發問者: 那麼, 當一個第六密度實體在正面導向中抵達那個點, 他可能選擇

成為我們所稱的流浪者重返(人間). 我在想這情況是否曾發生在第六負面密度的

實體上? 是否有任何(這類)實體以流浪者身分重返? 

RA: 我是 Ra, 一旦負面極化實體抵達智慧密度的某種程度 它變得極度不可能會

去選擇冒遺忘的風險, 因為這個極化不是無私的, 而是自私的, 並具有智慧理解到

這類"流浪"的危險. 偶而 一個第六負面密度的實體變成流浪者 為了努力繼續朝

負面極化. 這是極端不尋常的. 

 

36.17 發問者: 那麼, 什麼是動機... 喔, 讓我先結束該問題.  這個不尋常的第六負面

密度實體想要透過流浪更加地負面極化, 其中的機制是什麼? 

RA: 我是 Ra, 流浪者有潛能大大地加速它在原生密度中的演化進度, 這是由於第

三密度強烈的生活經驗以及機會. 因此正面導向的流浪者選擇冒遺忘的風險好藉

由放射愛給他人 達到服務他人的目的. 如果遺忘(î;)能被穿透, 第三密度的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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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量跟更高、更和諧的密度相比, 具有更大的效率來極化流浪者. 

 

同樣地, 負面導向的流浪者敢冒遺忘的風險 為的是能加速其演化的進度 藉由在

第三密度服務自我 提供其他自我一個機會聽到關於負面極化的資訊. 

 

36.18 發問者: 在我們過去的歷史中 是否有任何第六密度, 負面極化的流浪者存在

的例子? 

RA: 我是Ra, 這個資訊可能是有害的. 我們保留該資訊. 請嘗試將這些實體看做是

造物者的一部分. 我們無法進一步解釋. 

 

--B5021-- 

36.19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在想, 與 Ra 通訊的資格可能包括穿透這個遺忘過程,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36.20 發問者: 否則, 混淆法則會禁止這件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6.21 發問者: 我也想知道三個人是否為進行這類工作必須之最小數目?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為了保護這個器皿, 這是分組必須的最低數目, 同時由於該小組非凡

的和諧, 這(三人)成為最有效率的數目.  

在其他小組中, 可能需要更大的數目, 但我們觀察這個通訊, 認為此刻在場的心/

身/靈(456)已給予最有效率的支持. 

 

36.22 發問者: 關於高我, 我有一點模糊. 我假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 

高我, 位於第六正面密度, 這是否正確? (包括)在這個房間的每一個人, 也就是, 我

們三個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就我們的理解, 我們將嘗試瞄

準你詢問的意圖. (RÅð,) 請要求任何額外的資訊. 

 

首先, 在這個住處的每個實體都有一個[��Sÿ�]超靈,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由於這個三人小組反覆和諧的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這三個實體之高我的和諧

互動之外, 每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擁有某種超靈[[}Â"Ãñ�ò(]. 在這個小組

中, 有兩個這樣的社會記憶複合全體調和它們與你們的高我的努力. 

--B5021-- 

 

36.23 發問者: 對我們而言 有時候想要多得一丁點關於這些概念的認知都非常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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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因為我們覺知的限制, 但我認為冥想關於今天的通訊 將幫助我們有計畫地提

出關於這些概念的問題. 

RA: 我是 Ra,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36.24 發問者: 我再問一個簡短的問題, 你可能無法在結束前回答... 

簡短的問題是, 你可否告訴我 今日地球有多少百分比的流浪者已經成功地穿透

記憶阻斷 已經覺察到他們是誰; 最後,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

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大約估計那些聰明地穿透他們狀態的百分比, 這個數字在 8.5%

到 9.75%之間. 

 

那些具有良好定義的[¤+-�]症狀, 指出他們並不屬於這個[¤+-�]"瘋狂"(��), 

的實體們佔有較大的百分比, 合計總數略大於剩餘數目的 50%. 

 

剩餘數目中, 將近三分之一覺察到他們週遭的事物有些不同, 所以你看到做為一

個流浪者 有著許多不同的覺醒階段. 

我們可以附帶一點, 在這些群體中, 我們的資訊對於第一個及中間的群體才顯得

有意義 [¤+-�]. 

 

器皿狀態良好. 休息的地方是有害的、會影響器皿的肉體載具背部的舒適, 我們之

前曾經提過這點.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現在離開你, 我的朋友們.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快樂欣喜.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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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2 日 

 

3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B5022-- 

37.1 發問者: Ra是否熟悉我們今天努力想要出版卷一的結果?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37.2 發問者: 我不知道你能否評論我們遇到的困難; (我們)設法使一的法則流通, 

讓那些需要與想要這份資料的人都能取得它, 在此時要散佈給那些想要的人不是

件容易的事. 我很確定有許多人, 特別是流浪者, 想要這個資訊, 但我們將必須做

點別的事, 透過附加的資料, 好讓它能到達他們的手中; 我恐怕(必須如此).  

你是否可能評論這點?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37.3 發問者: 請你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將開始. 首先, 選擇這個小組從事一些工作以服務他人, 該工作

具有密集強烈的特質. 在場的每個成員犧牲了許多卻沒有具體的結果.  

每個成員可以搜尋內心 知曉物質的犧牲是最不重要的; 密集的承諾為了調和成

為一個和諧的小組達到犧牲的頂點. 在這些條件下, 我們找到你們的振動. 我們觀

察你們的振動, 它並不常見. 我們不想要膨脹(�-�)驕傲, 但對於我們這個特殊通

訊所需的環境, 我們是不講價的. 

因此你們接收到(訊息), 我們也欣然承擔該榮譽/義務 繼續提供概念的傳送, 盡我

們最佳的能力, 讓這些概念本質上是精準的; 並且奠基在一個嘗試中— 統合許多

你們關心的事物的嘗試. 

 

其次, 你們要怎麼使用這些已傳達的訊息完全由你們自行決定. 

我們建議直覺感官的自然流動, 以及將朝向關切的變貌減到最低.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Æ)能夠協助你們人群中的一個實體的進化過程, 我們就滿

意了. (S})無論你們付出任何努力都不會使我們失望, 因為那數量早已超過一個. 

 

37.4 發問者: 我一直覺得很猶豫是否要問特定的一些問題, 我恐怕它們被認為[+

Àlm¼p]是不重要ª太特殊, 從而降低我們與你的通訊. 為了要散佈那些我認為

極為重要的資訊, 也就是說非短暫性質的資訊— 與心智、身體、靈性進化有關的

資訊; 在我們的社會中, 看起來, 幾乎必須包括一些很少價值的資訊, 因為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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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我們的社會運作的方式, 物流系統如何評估流通商品的方式. 你能否評...  

你可願評論我現有的這個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評論如下: 這個通訊的純度與水平仰賴(�-S)尋求的資訊之純

度與水平, 你在這部分是相當精準地正確. 

因此, 持續從這個特殊源頭(Ra)要求特定的資訊對你們實質的目標是有害的. 

再者, 我們掃描你們的心智, 掌握到你們的情況與我們某些話語的原稿有關, 我們

發現你們因為用來傳達資料的語言建構方式而被批評. 由於我們看待資料的導向, 

即使是一個能以最明確方式回答的問題也會被我們團體以如此的方式措辭, 以最

大化答案的細微準確度. 

無論如何, 這麼做跟你們的評論家的渴望有所牴觸, 他渴望簡單明快的散文體. 超

過這點, 我們無法再說什麼. 這些是我們對你的情況的觀察. 你們想要怎麼做完全

是你們的決定, 在不打破混淆之道的前提下, 我們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服務你們. 

 

37.5 發問者: 在散佈一的法則的過程中, 我們將嘗試繞過這些問題, 需要一些謹慎

的工作來做到這點. 只要我肉身還活在這世上, 我將不會停止散佈這份資料. 

需要寫一本書, 很可能是關於幽浮(UFO)的主題, 因為一的法則與該現象有連結, 

它與所有現象都有連結, 但這是... 這似乎是傳播最容易的入門. 

我首先計畫用 UFO來打廣告, 因為星際邦聯也有此意, 解釋這個星球正在進行的

進化過程, 以及星際邦聯涉入的過程, 這樣比較容易讓讀者群理解.  

我們將以無扭曲的形式呈現 Ra資料, 如同在此錄音的內容, 並且在這本書各個地

方穿插以詳述或澄清我們在書中要說的一些論點. 

這是我目前看到創造足夠的流通量的唯一方式, 讓那些想擁有一的法則的人群能

夠獲得它.  

我大可印出從錄音帶抄寫下的資料, 接著出版它, 但我們不能很好地傳播它, 因為

流通的問題. 你可願評論我的第二個想法, 關於製作一本 UFO的書籍, 包括來自 

一的法則的資料? 

RA: 我是 Ra, 我們將評論, 我們希望你的 Ra計畫具體實現. 這是一個宇宙性的笑

話. 你剛才要求這樣一個幽默的例子, 我們感覺這是一個相當合適的鏈結置入一

個(笑話). 以你最佳的特質與能力繼續進行你的意向. 我的朋友們, (你們)還能做

到更多嗎?  

--B5022-- 

 

37.6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將繼續上次集會的問題. 

你曾說到 每一個第三密度實體都有一個第六密度的高我, 當需要的時候, 高我會

移動到該心/身/靈複合體處. 這個高我是否也從第一密度依序進化經過各個密度, 

每一個高我是否又有一個對應的高我, 位於更超越的先進密度? 

RA: 我是Ra, 簡化這個概念是我們的意圖. 高我是一個顯化, 由它的未來自我狀態

送給第六密度晚期心/身/靈複合體 做為一個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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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七密度中期(實體)在轉向造物者的全體性與持續增加靈性質量之前的最

後行動: 將這個資源給予第六密度自我, 它正在時間之流當中移動 [��-p$©�

�?.]. 

 

這個自我, 第六密度晚期的心/身/靈複合體於是有此榮耀/責任, 同時去使用它全

體鮮活記憶庫中, 思想與行動的所有經驗; 以及使用心/身/靈複合全體留下來的

資源, 做為一種無限複雜的思想-形態. 

 

以這個方式, 你可以看待你的自我, 你的高我ª超靈, 以及你的心/身/靈複合全體

為一個圓圈上的三個點. 唯一的區別是你們的時間/空間連續體. 全都是同樣的存

有. 

 

37.7 發問者: 每一個實體是否都有個別的心/身/靈複合全體或者一群實體分享一

個同樣的心/身/靈複合全體? 

RA: 我是Ra, 只要在適當的時間/空間狀態下 這兩種陳述都是正確的. 每一個實體

都有它的(î/ï/ð45)全體, 並且當一個星球實體成為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所有

實體聯合而成的全體也有它的超靈î社會記憶複合全體為其資源. 靈性上而言, 

整體總是大於各個部分的總合, 所以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超靈並不是所有成員

的超靈之加總, 而是以我們稱為的平方之道來運作 我們領會到你比較喜歡稱為

倍增之道. 

 

37.8 發問者: 謝謝你. 也謝謝你對於數學(公式)的解釋. 這點之前有些困擾我. 你

可否定義靈性質量?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靈性質量的特性是開始吸引存在性的向外-移動î持續-進行的振動性振盪進入

[±oX¡¯E]重力井; 它屬於大中心太陽、核心、或無限個宇宙的造物主. 

 

37.9 發問者: 因為我們不希望使器皿過度勞累,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現在離開你,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前去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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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3 日 

 

38.0 RA: [我是 Ra, 我向你們致意,]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B5023-- 

38.1 發問者: 你可願告訴我們, 是否有任何希望或用途讓 Jim 或我在集會的開始取

代該器皿的位置; 也就是我們自己來嘗試這個出神工作? 

RA: 我是Ra, 這個資訊位於冒犯自由意志的邊界, 然而, 我們假設你們的渴望構成

一個允許, 使我們可以稍微超過邦聯指南設定的限制 [¤+-lm�].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被知曉為 Don與 Jim的實體都還不行從事這項工作. 

容我們說, Don實體曾透過通靈方式[��Sÿ]練習通訊的機制與服務他人, 經過

一段特定長度的時間, 能夠做這項工作. 

Jim實體將發現成為這類的管道有困難, 除非有更多的練習與一段更長的時間. 

然後我們應該實驗(�-)練習後發展出的和諧波, 這兩個情況都是如此. 

--B5023-- 

 

38.2 發問者: 謝謝你, 今天稍微倒帶一下, 我想知道四十多年前 原子能量被帶到這

個密度的原因是否跟那些造成馬爾戴克毀滅的實體們有關, 為了給他們另一個機

會和平地使用原子能量 而非用在破壞的目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這好比將貨車放在馬匹的前面[`µó��E¶F]. 

對這類資訊的渴望吸引這個資料到你們人群中. 並不是因為外在的影響而給予這

個資料; 毋寧說是它被你們人群所渴望. 從這一點向前看 你的推論是正確的 那些

實體們確曾渴望有你所提到的第二次機會. 

 

38.3 發問者: 實現獲取原子能量資訊這個渴望的機制是什麼? 

RA: 我是 Ra, 以我們對你詢問的理解 這個機制是你所稱的靈感. 

 

38.4 發問者: 這個靈感是否為一個實體以思想將資訊銘印在渴望該資訊的人(�ó

ô�)?  這會不會是靈感的機制? 

RA: 我是 Ra, 靈感的機制關乎一個非常特別的渴望或意志之機能, 這個機能可以

去知曉或接收特定領域(���), 伴隨著開啟及信賴[�-=}ÿp]直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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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一個完美平衡且無扭曲的實體 它的各個光芒, 從紅色

到紫羅蘭色 看起來是什麼樣子? 

RA: 我是 Ra, 我們不能告訴你答案 因為每一個平衡都是完美的 每一個都是獨特

的. 我們並不是有意模糊(焦點). 

 

讓我們提供一個例子, 一個特殊的實體, 讓我們使用這個器皿, (Á�)光芒可以被

視為極度均勻地分布於紅色、橙色、黃色之間. 綠色光芒極度地明亮, 這被較黯淡

的靛藍色平衡, 在這兩者之間居住著平衡點, 溝通者的藍色光芒閃耀著一般水準

以上的力量. 在紫羅蘭色光芒中 我們看到這獨特的光譜圖, 同時 純粹的紫羅蘭色

光芒圍繞著整體; 依次地, 又被混著紅色與紫羅蘭色的光芒所圍繞, 標示出心智、

身體、靈性的整合; 依次地, 再被這個實體的真實密度之振動樣式所圍繞著. 

 

以上的敘述可以同時被視為不平衡�完美的平衡. 對於後者的理解在處理其他自

我事務上極度地有幫助. 感覺阻礙的能力只對於醫者有用.  

當檢視顏色的平衡時, 即使一丁點的評判都是不恰當的. 

當然 當我們看到許多弱化及受阻礙的能量叢, 我們可以理解該實體尚未拿起接

力棒, 開始賽跑. 無論如何, 潛能總是在那兒的. 所有完全平衡的光芒都在那兒 等

待被啟動. 

 

或許另外一種談論你的詢問方式如下所述:  

在完全賦能的實體中 一個光芒鑲在另一個光芒之上 兩者有著同等的振動光輝與

閃耀的光澤 直到周圍的顏色成為白色. 這狀態你可以稱為第三密度中的已賦能平

衡. 

 

38.6 發問者: 一個第三密度星球是否有可能形成一個在第三密度中運作的社會記

憶複合體? 

RA: 我是 Ra, 只有在該密度的末期或第七部分才有可能, 當實體們和諧地準備迎

接畢業典禮的時候. 

 

38.7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具有這種特質, 達到這種水平的星球範例, 包括第三密度

服務他人型態 以及 第三密度服務自我型態? 

RA: 我是 Ra, 就我們所覺察的範圍內 沒有負面導向的第三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 

正面導向的第三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不是沒聽過, 但相當罕見. 無論如何, 天狼星

的(�I)行星是個例子, 一個來自那兒的實體曾經兩次造訪地球. 這個實體屬於第

三密度末期 並且是第三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的一部分. 這故事在先前的資料曾

被談論到. 嚴格地說, 社會記憶複合體是第四密度的現象. 

 

38.8 發問者: 我在想那個來自天狼星的特別社會記憶複合體 是否從樹木演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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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接近正確, 那些第二密度植物形態在以天狗(Dog)為名的行

星上畢業進入第三密度, 如你所知, 它們和樹木很親近. 

 

38.9 發問者: 我也在想, 就我知道的植物 它們不可能有好戰的行動, 當它們從第二

密度移動到第三密度 並未攜帶著帶有爭鬥的種族記憶 這難道不是它們的優勢 可

以以此發展出更和諧的社會 並加速其演化? 這是真的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要成為和諧的並開始適當地極化, 那麼它們

需要探究所有種類的活動, 特別是好戰性. 

 

38.10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他們對好戰性的探究主要方式為: 他們從希克森

(Hickson)的記憶萃取該型態出來觀察 而非在他們當中進行戰爭?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繼承這種天性的實體會發現它幾乎不可能去戰鬥. 確實, 

研讀各種運動是他們冥想的形式 由於他們平常的(õË)活動處於你們所稱的冥想

狀態 因此必須被平衡; 正如你們實體需要恆常的冥想時刻 好平衡你們的 

(zË)活動. 

 

38.11 發問者: 我相信這是重要的一點 讓我們了解到冥想的平衡層面 因為我們有

個正好(與我們)相反的演化型態. 查理·希克森曾告訴我們, 這些實體不需要移動

雙腳即可移動自如. 他們... 我假設他們使用一種原則來移動肉體載具, 有些類似

你們水晶鐘型載具移動的原則,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是不正確的.  

 

38.12 發問者: 但我只是假設他們... 他們移動的方法並不是像我們採用的機械槓

桿原理, 而是心智直接與行星的磁性作用連接,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大部分是正確的. 這是一種電磁現象, 由思想脈衝[S<¿�{o]來

控制. 

 

38.13 發問者: 他們的載具是否在當時可以讓我們星球上任何一個人[¥2+-� 

¡]看見? 它的材質是否屬於第三密度, 好比我們現有的這張椅子或任何東西?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器皿在這個空間/時間的生命能低落, 請在我

們結束之前問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38.14 發問者: 好, 我只問這個問題. 你可否給我一個觀念, 關於第四負面密度或服

務自我的行星上頭是怎樣的狀態? 你可以回答嗎? 

RA: 我是 Ra, 畢業到第四負面密度的達成條件是那些生命有意識地透過能量的

紅色、橙色、黃色光芒接觸智能無限. 因此, 第四負面密度的星球狀態包括恆常的

排列與重新排列, 實體們努力在聯合能量中, 形成主宰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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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第四(ëN)密度充滿了密集的鬥爭. 當權威次序確立後, 所有實體都持續地戰

鬥, 直到每一個實體都確信自己在權力架構中處於適當位置, 該社會記憶複合體

於焉開始. 第四(ëN)密度效應的心電感應以及思想的透明度都被嘗試用來服務

那些位於權力架構頂峰的實體. 

 

這一點, ��S�, 對於第四負面密度的實體的進一步極化有相當的破壞力, 因為

進一步的負面極化只能透過集體的努力達成. 因此第四(ëN)密度的實體設法聯

合起來, 然後透過如獵戶十字軍提供的服務自我來極化. 

 

你可以在下一次集會的工作期詢問更特定的問題.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

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38.15 發問者: 我只想要知道,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

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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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6 日 

 

39.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B5024-- 

39.1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她現在虛弱的感覺是否為六週前攝取化學藥劑的結

果?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器皿現正經歷肉體複合體衰弱/扭曲的最劇烈時期, 

起因是兩次攝取(ö=)的倍增效應. 

這個器皿可以預期這個極度的困境將持續 15到 20個日間週期. 然後 其弱點扭曲

將開始減輕, 然而, 由於這個器皿的各種不間斷弱點變貌, 沒有我們原先想得那麼

快. 這個器皿很幸運擁有一個支援小組, 該小組在這段時間的各個集會將必要的

注意事項銘刻在她心上. 

這個器皿幾乎能夠瞬間地清理理智/情感複合體�靈性複合體, 這是此工作需要的

純淨度, 但這個器皿朝向忠實服務的變貌並未在這件事上發揮最佳用途, (由於)它

對肉體複合體之弱點扭曲的批判. 

因此我們感激(ø?)你們在空間/時間中的協助, 好比你們最近決定減少一次工作, 

這是恰當的決定, 同時給予這個器皿的指引是有幫助的. 

 

39.2 發問者: 除了該器皿現在為了改善狀態嘗試做的事情, 還有沒有額外的事情

是她可以做的 好使她的狀況更快好轉? 我知道因為幾天前的足部問題導致她不

能去運動— 不能夠行走, 但我們希望能回到常軌. 有沒有任何其他她能做的事? 

RA: 我是Ra, 如我們曾經暗示的, 負面實體們正竭盡全力(�@¡Þ), 為的是在此時

損壞這個器皿, 這是先前提到腳指問題的起因. 幸運的是 這個器皿將在這段時期

大大地投入崇敬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行列, 藉由(úA)神聖歌曲的振動複合體. 更活

躍的肉體生活, 包括運動�性活動, 是有幫助的. 然而, 這個器皿的必須變貌朝向

倫理道德, 對於後者[活動]有影響. 

再次地, 這個器皿幸運地擁有充滿愛的社交活動, 這些活動具有實質的利益. 基本

上, 在你們第三密度連續體中, 這(Ûü)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39.3 發問者: 從你對該器皿狀態的解讀, 你可否大略估計我們在未來如何計畫工

作頻率與每次工作的時間?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瀕臨冒犯的邊緣, 先前給予的資訊設立相當可以追隨的指

南. 無論如何, 我們覺察到你們每一位都不能讀出這個器皿的靈光場, 於是看見其

肉體複合體的狀態; 同時器皿自身也有可觀的困難穿透其肉體複合體的精準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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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這是由於它恆常地仰賴其意志去服務. 

所以, 我們相信我們並未冒犯, 我們指出每次間隔一日, 在清晨時分進行工作是最

恰當的, 可能的話, 縮短自由清晨的工作時間, 如果你們認為合適的話. 

這個建議不只適用於這段時間, 也是一般性的建議. 

--B5024-- 

 

39.4 發問者: 那麼我將繼續一般的詢問, 嘗試找到一條詢問路線, 把我們帶入一個

理解非-短暫機能的領域, 然後我們與其他人可以工作這個領域以提升我們的意

識. 在嘗試找到這條路線的過程中, 我可能會犯下好幾個錯誤. 如果我的詢問方向

是錯誤的, 我預先為此道歉. 

我注意到一切事物似乎... ª大多數基本的事物似乎都被分為七個單元. 在觀看亨

利(Henry Puharich)的"九"(the Nine)之抄本時, 我發現其中有段敘述寫著: "如果我們取

得人體電性的七倍,就會引發電流質量的七個量子(sevenon)." 你可否解釋這點? 

RA: 我是Ra, 要解釋這點超出你們語言的能力. 無論如何, 我們將嘗試講述這個概

念.  

 

如你所覺察, 在各個理則設定的造物中 起初 完整的潛能被創造, 同時包含電性[}

�x�i!]與形而上(�Ã�). 

在理解[¤+-�]這個敘述中, 形而上的電流跟(物理)電流的概念同等重要. 

 

這個概念, 如你所覺知, 與賦能態能量有關. 電子被認為沒有質量 只有一個場域. 

其他(學者)宣稱有個無限小的質量. 兩者都是正確的. 賦能態能量的真實質量是場

域的強度. 就形而上而言, 這也是真的. 

 

無論如何, 在你們目前的物理知識系統中 拿電子的質量數來做功是有用的 你們

可以藉此找到物理宇宙其他問題的解答. 如此, 你們可以方便地考量每一個(更高

的)存在密度有著越來越大的靈性質量. 容我們說, 這質量顯著地增加 但不算龐大, 

直到入口(gateway)密度. 在這個密度中 總括一切, 向後看 —簡言之— 所有極性的

有用功能都被用到了. 所以, 個體的形而上電性的靈性質量便越來越大. 

 

這裡有個類比 一個實體可以觀察�-���亞伯的工作成果 他假定當一個質量

(E�B)逼近光速 該質量便會成長到無限大. 因此, 第七密度的存有, 完整的存有, 

知曉祂自己的造物者, 累積質量並再一次地緊密地進入太一造物者之中. 

 

39.5 發問者: 在此處的方程式中 我假設Mi是靈性質量, 是否正確? 

Mi = (mo C
2
) / √(1 - v

2
 / c

2
)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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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你可否詮釋"九"傳達的訊息, 他們說: "CH

原則是知識與律法的揭露性原則" ? 你可否告訴我那個原則是什麼? 

RA: 我是Ra, 這個原則是如此地被隱蔽 其實只是關於常數ª造物者與暫住的ª具

肉身存有之簡單原則, 以及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對彼此的渴慕; 這個渴慕在愛與

光中 在自由意志變貌當中, 作用於這個受到幻象束縛的實體. 

 

39.7 發問者: "九"以這種形式來傳遞這個原則的原因...  這其中的原因是第一變貌

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39.8 發問者: 那麼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他們要以如此隱晦的形式來給予這個原

則? 

RA: 我是 Ra, 該抄寫員對於謎題跟算式十分感興趣.. 

 

39.9 發問者: 我懂了. "九" 描述他們自己為"上帝的九個首長". 你可以告訴我 他們

的意思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也是個隱晦的敘述, 嘗試指出九個坐在議會座上的實體是 

造物者、太一造物者, 的代表群; 如同在一個法庭中 可以有九個見證者為一個被

告做見證. 首長這個詞彙也有此意義. 

 

我們可以在這個資料中, 看到抄寫員的渴望多處影響了呈現的方式, 如同這個群

體的能力與偏好決定此次溝通的本質. 不同點在於一個事實: 我們就是我們本然

的樣子. 因此, 我們照我們的意志說話, 不然就完全不說話. 容我們說, 這需要一個

非常精準調頻的小組. 

 

39.10 發問者: 我感覺到探究身體能量中心的演化 是個會帶來收穫的領域 因為這

七個中心似乎與我先前說過的 所有跟七有關的東西連結在一起, 這些東西似乎

對於我們自己的發展有中心的重要性. 你可否描述這些身體能量中心的演化過程, 

從最原始的, 具有能量中心的生命形態開始? 

RA: 我是 Ra, 這個題材先前有提到一些. 因此, 我們將不會重複資訊 如哪些光芒

住在第一密度與第二密度 以及其中的原因; 我們嘗試擴大這個資訊. 

 

各個發展層次的基本樞紐點, 換言之 第二密度之外的各個密度, 可以做如是觀:  

首先, 基本能量 所謂的紅色光芒, 這個光芒可以被理解為各個密度的基本強化光

芒, 它絕不可以被貶低為較不重要ª較無靈性上的生產力, 因為它是基礎光芒.  

 

下一個基礎光芒是黃色, 這是偉大的踏腳石光芒, 在這個光芒裡, 心/身(獲得)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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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最完整的平衡. 這強健的紅/橙/黃三和弦(能量)成為一個實體進入綠色光芒

中心的跳板; 這又是個基本光芒 但不是主要光芒. 

這是靈性工作的資源, 當綠色光芒已經被啟動 我們發現第三個主要光芒得以進

入賦能態. 這是第一個真實的靈性光芒 因為所有(能量)轉移都屬於整合的心/身/

靈本質. 藍色光芒將靈性的學習/教導安置於心/身複合體中的每個密度(脈輪)中, 

賦予整體活力, 與其他實體溝通這個存在狀態的整體. 

 

靛藍色光芒, 雖然珍貴 卻只有行家[��Sÿ]方能工作這個光芒. 它是通往智能無

限的大門— 帶入智能能量. 這個能量中心所工作的教導被視為內在的、隱藏的、

與玄奧的; 因為這個光芒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如你覺察的, 那些醫者、教導者、為

造物者工作的實體們, 不管以任何方式 只要可以被視為光輝與平衡的, 那些活動

是靛藍色光芒. 

 

如你覺察的, 紫羅蘭色光芒是個常數, 不用算入光芒啟動函數的討論中, 因為它是

個記號、紀錄、身分, 一個實體的真實振動. 

(�£:  39.10, :ÆsÀí���¨Ú: �f�f�. �� Carla3}���) 

 

39.11 發問者: 為了澄清一點, 我想問這個問題: 如果有一個高度極化的實體朝向

服務他人以及一個高度極化的實體朝向服務自我, 檢視每一個光芒, 從紅色開始, 

這兩個實體的紅色光芒有差異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對於同等極化強度的正面與負面實體而言, 在紅色光芒上沒有差異. 

 

39.12 發問者: 這點在其他所有光芒上, 也都是如此? 

RA: 我是 Ra, 我們將簡短地回答. 你可以在另一個工作期間進一步發問. 

 

負面光芒樣式為紅/橙/黃直接移動到藍色*, 這個光芒被使用只是為了接觸智能 

無限. 

(*¨£: Ra 47.4��ëNé.ìýþCþD¤
Ez�FHÚ) 

 

在正面導向實體中, 配置是平均的, 透明結晶地清晰, 符合七個光芒的描述.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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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3 發問者: 我只需要知道,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幫

助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你們至為謹慎認真.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

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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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8 日 

 

40.0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40.1 發問者: 我想做個聲明 並讓你更正它. 我嘗試製作一個我們區域宇宙的簡單

模型. 從理則或7理則, 我們的太陽, 開始, 白光從那兒放射出來 它由紅光到紫羅

蘭光之間的頻率所構成. 我假設這道白光包含歷經所有密度的經驗 然後當我們

進入第八密度 我們進入黑洞, 到達另一邊 浮現另一個理則ª太陽, 開始另一個八

度音程的體驗. 你可否評論我這部分的陳述?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評論這個陳述. 7理則的白光被稜鏡分離 隨

後在最終章 再次被吸收, 這個概念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其中有些微妙之處 

不只是語意上的差異而已. 

 

白光放射, 接著形成明確的7理則, 形而上而言 它的開始可以被視為黑暗. 光進入

黑暗 使其改觀, 促使渾沌開始組織化 變得具有反射性或放射性. 於是各個次元開

始成形. 

 

相反地, 黑洞的黑暗, 形而上而言, 是一種集中 白光被有系統地吸收 再一次進入太

一造物者. 最終, 這個吸收進入太一造物者的過程持續著, 直到所有無限個(宇宙)

造物都達到足夠的靈性質量, 好讓一切萬有再一次形成大中心太陽, 如果你願意這

麼想像, 關乎智能無限等待著自由意志的賦能作用. 

因此, 八度音程的過渡是個過程, 該過程可以被視為進入無法想像的無時性. 嘗試

以你們的時間尺度來衡量是無用的. 

 

所以 移動穿過終極靈性重力井的黑洞, 然後立即來到下一個八度音程, 這樣的概

念錯失了附屬的概念或部分的推論, 即這個過程的無時性部分. 

 

40.2 發問者: 我們的天文學家注意到來自(°�)螺旋銀河的光大約小於應有亮度

的七倍, 考慮他們計算銀河系應有的質量 我在想 這個現象是不是因為 銀河系中

白矮星靈性質量的增加? 

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並且是造物循環過程的一部分. 

 

40.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也在想 第一密度對應紅色, 第二(密度)對應橙色, 第三(密

度)對應黃色 依此類推 如此 基本振動形成光子, 光子形成所有原子微粒的核心, 

這個振動與該密度的顏色有關係 並隨著密度增加 而逐步上升: 如 第二、第三、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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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密度, 並對應到顏色振動的增加. 

RA: 我是 Ra, 這(Y�)比你已經陳述的 更為正確. 首先, 你假定量子是各個密度的

本質 這是正確的, 你進一步假設 這些量子可以被視為具有振動特質 並對應到各

個顏色 這又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你曾懷疑, 但沒有詢問的事情也是真的, 即每一

個密度都具有其光芒的形而上特性複合體.  

 

因此 在第一密度中 紅色光芒是所有將臨事物的基礎.  

在第二密度 橙色光芒屬於個體的移動與成長, 這道光芒努力朝向黃色光芒, 自我-

覺知的顯化 同時呈現於社會以及個人中; 第三密度即相當於黃色光芒, 依此類推, 

每一個密度本質為其主要光芒 加上演化之下一道光芒的向前牽引; 在某種程度

上 將該密度之主要顏色 予以塗色ª加上不同的漸層. 

 

40.4 發問者: 那麼 一個實體的身體能量中心會是, 假設該個體從第一到第八密度

筆直地向上演化, 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呈現應有的樣子 它們是否會被活化到完成

態? 在每一個密度體驗的終結之前 每一個能量中心ª脈輪是否會被活化到完成

態, 並具有最大的強度? 

RA: 我是 Ra, 以(邏輯)假設而言,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完全啟動的存有是罕見

的. 許多重點擺在個體的和諧與平衡.  

主要的能量中心運作正常, 足以與智能無限溝通 並且能夠欣賞, 沉浸於全然純淨

的光中, 這對於畢業橫跨到下一個密度是必須的. 

無論如何, 完全地啟動每一個能量中心 只有少數人能夠精通, 因為每一個中心都

有不同的旋轉速度 或活動. 一旦 所有必須的中心都被啟動 達到最小必須的程度, 

觀察的重點放在這些能量中心之間的和諧與平衡. 

 

40.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舉 第二密度過渡到第三密度為例, 當這個過渡發生的時

候, 形成光子[� ¡STI7�Jî]的振動頻率是否從橙色ª第二密度的對應頻率

上升到黃色? 我所理解的是: 形成密度的所有振動, 光子的基本振動, 是否在相對

很短的一段時間內, 以量子方式增加(頻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於是你在各個密度中 看到振動層次逐漸地向上攀升. 

 

40.6 發問者: 這只是個猜想. 從第二到第三(密度), 頻率的增加是否從中間橙色ª 

平均橙色頻率 到中間黃色ª平均黃色頻率?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有點含混. 我們嘗試提供協助. 無論如何, 每一個密度的基

本頻率可以被稱為真實顏色. 這個術語以你們的感覺系統�科學衡量是不可能定

義清楚的, 因為(真實)顏色具有的振動特質同時位於空間/時間î時間/空間. 因此 

這個真實顏色 被該密度中不同振動的彩虹顏色 以及下一個真實顏色密度的吸引

力振動所套疊�輕微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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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發問者: 地球從第二密度過渡到第三密度的過渡期 有多久? 我相信你曾說過: 

一個半世代,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以你們的紀年法大約是一千三百五十(1,350ö). 

 

40.8 發問者: 那麼 在這個星球上 從第三到第四密度的過渡期將是多久的時間?  

RA: 我是 Ra, 這是難以估計的, 由於在這個過渡期發生的非典型異常現象. 在這個

空間/時間鏈結中, 有些降生的存有們已經開始第四密度的工作. 無論如何, 全球意

識的第三密度風氣遲滯了這個過程. 在這個特別的鏈結點, 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指

出的過渡期大約在�-�一百到七百年之間. 這不會是準確的, 由於你們人群在這

個空間/時間的善變性. 

 

40.9 發問者: 基本的振動, 光子, 我們所有的粒子的振動頻率是否早已增加?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影響開始促使思想變成東西. 你可以觀察到一個例

子: 憤怒的思想變成那些肉體複合體中失控的細胞, 你們稱之為癌症. 

 

40.10 發問者: 假設我們的振動— 我假設這個振動的增加大約在二十到三十年前

開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一波的先鋒大約在你們的四十五年前來到, 在振動性物質[¤+-

�]透過量子跳變[��-�ÿ~]完成最後進展之前的四十年期間,  能量將持續更加

強烈地振動. 

 

40.11 發問者: 那麼 從四十五年前開始, 計入我們這個密度改變的過程中, 整個振

動的增加, 我們目前振動進展的百分比大約是多少? 

RA: 我是 Ra, 你們環境的振動本質是真實顏色, 綠色. 在這個時候, 重度地與全球

意識的橙色光芒交織在一起.  

無論如何, 量子的本質是這樣的，以致於通過邊界的移動屬於振動層次的離散定

位. 

 

40.12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憤怒的思想現在會造成癌症, 你可否詳述這個機制 它做

為催化劑的作用ª它完整的目的?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是個揭露資訊的密度, 自我不會對自我ª其他自我隱藏什

麼. 因此, 具有破壞性特質的不平衡ª扭曲以更明顯的方式呈現在心/身/靈複合體

的載具上, 做為自我啟示的教導資源. 這些疾病如癌症, 其實對於自我-治療是相

當順從的, 只要個體已經領會這破壞性影響的機制. 

 

40.13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癌症可以從心智上輕易地醫治, 並且是個好的教學工具, 

因為它可以從心智上輕易地醫治; 一旦該實體原諒其他自我, 他所憤怒的對象, 癌

症就會消失.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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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正確. 治療的另一個部分跟原諒自我以及大大提升的自我

尊重有關. 可以方便地以關照飲食來表達這點. 這相當經常是治療與寬恕過程的

一部分. 你的基本假設是正確的. 

 

40.14 發問者: 在飲食方面, 一般而言, 什麼是一個實體要包括的食物? 什麼是一個

實體要排除的食物, 以表達對身體複合體最大的照顧? 

RA: 我是 Ra, 首先我們要清楚地強調, 這個資訊不應照字面來理解 而是做為一個

連結ª對於身體、心智、靈性的心理輕觸. 因此對於自我的照顧與尊重才是真正

重要的事. 

從這個觀點 我們可以重述曾給予這個器皿飲食的基本資訊: 蔬菜、水果、穀物, 以

及依照個人新陳代謝的需要, 攝取動物產品. 這些物質展現對於自我的尊重. 此外, 

有一點未曾提到, 因為這個器皿不需要淨化, 對於那些需要洗滌一個有毒的思想-

形態ª情感複合體的實體們大可跟隨一個謹慎的禁食計畫, 直到破壞性的思想-形

態被類比地清除, 伴隨著副產品: 肉體載具多餘的材料被清除. 再一次 你看到它的

價值不是針對身體複合體, 而是做為心智與靈性的連結. 因此 自我對自己揭露自

我. 

 

40.15 發問者: 謝謝你,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 我們現在經驗的基本振動是綠

色真實顏色ª第四密度, 這個事實是否足以說明許多作用於有形物體的心智效應, 

它們首次被大規模地觀察到, 好比以心智彎曲金屬?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不只正確 我們還建議你將

這個概念更進一步延伸, 了解目前大量患有所謂心智疾病的實體們的起因, 這是

由於綠色光芒的真實顏色作用在那些實體的心智配置上, 他們心智上尚未準備好, 

卻第一次要面對自我. 

 

在我們結束之前, 有任何簡短的詢問嗎? 

 

40.16 發問者: 只有兩個, 關於你剛才所說的, 那些憑藉老資格振動投胎於此、走在

服務自我路徑上的人們, 是否會在綠色光芒振動中, 有極度的心智困難?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毋寧是那些分散自己注意力, 並且尚未去準備這個過

渡期的人群, 他們多少受到該(yz)影響之侵襲. 

 

40.1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

善該通訊?  

RA: 這個器皿狀態良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附加的東西使得器皿更為舒適, 因為

其身體複合體的溫暖變貌.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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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0 日 

 

41.0 RA: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1.1 發問者: 我有一個後勤的問題做為開頭, 我知道那是個愚蠢的問題, 但我必須

確定一下. 我們未來可能得搬離這個位置, 可能遠離此處至少一千英哩, 這點是否

會對於我們與 Ra的接觸有任何影響? 

RA: 我是 Ra, 這不是個傻問題, 位置是沒有意義的, 難道我們不都在這個造物中? 

無論如何, 工作的場所應該被你們自己判定為具有適當的振動層次, 或者透過冥

想, 在初始工作之前, 執行淨化場所的儀式. 這儀式可能伴隨著看似平凡的勞務, 

如潔淨ª粉刷某些(牆壁的)表面 [$�-¼pÅK¨�M!]. 

 

41.2 發問者: 我熟悉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 我想知道這個儀式是否可以用來準備

這種類型的工作場所?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1.3 發問者: 那麼 一般而言, 你是說即使我們搬到一千英哩以外的地方, 即使先前

有其他人住過,如果我們小心地準備我們找到的這個地方, 它仍可以滿足需求,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41.4 發問者: 你可以說, (我)正在嘗試從頭建立一個理解, 從智能無限開始, 並且到

達我們目前存在的狀態, 我目前面臨某種困難, 但我想我應該回頭探究我們的太

陽, 因為它是個7理則, 創造我們在這個特殊的行星系統經驗的一切. 

 

你可否給予我們一個關於太陽, 我們的太陽的描述? 

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語言並不能輕易地回答這個詢問, 因為太陽與智能無限、

智能能量、每個行星[�µ�É��´E��]的各個密度 有著各式各樣的關係. 再者, 

這些差異更延伸到你們造物中形而上或時間/空間的部分. 

 

與智能無限的關係: 太陽體是那無限的一部分, 與無限造物的各個部分同等. 

與已賦能智能無限[�Â6��$]的關係: 容我們說, 它是一個理則的後代. 該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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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著為數龐大許多的7理則. 這關係是階層性的, 7理則使用由該理則提出的智

能能量, 並用祂的自由意志去共同創造你們經驗的各個密度的完整細微之處, 容

我們說.  

 

與各個密度的關係: 物理上而言, 如你會說的, 太陽體可以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氣態

元素體, 經歷著核融合過程, 散發著熱與光.  

 

形而上而言, 太陽對第四到第七密度達成一個意義, 根據實體們在這些密度中增

長的能力 它們開始領會活生生的造物與Uí-實體, 或其他自我, 太陽體的本質. 因

此 在第六密度之前 太陽可以被那些居住在時間/空間的實體們造訪及居住 它甚

至可以部分被第六密度實體們[在進化過程中]所創造, 從片刻到片刻. 

 

41.5 發問者: 在你方才的敘述中 你的意思是第六密度實體們確實在他們的密度

創造太陽的顯化? 你可否解釋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在這(第六)密度中, 有些實體繁衍的方式是融合, 他們可以選擇實行

這部分的經驗 做為太陽體存在性的一部分. 因此 你可以把你接收到的部份光線

考慮為第六密度之愛的生殖性表達的後代. 

 

41.6 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說第六密度實體們使用那個機制以成為與無限造物者

更接近的Uí造物者.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這可以視為第六密度的後半段部分尋求入口密度的經

驗. 

 

41.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現在想要探究, 當第一密度形成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 能量

中心是如何首先形成. 讓我先問你, 太陽本身是否有個密度ª它是所有密度, 這個

問題有意義嗎? 

RA: 我是 Ra, 該7理則屬於整個八度音程, 它不是那種經驗學習/教導的實體, 好

比你們自己.  

 

41.8 發問者: 當第一密度形成的時候— 我將就我的理解做個聲明, 並要求你更正

我. 我直覺地看到第一密度存有藉由一個能量中心形成; 它是一個漩渦. 這個漩渦

引起這些急速旋轉的運動 即光的振動 然後開始凝結為第一密度的材料.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這(聲明)是正確的, 就你的推理所能到達的最大限度而言. 無論如何, 

我們指出理則的計畫是: 在第一密度進入空間/時間連續體之前, 八度音程的所有

密度已經潛在地完成. 因此, 在能量中心顯化之前 它們已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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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發問者: 那麼 什麼是最簡單的顯化存有? 我假設它可能是個單細胞或類似的

東西. 就能量中心而言 它如何作用? 

RA: 我是 Ra, 最簡單的顯化存有是光, 或�°ÿp�光子, 它與能量中心的關係可

以被視為所有清晰能量場的中心ª基礎. 

 

41.10 發問者: 當第一密度形成, 我們有了火、風、地、水. 在某個時點 首先的生

命活動或個體化, 進入意識的自我-走動部分. 你可否描述造物這部分的過程 以及

它有哪種型態的能量中心? 

RA: 我是Ra, 第一或紅色光芒密度, 雖然被吸引朝向成長, 它所在的振動對於[�=

�ÿp�]覺知火花並沒有助益. 當振動能量從紅色移往橙色, 該振動環境刺激那些

過去是無生氣的化學物質, 以如此這般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於是愛與光開始成長

的功能. 

 

你稍早對於單細胞實體的假設, 如多形態腰鞭毛蟲, 是正確的. 該機制屬於一種 向

上螺旋光之吸引力. 關於進化的這部分或任何部分, 都沒有什麼事情是隨機的. 

 

41.11 發問者: 我記得, 多形態腰鞭毛蟲的有一個鐵基的細胞，而非銅基(細胞), 你

可以評論這點嗎? 

RA: 我是 Ra, 這個資訊不是核心的. 任何新陳代謝的基礎, 容我們說, 以鄰近源頭

可以找到的化學物質為主. 

 

41.12 發問者: 我剛才提到這點的原因是因為它擁有我們動物[éT�N²P]的運動, 

然而它卻有植物的鐵基細胞成分, 這可能指出 它是從植物過渡到動物的代表. 我

錯了嗎? 我的記憶在這方面有點模糊了. 

RA: 我是 Ra, 你並非不正確 而是不應該從這類資訊推斷出任何結論. 覺知的實體

們有幾種不同的(化學)基, 不只在這個星球上, 在更大的程度上, 適用於其他7理

則的星球上. 化學載具是收容意識最便利的東西. 意識的機能才是關注的項目, 而

非肉體載具的化學組成. 

 

我們已經觀察到, 你們所稱的科學家對於生命形態各式各樣的差異 不同階段的

交互關係、狀態、種類 感到困惑. 這不是會帶來收穫的題材 因為那只是你們7理

則在某個片刻的選擇. 

 

41.13 發問者: 我並不想浪費時間在方才的問題 但你剛好提到這特別的單細胞. 多

形態腰鞭毛蟲 是否有個橙色能量中心?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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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發問者: 那麼 這個能量中心是否在非常小的尺度上與人類的橙色能量中心

有關連? 

RA: 我是 Ra, 真實顏色是精準地相同. 無論如何, 第二密度起初的意識是原始的, 

橙色光芒的使用被限制在自我表達之內, 可以視為移動與求生存. 

 

在第三密度的此時, 那些執著於橙色光芒的實體們有著更為複雜的變貌系統以彰

顯橙色光芒. 這點有些複雜, 我們將努力簡化. 

 

第三密度適當的真實顏色, 如你已經確定的, 是黃色.  

然而, 真實顏色綠色的影響作用於黃色光芒實體們, 已經造成許多實體回復到自

我的考量, 而非向前跨步進入其他自我ª綠色光芒的考量. 這不可被視為負面極

化特質, 因為負面極化實體正非常強烈地工作著, 以彰顯出黃色光芒群體能量的

最深層, 特別是為了服務自我而操縱其他自我. 那些重返橙色光芒的實體們, 我們

可以補充目前有許多這樣的實體存在於你們的(次元)平面上, 那些實體們感受到

真實顏色綠色的振動, 因此, 藉由拒絕政府與社會活動表達回應, 並再一次尋求自

我. 

 

無論如何, 沒有適當地發展黃色光芒 以平衡個人的振動頻率, 那些實體面臨的任

務是去進一步的啟動與平衡自我與自我的關係, 因此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顯

化橙色光芒. 

 

因此真實顏色橙色即如其所是, 沒有差別, 然而, 這個或任何一個光芒的顯化卻是

極為多樣化的, 這是由於表現該光芒能量的心/身ª心/身/靈複合體有著不同的振

動層次與平衡. 

 

41.1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擁有橙色與黃色光芒能量中心的實體中, 最簡單及起

初的實體為何? 

RA: 我是 Ra, 在你的星球上 那些擁有首先黃色光芒經驗的實體們是那些動物與

植物 它們發現需要藉由兩性生殖來繁衍, 或發現必須以某種方式依賴其他自我

求生存與成長. 

 

41.16 發問者: 那麼 在已經啟動紅色、橙色、黃色、綠色光芒的實體中, 何者是最

簡單的實體? 

RA: 我是 Ra, 這個資訊在先前的集會中已經被涵蓋, 或許, 為了簡化你的問題, 在

第三密度中 每一個中心都可以視為已被潛在地啟動; 第二密度晚期的實體有這

樣的能量, 如果有效地運用其經驗, 能夠振動並啟動綠色光芒能量中心. 

 

第三密度存有, 有著完整自我-覺察的潛能, 因此有潛力達成最小程度的、所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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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心之啟動. 第四、第五、第六密度是精練較高能量中心的密度.  

第七密度是完成的密度, 並且開始轉向無時性ª永恆性. 

 

41.17 發問者: 那麼 第二密度的動物以某種方式擁有所有的能量中心, 只是(部分)

尚未啟動?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41.18 發問者: 那麼 第二密度的動物, 如同所有東西, 都是由光組成. 我想嘗試了解

的是, 各式各樣由光構成的動物形體與活躍能量中心î非活躍能量中心的關係, 

以及這一切與理則的連結. 這是個難以發問的問題 你可以給我某種答案嗎? 

RA: 我是 Ra, 答案在於將你的思想過程導引到另一個方向, 離開任何對於進化的

機械式觀點. 理則的意志安置潛能給正在進化的實體, 該進化中的實體的意志是

唯一的度量, (決定)關於各個能量中心的啟動與平衡之速率與嚴謹性. 

 

41.19 發問者: 謝謝你, 在前天的集會 你提到能量中心變動的旋轉速度ª活動. 你

的意思是什麼, 旋轉速度? 

RA: 我是 Ra, 每一個能量中心的旋轉速度有著寬廣的範圍, 或者你可以從顏色的

關係看得更清楚, 明亮度. 一個實體的意志越是強烈地集中在精練或純化各個能

量中心, 其能量中心就會越明亮ª越活躍地旋轉. 在自我-覺察的實體中 能量中心

並不必須依序啟動. 因此一個實體可能有些極度明亮的能量中心 卻在紫羅蘭光

芒層面呈現不平衡狀態 這是由於並未將注意力放在實體的全體經驗上. 

 

平衡的關鍵可以做如是觀: 實體們對於經驗的反應為— 自然不勉強、自發性、且

誠實的, 因此可以將經驗的價值發揮到最大的可能限度, 然後應用平衡練習以達成

適當的態度, 並在紫羅蘭光芒能量中心呈現最純淨的光譜.  

這就是為什麼以收割性而言, 能量中心的明亮度或旋轉速度並不被認為比平衡的

面向或紫羅蘭光芒顯化更重要; 因為那些不平衡的實體們, 特別是在主要光芒方

面, 將不會有能力承受那足以通過收割所必須[程度]的智能無限之愛與光衝擊. 

 

41.20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空間/時間�時間/空間的差異? 

RA: 我是 Ra, 用你們的話來說, 差異存在於可見�不可見之間, 或者 物理�形而上

之間. 用數學術語說, 如同你稱為拉森的實體之著述, 差異在於 s/t 與 t/s . 

 

41.21 發問者: 你在上次集會中曾提到禁食以去除不需要的思想-形態, 你可否詳

述這個過程 並稍微多解釋一些它是怎麼運作的? 

RA: 我是 Ra, 這點, 如同所有的治療技巧, 必須被一個覺知的存有使用; 也就是說, 

一個存有意識到 除去身體中多餘î不需要的東西 可以類比為去除心智或靈性中 

多餘ª不需要的東西. 因此 這種修練對不需要部分之否定, 做為自我的一個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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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透過心智之樹, 通過樹幹, 到達潛意識的層次, 在那兒產生連結, 於是 身體、

心智、靈性協同一致 表達對於多餘或不需要的靈性或心智材料[p��6��ïM] 

之否定. 

 

這一切都脫落之後, 儘管實體理解[�,���É-¶] 並欣賞這些被排斥的東西是

更大自我的一部分, 雖然如此, 透過意志的行動淨化並精煉心/身/靈複合體, 然後

將渴望的心智ª靈性複合體態度 帶入顯化中. 

 

41.22 發問者: 那麼 這就像是有意識的重新編寫催化劑程式? 舉例來說, 有些實體

的催化劑是由高我規劃 用來創造經驗 好讓該實體能夠從不需要的偏見中解放出

來. 這是否可以類比於 一個實體有意識地規劃這個解放, 使用禁食做為與自己溝

通的方式? 

RA: 我是Ra, 這不僅是正確的, 還可以被帶到更深入的境界. 自我的意識持續工作

這個催化劑 並熟悉編寫程式的技巧 到了某種程度 它可以僅透過意志的集中 �

信心的機能 促成程式被重新編寫 而不需要禁食、飲食的類比效應, 或其他類比的

身體複合體的修練. 

 

41.23 發問者: 我有一本書, 入門(Initiation), 在書中, 一個女人描述入門, 你熟悉這本

書的內容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掃描了你的心智. 

 

41.24 發問者: Jim 已經讀完整本書, 我只讀了一部分, 我在想本書中關於平衡的

教導是否為你們過去的教導, Ra的教導? 

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除了你可以看到的一些扭曲 將這本書與我們曾

提供的資料對照即可看見. 

 

41.25 發問者: 為什麼 紅色、黃色、藍色能量中心被稱為主要中心? 從先前的資料 

我想我理解這點, 但追溯這些主要顏色到智能無限, 這個過程是否有更深奧的意

涵是你尚未告訴我們的? 

RA: 我是 Ra, 我們不能說什麼對於一個實體似乎是深奧的. 紅色、黃色、藍色光

芒是主要的, 因為它們表現主要特質的活動. 

 

紅色光芒是基礎; 橙色光芒是朝向黃色光芒的移動, 它(DÚ)是自我-覺察與互動的

光芒. 綠色光芒穿越各式各樣的能量交換經驗, 與憐憫、寬恕一切的愛有關, 移動

前往主要的藍色光芒; 它是不論他人有任何行動, 放射自我的第一道光芒.  

 

面臨其他自我的阻擋時, 綠色光芒實體是不起作用的.  

藍色光芒實體是Uí-造物者. 這或許只是先前活動的重新聲明, 但如果你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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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則的功能, 做為無限造物者的代表 以實現藉由造物者對造物者的認識, 你或許

可以看見這其中要被完成的步驟.  

 

在我們離開這次工作之前 是否有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41.26 發問者: 這個問題或許需要太長的時間, 但我將發問 如果需要很長的回應 

我們可以在以後繼續. 你能否告訴我 社會記憶複合體 Ra的發展, 從它起初的開始 

以及使用過的催化劑 直到它目前所在位置, 就光芒啟動的過程來說? 

RA: 我是 Ra, 這問題並不需要一個很長的答案, 因為我們在金星上經驗的振動密

度 很幸運地能夠與行星振動和諧移動 伴隨著和諧的畢業 到達第二、第三, 以及

第四(密度), 並且體驗大大加速的第四密度.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空間, R�è�lé�, 在第五密度平衡我們在第四密度獲得的

強烈憐憫心. 再一次 畢業過程是和諧的, 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在第四密度中建立

的鞏固關係, 繼續成為一項十分強健且有助益的特質. 

因為我們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和諧, 我們第六密度的工作也被加速 所以我們[SpU

X���]能夠啟程出發以更迅速的步伐接近畢業典禮, 前往第七密度. 然而, 我們

的和諧卻在與你們行星工作時, 成為令人悲痛的天真來源.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簡短的詢問?  

 

41.27 發問者: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

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離開你們, 我的朋友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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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2 日 

 

4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2.1 發問者: 我有個關於平衡的問題, 它是個相當長的問題, 我們會將它直接拷貝

到書中, 一字不漏, 如果你可以不用聽我朗誦而直接作答,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 否

則的話 我將唸完它. 

RA: 我是 Ra, 我們理解你想要保存機會的渴望. 然而, 陳述詢問的摘要是好的. 因

為如果我們回答一個心理發出的詢問, 這個詢問將不可以被出版. 如果你希望這

個答案只限於私人用途, 我們可以繼續. 

 

42.2 發問者: 那麼, 我將很快地把問題唸完.  

 

我將做個聲明 並要求你評論它的正確程度: 我假設平衡的實體不會被正面或負

面的情緒所左右 不管在他可能遭遇的任何情況下. 藉由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不

流露感情, 該平衡實體可以清晰地分辨適當和必須的回應, 而在各個情況下都與  

一的法則和諧.  

 

我們星球上的大多數實體發現自己無意識地陷入每一個情緒的狀況中, 每個實體

依照自己獨特的偏見接觸到不同情緒, 因為這些偏見 他們無法清楚地看見教導/

學習的機會, 以及在每一個情境的適當反應; 於是必須經過一個充滿許多錯誤與

嘗試的過程, 結果是承受那重複許多、許多次的痛苦; 直到他們有意識地覺察到需

要平衡他們的能量中心, 從而平衡他們的反應與行為.  

一旦一個人變得有意識地覺察到需要平衡他們的能量中心和回應, 下一步是有意

識地觀察�允許對於各個情境的適切正面或負面反應平順地流過他們的存有, 不

留下任何情緒的染色. 

 

我假設這個有意識地觀察正面或負面電荷能量流過存有的能力 可以被平衡練習

增強; 運用你給我們的這個練習, 一個實體最終可以達成平衡, 允許他保持在不流

露感情�無扭曲[52YZ\&?N]的狀態; 就好比是一個電視-電影的客觀之觀眾.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關於我們討論過的平衡, 這是不正確的應用. 

該練習首先體驗感覺 然後有意識地在存有中發現其對立面的感覺 這個練習的目

的並不是正面與負面感覺之平順流動, 同時保持不受影響. 毋寧說逐漸變得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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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才是目的. 這是一個較為簡單的結果, 並且需要許多練習, 容我們說. 

 

經驗的催化劑運轉為了使這個密度的學習/教導得以發生. 無論如何, 只要該存有

裡面有個回應, 即使它只是被觀察到, 該實體便仍在使用催化劑來學習/教導. 最

終結果是催化劑不再被需要, 如此 這個密度就不再被需要了. 這(平衡)並不是漠

然或客觀, 而是精細調頻的憐憫心與愛, 看見一切事物為愛. 這樣的看見便不會因

為催化劑而引發反應, 因此該實體現在能夠成為人生經驗事件的Uí造物者. 這是

較為真實的平衡. 

 

42.3 發問者: 我將嘗試做個類比, 容我說, 如果獸欄中一頭公牛攻擊你 因為你迷路

走進牠的獸欄中, 你很快地躲開牠 但你不會責怪他, 你也不會有太多的情緒反應 

除了擔心牠可能傷害你的反應之外. 然而, 如果你遭遇到另一個自我在他的領域 

然後他攻擊你, 你的反應可能帶有更多的情緒特質, 並產生肉體反應. 我假設當你

對於動物及其他自我的反應皆為看見他們為造物者, 愛他們並理解他們攻擊你的

行為是他們的自由意志行為, 那麼你已經在這個領域 正確地平衡了你自己.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平衡的實體會看到其他自我表面上的

攻擊其中的原因, 在多數情況下, 這原因都比第二密度公牛攻擊[��´¸�b7]的

原因要來得複雜許多. 因此 該平衡實體會開放更多的機會來服務一個第三密度

的其他自我. 

 

42.4 發問者: 一個完美平衡的實體在受到其他自我攻擊的時候, 會感到任何情緒

的反應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反應是愛. 

 

42.5 發問者: 在我們現在經驗的幻象中 要保持這種反應是困難的, 特別是受到攻

擊導致肉體疼痛, 但我假設即使經歷極度的痛苦ª甚至失去肉體生命, 也應該維

持這種反應.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進一步說, 在理解[¤+-�]平衡原則的過程中, 具有 

主要或首要的(principal)重要性, 平衡不是漠然, 而是觀察者不被任何分離的感覺所

矇蔽, 而且完全地被愛灌注. 

 

42.6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你曾敘述: "我們,也就是 Ra,花了許多時間/空間在第五

密度平衡我們在第四密度獲得的強烈憐憫心." 連同我們剛才討論的題材, 你可以

詳述這個概念嗎?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 如我們曾說過, 富於憐憫心. 當透過智慧的眼睛觀看這種

憐憫心是魯莽的. 它是第三密度的救贖 但在實體的終極平衡中創造了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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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 做為第四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傾向趨於憐憫心 即使需要殉難以協

助其他自我[4ý]. 當(進入)第五密度的收割完成, 我們發現, 在這個振動層次中,  

(我們)可以在如此未經緩解之憐憫心的效力中, 看見一些瑕疵.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

/空間沉思那些將智慧灌注於愛的造物者之道. 

 

42.7 發問者: 我嘗試做個關於這個概念的第三密度類比. 這裡有許多實體感到極

大的憐憫, 以減輕第三密度其他自我的肉體問題 藉由許多方式來幫助他們, 將食

物帶給非洲鬧飢荒的國家; 將醫藥帶給那些需要醫療照顧的人們; 在很大的程度

上, 無私地從事這些服務. 

 

這種舉動創造的振動與綠色光芒或第四密度是和諧一致的 但它沒有被第五密度

的理解所平衡 這些實體們正在經驗催化劑, 更平衡的照顧應該是提供他們必須

的學習 讓他們可以抵達第四密度的覺知狀態, 而非直接照顧他們肉體需要.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對於一個快餓死的心/身/靈複合體, 適當的回應是餵

養其身體. 你可從這個例子向外推測. 

 

另一方面, 無論如何, 你假設綠色光芒反應不如被智慧灌注的反應來得精煉, 這是

正確的. 智慧讓一個實體能夠從它的存有的品質來欣賞它對地球意識的貢獻, 而

不會考慮(��)活動或行為, 期待在可見層面上有結果. 

 

42.8 發問者: 那麼, 為什麼我們在非洲區域, 一般來說, 有著極度的飢荒問題? 這其

中是否有任何形而上的原因, 或者純粹是隨機因素? 

RA: 我是 Ra, 關於這個飢荒與不健康現象的催化性活動, 前者的假設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一個實體在自由意志的範圍內回應其他自我的困境, 給予必須的食物

與物資是恰當的回應 它屬於你們這個時期的學習/教導架構, 涉及逐漸增長的 對

其他自我的愛與服務. 

 

42.9 發問者: 那麼 一個人面對充滿情緒的狀況的回應是壓抑情感 另一個人身心

平衡, 因此真正不受充滿情緒的狀況的影響; 這兩個人在能量中心啟動方面有什

麼差異?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包含一個不正確的假設, 對於一個真正平衡的實體 沒有一

種情況會是充滿情緒的. 有了這個理解, 我們可以說以下的事: 壓抑情感會去除該

實體的極性 因為它選擇不去自發性地使用現有空間/時間的催化劑行動, 因此使

得能量中心變得黯淡. 無論如何, 如果壓抑是為了考慮其他自我, 則會產生一些朝

向正面的極化. 一個花足夠長的時間工作催化劑的實體能夠感覺到該催化劑 但

覺得不需要表現出反應, 這樣的實體尚未達到平衡, 但由於其經驗連續體之透明

度, 並不會承受退極化的後果. 因此逐漸增加觀察自身反應的能力 並知曉自我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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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把自我帶向更接近真實的平衡. 我們要求並建議(ÆT)耐心, 因為催化劑在你

們的層面上是強烈的 必得經過一段前後一致的學習/教導時期, 它的用處才能被

賞識. 

 

42.10 發問者: 當一個人不被充滿情緒的狀況左右, 他如何知道他正在壓抑情感的

流動, ª他處於平衡中 真正地不受影響?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提及這點, 因此, 我們將簡短地重述, 對於一個平衡的實體, 

沒有一種狀況會是充滿情緒的, 如同任何其他狀況 只是單純的一種狀況; 該實體

可能會ª不會觀察到一個服務的機會. 一個實體越接近這種態度 該實體就越接近

平衡.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不推薦壓抑ª抑制對於催化劑的反應 除非如此的反應不

符合一的法則 而會成為其他自我的絆腳石. 遠遠(³eg)為佳的反應是允許經驗

表達它自己 好讓實體可以更充分地使用這個催化劑. 

 

42.11 發問者: 一個人如何評估它內在哪些能量中心已被啟動, 沒有需要立即去照

顧,哪些能量中心未被啟動, 需要立即的照顧? 

RA: 我是Ra, 一個實體的思想, 它的感覺或情感, 以及行為[�ÅcÆ�] 都是透過自

我教導/學習自我的路標. 在分析一個實體的每日經驗中, 一個實體可以評估它所

認為的、不適當的思想、行為、感覺、情感. 

 

在檢驗這些不適當的心智、身體、靈性複合體活動之中, 該實體可以將這些扭曲

放在適當振動光芒中 因此看見需要工作哪裡. 

 

42.12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你說: "當自我的意識持續工作禁食這個催化劑,並熟悉

編寫程式的技巧 到了某個足夠的程度,它可以僅透過意志的集中與信心的機能 

促成程式被重新編寫,而不需要禁食、飲食計畫,或其他類比的身體複合體的修

練." 高我使用什麼程式技巧確保渴望的課程會被學習, 或被第三密度的自我[Te

òóÖ¼½¾E�0:$�]所嘗試? 

RA: 我是Ra, 成長或滋養意志與信心只有一個技巧, 那就是集中注意力. 你們稱為

的小孩 其注意力持續期間被認為是很短的. 你們大多數人的靈性注意力持續期

間就跟小孩一樣. 因此關鍵取決於想要有能力聚集一個實體的注意力並持守它, 

用於渴望的程式規劃上. 

 

持續這個舉動將強化意志力, 這整個活動唯有信心的存在才會發生, 那信心是： 

這個修練有個結果是可能的. 

 

42.13 發問者: 你可否述說一些有助於增加注意力持續時間的練習? 

RA: 我是 Ra, 這類的練習在你們許多的神秘傳統中是常見的: 冥想者內心具像化

對於個人而言有激勵品質的圖形及顏色, 這是你們所稱的具象化之宗教層面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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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具像化那些對於該實體而言不具固有激勵品質的簡單圖形與顏色, 這個舉動形成

你們所稱的魔法傳統. 

 

不管你心中成像的是玫瑰或圓圈都不重要, 無論如何, 我們建議選擇一條朝向具

像化的途徑好練習這個機能— 由於這些被仔細安排的圖形及顏色曾是那些沉浸

在魔法傳統中的實體所描述的具像. 

 

42.14 發問者: 在年輕的時候 我在工程科學方面接受訓練 包括三度空間的具像化 ,

這在設計過程中是必須的. 這個能力是否對於你剛才說的那種具像化有幫助, 可

以做為一個基礎, 或者它沒有什麼價值? 

RA: 我是 Ra, 對於你, 發問者, 這個經驗是有價值的. 對於一個較不敏感的實體而

言, 它不會適當地增加專心的能量. 

 

42.15 發問者: 那麼 較不敏感的實體應該用... 他應該用什麼好取得適當的能量? 

RA: 我是Ra, 對於較不敏感的個體, 選擇有鼓舞個人作用的圖像是適當的, 不論那

靈感是玫瑰所屬的完全之美, 十字架所屬的完美犧牲, 佛陀是太一之內的全然-存

有, 或其他不管什麼可以激勵該個體的東西. 

 

--B5025-- 

42.16 發問者: 我過去在冥想中有一次經驗, 我先前有提過, 那是一個十分深奧的

經驗, 大約發生在二十年前, ªjr�!. 若想要創造出這類的經驗與情境, 哪些修

鍊是最合適的? 

RA: 我是Ra, 靠近你的經驗之最佳途徑為儀式魔法. 然而, 流浪者或行家將有遠為

廣大的潛能碰到這類的經驗, 無疑地, 如你的分析, 這一個經驗具有原型的特質, 

屬於宇宙意識的4ý根源. 

 

42.17 發問者: 就儀式魔法而論, 那次的經驗是否與金色黎明(Golden Dawn)有任何

關聯? 

RA: 我是 Ra, 這關係是一致的. 

 

42.18 發問者: 那麼, 在嘗試重現這類經驗的過程中, 我是否最好遵循金色黎明協

會的習俗? 

RA: 我是 Ra, 嘗試去重現一個啟蒙性經驗, 容我們說, 是開倒車的行為. 無論如何, 

在你的例子中, 練習這種形式的服務他人是合宜的, 與你的夥伴-一起工作. 正面

極化實體單獨地工作是不好的, 這其中的理由是明顯的. 

 

42.19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經驗是一種啟蒙的形式,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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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是的. 

--B5025-- 

 

42.20 發問者: 謝謝你. 以雙親對孩子的教導/學習關係為例, 什麼型態的行為可以

表現出能量中心的啟動 依序從紅色到紫羅蘭色?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一個實體, 小孩或成人, ��Sÿ., 並不是一件拿來彈奏的樂器. 雙親對孩子的適

當教導/學習手法是雙親開放心胸, 並且完全接納孩子的存在性, 這包含這個孩子

[�6]在這個次元平面帶入生活經驗的題材, 無論是什麼. 

 

除了雙親接納孩子的基本前提, 有兩件事在親子關係上特別地重要.  

首先, 不管是什麼方式 雙親用來敬拜並感恩太一無限造物者的經驗, 如果可能的

話, 每天與孩子[�6]分享這種經驗. 

 

其次, 雙親對於孩子的憐憫心大可被一個理解所調和, 即孩子[�6]將從父母親[Ú

µaò]身上學習到服務他人ª服務自我的傾向. 這是有些紀律適宜於教導/學習的

原因.  

(以上)這些並不適用於任何一個能量中心的啟動 因為每一個實體都是獨特的, 而

每一個自我�其他自我的關係又是加倍地獨特. 因此我們只能給予一般的指導方

針.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簡短的詢問?  

 

42.21 發問者: 如果這不算簡短(問題), 請不用回答. 但 首先,我想知道關於那些被

肢解的牛隻, 牠們肉體被移除的部分總是相同的? 這現象是否與能量中心有關, 以

及如果真是如此, 為何是這些特定的部分? 如果這個回答會太長, 我只問有沒有什

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最好在另一次的工作(集會)回應這個詢問. 該器皿狀態良好.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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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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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開始通訊之前, 在不碰到器皿的肉體複合體前提下, 容我們要求調整一個

壓迫到器皿頭部的物體, 這造成我們通訊的某種干擾.  

 

43.1 發問者: 是指那個枕頭或別的東西? 你... 你說的是在(她)脖子下的枕頭嗎? 

RA: 我是 Ra, 有一條干擾線橫跨其頭頂. 

 

43.2 發問者: 是這個嗎?  

[離器皿頭頂三吋的位置, 該床單有兩吋的摺痕— 平躺在床上]  

就是這個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請增加它與頭頂的距離. 

 

43.3 發問者: [將縐摺的床單沿著邊緣弄平, 一直到器皿頭部的附近]  

這樣是否符合要求?  

RA: 我是 Ra, 是的. 

 

43.4 發問者: 我很抱歉 我們未能注意到這點.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43.5 發問者: 我將嘗試撿起上次集會遺留的最後問題, 如果你可以回答的話. 我不

知道這件事是否有任何重要性, 但我突然想到那些被肢解的牛隻 牠們肉體被移

除的部分每次都是相同的, 我想問這現象是否與能量中心有關 以及如果真是如

此, 它們為何是重要的? 

RA: 我是 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如果你可以理解在能量中心與各式各樣的思想

-形態之間有種連結. 因此大眾意識的恐懼創造了這個情景, (牛隻)肉體被移除的

部分集中在同個地方象徵大眾意識在特定區域的關切或恐懼. 

 

43.6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這些被移除的部分與第三密度人類的大眾意識有關 並

且這個恐懼被參與這些肢解過程的第二密度實體利用, 或更正, 被這些思想-形態

實體以某種方式利用? 

RA: 我是 Ra, 以你後半段的陳述, 這是正確的. 這種思想形態實體以恐懼為食物, 

因此它們能夠依據象徵學系統造成精確的傷害. 你說的其他的第二密度類別(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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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需要[µó�E]血液. 

 

43.7 發問者: 這些其他的第二密度型態(實體)需要血液以停留在物質界之中? 它

們是否來自較低的星光層面, 可以在我們的物質性密度中進進出出?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是, ¤+-�, 獵戶集團的生物(工具). 它們不像思想-形態存

在於星光層面中 而是在地球的表面中等待著. 一如以往, 我們提醒你, 我們認為這

類資訊是不重要的. 

 

43.8 發問者: 我由衷地贊同你, 但我在探究一個領域之前 有些時候會迷失方向 不

知道它是否會通往更佳的理解. 好比剛才討論的東西似乎跟能量中心有些關聯. 

 

我將做個聲明 然後由你評論它的正確性. 聲明如下: 當造物者的光被分離或分割

成各個顏色與能量中心以獲得經驗, 那麼為了重新與造物者結合, 能量中心必須

被精確地平衡 好變得跟當初源自造物者的分離光芒一模一樣.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要給予這個詢問一個簡單的答案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將設法簡化 並專注於我們認為你所努力追求的中心構想. 我們有許多次說

到平衡的相對重要性, 相對於最大程度活化各個能量中心的不重要性. 這原因你

已正確地推測到了. 因此 如果一個實體走在正面收割性的路徑上, 他關心的是: 規

律化經驗的各種能量. 於是最脆弱的實體有可能比另一個實體, 在服務他人中有

著極度的能量與活動, 更加平衡, 由於該實體一絲不茍地將意志聚焦於使用經驗

來認識自我. 在你們自己的密度之上的各個密度給予最低限度平衡的個體許多時

間/空間�空間/時間 繼續精練這些內在平衡. 

 

43.9 發問者: 在下一個密度, 第四密度, 肉體疼痛的催化劑是否被用來做為經驗性

平衡的機制? 

RA: 我是Ra, 極少使用到肉體疼痛, 只有用在第四密度的一生結束之時. 這種肉體

疼痛放在第三密度中, 不會被認為嚴重到需要治療的地步.  

在第四密度中, 心智與靈性痛苦之催化劑被使用. 

 

43.10 發問者: 為什麼肉體疼痛屬於第四密度的一生結束過程的一部分? 

RA: 我是 Ra, 你可以稱呼這個疼痛種類為疲倦. 

 

43.11 發問者: 什麼是... 你甚至可以敘述在第四密度空間/時間中, (�I�6�)平均

壽命嗎? 

RA: 我是 Ra, 在和諧的第四密度空間/時間中, 典型的降生期間以你們的時間尺度

而言 大約為九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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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發問者: 那麼, 是否有個時間/空間... 在第四密度中, (�I�6)是否有許多輩

子, 以及中陰期間的時間/空間經驗?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3.13 發問者: 第四密度的一個經驗週期有多少年? 

RA: 該經驗週期大約有你們的三千萬年之久 假設實體們無法更快地被收割. 在

這個密度 收割完全取決於(整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準備程度之函數. 它的結構跟你

們的不同, 因為它所處理的是太一無限造物者較為透明的變貌 

 

43.14 發問者: 那麼 第三與第四密度在可收割狀態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第三密度盡

頭, 個體依照個人的紫羅蘭色光芒做為收割的依據, 但在第四密度中, 則看整個社

會記憶複合體的紫羅蘭色光芒 決定可否收割進入第五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在第五密度中, 實體們可以選擇(加入)社會記憶複

合體ª以心/身/靈複合體的方式學習, 在這些條件下, 都可以畢業進入第六密度, 

因為智慧密度是個極端自由的密度, 另一方面, 通往智慧的憐憫心課程則必須和

其他自我相處. 

 

43.15 發問者: 那麼 第六密度的收割全然屬於社會記憶複合體特質, 因為我們再一

次使用智慧將憐憫心調和回來?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43.16 發問者: 我們知道... 我假設 第四密度空間/時間中使用的肉體載具相當近似

於我們現在第三密度使用的(載具),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使用的化學元素並不相同; 然而 外貌是相似的. 

 

43.17 發問者: 在第四密度之中需要進食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3.18 發問者: 由於需要餵養身體, 社會催化劑的機制因此在第四密度中活躍起來.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第四密度存有渴望服務, 由於實體與鮮活的食材彼此

增加的交流 在準備食材方面極度地簡單. 因此 這不是個顯著的催化劑 毋寧說是

空間/時間體驗的一個簡單的先決條件. 這裡牽涉的催化劑是需要攝取食材, 這點

對於第四密度實體而言是不重要的, 因此它協助的是教導/學習耐心. 

 

43.19 發問者: 你可否稍微闡述 關於它如何協助教導/學習耐心? 

RA: 我是Ra, 為了攝取食物, 必須停止服務他人的機能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便足以

引發耐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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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0 發問者: 我猜想在第五密度 並不需要攝取食物 對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無論如何, (ï6)載具所需的食物可以用 

思想來準備. 

 

43.21 發問者: 那會是什麼類型的食物? 

RA: 我是 Ra, 你可以稱呼這類食物為: 眾神之酒(nectar), ª眾神之饌(ambrosia), ªé

金白色澤的光之高湯. 

 

43.22 發問者: 在第五密度, 攝取食物的目的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是個相當核心的要點, 空間/時間的目的是增加適合於該密度的催

化劑行動. 空間/時間存在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某種形態的身體複合體 這樣一個身

體複合體必須以某種方式補給燃料. 

 

43.23 發問者: 那麼... 在第三密度 攝取食物不只是補給身體複合體燃料 也給予我

們機會去學習服務; 在第四密度 它不只補給身體複合體燃料 也給予我們機會學

習耐心; 在第五密度 它補給身體複合體燃料, 但它是否教導(什麼)? 

RA: 我是 Ra, 在第五密度中, 它是種安慰, 因為那些心智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分

享這個高湯, 於是在這個實質的活動中, 手牽手、心連心, (全體)在光與智慧中成

為一體.  因此在這個密度中, 它成為一種慰藉, 而非學習的催化劑. 

 

43.24 發問者: 我單純地嘗試追溯關於這個催化劑的演化 你剛才說了它在第五密

度有些改變. 我想完成這個歷程 請問在第六密度 是否有任何食物的攝取?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這個食物的本質屬於光 並且不可能以任何

有意義的方式向你描述ª回答你詢問的重點. 

 

43.25 發問者: 在這個星球上, 當我們完全過渡, 收割完成, 到了第四密度; 第四密

度存有-將會降生在這個星球的[+-×S��]地表上;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或然率/可能性的4ý漩渦指出這是最有可能的. 

 

43.26 發問者: 那麼 在那個時候 是否有任何第五密度h¯	第六密度存有待在地球

的表面上? 

RA: 我是 Ra, 這個時間[}�-�Ò¡]不會太久, 因為第四密度存有需要將他們的

學習/教導Ê空間/時間花在與他們相同密度的實體身上. 

 

43.27 發問者: 那麼, 基本上 你是說在那個時點, 第五ª第六密度存有的教導無法

讓第四密度的新手很好地理解. 

RA: 我是 Ra, 你想要詢問我們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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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8 發問者: 我猜我剛才沒有正確地敘述, 第四密度的新手是否需要在思想上進

化到某種程度, 第五密度的課程才會有價值? 

RA: 我是 Ra, 我們掌握到你詢問的驅動力了, 隨著第四密度新手不斷進步 他們越

來越需要其他密度的教導, 這是真的, 此外 如同我們因著呼求, 向你們說話, 所以

只要呼求 資訊總是可得的. 簡言之 第五密度存有不會居住在該星球地表上直到

該星球到達第五密度振動層級為止. 

 

43.29 發問者: 那麼 我在想, 如果相對來說, 第四密度的學習/教導機制與我們是相

同的. 根據你所說的, 需要有個呼求存在 第五密度的教導/學習才可以給予第四密

度 如同必須有個呼求在此存在, 第四密度課程才可以給予第三密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被誤導了 因為第四密度的經驗與第三密度的經驗斷然地

不同, 無論如何 呼求的機制是相同的 這部分是正確的, 呼求先於接收資訊以符合

自由意志. 

 

在此次工作中 你可以再問一個完整的問題. 

 

43.30 發問者: 你曾經提到強化意志的關鍵是專心. 你可否告訴我下列協助專心之

工具的相對重要性? 我列舉如下: 靜默、溫度控制、身體的舒適、篩網—  如同法

拉第罩會篩除電磁放射波、可見光之篩除、以及恆常的氣味— 好比使用馨香以

強化妳在冥想時的專注程度. 換句話說, 一個孤立隔絕的情境; 你曾提到這是金字

塔的功能之一. 

RA: 我是 Ra, 我們先前討論過身體複合體對心智�靈性複合體活動的類比. 你可

以考慮所有上述這些協助皆有助於刺激那個真正協助專注的東西, 那就是該實體

的意志. 這個自由意志便可以聚焦在任何物體或目標上. 

 

43.31 發問者: 我真正嘗試得到的資訊是 建構一個更佳的冥想場所是否有很大的

重要性, 我之前提過 我們有各種分心的東西, 我知道是否要建構這個場所 完全是

我們自由意志的功能, 但我嘗試查明某些原則. 舉例來說, 建造法拉第罩是個相當

大的工程 我在想它是否有任何真正的價值? 

RA: 我是 Ra, 在不冒犯自由意志的前提下, 我們覺得可以說 法拉第罩和孤立槽都

是小玩意兒.  

 

讓自我被茂密的森林圍繞, 遠離分心事物, 處在一個不用於其他目標的工作場所, 

在那兒, 你跟你的夥伴同意放下所有目標, 只在冥想中尋求無限造物者, 容我們說, 

這不是小玩意兒 而是使用在第二密度愛中的天父造物, 以及處於其他自我的愛與

支持之中. 在工作結束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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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發問者: 我只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

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良好,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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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8 日 

 

--B5026-- 

44.0 RA: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4.1 發問者: 這個器皿有個關於她的元氣的問題, 我們有些困難去評估它. 你是否

可能評論這點? 

RA: 我是Ra, 我們掃描這個器皿, 發現我們可以有所服務而不會冒犯, 因為這個器

皿決定遵從最謹慎的評估 而非最渴望的結果. 

 

在這段負面影響力干擾最強烈的時期, 我們對於迄今能夠規律地維持通訊感到驚

訝. 性能量轉移在某幾場工作集會曾給予這個器皿額外的生命力資源 [可茲汲取]. 

無論如何, 在這次工作集會並非如此, 因此該器皿的意志力驅策它的身體複合體.  

這個器皿對於這個服務沒有判斷. 意志的機能, 儘管被認可為最珍貴與核心的(機

能), 在這個用途上卻可能造成該器皿身體複合體的嚴重扭曲. 

 

容我們提醒, 殉道並不必然有幫助, 我們請求這個器皿檢驗這些意見, 判斷並辨別

它們可能包含的真理; 如果它們被認為是真實的, 我們建議這個器皿釋放判斷的

權力給支援小組, 他們的關注要遠比這個器皿的(關注)更遠為平衡. 

允許(自己)在不期待或不依附結果的前提下做出決定. 容我們說, 我們希望長期透

過這個器皿通訊, 這個希望有賴於器皿逐漸成熟的能力, 接受他們的幫助 保持一

個存活的器皿, 從而(繼續)服務其他自我.  

 

容我們感謝發問者允許我們說到這個要點, 因為我們過去覺察到這些壓在該實體

身上的扭曲, 而她去服務的意志沒有被身體複合體變貌之限制的知識所調節. 

 

44.2 發問者: 在必要的時候, 能否請你迅速地終止這個通訊, 因為我們此時無法覺

察該器皿的元氣. 

RA: 我是 Ra, 以你們說話的方式, 我們的雙手在特定的程度上被綁起來了. 

這個器皿已呼叫的內在庫存量是以昂貴的代價買來的. 所以, 我們有這個榮譽/義

務以我們最佳的能力使用這份能量. 當它變得低落時, 一如往常 我們將毫不遲疑

地表達結束這次工作的需要. 

唯一避免分享這個服務造成任何代價的方法是禁止該工作集會, 這是一個兩難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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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發問者: 當你開始通訊時, 我在左耳內聽到一個音調, 你能否告訴我那是什

麼?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負面導向的信號. 

 

44.4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如何算聽到一個正面導向的信號? 

RA: 我是 Ra, 有兩種類型屬於正面信號. 

首先, 在右耳位置中的信號暗示一個意思, 你獲得某個非言語的(unworded)訊息說

著 “聽啊, 要留意.” 另一個正面信號是位於頭部上方的音調, 表示對於一個想法

的一個平衡的確認(信號). 

 

44.5 發問者: 我是否還獲得任何其他負面導向的信號?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能夠接收到思想-形態、文字-形態, 和異象; 不過, 你

似乎能夠辨別. 

 

44.6 發問者: 我對這些負面特質的信號敞開, 是否有一個原因? 

RA: 我是 Ra, 難道你不是所有事物? 

 

44.7 發問者: 我想如果我們在此時終止該通訊可能是個好主意, 可以允許該器皿

在繼續(Ý����)之前 獲取更多必要的能量. 這是我此刻的決定, 我很想繼續這

個通訊, 雖然我無法知道該器皿的(能量)水平, 但在我看來, 該器皿不應該再用掉

任何能量. 

RA: 我是 Ra, 我們正在回應一個未被請求的詢問, 無論如何, 它是十分突出的, 因

此我們乞求你原諒這個冒犯. 該器皿的能量已經消耗了, 僅奉獻於這個目標. 你可

以做你意願的事情, 但這是該器皿準備通訊之特質, 也是我們可以使用它的唯一

原因. 

 

44.8 發問者: 我不大確定我充分地理解你, 你能否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說一次? 你能

否更完整地解釋? 

RA: 我是 Ra, 你們每一位在這個工作中有意識地奉獻[�����]生活給服務他

人. 這個器皿透過長期的通靈經驗[sÂ�-�ÿ~]精煉這個奉獻, 傳導邦聯哲學 

[}�-=����]. 因此當我們首先接觸到這個器皿, 它已經提供其存有狀態, 不

只給予服務其他自我, 還針對這類特質的通訊之服務. 當這個通訊發展成熟後, 這

個存有狀態的奉獻變得相當地明確. 因此一旦該器皿將生命能奉獻給我們的通訊, 

即使這次工作(集會)沒有發生, 這股生命能(也)會遺失在該器皿的每日經驗之中. 

因此我們指出該器皿從決定工作時間的過程中 釋放其意志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

該器皿渴望通訊, 能量將被聚集, 從而消耗到日常或世俗�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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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她的能量早已耗費, 我們可以繼續這場集會, 並

且我們應該非常小心地監看該器皿, 並做為何時應該舉行集會的唯一裁判. 我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深刻地正確. 這個器皿在這個時期決意繼續通訊 已經延伸了低能量

的時期. 

 

44.10 發問者: 這點對我們很有啟發, 謝謝你. 我們每一位都得到信號與夢境. 我至

少有一次在醒來的時候, 覺察到遙聽的通訊. 你可否建議一個方式, 容我說, 使我

們能夠抵消[+-Å©Æ�]負面源頭的影響的效應? 

RA: 我是 Ra, 有形形色色的方法. 我們將提供最可得或最簡單的(方法). 

跟這個工作相關的其他自我分享這個困難的通信, 並且在愛中為這些影像與光的

傳送者[pGÅ+���Å+]冥想, 此為抵消這類事件之效應的最有用方式. 

藉由使用智力或意志修為來貶低這些經驗等於是邀請這些效應的延長. 遠為優良

的方法是在信賴中分享這類經驗, 在愛與光中聯合(��I)心與魂, 將悲憫給傳送

者, 盔甲給自己. 

 

44.11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這個器皿今晨睡醒當下的一個夢境[Á��+�]之源

頭?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該夢境的感覺 受到獵戶(�>)的影響. 該夢境的衣裳揭露

更多該器皿的無意識與符號體系相關的樣式. 

 

44.12 發問者: 在數年前的冥想中, 我的手臂開始發光並且非自主地快速移動. 那

是什麼? 

RA: 我是 Ra, 該現象是一個類比, 由你的高我製造給你取得的(�³), 該類比是(描

述)你當時的存有以一種不被物理學家、科學家、或醫生理解[¤+-�] 的方式生

活著. 

 

44.13 發問者: 我在這次集會中嘗試獲得的是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練習, 能夠

最佳地恢復該器皿的活力, 因為有需要盡我們一切所能去維持我們的通訊. 你可

否告訴我們什麼是我們能做的最佳事項, 以增加該器皿在通訊期間的生命能? 

RA: 我是 Ra, 你的經驗是你的能力的一個作用, 去接觸智能無限. 因此, 它跟這個

器皿的生命能並無直接的關係. 

 

我們先前已經說過可以協助這個器皿之生命能的事物:  

對美的敏感度、歌唱神聖音樂、冥想與敬拜、在自由給予的愛中與自我分享自我, 

不管是在社交或性交方面. 

這些事物相當直接地工作生命力. 這個器皿有一個朝向欣賞各種經驗的變貌,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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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比較不直接的方式協助生命力. 

 

44.14 發問者: 我正在注視魔法練習的進展之圖表, 從Malkuth開始, 在Kether結束. 

我在想這些站點是否對應各個顏色或密度, Malkuth為一、Yesod為二、Hod與

Netzach為三、Tiphareth為四, 以此類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雖然你位於正確的思考軌道上. 這些站點每一

個都有複雜的數字與能量中心[4ý]的細微漸層, 以及不同平衡中的某個部分; 較

低、中間、高等, 以及全體平衡. 因此在每個站點中有著複雜的顏色ª光芒與複雜

的電荷[�R�è�lm�]. 

 

44.15 發問者: 這張圖的左手途徑是否代表服務自我, 右手途徑代表服務他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是不正確的, 這些站點是關係[4ý]. 每一條途徑提供這些關係. 實行者在工作

這些強有力概念時的意圖決定該工作的極性. 這些工具只是工具. 

 

44.16 發問者: 做為結尾的問題, 我只問 Ipsissimus是否有正面ª負面極性, 或者 他

必定不是這兩者? 

RA: 我是 Ra, 我們將以特殊化的觀點來回應這個詞彙的意義. Ipsissimus是一個實

體已精通生命之樹, 並使用這個精通的優勢從事負面極化.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回應的簡短詢問? 

 

44.17 發問者: 我很抱歉我們今天有點偏離常軌. 這是很... 

我想我們完成的最重要的事項為發現如何更佳地調節該器皿的集會[²u], 我會

希望你願意忍受我有時候沒有能力適當地選擇問題. 有時候, 我探究某些領域看

看是否我們可以走這個方向, 一旦進入之後, 我... [¸�uv��wÆ|�~�I?ñ*]. 

除此之外, 我只想知道, 在這個集會中,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

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宇宙)沒有錯誤. 好好休息, 我的朋友. 你們每一位都至為謹慎認真. 

一切都好.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

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 l�qr��BCD����r7) 

 

--B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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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6 日 

 

--B5027-- 

45.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5.1 發問者: 既然該器皿已經獲得休息, 你能否給我們其肉體狀態[針對通訊]的一

份估計?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關於身體複合體的狀態極度貧乏. 這個器皿並未獲得休息,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熱切地(期盼)我們的通訊. 

 

45.2 發問者: 這段禁戒通訊的時期是否幫助器皿的肉體狀態?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在我們上次的通訊時期, 這個器皿發展出肺部或腎臟性

質的[�-Sÿ�]疾病的或然率相當顯著. 你們已經避開這個器皿之身體複合體的

一個可能很嚴重的肉體機能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 你們祈禱的支持是有益的, 如同這個器皿不鬆懈地決意去接受長

期而言最佳的事物, 因此維持(我們)推薦的運動 而無過度的沒耐心. 

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 那些協助這個器皿的事物在某些方面是互相對立的, 需要

平衡. 於是對這個器皿來說 休息是一個協助, 但活躍性質的消遣也是一個協助, 這

使得要協助這個器皿更加困難. 然而, 一旦知道這點, (她)可以更容易達成平衡. 

 

45.3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這裡有很大百分比的流浪者屬於 Ra群體? 

RA: 我是 Ra, 我可以. 

 

45.4 發問者: 他們是嗎? 

RA: 我是 Ra, 第六密度流浪者有顯著的一部分屬於我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另一

個大的部分由那些協助南美洲人群的實體組成; 另一部分是那些協助亞特蘭提斯

的實體們. 所有實體都是第六密度, 都是兄弟姊妹的群體(4ý), 由於(我們)一致感

覺我們曾經受到金字塔形狀的協助, 所以我們能夠協助你們人群. 

 

45.5 發問者: 你能否說我們三個人當中任何一人屬於 Ra群體, 或其他群體? 

RA: 我是 R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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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發問者: 你能否說我們每一位分別屬於哪一個群體? 

RA: 我是 Ra, 不行. 

 

45.7 發問者: 我們全部三個人是否都屬於你剛才提到的群體之一? 

RA: 我是 Ra, 我們將走到我們嘗試的極限, 避免冒犯. 

有兩位的源頭是第六密度, [¼½ÞO����E��¾¸] 一位是第五密度的可收割

實體, 能夠前往第六 但選擇返回[��E��A]做一個流浪者, 這是由於老師與學

生之間充滿愛的關聯. 因此, 你們三位[��A]形成一個極有凝聚力的小組. 

 

45.8 發問者: 你能否解釋我持續聽到的右耳與左耳的音調, 以及我所稱的觸碰式

通信? 

RA: 我是 Ra, [¼½E�ÁA] 這點先前已涵蓋, 請詢問具體的進一步細節. [��E�

���] 

 

45.9 發問者: 我在不同時間收到[+¼p�]右耳與左耳的搔癢. 這跟我在右耳與左

耳收到的音調相比, 在意義上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沒有. 

 

45.10 發問者: 為什麼左耳屬於服務自我之接觸, 右耳屬於服務他人? 

RA: 我是 Ra, 你們肉體載具的特質是具有磁場的正極與負極, 它們以複雜的型態

籠罩你的載具的外殼. 在這個時間/空間連續體水平上, 大多數的實體的頭部區域

的左半部屬於負面極性. 

 

45.11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第四、第五、第六正面[�w è¡���A]密度與負

面社會記憶複合體背後�目的或哲學? [¤�E����A] 

RA: 我是 Ra [�wS�£A], 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基本目的[¤���A]是關乎進

化. 越過某個特定點, 靈性進化開始相當仰賴於理解自我與其他自我為造物者. 這

點構成社會複合體[²u]的基礎, 當到達成熟程度, 它們成為社會記憶複合體[²u]. 

第四與第六密度發現這些是相當必須的.  

第五正面( ¡)使用社會記憶 [��A]來獲得智慧, 雖然是個別完成這項(工作). 在

第五負面( ¡), 許多事情無須他人協助完成.  

這是 [¼½ Þ�ÁA] 最後的詢問, 因為這個器皿需要被 [¼½ Þ�ÁA] 保護以免

於耗竭. 在我們結束之前 [¼½ Þ�ÁA], 是否有簡短的詢問? 

 

45.12 發問者: 我只需要知道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

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 è¤�E�£A] 一切都好, 我的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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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發問者: 你剛才說什麼? 我聽不到你. 

RA: 我是 Ra, [��E�ÁA] 一切都好, 我的兄弟. 現在,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

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

和平中歡欣鼓舞. [�A]  

Adonai. 

 

--B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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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15 日 

 

4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6.1 發問者: 可否先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掃描這個器皿, 目前的肉體能量水平極度低落, 並且正遭受攻擊. 這

狀況將會持續[�-�]幾個星期.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正逐漸回復先前的

水平中. 

 

--B5028-- 

46.2 發問者: 在那種情況下, 我最好只問你一個問題, 除非你認為之後再問任何問

題是可以的; 但這一個問題正在困擾我們, 我在冥想中得到的問題, 或許是一個不

適當的問題, 但我感覺這是我的義務去問它, 因為它對於該器皿與我們的心理狀

態都是中心的問題.  

主題是我們的兩隻貓, 今天要清潔牙齒以及去除甘道夫腿上的小腫瘤. 我的印象

是獵戶集團可能找到一條侵入的道路, 我主要的關切是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以保護這兩隻貓? 我問這個問題或許有些脫線, 但我感覺我有職責問這點. 關於這

個主題, 可否請你給予我 任何你能夠分享的所有資訊? 

RA: 我是 Ra, 該實體, 心/身/靈複合體, 甘道夫可以收割到第三密度, 與你們自身一

樣容易受傷害, 它也向同類型的超心靈攻擊敞開. 於是, 透過圖像與夢境的機制, 

將負面概念提供給這個心/身/靈複合體具有潛在可能性, 因此造成可能的有害結

果. 好小子實體, 雖然透過投資過程而能被收割, 由於心智複合體活動上 缺乏有意

識奉獻的變貌, 容易受到攻擊的程度並沒有這麼大. 

 

為了保護這些實體, 我們可以指出兩個可能性.  

首先, 在冥想中 (,¨-)穿上光之盔甲. 

其次, 重複誦唸簡短的儀式句子, 這個器皿從(教會)組織學到的這些句子, 而該組

織為這個器皿扭曲*靈性的太一狀態. 這個器皿的知識是足夠的. 由於許多無形實

體也覺察這些儀式的句子而警醒, 這過程將有幫助. 在活動進行的時間代表這些

實體冥想是適當的. 從這個時間開始, 在方便的各個間隔中重複儀式是有效的, 直

到安全的返回. 

(*Õ£?distort, ²3 Ra��î�©A�Æ�T�T«�¯²�W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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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發問者: 我不大熟悉這些儀式的句子, 如果該器皿熟悉的話, 你不需要回答這

題, 但你所指的是哪些句子? 

RA: [沉默, Ra沒有回應.] 

 

46.4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該器皿是熟悉的?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6.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甘道夫腿上的小腫瘤的情況, 是否對他造成危險? 

RA: 我是 Ra, 這類腫瘤的起因先前已經討論過了. 對於該肉體複合體的危險是輕

微的, 因為缺乏對憤怒的重複刺激. 

 

46.6 發問者: 此時, 我要問我們是否應該結束集會, 因為該器皿的生命力很低; 或

者這沒有關聯 因為(能量)早已奉獻給此次集會? 

RA: 我是 Ra, 後者是正確的, 你可以繼續, 我們將監看這個器皿的生命能. 

--B5028-- 

 

46.7 發問者: 我剛才在想, 如果一個實體極化朝向服務自我的途徑, 憤怒對於該實

體也有同樣的物理效果嗎, 如同作用於服務他人的實體一般? 它是否也會造成癌

症, 或者它的催化效果只作用於正面極化的實體? 

RA: 我是 Ra, 催化劑機制與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選擇的極性無關, 端看這個催化

劑被用在什麼地方. 因此有意識地使用憤怒經驗朝向正面或負面極化的實體不會

經歷身體催化劑, 而是將這個催化劑用在心智配置上. 

 

46.8 發問者: 我不確定我理解這點. 讓我們舉個例子: 一個朝向負面途徑極化的實

體變得憤怒, 假設他因此得了癌症, 運行在他身上的原則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看到你詢問的重心, 如果得到你的允許 我們將以不同的方式回

答這特定的詢問. 

 

46.9 發問者: 當然可以. 

RA:  正面極化的實體察覺到憤怒, 這個實體如果在心智上使用該催化劑, 祝福並

愛這個內在的憤怒, 於是它有意識地在心智中強化這個憤怒 直到紅色光芒能量

被覺察到不只是愚蠢而已, 而是受到靈性熵數支配的能量, 一種隨機無秩序的被

使用的能量.  

於是正面的導向提供意志與信心繼續這個心智上強烈的經驗 讓憤怒被理解、接

受, 並整合到心/身/靈複合體之中. 做為憤怒對象的其他自我因此被轉化成一個接

受、理解、適應的對象, 這一切被再度整合的過程, 使用憤怒起始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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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以類似的方式 有意識地使用這個憤怒, 拒絕接受憤

怒— 這股未被導引或隨機的能量, 相反地, 透過意志與信念, 將這股能量導入實用

的手段, 發洩這股情緒的負面層面, 好藉此控制其他自我, 或者控制導致憤怒的情

境. 

 

控制是負面極化使用催化劑的關鍵, 接受是正面極化使用催化劑的關鍵. 

在這兩個極性之間, 潛藏著一股潛能— 使這股未被導引且隨機的能量創造出一

種身體複合體的類比物,  你們稱之為(¹6)組織的癌症腫瘤. 

 

46.10 發問者: 那麼 以我的理解, 你是說如果正面極化的實體無法接受其他自我 

或者 如果負面極化的實體無法控制其他自我, 任何一種情況都可能造成癌症.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首先的接受ª控制[¸½ÂÄÅÇÌÎÐ]屬於自我. 如

同許多事物 憤怒需要被愛�被接受為自我的一部分, 或者被控制為自我的一部分, 

如果該實體想要做功的話. 

 

46.11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如果負面極化的實體無法控制他自己的憤怒ª無法在

憤怒中控制他自己 他就可能會引發癌症?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負面的極化對於控制與壓抑有很大的需求. 

 

46.12 發問者: 壓抑什麼? 

RA: 我是Ra, 任何心智複合體的扭曲, 你或許會稱為情感上的扭曲, 它的本質是無

秩序的, 為了使它變得有用, 負面導向實體需要先去壓抑它, 然後帶到表層 有組織

地使用. 比方說, 負面極化的實體控制並壓抑基本的身體複合體需求, 如性慾, 於

是當性行為被允許時, 能夠更有效率地將其意志強加在其他自我之上。 

 

46.13 發問者: 那麼 正面導向的實體, 與其嘗試壓抑情感, 寧可平衡情感, 如同先前

通訊所言,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並且闡明了合一之道途. 

 

46.14 發問者: 那麼 癌症是個訓練的催化劑, 大約以同樣的方式運作於兩個極性 

但嘗試創造出兩個方向的極化, 正面與負面, 依經驗該催化劑的實體之導向決定,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並不正確 因為催化劑是無意識的, 並不與智能一同工作, 毋寧說

它是學習/教導機制的一部分 由�理則在你們空間/時間開始之前即設定了. 

 

46.15 發問者: 當一個實體得到癌症, 卻不是有意識地知道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 

癌症在這種情況如何發揮學習/教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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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在許多情況中, 催化劑沒有被使用. 

 

46.16 發問者: 使用癌症催化劑的計劃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個催化劑和所有催化劑 都是被設計來提供經驗, 這個第三密度的

經驗可以被愛與接納	被控制; 這是兩條路徑. 當兩者皆不被選擇, 催化劑失去原

先設計的功用 該實體繼續其人生 直到催化劑擊打到它, 促使它形成一種偏見: 朝

向接受與愛	分離與控制. 在這裡, 不缺空間/時間讓催化劑發揮功用.  

 

46.17 發問者: 我假設7理則或理則的計劃是為了正面與負面極化的社會記憶複

合體, 含第四密度和更高的密度, 你可否告訴我對於這兩種社會記憶複合體的計

劃之目的, 以及它與庫侖定律或正負電性的關聯, 或以任何方式告訴我們?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越來越疲倦, 我們將再次與你談話. 我們指出一個可能性, 

不會進一步傷害到這器皿, 大約每週兩次集會 直到這段SS攻擊潛能與十分低落

之肉體能量的期間過去. 容我們說 與這個小組在一起是好的 我們欣賞你們的忠

實. 在結束這次工作時間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46.18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每一位成員在支援器皿方面做得很好, 器皿對於其目標也保持穩定.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一切都好, 我們提醒你留神附加物的排列與方向 是否有任何

鬆散之處.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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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18 日 

 

4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7.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47.2 發問者: OK. 在上次集會結束之前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正面與負面社會記憶

複合體, 從第四密度開始, 就造物者了解祂自己的方面來說 它們對於進化有什麼

價值? 以及為什麼理則計劃了這些?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內含著不正確性,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回答其中的要點. 

 

不正確之處在於認為社會記憶複合體是由理則或7理則所計劃,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造物者的合一性存在於任何被愛創造之物質的最小部分, 存在於自我覺察的

存有中的程度則少很多. 

 

然而, 自由意志的變貌促使社會記憶複合體在心智進化的特定階段顯現為一種可

能性. 促使實體們形成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目的ª考量是對於造物者認識祂自己這

個基本變貌很簡單的延伸, 因為當一群心/身/靈能夠形成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對

於該複合體的全體而言 每個實體的所有經驗都是可得的, 因此在各個實體參予

這個密切交流的過程中, 造物者認識更多祂的造物. 

 

47.3 發問者: 我們選擇的數值— 或你曾被給予一些關於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標準

值, 第四正面密度: 超過 50% 服務他人; 第四負面密度: 超過 95% 服務自我. 容我

說, 這兩個標準值是否對應到同樣的振動率? 

RA: 我是 Ra, 我察覺你在表達詢問上有困難, 我們將回應並嘗試澄清你的詢問. 

正面與負面導向, 這兩者的振動率不該被理解為相同. 它們應該被理解為 擁有力

量, 在某種程度或強度上, 能夠接受並與智能無限一起工作. 由於負面導向的力量

系統, ¤+-�, 少了一個主要顏色ª藍色能量, 在第四和第五負面振動率的樣式或

行程中 看不見綠色/藍色振動能量. 

 

另一方面 正面導向擁有真實顏色[時間/空間振動樣式]的完整光譜 於是包含不同

的振動形態或行程. 每一個都能夠做第四密度的工作. 這是收割的衡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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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發問者: 你剛才說第四負面密度少了藍色? 

RA: 我是 Ra, 讓我們進一步澄清 如我們先前所述, 所有生命都有著一切可能振動

率的潛能, 因此綠色與藍色能量中心啟動的潛能當然也精確地存在於它必須存在

之處, 一個愛的造物之中. 

然而, 負面極化實體獲致收割的方式是藉由極度地有效運用紅色�黃色/橙色, 直

接移動到靛藍色大門, 通過這個智能能量的管道 帶來智能無限的內流(能量).  

 

47.5 發問者: 那麼 從第四密度畢業進入第五密度, 這個過程是否像第三密度畢業

進入第四密度, 需要一定的極化百分比? 

RA: 我是 Ra, 以你的思考模式, 我們可以做個回應. 無論如何, 重點是密度到密度

的畢業過程確實會發生. 正面/負面極性在第六層次都單純地成為歷史. 因此, 我

們在一個幻象的時間連續體中談論 正面對比負面(eN)收割進入第五密度的統計. 

第四負面密度的實體有蠻大的百分比繼續負面的途徑 從第四到第五密度的經驗, 

因為缺乏智慧, 協助其他自我的憐憫心與渴望並未被良好地告知. 在第四(負面)密

度經驗中, 雖然大約有百分之二從負面移動到正面; 我們發現大約有百分之八順

利畢業進入第五(負面)密度. 

 

47.6 發問者: 嗯, 我真正想問的是如果從正面第三密度到第四密度需要 50%, 負面

密度的畢業則需要 95%, 以上兩種情況, 若換作第四到第五密度 是否需要更接近

100%的程度才能畢業? 好比 一個負面實體需要 99%極化, 正面實體需要 80%極

化?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覺察這個詢問了. 

要以你的用語給予這個答案會產生誤解, 因為第四密度有視覺或訓練上的輔助工

具, 自動地協助實體的極化 同時極度地降低了催化劑的快速效果. 因此在你們之

上的密度必須使用更多的空間/時間. 

 

服務他人的正面導向實體 其意圖百分比將和諧地趨近 98%. 無論如何, 第五密度

的評定資格還牽涉到理解, 這個才是第四密度畢業到第五密度的主要評定資格. 

要獲得畢業資格 一個實體必須能夠理解動作、運動, 以及舞步. 沒有可形容的百

分比能夠衡量這個理解. 它是個衡量感知效率的尺度. 它可以藉由光來衡量. 有能

力去愛、接受、以及使用特定強度的光, 這些條件是從第四到達第五密度收割的

需求, 包含正面與負面密度. 

 

47.7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你所意指的 "結晶化實體"? 

RA: 我是 Ra, 我們使用這個特別的詞彙 因為在你們的語言中, 它具有相當精確的

意義. 當你們物理材質形成一個結晶結構, 每一個分子中存在的元素以規律化的

方式與其他分子的元素彼此鍵結在一起. 因此這結構是規律的, 當完全且完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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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晶後 該結構具有特定的屬性. 它不會斷裂或破碎; 它不費力即十分強韌; 它是向

外放射的; 將光轉換為美麗的反射 給予許多實體視覺上的愉悅. 

 

47.8 發問者: 在我們的祕傳文學中 表列許多(ÑÒ)體. 我列舉如下: 肉體、乙太體、

情感體、星光體和理性體. 請你告訴我這個列表的數目是否準確, 並且告訴我每一

個(ÑÒ)體的用途, 目的, 效果等等, 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在我們心/身/靈複合體之中

的(ÑÒ)體? 

RA: 我是 Ra. 要完全回答你的詢問需要許多次的工作集會時間, 因為關於各式各

樣(ÑÒ)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及不同情況中每一個(ÑÒ)體的效應, 這是門龐大的

學科. 無論如何, 做為開始 我們將引導你的心智返回真實顏色的光譜, 認識這個光

譜將幫助(你)掌握你們八度音程不同的密度. 

 

我們已知從大宇宙到小宇宙 重複著七[號碼]的架構與經驗, 因此 我們只期待有七

種基本的(ÑÒ)體, 以最明白的方式表示, 如紅色-光芒體, (CÚ...) 等等. 無論如何, 

我們覺察到你希望將剛才提到的(ÑÒ)體對應到七色光芒 這將是令人困惑的, 因

為不同的導師以不同的詞彙給予他們的教導/學習理解. 因此一位老師可能把一

個微妙體命名為某個名字, 另一個老師則將同一個微妙體命名為另一個名字. 

 

紅色-光芒體是你們的化學體. 然而, 它不是你們衣服附著的那個身體, 它是未建

構的身體材質, 沒有形態的元素體. 這個基本的、未成形的材質體是重要的, 因為

只要我們對於這些存在肉體載具之內的元素有基本的理解, 療癒就得以實現.  

 

橙色-光芒體是物理身體複合體, 這個身體複合體依然不是你們所棲息的身體, 而

是沒有自我-覺察的身體, 該身體在靈/心複合體進入子宮之前就已經存在, 這個身

體可以不需要心智與靈性複合體入住而存活, 然而, 它很少這樣做. 

 

黃色-光芒體是你們的肉體載具, 就是你們這個時刻所知道的, 你們在其中經驗催

化劑, 這個身體擁有心/身/靈的特徵 它同等於物理幻象, 如你所稱. 

 

綠色-光芒體在降靈會(séance)中 [當你們稱為的靈質體(ectoplasm)被提供時], 它可以

被看見. 這是個較輕的(ÑÒ)體 包含更密集的生命, 一些其他派別的導師稱呼它為

星光體. 其他人稱呼它為乙太體; 然而 這並不正確 因為乙太體是入口的形體, 智能

能量在其中能夠塑造該心/身/靈複合體. 

 

光體或藍色-光芒體可以被稱為提婆體, 這個身體有許多其他的名稱 特別是在你

們所謂的印度經典(Sutra)或著作中, 因為在他們當中, 有些人曾經探索這些區域並

理解各種型態的提婆體. 在每一個密度中 都有著許多許多型態的身體, 如同你們

自己的(第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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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藍色-光芒體 我們選擇稱為乙太體, 如同我們先前所述, 它是入口身體. 在這個

(ÑÒ)體中, 形態是實質(substance), 你只能看到這個身體如同光一般, 可以依照它的

渴望塑造自己. 

 

紫羅蘭色-光芒體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佛陀(Buddha)體ª完整體. 

 

這些形體, 每一個對於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D<$NÊ�]都有其效應. 

如我們先前說的, (兩者的)相互關係是眾多且複雜的. 

 

或許可以在此指出一點建議: 靛藍色-光芒體可以被醫者所使用, 一旦醫者能夠將

它的意識置放於這個乙太狀態中. 對於醫者而言, 紫羅蘭色-光芒ª佛陀(Buddhic)體

具有同樣的功效 因為在其中有著完整性, 極度地靠近一切萬有的合一.  

這些(ÑÒ)體是每個實體的一部分, 適當地使用並理解它們, 這(üÕ)遠比第三密度

的畢業資格先進, 雖然如此, 它對於行家是有用的. 

 

47.9 發問者: 當我們肉身死亡, 離開這個+�Ö×�黃色-光芒體, 我們立即擁有

哪些(ÑÒ)體? 

RA: 我是 Ra, 你擁有所有處於賦能狀態(potentiation)的(ÑÒ)體. 

 

47.10 發問者: 那麼 處於賦能狀態的黃色-光芒體被用來創造我現在擁有的肉體的

化學排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只因為在你們此生, 黃色-光芒體並不處於賦能狀態 

而是處於啟動狀態, 它即是顯化的身體. 

 

47.11 發問者: 那麼, 在死亡離開這個肉身之後, 我們依然擁有處於賦能狀態的黃

色-光芒體, 但一般而言, 地球人類死亡之後, 他們通常擁有顯化的綠色-光芒體嗎? 

RA: 我是 Ra, 不會立即(顯化). 死亡之後 第一個啟動自身的(ÑÒ)體是 "形態-製造

者"ª靛藍色-光芒體. 你們曾稱呼它為 "ka"— 這個(ÑÒ)體持續停留— 直到乙太

層(etherea)被穿透, 心/身/靈全體獲得理解, 一旦達成這點, 如果要被啟動的(ÑÒ)體

是綠色-光芒, 那麼這就會發生. 

 

47.12 發問者: 讓我做個聲明, 看看我是否正確. 那麼, 在死亡之後, 如果一個實體

沒有覺察, 他可能成為所謂的地縛靈直到他能夠獲致必要的覺知 以啟動他的(ÑÒ)

體之一. 於是 有可能啟動任何一個(ÑÒ)體, 一路從紅色直到紫羅蘭色? 

RA: 我是 Ra, 假使有適當的刺激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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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3 發問者: 什麼刺激會造成我們所謂的地縛靈或留連不去的鬼魂? 

RA: 我是 Ra, 該刺激是意志的機能. 如果黃色-光芒心/身/靈的意志強過肉體死亡

之際 領悟即將到來的事所產生的進步推動力, 也就是說, 如果意志集中在先前的

經驗, 這個集中程度強烈到某種程度將使得該實體的黃色-光芒軀殼, 雖然已經不

再啟動, 也無法完全被解除; 在該意志被釋放之前, 心/身/靈複合體等於被困住了. 

我們知道你覺察到 這種事件經常發生於突然死亡, 以及極度關切某件事ª某個其

他自我的情況. 

 

47.14 發問者: 好的 那麼, 死亡之後, 橙色-光芒啟動的情形是否非常頻繁? 

RA: 我是 Ra, 相當不頻繁, 因為這個特別的顯化沒有意志. 偶爾, 一個其他自我強

烈要求一個剛過世實體的形體 以致於該存有的某種外觀停留在世上, 這是橙色

光芒. 這是罕見的情況, 因為一般而言 如果一個實體如此渴望另一個實體而發出

呼求, 該實體將有相對應的渴望被呼求, 因此其顯化會是黃色光芒的外殼. 

 

47.15 發問者: 大部分的地球人類, 當他們去世, 離開肉身之後, 會啟動什麼?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假設和諧地渡過黃色-光芒體的顯化, 正常的程序是: 心智與靈性複合體會安歇在

乙太ª靛藍色(ÑÒ)體之中, 直到某個時間 該實體開始準備(û��)降生地點, 在那

兒 乙太能量形成一個顯化(�6), 鑄造它進入顯化與啟動狀態. 這個靛藍色體, 做

為智能能量, 能夠給予這個剛死去的[}�-�ØôB�]靈魂一張展望圖和一個地

方去觀察最近一次顯化的(人生)經驗.  

此時,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詢問? 

 

47.16 發問者: 我只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

通訊?  

RA: 我是 Ra, 附加物被肉眼與靈謹慎地衡量.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一切都好. 觀察

這個器皿以確保(它)持續建立生命能. 它必須工作自己的肉體能量, 因為這個弱點

是由於其自我的自由意志引起的. 

 

我是 Ra, 朋友們, 現在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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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22 日 

 

4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8.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以及她的情況是否隨著時間改善?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隨著時間改善, 如你所衡量的.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

量比你上次詢問的時候少. 

 

-- B5029-- 

48.2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器皿的問題, 我將閱讀如下: “你曾數次提示性能量轉

移協助該器皿的生命能與這個通訊. 看起來, 這點對所有人不一定都是真的; 性慾

電路與靈性電路並不相同. 這個器皿是例外嗎? 或者性慾活動對於靈性能量有正

面效應對於所有第三密度存有都是平常的?”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雖然並非例外, 卻比較少有朝向分離心智、身體、靈性的

扭曲; 相對你們許多第三密度實體而言. 性慾轉移能量如果流過未發展的靈性電

性ª磁性複合體[�-ÿÊpÙo], 將有效地爆破該特別的電路. 相反地, 充分的靈

性能量流過身體[456Ùo]也將對未發展的身體複合體之電路有不利的影響. 

有些實體, 好比這個器皿, 並未在這一生選擇在任何時間透過身體電路表達性能

量. 因此從一開始, 這類實體在任何性活動中都是以身體與靈性一起表達該經驗. 

所以對這個器皿而言, 轉移性能量即是進行靈性與肉體上的(能量)轉移.  

這個器皿的磁場, 如果透過一個敏感的實體詳細檢查 將顯現不尋常的配置. 這並

不是一個實體所獨有, 而是一群適當數量的實體共有的配置; 他們已經失去對橙

色�綠色*光芒之性慾經驗的渴望, 已經強化靈性、心智與身體的綜合電路 以表達

在每個行動中的存在全體性. 為了這個原因, 社交活動與同伴情誼對這個器皿也

非常有益, (因為)它對於更細微的能量轉移是敏感的. 

 

(*¨£:  Ra���¿ÚsÀ, �¨6/Þß�-�í�äsÀ) 

-- B5029-- 

 

48.3 發問者: 謝謝你. 如果你, Ra, 做為個體化的實體, 含有你所知的完整覺知與記

憶, 現在降生於地球上. 你這一次在地球上的目標會是什麼 就各種活動而言? 

RA: 我是 Ra, 該詢問暗示(我們)先前所學是不切實際的, 無論如何, 如果我們再次

天真地以為我們肉體的臨在比我們送給你們人群的愛/光, 和這個通訊的寶藏更

有效益的話, 我們仍舊會做我們之前做的工作. 我們會, 我們提供我們自己為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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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 

 

48.4 發問者: 你現在已知道我們地球的狀況和溝通的方式.. 等等; 如果你自己,以

個人的身分經過降生(åæ)過程來到這裡 成為一個流浪者, 並且對於你剛才陳述

的目標有足夠的記憶,在我們目前的通訊狀態下,你會尋求什麼機制進行這個教導

/學習的過程? 

RA: 我是 Ra, 我的兄弟, 我們感知到你已經做了特定不言而喻的連結[²u], 我們

承認(��)這些, 為了這個原因, 我們不能冒犯你的混淆. 

 

48.5 發問者: 我就怕你那麼說. 我昨天的演講*只有幾個人參加, 如果這個演講在

[+-Sÿ�] UFO鼓動的時候舉辦, 應該有更多人會參加. 既然主要是獵戶實體-

造成這類鼓動事件, 獵戶(實體)確實創造更多散佈資訊的機會, 好比我的資訊, 那

麼他們製造(UFO)能見度有什麼報酬? 

(*¨£: E¹/�ï�÷Ø2lIwù:  www.llresearch.org/publications/pub_significance.aspx ) 

RA: 我是Ra, 這個假設是不正確的. 這類鼓動事件造成你們人群許多的恐懼; 許多

種說法、理解都圍繞著 陰謀、隱藏內幕(cover-ups)、肢解、殺戮等負面形象的事

件. 甚至那些一般是正面的報導[û�ÿ��\j]談論的卻是末日. 你可以理解你自

己將是少數的一方, 由於你想要分享的理解[�R+-=}ÂlI�ÿ]之緣故.  

 

我們感知到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出一個推論: 會被獵戶-型態之公眾事件帶來的觀眾

有大部分不經由老資格振動播種. 不需要公眾事件刺激就能接收教導/學習的觀眾

有更大的導向前往啟悟. 所以, 你就忘卻數人頭吧. 

 

48.6 發問者: 謝謝你, 剛才的話語把那個觀點澄清得很好. 十分重要的一點. 你可

否告訴我在第四與第五密度中, 正面與負面極化如何被用來促成意識內的工作? 

RA: 我是 Ra,  與第三密度完成的工作相比, 第四與第五密度中, 意識內的工作顯

得相當少. 第四正面密度完成的工作憑藉正面社會記憶複合體, 緩慢地、和諧地整

合它自己, 然後向前協助那些尋求幫助的 較少正面定向的實體們. 因此 他們的服

務就是他們的工作, 透過這個動態關係— 存在於社會自我�其他自我[��wÙ]之

間— 獲致越來越強烈的理解或憐憫心. 

這個強度持續著 直到該實體足以迎接適當的光強度 這即是第四密度的收割. 

在第四正面密度中, 有較少量的靈性與心智複合體變貌之催化劑, 這些催化劑發生

的時機在實體們從和諧相處到形成社會記憶複合體的過程中. 這過程促使一些小

量的催化劑以及工作發生, 但第四密度偉大的工作在於(ñ�)接觸, 即社會自我 �

較少極化的其他自我之間的通訊. 

 

在第四負面密度, 許多工作在爭奪權位期間達成, 這個期間在社會記憶複合體形成

之前. 藉由控制其他自我, (實體)有機會朝負面極化. 到了社會記憶複合體[Qe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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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½¾]的階段 情況是相同的, 工作由整個社會發起 向外伸手(控制)較少極化的

其他自我, 以協助其負面的極化. 

 

在第五密度, 包括正面與負面(極性), 透過位能差達成工作的概念並不特別有益, 

再一次, 第五密度存有的工作重點是密集強化, 而非增加位能. 

 

就正面而言, 第五密度的複合體使用第六密度的教導/學習者來研讀更有啟發性的

合一之理解, 因此變得越來越睿智. 第五正面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會選擇將服務他

人分成兩種方式: 首先, 發送光到造物之上; 其次, 遣送一些群體, 做為光之器皿, 好

有所協助, 好比你們目前透過(·*)管道熟悉的那些(ÿ6). 

 

在第五負面密度, 服務自我變得極度地強烈, 自我收縮或緊縮到某種程度, 以致於 

僅僅使用與導師/學生之間的對話, 目的只為了強化智慧. 第五負面密度的流浪者

非常、非常地稀少, 因為他們害怕遺忘(+�). 第五密度的獵戶成員非常、非常地少, 

因為他們不再能夠在其他自我身上, 感知到任何的優點. 

 

48.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舉一個例子, 一個實體, 從出生之前, 位於老資格清單的

前面位置 因為其正面極化, 以及可能在這個(生命)週期結束之前具備收割資格. 

(我們)追溯他的一個完整經驗週期, 從他降生之前— 哪幾個(ÑÒ)體被啟動, 降生

的過程; 第三密度肉體的啟動, 以肉身穿越這個密度 與催化劑之交互作用; 死亡過

程, 接著各種(ÑÒ)體的啟動. 於是我們完整地繞行一周 從出生之前 穿越一生 到

達死亡, 你可以說是這個密度的一個降生週期. 你可以為我做這件事嗎?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至為扭曲 因為它假設各個造物都是相似的. 每一個心/身/

靈複合體都有它自己的啟動型態和覺醒的韻律. 對於收割, 重要的是達成心/身/靈

複合體中, 各個能量中心之間的和諧平衡. 這個問題要被註記為只有相對的重要

性. 我們抓到你詢問的重心 並將做個十分一般性的回答 並強調如此武斷的歸納

是不具重要性的. 

 

一個實體, 在降生之前, 容我們說, 居住在相稱的時間/空間處所. 這個位置的真實

顏色取決於該實體的需要. 舉例來說 那些做為流浪者的實體們, 其心/身/靈複合體

擁有綠色、藍色, 或靛藍色之真實顏色核心 他們會安歇在其中. 

 

進入降生過程需要投資或啟動靛藍色-光芒ª乙太體 因為這是形體製造者. 年輕或

幼小的心/身/靈複合體在出生之前 即具備七種潛在的能量中心. 在時間/空間中 也

有相同類比 這些能量中心對應到七個真實顏色密度的七個能量中心. 因此 在小宇

宙中即存在所有準備好的經驗, 就彷彿一個嬰兒包含整個宇宙. 

 

具有高度老資格的實體 其啟動型態將無疑地, 有些快速移動到綠色-光芒層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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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前往主要藍色的跳板. 在穿透藍色主要能量過程中總會有些困難 因為它需要一

個你們人群相當缺乏的東西— 誠實. 藍色光芒是自由通訊(溝通)的光芒 包含自我 

與其他自我. 接受了這點, 一個可以收割或幾乎可以收割實體將會從綠色-光芒跳

板開始工作, 我們可以假定該實體的餘生將聚焦在主要的藍色光芒— 自由給予的

通訊, 以及 靛藍色光芒— 自由分享的智能能量. 如果可能的話, 穿過這扇大門, 穿

透紫羅蘭色-光芒智能無限, 這個成果可以從一種顯化看出, 即(實體)在每日的造物

與活動中, 都感覺到它們聖化ª神聖的本質. 

 

肉體複合體死亡[��wlI++��ÿ.]之際, 實體將立刻認識到它的狀態, 返回靛

藍色形體製造者, 並在其中休息, 直到適當的未來放置地點被決定為止. 

 

在此 我們有個例外的情況—  收割. 在收割過程中, 一個實體將轉移它的靛藍色(Ñ

Ò)體, 進入紫羅蘭色-光芒顯化 如同在真實顏色黃色中看到的情況. 這樣做是為了

量測該實體的收割性. 這個例外的活動被細心地完成之後, 該實體將再次移動進入

靛藍色體, 並被放置在空間/時間�時間/空間中 正確的真實顏色位置, 在那兒 決定

必須完成的治療�學習/教導之時間, 以及是否需要進一步的降生. 

 

48.8 發問者: 誰監督這個過程? 決定誰需要進一步的降生, 以及為了降生設置老資

格清單?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有兩個答案. 

 

首先, 對於那些自動降生的實體們, 守護者-直接負責其降生型態. 自動降生意指 

對於靈性進化過程缺乏有意識的自我-覺察. 如果你比較喜歡, 你也可以稱呼這些

存有為天使, 容我們說, 他們是"地方性"ª屬於你們的地球. 

 

老資格振動可以被比擬為 放置不同等級的液體在同一個玻璃杯中 有些(液體)會

上升到頂部; 其他的會沉到底部, 伴隨而來的結果是 一層又一層的實體. 當收割迫

近的時候, 那些被最多光與愛充滿的實體們將自然地, 無須監督, 進入隊伍中. 容我

們說, 體驗人生的隊伍. 

 

當一個實體在其心/身/靈複合全體中, 開始覺察到靈性進化的機制, 它自身將安排

並放置那些(tD)課程與(,��)實體, 目的是在一生的經驗中獲得最大的成長和

極性的表達. 這些安排在遺忘過程發生之前完成.  

那些老資格實體有完全的自由意志選擇此生經驗的方式, 這個做法唯一的缺點是

有些實體嘗試在一輩子的經驗中學習過多的東西, 這些催化劑的強度擾亂了該極

化實體, 以致於這些經驗並未能像原先預期的發揮最大的用處. 

 

48.9 發問者: 一個可能的比喻是: 一個大學生登記了太多課程, 超過他可以在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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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消化吸收的限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48.10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各種(ÑÒ)體, 從紅色到紫羅藍色, 如何連結到對應的

能量中心, 紅色到紫羅藍色? 它們是否以某種方式連結著?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如同我們先前提到, 每一個真實顏色密度都有七個能量中心 每一個實體包含所

有這些的潛能狀態. 雖然處於黃色-光芒中, 紫羅藍色-光芒智能無限的啟動是通往

下一個八度音階經驗的通行證. 有些行家已經穿透了許多、許多能量中心, 以及數

個真實顏色. 當(實體)處於肉身中, 這個做法必須伴隨著極度的謹慎小心; 因為我

們曾提到: 將紅/橙/黃電路與真實顏色藍色電路相連接的危險, 因為有巨大的潛力

擾亂該心/身/靈複合體. 無論如何, 一個穿透智能無限的實體基本上能夠毫無束縛

地行走在宇宙之間.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48.11 發問者: 僅僅是,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

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如我們上次說的, 這個器皿肉體上虛弱, 持續的工作時間

將延長這個弱點. 同時 持續的通訊卻也有助於器皿生命能的持續攀升 以及整個

小組[±DÊ²Í]的整合與生命能, 這選擇在於你. 我們覺得滿意.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繼續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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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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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4 月 27 日 

 

49.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49.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 該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B5030-- 

49.2 發問者: 首先, 我有一個來自 Jim的問題. 他說: “在過去九年, 我有過所謂的前

額葉經驗, 時間是在早上醒來之際, 正要從睡眠轉變到清醒之間的前-意識狀態. 

這個經驗是愉悅與壓力的綜合, 從前額葉開始, 接著如脈衝一般擴散到整個大腦, 

感覺像是大腦中的高潮. 我已經擁有 200次這類的經驗, 並且它通常伴隨著[.�w

+�T�É�]聲音與異像. 這些前額葉經驗的來源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發問者 發現一些相關資訊早已公開, 關於大腦中這個特殊

部分的生理特性. (剛才)描述的這些實際經驗是一些可被經驗的蒸餾物; 經過一段

集中的努力, 致力於開啟大門或靛藍色(sÀ), 心智複合體, 於是紫羅蘭光芒或聖

禮的經驗得以發生. 這些經驗是一個開端, 當身體、心智、與靈性開始在大門或靛

藍色水平整合, 然後(該實體)不只產出喜悅的經驗, 同時還伴隨著對智能無限的領

會. 因此, 身體複合體高潮�心智複合體高潮 逐漸整合, 然後準備了適當的大門迎

接靈性複合體整合, 接著使用靈性複合體做為穿梭載具, 迎接充分經驗太一無限

造物者之臨在的聖事. 

是故, (前方)還有許多是發問者可以期待的. 

 

49.3 發問者[面向 Jim]: 你有沒有額外想問的? 

[面向 Jim] 好了. 

--B5030-- 

 

[面向 Ra] 在先前的一場集會中, 你曾提到左右耳的音調; 左腦和右腦是否與服務

自我、 服務他人的極性有某些關聯. 你可以就此做評論嗎?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就此做評論. 

 

49.4 發問者: 嗯, 請... 你可以開始評論它嗎? 

RA: 我是 Ra, 你們肉體的(¢*)腦葉在使用弱電子能量上是相似的. 一個被直覺與

衝動主導的實體�被理性分析主宰的實體相比, 以極性而言, 是相等的. (¢*)腦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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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同時被用在服務自我ª服務他人方面. 理性或分析的心智似乎有更多可能性 

成功地追尋負面的導向, 因為就我們的認知 太多的秩序, 其本質是負面的. 

然而, 同樣的(理性)能力 用來架構抽象的概念, 分析實驗資料等 也可以是快速正

面極化的鑰匙. 或許可以說 對於那些分析能力佔優勢的實體們 他們在極化方面

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直覺的機能是告知智能. 在你們的幻象中, 讓毫無拘束的直覺佔優勢 容易使得一

個實體遠離較大程度的極化 因為直覺觀察具有不可捉摸的特性. 

如你所見, 這兩種大腦結構需要被平衡 好讓經驗催化劑的淨總合為 極化�啟蒙. 

因為若沒有理性心智接受直覺機能的價值 協助啟蒙的創意層面將因而窒息.  

 

左與右î正面與負面 之間有個對應關係. 圍繞你們身體的網狀能量包含著有些複

雜的極化, 就磁性而言, 頭部�上肩部的左邊區域最常被視為負面極化, 而右邊則

屬於正面極化, 這是你所聽到的音調的意義之起因. 

 

49.5 發問者: 你可否一般性地詳述正面與負面磁性極化 以及它們如何被應用在

個人與星球上? 我想這兩者有個相互關係, 但我不確定.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有一個相互關係存在於一個實體[¥2�-��N]與行

星球體的能量場之間; 因為所有物質都是藉由磁場的動態張力來建構. 存在這兩

者之中的力量線 其外觀很像是辮子的交織螺旋, 因此正極與負極捲繞並交織在

一起, 在個人[µó�®¯°¯±²³´E��]與行星的能量場中形成幾何關係. 

 

負極是南極或較低的極地; 正極是北極或較高的極地. 這些螺旋能量十字交叉之

處形成 主要、第二、與第三能量中心群. 你們熟悉肉體、心智、靈性複合體的主

要能量中心.  

第二能量中心點[交叉通過正面與負面中心方位]環繞著你們的幾個能量中心.  

如黃色-光芒中心, 它的第二能量中心位於手肘、膝蓋, 以及(/�)附近的微妙體中, 

這些點[}Ñq��1]形成鑽石的形狀 圍繞著身體的肚臍部位. 

 

一個實體可以檢視每一個能量中心 找尋其第二能量中心, 你們人群中 有些實體工

作這些能量中心, 你們稱之為針灸.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能量中心的位置經常

出現例外 以致於這個技術的科學精確度令人質疑. 如同大多數的科學(實驗) 嘗試

得到精確的結果, 卻未能將每一個造物獨特的品質納入考量. 

 

要領會能量場 最重要的概念是: 較低極地或負極會從宇宙(cosmos)汲取寰宇能量進

入它自身. 從那一點, (寰宇)能量向上移動 直到與正極螺旋能量[從內在向下移動]

相遇 並產生相互作用, 衡量一個實體的光芒活動層次即是這個相遇點的所在, 也

就是南極外在能量�內在螺旋的正極能量相遇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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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實體逐漸逐漸變得更加極化時，這個相遇點也會向上移動, 這個現象已被

你們人群稱為亢達里尼(kundalini). 無論如何, 最好把它想成是宇宙�內在之振動理

解相遇之處. 嘗試提升這個相遇點 卻沒有實現這(提升)所依賴的磁力學之形而上

原則 將招致巨大的不平衡. 

 

49.6 發問者: 什麼樣的過程可以正確地喚醒[��-��]亢達里尼並值得推薦, 那會

有什麼價值? 

RA: 我是Ra, 盤繞的大蛇被呼召向上攀升, 這個隱喻非常地適合你們人群思索. 這

是你所嘗試尋求的東西. 如同我們曾敘述, 關於這個隱喻以及追尋此目標的本質 

有著許多的誤解. 我們必須概括而論 並且要求你了解這樣做使得我們分享的東

西用處大為減少. 無論如何, 每一個實體都是獨特的, 為了你們可能的啟發 概述是

我們應得的工作. 

 

我們有兩種能量 於是我們嘗試, 如同實體們在這個八度音程任何真實顏色中會

做的一般, 將內在與外在本質相遇的地方, 沿著各個能量中心, 不斷向上攀升.  

有兩個方法來逼近這個目標:  

 

首先是明智感知(sensible)的方法, 透過南極 屬於自我的經驗根源被吸引到該實體, 

每一個經驗都需要被觀察、經歷、平衡、接受、與安置於個體之中. 當實體逐漸

在自我-接受�覺察催化劑中成長; 這些經驗的安定處所也將上升到新的真實顏色

實體. 這些經驗, 不管是什麼, (89)都會座落於紅色光芒 並依照其生存價值被考量, 

如此類推.  

 

對於正在成長與尋求的心/身/靈複合體, 每一個經驗都將依以下次序被理解:  

就生存而言, 就個人身分而言, 然後是社會關係, 普世大愛, 以及這個經驗如何能產

生自由的溝通, 接著是該經驗如何與宇宙能量連結, 最後是(E×)每個經驗的 

聖事本質. 

 

在此同時, 造物者躺臥於內在, 在北極, 皇冠早已位於頭頂上 該實體是潛在的一個

神, 藉由謙卑與信賴的接受, 透過冥想與沉思自我與造物者, 使這股能量誕生.  

 

這這兩股能量相遇的地方 即是這條大蛇到達其高度的地方, 當這股解開盤繞的能

量接近普世大愛與光輝燦爛的存在, 該實體的可收割狀態也就不遠了. 

 

49.7 發問者: 你可以推薦一種冥想技巧嗎? 

RA: 我是 Ra,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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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發問者: 在冥想中, 一種是盡可能讓心智空白 讓它止息; 另一種是集中精神聚

焦於某個物體或某件事, 哪一種比較好[¤+�,] ª產生更有用的結果?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時間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兩種冥想方式都有它特定的用處, 被動式的冥想涉及清理心智, 清空你們人群心

智複合體中顯著常見的心智混亂, 對於目標是獲致內在靜默的實體,它是有效的, 

可做為聆聽造物者的基礎. 這是個有用且有益的工具, 迄今它是在冥想中, 最廣泛

有用的類別, 相對於沉思或祈禱而言. 

 

另一種冥想, 可以被稱為具像化(visualization), 有它的目標 但不包含在冥想本身中. 

具像化是行家的工具, 那些學習到將視覺影像持守在心智中的實體發展出一種內

在的專注力, 能夠超越無聊與不適. 當這個能力在行家裡內結晶化 該行家便可以

在意識內極化 無須外在的行動而能夠影響行星意識. 這是所謂的白魔法師存在的

原因. 只有 那些想要進行有意識提升行星振動的實體們 會覺得具像化是特別令人

滿足的冥想類別. 

 

沉思ª在冥想狀態中思考一個鼓舞人心的影像ª一段文字, 在你們人群中是極為

有用的, 被稱為祈禱的意志機能也具有潛在有益的特質. 它是否確實為有益的活動

完全端賴祈禱者的意圖與目的. 

 

此時,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49.9 發問者: 我只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

訊 ? 以及每週兩次是否仍然適當? 

RA: 我是 Ra, 我們請求你關心這個實體的頸部支撐的安置, 這個部分常常沒有被

照顧到.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你們的排列也是好的. 容我們如此說, 集會的時間安

排[�R+-=}�é'1]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你們是值得被稱讚的, 因為觀

察到這個圈子裡的疲倦, 並避免工作, 直到全體都在愛、和諧、與生命能之中 成

為單一存有. 這會是, 並且持續是, 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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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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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場集會 

1981 年 5 月 6 日 

 

50.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0.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50.2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中, (你)聲明經驗透過南極被吸引進入實體. 你可否詳述

這點, 並定義你所意指的事情? 

RA: 我是Ra, 需要一些考量來達成全盤的觀點, 以掌握上述資訊. 南極或負極是吸

引的一端. 它將那些磁化的東西拉到它自己上頭. 所以對於心/身/靈複合體而言 

流入的經驗屬於南極之湧入(influx). 你可以把這些敘述看做是一個簡化的聲明. 

 

這個正確性的唯一特定部分是紅色-光芒或基礎能量中心, 肉體載具的最低或根

源能量中心, 將首先有機會對任何經驗反應. 只有在這方面, 你可以看待南極的物

理位置�根源能量中心為同一的. 在心智與身體的每一個面向 該基礎或根源被給

予機會首先作用. 

 

一個僅僅為了生存的機會, 這是什麼機會?  

(ª�)這是(2�)反應的根源可能性, 並同時是心智與身體的基本機能之特徵. 你可

以發現這個本能是最強健的, 一旦這部分被平衡 有許多東西將對尋求者敞開, 南

極便停止阻塞經驗資料, 於是心智與身體的更高能量中心有機會使用這些被汲取

到該實體的經驗. 

 

50.3 發問者: 為什麼你說經驗是被汲取或被吸引到該實體? 

RA: 我是 Ra, 我們這樣說是因為就我們的理解, 這是經驗性催化劑現象的本質 以

及它進入心/身/靈複合體覺知的方式. 

 

50.4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一個例子 關於一個實體如何設置一個狀態來吸引特定

的經驗性催化劑 以及該催化劑如何被提供ª被學習. 

RA: 我是 Ra, 這樣的例子可以被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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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發問者: 請你開始? 

RA: 我是 Ra, 我們停頓片刻 掃描這個器皿的意識, (確認)獲准使用它的經驗催化

劑做為例子.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進行. 

 

這一個實例也大體適用於其他覺察演化過程的實體. 這個實體在降生之前選擇最

有可能獲得催化劑的方式, 該實體渴望一個過程, 即表達愛與光而不期待任何回

報. 這個器皿也規劃了: 努力達成靈性工作 以及在做這個工作時, 有夥伴的安慰. 

 

在降生之前 達成了幾項協議: 首先, 與這個實體的雙親與兄弟姊妹的協議. 這點提

供了經驗性催化劑, 於是(該實體)有個情境提供存有的光輝而不要求回報.  

第二個程式牽涉到好幾個實體的同意, 在你們的時間/空間�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這些同提供該實體一些機會在工作�夥伴關係上的經驗性催化劑. 

 

有些事件是這一個(人生)程式的部份, 只因為它們是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與你們

的社會文化有關. 這些事件包括生活特質ª生活標準, 在法律架構下進入的關係

類別, 以及在此生中的社會風潮. 該實體理解到此生發生在收割(季節). 

 

容我們說, 這些已知的情況適用於你們百萬千萬的人群, 那些人覺察到演化, 並極

度渴望獲得愛之心, 以及給予理解的光輝.  不管課程如何被編寫, 它們與其他自我

有關, 而非事件; 它們與給予有關, 而非接受. 因為愛的課程之本質同時屬於正面

與負面極性, 你會發現那些負面可收割的實體們 在此時致力於分享他們的自我

之愛. 

 

有些實體目前不能了解心智、身體、靈性演化的機制與本質 他們的課程較為隨

機. 關於這些實體, 我們可以說,  其演化過程由那些從未停止警戒看望服務的實體

-守衛著. 沒有一個實體是毫無幫助的, 不管是透過自我-覺察造物的合一ª透過

自我的守護者保護那些較不複雜的心/身/靈, 不致於永久與合一分離 同時讓你們

密度的課程繼續下去. 

 

50.6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一個例子 說明負面極化分享自我之愛? 我覺得這樣做似

乎會削弱負面極化, 你可否詳述這個概念? 

RA: 我是 Ra, 我們不可以使用已知存有的例子 因為會造成冒犯. 因此我們必須以

一般的情況來說. 

 

負面導向存有覺得它發現了一股給予自身存在意義的力量, 正如正面極化實體感

覺的一樣. 這個負面實體努力將這些理解提供給其他自我, 最常使用的方式是形

成精英階層、門徒, 教導奴役其他自我的需要與正確性 為了它們自己的好處. 這

些其他自我被認為必須仰賴該自我, 並需要該自我的指引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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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詳述這個概念: 一個實體在物質界的一生中 需要極化

ª與其他實體恰當地互動; 為什麼不能像中陰期間一般, 實體們覺察到它想要做

的事情. 為什麼它必須來到世間, 失去有意識的記憶  忘記它想要做的事 忘記它希

望行動的方式? 可否請你詳述這點? * 

(*�£: 50.7¨�� ���#, ×4ï¨]E¹�5�) 

RA: 我是 Ra, 讓我們舉個例子, 一個人看得到所有玩家的撲克牌 於是他知道整個

遊戲, 這場賭博變成孩子的玩耍, 因為沒有風險, 知道其他人的牌. 所有可能性都

被知曉 他會正確地玩牌 但沒有趣味. 

 

在時間/空間î在真實顏色綠色密度之中, 所有玩家的牌都是敞開的, 所有的思

維、感覺、困難都可以被看見. 沒有欺騙 也沒有渴望去欺騙. 因此許多事情都在

和諧中被完成 但心/身/靈從這個互動中獲得很少的極性. 

 

讓我們重新檢視這個隱喻 並且把它擴大為最久的撲克牌遊戲, 你可以想像: 一輩

子. 這些牌是: 愛、厭惡、限制、不快樂、愉快 等等. (T�6)不斷地發這些牌、再

發牌、再發牌. 你可以在此生開始— 我們強調開始— 知道你自己的牌. 你可以開

始發現你內在的愛, 你可以開始平衡你的愉快、你的限制 等等. 無論如何, 你唯一

知道其他人手上牌的方式是看入(w?�)眼睛. 

 

你不記得你手上的牌, 他們手上的牌, 或許甚至忘了這個遊戲的規則. 唯一贏得這

個遊戲的方式是在愛的融化影響力之中輸掉手上的牌, 唯一獲勝的方法是放下種

種愉快、限制, 將所有牌向上攤開放在牌桌上, 並在心裡說: "所有人、所有的玩

家、每一個其他自我,不管你手上的牌是什麼,我愛你."  

這個遊戲是: 去知曉、接受、原諒、平衡, 去開放自我在愛之中. 沒有遺忘過程, 這

無法被達成, 因為若不是如此, 對於心/身/靈存在性全體而言 這個生命過程就沒

有重量了. 

 

50.8 發問者: 謝謝你. 在心智中保持視覺形象的能力如何允許行家做意識內極化

的工作, 無須外在的行動? 

RA: 我是 Ra,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詢問, 因為行家去的地方超越綠色光芒— 標誌著

可收割性的入口. 行家不只是汲取智能能量做為收割的準備, 還汲取智能能量�

智能無限, 目的是轉化全球收割性�意識. 

 

這種工作的方式藏於內在, 首要的鑰匙是靜默, 其次是思維的專一. 因此行家可以

將一個影像穩定地保留在內在之眼前面[�-�]數分鐘, Å�-p$©��?., 這表

示行家思維專一程度的提升.  這思維的專一性可以被正面行家使用 在群體儀式

具像化過程中工作, 以提升正面能量; 被負面行家使用, 以提升個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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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告訴我, 在能夠保留影像數分鐘之後, 行家做了什麼以影

響行星意識ª增加正面極性? 我仍然不大理解這一點. 

RA: 我是 Ra, 當正面行家從內在碰觸智能無限, 這是個最強而有力的連結 因為它

連結了整個心/身/靈複合體小宇宙�大宇宙. 容我們說, 這個連結使得時間/空間中

的綠色光芒真實顏色能夠顯化在你們的空間/時間*裡. 在綠色光芒中 思想即是存

有. 在你們的幻象中, 通常不是這樣的. 

(*Õ£?¨67x�ARa�õ¢¯ß¢, �B�¨6/ø�) 

 

於是該行家成為愛與光之活躍管道 並且能夠直接傳導這股光輝進入地球能量鏈

結網. 這類的儀式總是在讚美與感謝中使能量紮根, 接著釋放這股能量進入整個

行星. 

 

50.10 發問者: 有— 我知道有些人最近受過冥想訓練, 在很短的密集冥想期間, 大

約幾天, 就能夠遠距離對於金屬產生作用, 彎曲它. 就我的理解, 他們在做這個動

作時戴著一個金字塔-形狀的金屬線框. 我曾在幾年前被邀請參與他們的一場冥

想集會 但我不能達到那個程度. 你可否評論這個過程, 它是否伴隨任何有價值的

東西? 

RA: 我是 Ra, 沒有. 請再問一個完整的詢問. 

 

50.11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更多與左右腦有關聯的身體能量場資訊 以及從能量聚

焦來看 這資訊是否和金字塔形狀有某種關聯? 我在進入這方面的提問時有些茫

然, 所以我要問此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在回答這方面的提問同樣有些茫然. 我們會說金字塔形狀只是

一種內流能量聚焦的方式, 可以被那些開始覺察這些內流的實體所使用. 進一步

地說, 你們肉體大腦的形狀在聚集內流能量方面並不具有顯著意義. 如果你想尋

求什麼 請更明確地詢問. 

 

50.12 發問者: 我們每一個人在冥想中, 感覺能量在頭部的不同地方. 你可否告訴

我它是什麼, 它代表什麼意思, 以及我們感覺的不同地方代表的意義? 

RA: 我是 Ra, 忘掉金字塔會對你們在研讀這些經驗有幫助. 內流能量會被那些需

要和準備好啟動的能量中心所感受到. 因此那些在紫羅蘭光芒層次感覺到刺激的

實體就得到那個東西. 那些在前額、兩眉中心裡頭有感覺的實體們正經驗靛藍色

光芒 以此類推. 那些經驗到刺痛及視覺影像的實體們 他們正在啟動的能量中心

有些阻塞  因此電性體將這股能量向外散開 於是它的效果也隨之擴散. 

 

如果這些實體在超心靈防禦上沒有良好的訓練, 即使他們並不真的由衷請求這股

能量, 仍然會感覺到它. 那些不渴望經驗這些悸動、啟動、改變的實體, 即使在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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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層次上(ÀÅ7�), 他們將不會經驗到任何東西, 這是由於他們(9)防禦的能

力, 並且穿上盔甲對抗改變. 

 

50.13 發問者: 就在此時, 我同時地得到兩種感覺, 這是正常的情況嗎, 立刻獲得兩

種(�\)? 

RA: 我是Ra, 對於行家而言 最平常的情況如下: 靛藍色光芒刺激啟動偉大的入口, 

(該實體)進入治療、魔法工作、虔誠的專注, 以及存有的光輝; 紫羅蘭色光芒的刺

激是靈性的施與受[來自造物者和通往造物者], 從造物者到造物者.  

這是值得擁有的配置.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個簡短的詢問? 

 

50.14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ª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你們的排列也是仔細小心的. 請留意這個實體的

頸部是否被謹慎地放置在支撐物之上, 這樣是好的.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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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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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51.1 發問者: 在一的法則之卷三的開端, 我有幾個相當重要的[非過渡性質的]問題

要問, 外加一個過渡性質的問題, 為了與他人的交誼而問. 

 

首先是澄清關於收割的最後疑點[p+-�:��¹], 我懷疑是否有人在監督收割

的過程, 如果有, 為什麼這樣的監督是必須的, 以及它是如何運作的? 既然一個實

體已經可以從他的紫羅蘭色光芒決定收割程度, 怎還需要實體監督收割過程? 或

它是自動進行 無須監督? 可否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RA: 我是 Ra, 在收割的季節, 總會有收割者, 果實會自然成熟, 但需要有些監督以

確保這個收成被妥當地放置, 沒有擦傷或瑕疵. 

 

看顧的收割者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行星的(地球的), 可以稱為天使的. 這類的保護者包括該實體的心/

身/靈複合全體ª高我; 以及被該實體之內在尋求吸引之內在次元個體. 

 

第二類守護這過程的個體屬於邦聯, 他們擁有此榮耀/義務, 站在光/愛之階梯的邊

緣[�q�?], 以確保那些被收割的個體不管是多麼困惑或無法與高我接觸, 不致

於為了任何原因跌倒或墜落, 除非是其光的氣力(不足).  

這些邦聯成員會捕捉那些跌落的人, 將他們歸位, 繼續走入光中. 

 

第三類看顧這個過程的群體, 你們稱為守護者(Guardians), 這群體來自於比我們高

的八度音程, 他們做為荷光者(light bringers)以此方式服務.  

這些守護者以精巧、近乎苛求的辨別之傳播方式 提供精準的光/愛放射, 如此每一

個體的精確光/愛振動能被確認. 

 

因此 收割固然是自動發生的 根據紫羅蘭色光芒的放射決定收割標準 這點是不會

改變的. 然而, 圍繞周圍的幫助者可以確保妥善的收割, 好讓每一個實體都有最充

分的機會表現他的紫羅蘭色光芒自我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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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發問者: 謝謝你. 接下來的問題 我覺得是過渡性質的問題; 然而這是一個密集

研究飛碟[UFO]現象的朋友問我的問題. 如果你認為這問題不重要, 我們可以跳過, 

我曾被問到, 第四密度的飛行器如何可能到達這裡, 因為當你接近光速時, 質量會

趨近無限. 我們已經談論過靈性質量的增加, 而這一個問題僅僅是, 從遙遠星球躍

遷到這裡, 這過程如何在飛行器中被完成; 我的問題則是, 到底為什麼會需要飛行

器? 這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RA: 我是 Ra, 你問了好幾個問題, 我們將依次回答.  

首先, 我們同意這題材是過渡性質. 其次, 從遠方來的個體 大多數不需要飛行器. 

這個詢問涉及你們還沒擁有的理解, 我們將試著在可以陳述的範圍內回答.  

 

有一些第三密度的實體學習使用飛行器往返各個恆星系統, 他們所受到的限制是

你們理解的. 然而, 這些個體學習到使用氫的方式 與你們目前的認知不同. (不過,) 

這些實體依然花很長的時間[§»�]四處移動. 於是這些個體使用降低體溫的技

術延緩肉體與心智複合體的過程, 以抵擋長期的飛行過程; 好比那些來自天狼星

的實體. 

 

還有其他兩種, 其一是來自你們銀河系的第四、第五、或第六密度, 他們能夠使用

一種能量系統 可以將光速視為一種彈弓, 然後到達任何想去的地方, 以你們的觀

點而言, 幾乎不花任何可感知的時間.  

 

另一種體驗是其他銀河系的第四、第五、第六密度, 還有一些位於你們自己的銀

河的實體. 他們學到必要的人格修練, 將宇宙看待為一個存有, 因而得以單憑思想, 

就能從一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個地點, 具體化必要的飛行器, 以包圍該實體的光體. 

 

51.3 發問者: 我假設大部分的獵戶集團的降落屬於後者的體驗,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獵戶集團屬於倒數第二與之後的種類. 

 

51.4 發問者: 為什麼需要一個載具來達到轉換交通(transition)的目的? 當你, 先前以

Ra的身分前往埃及, 你使用鐘型的飛行器, 但你是以思想來製作它, 你能否告訴我

為什麼要用一個載具, 不乾脆具體化身體就好了? 

RA: 我是 Ra, 透過集中心力, 思想型態轉變成載具 做為一個動力器, 我們不會選

擇心/身/靈複合體做為這類工作的焦點. 

 

51.5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有個聲明要說, 我確定我有些偏離, 這個問題對我很困難, 

因為我不真的知道我在說些什麼... 但在我看來, 你可以告訴我哪裡說錯. 

我們有七個(ÑÒ)體對應到光譜的七種顏色, 那創造這七個(ÑÒ)體的能量是一種

普遍的能量, 它流動進入我們的地球環境, 然後流經七個能量中心, 我們稱為脈輪,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293 

以發展並完善這些軀體. 每一個(ÑÒ)體多少與我們的心智配置有關聯, 使這些(Ñ

Ò)體完美是心智配置的功能之一; 透過心智配置, 我們或多或少會阻擋流入的能

量[, @<ù�IÑÒ6]. 你能否評論我剛才講的內容之對錯? 

RA: 我是 Ra, 你的陳述大體上是正確的, 使用 ”心智配置” 這詞彙卻是過分簡化 

[�-� ¡�] 流入能量被阻塞的過程. 心智複合體與靈性複合體、身體複合體

的關係不是固定的. 因此阻塞可能發生在靈性與心智之間, 或身體與心智之間, 在

許多不同的層次上頭. 我們重申每個能量中心都有七個7顏色, 為了方便之故, 讓

我們這麼說. 靈性/心智阻塞�心智/身體的阻塞綜合在一起可以影響每一個能量

中心 以幾種不同的方式. 由此 你可以看到平衡與進化過程的微妙特質. 

 

51.6 發問者: 我不大確定以下的問題是否會帶來有益的收穫, 但我還是想問, 因為

它似乎提供某種線索. 在這本書 大金字塔的秘密(Secrets of The Great Pyramid)的背面, 

有幾個埃及繪畫的複製像, 有幅畫 內容是幾隻鳥飛過水平的實體, 你可以告訴我

那是什麼, 是否與 Ra有任何關係?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繪畫是許多作品的其中一些, 它們扭曲了我們感知的教導, 

即死亡乃是通往進一步經驗之大門, 這些扭曲關切特定的過程, 即處理所謂的”死

亡”的心/身/靈複合體. 以你們的哲學角度, 或許可以稱為諾斯底教義(Gnosticism): 

也就是相信一個人可以透過仔細安排的活動, 概念或標誌來獲致知識和適當的位

置. 事實上, 肉體死亡的過程 如我們先前所述: 援助隨時可得, 對於死者週遭的人

而言, 死亡時唯一需要做的是: 放下那個離開肉體的實體, 即使悲傷, (仍然)讚美這

個過程. 透過這方式, 肉身死亡的心/身/靈得到協助, 而非透過各種仔細安排且重

複的儀式. 

 

51.7 發問者: 你稍早曾提到能量中心的旋轉速度, 我假設那與能量中心的阻擋機

能有關, 也就是說當能量中心的阻擋減少 旋轉速度就越快, 同時流入的能量也越

大. 我的假設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有部分是正確的. 在前三個能量中心, 能量不被阻礙的情況下 會

產生旋轉速度. 然而, 當一個實體發展較高的能量中心時, 這些中心將會開始透過

形成水晶結構來表達它們自己的特質. 這是較高或更平衡的能量啟動形式, 能量

的空間/時間性質被轉化為規則化與平衡的時間/空間性質. 

 

51.8 發問者: 你說的水晶結構是什麼意思? 

RA: 我是 Ra, 在較為開發的實體中, 肉身複合體的每一個能量中心都可視為具有

獨特的水晶結構. 每一個都有些不同, 正如在你們的世界 沒有兩片雪花是相同的. 

然而 每一個都有規則的外觀.  

紅色能量中心通常是車輪的形狀,   

橙色能量中心為包含三個花瓣的花朵形狀.  

黃色中心又回到圓形, 有許多切面, 如同星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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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量中心有時被稱為蓮花形狀, 水晶結構的頂點數目取決於該中心的力道

()Ü).  

藍色能量中心或許有上百個切面, 並且大量閃耀著光芒. 

靛藍色中心是個較為平靜的中心, 由許多基本的三角形或三個花瓣形狀組成, 儘

管如此, (�2)一些行家已經平衡較低能量中心, 所以可以創造出更多切面的型態. 

紫羅蘭色能量中心的形狀變化最少, 有時被你們的哲學書籍描述為具有千個花瓣, 

因為它是心/身/靈複合體變貌的總體. 

 

51.9 發問者: 現在 我的靛藍色中心有個感覺, 如果這中心完全地被啟動, 完全沒有

阻礙, 是否我就不會有任何感覺? 

RA: 我是 Ra, 這個問題, 如果回答的話, 會侵犯混淆法則. 

 

51.10 發問者: 緊接著肉體死亡後, 你曾說主要被啟動的(ÑÒ)體是靛藍色, 你說它

是形體製造者(form-maker), 為什麼呢?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問題. 靛藍色體可以視為智能能量的類

比. 在微觀宇宙中, 它即是理則. 心/身/靈複合全體的智能能量 從智能無限或造物

者中拉拔出它自身的存在. 這個造物者得同時以大宇宙�小宇宙的觀點來理解, �

í+-°��, 造物者具有兩個特質: 尚未賦能的無限, 它是智能的; 此即是一切萬

有. 

 

自由意志已賦予兩者能力, 這兩者是我們全體之造物者與身為Uí造物者的我們, 

偕同具有意志之智能無限, 這意志可以被靛藍色體或形體製造體所汲取, 它的智

慧被用來選擇適當的位置î經驗的類型, 給予這個Uí造物者ª77理則[µó��

Ý�c�MDÊ�]. 

 

我是Ra, 此時接受任何簡短的詢問. 

 

51.11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的兄弟-,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

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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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5 月 19 日 

 

5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2.1 發問者: 在前場集會中, 你曾說: “另一種體驗是其他銀河系的第四、第五、第

六密度,還有一些位於你們自己的銀河的個體.他們學到必要的人格修練,將宇宙

看待為一個存有,因而得以單憑思想 就能從一個地點移動到另一地點,具體化必

要的飛行器.”  

我想問你 當你說”其他銀河系的第四、第五、第六密度, 還有一些位於你們銀河

的個體”, 你是否想說明 與這個銀河系相比, 其他星系有較多實體發展出人格修養

的能力 從事這類的旅行? 我這裡說的銀河系指的是雙凸透鏡形狀, 擁有二千五百

億個恆星的銀河系. 

RA: 我是 Ra, 我們再次使用” 星系”的一個不存在你們現今字彙的意義. 我們意指

你們的恆星系統.  

去假設其他恆星系統比你們更能操縱次元(旅行)是不正確的. 我們僅只單純地表

示, 除了你們自己的(系統), 還有許多其他的恆星系統. 

 

52.2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我正位於一個要點之上, 因為我認為進化中的偉大工作

是人格修煉. 看起來, 我們有兩種實體在宇宙中移動, 一種藉由人格修煉, 另一種

藉由你所謂的彈弓效應. 我不想討論光速以下的速度, 因為我不認為那很重要. 我

認為這題材很重要, 因為我們探究的主題是人格修練.  

使用彈弓效應來旅行是否可以說是使用理智ª左腦來認知, 而非右腦? 

RA: 我是Ra, 你對於這主題的覺察是廣泛的. 你穿透了外表的教導. 我們傾向不使

用左右腦的分類詞彙, 因為這樣說是不正確的. 有些機能是同時重複存在於兩片

腦葉. 進一步說, 對某些實體而言, 左右腦的機能是相反的. 無論如何, 這詢問的中

心值得某種思量.  

 

你們, 做為一個社會複合體, 所傾心的現代科技 不過是操縱7理則的智能能量的

開端, 如果進一步發展, 有可能演化成能夠使用[+-]$��]重力效應的科技;我

們注意到這個詞彙並不精確 然而沒有更貼切的詞彙了.  

 

因此, 使用科技來操縱自我外面的(環境)與透過心/身/靈複合體的修練導致自我

在小宇宙和大宇宙之中的完整知識, (³�¢/,) 前者對於個人進化的幫助遠遠少

於後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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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修練的個體而言, 所有事物都是開放且自由的. 這修練不僅開啟了宇宙, 也

開啟了進化的大門.  

 

這兩者差別在於: 一個是選擇搭便車到一個地方觀看美景; 另一個是選擇走路, 一

步一腳印, 獨立且自由, 在這獨立中讚美那行走的氣力, 及(=�)覺察美的機會. 

 

相對的, 搭便車旅行者, 被路上的交談及變幻無常的情況分散注意力, 且依賴他人

的突發興致, 一心只想著準時赴約. 搭便車旅行者看到同樣的美, 但是沒有將自身

準備好, 在心智的根源中扎實地建立這體驗. 

 

52.3 發問者: 我問這個問題是為了理解心智修練以及它們是如何演進的. 第四、第

五、第六正面[ªòë�tÊñ]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是否同時使用彈弓效應及人

格修練從事旅行, 或者他們只用一種? 

RA: 我是 Ra, 正面導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會嘗試學習心智、身體、靈性的修練, 然

而 對於一些已經擁有科技使用智能能量達成旅行的群體, 他們會使用這科技 同

時學習更適當的修練. 

 

52.4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比較正面導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有較高比率的成員使用

人格修練來旅行,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當正面第五密度移向第六密度之後, 幾乎沒有實體 會

再去使用外部的科技來達成旅行或通訊. 

 

52.5 發問者: 你能否給我關於負面導向社會記憶複合體 的相同資訊? 即他們使用

兩種旅行方式的比率? 以及他們如何使用彈弓效應或另外的效應— 人格修練? 

RA: 我是 Ra, 負面第四密度使用彈弓式重力光效應, 大概有 80%的成員無法精通

必要的(人格)修練以進行另類的旅行. 到了負面第五密度, 大約有 50%成員在某個

時點獲得必須的修練, 能以思想完成旅行. 當第六密度迫近時, 負面實體被丟到困

惑中 因此很少嘗試旅行. 當旅行發生時 大約 73%使用光/思想. 

 

52.6 發問者: 再接近第五密度的尾聲, 在人格修練方面, 正面與負面導向達成這種

旅行的要件是否不同, ����� ¡? 

RA: 我是 Ra, 在極性上有明顯的不同, 但在完成必要的自我知識以達成這個修練

上卻沒有絲毫不同. 

 

52.7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人格修練、自我的知識, 以及控制[¤+�]以強化意志, 會

是任何第五密度實體都視為重要的事情.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實際上, 這些事情, 從第三直到早期第七密度都是重要的. 唯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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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的細節是你的用字: 控制. 了解到它對於理解[¤+-�]的成長是沒有助益的, 

這點至為重要. 一個實體 不需去控制思想過程或衝動, 除非這樣會導致與 一的法

則不一致的後果.  控制似乎是獲致修練、和平、啟蒙的捷徑. 然而, 正是這控制使

得進一步輪迴經驗變得必須, 好平衡這個[�U[³�EaòE]控制ª抑制.  

 

與其如此, 我們欣賞並推薦你使用的第二個動詞, 關於使用意志方面: 對自我的接

納、對自我的寬恕、以及意志的方向; 這些是通往已修練人格的途徑. 你們內在的

意志機能是強有力的, 如同Uí造物者. 你再怎麼強調這機能的重要性也不為過. 

因此對於走正面導向途徑上的人而言, 它必須被謹慎地使用, 並被導向服務他人. 

 

當人格變得日益強壯, 使用意志會有很大的危險, 因為它甚至可能以各種方式被

潛意識地使用, 從而降低這個實體的極性. 

 

52.8 發問者: 我感覺到, 你剛才所說的 可能與為什麼這麼多流浪者選擇在這個行

星之收割時節降生於此 這其中有個關聯. 是嗎? 這是一個模糊... 模糊的觀念. 

RA: 我是 Ra, 你的感覺正確. 在記起那遺忘的記憶之過程中 蘊含許多正面極化的

機會. 我們相信這是你詢問的特定動力. 如果不是 請再次詢問. 

 

52.9 發問者: 我只想問 為什麼這麼多流浪者選擇在地球收割時節降生於此?  

RA: 我是 Ra, 在地球收割時節降生, 有數個原因, 可以用自我, 和其他自我 [ÉµÊ

¶�]來區分. 

 

憂傷的弟兄姊妹降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藉由減少全球意識扭曲, 有可能協助其他自

我, 並且很有機會提供催化劑給其他自我, 促成收割量的增加. 

 

還有兩個原因與自我有關. 

流浪者, 如果記得 並奉獻自身於服務, 將快速地極化. 因為在較高密度 其催化劑

要遠為蒼白(etiolated)許多.  

最後一個原因是, 一個心/身/靈全體	社會記憶複合全體判斷一個實體或成員可

以利用第三密度的催化劑來重點式複習一個未臻完美平衡的學習/教導. 這特別

適用於那些正要進入或持續穿越第六密度的個體, 在那兒完善憐憫與智慧的平

衡. 

 

52.10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對一件事有點好奇, 但並不是太重要, 我直覺地獲得一些

靈感, 茲敘述如下. 我可能是錯的. 

 

你提到彈弓效應, 這個名詞使我困惑.  

我唯一看到的是 你必須將能量放進一載具 直到它接近光速, 當然 這需要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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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能量. 接著出現時間的擴張效應 接著我認為有可能, 藉由旋轉 90°於原本旅

行的方向, 由於某種原因 改變了它的應用方向, 也就是說你從空間/時間 移動出來, 

然後以 90°的偏向進入 時間/空間, 隨後 當能量在時間/空間中被取走之後, 你會重

新進入空間/時間, 在能量逆轉*的盡頭. 我的陳述是否有些許正確? 

(*�£: CD�?Â’·h’, ×FÂE¹/¨]�ÂÃ)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相當正確, 至少就你們語言容許的範圍極限而言. 由於你

(所受)的訓練, 比我們更能表達這概念. 我們唯一的修正 是建議將你所說的 90° 改

成一個角度, 屬於四維立方體(tesseract)的一部分 

 

52.11 發問者: 謝謝你. 這只是樁困擾我的小事 沒有真正的重要性. 

 

那麼, 從想要跟隨服務他人途徑的個人觀點而言, 以我們目前在第三密度的位置

來看, 除了人格的修練、自我的知識、強化意志; 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RA: 我是 Ra, 這些是技巧, 並不是核心. 讓我們來檢驗進化的核心. 

讓我們記得我們都是一, 這是偉大的學習/教導.  

在這合一之中蘊含著愛, 這是一個偉大的學習/教導.  

在這合一之中蘊含著光, 這是根本的教導, 屬於所有具體化的存在(��)平面.  

合一、愛、光、喜悅; 這是靈性進化的核心. 

 

第二順位的課程是在冥想與服務中學習/教導. 到了某個點, 心/身/靈複合體是如

此平順地被啟動, 藉由這些中心思想ª變貌平衡自身; 之後你所提到的技巧就變

得相當有意義. 無論如何, 這宇宙是合一的, 它的神秘是完好無損的; 總是始於 

造物者�終於造物者, 而不在於技巧. 

 

52.12 發問者: 感謝你. 在上次集會中 你提到來自某個八度音程的荷光者, 依我的

理解, 他們來自於我們現在經驗的八度音程之上, 提供(我們)畢業的漸層之光? 你

可否告訴我更多關於荷光者的事, 他們是誰, 等等?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我們所說的八度音程密度, 同時是奧米加(omega)與阿爾法(alpha), 無限�I宇宙的

靈性質量再一次成為單一中心太陽ª造物者. 然後誕生一個新的宇宙、一個新的

無限、一個新的理則包含一切造物者曾經驗祂自己的過程. 在這新的八度音程中

也有一些流浪的實體. 我們對於跨越八度音程的邊界所知甚少, 除了知道這些存

有來這裡幫助我們八度音程[在其理則完滿的過程中].  

 

此刻 你有任何簡短的詢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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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發問者:  我唯一想問的是: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

改善這通訊 ? 

RA: 我是 Ra. 這器皿的肺部區域有些扭曲, 但由於肉體複合體的姿勢已經得到很

好的補償.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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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5 月 25 日 

 

5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3.1 發問者: 我首先想知道器皿的狀態, 然後為她問兩個問題. 她想知道 是否可以

一天做一次運動, 持續一小時; 還有她在集會之前感到的疼痛 是否源於獵戶集團

的攻擊?  

RA: 我是Ra, 器皿的狀態如前所述. 回應關於運動的問題, 現在密集訓練期已結束, 

這器皿可以選擇, 做一次運動 而非兩次. 掃描這器皿的肉體 我們發現目前的運動

量是這器皿力量的極限, 以長期而言是好的 可以漸次累積其生命能; 但短期而言 

這器皿會感到疲累. 因此我們建議器皿注意先前的勸告— 關於其他適當的肉體

協助. 回答第二個詢問, 我們可以說, 器皿在[�òóEÞÙâã²³´]通訊之前 遭遇

的肉體困難是由於器皿本身的潛意識的意志行動, 這意志極度地強壯, 要求心/身/

靈複合體保留所有可利用的肉體與生命能 以進行這次通訊, 因此器皿感到不舒

適 因為當能量被轉向時 身體戲劇性地變衰弱, 值得注意的 這器皿同時也承受超

心靈(psychic)攻擊, 這加強早已存在的狀態, 造成器皿有被箝制和頭昏眼花的現象, 

也產生心智複合體的扭曲. 

 

53.2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知道[某個名字]是否在不久的未來 可以參加這樣的聚

會? 

RA: 我是 Ra, 該心/身/靈複合體, [某個名字], 在靈性上屬於這個群體 歡迎它的加

入. 你們可以另外要求一個特別的冥想期間給這實體練習 直到它加入這個聚會. 

我們也建議將詹姆斯(James Allen*)的照片附上他手寫的愛與光的字句 送給這個實

體, 當它冥想時, 手持這照片, 進入與你們相處的平安和諧狀態, 這樣當你們在打

招呼時 不會有額外的能量被浪費, 他們兩位都具有孤獨與害羞的傾向 [�µR�], 

同樣的做法,可以讓詹姆斯持有(某個名字)的照片. 

(*¨£: �í2Jim McCarty ) 

 

53.3 發問者: 謝謝你. 在我前往拉勒米城(Laramie)的旅程, 對我而言 有些事情變得

很明顯, 關於散佈一的法則Ê卷一 給那些UFOs體驗者和其他的流浪者, 我現在必

須問一些問題, 好讓我加入卷一當中, 以去除一些可能發生的誤解. 這些問題 雖然

大部分是不具永恆意義的, 卻能去除一些關於理解卷一內容上的特定扭曲. 我希

望我使用了正確的方法. 你或許無法回答某些(問題), 但沒關係. 如果你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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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問的問題, 我們將繼續問其他問題.  

--B5032-- 

首先 我要請問你是否可以告訴我接觸貝蒂(Betty Andreasson)的實體們屬於哪個陣

營?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是不重要的. 由於自由意志受到刪減, 給予這資訊將損失一

些極性, (�)我們願意做出讓步, 我們懇求這種性質的問題維持在最低限度.  

 

這些實體涉入這個與某些其他被鮮明記得的案例中, 他們感覺有需要以如此的方

式[ÃÙ¸�ab�º]植入§»邦聯的形象, 使用死亡、復活、愛�和平的標誌做為

一種手段, 在思想水平上, 在時間/空間幻象中創造一個系統化的序列事件, 來給

予愛與希望的訊息. 這類的通訊經過星際邦聯的成員-謹慎的考量, 選擇那些屬

於相近家鄉振動[�R�è�lm�]的實體接觸. 這個計畫呈交到土星議會之前, 如

果通過, 將算完成了.  這類接觸的特徵包括經驗到無痛苦性質的思維, 以及訊息內

容不講末日, 而是講述那嶄新的、即將破曉的時代. 

 

53.4 發問者: 我不一定要將你剛才給的資訊放在這本書中以達成我的目的, 為了

保存您的極性, 容我說, 如果你想要如此 我可以將它保留為私人資料. 你是否希望

我不要出版它? 

RA: 我是 Ra, 我們提供你的資訊已被自由地給予, 依照你的判斷決定去向. 

 

53.5 發問者: 我猜想你會這麼說. 在這個情況下, 你能否告訴我任何關於在該案例

中, 貝蒂提到的”藍皮書”? 

RA: 我是 Ra, 不行. 

--B5032-- 

 

53.6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 服務他人或正面導向的§»邦聯, 在接觸地球

人群時, 所使用的不同技巧, 各式各樣進行接觸的形式與技巧?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53.7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最有效率的接觸模式 就是你在這個空間/時間體驗到的. 我們十分

不願侵犯自由意志. 因此, 那些流浪者是我們唯一會思想投射的對象, 即構成所謂

的近距離接觸(close encounters), 正面社會記憶複合體�流浪者之間的會面. 

 

53.8 發問者: 你可以給我一個例子嗎? 關於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流浪者之間的

會面, 以及流浪者會經歷到什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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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個例子是你所熟悉的 一個稱為摩里斯(Morris*) 的男子, 在這個例

子中, 這個實體的朋友圈中 也有其他人與(�§t)接觸, 卻是負面導向的. 無論如

何, 你該記得這個實體, 摩里斯, 不為所動, 且它的肉體光學器官(眼睛)不能看到該

次接觸.  

無論如何, 摩里斯的內在聲音警示他到另一個地方, 他在那裡與一個思想型態接

觸, 當那思想型態凝視他的時候, 喚醒了他尋找關於這事件以及此生經歷Ê真理

的渴望.  

感覺被喚醒ª被啟動 是這類接觸的目的. 事件的持續時間和使用的形象, 端賴此

流浪者潛意識之期待. 

 

53.9 發問者: 在以§»邦聯載具為主的‘近距離接觸’, 我假設這種‘近距離接觸’的

載具是一種思想型態. 在過去幾年 是否有流浪者曾與降落的思想型態載具 有過

‘近距離接觸’ ? 

RA: 我是 Ra, 這種情況曾發生過, 雖然次數遠比獵戶型的"近距離接觸"要少得多. 

容我補充一點, 在這個無盡頭的合一宇宙, 所謂"近距離接觸"的觀念是很幽默的, 

因為所有的接觸不都是自我與自我的相遇? 因此, 怎麼會有接觸不是非常、非常

靠近的? 

 

53.10 發問者: 好吧, 說到這類的自我對自我的相遇, 是否有任何正向的流浪者曾

經與獵戶ª負向導向的實體有過 "近距離接觸" ?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該... 

 

53.11 發問者: [�@ Ra,] 為什麼這種事會發生? 

RA: 我是 Ra, 它發生的時機是相當罕見的, 原因不是由於獵戶實體-沒有感知對

方正面性的深度, 就是獵戶實體-渴望 [¤+-�] 去嘗試將這個正向流浪者從該

存在平面中去除. 獵戶(�>)通常的策略是選擇那些心智具備單純變貌的實體, 意

指較少心智與靈性複合體的活動. 

 

53.12 發問者: 我已察覺到這類與個體的接觸有許多不同形式. 我假設§»邦聯使

用一種接觸形式來喚醒流浪者-; 你可否給我普遍的例子, 說明§»邦聯使用什麼

方法來喚醒或部分喚醒他們所接觸的流浪者? 

RA: 我是 Ra, 喚醒流浪者的方式各有不同, 每一種方法的中心是進入其顯意識�

潛意識 並且避免造成恐懼, 將一個對於該實體可理解的主觀經驗之潛能最大化, 

對於該實體是有意義的. 許多接觸發生在睡眠中, 其他發生在清醒時分當中的許

多活動, 方法是有彈性的, 並不一定要包括"近距離接觸"症候群, 如你所察覺的. 

                                                 
* �	
��Secrets of the UFO�������(Case #1), ���: D. T. Elkins with Carla L. Rueckert, 

Louisville, KY., L/L Research, 1976, 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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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發問者: 肉體檢查症候群是怎麼回事? 這個現象在流浪者與§»邦聯與獵戶

之接觸中 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l·)實體潛意識之期待促成邦聯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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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該流浪者潛意識變貌的期望的允許範圍內. 

 

53.14 發問者: 嗯, 那些同時被帶入§»邦聯及獵戶飛行器的個體, 將體驗很真實的

肉體檢驗?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指向不正確的思考. 獵戶集團使用肉體檢查做為一種恐嚇

個體的方式, 造成它感覺是一種高等第二密度生物, 好比是一個實驗室的動物. 某

些人有性經驗, 這類經驗的附屬種類. 其意圖在於展示獵戶實體的控制力凌駕於

地球人(Terran)居民之上. 

 

思想型態的體驗是主觀的, 大部分, 並不發生在這個密度中. 

 

53.15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近距離接觸"具有雙重性質, §»邦聯與獵戶集

團都在接觸(人群); 它們可以是邦聯或獵戶型態的接觸,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多數的(z¬A)接觸是獵戶導向. 

 

53.16 發問者: 好的, 關於收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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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獵戶集團和地球人接觸時 是否會將目標集中於光譜的兩端, 

包括正面與負面導向?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有些難以準確地回答. 然而, 我們將嘗試如此做. 

 

獵戶實體最典型的手段是選擇[�-ª°ÿp]心智衰弱的實體, 如此 獵戶哲學可以

更大量地散播.  

有少數的獵戶實體被更高度負面極化的實體[¥2�-���/©�B�]所呼叫, 在這

種情況, 他們分享資訊 就如同我們現在做的. 然而, 獵戶實體這樣做有個風險: 由

於這些可收割之在地負面實體帶有的頻率, 他們會嘗試吩咐並指揮這次的接觸, 

好比獵戶實體指揮與地球人之負面接觸. 結果是爭奪統治權的鬥爭, 如果輸了, 將

損害獵戶集團的極性. 

 

同樣地, 如果一個獵戶座實體錯誤地與高度極化的正面實體接觸, 可能會對獵戶

部隊造成大災難, 除非這些十字軍能夠將這正面實體之極性消除. 這種結果幾乎

從未聽聞. 因此, 獵戶集團比較喜歡與心智較衰弱的實體做實質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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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7 發問者: 那麼一般而言, 我可以說, 如果一個人與一個 UFO有’近距離接觸’

或有任何其他似乎跟 UFO相關的經驗, 他必先注視這次遭遇的核心, 以及這事件

對他的效應, 才能判定這是獵戶ª§»邦聯的接觸,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如果內容有恐懼與末日在其中, 這接觸就很可能具有負

面性質. 如果結果是希望、友善的感覺, 和喚醒正面與果決服務他人的感覺, 邦聯

接觸的記號就很明顯了. 

 

53.18 發問者: 謝謝你. 我不想讓卷一的相關資料給人錯誤印象, 所以我發覺有必

要添加這些問題. 我知道這些不是永恆的問題, 但我相信為了得到完整的理解ª, 

容我說, 一個進入這份資料的正確方法. 

 

我在此將問一些問題, 如果你不想回答 我們就跳過它們. 我想要問, 如果可以的話, 

在§»邦聯, 大多數實體的長相為何?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的邦聯實體長相各異, ¤+-�, 從他們原先的肉體載具衍

生而出. 

 

53.19 發問者: 是否有些實體長得跟我們很像? 可以通過地球人的檢查? 

RA: 我是 Ra, 具有這種特質的那些實體多半是第五密度的. 

 

53.20 發問者: 我假設相同的答案也可以套用在獵戶集團上, 這是否正確, 包括第

四與第五密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B5022-- 

53.21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為什麼[某人]身上有如此多的銀色亮點? 

RA: 我是 Ra, 這是個冒犯, 不行. 

 

53.22 發問者: 謝謝你. 你能否告訴我 為什麼在卡爾(Carl Raschke)的談話時間中, 我

生病了?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你的想法, 它們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不會冒犯, 只是肯定它

們. 你被分配到的講話空間/時間接近了, 接著你承受獵戶(實體)攻擊, 這是由於一

些正面導向實體有很大的渴望去查覺一的法則; 這現象是可以預期的, 特別是當

你沒有在一個小組中, 彼此可以將氣力借給對方. 

 

53.23 發問者: 謝謝你. 如果該器皿同意, 你能否評論我與她在童年時期都有的球

形閃電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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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詢問.  

你們當時正被你們的族群造訪, (他們)祝願你們安好. 

--B5022-- 

有沒有任何其他簡短的詢問是我們可以回答的? 

 

(*¨£— CarlaC(: “¨+�D|�©�, +E�IF�Y, A���I�TK¬AL¨©�N

�ûM��, PP~�B5�I�, Áí©Q��I�û�¿�óR�, @S¦F��T�Ê�

ÅV~GL¨+WlIXÍ��Don, ��íé�ÍYÀED��Z�©�L���\yêT

]��ò(, S}����Tl^ÍEDL) 

 

53.24 發問者: 沒有. 在這次集會, 我問了許多過渡性質的問題, 我為此道歉. 我希

望我們不會對你造成任何麻煩, 特別是關於極性損失î那一個問題; 但我只是覺

得這樣子做, 才不會引起流浪者與其他讀者在讀一的法則Ê卷一時, 對 UFO接觸

有錯誤的印象. 如果我已造成任何麻煩, 我感到抱歉. 

 

我只想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這通訊ª協助這器皿? 

RA: 我是 Ra. 該器皿情況很好. 請仔細守護你們的校準. 我的朋友, 我們在太一無

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

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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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5 月 29 日 

 

5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31-- 

 (]ÎÏ VnoÞ?EÍéK�»¼� 31E¾� �! 50o"#,$ Tobey_Áª% Ra&'( 

)-,p038;�>G! 54o"#)

 

54.1 發問者: 首先 我想詢問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54.2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的問題, 當他剛搬到自己的土地上時, 有個聲音告

訴他: “通往你生存的鑰匙來自間接的方式,透過神經質(HJ)”. 該實體是安潔莉

卡(Angelica), 你可否告訴他這方面的資訊? 

RA: 我是 Ra, 可以. 

 

54.3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如我們先前指出, 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擁有好幾個指導靈, 其中有

兩個角色分別屬於男性與女性的極性; 第三個不分男女(androgynous), 代表一個更

為統合的概念化天賦. 

 

(當時)說話的指導靈屬於一個聲音振動複合體, 安潔莉卡, 是一個女性極化的角色, 

由於混淆法則, 該訊息不能被完整地闡述. 我們可以暗示, 為了有所進展, 需要存

在某種不滿足的狀態, 於是給予該實體進一步尋求的刺激因素. 這股不滿足、神經

質、或憂慮[NOU[Ç`ab], 它自身並不是有用的, 因此它的用途是間接的. 

--B5031-- 

 

54.4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追溯一股能量 假設它來自理則, 我將做個聲明 並讓你

更正並擴展我的概念.  

 

從理則中出現所有光放射的頻率 這些放射的頻率構成所有由理則創造的經驗密

度. 我假設我們太陽的行星系統, 包括所有密度, 是由我們太陽, 一個理則, 所創造

的全體經驗.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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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54.5 發問者: 現在, 我假設不同的頻率被分離為七個顏色[Ncd�ebfg], 我也假

設這些顏色中 每一個都可以是屬於太陽理則的�理則的基本頻率. 一個�理則, 

或者[hcdb]一個人可以啟動任何一個基本頻率或顏色 並使用啟動該頻率或顏

色後產生的(Âi)體,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如果我們正確地掌握到你的詢問,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理則並不

居住在[s�]次元性之中, 而只存在於jk造物者l心/身/靈複合體之中. 

 

54.6 發問者: 我的意思是,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能夠使七色光芒之任何一個(Âi)

體啟動,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但)這好比說任何一個實體都可以彈奏複雜的樂器, 好

比鋼琴, 並產生悅耳和諧的振動複合體, 彈奏得如此地好, 以致於可以開音樂會供

大眾欣賞, 如你會說的方式. 換句話說, 雖然每一個真實顏色載具都是潛在可得的, 

仍需要技巧與修練好讓自我取得更先進m更明亮的載具. 

 

54.7 發問者: 現在, 我做了這些敘述好抵達我想問的基本問題, 這是個難以詢問的

問題. 

我們有來自太陽[�理則]的智能能量, 它形成一個��理則, 也就是一個心/身/靈

複合體 [cdnqrt�uv]. 這股智能能量被某種方式調變l扭曲, 結果是一個有

著特定人格扭曲(distortion)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扭曲是必須的, 好讓該心/身/靈複

合體l其心智部分得以解除扭曲(undistort), 再一次精準地與起初智能能量一致. 

 

首先, 我想知道我的陳述是否正確; 其次, 我想知道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是否除了

一的法則Ê第一變貌(distortion)還有其他答案?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實質上是正確的, 如果你可以在自我知曉自我的應用上、 

穿透第一變貌的本質, 你可以開始辨別出無限造物者的優良標記— 多樣性. 如果

沒有誤解的潛能, 以及因此(產生)的理解, 就不會有經驗. 

 

54.8 發問者: OK, 一旦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覺察到這個過程, 然後決定為了要擁有

(宇宙)造物與造物者的完整能力, 它是一個小部份, 同時又是全部; 為了擁有各種

能力與整個造物相合, 它需要重新聯合l重新調和它的思想與起初創造思維一致, 

在振動l振動頻率上精準一致, 為了要做到這點, 它必須修練人格 好讓它與起初

思維l起初振動精準地一致, 這個修練又可拆解成七個領域, 每一個對應到光譜

的其中一個顏色,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 雖然正確, 卻有很大的潛能被誤解. 要使每一個能量中心

與起初思維精準地相配並不在於系統化地放置每一個能量鏈結(nexus), 而是平衡

地調和這些能量中心 以流動且柔順的方式佈置它們, 如此 智能能量能夠以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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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扭曲傳導它自身. 

 

心/身/靈複合體並不是一個機器, 它毋寧是你們所稱呼的: 一首管絃樂曲(tone 

poem). 

 

54.9 發問者: 在整個造物中, 所有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七個能量中心 [twxdyz

{|}Û~�����] ? 

RA: 我是 Ra, 從[理則創造]造物的起初, 這些能量中心就以勢能存在於大宇宙中, 

從無時間狀態出來之際, 一切都準備好了, 無限造物是這樣的. 

 

54.10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造物者在它智能評估一種知曉祂自己的方式之際, 創造

了七個認知的領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有部分是不正確的. 理則創造光, 於是這光的本質創造了造物中經驗

的催化性�能量層面的本質. 因此, 那些屬於下一個八度音程的存有被賦予一個

最高的榮譽/責任, 即在你們��週期的經驗時期[NOU[Ç`ab] 監管光的��顯

化. 

 

54.11 發問者: 我有另外一個聲明, 因為第一變貌, 心/身/靈複合體可以選擇某種心

智配置在特定的頻率l顏色足夠地偏移智能能量的配置 以致於阻塞內流能量的

一部分 即特定頻率l顏色的阻塞, 這個陳述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54.12 發問者: 這可能不是個好問題, 但我要問一下. 你可否推估一下, 在任何一種

顏色, 能量可能被阻擋的最大百分比? l`���ê��àÇÉ? 

RA: 我是 Ra, 在一個實體的內流能量樣式中, 有可能完全阻塞任何一個顏色[能量]

l幾個顏色[能量]的組合.  

 

54.13 發問者: OK, 那麼我假設第一變貌是發起者l允許這個阻塞的東西,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不希望吹毛求疵 但比較喜歡避免用一些詞彙 如'允許' 這個動

詞. 自由意志不會允許經驗的扭曲, 預先命定也不會不允許經驗的扭曲. 毋寧是,  

混淆法則提供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自由伸展. '允許' 這個動詞會被認為有

輕蔑的意味, 因為它暗示著 對與錯的極性, l允許與不允許的極性. 這似乎是微不

足道的一點, 然而, 就我們最佳的思考 它承載了某些重量. 

 

54.14 發問者: 謝謝你 它在我自己的思考方式中也承載了重量. 我感激你方才告訴

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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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我想要考量催化劑的起源. 首先 我們知道心/身/靈複合體的狀態, 它是第一

變貌的一個機能, 在一個或多個能量中心產生阻塞l部分阻塞. 我假設催化劑只

有在至少有一個能量中心部分阻塞的情況下, 它才是必須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 

 

54.15 發問者: 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RA: 我是 Ra, 雖然活化每一個能量中心或清除其阻塞是它的一個主要優先事項, 

還有一個主要優先事項是在某個時點開始提煉(��)能量之間的平衡, 好讓全體

振動存在性的弦—  每一個音調都在清晰、旋律、和諧中彼此共鳴著. 這類的自我

之平衡、調音、和諧對於較為先進或行家級的心/身/靈複合體而言是最為核心的

(工作).  

每一個能量都可以不具美感地被啟動, 然而透過修煉與鑑賞個人能量或U��g

深層人格l靈魂身分, 美才成為可能的. 

 

54.16 發問者: 讓我打個比方, 那是我剛才想到的: 有一台七弦琴[樂器], 一個人可

以完全地拉緊一根弦 然後釋放它製造音符; 與其以這種方式製造音符, 另一種方

式是一個人使用創意人格, 適量地拉每一根弦並以適當順序拉弦, 而產生音樂.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在平衡的個體中, 內含的能量等待著造物者之手來撥彈

和聲. 

 

54.17 發問者: 我想要追溯作用於心/身/靈複合體之上的催化劑之演化 以及它如

何開始被完整地使用來創造這個調音. 我假設�理則[��cd����g��ö�]

使用���g理則的智能提供基本的催化劑 作用於心/身複合體�心/身/靈複合體

之上, 這個過程持續到實體抵達發展的某個狀態, 他們可以開始規劃自己的催化

劑為止.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理則在較低的能量層次提供催化劑, 即第一組三

和絃, 這些與肉體複合體的生存有關, 較高的能量中心 從心/身/靈複合體自身的

偏好(biases)對於所有隨機與受導引的經驗之反應中 獲得催化劑. 

 

因此較少開發的實體覺察催化劑的方式 以肉體複合體求生存為主, 加上它偏好

的變貌. 一個越是覺知的實體 意識到催化劑過程 於是開始轉化子理則提供的催

化劑 使之成為能作用於較高能量鏈結(nexi)的催化劑. 

因此�理則僅能提供一個屬於催化劑的基本骨架. 容我們說, 那血與肉[即與智慧, 

愛, 憐憫, 與服務之存續有關的東西] 藉由心/身/靈複合體作用於基本催化劑而產

生, 以創造出更為複雜的催化劑, 接著被用來形成較高能量中心內的變貌. 

 

一個實體越是先進, �理則�被感知的催化劑之間的連結越是稀薄 直到最後, 所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310 

有的催化劑都是由自我為了自我所選擇、產生、製造的. 

 

54.18 發問者: 此刻降生於這個行星(地球)的實體中, 哪些人是屬於製造所有自身

催化劑的類別?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你的詢問含混不清 但仍可回覆, 那些完全主宰外部催化劑

的實體們, 其數量相當少. 

 

大多數可收割的實體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對於外部幻象有部分的控制力並使用

外部催化劑來工作一些尚未平衡的偏見. 

 

54.19 發問者: 在服務自我極化的實例中, 當這類的實體抵達可以編程(program)自

身催化劑的層級, 它們會編程何種催化劑? 

RA: 我是 Ra, 負面導向實體會編程最大程度的分離, 以及控制所有東西與知覺實

體— 它感知為自我以外的存在. 

 

54.20 發問者: 我的意思... 我理解一個正面導向的實體會編程導致肉體疼痛的催

化劑— 我假設如果一個實體沒有跟隨它已選取的路徑, 它會編程某個東西給予

它肉體疼痛的經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請重述詢問. 

 

54.21 發問者: 一個正面導向的實體可能在這一生中, 選取一條特定的思考與活動

的狹窄路徑; 並編程一些條件, 如果該實體沒有跟隨這條路則會創造出肉體的疼

痛.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54.22 發問者: 一個負面導向的實體會做這種事情嗎? 你可以給我一個例子嗎?  

RA: 我是 Ra, 一個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通常的編程是財富、悠閒的生活方

式、獲得權力的最大機會. 因此許多負面實體充滿著(某種) 肉體複合體變貌— U

d�r健康. 

 

無論如何, 一個負面導向的實體可能選擇一個痛苦的狀態以增進特定變貌, 朝向

所謂的負面情緒性心理活動, 好比憤怒、憎恨、挫折. 如此的實體使用一輩子的經

驗磨利一把遲鈍的憤怒l憎恨之刀鋒 好讓它可以更加地朝負面l分離端極化. 

 

54.23 發問者: 現在, 看起來我們在降生之前, 在任何一次的降生,  當一個實體越來

越覺察到演化的過程並且已經選擇了一條途徑, 不論是正面或負面, 在某個時點, 

該實體覺察到它想要怎麼處理關於平衡能量中心�除去其阻塞的工作. 在那個點, 

該實體能夠編程其生命經驗 那些催化性經驗 以協助它平衡�除去阻塞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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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那是正確的. 

 

54.24 發問者: 那麼, 從降生前到cd��g降生的肉體狀態, 其目標似乎完全是經

驗已編程催化劑之經驗, 然後隨著催化劑的機能進化.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為了清晰度之故, 我們重申降生存在的目的是心智、身體、靈性的

進化. 為了要做到這點, 嚴格地說, 並不需要有催化劑. 然而, 若沒有催化劑, 對於

進化的渴望 以及過程中的信心 通常不會顯現, 進化也就不會發生. 所以, 催化劑

被編程, 該編程針對心/身/靈複合體獨特的需求來設計. 因此有件值得追求的事, 

即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覺察並傾聽它的經驗性催化劑的聲音, 從中拾取到它投胎 

(��)要拾取的東西. 

 

54.25 發問者: 那麼 看起來那些走在正面途徑上的實體們相對於走在負面途徑的

實體們 在前三個光芒[紅、橙、黃]中有對等的目標. 兩個途徑嘗試以恰恰相反的

方式利用這些光芒,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有部分正確 甚至可以說實質上是正確的. 每個(��)中心需要一股

能量維持心/身/靈複合體[經驗的載具]在正確的構造與組成狀態中. 負面與正面

實體們在保存各個(��)中心的一小部分能量上都做得不錯 以此維持心/身/靈複

合體的完整狀態. 

經過這點之後, 無論如何, (Ug)敘述是正確的, 負面(實體)會使用較低的三個中心 

並透過性慾的手段、個人主張、和你們的社會行為等, 達成 與他人分離, 控制他

人的目的. 

 

相反地, 正面導向實體將會轉化強烈的紅色光芒之性慾能量為綠色光芒能量轉移 

並放射藍色與靛藍色(光芒); 同樣地, 轉化自我本位與社會地位為融入他人�服務

他人的能量轉移Ê情境; 最終, 照耀他人 而不期待任何(能量)轉移的回報. 

 

54.26 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進入任何這些能量中心的能量? 你可否描述它的途徑 

從源頭開始, 它的形狀, 和它的效應? 我不知道這是否可能, 但你能夠做到嗎?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是可能的. 

 

54.27 發問者: 請你開始描述吧? 

RA: 我是Ra, 所有能量的源頭是自由意志作用於愛之上, 所有能量的本質是光. 它

進入心/身/靈複合體的方式是雙重的. 

 

首先,  有個內在的光是自我的北極星(Polaris), 導引之星, 這是所有實體真實的本質

î與生俱來的權利. 這股能量居住在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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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進入點是相對於北極星(North Star)的一端, 容我們說, 如果你願意用肉體做

為磁場的類比, 這股能量從地球穿過雙腳 通過脊椎的低點. 這個寰宇光能量的進

入點是無差別的, 直到能量中心開始其過濾程序 (��® ). 每個中心的需求î個

體學習汲取內在光的效率 決定了該實體的內流能量的使用性質. 

 

54.28 發問者: 經驗性催化劑是否遵循同樣的途徑? 這可能是個笨問題. 

RA: 我是 Ra, 這不是個毫無意義的問題, 因為這些能量中心的催化劑及其需求l

變貌是兩個緊緊連結在一起的概念, 如同繩索的雙絞線一般. 

 

54.29 發問者: 那麼, 你在稍早的集會提到經驗性催化劑首先由南極經歷, 並依其

生存價值做評估, 等等. 所以我問這個問題, 我— 你可以詳述那個概念嗎? 

RA: 我是 Ra, 我們曾講述過濾作用 藉此進來的能量被向上拉, 依照每個能量中心

的變貌�來自內在光Ê覺知所放射的意志l渴望之氣力 (, ��©k¡¢). 如果我們

可以更明確, 請針對特定議題詢問. 

 

54.30 發問者: 我在此做個敘述 可能有些扭曲, 然後讓你更正它. 我們擁有: 全體能

量 穿過腳部, 接著脊椎基底, 該心/身/靈複合體以[£¤¥¦]光的方式接收之. 

每個能量中心以它的本質使用這股能量的一部分, 並濾除一些出去, 從紅色到紫

羅蘭色,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大體上是正確的, 例外如下: 能量的進入到靛藍色為止. 紫羅蘭色

光芒是整體的溫度計l指示器. 

 

54.31 發問者: 當這股能量被能量中心吸收 到了某一點 它不只是被吸收進入存有 

還透過能量中心向外放射. 我相信這個點開始於藍色中心, 同時也發生在靛藍色

�紫羅蘭色? 這麼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首先, 我們聲明 我們尚未回答完上一個詢問 所以現在一併回答兩個

問題. 我們陳述 在一個完全啟動的實體中, 只有小部份的內流光需要用來調節能

量中心, 剩下的大部分(光)可以自由地被引導 被向上吸引. 

 

要更充分地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我們可以說不需回應的放射開始於藍色光芒, 這

是正確的; 雖然, 綠色光芒做為偉大的轉變性光芒, 必須給予一切可能的小心關注, 

因為直到所有型態的能量轉移都被經驗並熟練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之前, 在藍色及

靛藍色放射中將會有阻塞. 

 

再次的, 紫羅蘭色放射, 在這個脈絡中, 是一個資源, 從它而來, 透過靛藍色(中心)

使用, 得以接觸智能無限. 因此 放射區將不是紫羅蘭色光芒, 毋寧是綠色、藍色、

或靛藍色, 取決於該智能類型的特質 [無限已帶入該智能並轉為可識別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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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 綠色光芒類型的放射是治療; 藍色光芒是溝通與靈感; 靛藍色(§Ä)

是行家的能量, 它的位置在信心之中. 

 

54.32 發問者: 如果一個 心/身/靈複合體在冥想時 其靛藍色中心有感覺, 他感覺到

什麼?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一個實體感覺到這個啟動 即一個實體經驗到該能量中心的內流(能量), 有幾種可

能用途:  

   除去這個(能量)中心的障礙,  

   使它的調音與其他能量中心的和聲相匹配, 

   或者啟動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 

 

我們無法是明確的, 因為這三者中的每一個(用途)都被[感覺到這個肉體複合體變

貌]的實體所體驗.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沒有一個簡短的詢問? 

 

54.33 發問者: 我只想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

個通訊? 

RA: 我是 Ra, 請留心這器皿頸部需要支撐.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 我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

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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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6 月 5 日 

 

55.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55.1 發問者: 我首先想請問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由於超心靈(psychic)攻擊 這個器皿正經驗到肉體扭曲, 朝向身體複合

體的弱點. 無論如何,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量並未受到影響, 這是由於在場實體於治

療工作上的協助. 由於該實體在投胎過程即預設了身體複合體的弱點變貌, 顯然

地, 它容易遭受此類弱點變貌的影響. 

 

55.2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特定的事情、我們可以做的事, 以減輕這個超心靈攻擊l

最大程度地幫助該器皿?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這個器皿 並發現它的變貌朝向欣賞每個實體及每個實體

的關心, 如你所稱. 容我們說, 這樣的氛圍�超心靈攻擊帶來的不舒服相比提供最

大的對比, 換言之, 超心靈支持的氛圍. 

 

你們每一位的作為, 等同一個真實的態度、心理、情感、靈性的變貌之潛意識機

能, 朝向這個器皿(作用). 再沒有一種魔法比朝向愛的真誠變貌更偉大了. 

 

55.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問幾個問題 關於先前我不理解的資料. 我希望藉此澄清

我的一些理解 與我們處理的心智配置有關. 

 

在上上場集會中 你陳述: "然而,獵戶座實體這樣做有個風險: 由於這些可收割之

在地負面實體帶有的頻率,他們會嘗試吩咐並指揮這次的接觸,好比獵戶座實體

指揮屬地的負面接觸."  

你可以就這個陳述 解釋影響意識極化的機制嗎? 

RA: 我是 Ra, 征服或奴役其他自我可以大大地促進負面極化. 兩個負面極化實體

之間的位能差 在於奴役或吩咐(¨«)另一方的實體獲得負面極性. 

 

被命令或被奴役的一方, 在服侍其他自我的同時 必然將失去負面極性, 雖然它將

增加進一步負面極化的渴望. 這個渴望將傾向於創造重獲負面極性的機會. 

 

55.4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僅就這個事實, 這個星球上的第三密度實體呼求

l吩咐一個獵戶十字軍, 這是個極化類別的動作 影響雙方實體?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呼求機制與吩咐機制是一點也不相合的. 在呼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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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呼求的實體是一個懇求的新手, 請求在負面理解[NOU¬n¹`¯g´�]上得

到援助, 獵戶(實體)在散佈負面哲學同時 增加其負面極性, 從而奴役或吩咐這個

呼求的實體. 

 

無論如何, 在一些事例中 當接觸變成一場爭奪— 負面性的典型(情況). 在這場爭

奪中, 呼叫者並不嘗試得到援助, 而是要求結果. 因為第三密度可收割之負面實體

擁有此生之經驗鏈結可茲利用, 而獵戶十字軍在很大的程度被第一變貌所束縛

[為了進展的緣故], 如果適當地執行, 獵戶實體在這場命令(競爭)中是容易受傷的

一方. 在這種情況下, 第三密度實體成為主人, 該獵戶十字軍陷入羅網, 成為被指

使的一方. 這種結果是罕見的. 然而, 一旦發生這種結果, 涉入的獵戶實體或社會

記憶複合體都會經歷負面極性的損失, 損失程度與該發號施令的第三密度實體之

氣力成正比. 

 

55.5 發問者: 你提到當命令被適當地執行, 這將會是有效的. 你說 "當命令被適當

地執行"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RA: 我是 Ra, 適當地命令即是成為適當的負面(極性). 一個第三密度的負面實體

必須在服務自我的思維與行為上趨近 99% 方能適當地配置(自我), 從事這類的命

令競爭. 

 

55.6 發問者: 這類的負面命令者在與獵戶實體通訊時 使用何種通訊方式? 

RA: 我是 Ra, 最常用的兩種命令方式是:  

   一, 性慾魔法的變態使用;  

   二, 儀式魔法的變態使用.  

在每個方式中, 成功的關鍵都是命令者意志的純粹度. 戰勝僕人的集中力必須十

分接近完美. 

 

55.7 發問者: 你剛才說到的接觸型態, 跟我們進行中的與 Ra通訊相比, 以意識的

極化而言, 這其中是否有任何類比關係?  

RA: 我是 Ra, 這類的接觸與命令過程沒有關係. 這個接觸可以被描繪為一場典型

的憂傷)弟兄姊妹的接觸 在此, 接收通訊的一方藉由犧牲外來多餘的、自我-導向

的變貌 好從事服務. 

 

Ra社會記憶複合體提供它自己也因為其渴望服務之機能. 呼求者與接觸者雙方

對於有機會服務另一方都充滿感激. 

 

我們特別注意到 這樣的接觸並不預設呼求者m我們群體, 如同之前描述的命令過

程, 必須在任何一方面趨近完美或純粹. 呼求小組或許有著許多的扭曲並工作著

許多催化劑, 如同 Ra群體一般. 具有服務他人之最優先渴望, 結合這個小組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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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體獨特之和諧音調, 給予我們機會以太一無限造物者的一個管道的身分來服

務. 

事物並不來到那些正面導向實體當中, 而是穿過這類的存有. 

 

55.8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在上一場集會中陳述"直到所有型態的能量轉移都被經驗 

並熟練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之前,藍色及靛藍色放射會有阻塞." 你可以更完全地解

釋這段話嗎? 

RA: 我是 Ra, 在這個空間/時間 我們尚未涵蓋適當中介資料. 請在更適當的空間/

時間鏈結重新詢問. 

 

55.9 發問者: OK. 我可以說, 正在到處搜索一個進入某些資訊的入口, 我可能沒有

看到有益的領域. 

 

但你曾經陳述 "我們[Ra]曾經被金字塔之類的外形所協助, 所以我們可以協助你

們人群", 這些形狀被提過許多, 許多次. 你也曾經陳述外形本身並不具太大的重

要性 我看到這些形狀跟我們曾研讀的身體能量有種關係, 我想要問一些關於金

字塔的問題 看看我們是否能在這個理解(領域)找到一個入口. 

 

你曾說 "你將發現三角形的交叉點 位於每一邊[共四邊]的第一個水平面, 形成一

個水平的鑽石形狀."你可否告訴我, 交叉(intersection)這個字的意義? 

RA: 我是 Ra, 你們的數學與算術缺乏我們可以使用的結構配置性敘述. 我們不打

算保持朦朧不清,  這些形狀的目的是和心/身/靈複合體的時間/空間部分一起工作. 

因此, 交叉點同時具有空間/時間�時間/空間兩種取向, 表達在三度空間幾何中, 

為兩個交叉處被投影在時間/空間與空間/時間之際, 形成一個點. 

 

55.10 發問者: 我已經計算出這個點(的高度)是構成金字塔側邊之三角形的高度的

六分之一,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計算大體上是正確的 我們為你的聰穎感到高興. 

 

55.11 發問者: 這個結果指出吉沙(Giza)大金字塔中的皇后密室是用於啟蒙的密室,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再次地, 你穿透表層的教導. 

 

皇后密室並不適合或不適用於治療工作 因為該工作牽涉到更為綜效配置的能量

運用, 而非居中的(centered)存有的配置. 

 

55.12 發問者: 那麼 治療工作是在國王密室內完成?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附註 這些術語並不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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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發問者: 是的, 我理解; 那只是對於大金字塔的兩個密室之一般命名. 我不知

道這系列的問題是否會讓我更佳地理解能量, 但直到我探索完這些概念之前, 我

沒有太多事可以做, 除了問一些問題. 

 

在該金字塔底層之下有一個密室, 在地底下, 似乎大略與國王密室成一直線, 那個

密室是什麼?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這系列的詢問可以獲得一些資訊. 你所詢問的密室是一個

共振密室, 為了引發治療催化劑的適當變貌, 這類結構的底部應是敞開的. 

 

55.14 發問者: 這本書, 大金字塔»的生命力, 提到安卡(ankh)在金字塔中產生共振, 

這是正確的分析嗎?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你的心智 發現"蠟筆塗鴉"這個片語可以應用在此處. 這類

形狀如丁形十字架(crux ansata)只有一個重要性, 也就是數學關係被編碼於形狀之

中. 

 

55.15 發問者: 金字塔頂端的 76 度 18分角度是個關鍵的角度嗎? 

RA: 我是 Ra, 為了預期的治療工作, 這個角度是適當的. 

 

55.16 發問者: 為什麼國王密室的上方有各種小密室?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我們必須以更為一般性的方式講述這個詢問 好闡述你特定的問題. 要被治療的

實體所在的位置是讓生命能量處於被光簡短地中斷l交叉穿越的位置. 藉由攜帶

水晶之醫者的催化劑, 這道光可以操作靈光(aural)力量, 即你所稱的各種能量中心, 

如果要被治療的實體有這個意願, 校正便開始發生. 然後該實體重新被它自己保

護, 現在能量場的扭曲程度減少, 該實體能夠走它自己的路. 

 

這個過程主要將要被治療的實體帶到一個均衡的地步, 這牽涉到溫度、大氣壓

力、充滿電荷之大氣等因素; 前面兩個需求由煙囪系統所控制. 

 

55.17 發問者: 治療工作是否藉由此種方式影響能量中心 除去其阻塞 以便使七個

(Âi)體變得完美, 於是將要被治療的實體帶入適當的平衡?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½¿)累了, 我們必須簡短回答 只聲明能量中心扭曲的配

置原本就有意被暫時中斷, 這個機會呈現給要被治療的實體 去抓住這個權杖, 選

擇平衡的路線並行走其上 從那兒起 朝向心/身/靈之疾病(dis-ease)扭曲便大幅地減

少.    

由醫者導引的充能氛圍î水晶之催化效果必須被納入考量 視為這個(ÀÃ)過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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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一部分; 因為重整的可能性被提供之後, 若沒有醫者的臨在與導引意志  

將無法把該實體帶回有意識覺知的配置.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沒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55.18 發問者: 只有一個: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

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現在離開這次的工作. 

我是 Ra, 我的朋友,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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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6 月 8 日 

 

5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6.1 發問者: 首先, 請問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此刻正被嚴重地扭曲朝向心智與肉體複合體的弱點, 由於

這個機會而遭受超心靈攻擊. 

 

56.2 發問者: 此時中斷這個通訊是否會比較好? 

RA: 我是 Ra, 這完全由你自行決定, 這個器皿還有一些轉移的能量, 然而, 所剩不

多, 由於先前敘述的效果所致. 

如果你渴望在這次工作詢問我們, 一如往常 我們將嘗試保衛這個器皿. 我們感覺

到你察覺這些參數, 無須多做解釋. 

 

56.3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 我想問金字塔形狀是如何運作的?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想要知道吉沙金字塔形狀的原則、角度、î交叉點. 

事實上, 金字塔形狀並沒有做功. 它並未(自己)運作, 它是螺旋向上光能量的集中

與繞射的一種佈置, 這能量被心/身/靈複合體使用. 

 

螺旋光的特質是使得個體的磁場受到螺旋能量的影響. 特定的形狀提供一個回音

密室, 或者說螺旋普那(prana)的強化器, 有些實體以普那稱呼太一無限造物者無所

不在、原初的變貌. 

 

如果該意圖是強化實體自己的意志 以喚起內在光 好與強化的螺旋光能量相匹配, 

實體將會被放置在這個外形特殊的物體的[U��g]皇后密室位置. 這是啟蒙以及

重生的地方. 

 

分支(off-set)處, 代表處於運動中的螺旋, 是個適當的治療場所, 因為在這個位置 一

個實體正常流動中的振動磁性連結會被中斷, 因此一個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升起; 

容我們說, 提供一個新的開始給該實體 使它可以選擇一個較少扭曲, 較不虛弱, 或

較少阻塞的 能量中心磁性變貌之配置. 

 

醫者與水晶的功能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因為這中斷的力量, 容我們說, 必須被在

世者的智能控制; 這智能認得能量的樣式, 不帶批判, 認得阻塞、弱點、其他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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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透過自我與水晶的規律性, 能夠視覺化一個較少扭曲的其他自我被醫治. 

其他外形如拱形、穹稜、圓頂、圓錐形, 或你們(Å{ÆÈ)的尖形帳棚都可以強化

螺旋光的形狀. 你們的洞穴, 呈現圓形, 也是力量的處所.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形狀具有危險. 我們相當高興有這個機會補充說明如金字塔

之類的形狀, 因為這是我們榮譽/責任的一部分, 我們聲明 有許多對於這些曲線形

狀的錯誤使用; 由於不當的放置, 不當的意圖, l缺少結晶化存有做為治療的通道 

在某些情況中, 敏感的實體將會加重扭曲程度 而非減少扭曲. 

 

我們注意到, 你們大多數人群建造方角或方正的居所, 因為它們不會集中力量. 更

值得注意的是: 靈性尋求者, 許多年[ËUdgÌÍÎÏ]以來, 尋求圓頂、拱形、尖頂

形狀做為造物者力量的一種表達. 

 

56.4 發問者: 是否有個頂點角度是金字塔中, 效率最大的角度? 

RA: 我是Ra, 再次, 為了保存這個器皿的能量, 我假設你意指針對治療工作最適當

的頂點角度. 如果該形狀大到足以包含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在適當的分支處, 大約

76度 18分, 這個角度是有用且適當的. 如果位置改變, 角度可能會有不同. 再者, 如

果醫者有足夠的辨別能力覺察扭曲, 不管在任何金字塔形狀中 都可以移動位置

直到產生結果. 無論如何, 我們發現這個特別的角度是有用的. 其他社會記憶複合

體, 或其部分實體, 曾決定不同的頂點角度 為了不同的用途, 跟治療無關 而跟學

習有關. 當一個實體工作圓錐體, 或者說儲存塔(silo)型的筒狀, 我們可以發現治療

的能量呈環狀樣式 依照圓錐體不同的高度, 寬度,與頂點角度 產生獨特的樣式. 在

這種情況, 沒有稜角的角度, 因此螺旋能量以環狀運動工作. 

 

56.5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你可以加以更正. 我直覺地看到吉沙金字塔的螺旋能

量在通過所謂的國王密室之際散開 然後在皇后密室中重新聚焦. 我猜想這能量

的擴散在國王密室之中可以被視為顏色的光譜, 紅色到紫羅蘭色. 要被治療的實

體應該與這展開的光譜對齊 好讓這光譜與其各個能量中心相匹配. 你可以更正

這個聲明嗎?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更正這個聲明. 

 

56.6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Ra, 螺旋能量穿過國王密室之際開始擴散. 無論如何, 雖然這些螺旋持續

地交叉, 閉合 再打開 如同雙螺旋的式樣 穿過頂點角度. 螺旋能量, 從紅色到紫羅

蘭, 在力量上逐漸減少; 在擴散程度上逐漸增加, 直到金字塔的頂端 顏色解析度變

得十分微弱 有益於治療目的. 因此(Ð��)開始集中向上穿過皇后密室 到達國王

密室時 形成第一個螺旋. 你或許會想像擴散角度與金字塔角度相反 但這個角度

比金字塔頂點角度稍微窄一些 大約是 33與 54 度之間, 依行星不同的韻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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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我的角度從皇后密室開始, 並且從那點以 33到 54 度擴

散, 有一半的角度會落在國王密室的中心線, 表示出光譜的散佈, 從皇后密室的底

部開始. 舉例而言, 如果我們用 40 度角開始, 穿過國王密室之際 會有 20 度擴散於

中心線的左側.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集會的最後一個完整問題. 正確的部分在於先前提到的 

角度有一半穿過國王密室. 不正確的部分為假設皇后密室是該角度的基礎. 這個

角度大約開始於皇后密室與下方共振室之間的一個分支處, 為了治療工作的緣

故. 

這個變異取決於星球上不同的磁性流動(flux). 國王密室的位置被設計與能量流 

的最強螺旋相交, 不管該角度從何處開始. 無論如何, 當它穿過皇后密室的位置之

際, 螺旋能量總是集中的且位於它最強的點. 

 

此時,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詢問?  

 

56.8 發問者: 我只想問,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

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無論如何, 要意識到這個器皿的限制, 這是好的. 我們感覺

此時的排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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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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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6 月 12 日 

 

5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7.1 發問者: 首先, 請你給我該器皿的一個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此刻正遭受一場最嚴重的超心靈攻擊. 這個器皿支撐的情

況不錯, 由於生命能被補充, 以及有一個朝向比例感的變貌, 你們人群稱為幽默感.  

這個攻擊在UdÑÍ/ÌÍg短期內對於這個通訊有破壞性. 

 

57.2 發問者: 除了我們目前在做的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減輕這個攻擊? 

RA: 我是 Ra, 你們沒辦法做什麼以減輕這攻擊, 理解它的機制或許有幫助. 

 

57.3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們 它的機制? 

RA: 我是 Ra, 獵戶集團不能直接干涉 只可以透過已經存在的心/身/靈複合體扭曲

(干涉). 

因此在這個事件中, 這個實體伸一隻手去拿一個重物, 這個錯估的行為導致該器

皿的一個肢體的骨骼/肌肉結構 變形或扭曲. 

 

支持這個器皿的過程中, 你們的協助可以是有益的, 妥善照顧你所稱的後手術狀

態, 特別是骨頭沒有緊密接合的地方. 這個器皿需要小心避免類似的錯估行為, 你

在這方面覺察的支持被(我們)注意到, 並且值得鼓勵. 

 

57.4 發問者: 有什麼我們可以具體去做的 好緩解這個已經存在的問題? 

RA: 我是 Ra, 這個資訊是無害的, 因此我們可以分享這個短暫的資訊, 缺乏原則 

但提供特定的短暫效果. 

 

腕部應該被包裹, 比照扭傷[ÒÓÔÕÖ×Ø]的配置, 以及使用吊帶在身體複合體扭

曲的右邊 持續一天的時期. 之後 檢視相關症狀 重複以上步驟 直到扭曲減輕為止. 

 

你們每一位在這方面都是初學者, 可以依照渴望使用這治療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 有一個可利用的水晶. 

 

57.5 發問者: 是哪一個水晶? 

RA: 我是 Ra, 在這個器皿的右手的手指上有個水晶, 它有些瑕疵 但已經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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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如何使用該水晶於這個用途上? 

RA: 我是 Ra, 這是個大的問題. 

 

作為心/身/靈複合體, 你首先平衡並極化自我, 將內在的光�向上螺旋湧入的寰宇

之光相連結. 你們曾經做過練習 以規律化相關的過程, 照看它們以準備結晶化的

存有. 

 

然後拿起該水晶, 感覺你所極化與增強的平衡能量在綠色光芒中被傳導, 透過你

的存有去治療, 進入並啟動冷凍光[ÙÚÜÝÞ]的結晶規律性.  

該水晶將與被該肉身的愛與光能量充滿之光一同迴響, 這道光開始以特定的方式

放射、照耀必須的光振動, 治療能量被聚焦和強化 朝向要被治療的心/身/靈複合

體的磁場. 請求這類治療的實體將打開全面的紫羅蘭/紅色光芒振動之保護罩. 因

此, 內在振動場, 心智、身體、靈性中的各個中心得以短暫地被中斷與調整, 於是

提供要被治療的實體一個機會去選擇較少扭曲的內在複合體, 屬於能量場與振動

關係. 

 

57.7 發問者: 該水晶應該被握在醫者的右手中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有兩種值得推薦的配置. 

 

第一, 將鍊子掛在脖子上, 讓水晶處於綠色光芒中心的物理位置.  

第二, 鍊子懸吊在右手, 向外伸展 讓水晶可以擺動 以影響敏感的調整. 

 

我們提供這個資訊, 了解到這需要許多練習以有效率地使用這些自我的能量. 無

論如何, 每一個實體都有能力這麼做, 且只要依循正確步驟, 這個資訊是無害的. 

 

57.8 發問者: 一個無瑕疵的水晶是否比我們現有的瑕疵水晶更有效力? 

RA: 我是 Ra, 我們不想認定你選擇的優先權, 我們可以指出 一個規律化或結晶化

的實體, 在整個配置中, 跟完美的水晶同等地關鍵. 

 

57.9 發問者: 水晶的物理尺寸是否跟治療的效力有任何關聯? 

RA: 我是 Ra, 在某些關係到行星治療的應用, 這是一個考量. 在工作一個心/身/靈

複合體時, 唯一的必要條件是該水晶與結晶化存有的和諧一致. 或許在刻面水晶

的尺寸上 有個最低限度, 因為穿過水晶的光需要被擴散到患者光譜的完整寬度. 

值得注意的 水也是一種有效的水晶 雖然在你們的密度中, 它不容易掛在鍊子上. 

 

57.10 發問者: 將這支鉛筆的尾端放在我的肚臍, 它的尖端是否表示水晶應在的位

置 即綠色光芒之所在? 這個位置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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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們嘗試你的衡量, 距離你的心臟約 2到 5.4公分是理想的位置. 

 

57.11 發問者: 那麼使用這片木頭, 從我的肚臍開始, 我判定該位置大約是在這片

木頭的頂端.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57.12 發問者: 你剛才告訴我們的治療跟吉沙金字塔中國王密室的治療有何關聯? 

RA: 我是 Ra, 在此種形狀與空間的配置下做這個(治療)工作有兩個好處. 

首先, 紫羅蘭/紅色盔甲l保護殼的瓦解或中斷的過程是自動的. 

 

其次, 由於該位置的擺設 將光配置為七個分明的顏色或能量振動速率, 因此允許

能量通過結晶化存有, 以水晶聚焦, 可輕易地操作未受干擾的, îhcdb, 被仔細

描繪的能量或顏色, 同時在 空間/時間�時間/空間之中. 因此無盔甲的存有可以被

快速地調整. 在某些情況下 這是令人滿意的, 特別是在這個密度中, 該盔甲是維繫

身體複合體持續活動的重要因素. 盔甲振動被中斷帶來的創傷可以因而減輕. 

身為創造金字塔形狀的一員, 我們藉此機會追求我們的榮譽/責任, 強調不需要使

用這個形狀來獲致治療, 老資格振動促使要被治療的心/身/靈複合體 比較不會受

到盔甲中斷的創傷的影響. 

 

再者, 我們曾說過, 金字塔的強有力效果, 加上它擾亂盔甲的強制作用, 如果沒有

結晶化存有在場使用, 或以錯誤的意圖使用, 或配置錯誤, 將造成實體扭曲加劇 或

許相當於你們一些化學物質以雷同的方式造成能量場的擾亂. 

 

57.13 發問者: 目前, 金字塔形狀是否有任何用途是有益的? 

RA: 我是 Ra, 這是肯定的 如果仔細使用的話. 

 

金字塔可以用來改善冥想狀態, 只要該實體位於皇后密室的位置, 或實體處於平

衡的配置 位於這個中心點的附近. 

 

小金字塔形狀, 放在身體複合體任一部位之下 可以供給這個身體複合體能量. 這

個過程應該簡短, 以不超過 30分鐘為限. 

 

使用金字塔平衡地球能量仍然有些許的作用, 但由於地球的變遷, 金字塔ß並未

被恰當地排列, 故不再適於這個工作. 

 

57.14 發問者: 一個實體處於所謂的皇后密室位置 它在冥想中得到的協助是什麼? 

RA: 我是 Ra, 考慮心/身/靈複合體d的極性, 內在光即是你的存有之心, 它的力道

相當於你尋求光的意志Ê力道. 這個位置l一群(人)的平衡位置強化這個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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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 內在光的覺察總額需要達到一定的程度以吸引來自存有之南方磁極的向上

螺旋攀升的內流光.  

 

因此這是入門者的位置, 因為當該實體強化尋求之際 許多外來多餘的物件l扭曲

會離開該實體, 好讓它能夠與這個集中與純淨的進入之光合一. 

 

57.15 發問者: 那麼如果使用金字塔形狀, 在我看來 似乎需要有個夠大的金字塔 

好讓皇后密室與國王密室位置之間有足夠的距離 好讓你可以使用這個能量位置 

而不會被國王密室位置l�àáâãä的能量所傷害.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這個金字塔形狀的應用中, 如果頂點角變小 金字塔形狀可以小一

些, 因此不會允許國王密室位置的形成. 對於這個應用也有效的形狀包括: 圓柱

形、圓錐形、圓頂形、以及印地安帳棚(teepee). 

 

57.16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的這些形狀 是否有任何的國王密室效應, 或者它們只有

皇后密室效應? 

RA: 我是 Ra, 這些形狀有皇后密室效應. 值得注意的是, 一個強烈結晶化的實體, 

事實上就是一個輕便(¬åæ)的國王密室位置. 

 

57.17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在我們地球進化過程的此時, 絕對沒有需要或好處去

擁有國王密室效應,? 

RA: 我是 Ra, 如果那些渴望成為醫者的實體具有結晶化特質, 且那些需要減少扭

曲的實體心意懇切; 一如往常, 金字塔具有仔細設計過的一組參數 可以分配光與

其能量 以便協助治療催化劑. 

 

無論如何, 我們發現你們人群朝向純淨的渴望變貌尚未達到足夠的程度 好被賦

予這個強力且具潛在危險的禮物. 所以, 我們建議, 傳統的國王密室配置[hcdb]

不要被用於治療, 我們曾經天真地給予你們人群這個配置, 卻只發現它的用途被

大大地扭曲並且遺失了我們的教導. 

 

57.18 發問者: 若我們使用印地安帳棚, 什麼是適當的頂點角? 

RA: 我是 Ra, 這由你自行決定, 環形、圓形、尖峰形的原則是其中心充當無形的

感應線圈, 因此能量樣式成為螺旋及環繞. 故你可選擇一個最愉快的配置, 其效果

相對而言是固定的. 

 

57.19 發問者: 建造的材料是否會造成不同的效應, 好比材料的厚度? 它單純由形

狀的幾何位置決定, 或者還關連到其他因素? 

RA: 我是 Ra, 如你所稱, 幾何位置 或這些形狀配置的關係是個很大的考量. 同時

最好避免含錫的l含鉛的材料l其他劣金屬. 木頭, 塑膠, 玻璃等材料都可以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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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為適當的材料. 

 

57.20 發問者: 如果一個金字塔形狀的東西被放在一個實體下面, 這要怎麼做? 將

它放在床下? 我不確定要如何藉由"把它放在下面"供給實體能量. 你可否告訴我

如何做到? 

RA: 我是 Ra,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如果該形狀的大小適中 可以被直接放在頭墊的

下方l身體複合體休息的床墊的下方. 

 

我們再次告誡, 向上的直線光芒之第三道螺旋, 即從這個形狀的頂點放射出的光, 

若過量使用對於實體是極為有害的, 不應使用過久. 

 

57.21 發問者: 以公分計, çè�é, 什麼是這些金字塔的理想高度, 以發揮最佳作

用? 

RA: 我是 Ra, 那沒有關係. 重要的是金字塔高度[從基底到頂點]�基底Ê周長的比

例. 

 

57.22 發問者: 這比例應該是多少? 

RA: 我是 Ra, 你可以觀察到 這比例應該是 1.16. 

 

57.23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 四個底邊的總合應該是金字塔高度的 1.16倍?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57.24 發問者: 說到皇后密室是啟蒙的地方, 你可否告訴我 你的意思是什麼? 

RA: 我是Ra,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我們不能以明確的方式描述啟蒙, 由於我們的變

貌朝向相信/理解我們在[Udg]許多年前提供給你們的方法並不平衡. 

 

無論如何, 你覺察到啟蒙的概念並了解它需要集中存有在尋求造物者上. 我們 

希望能夠藉由清晰表達一的法則來平衡這個認知, 也就是說, 一切萬物都是太一

造物者. 因此尋求造物者並不只在冥想以及行家的工作中達成 而是在每個片刻

的經驗鏈結點中. 

 

皇后密室的啟蒙與捨棄自我有關, 為了充分知曉造物者的渴望, 淨化後的內流光

以平衡的方式被吸引, 通過所有能量中心, 在靛藍色(��)相遇 並開啟大門通往智

能無限. 因此實體經驗真實生命l, 如你們人群所稱, 復活. 

 

57.25 發問者: 你也提到金字塔被用來學習, 這是同樣的過程, 或有個差異? 

RA: 我是 Ra, 有一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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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6 發問者: 什麼差異? 

RA: 我是 Ra, 不同處在於其他自我的在場, 為了教導/學習的目的, 顯化於空間/時

間中, 經過某種研讀, 在時間/空間中. 在我們創造的系統, 學校與金字塔是分開的, 

(ëì)經驗是單獨的.  

 

57.27 發問者: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你可否告訴我更多你說的東西? 

RA: 我是 Ra, 這是個寬廣的主題, 為了明確性, 請重述(問題). 

 

57.28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有老師來自你的振動或密度, 顯化在皇后密室內 教導那

些入門者, 或你有其他的意思? 

RA: 我是 Ra, 在我們的系統中, 皇后密室內的經驗是單獨的. 在亞特蘭提斯�南美

洲, 老師們分享金字塔經驗. 

 

57.29 發問者: 這個學習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學習或教導— 在金字塔中? 

RA: 我是 Ra, 教導/學習î學習/教導 從來是怎麼發生的? 

 

57.30 發問者: 危險的金字塔形狀[在今日使用]會是四邊的金字塔, 並且大到足以

創造國王密室效應. 這個陳述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是正確的, 附帶的理解是 76 度頂點角是該強有力形狀的特

徵. 

 

57.31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 我們不應該使用 76 度頂點角的金字塔 不管在什麼情

況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點由你自行處理. 

 

57.32 發問者: 我將重述問題, 我假設使用 76 度頂點角的金字塔是危險的, 我想問

在小於 76 度的角度中, 哪一個角度大約是第一個不會產生危險效果的角度? 

RA: 我是 Ra, 你的假設正確. 這個較小的角度可以是任何小於 70 度的角度. 

 

57.3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詢問更多關於金字塔的問題 但我要先問[某人]的一個

問題, 我現在插入這個問題: 可否請你詳述空間/時間�時間/空間的概念, 以及如

何越過這些東西的概念; 還有到哪一個密度層次, 這些概念不再影響個體?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個器皿還剩下一些生命能, 

然而, 我們開始關切該身體複合體逐漸增加的痛苦變貌. 

 

空間/時間�時間/空間的概念, 是我們盡可能以數學的方式來描述它們與你們幻

象的關係, 你也可以把它們視為 可見的íï不可見的, 這些描述性的詞彙是笨拙

的, 然而, 可以滿足此次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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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秘的、尋找合一的經驗之中, 這些都不需要被考量, 因為它們只是一個幻象系

統的一部分. 尋道者尋求太一, 如同我們曾說過, 平衡且自我接納的自我會尋求 太

一, 覺察到它明顯的扭曲î它全面的完美. 歇息在這個平衡的覺察中, 該實體便開

啟自我朝向宇宙[ðñ)Ôò]. 於是所有事物的光能量被這樣劇烈的尋求所吸引, 

當內在尋求�被吸引的宇宙普那(prana) 相遇, 不管在什麼地方, 太一的領悟便發生

了. 

 

清掃各個能量中心的目的是允許那相遇之處發生在靛藍色光芒振動位置, 因此可

以與智能無限展開接觸 並消溶所有幻象. 在這個意識狀態下產生釋放的能量, 使

得服務他人成為自動的(óô). 

 

空間/時間�時間/空間 的區別, 如你所理解, 除了在第三密度, 並不具主導地位. 無

論如何, 第四、第五, 以及[õ÷øùúÖ]第六密度, 在某種極化的空間/時間�時間/

空間系統中工作. 

 

從一個系統移動到另一個系統的穿越次元之計算有些困難, 因此, 我們在分享數

字概念上有著十分的困難, 並藉此機會重複我們的請求 即你們要監視我們說的

數字, 並在發覺有問題時提出質問.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詢問? 

 

57.34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是和諧的, 我們在喜樂中向你們全體致意. (器具)調整符合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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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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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6 月 16 日 

 

5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8.1 發問者: 首先, 請你給予我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器皿的狀態如前所述. 除了先前提到的肉體扭曲有一些增加. 

 

58.2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肉體扭曲增加的原因? 

RA: 我是Ra, 這類的肉體扭曲開始形成, 如我們曾說的, 是由於身體複合體虛弱的

部分過度活動. 惡化是由於[Ud�rg]關節炎扭曲的本質之故, 一旦開始, 這個扭

曲將無法預期地停留並無法預期地惡化或減輕. 

 

58.3 發問者: 我們嘗試過使用鑽石水晶來治療. 我曾嘗試過兩種方式, 使用水晶環

繞在我脖子上, 以及將一條鍊子握在我右手中, 懸吊著水晶. 我想或許為了在手腕

上做最佳的工作, 我應該將水晶懸吊在我右手正下方大約一或兩公分, 讓它保持

在手腕的正上方, 這樣正確嗎? 

RA: 我是 Ra, 如果你精通於你的治療藝術, 這是合適的. 工作你擁有的強力水晶, 

卻不能覺察微妙體的磁性波動(flux), 這或許等同於 建議一個新手憑著鋸子與釘

子去創造梵蒂岡(Vatican). 

 

搖擺水晶的使用中蘊含偉大的藝術, 以你們目前的發展, 你們可以工作不強力的

水晶 在探查方面獲得良好成果, 不只針對肉體的主要能量中心, 也可用於肉體的

第二級、第三級能量中心, 然後開始發現對應的微妙體能量中心, 以這種方式, 你

們可以啟動自己的內在視覺. 

 

58.4 發問者: 應該使用什麼種類的水晶? 

RA: 我是 Ra, 你可以使用任何對稱形式的懸吊錘(weight), 因為你的目的不是去打

擾或操縱這些能量中心 而僅是找出它們的位置 並覺察它們在平衡狀態 以及不平

衡l阻塞狀態有何不同的感覺.  

 

58.5 發問者: 我假設我要做的是懸吊一個(水晶)錘 大約在我的手下方兩呎 放置於

身體上方, 當(水晶)錘開始順時針旋轉 標示此處為一個未阻塞的能量中心,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從手到懸吊錘的距離並不重要 可由你自行決定. 環狀運動顯示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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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未阻塞的能量中心. 無論如何, 有些實體極化的方向跟其他人相反, 所以, 最好

在開始程序之前, 測試正常能量螺旋的形式. 

 

58.6 發問者: 你會如何測試? 

RA: 我是 Ra, 測試時 首先握著(水晶)錘在你的手上方 並觀察你特別的配置, 然後

使用其他自我的手, 重複這個程序. 

 

58.7 發問者: 關於該器皿, 我們關心手腕與雙手的治療, 那麼, 我是否要測試該器

皿的雙手與手腕區域的能量中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我們已經給予你這種治療形式的一般資訊, 並已闡述器皿的狀態. 存

在一條分界線, 如果跨越它, 資訊就是對於混淆法則的侵犯. 

 

(ûüý þ ÿÉ}ËÖ	Ì, ÿÉ}ÉÖÍ�)�� ÉÊ ÎÖÏ�) 

 

58.8 發問者: 我想藉由幾個實例, 探索能量的樣式, 了解在這些樣式與能量流之中

實際發生了什麼. 我首先以金字塔形狀為例, 探索藉由形狀聚焦的能量. 我將做個

聲明並讓你改正它. 

 

我認為金字塔可以位於任何定向且提供某種螺旋能量的聚焦, 但若有一邊精準地

與磁北平行 則會發生最大的聚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聲明大體上是正確的 附加一點, 如果其中一個角落朝向磁北, 也

可以增強聚焦. 

 

58.9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畫一條線穿過金字塔底部相對的兩個角落 將這

條線對準磁北— 跟一個邊對準磁北的情況恰好相差 45 度— 但結果還是一樣好? 

這是你想說的嗎? 

RA: 我是 Ra, 如果金字塔形狀原本就沒有對準 這個做法的結果將比原先好很多. 

但跟先前提到的配置相比, 效率還是差了一些. 

 

58.10 發問者: 以地球表面為基準 如果我們把金字塔上下顛倒 它的效果還是一樣

好嗎? 假設磁性對準在這兩個例子都是一樣的. 

RA: 我是Ra, 我們無法穿透你的詢問. 顛倒的金字塔形狀會翻轉金字塔的效果. 再

者, 要建造一個尖端朝下的建築物是困難的. 或許我們誤解你的詢問. 

 

58.11 發問者: 我提這個問題只是想理解金字塔聚焦光的方式, 而不是為了使用這

樣的金字塔. 我只是說 如果我們建造一個尖端朝下的金字塔, 它是否會聚焦於皇

后密室, 或者在它的下方 如同尖端朝上的情況. 

RA: 我是 Ra, 只有在一個實體, 為了某種原因而極性顛倒, 這種方式才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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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 發問者: 那麼 螺旋光能量線—  它們是否來自一個靠近地球中心的位置 然

後從那點向外放射? 

RA: 我是 Ra, 金字塔形狀是個收集器 從你所稱的基底 吸引內流的能量, 並允許這

股能量螺旋攀升 沿著底部到頂點的直線向上. 如果金字塔形狀是顛倒的 上述結

果依然為真. 以我們對你問題的了解, 這股能量並不是地球能量, 而是無所不在的

光能量. 

 

58.13 發問者: 金字塔為實心l由四個細邊組成是否有關係, 或者說 這兩種型式在

效果上是否不同? 

RA: 我是Ra, 做為一個能量收集器, 形狀本身是唯一的需求. 從你們身體複合體需

求的觀點而言, 如果一個實體要居住於這樣的形狀之中, 這個形狀的四邊最好是

實心的 好避免該實體被外界的刺激所淹沒. 

 

58.14 發問者: 那麼 如果我只用一個鐵絲框架, 即四條鐵絲在頂點交會 然後向下

形成底部, 這樣的金字塔是完全開放的, 它對於螺旋光能量的作用會是一樣的?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框架與實心形體(作用)相等, 這個概念是正確的. 然而, 有許多種金

屬並不被推薦於放在協助冥想過程的金字塔形狀之中. 在你們的交易系統中, 值

得推薦的材質有些是昂貴的. 木頭, 或其他天然材料, 或人造的塑膠棒也是有用的. 

 

58.15 發問者: 為什麼簡單的四個木棒, 只要接合起來構成一個頂點角, 就能使螺

旋光聚焦? 

RA: 我是Ra, 如果你從形而上的角度來想像光, 如同水一般, 金字塔形狀好比一個

漏斗, 如此 這概念可能變得不言而喻了.  

 

58.16 發問者：我可以明白一個實心邊的金字塔如何充當一個漏斗。(但)在我看

來，僅僅用接合在頂角的四根棒將是比較沒有效率的。你能否告訴我, 它們如何

等同於實心邊的金字塔? 

RA：我是 Ra，它們在空間/時間是不相等的，並且為了實際的用途, 我們推薦實

心邊的金字塔l其他聚焦的形狀，以給你們肉體複合體短暫地休息, 離開外界的

吵雜、雨水以及其他對冥想的干擾。 

然而，在時間/空間，關心的是由該形狀產生的電磁場。一個等價的場域被實心

和敞開的形狀產生。光藉由這個場域被形而上地影響，而非藉由可見的形狀。 

 

58.17 發問者: 謝謝你, 解釋地很出色, 我為在這上面問了這麼多愚蠢的問題道歉, 

但我真的只有極少的知識在這裡運作. 我不想陷入不重要的主題. 我假設關於金

字塔的問題是你的盼望, 因為曾經有人誤用金字塔 造成一些危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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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嘗試理解光運作的方式 並嘗試掌握每件事如何兜在一起運作. 我希望關於

金字塔的問題可以幫助我理解第三變貌, 也就是光. 現在, 以我的理解, 金字塔形

狀做為一個漏斗會增加能量的密度, 好讓個體真正具有更大強度的第三變貌. 這

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一般而言, 這是正確的. 

 

58.18 發問者: 那麼純粹的結晶形狀, 好比鑽石, 你曾提到它為冷凍光— 看起來, 一

般而言, 這個第三密度的光的物理顯化是一種第三變貌的窗戶或聚焦機制.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唯有結晶化實體的意志

可以促使次元間的光流過這個材質. 該實體越是規律化, 水晶越是規律化, 效果則

越深刻. 

 

58.19 發問者: 有許多人現在能夠彎曲金屬, 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 藉由心智要求

它發生. 這裡頭發生了什麼事? 它們是什麼— 你可否解釋發生了什麼? 

RA: 我是 Ra, 在這個例子發生的情況可以被比做一個實體使用了金字塔的第二

螺旋光芒. 當這個第二螺旋終止於頂點時, 以形而上而言 這道光可以被比做一道

雷射光束 當它被智能地導引 即可造成(金屬)彎曲 且不受限於金字塔內, 但這種

能量 (只有)那些能夠聚焦於向上螺旋光芒的實體d擷取得到; (他們)以智能能量

與靛藍色光芒接觸達成這點. 

 

58.20 發問者: 為什麼這些人能夠做這件事? 他們似乎沒有受過訓練; 他們就是能

夠做到. 

RA: 我是 Ra, 他們記得從事這項活動必須的修練, 這個活動只有在其他真實顏色

振動經驗性鏈結(nexi)中有用.  

 

58.21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這件事在我們目前的密度不會有用處. 在不久的未來 

它在這個星球的第四密度會是有用的? 

RA: 我是 Ra, 這種能量聚焦的目的是建造, 而非破壞; 它確實會變得相當有用, 容

我們說, 成為第三密度建造方法之外的另類選擇. 

 

58.22 發問者: 它也被用在治療方面? 

RA: 我是 Ra, 不. 

 

58.23 發問者: 嘗試去發展這些特質l能夠彎曲金屬等, 是否有任何好處? 我想說

的是, 這些特質是否為一個實體發展的路標? 比方說, 一個實體發展進度通過了靛

藍色(光芒) 便出現一個路標, 即這個彎曲(金屬)的能力.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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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指出金字塔展現了三種光能量的螺旋:  

首先, 基礎的螺旋被用於研究與治療.  

第二, 到達頂點的螺旋, 被用於建造.  

第三, 從頂點擴散的螺旋, 被用於供給能量. 

 

與靛藍色光芒接觸不必然表示該實體有特定的才能l代表一個指引路標, 如你所

說. 有些實體的靛藍色能量十分純粹 卻從未顯化, 然而所有人都覺察到其進展. 其

他實體可能教導或分享 以許多方式與智能能量接觸. 還有其他實體繼續以未顯

化的形式, 尋求智能無限. 

 

因此關於一個心/身/靈複合體, 顯化現象�人們感覺到或憑直覺知道的相比, 為一

個較次要的路標. 紫羅蘭色光芒存在性更能表示真實自我(gu\).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沒有任何簡短詢問l我們可以澄清的小節? 

 

58.24 發問者: 我的確有個問題 關於你說的"第三螺旋"是什麼意思, 如果需要很多

時間, 我只想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簡短地回答. 你可以詢問更多的細節 如果你渴望在另一場

集會中探討. 

 

如果你想像蠟燭的火焰, 你可以看見第三螺旋. 

這個器皿平衡狀態良好, 附屬配備的排列狀態良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334 

RA, 第五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6 月 25 日 

 

59.0 RA: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59.1 發問者: 首先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以及為什麼她覺得如此疲倦?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的狀態如前所述. 至於詢問的後半部, 我們不能討論以免侵

犯你們的自由意志.  

 

59.2 發問者: 如果 Jim改變他的座位到床的另一邊, 會不會給予器皿更大的保護? 

RA: 我是 Ra, 不會. 

 

--B5033-- 

59.3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 Jim的問題, 陳述如下: “我想我已經穿透我終身的一個

奧秘, 關於我對犯錯的憤怒. 我想我總是在潛意識中覺察我駕馭新的學習之能力, 

但我渴望成功地完成我在地球上的工作, 每當我失敗時, 這個渴望被獵戶集團供

能, 轉為非理性與毀滅性的憤怒. 你可否評論這個觀察? “ 

RA: 我是 Ra, 我們認為這個實體覺察到它處在流浪者的位置, 它也可以考量投胎

前承擔的決定, 關於個人或自我-導向的選擇部分, 選擇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空間來

到這裡. 如同陳述, 這個實體覺察到它有偉大的潛能, 但這潛能為了什麼? 這是投

胎前的問題.  

第六密度的工作是去統合智慧與憐憫. 這個實體有豐富的智慧, 它所渴望平衡的

憐憫, 其對立面為缺乏憐憫. 在較為覺察的存有的情況中, 這點表達於l顯化它自

己(Ö��)為對自我欠缺憐憫. 我們感覺這是我們在此時可提供的思想建議概念

之總合, 但不會冒犯. 

--B5033-- 

 

59.4 發問者: 在第二主週期末期, 只有幾十萬人降生在地球上. 今日, 地球上已有

超過 40億人投胎. 這 40多億人口過去位於地球(Vx)平面中, 只是尚未投胎; 或者

他們在過去 2萬 5千年期間, 從別的地方過來?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的來源有三個基本的分類.  

  首先, 也是主要的, 那些屬於馬爾戴克星球的實體, 能夠再次拾起第三密度(gâ

o), 逐漸從加諸自己的形體限制中釋放出來. 

 

  其次, 那些剛踏入第三密度l新手的實體, 其振動型態符合地球人(Terran)經驗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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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於是這些實體被篩選進入投胎過程. 

 

  第三, 在你們的過去大約 200 年間 你們經驗到許多流浪者的造訪. 值得注意的是 

此時由於你們的收割過程及其提供的機會, 所有可能的降生機會都被選取一空. 

 

59.5 發問者: 為了澄清這點, 你可否告訴我 在這 7萬 5千年的最後時期中, 大約總

共有多少個心/身/靈複合體被遷移到地球? 

RA: 我是 Ra, 這個遷移, 如你所稱, 是漸進的過程. 超過二十億個馬爾戴克的靈魂

成功地完成過渡. 

大約十九億個靈魂, 來自(宇宙)造物的許多部分, 在不同時間進入該(地球)經驗. 

剩下的是那些已在這個星球上經歷前面兩個週期的實體, 或在某個時點進來的流

浪者; 有些流浪者在這個星球已經好幾萬年; 其他(流浪者)則是最近才來的. 

 

59.6 發問者: 我嘗試理解金字塔形狀內的三道螺旋光, 我將針對每一道詢問. 

第一道螺旋從皇后密室底下開始 然後在皇后密室內終止? 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並不正確. 向上螺旋光的第一個概念如同勺子, 光能量透過金字塔

形狀的吸引 從底部被勺取. 因此第一個配置是半螺旋狀. 

 

59.7 發問者: 這是否好比 當你把浴缸的水放掉所形成的漩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除了在這個例子中 作用力是重力. 而在金字塔的例子中 

漩渦是向上螺旋光被 金字塔形狀所產生的電磁場所吸引. 

 

59.8 發問者: 那麼 在這個半螺旋之後的第一個螺旋是研究與治療的螺旋. 相對於

皇后密室的位置, 第一螺旋的開始與結束在何處? 

RA: 我是Ra, 被用於研究與治療的螺旋開始於皇后密室或其下方 (精確)位置要視

地球與宇宙韻律而定, 它以輪廓分明的(p�)外形穿過國王密室, 大約在金字塔頂

端三分之一的地方終止 而該點可以被視為強化能量之處. 

 

59.9 發問者: 第一螺旋明顯與第二、第三螺旋不同, 因為它們有不同的用途與屬性. 

第二螺旋開始於第一螺旋終止處 並向上[cr�]來到金字塔的頂點,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大螺旋被牽引進入金字塔頂點的漩渦. 然而, 有些

光能量屬於更強烈的紅色端光譜本質 再度以螺旋狀冒出 造成能量巨大的強化與

聚焦 於是(`��)可用於建造. 

 

59.10 發問者: 那麼 第三螺旋從金字塔頂端放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第三完整螺旋確實如此動作, 這是正確的. 最好也考慮基礎的半螺旋, 

供給普那給一切會被接續三個向上螺旋攀升的光芒所影響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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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 發問者: 現在 我嘗試理解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事, 我將稱呼第一個半螺旋為位

置零, 其他三個螺旋分別為(位置)一、二、三; 第一個螺旋做為治療與研讀, 光從

位置零�第一螺旋之間有什麼改變 使得第一個螺旋可以用於治療與研讀? 

RA: 我是 Ra, 普那被金字塔形狀勺取, 獲得能量方向的一致性, "向上螺旋光芒"這

個用語是個表徵, 不是你們的向上及向下的概念, 而是表示探求朝向愛與光的源

頭的概念. 

 

因此所有的光l普那都是向上螺旋, 但它的方向, NU�S�g, 是無組織的, 且對

於功沒有用處. 

 

59.12 發問者: 那麼 我可否假設在我們的幻象中, 光從空間中的所有地點向外 360

度的放射; 然後這個金字塔的勺子形狀創造了一致性, 做為光聚焦的機制,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59.13 發問者: 那麼 第一個螺旋�第二個螺旋有著不同的凝聚力因素, 這兩個螺旋

有什麼不同? 

RA: 我是Ra, 當光被注入到你標示的位置零, 它來到一個轉折點, 這個點的作用是

壓縮光 使它的一致性�構造極度地倍增. 

 

59.14 發問者: 那麼 這個一致性�構造是否在第二螺旋的開始再度呈倍數增加? 

這是一個加倍效應l漸增效應? 

RA: 我是Ra, 這很難以你們的語言來討論. 沒有加倍效應, 而是一個橫跨次元邊界

的一個轉變, í¼�¹w��g
�, 原本運作於 空間/時間— 時間/空間配置中的光, 

變成運作於次元間的時間/空間—  空間/時間配置. 這過程會導致螺旋能量表面上

的擴散與薄弱. 然而, 在位置二, 如你所稱, 有許多工作可以在次元間完成. 

 

59.15 發問者: 在吉沙金字塔中 沒有一個密室坐落於位置二, 在其他星球或其他的

金字塔, 你是否曾經利用位置二, 透過放置一個密室在那個位置? 

RA: 我是 Ra, 這個位置只對於那些有能力做為這類聚焦螺旋傳導者的實體有用. 

一個實體不會嘗試在此類的專門領域中訓練第三密度的實體. 

 

59.16 發問者: 那麼從金字塔頂端放射的第三螺旋 你說是用於供給能量, 你可否告

訴我"供給能量"的意思? 

RA: 我是 Ra, 第三螺旋極度地充滿被導引普那的正面效應, 一個被放置在此類形

狀上頭的實體將接收供給電磁場能量的衝擊, 這對於第三密度心智與身體配置有

十分的刺激作用. 然而, 如果處在這個位置過久 這類的衝擊可能會對該實體造成

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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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7 發問者: 除了我們剛才討論的螺旋(¦ô)之外, 還有任何其他的金字塔形狀

的效應嗎? 

RA: 我是 Ra, 有幾個, 然而, 它們的用途有限. 共振密室的用途是挑戰行家面對自

我的能力, 這是一種可被使用的心智測試, 它是強有力的並且相當危險. 

 

金字塔形狀的外殼包含光能量的小螺旋(��), 它們在有能力的結晶化實體的手

中可以用來從事各式各樣微妙的治療工作 醫治那些影響肉體的看不見的(��)

體.  

其他還有一些地方可以讓一個實體獲得完美的睡眠î老化過程反轉, 這些特徵並

不重要. 

 

59.18 發問者: 什麼位置是老化過程反轉的位置? 

RA: 我是Ra, 大約是皇后密室的 5到 10 度上下, 在金字塔的四個邊 每一面的卵圓

形延伸進入固體形狀, 大約在前往皇后密室的路程的 1/4 . 

 

59.19 發問者: 換句話說, 如果我剛從金字塔牆面走進去 走 1/4的路, 到中心還剩

3/4的路 此時的水平面大約在皇后密室底部的上方 我可以找到那個位置? 

RA: 我是 Ra, 大致如此. 你必須想像雙重淚珠從金字塔四邊層面 向上向下[一半

地]朝皇后密室延伸. 你可以將此處看成光被勺取進入螺旋 然後再次擴展, 這個位

置你可以稱為普那真空. 

 

59.20 發問者: 為什麼這個位置可以反轉老化過程? 

RA: 我是 Ra, 老化是各種電磁場作用於心/身/靈複合體電磁場的效應函數. 在這

個位置, 沒有( )場的輸入或擾亂, 同時 心/身/靈複合體內的電磁場也沒有任何

活動產生充分影響. 這真空吸走任何擾亂, 因此該實體感覺不到任何東西並且處

於暫停狀態. 

 

59.21 發問者: Jim在我們庭院上建構的金字塔是否適當地運作? 它是否被適當地

建造與適當地排列? 

RA: 我是 Ra, 它在良好的公差範圍內被建造, 雖然並不完美. 然而, 它的排列應該

像這個休息場所一樣, 以達到最大功效. 

 

59.22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有一個底邊應該對準東北方, 磁北轉東 20 度? 

RA: 我是 Ra, 這排列是有效的. 

 

59.23 發問者: 你先前提到一個底邊應該對準磁北. 哪一個比較好, 對準磁北 或 對

準磁北轉東 2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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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由你自行決定. 目前你們地球此時的適當排列是磁北, 無論如何, 

在你的詢問中 你特別問到一個被特定實體d使用的結構, 他們的能量漩渦跟真實

綠色定向更為和諧, 也就是磁北轉東 20 度. 

 

這兩種定向都有它的好處, 磁北的方向效應較強且可以更清楚地感覺得到.  

目前來自遠方的能量, 雖然微弱, 但很快會成為最重要的, 這方向更有助益. 

 

這選擇在你, 這是在數量與品質兩者之間做選擇, l寬頻與窄頻的冥想協助之間

做選擇. 

 

59.24 發問者: 當地球(自轉)軸重新排列, 它將重新對準磁北轉東 20 度, 以符合綠

色振動? 

RA: 我是 Ra, 我們恐怕這將是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器皿快速地增加其身體複

合體的痛苦變貌. 

 

每一個徵候都顯示這將會發生. 我們不能確切地說明 但覺察到較厚重l較不密集

的物質將被拉入另一種型態, 符合較密集l較明亮的能量, 如此你們的理則可以

在經驗的境域中繼續前進. 

 

此刻,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詢問? 

 

59.25 發問者: 我只想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幫助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

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覺察到你們此時經歷困難, 但並不是因為你們不盡

責l不夠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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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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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場集會  

1981 年 7 月 1 日 

 

60.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34- 

60.1 發問者: 首先,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60.2 發問者: 我的看法是: 改善該器皿狀態的最佳方式為透過多次的冥想, 伴隨著

對自身的狀態與改善(��)之沉思. 你能否告訴我是否正確, 並且擴充我的想法? 

RA: 我是 Ra. 冥想與沉思絕非不恰當的活動. 無論如何, 以我們的意見, 在所有的

可能性當中, 這個活動不會顯著地變更這個器皿造成根本扭曲的素質; 我們跟你

一樣感到驚惶不安. 

 

60.3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一個最佳的方法將該器皿正經驗的扭曲改變到一個更

可接受的狀態? 

RA: 我是 Ra. 關於該器皿投胎前的選擇, 也就是在這個經驗中服務無限造物者, 它

可以做一些小量的工作; 然而, 當感知到服務(ù�)時, 決定毫無保留地提供自我

是一個如此根本的選擇, 以致於它不會對顯著的變更敞開, 我們也不想要干擾在

這個特別實體中發生的平衡過程. 藉由複習第四密度的要點, 智慧與憐憫成為這

般地平衡, 對於該特別之心/身/靈複合體是有幫助的. 

當該實體執行它感覺它可以做到最好的事, 它的純度沒有什麼好挑毛病的; 我們

可以這麼說是由於該器皿對於自我的知識在這點上是清楚的. 

無論如何, 這裡的討論或許促成一個比完全無礙稍微少一點的服務奉獻, 在任何

一次工作皆是如此, 這樣該服務可以持續較大一段[Udg]空間/時間. 

 

60.4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該器皿經驗的肉體扭曲是平衡過程的一部分?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肉體扭曲是該器皿不充分接受降生前(�c)限制的結

果, 一旦它開始該工作, 它的活動已受到限制. 

這個工作造成的扭曲是無可避免的, 由於這個實體選擇這個計畫, 該扭曲是限制

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與花費的生命能與肉體能量和諧一致; 疲倦是由於它相當於這

個器皿從事許多、許多小時的嚴酷肉體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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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即是為什麼我們建議該器皿的思想停駐在一個可能性上, 即建議它的高我或許

可以在一個工作中, 稍微保留能量. 這個器皿在此時相當地敞開, 直到所有資源完

全耗盡為止. 如果(她)這樣渴望, 這是好的. 然而, 容我們說, 長期[nUdgb�]而言, 

這樣會縮短工作的總次數. 

 

60.5 發問者: 將這些工作展開, 拉大時間間隔, 好讓我們在各次工作之間有更多時

間, 這樣做有幫助嗎? 

RA: 我是 Ra. 你們早已完成這點. 你們小組關切該工作的一部分勝過其他部分將

變得不平衡, 這樣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依你的判斷, 這個器皿有能力並且支援小組

運作良好, 如果一切都是和諧的, 如果詢問的問題被好好地考量; 工作(��)就會

良好地開始. 過度強調該器皿的狀態對於這個通訊的效率是有害的, 如同你們過

去恰恰相反的行為. 

 

60.6 發問者: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我關切該器皿的肉體扭曲, (� )在她的雙手與

雙臂區域. 容我們說, 是否有個心理練習或其他什麼東西是器皿可以從事的, 好幫

助她減輕雙手在此時極度嚴峻的問題, 等等? 

RA: 我是 Ra. 有的. 

 

60.7 發問者: 這是不是一個針對減輕這些問題的冥想與沉思練習? 

RA: 我是 Ra. 不是. 

 

60.8 發問者: 她要做什麼以減輕這些問題?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曾說的, 這個器皿感覺它缺乏憐憫去平衡智慧, 選擇這次的

肉身經驗藉此把它置放在必要的情境中, 即在沒有其他自我的接納的環境中 去

接納自我; 以及在不期待回報l能量轉移的前提下接納其他自我. 對於一輩子而

言,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課程計畫, 但這個實體(�Ì)認為是恰當的. 

因此這個實體需要冥想, 並且時時刻刻 有意識地接納自我的限制, 其真正目的是

將這個實體帶到我們正使用的精準調頻之中. 

此外, 在已學習到不期待回報 仍然放射接納與愛之後; 這個實體現在必須學習接

受他人的愛與接納以為平衡, 目前這個器皿在接受(過程)中 感覺有些不自在. 

這兩個平衡的工作將協助這個實體釋放稱為痛苦的扭曲. 這些限制在很大的程度

上是固定的. 

 

60.9 發問者: 是不是因為這個器皿早已有意識覺察到這點, 所以第一變貌並未生

效, 否則你不可能與我們溝通這點?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實體已經有意識地覺察到這些學習/教導好些年[n

Udg��], 不只如此, 這對於支援小組的每個成員也是真實的. 

直到這場集會以前, 提供該資訊的某些部分之可能性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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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 發問者: 謝謝你,在上一場集會中, 你說到”供給能量的衝擊” 來自金字塔頂

端, 你是否意指它們有間隔地來臨 而非穩定不斷地(Â�). 

RA: 我是 Ra, 這些供能衝擊以離散的間隔來臨 但如果是在一個適當作用的金字

塔形狀中 這些間隔會非常、非常地緊密. 如果在一個尺寸有些差錯的金字塔, 能

量將不會被規律地l以量子態釋放, 或許你會比較了解我們的意思. 

 

60.11 發問者: 我下一個陳述或許對於我探究金字塔能量有所啟發 也或許沒有, 但

我突然想到所謂的百慕達三角洲有可能是因為海水底下有個大金字塔 而它以離

散與變化的間隔釋放第三螺旋, 創造了一個狀態, 在附近的實體d或載具以某種

方式改變了空間/時間連續體.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 

 

60.12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第三螺旋有供能的效應, 如果到達一定的強度 確實可以

改變空間/時間連續體, 這類改變是否有其用途或價值? 

RA: 我是 Ra, 在一個第五密度或更高密度的實體手中, 這股特別能量可以被擷取, 

用於傳遞資訊、愛、光— 橫跨你們認為的廣大距離, 但伴隨這股能量的結果可以

被視為穿越次元(transdimensional)Ê跳躍. 另外, 有可能使用這種構造的能量來從事

旅行. 

 

60.13 發問者: 這種旅行是瞬間的型態[©Ü��¦ô], 主要由第六密度實體所使用, 

或者你所說的是彈弓效應? 

RA: 我是 Ra, 我們說的是前者, 你可以注意到當一個實體學到人格的修練l理解

[hcdb], 每一種普那(prana)配置都可為他所用 而不需要形狀的協助. 一個實體

可以將位於吉沙的大金字塔視為形而上的訓練轉輪. 

 

60.14 發問者: 那麼 佛羅里達州海岸附近的大型水下金字塔, 是不是 Ra所建造的

平衡金字塔之一, 或者是其他社會記憶複合體建造的 [NOÜ, �t����] ?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金字塔是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第六密度實體們所協助

建造, 他們與亞特蘭提斯人一起工作 比我們與埃及人工作的時期要早. 

 

60.15 發問者: 你曾提到與埃及人以外的族群工作, 他們是誰?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屬於南美洲, 我們分割我們的力量, 在這兩個文化裡面工

作. 

 

60.16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金字塔形狀曾被你們社會記憶複合體認為具有至

高的重要性, hcb, 做為靈性發展的實質訓練之輔助(工具). 在我們地球演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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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刻, 你似乎很少l不強調這個形狀,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的榮譽/義務, 嘗試去消除使用這個形狀帶來

的扭曲, 包括你們人群在思考上�活動上的扭曲. 我們不否認這類形狀有效用, 我

們也不會保留關於這個功效的一般要旨(gx�). 無論如何, 我們希望給予我們的

理解, 雖然是有限的, 與我們於數萬年前天真的信仰相反, 啟蒙的最佳形狀並不存

在. 

讓我們詳述這點, 在我們自己的第三密度期間, 我們被第六密度實體協助, 由於我

們較少極端的好戰性, 發現這樣的教導是有幫助的. 在我們天真的第三密度時期 

我們未曾發展出你們的貿易l金錢系統以及權力等相互關係. 事實上, 我們那時

是個較為哲學的第三密度星球 並且 我們的極性選擇更多地集中於, 容我們說, 理

解性能量轉移, 以及自我�其他自我的適當關係. 

 

我們花費大許多的空間/時間部分與未顯化存有一同工作. 在這樣較不複雜的氛

圍, 有這種學習/教導器具相當有教學助益, 我們獲得益處, 而沒有你們人群(因此)

發生的扭曲. 

 

我們已經極細心地將這些差異紀錄在造物的偉大紀錄之中, 好讓這類的天真不必

要再一次發生. 

 

在這個空間/時間, 我們相信服務你們的最佳方式是說明金字塔跟其他圓頂, 拱形

或尖頭的環形等 對於冥想都是有幫助的. 然而, 就我們的觀察, 由於在這個空間/

時間的鏈結, 在你們地球人類當中,  作用於未顯化存有的影響相當複雜, 因此, 最

好是不需要這些訓練的輔助 [NUg��], 讓心/身/靈複合體的進展(�ª{)發生. 

因為當一個實體使用了訓練輔助, 它便承擔了責任法則 由於加快或增加的學習/

教導速率. 如果這個較大的理解[hcdw�`�´�] 沒有實踐於該實體時時刻刻

的經驗中, 那麼該訓練輔助的用途將變得負面. 

 

60.1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會產生任何有用的資訊, 但我想我

必須問. 什麼是約櫃(Ark of the Covenant), 它的用途是什麼?  

RA: 我是 Ra, 依照摩西(Moishe)的理解, 約櫃是那些最神聖的東西的置放所, 裡頭

放的物品曾被你們人群稱為兩塊石碑, 又稱為十誡. 當時並沒有兩塊石碑, 而是一

個書寫的卷軸, 這個卷軸跟其他被十分仔細撰寫的文件, 內容是不同實體記載他

們關於太一造物者的造物的信仰, 放在一起. 

 

約櫃的設計是讓僧侶�[`ÜUdí`¹zñ78ò�xd{!g
�g��] 可以汲取

他們的力量並感覺到太一造物者臨在.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安排並不是由

邦聯認識的亞威設計, 而是由一些負面實體所設計, 他們比較喜歡用這種方式創

造一個精英(階層), 稱為利未之子(Sons of L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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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 發問者: 那麼它是一個通訊的裝置囉? 你也說到他們從它汲取力量, 什麼種

類的力量? 這過程是如何運作的? 

RA: 我是 Ra, 這個裝置被建造時 使用(÷ø)材質使其具有電磁場. 因此它成為一

個力量的物體, 對於那些憑藉信心, 未被不公義或分別(心)所玷污的實體們, 這個

原本為負面性設計的裝置變成正面, 對於那些真正與服務之經驗和諧相處的實體

們而言, 確實是如此, 直到今日. 於是負面勢力(forces)得到部分的成功 但這個正面

導向的實體, 摩西(Moishe), 給予你們地球人類一個可能性, 即一條通往太一無限造

物者的完全正面之路徑.  

 

你們每個正統的宗教系統都有一樣的情形, 全部在(®Ig)定位上有些混雜, 然而

在純粹尋求者的眼中, 仍然提供一條通往太一造物者的純粹路徑. 

 

60.19 發問者: 約櫃目前在什麼地方? 它位於何處? 

RA: 我是 Ra, 我們避答這個詢問, 因為它的確還存在(地球上), 我們不想指出它的

位置而冒犯你們人群. 

 

60.20 發問者: 在嘗試理解能量, 創造性能量的過程, 我突然想到一個我真的不理

解的事件, 為什麼當我們地球從第三移動到第四密度時, 會產生不能使用的熱量. 

我知道它跟第三與第四密度振動之間的不和諧有關, 但為什麼它會有物理熱量顯

現於地球之內就超出我的能力了, 你可否就此啟迪我? 

RA: 我是Ra, 這個概念以你們的語言解釋會有些難以穿透, 無論如何, 我們將嘗試

談論這個主題. 如果一個實體跟它的環境不和諧, 它感到內在有股燃燒的火, 該肉

體載具的溫度尚未升高, 只有脾氣或眼淚的熱度, 我們可以描述這(�")為不和諧. 

然而, 如果一個實體長期地[�¼UdgÑÍ/ÌÍ]持續感受這股情緒的熱度與不和

諧, 整個身體複合體將開始與這股不和諧產生共振, 於是不和諧將以癌症或其他

持續惡化的變貌顯現, (ì�)離開你們所稱的健康. 

 

當一整個行星系統上的人群與文化重複地, 大規模地經歷不和諧, 這些實體腳下

的大地將開始與這股不和諧產生共振. 由於肉體載具的特質, 身體複合體的主要

功能是成長與維持, 故不和諧以成長的阻礙l不受控制的成長(growth*)方式顯現.

在你們地球的例子中, 該行星的目的是維持軌道, 以及維持與其他宇宙影響力的

適當位置或定向, 為了使這個目的適當地發生, 你們星球的內部很熱[�Udg�S

�ã] , 相較於(È�)不受控制的成長, 你們開始經驗到地球不受控制的熱度及其廣

泛的後果. 

(*Õ#: growthg$É��~%�&]�Ç', `T�¬�Ütã±5) 

 

60.21 發問者: 地球是否從這一邊到另外一邊, 全部都是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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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你可以說你們星球具有蜂窩的特質, 然而, 其中心是固體, 如果你願

意將熔岩視為固體的話. 

 

60.22 發問者: 蜂窩的特性... 是否有第三密度實體居住在蜂窩的(Ñ�)區域?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在過去某個時期是正確的, 但在目前的空間/時間是不正確的. 

 

60.23 發問者: 現在沒有... 是否有任何內在文明或實體, 並非肉體降生的, 居住在

這些區域? 他們是否在某個時期來到並具體出現於地球表面上?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已經提及, 有一些你所說的實體存在. 再者, 有一些處於地

球內在(())平面的實體比較喜歡在這些區域實體化進入第三密度可見(u_). 容

我們說, 還有一些基地[*+>G�ÑÖ�N]在這些區域, 包括正面與負面兩種. 以及

一些被遺棄的城市. 

 

60.24 發問者: 這些基地[*+>G�ÑÖ�N]是做什麼用的? 

RA: 我是Ra, 這些基地被用來放置必須的裝備, 以進行具體化的工作, 與第三密度

實體溝通; 它們還可做為你們可能稱為小型飛行器的休息處所, 這些(-a½)被一

些實體依需求用於監視. 因此, 容我們說, 有一些(b.)邦聯的老師有部分言論透

過這些監測器具配合電腦線路來傳達, 當需求資訊的實體屬於適當的振動水平, 

該邦聯實體將自己說話. 

 

60.25 發問者: 那麼就我的理解, b.邦聯實體需要通訊裝備和飛行器好對需求資

訊的第三密度具肉身之實體溝通?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然而, 你們許多人重複著要求同樣的基本資訊, 重複

的數量很龐大; 對於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而言, 無止境地講述冥想的必要是種可

觀的能力浪費. 

 

因此一些實體已經獲得土星議會的核可, 為了那些需求簡單的實體們放置並維護

這些訊息給予器, 於是保存了邦聯成員d的能力給那些早已開始冥想並且準備好

接受額外資訊的實體們. 

 

60.26 發問者: 在過去 30 年間, 有大量的資訊與大量的混淆, 事實上, 我會說混淆法

則已經超時工作許久 [/01], 開個小玩笑, 將靈性催化劑的資訊帶給需要的群體

d, 我們知道正面與負面導向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盡可能地增加這類的資訊, 這情

況導致人們對於這類資訊的冷漠看待 [�ç�gv�]; 許多人真正尋求的資訊已經

被資訊(過多)造成的靈性熵數所阻礙. 你可否評論這點, 還有減輕這些問題的機

制?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就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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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7 發問者: 唯有在你認為這個問題是重要的 我才會要求評論, 如果你感覺它不

重要, 我們就跳過它. 

RA: 我是Ra, 這個資訊就某種程度而言, 意義深遠, 因為它承載著我們自己在這個

時刻的任務. 

 

我們, 屬於邦聯, 回應你們地球上實體的呼求. 如果一個呼求, 雖然是誠摯的, 但其 

意識系統處於相當低的狀態, 就加速靈性進化的方面而言, 那麼我們只能提供對

於該特定呼求者有用的資訊. 這是基本的困難. (這類)實體接收到關於起初思維的

基本資訊, 以及獲致起初思維的基本方法, 即冥想�服務他人.  

請注意, 我們身為b.邦聯成員, 我們為正面導向的實體說話; 我們相信獵戶集團

也有著完全相同的困難. 

 

一旦這基本資訊被接收, 但該實體並未在心中�人生經驗中付諸實踐, 只是在心

智複合體變貌中嘎嘎作響, 這就好比一個建築基石離開它的位置, 無用地從這一

邊滾到另一邊; 然而該實體仍舊呼求, 於是, 相同的基本資訊重複著. 最終, 該實體

厭煩了這些重複的資訊.  

然而, 如果一個實體將它得到的資訊付諸實踐, 它將不會找到重複的地方, 除了有

需要的時候. 

 

60.28 發問者: 謝謝你, 脈輪或身體能量中心是否與金字塔能量漏斗有關, 或者它

們運作的方式雷同? 

RA: 我是 Ra, 沒有(關係).  

 

60.29 發問者: 木乃伊的製作(mummification)是否有任何目的, 除了埋葬身體以外? 

RA: 我是Ra, 雖然我們很想跟你說這個變貌, 那是建造金字塔過程中, 我們的設計

的變貌; 我們能說的非常少, 因為這部分的意圖相當混雜, 雖然許多人覺得其用途

是正面的, 卻是屬於非正面的衍生類別. 我們不能談論這個主題, 否則地球上一些

基本的能量平衡[橫亙在正面勢力與負面勢力之間]將受到冒犯. 或許可以說那些

獻出自身的實體覺得他們獻出自己以服務他人. 

 

60.30 發問者: 過去曾幫助 Ra在第三密度使用金字塔形狀的文明, 那是什麼文明? 

RA: 我是Ra, 你們人群很喜歡命名, 這些實體已經開始他們返回造物者的旅程, 並

且不再經驗時間. 

 

60.31 發問者: 該器皿希望知道, 當使用擺錘發現能量中心時, 前後擺動的運動, 而

非圓形運動, 有什麼意義? 

RA: 我是Ra, 這將是最後一個問題, 雖然這個實體仍舊提供我們能量, 它正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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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變貌. 

 

我們之前討論過轉動的情況, 我們只單純地說微弱的前後擺動運動指出部份的阻

塞, 還不是完全的阻塞. 強力的前後擺動運動指出阻塞的反面, 即一個脈輪或能量

中心的過度-興奮, 這是為了嘗試平衡身體或心智複合體活動上的某種困難. 這個

狀態對於一個實體不是有益的, 因為它是不平衡的.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

沒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60.32 發問者: 只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幫助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

個通訊? 

RA: 我是 Ra, 當歡樂, 我的朋友們. 一切都好, 你們的盡責認真值得稱許. 我們在太

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歡慶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和平與榮

光中向前走. 我是 Ra.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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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7 月 8 日 

 

61.0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

開始通訊. 

 

61.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指標?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正在改善. 肉體複合體的扭曲在這個空間/時間相

當顯著, 肉體複合體能量有些減少. 

 

61.2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器皿可以做的特別事情可以改善肉體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有兩個影響身體扭曲的因素, 這對於所有藉由老資格振動

已抵達綠色光芒的振動性意識複合體都是共通的. 

 

首先是已知的內流從週期到週期 以可預期的方式變動, 對這個器皿而言, 這個空

間/時間鏈結的週期並不利於肉體能量層級. 

 

第二個狀況是在使用催化劑學習已編程的特殊課程l學習一般的愛之課程方面, 

[cd¬n�r]心智效率的程度. 

 

這個器皿, 與一些實體不同, 由於降生前的狀態 而有更進一步的扭曲. 

 

61.3 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你所說的 "週期的內流能量"? 

RA: 我是 Ra, 當一個實體降生之際 展開四種週期, 此外有一些較為宇宙性 較不規

則的向內湧流, 三不五時地影響一個變敏感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四種韻律, 在某

種程度被你們人群知曉, 稱之為生物韻律(biorhythms)*. 

 

第四個週期我們可以稱為行家的魔法入口週期l靈性週期; 這個週期大約為期[U

dg]十八天. 

 

宇宙性樣式也是降生進入時刻的一個函數, 它跟你們的衛星[Ud�r月亮], 這個

星系的行星、太陽, 以及在某些情況 與一些主要的銀河能量流動點有關. 

 

(*#: n23469�:��È, Ò;a<ÎÏgC=¬n�]�>?��J� 

http://www.bring4th.org/biorhythms 

http://bio.thecreativecommons.ca/biorhythm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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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發問者: 如果將針對器皿的這些週期繪製出來, 並嘗試在最有利的點進行集

會, 是否有幫助? 

RA: 我是 Ra, 對於此特定的詢問, 我們不做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三人小組帶入 Ra這個能量型態, 因此該三人小組的每一端能

量輸入都值得注意. 

 

我們可以說, 雖然這些資訊系統是有趣的, 但也只有在該實體或牽涉其中的實體

們並未完全有效地使用催化劑前提下, 並因此具有傾向於保留這些扭曲的變貌 

[以工作未被使用的催化劑] 的前提下, 它們才具有影響力; 反過來說，如果他們

沒有過分注意這些負面或退化的片刻或時段、(如實)接納它們, (@ABDEFG

HJ). 

 

我們注意到超心靈攻擊持續作用在這個實體(½¿)上, 雖然它此時僅有效地使得

肉體變貌朝向不舒服. 

 

我們建議觀察公路地圖總是有些趣味的, 包括各種週期的變化, 以及行星與其他

宇宙的影響力, 因為一個人可以看到特定的寬廣道路l可能性, 無論如何, 我們提

醒(你), 這個小組是一個單元. 

 

61.5 發問者: 既然我們是一個單元,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做些事情來降低超

心靈攻擊在這個器皿上發揮的效應, 並最佳化通訊的機會?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給予你關於協助這個特別心/身/靈複合體的資訊, 我們不

能再說什麼. 我們謙卑地提供我們的意見, 即(Ud)每一個實體在這第三密度幻象

的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非常和諧地相處在一起. 

 

61.6 發問者: 我想問幾個 Jim的問題, 關於治療練習的問題. 首先是關於身體的治

療練習, 你曾說到身體的修練, 重點是使用身體自然機能過程中, 愛與智慧的平衡, 

你的意思是什麼?  

RA: 我是 Ra, 由於器皿使用轉移能量的狀況 我們必須說得比平常簡短一些. 如果

我們的回答不足, 請進一步詢問。 

 

身體複合體有各種自然機能, 許多機能與未顯化自我有關, 通常並不受到平衡需

求的影響. 還有一些自然機能與其他自我有關, 包括碰觸、愛撫、性生活, 以及在

某些時候 渴望有人陪伴以戰勝身體的寂寞, 這是身體的自然機能; 跟理智/情感複

合體l屬靈的寂寞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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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自然機能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被觀察, 一個實體可以檢驗它們, 以觀察自然

機能的用途— 自我之愛�對其他自我之愛, íï 智慧。在這個平衡過程，你們大

多數人可以檢查出許多幻想與迷失的思想。 

 

同樣要被平衡的是從一種需要退縮, 也就是對和其他自我相關的自然機能之需

要。一方面, 有著過度的愛, 該實體必須決定這是對自我的愛, l對其他自我的愛, 

或兩者皆有。另一方面, 則是過度朝向智慧的失衡。  

 

認識身體複合體是好的, 好讓它成為一個盟友, 在平衡之後, 準備好成為一個可以

被清晰使用的工具, 因為每一個身體機能都可以在越來越高[Ò��KL]的能量複

合體之中被使用, 伴隨著其他自我. 不管是什麼行為, 重要的平衡過程是在這個層

次上理解與其他自我的每一個互動, 所以不管該平衡可能是愛/智慧l智慧/愛, 其

他自我都被處於平衡配置的自己看見, 因此自我得以被釋放, 從事進一步的工作. 

 

61.7 發問者: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關於感覺如何影響身體的

一部分和身體的知覺? 

RA: 我是 Ra, 要一般性地講述這些機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每一個老資格實

體都有它自己的程序. 關於較少覺察的實體, 我們可以說這方面的連結通常看起

來是隨機的樣子, 因為高我持續地產生催化劑 直到(該實體)產生一種偏好.  

在每一個已編程的個體中, 由於更加活躍的敏感性, 沒有被心智與靈性充分利用

的催化劑會被身體接收. 

 

因此你可以看到這個實體(½¿)的手臂與雙手麻痺表徵該實體無法臣服於一個事

實, 即失去對生活的控制. 於是這齣戲便在肉體[變貌]複合體中上演. 

 

在發問者之中, 我們看到(他)渴望不要負荷它正背負的擔子, 於是肉體顯現的徵狀

是被用來背負的肌肉之痠痛. 那真正需要被負荷的是一個降生前的責任, 似乎是

個高度不便的責任.  

 

以抄寫員為例, 我們看到疲倦與麻木的感覺, 這是由於缺乏使用那些(¨)被設計

來使這個實體敏感化的催化劑, 這些催化劑對於這個實體而言是不熟悉的變貌複

合體, 包含心智/情感、和靈性層面的顯著湧入. 當麻木自行從較高或較快反應的

複合體離開, 身體複合體的扭曲將消失. 這點對於其他例子也是如此.  

 

我們在此時 特別要提到, 在你們的(())平面上, 完全有效使用催化劑(的實體)極

度地罕見. 

 

61.8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你如何能夠給予我們這類資訊, 似乎涉及混淆法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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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變貌? 

RA: 我是 Ra, 每一個(MOP)早已察覺這個資訊. 

 

任何其他讀者可以從這個討論中萃取核心意義而無須關切這些例子的來源. 如果

不是每個例子都充分察覺這些答案, 我們不能談論這些. 

 

有趣的是在你們許多詢問中, 你們要求一個確定, 而非資訊. 這對我們是可接受的. 

 

61.9 發問者: 我相信這帶出投胎於物質界的重要目的. 那就是透過你自己的思想

過程, 在完全無偏見l完全自由的狀況, 沒有任何證據下找到問題的解答和理解, 

從而獲致一個確切的信念, 證據在這裡是個非常貧乏的字眼. 你可否詳述我的概

念? 

RA: 我是 Ra, 你的意見是動人的 雖然在連結上有些混淆, 即自由藉由主觀知曉表

達î自由藉由主觀接受表達之間的連結. 這兩者有顯著的差異. 

 

這不是一個知曉的次元, 即使是主觀的(知曉), 由於缺乏宇宙概觀以及其他一覽影

響每一個催化劑情況之湧入之能力, 主觀接受此刻的東西以及找到此刻蘊含的愛

是更大的自由. 

 

沒有證據下的主觀知曉, 在某種程度, 是個貧乏的朋友, 因為不管收藏了多少資訊, 

總是會有例外, 這是由於形成第三密度的變貌使然. 

 

61.10 發問者: OK. 我這裡有第三個問題: 你可否給予身體極性的例子? 

RA: 我是 Ra, 在身體中有許多的極性與[QÔR�NÖUøÂiNÖ]能量中心的平衡

有關. 探索這些極性對於治療工作是好的. 

 

當然, 每一個實體也是其他自我的一個潛在極化部份. 

 

61.11 發問者: 這裡的最後一個問題說: 對於身體所有的知覺, 合宜的平衡練習似

乎是某種不活動, 好比冥想或沉思,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大部分是不正確的. 平衡過程需要冥想狀態好讓工作可以被完成. 然

而, (身體)知覺的平衡與分析這些知覺有關, 特別是注重任何不平衡的傾斜[在 

愛與智慧之間l正面與負面之間]. 然後, 不管在平衡的知覺中缺少什麼, 如同所有

的平衡過程, 在知覺被記憶後 允許它浮現, 並且能如此詳細地回想以致於淹沒感

官. 

 

61.12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一些附屬物品與其他東西要被如此仔細地排

列對準於器皿周圍? 以及為什麼只是一個器皿旁床單的小皺紋就會導致接收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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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嘗試解釋, 這個通訊是窄頻的, 該器皿高度地敏感, 因此我

們擁有良好的進入通道, 並且以持續增加的滿意程度使用它. 

 

無論如何, 出神狀態, 容我們說, 這個器皿並不是不用付出代價的. 因此器皿肉體

複合體的入口上方必須保持清澈以避免該器皿的不適, 特別在它重新進入身體複

合體的時刻. 附屬物品給予該器皿的知覺輸入一些心智的圖像 有助於出神過程

的開始. 小心排列這些物品對於供給能量的小組是重要的, 因為它提醒支援小組

這是工作的時間. 這種儀式的行為是支援小組許多能量的啟動開關. 你可能已經

注意到在每次工作中有更多的能量可被使用, 這是由於長期[hcdb]執行這類儀

式行為的(�W)效應. 

 

這(X�)不會協助其他群體, 因為它是為了這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YZ]系統

而設計, 尤其是該器皿. 

 

還有足夠的能量進行一個長時間詢問, 我們不想要耗盡這個器皿. 

 

61.13 發問者: OK. 那麼我將問這個問題, 你可否告訴我們大腦前額葉的目的, 以

及啟動它們的條件?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大腦的前額葉在第四密度有更多的用途. 

 

所謂大腦的這塊大區域, 以它的創造意義而言, 主要的心智/情緒狀態是喜悅或愛. 

因此我們曾討論的和金字塔相關能量: 所有的治療、學習、建造、供能 都可以在

這個區域找到, 這個區域可以被行家取用, 透過工作心智的軀幹與根部, 與智能能

量接觸, 並透過這個入口處接觸智能無限.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有沒有任何的詢問? 

 

61.14 發問者: 只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幫助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

個通訊?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有些扭曲, 但每一位都做得很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

感謝你持續觀察各個排列, 並要求你們繼續在每個層面上都這麼吹毛求疵, 因為

這樣將維持該通訊. 

 

我是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我的朋友d! 在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和平與大能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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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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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開始之前, 容我們要求(你們)在這個器皿周圍走一圈, 並且讓支援小組的每

一位強有力地在器皿頭上大約 2.5呎上方吐氣, 然後於該器皿周圍再走一圈. 

 

[這個要求照指示完成了*] 

(�[#^ ê`�cde��fegkÌ|�ì��hijk]( 2.6���, Raý�glé) 

 

我是 Ra, 我們感激你們親切的合作. 請重新檢查垂直性的校準, 我們將要開始. 

 

[這個要求照指示完成了, Ö�× 2mØ] 

 

我是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62.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什麼地方出錯了或什麼原因導致需要重走圓圈, 以及

吐氣的目的?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在此次工作的一開始遭受特定的超心靈攻擊, 因為你們在

行走保護圓圈的過程中, 念誦真言的發聲複合機制有些微的不規則.  

這個(負面)實體透過這個開口進入, 並趁著器皿在[NU��g]出神狀態中進行它

的工作. 於是這個器皿在肉體複合體的��扭曲中受到相當不利的影響. 

 

因此(你們)適當地重走圓圈, 以公義的氣息驅趕*該思想-形態, 然後再走一圈. 

n*Ùüý þÚqst þÛvþÝ y��Þ|t à��ÖL�}�

 

62.2 發問者: 這個思想-形態的本質或它的從屬關係為何? 

RA: 我是 Ra, 這個思想-形態隸屬於獵戶集團. 

 

62.3 發問者: 這個攻擊是否成功地在該器皿的肉體複合體創造進一步的扭曲?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2.4 發問者: 這個扭曲的本質為何? 

RA: 這個思想-形態尋求終結這個器皿的肉身顯化, 藉由運作其腎臟扭曲, 雖然先

前已經在時間/空間中被更正, 仍處於容易受傷的狀態, 因這個實體知道如何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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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空間鑄造�正在被解構的空間/時間扭曲, 因此使得它易受傷程度恢復到接

受治療之前[hcdb]的狀態. 

 

62.5 發問者: 是否已經造成什麼有害的效應? 

RA: 我是 Ra, 將會有些不舒服, 然而, 我們當時很幸運. 因為這個器皿對於我們很

敞開, 並且調頻良好.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能及時接觸到這個器皿並指示你方才的

動作, 這個器皿的肉體載具很快就會無法存活. 

 

62.6 發問者: 就該器皿的肉體載具而論, 這次攻擊是否產生什麼持續的效應? 

RA: 我是 Ra, 這很難說, 但我們的看法是不會發生持續的傷害或扭曲. 

 

該醫者是強壯的, 重新打造這些腎臟變貌的合同也仍然生效. 問題點在於兩種[Ó

��3Õ�]魔咒或魔法工作之殘留形式; 醫者的變貌í�獵戶變貌的嘗試; 醫者的

變貌充滿愛, 獵戶變貌也在分離中保持純粹. 看起來一切都好, 除了有些可能的不

舒適, 如果持續存在, 則應該被照料. 

 

62.7 發問者: 剛才保護圈的開口是否由獵戶實體所策劃製造的? 那是一個特定的

預謀嘗試製造出一個開口, 或者只是某個突發事件?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尋求一個機會目標[NUdÈßg��], (你們)遺漏的字眼是

偶然的事件, 並非預先策劃好的. 

 

我們可以建議在你們空間/時間的未來, 當你們開始一次工作之際, 請覺察到該器

皿可能會被密切注意, (��
�)等待著任何可乘之機. 

因此如果行走保護圈之後, 發現有些不完美, 最好立刻重走一次. (大口)吐氣也是

適當的, 方向總是朝左邊. 

 

62.8 發問者: 嗯, 你可否詳述你剛才說的吐氣? 我不大確定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如果保護圈的行走方式少於恰當的配置, 在這次工作中重複執行這

個步驟是明智的. 

 

62.9 發問者: 但你提到吐氣到左邊? 你可否告訴我 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那就是你們剛才完成的事, 將氣息從該器皿頭部上方從其右邊送到

左邊. 

 

62.10 發問者: 當她脫離出神狀態之後,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幫助這器皿

從這次攻擊中復原? 

RA: 我是 Ra, 可以做的事很少, 你們可以觀察這些扭曲是否持續, 如果困難持續

的話, 找適當的醫者來看顧這個心/身/靈複合體. 這狀況可能不會發生, 這場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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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現在正在完成. 每個成員可以建議器皿繼續它的工作, 如先前所勾勒的. 

 

62.11 發問者: 誰是適當的醫者, 我們要如何找到他們? 

RA: 我是 Ra, 有四位. 如果有任何身體的困難扭曲產生, 可以找 Don實體î Jim實

體, 他們可以工作該器皿的身體複合體, 你們每一位正在培養(適當的)工作方式. 

假如扭曲持續存在, 應該找斯圖亞特[í�Ã��ì, Stuart]. 如果困難超過十四夜, 應

該找道格拉斯[í�Ã��ì, Douglas]. 

 

62.12 發問者: 該器皿認識這些人嗎? 斯圖亞特和道格拉斯,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2.13 發問者: 那就是我們能協助該器皿的全部了?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注意到和諧與深情的社交可以創造一個有利於你

們的工作的環境, 這點在這個小組已經慣常地盛行了. 

 

62.14 發問者: 就獵戶集團在行星地球上的活動為論, 他們把降低或消除這個小組

的有效性排在何種優先順序[hcb]? 你可以告訴我嗎? 

RA: 我是 Ra, 這個小組, 如同所有正面的管道與支援小組, 都是獵戶集團高度優

先的目標. 這個器皿的身體變貌是它最容易無約束l鬆散的變貌, 如果獵戶集團

成功地入侵, 將分解這個心/身/靈複合體. 這個特殊的小組, 我們可以說, 已經學習

到在心智與靈性複合體振動樣式之中沒有嚴重的裂縫. 在其他的管道中, 可能有

更多明顯的裂縫. 

 

62.15 發問者: 我將做以下聲明, 並由你更正它: 獵戶集團有個目標 是將服務自我

極化的實體帶到收割的境地, 盡可能地創造大量的收割. 這個收割將增進他們的

潛能或能力, 以從事意識內的工作, 基於平方法則l倍增法則, 為一的法則的變貌.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2.16 發問者: 是否有其他位於服務自我途徑上的群體與那些來自獵戶星座的實

體們結合在一起? 好比說那些南十字星的實體們, 目前在地球上工作著, 為了同樣

類別的收割. 

RA: 我是 Ra, 你提到這些南十字星的實體們是獵戶集團的成員. 容我們說, 並不

是依照可理解的措辭, 這個集團來自不同的銀河, 所以應該用一個名字統稱. 而是

那些所謂的獵戶星座的行星級社會記憶複合體d占上風, 因此統治著其他成員. 

你一定記得在負面思考模式中, 一定有個啄序, 容我們說, 在分離中 權力對抗著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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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7 發問者: 藉由在地球上創造最大可能限度的負面導向收割, 獵戶集團的社會

記憶複合體增進其力量, 我假設這股力量進入該複合體的全體力量中, 啄序大致

維持不變, 那些在頂端的實體依照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總體氣力獲得氣力, 這樣說

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越強壯的實體獲取更多部分的極性. 

 

62.18 發問者: 那麼, 在獵戶集團的啄序頂端的實體們— 讓我先問這點: 我們現在

談論的是第四密度群體嗎? 

RA: 我是 Ra, 獵戶集團包含第四密度, 以及為數不多的第五密度成員. 

 

62.19 發問者: 那麼 啄序的頂端是第五密度(實體)?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2.20 發問者: 位於獵戶集團的啄序頂端之第五密度實體, hcdb, 即其領袖, 他

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要理解他的哲學, 關於他的目的 以及他對於未來的計劃, 我

們稱為的未來或他的未來. 

RA: 我是 Ra, 這種想法對於你們而言不會如此陌生, 因此, 我們可以講述穿透密

度的事情, 因為你們星球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有一些負面導向的行動正產生影

響.  

 

早期的第五密度負面實體, 如果傾向於維持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凝聚力, 可以

依它的自由意志決定智慧的路徑仰賴於操控, 以精巧的規矩操控所有其他自我. 

於是, 憑藉它在智慧中的��能力, 能夠成為第四密度存有d的領袖, 領導它們走

向通往智慧的道路, 藉由探索自我之愛�自我之理解的次元. 這些第五密度實體

認為整個(宇宙)造物必須被放置在秩序之中. 

 

在這個收割過程中, 處理(這樣)一個平面, 好比這個第三密度,  它會更清楚地看到

呼求的機制,並且有著少很多的朝向掠奪或思想操控的變貌, 這些變貌被給予負

面導向實體. 雖然允許這種事發生, 即遣送較不睿智的實體做這種工作, 任何成功

(果實)都將回饋給它們的領袖. 

 

該第五密度(實體)看到光所造成的困難, 因此導引屬於這個振動的實體尋求機會

目標, 好比這一個(小組). 如果第四密度(實體)的朝向自大(ego)等誘惑[��� ]無

法成功, 那麼第五密度實體便開始思考如何去除光. 

 

62.21 發問者: 當這個等待機會攻擊的獵戶實體與我們在一起, 你可否描述他來到

這裡的方式, 他看起來像什麼, 以及他如何等待? 我知道這些不是很重要, 但或許

可以給我一點洞見深入我們討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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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第五密度實體是非常光亮的存有, 雖然他們確實擁有你們理解的物

理載具. 第五密度實體看上去是十分美麗的(fair), 以你們的美貌標準而言. 

 

第五密度實體傳送思想(�¡¢), 因為它很可能已經精通這項技術或修練. 很少或

幾乎沒有方法可以察覺到這類實體, 因為它們不像第四負面密度實體, 第五密度

實體以光的腳步行走. 

 

在過去的一日週期中, 這個器皿覺察到極度的冰冷, 並且花了很多時間在一個極

度溫暖的氣候(°£)中, 超過你們一般態度會認為的適當時間. 該器皿並沒有感知

到這個現象, 但主觀溫度的下降是一個負面m非正面m吸取的實體之臨在記號. 

 

這個器皿之前確實有提到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但被這個小組所滋養, 並且能夠遣

散它. 如果不是因為方才隨機的小事故, 一切都會很好, 因為你們已經學習到在愛

與光中生活, 並且沒有忽略一件事: 記得太一無限造物者. 

 

62.22 發問者: 那麼今天攻擊器皿的實體是一個第五密度的實體?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2.23 發問者: 這是否很不尋常? 一個第五密度(實體)竟不嫌麻煩去做這件事, 而

非派遣第四密度僕人(去做), 容我這麼說?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幾乎所有的正面管道及群體都可能被第四負面密度的

思想形態提供的誘惑影響, 結果是正面性降低l變得無用. 它們可能提議許多種

扭曲: 朝向(需求)特定資訊, 朝向自我的膨脹; 或該組織在政治、社會、財政方面

蓬勃發展. 

 

這些扭曲移除(群體)將焦點放在愛與光的太一無限源頭, 在這源頭中, 我們全都是

信差, 謙卑並知曉我們自己不過是造物者最微小的部分, 那無限智能之宏偉整體

的一小部分. 

 

62.24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是該器皿可以做的, 或我們可以做的, 好幫助這器皿消

除她現有的問題, 即持續體驗這些攻擊帶來的冰冷感覺? 

RA: 我是 Ra, 有的. 

 

62.2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我們可以做什麼? 

RA: 我是 Ra, 你們可以停止嘗試成為太一無限造物者Ê愛與光的管道. 

 

 

[|�ì¤¥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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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 發問者: 我是否遺漏了任何東西? 在集會進行之前, 當中, 之後, 或任何時刻, 

是否遺漏任何我們可以協助該器皿的事物? 

RA: 我是Ra, 這個小組的愛與奉獻沒有遺漏任何東西, 安心吧. 從事這個工作要付

出一些代價, 該器皿擁抱這點 否則我們無法說話. 那麼在那平安與愛中安歇吧, 做

你想做的, 如你所願, 如你所感, 當這件事完成了, 讓憂慮到此為止. ��扭曲的偉

大醫者是愛. 

 

62.27 發問者: 昨晚摩里斯問我一個問題, 我不能適當地回答他. 這個問題跟各個

密度的振動有關, 我理解第一密度是由核心原子振動組成, 位於紅色光譜; 第二

(密度)位於橙色光譜, 等等. 我的理解是我們星球的核心振動仍然在紅色, 第二密

度存有仍在橙色 [�`�ÌÍ/ÑÍlÑÍ/ÌÍ], 各個密度此刻存在於我們星球上 擁

有不同的核心振動, 或這是不正確的?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62.28 發問者: 那麼, 當第四密度振動到達, 這意味著地球可以支撐第四密度核心

振動的實體們, 屆時 地球仍然將是第一密度核心振動, 其上的第二密度實體們處

於第二密度振動, 以及第三密度實體處於第三密度振動? 

RA: 我是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還有些能量, 但該器皿的扭曲

提示我們最好縮短這次的工作時間, 在你的許可之下. 

 

62.29 發問者: 好的. 

RA: 你必須看待地球, NU��, 為七個地球. 目前有紅色、橙色、黃色, 很快將有

一個完整的綠色振動場所, 第四密度實體將稱之為地球. 在第四密度經驗期間, 由

於第四密度實體尚欠缺發展, 第三密度的星球並不適宜居住, 因為早期第四密度

實體還不知道如何精確地維持一種幻象, 好讓第四密度無法被看見, 或無法被第

三密度任何的儀器判別出來. 

 

因此在第四密度中, 你們星球的紅色、橙色、綠色能量鏈結將是啟動狀態, 而黃色

連同藍色與靛藍色處於賦能狀態. 

容我們問, 此時有沒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62.30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一切都好, 一直以來, 你們十分謹慎認真.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的榮耀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

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和平與大能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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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7 月 18 日 

 

6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63.1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我 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變貌 以這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是正常的. 其身

體複合體受到扭曲, 這是由於超心靈攻擊集中於腎臟與尿道的區域, 關節炎的扭

曲也持續著.  

 

你們可以期待這個超心靈攻擊將持續不斷, 因這個器皿受到負面導向勢力的(嚴

密)監視有一段時間了. 

 

--B5035-- 

63.2 發問者: 大約 25 年前, 超心靈攻擊是否引發其腎臟的原初問題?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在那個空間/時間(Ç), 這個身體的死亡具有超心靈

攻擊的成分. 無論如何, 在這個事件中的主導振動複合體是該器皿的意志. 這個器

皿渴望離開這個存在平面, 因為它並未感覺它能夠有所服務. 

 

63.3 發問者: 你是說該器皿自身在那時創造該腎臟問題? 

RA: 我是 Ra, 該器皿渴望離開這個密度, 該渴望降低原本已傾向虛弱的身體複合

體之防禦, 一個過敏反應當時被如此地強化 以致於導致併發症 將該身體複合體

扭曲朝向不能存活的狀態. 當該器皿發現的確有服務的工作可以去完成, 它的意

志再次成為主導因素l振動樣式複合體, 它保守著身體複合體 使其免於向其繫結

的分解投降 [這些繫結促成生命的活力].  

--B5035-- 

 

63.4 發問者: 器皿在集會開始前需要上廁所好幾次, 這是該超心靈攻擊造成的嗎? 

RA: 我是Ra, 一般而言, 這是不正確的. 該器皿從身體複合體排除那些我們用來通

訊的材料的扭曲殘渣. 這個現象有時候在通訊前發生, 其他時候 則發生在通訊之

後.  

在這個特別的工作集會, 這個實體經驗到前述的困難, 導致其扭曲/症狀加劇. 

 

63.5 發問者: 我知道你早已回答過這個問題, 但我感覺這是我的義務 每次(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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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以防萬一有新的發展. 所以是否有任何事情是 我們能做卻沒做 以減輕超心

靈攻擊在這器皿身上的效用? 

RA: 我是 Ra, 在愛與讚美中繼續下去, 並且感恩造物者. 檢驗先前的資料, 愛是偉

大的保護者. 

 

63.6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生命能? 

RA: 我是 Ra, 生命能是心智、身體、靈性能量層級的複合物. 與肉體能量不同, 它

需要整合的複合體d以有用的方式振動. 

 

意志的機能多少可以代替失去的生命能, 在過去[3Ó�äÀ��Ö��]的工作集會

中曾發生在這個器皿身上, 這並不是值得推薦的方式. 此時, 生命能在心智與靈性

方面受到良好的滋養, 雖然肉體能量[©ñG«¬]水平蠻低的. 

 

63.7 發問者: 我猜想生命能是一個函數的結果, 該函數是關於實體的覺察或傾向, 

與它的極性l普遍協同造物者或造物之合一性有關,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以非特定的意義來說 我們願肯定你敘述的正確性. 生命能可以被視

為對於生命或生命經驗的深沉熱愛, 好比(欣賞)造物之美和欣賞其他自我, 以及你

們許多jk¯造物者製作的、各種屬於美的變貌. 

 

沒有這股生命能, (²w)扭曲最少的肉體複合體也將失效與毀滅. 

擁有這股愛或生命能l活力(elán), 則該實體得以繼續(存活), 縱使它的肉體複合體

是非常扭曲的. 

 

63.8 發問者: 我想繼續上次集會的問題. 在第四密度中, 紅色、橙色、綠色能量將

被啟動; 黃色, 藍色等處於賦能狀態. 現在, 我們有啟動的綠色能量, 它們在 45 年前

開始啟動. 我好奇的是這個過渡期, 穿越這個時期後, 於是綠色完全啟動, 黃色處

於賦能狀態. 當黃色從啟動態進入賦能態, 我們將損失什麼; 當綠色進入全面啟動, 

我們將獲得什麼, 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RA: 我是 Ra, 當討論地球這個週期的結束î綠色光芒週期的開始, 使用獲得或損

失的說法會引起誤解. 有件事請放在(你)智能機制的最前方, 即只有一個造物, 在

其中沒有損失. 有的是漸進式的週期[��], 用途是讓實體d去經驗. 

我們現在可以講述你的詢問. 

 

當綠色光芒週期l愛與理解的密度開始成形, 你們喜悅舞蹈其中的黃色光芒地球

[å³]將有段[Udg]空間/時間無法接受居民. 因為第四密度實體們需要一段空間/

時間學習遮罩它們的密度, 以分開第三密度. 在這段時期之後, 第三密度可以再次

循環在黃色-光芒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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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 有另一個球體, 與黃色光芒有很大程度是一致的, 正在形成. 這個第四

密度球體與第一、第二、與第三(´\)共同存在. 它的本質比較密集, 這是由於它

的旋轉原子核心材質, 我們之前與你討論過這個主題. 

 

在這個空間/時間投胎的第四密度實體在經驗程度上是第四密度, 但降生在(光)較

不密集的載具中, 這是由於渴望在這個(())平面上經驗與協助第四密度的誕生.  

你可以注意到 第四密度實體擁有大量充沛的憐憫. 

 

63.9 發問者: 目前, 我們已知, 在第三密度投胎的層面上, 行星地球上的第三密度

實體已經在這裡輪迴有好些次數, 這些實體可以分成三種畢業方式: 一種是正面

極性, 留在這個星球繼續經驗第四密度; 另一種是負面可收割極性, 前往另一個星

球; 其他還不能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則前往另一個第三密度星球. 除了上述這些

實體之外, 我假設有一些實體來自其他的第三密度星球, 它們已經可以收割 它們

來到這裡 降生在第三密度中, 和這個星球一起過渡到第四密度; 再加上流浪者.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除了我們可以補充一小點. 正面導向可收割實體將停留

在這個行星的影響圈中, 但不會在這個(次元)平面上. 

 

63.10 發問者: 現在, 我相信, 如果我的記憶是正確的— 我想你曾說這裡大約有 6

億個流浪者. 我的記憶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大致上是正確的, 實際數目要比你說的多一些. * 

(*#: � 1981û, µ¶�¡Üï 6·¸st¹; Ra� Don� 64.3áµÐ¾´) 

 

63.11 發問者: 這個數目是否包括那些來到地球, 迎接第四密度經驗的可收割實

體? 

RA: 我是 Ra, 否. 

 

63.12 發問者: 從其他星球來到這裡, 準備體驗第四密度的可收割實體, 他們的數

目大約有多少?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這是個晚近的現象, 目前的數目尚未超過三萬五千個實

體. 

 

63.13 發問者: 現在 這些實體降生在第三密度振動的身體中. 嗯, 我嘗試去理解第

三密度到第四密度的過渡時期. 舉例來說, 我們剛才說到的這些(¬º»)實體其中

之一, 存在於第三密度身體中, 他將變老, 然後必須在第三密度的肉體死去, 然後

重新降生於第四密度身體中, 以完成這過渡時期? 

RA: 我是 Ra, 你可以稱呼這些降生的實體具有已啟動的雙重身體. 值得注意的是,

分娩這些第四密度實體的(母親)實體在懷孕過程中會經驗到一種巨大的連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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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db], 以及靈性能量的使用. 這是顯化雙重身體的必要需求. 

 

當這股內流(能量)逐漸增強, 這個過渡期身體將能夠[hcdb]辨識欣賞第四密度

振動複合體, 而沒有隨之而來的第三密度身體的瓦解. 假若一個第三密度實體在

電性上充分覺察第四密度, 由於不相容之故, 第三密度電力場將會失效. 

 

回應你關於死亡的詢問, 這些實體將依照第三密度的需求死去. 

 

63.14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一個具有雙重身體的實體, 為了過渡到第四密度, 其第

三密度身體必須經歷[cd��g]死亡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綜合第三與第四密度的身體將會依據第三密度心/身/靈複合體的變

貌需求而死去. 

 

我們可以回應你詢問的核心, 注意到這些心/身/靈複合體的綜合啟動之目的是: 這

類實體, 在某種程度上覺知第四密度的理解, 那是第三密度(
�)由於遺忘(fu)而

無法記得的. 因此對於一個服務他人導向的實體而言, 額外的吸引力是½¿ÁÃÄ

ÅÆÐÓÜßáæçèé, ëíîïðÜóôõö; 第四密度經驗由此開始. 

 

63.15 發問者: 那麼, 在地球完全轉換之前, 它們來到這裡的目的是在這裡獲得收

割過程中的經驗?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這些實體並不是流浪者, 因為這個星球即是它們第四密

度的家鄉星球. 無論如何, 只有那些已經展現大量服務他人導向的可收割實體才

能賺取這個服務的經驗. 能夠這麼早降生是種特別待遇, [÷øÖúü1] 因為在這

個收割(過程)中, 有著許多服務其他自我的經驗性催化劑. 

 

63.16 發問者: 許多小孩現在已經展現以心智彎曲金屬的能力, [÷øÖúü1] 這是

一個第四密度的現象. 那麼, 這些小孩是否大多屬於我們剛才談論的類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3.17 發問者: 他們能做到這點, 而第五與第六密度的流浪者卻不能做到, 這是否

因為他們擁有啟動狀態的第四密度身體? [÷øÖúü1]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流浪者的心/身/靈仍處於第三密度啟動狀態, 依然受到

遺忘(罩紗)的主宰, 唯有透過有紀律的冥想與工作才能穿透它. 

 

63.18 發問者: 我假設這現象的原因是, 首先, 可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最近才來到

這裡, 它們的年紀還小, 尚不足以透過它們的教導影響[hcb]極化, 也就不會侵犯

第一變貌;直到過渡時期良好地進入後期, 它們的年紀才大到足以影響任何極化

過程. 然而, 過去來到這裡的流浪者, 目前年紀比較大, 對於極化有較大的影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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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它們必須以自己的能力, 設法穿透遺忘過程, 來產生影響. 這樣才符合第一變

貌.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63.19 發問者: 在我看來, 似乎有些可收割[ÿ9´\]實體, 相對而言, 顯得有點老. 

因為我知道有些個體大於 50歲, 有些則大於 30歲, 卻能夠彎曲金屬. 除了擁有雙

重啟動身體, 是否有其他原因讓它們可以彎曲金屬?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任何實體由於意外, 或藉由精心設計, 穿透智能能量的

大門, 即可使用這股能量的塑形力量. 

 

63.20 發問者: OK. 當這個過渡過程持續轉入第四密度啟動, 為了要居住在第四密

度星球, 所有第三密度肉體必須經歷我們所稱的死亡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3.21 發問者: 在此時, 是否有任何第四密度地球的居民已經走完這個過程, 目前

已經有實體居住其上? 

RA: 我是 Ra, 直到十分最近的過去 [hcdb], 這才可說是正確的. 

 

63.22 發問者: 我假設這群居民來自其他星球, 因為收割尚未發生在地球上, 它們

來自收割已發生的星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3.23 發問者: 那麼, 我們看得到這些實體嗎? 我可否看見它們其中之一? 他是否

行走在我們(地球)的表面上?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點, 這些實體此刻存在於雙重身體中. 

 

63.24 發問者: 抱歉, 我在這方面是如此愚蠢, 但這個特別的概念對我而言十分難

以理解, 我恐怕需要問一些很笨的問題才能充分理解; 我不認為我有可能充分理

解或甚至好好地了解它. 

 

那麼, 當第四密度正被啟動之際, 有些熱能被生成. 我假設這股熱能只會在第三密

度星球產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各個次元的經驗性變貌都是離散的. 

 

63.25 發問者: 在未來某個時刻, 第四密度星球將被完全啟動. 完全啟動跟部分啟

動有什麼差異? 

RA: 我是Ra, 在此時, 宇宙的湧流有助於真實綠色核心粒子的形成, 這種特質的材

料因此成形. 然而, 黃色光芒與綠色光芒的混合環境使得過渡式心/身/靈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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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成為必要的. 當愛的密度, 真實綠色完全啟動之後, 這個行星球體將變

為結實並且可以居住, 分娩的過程將隨著時間的進展而蛻變, 容我們說, 將誕生適

當的載具型態以充分欣賞第四密度的行星環境.  

在這個鏈結點, 綠色光芒環境存在於時間/空間的程度遠大於空間/時間. 

 

63.26 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你提到關於時間/空間�空間/時間, 兩者的不同? 

RA: 我是 Ra, 為了讓你理解的緣故, 我們要使用的是內在(())平面的工作定義. 

在這個聲音振動複合體中, 蘊含許多微妙處, 但這個詞彙本身或許可以滿足你目

前的需要. 

 

63.27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並讓你來更正— 當我們的星球隨著整個主銀河以及

太陽系的螺旋動作一同旋轉 [如同一個大輪子在天空轉動], 我們星球進入一個新

的位置, 第四密度振動變得越來越顯著. 這些原子核心振動開始創造越來越完整

的綠色核心振動, 也就是越來越完整的第四密度星球以及居住其上的第四密度身

體複合體.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要更正的部分是創造綠色光芒密度身體複合體的

概念, 這個創造將是漸進的, 並且從你們第三密度型態之肉體載具開始, 透過兩性

生殖的方式, 藉由進化過程, 產生第四密度身體複合體[YZ]. 

 

63.28 發問者: 那麼, 我們先前談論到那些被轉移到這兒的[ÿ9´\]可收割實體, 

是否透過他們的兩性繁殖, 創造出必須的第四密度(身體)複合體? 

RA: 我是 Ra, 真實顏色綠色能量[���]之湧流將創造越來越多的狀態, 使得身體

複合體的細胞的原子結構屬於愛的密度. 在某種程度上, 居住在這些肉體載具的

心/身/靈複合體將是你方才所說的那些實體, 以及, 當收割完畢後, 屬於這個星球

影響圈內的已收割實體. 

 

63.29 發問者: 這整個主銀河系[擁有數千億個恆星]是否有個像是鐘面的東西 [h

cb], 如此當它的指針轉動時 所有的恆星與行星系統也跟著轉動 從(`�)密度過

渡到(��)密度? 這是不是它運作的方式? 

RA: 我是Ra, 你是觀察敏銳的. 你可以看見一個具備三個維度的鐘面, 或無止盡的

螺旋, 由理則所規劃用於這個目的. 

 

63.30 發問者: 就我的理解, 在我們從第三密度過渡到第四密度的過程中, 理則並

未計畫目前的加熱效應, 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除了自由意志的狀態當然是理則所計畫的, 因它自身也

是自由意志的產物. 在這個風氣下, 無限種事件或狀態都可能發生. 它們不能說是

由理則所計畫, 但可以說是被自由地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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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 發問者: 在我看來, 目前地球上發生的加熱效應可以類比為身體內的疾病, 

並且其根本原因相同或近似於心智配置,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除了你們人群的靈性配置與心智偏見同樣要為你們星

球的身體複合體的這些扭曲負責. 

 

[ûüý j�}�l� j�}�Ê)�� ��ÎÖÏ�] 

 

63.32 發問者: 當第三密度離開啟動狀態 並進入潛能狀態, 我們的星球將是第一、

第二、和第四密度. 到那個時候, 這個星球上將不會有啟動的第三密度振動. 我假

設這個星球的第三密度振動是那些構成我們身體複合體的振動; 那即是此時在這

個星球上, 第三密度振動的總合;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由於(能量)轉移, 這個器皿還

剩下一些能量, 但有些不適. 我們不想耗竭這個器皿. 容我們說, 儘管遭受攻擊,  這

個器皿比起先前的工作似乎處於更佳的配置. 

 

回答你的詢問, 那是不正確的. 除了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 還有這些jk造物

者生產的人工製品、思想形態、感覺. 這就是第三密度.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我們可否回答任何簡短的詢問? 

 

63.3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的愛與光的榮耀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

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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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7 月 26 日 

 

6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64.1 發問者: 你可否先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除了一個短暫的扭曲減少了生命能的自由流動. 

 

64.2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什麼是短暫的扭曲? 

RA: 我是 Ra, 這是個邊緣(]ª�)的資訊. 

 

64.3 發問者: 那麼我們就不問了.  

首先, 我想要問一個錯誤, 我相信是在上次集會中, 我造成的錯誤— 關於今日地

球上的流浪者數量. 我是否犯了一個錯? 

RA: 我是 Ra, 你和 Ra都犯了一個錯. 恰當的數位比上次陳述的少一個零. 

 

64.4 發問者: 感謝你. 你可否解釋我們起始通訊時, 執行儀式背後的原則, 以及我

稱為基本白魔法的保護原則和其他原則? 可否請你現在做這件事? 

RA: 我是 Ra, 由於你詢問的途徑, 我們發覺可以適當地加入這個器皿)生命能短

暫扭曲的起因. 該原因是在群體敬拜時, 在渴慕表達對太一造物者的奉獻過程中

有一個偏差. 

 

這個實體渴慕這種保護, 因為它有意識地回應Ud�r教會的變貌系統給予的儀

式, 附屬裝備, ��顏色; 以及讚美之歌, 加上感謝的祈禱; 以及最重要的東西, 它可

以被視為最具有中心魔法(¦¢), 即攝取不屬於這個次元的食物, 但可以將它轉化

為形而上的滋養品, 這種表達的變貌稱為領聖體. 

 

潛意識的原因: 它更強烈的渴慕為覺察到這類的表達, 經由一個實體的賞識, 做為

轉化 進入太一造物者的臨在, 當該實體行走在服務他人道路上的時候, 提供一個

很大的保護. 

 

任何白魔法性質的儀式背後的原則都是設定調配刺激物 好讓它們能觸及心智(Ê

5)的軀幹, 這樣的安排導致有紀律且純淨的情感l愛的產生, 那麼它就同時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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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保護, 亦是通往智能無限大門的鑰匙.  

 

64.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在兩次集會之前的起始儀式的些微誤差, 就會

允許一個隸屬獵戶(�:)的實體的侵入? 

RA: 我是 Ra, 這是個窄頻的通訊, 它的先決條件是精準的. 並且, 這個在負面途徑

中提供服務的其他自我擁有劍客的技術. 你所處理的這個通訊, 容我們說, 其中有

巨大強度的原力灌注到一個纖細如雪花、如結晶體的容器中. 

 

(因此)最小程度的失誤都會打擾這些能量樣式[rC*�·���g�¨]的規則性. 

 

我們特別說明, 我們之前的停頓是由於需要相當確定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安全

地處於適當的光之配置l密度, 接著我們才能處理這個狀況. 容我們說, 寧可允許

這個軀殼不能存活, 也遠比允許該心/身/靈複合體被錯置[��� ]要好得多. 

 

64.6 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或告訴我 Ra在尋求服務方向的過程中, 使用的儀式或技

巧? 

RA: 我是 Ra, 要講述第六密度社會記憶複合體為了進展而進行的內在工作, 最佳

的結果也只是簡單但有誤解的通訊. 因為在傳遞密度到密度之間的概念, 有許多

(東西)會在傳遞過程中漏失, 討論第六密度不可避免地會有巨大程度的扭曲. 

 

無論如何, 我們將嘗試講述你的詢問, 因為它是個有益的詢問, 因為它允許我們再

次表達造物的全體合一性—  我們在一個共享的經驗水平上尋求造物者, 你們對

此並不知情; 與其說我們以光環繞自身, 毋寧說我們已經變成光. 我們的理解是除

了光, 再沒有其他物質. 我們的儀式, 如你所稱, 是一個無限微妙的持續平衡過程, 

你們現在正開始經驗. 

 

我們現在尋求沒有極性. 因此我們不向外祈求任何權能, 因為當我們(��)變成光/

愛î愛/光, 我們的尋找已經內化. 

這些是我們尋求的平衡— 憐憫與智慧的平衡, 這個過程越來越多地允許我們對

經驗的理解成為通曉的, 好讓我們更加地靠近與太一造物者的合一, 那是我們如

此歡喜尋求的. 

 

你們的儀式位於你們的進度水平, 它包含極化的概念, 這是在你們的特殊空間/時

間上 最核心的東西. 

 

如果你有特定的詢問, 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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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發問者: 如果請 Ra描述 Ra在第三密度時, 用以進化的心智、身體、靈性Ê技

巧, 是否會有幫助?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已經超出混淆法則的範圍. 

 

64.8 發問者: 談談 Ra的第四密度經驗如何? 這是否也超出混淆法則的範圍?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讓我們表達一個思維, Ra不是菁英. 要對一個榮耀我們

的小組講述我們特定的經驗, 等於是導引(你們)到特定忠告的地步.  

我們(�Ì)的工作跟你們人群一樣, 經驗喜樂與憂傷的催化劑. 我們的環境比較和

諧一些. 把以下這件事說出去, 任何實體或群體都能創造最燦爛的和諧, 不管在任

何的外在環境中. Ra的經驗並不比你們自己的更多, 你們的(經驗)是在在第三密

度的收割之中、位於這個空間/時間的舞蹈. 

 

64.9 發問者: 最近有人提出該問題: 可能有些文獻遺留在吉沙g大金字塔附近、裡

面或底下,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有益處, 我只想問探究這個領域是否有益? 

RA: 我是Ra, 我們很抱歉在這方面的資訊如此匱乏. 然而, 任何提到這類特定主題

的話語都有可能冒犯自由意志. 

 

64.10 發問者: 在先前的集會*, 你提到行家的魔法入口週期; 這個週期大約為期十

八天. 可否請你延伸說明這個資訊? 

(*#: Çí 61.3) 

RA: 我是 Ra, 心/身/靈複合體在一系列的影響下誕生, 包括月亮、地球、宇宙, 以

及在某些情況, 業力的影響. 誕生到這個幻象的瞬間即開始我們先前提到的各個

週期. 

 

靈性或行家週期是一個十八天的週期, 帶著正弦波的特性運作. 因此曲線的正面

有幾天是極好的日子, 即週期的前九天— 精確地說, 第四、 第五、第六天— 工作

可以進行得最順利, 假設該實體還不能完全有意識地控制其心/身/靈之變貌/實相. 

這個資訊最有趣的部分是, 如同各個週期的特性, 我們注意到在關鍵點時, 也就是

從第九到第十, 以及從第十八到第一天, 行家會經驗到一些困難, 特別是同時遇到

其他週期也處於轉折期的情況. 在每個週期的最低點, 行家的威力最小, 但遭逢困

難的程度就比在關鍵時期要小得多. 

 

64.11 發問者: 那麼要找出這些週期, 我們得紀錄出生的一剎那, 即嬰兒從母親(肚

子)中出來 進入這個密度的瞬間, 然後開始計算週期 持續一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大部分是正確的. 不需要確認出生的瞬間, 知道這個事件發生的日期

就足以應付所有工作, 除了最精微的工作之外. 

 

64.12 發問者: 現在, 我假設行家在該週期中合適的時機執行任何魔法會比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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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 更符合他的構想; 而在較不合適的時機執行, 結果則相反.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個週期是個對行家有幫助的工具, 但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當行家越

來越平衡, 它設計的工作就越來越少仰賴機會的週期, 並越來越多取決於他們的

功力. 

 

64.13 發問者: 我沒有能力判斷行家的能力要到何種程度才能獨立於週期性作用

之外, 你可否告訴我需要什麼層級的"行家程度"才能如此獨立? 

RA: 我是 Ra, 由於這個小組的工作, 我們受到束縛, 無法具體地講述, 因為如此講

述似乎在評判.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說你可以將這個週期與你們小組中[��]的占

星學平衡放在同等地位; 也就是說它們是有趣的 但不是關鍵的. 

 

64.14 發問者: 謝謝你, 我讀到最近一篇研究指出在這個星球上, 實體們的正常睡

眠週期比白晝期間晚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的週期是 25小時, 而不是 24小時. 這是

否正確? 如果是, 為什麼是這樣? 

RA: 我是 Ra, 這在某些情況下是正確的, 來自火星經驗記憶的行星影響對於這些

第三密度物理身體複合體有一些作用. 這個人種將它的基因材料給予你們(次元)

平面上的許多身體. 

 

64.15 發問者: 謝謝你, 在最近的集會*, Ra提到兩個人: 斯圖亞特與道格拉斯. 

我們稱這些人為醫學專業人員. 現代醫學技術在減輕身體扭曲上有什麼價值, 總

體價值, 以及它與這些扭曲的目的, 我們所謂的業力(karma)和其他效應, 之間有何

關聯?  

(*#: Çí 62.11)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錯綜複雜, 無論如何, 我們將提出我們的觀察, 而非單一協

調的答案. 因為你們治療行業中的對抗療法(allopathic)有兩面的特性. 

 

首先, 你必須看到一種可能性/或然率, 即每一個對抗療法醫者事實上是個醫者. 

在你們的文化鏈結中, 這種訓練被認為是完善治療能力的適當方法. 從最基本的

觀點來看, 任何一個對抗療法醫者或許可以被視為一個渴望服務他人的醫者, 藉

由減輕(xÈ)身體複合體與心智/情緒複合體的扭曲, 接受治療的患者得以擁有更

長期的[Ud��g]人生, 經驗更長遠的催化劑. 當情況適當時, 這是一個偉大的服

務[他人], 這是由於(Èd)使用你們幻象的空間/時間連續體可以創造趨向智慧與

愛的累積變貌. 

  

觀察( t�)對抗療法的概念: 將身體複合體視為一個機器, 我們注意到(Ud)社會

複合體的症狀, 它似乎毫不妥協地渴望並致力於分心、平淡無奇(anonymity)、沉睡. 

這是在你們平面上, 社會思考出現的結果, 而非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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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 這個身體複合體的機械概念產生持續擴散的扭曲, 朝向Ud�rg健康欠佳, 

這是由於使用強烈的化學藥物來控制î隱藏身體扭曲的結果. 你們許多人開始領

悟到有更具功效的治療系統, 並不排除對抗療法, 而是納入許多其他的治療方式. 

 

64.16 發問者: 讓我們假設一個身體扭曲發生在一個特定實體身上, 那麼他可以選

擇尋求對抗療法的協助; 或經驗該扭曲的催化劑而不尋求更正該扭曲. 你可否為

這個實體評論這兩種可能性, 並為他分析各個路徑? 

RA: 我是 Ra, 如果該實體極化朝向服務他人, 分析的適當方向為考量何種路徑可

以提供服務他人的最大機會. 

 

對於負面極化實體, 情況恰好相反. 

 

對於未極化的實體, 考量方向有些隨機, 最可能的方向是朝向舒適的變貌. 

 

64.17 發問者: 我曉得蒙羅博士*幾天前帶來一個四隻腳指的大腳(Big Foot)鑄模. 你

可否告訴我那個鑄模是何種形態的大腳?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 ë	¡
ÜK£��çDg:���, |¦a': 

http://louisville.edu/artsandsciences/about/hallofhonor/inductees/monroe.html ) 

 

64.18 發問者: 我知道這個問題完全不重要, 但為了服務蒙羅博士, 我想我應該問.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屬於一個思想-形態的小群體. 

 

64.19 發問者: 他還問—  我知道這不重要— 為什麼大腳實體死掉之後, 沒有人發

現大腳的遺骸? 他問為什麼這些實體的遺骸從未被找到? 你可否回答這個問題?

這問題不重要, 但為了服務他, 我問了. 

RA: 我是 Ra, 你可以建議(他)探索你們(美洲)大陸西岸山區地底的一些洞穴, 有一

天會找到這類的遺骸. 如果(西方)文化以目前的形式繼續存留夠久的時間[nUd

g�\], (你們)要理解他們的或然率/可能性漩渦就不會產生. 

此時還有足夠能量再進行一個完整的詢問. 

 

64.20 發問者: 在治療練習中, 你說到檢驗身體的知覺(sensations), 你的意思是身體

五官的知覺, 或者與身體的自然機能有關: 好比觸摸、愛撫、性分享, 以及同伴; 或

者你說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RA: 我是Ra, 發問者此刻可以感知其身體複合體, 它正在體驗某些知覺. 大多數的

這些知覺, 或者在這個例子中,  幾乎全部都是短暫且無須關注的. 然而, 身體是心

智的產物. 特定的知覺具有重要性, 這是由於該心智經驗到該知覺時 它所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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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荷或力量. 

 

舉例來說,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有一個知覺含有一個強有力的電荷, 可加以檢

驗. 這個朝向不舒適[變貌]的知覺是由於身體複合體在此次工作中, 處於狹小拘束

的位置. 在平衡過程中, 你可以探索這個知覺. 為什麼這個知覺強而有力? 因為它

被撿選好讓該實體供給能量給這個通訊, 達成服務他人. 

 

每一個知覺在心智上留下意義的餘味, 讓記憶中的味道可以被檢驗. 這些是我們

談論的知覺.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64.21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l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繼續考量各項排列,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並且覺察到照顧該器皿目

前扭曲的方式與手腕與雙手有關. 一如往常, 愛是最偉大的保護.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榮耀之愛�喜悅之光當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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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8 日 

 

65.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65.1 發問者: 首先, 你可否指示我器皿的生命能與肉體能量的狀態與水平?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如前所述, 在這個空間/時間 其肉體能量大大地朝

向弱點的變貌, 起因是由於關節炎症狀的扭曲複合體. 超心靈攻擊的層級保持恆

常, 但目前被這個器皿妥善地處理, 消除了嚴重的困難, 關鍵是它的忠誠以及支持

小組的忠誠. 

 

65.2 發問者: 我今天或許可以重新找回一些先前已涵蓋的議題, 但我正嘗試針對

我不理解的事情, 獲得一個更清楚的圖像, 可能以此發展一個我未來的行動計畫.  

 

我的觀感是在不久的未來, 許多目前投胎在地球上的實體們將增加他們的尋求, 

原因是他們將更加地覺察(自然)造物的本來面貌, 而非人類的造物. 他們的導向以

及思考藉由一種獨特性質的催化劑, 重新被定位 朝向思考更為基本的概念,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Ra, 概括的表述從未是完全正確的. 然而, 我們注意到當面臨簾幕中的一

個洞, 一個實體的眼睛很可能第一次清楚看到窗戶以外的東西. 這個傾向是很可

能的, 基於目前活躍在你們空間/時間�時間/空間連續體的這個鏈結點的可能性/

或然率漩渦[YZ]. 

 

65.3 發問者: 我假設, 有這麼多流浪者以及已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被轉移到這裡

的原因是他們發現這是一個特典與格外有益的時機投胎在這個星球上, 基於我剛

才講到的效應, 他們有機會更充分地服務, 因為人們的尋求增加. 一般而言,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流浪者投胎之前的意圖. 有許多流浪者不適應你們地球人群的

處事方式, 導致官能障礙, 就某種程度而言, 心智複合體活動的配置形成一種 

陷阱, 牽絆著該實體, [對應於受牽絆的程度] 妨礙了它原本打算(提供)的服務. 

 

65.4 發問者: 我注意到你說話的速度比平常慢許多, 這其中有原因嗎?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有些虛弱, 雖然生命能是強健的, 此時能夠良好作用, 但比

平常的狀況脆弱. 我們注意到(器皿)持續承載稱為痛苦的肉體扭曲, 造成肉體能量

的弱化效應. 為了要使用可觀的儲存能量而不傷害器皿, 我們正嘗試使用比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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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常的通訊甚至更狹窄的頻道. 

 

65.5 發問者: 謝謝你, 現在, 我分析創造更大服務可能性的條件如下: 老資格振動

的降生大量地極化目前地表上的人們. 以及流浪者的湧入大量地增加心靈配置朝

向更靈性事物的傾向. 我假設這些是創造更佳服務氛圍的一個因素,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5.6 發問者: 當我們往第四密度進展, 即將到來的改變— 我說的改變不只是加熱

效應, 發生在物理的第三密度星球, 還包括預告第四密度振動的改變, 好比人們有

能力展現[cd�rg]超自然活動— 我假設這兩者都將做為創造更大尋求的催化

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超自然事件的發生並不是被設計來增加尋求, 而是

那些實體的振動配置能夠接觸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 伴隨而來的顯化. 這些能夠

進行超自然活動的實體可以決定是否有意識地將它用於服務. 然而, 這服務是該

實體的自由意志與一個機能, 而非超自然能力. 

 

你的敘述正確的部分是由於許多改變提供許多挑戰, 困難, 以及表面上的悲痛; 許

多在你們幻象中的實體將尋求去理解[����4���Õ]他們星球的物理韻律機

能失常的原因; 因此有更多服務的機會. 

 

再者, 存在複數個或然率/可能性漩渦 迴旋朝向你們的敵對行動. 許多這些漩渦並

不屬於核子戰爭的類別, 它們比較不會造成全面毀滅, 但時間較為冗長, 即所謂的 

"傳統"戰爭. 這種狀況如果在你們的幻象形成, 將提供許多尋求與服務的機會. 

 

65.7 發問者: 傳統戰爭如何提供尋求與服務的機會? 

RA: 我是Ra, 這個可能性/或然率存在包含的情況是你們的(美洲)大陸以及全球有

許多部分可能涉入類似游擊戰的戰爭. 自由的理想, 源自所謂的入侵勢力, 不管它

是控制的法西斯主義, 或是均等控制的社會共有制, 都會刺激大量的沉思, 關於自

由與控制的對比下隱含的巨大極化.  在這個時間/空間鏈結的場景中, 一般摧毀有

價值的陣地與人員的做法不會被認為是有用的方式. 其他武器會被使用, 摧毀性

不及你們的核子武器. 在這個持續進行的鬥爭中, 自由之光將在所有能夠如此極

化的心/身/靈複合體之內燃燒. (U¼)缺乏公然表達自由之愛的機會, 尋求內在知

識這個動作將在他們內在生根, 經由[�¹¹J�`�b�Ég§�g]憂傷的弟兄姊

妹之協助. 

 

--B5036-- 

65.8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這個可能的戰爭狀態會更廣大地遍佈在地表上, 超過我

們過去經驗的任何時期, 於是這種形式的催化劑碰觸到更多百分比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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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在這個場景中, 有些實體正在實驗一項主要武器, 也就

是所謂的靈子(psychotronic)類別的裝置, 它們被實驗用來導致風向與天氣的改變, 

最終將導致飢荒. 如果這個研究計畫沒有被反制, 並且獲得滿意的實驗結果, 該場

景中的這些方法將被公諸於世. 

然後, 那些你稱為俄羅斯人的實體們希望他們的人員得以兵不血刃地入侵每一塊

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土地[©�`«ç{]. 無論如何, 你們文化的人群只有很少傾向朝

向毫不流血的投降. 

--B5036-- 

 

65.9 發問者: 我們似乎有著雙重催化劑在運作著, 問題是哪一個先作用. 艾格·凱

西(Edgar Cayce)對地球的變遷做了許多預言, 我對於描述[cd�rg]未來的機制感

到好奇. Ra曾經聲明它不屬於時間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關心自身與可能性/或然率

漩渦的關聯. 對我而言, 要理解預言運作的機制是非常困難的. 預言有何價值, 好

比凱西對地球變遷與所有相關情景所做的預言? 

RA: 我是 Ra, 考量一個購物者進入一家店買食物好供應餐桌上[Ud�rg]一週的

餐點. 有些商店提供某些項目, 其他商店提供不同組的項目. 我們說到這些U¬�

g可能性/或然率漩渦時, (請)理解那就好比你們店面中的罐頭、壺甕, 或某部份的

貨品. 

 

當我們掃描你們的時間/空間, 我們不知道你們人群會在這邊或那邊購物. 我們只

能夠說出一些可供選擇項目的名稱. 容我們說, 你們稱為艾格所解讀的紀錄, 其用

途是相同的. 在這份資料中, 較少提到其他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較多的注意力放

在最強的漩渦上. 我們看到同樣的漩渦 但也看到許多其他的(漩渦).  

艾格的資料可以比擬為一百盒冷凍燕麥粥, 其他的漩渦好比是三個, 或六個, 或五

十個其他種類的[UdÈßåg]早餐食品. 你們要吃早餐幾乎是確定的, 而菜單內

容由你們自己挑選. 

 

你必須領悟到預言的價值僅只是表達可能性. 尤有甚之, 以我們謙卑的意見, 任何

時間/空間的眺望, 不管是來自你們時間/空間的一個實體, 或我們從外部的一個次

元觀看, 在表達時間衡量價值上都會有相當的困難. 因此, 特定說法的預言 其預測

的可能性內容或種類會比預測發生的空間/時間鏈結點更為有趣. 

 

65.10 發問者: 所以我們有兩種不同類別的催化劑的明顯可能性, 創造出一個尋求

的氛圍, 將比我們目前經歷的要廣大. 將會有許多的困惑, 特別是在地球變遷的場

景中, 因為有許多群體預言許多這些變遷, 也給予眾多紛亂的原因. 你可否評論這

類催化劑的有效性, 以及對於即將到來的變遷相當廣泛的先期知識, 還有對於這

些變遷有著許多不同的廣泛解釋? 

RA: 我是 Ra, 基於可能性/或然率漩渦的力量總數, 它假定了地球自身困難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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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娩行星自我進入第四密度的過程. 如果不是許多實體擁有某種通往空間/時

間的通道 得以察覺到這個漩渦, 事件發生將會(使人)大為驚訝. 套用我們先前的

比喻, 這間雜貨店裡的冷凍燕麥粥的數量是不成比例地大. 每一個預言未來的實

體從它獨特的層級、位置, 或振動配置觀點出發; 因此偏見與扭曲將伴隨許多這類

預言. 

 

65.11 發問者: 唔, 接下來二十年間 [hcb], 這整個場景的目標似乎對準於產生尋

求的增加, 以及對於自然造物覺察的增進, 但也帶來驚人的困惑總量. 許多流浪者

在降生之前的目標是否為嘗試降低這種困惑? 

RA: 我是 Ra, 流浪者的目標是服務這個星球上的實體們, 不管以何種需求方式被

請求; 流浪者還有個目標是以它們的振動樣式照亮整個星球的振動, 從而改善全

球的不和諧效應, 以及緩和這種不和諧的任何結果. 

 

協助一個尚未顯化的情況, 這類特定的意圖並非流浪者的目標. 光與愛流向它們

被尋求與被需要的地方, 它們的方向並未被事先計畫. 

 

65.12 發問者: 那麼 每一個流浪者透過他發展的傾向來作用, 以他認為適當的方式

溝通; 或者單純地以他的極性協助該星球的全體意識.  

他是否有更具體的協助方式— 我的意思是, 藉由(他的)振動多少協助與增添地球

的振動, 好比電位極性l充電一個電池? 僅流浪者的肉身存在是否就協助了地球?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其中機制就精確地如你所陳述; 我們意指我們前一個答

案的第二部分. 

 

你可以在此時注意到, 一如任何實體, 每一個流浪者都有它獨特的能力、傾向、專

長, 流浪者作為來自各個密度的各個部分的代表, 帶來一整排的降生前之才能, 然

後可能在Udêµe�g這個(次元)平面上表達出來; 所以每一個流浪者在世除了

促進地球愛與光之倍增效應, 以及基本的服務機能 如燈塔或牧羊人, 尚可貢獻某

種特別的服務. 

 

於是, 那些第五密度的實體 其表達智慧的能力是巨大的.  

第四與第六密度的流浪者, 容我們說, 它們是愛�愛/光之被動放射器或廣播器, 它

們在這方面的能力非常好. 許多其他流浪者帶入這個密度的才能各有不同. 

 

因此一旦流浪者穿透遺忘(罩紗), 它有三個機能, 前兩個是基本的, 第三個是獨特

的, 屬於該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 

 

我們注意到此時當你思量這些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雖然你們有許多、許多項目造

成悲痛 從而提供尋求與服務的機會, 但那間店舖總會有一個容器裝著和平、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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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喜樂. 這個漩渦(容器)可能很小, 但轉身背對它, 就是忘卻當下此刻蘊含的無

限可能性. 你們的星球有可能在一個美好、強健的靈感瞬間, 極化朝向和諧嗎? 是

的, 我的朋友們, 它並不是很有可能; 但它始終是可能的. 

 

65.13 發問者: 在這個宇宙中, 一個星球發生混合型收割有多常見? [這類的收割來

自於同時有正面與負面導向的心/身/靈複合體] 

RA: 我是 Ra, 在產生心/身/靈複合體收割量的星球收割中, 大約 10%是負面的; 大

約 60%是正面的; 以及大約 30%是混合型, (但)幾乎全部收割是正面的. 在混合型

收割的事件中, 幾乎從沒聽過有大多數的收割是負面的. 當一個星球堅定地移動

朝向負面, 幾乎沒有機會給予可收割的正面極化. 

 

65.14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在那種情況幾乎沒有機會? 

RA: 我是 Ra, 正向極化的能力需要某種程度的自我決斷力.  

 

65.15 發問者: 那麼當本週期的末後日子揭曉, 如果收割就發生在今天, 會有一些

實體被正面或負面收割, 以及一些數量的留級生. 我假設由於人們將要經驗增多

的催化劑, 從現在到收割真正發生的時刻, 可收割實體的數量將會增加. 

 

一般而言, 並不只針對這個行星, 而是指一般收割過程中的經驗, 在末後時期[Ûï

`t�]產生的催化劑能夠增加多少可收割實體, 你可否邏輯地推算? 我假設其他

星球在收割期的盡頭, 產生混合型收割時, 也會有額外的催化劑; 或者我的假設有

誤? 

RA: 我是 Ra, 在混合型收割的事件中, 幾乎總是會有不和諧 因此, 這額外的催化

劑以你們所謂的"地球變動"的形式呈現. 你的這個假設是正確的. 

 

b.邦聯的渴望是服務那些因為額外催化劑更熱切尋求的實體們. 我們不選擇去

預估(投射)可收割實體會增加多少, 因為這是不適當的. 我們是僕人, 如果我們被

呼叫, 我們就以全部的氣力去服務. 去數算數字是沒有益處的. 

 

65.16 發問者: 本週期末尾的額外催化劑明確地是棲息於地球的意識的定向的函

數, 該意識已提供自身催化劑確定它一直思考的方向, 因此作用於自身就如同肉

體疼痛與疾病的催化劑作用於單一心/身/靈複合體. 我曾經做過這個類比, 但此時

重述一遍以澄清我自己的思考, 看待該行星實體為單一實體, 由數十億個心/身/靈

複合體所組成. 我的觀點正確嗎? 

RA: 我是 Ra, 你是相當正確的. 

 

65.17 發問者: 那麼 我們論述著一個實體, 它尚未形成一個社會記憶(���), 但仍

然如同我們一般 可以被稱為單一實體. 我們可否繼續這種對於[hcb]群聚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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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觀察, 透過銀河實體, 或者說小型行星系統類別的(實體)? 讓我這樣說好了, 

我可否注視一個單一的太陽, 位於它的行星系統, 將它視為一個實體; 然後注視一

個主銀河系, 擁有數十億個恆星, 將它視為一個實體? 我可否繼續這種外插式的推

測法? 

RA: 我是 Ra, 你可以的, 但不是在第三密度的空間/時間架構之中.  

 

讓我們嘗試講述這個有趣的主題.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中, 你跟你們人群是子宮內

($�)存有的雙親. 地球, NU��, 正準備誕生, 而分娩的過程並不平順. 當這個實

體誕生之後, 它將本能地具備它雙親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即是所有已成為 

第四正面密度的實體. 在這個密度中有一個更寬廣的視野. 

 

你可以開始看到你與理則或太陽的關係, 和你有最親密的關聯. 這不是雙親對小

孩的關係, 而是造物者[ÙÚÜ��]對造物者[�/�/����, Nk��]的關係. 當這

個領悟發生了, 那麼如果你願意, 你可以加寬"視野"的場域, 無限地辨識理則的部

分[��], 遍及太一無限的造物 並以心智的根源[Ä� !]去感覺— 雙親d協助他

們的星球的進化過程; 在這(^")造物廣大且未知的幅員中; 整體而言, 這個過程

在[7rt�z�g]造物之進化中發生許多、許多次. 

 

65.18 發問者: 流浪者經歷遺忘的過程, 你曾提到那些具有第三與第四密度雙重身

體的實體並不用經歷遺忘過程. 我在猜想, 比方說, 一個第六密度的流浪者有啟動

的第三密度身體, 他是否經歷分段式的遺忘, 容我這麼說, 依次遺忘第四, 第五, 與

第六密度, 如果他(®ª)啟動了第四密度身體, 他就有了這部分的額外記憶, 然後

啟動第五(密度) 可以擁有另一部分(的記憶) , 最後啟動第六(密度)，擁有完整的記

憶? 這種說法是否有任何意義? 

RA: 我是 Ra, 沒有. 

 

65.19 發問者: [/01] 謝謝你. 遺忘過程令我迷惑, 因為你說到有些已經被收割的

人群擁有啟動的第四密度身體, 沒有同樣的遺忘問題.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流浪

者失去他的記憶? 

RA: 我是 Ra, 這原因有兩方面. 首先, 心/身/靈複合體�該身體的細胞結構之間的

連結的基因屬性, 在第三密度與第三/第四密度中是不同的. 

 

其次, 第三密度實體的自由意志需要被保存, 因此流浪者志願以第三密度的基因

l DNA來連結其心/身/靈複合體. 遺忘過程可以被流浪者穿透的程度最多到憶起

它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它來到這個星球上. 無論如何, 如果允許流浪者進一步穿透

遺忘過程, 以致於啟動更密集的身體, hcdb, 從而活得如同天神一般, 這會是一

種冒犯. 對於那些已選擇服務的實體而言, 這並不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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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的第四密度實體逐漸能夠展示各式各樣新穎的能力, 那是當下經驗的結果, 

並不是過往記憶的結果. 總是有少數的例外, 我們請求你的原諒, 因為總是給予過

度概略的彈幕. 

 

65.20 發問者: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否跟我嘗試了解的有關. 我將問這個問題, 然

後看看[結果]. 你曾說到金字塔的共振密室的用途是行家可以遇見自我, 你可否解

釋你的意思為何? 

RA: 我是 Ra, 一個實體在其存在的中心l深處遇見自我. 所謂的共振密室可以被

比擬為身體的埋葬與復活(resurrection)之象徵意義, 在那個地方, 一個實體的自我死

亡, 經過這種表面上損失�實現本質上獲得之對峙過程, 質變為一個嶄新與復活

的(risen)存有. 

 

65.21 發問者: 我可否打個比方, 在這表面的死亡中, 失去那些第三密度中 虛幻

的、常見的渴望; 接著獲得全面服務他人的渴望? 

RA: 我是Ra, 你是知覺敏銳的. 這是該密室之目的與意圖, 同時也形成國王密室位

置之有效性的一個必須部分. 

 

65.22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這個密室對該實體做了什麼在他裡內創造這個覺

知? 

RA: 我是Ra, 這個密室工作心智與身體. 心智受到感官被剝奪的影響, 以及被活埋, 

沒有可能解救自我的原型反應. 該身體同時被心智配置與共振密室建造材質的電

氣和壓電*特性所影響. 

(*Õ#: piezoelectrical, ��#%¯;&Ìd:g ; N°()% �³Yù gq� d:Ybn

Ç´°()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此時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65.2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感覺該器皿受到良好的支持, 一切都好. 我們告誡每一位注意

這個器皿朝向痛苦的變貌, 因為它不喜歡分享這些表達, 但做為一個支持小組, 這

個器皿潛意識地接受每個實體的援助. 一切都是整齊一致的.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為此謝謝你.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歡欣鼓舞.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和平與大能之中引以為榮.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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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12 日 

 

6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37-- 

66.1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這個器皿之狀態的指示? 

RA: 我是 Ra, 在此時 生命能有一些耗損 但並不嚴重. 肉體能量水平極度低落, 除

此之外, 如前所述. 

 

66.2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能做的, 停留在第一變貌之內, 去尋求b.邦聯的協

助, 以減輕該器皿的肉體問題? 

RA: 我是 Ra, 沒有. 

 

66.3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在嘗試減輕該器皿的肉體問題方面, 什麼是最適當的

方法? 

RA: 我是 Ra, 該基本的資料先前已經涵蓋, 關於滋養這個器皿. 我們摘要重述: 根

據能力做運動,不要逾越適當的參數, 營養品, 與同伴的社交, 位於綠色光芒或更上

層的性交活動; 一般而言, 以一種有益、鍾愛的方式分享這個小組的個別經驗的變

貌. 

 

以你們舞蹈其中的密度為前提, 你們正以[��0�Ö]很大的和諧度達成這些事情. 

特定的專注與活動, 伴隨著一些肉體複合體變貌, 可以減輕這些扭曲; 這個器皿知

道這些事情. 

 

最後, 這個器皿繼續它最近開始的練習是好的. 

 

66.4 發問者: 哪些練習? 

RA: 我是 Ra, 這些練習跟我們先前勾勒的運動有關. 我們可以說這個實體尋求的

各種經驗是有益的, 如我們先前所說; 但只要這個器皿工作這些練習, 扭曲似乎變

得比較不具強制性. 

--B5037-- 

 

66.5 發問者: 我想要探究、使用結晶化醫者的治療機制. 我將陳述一個聲明, 如果

你能更正我的思考, 我會很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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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 一旦醫者獲得適當的平衡, 並且除去能量中心的障礙, 他就能以某種方

式扮演光的收集者與聚焦者 與金字塔運作的方式類似. 他透過左手收集光, 並從

右手放射出去; 如此多少穿透了第一與第七脈輪的身體的振動性包覆, 允許被治

療實體能量中心的重新校準, 我相當確定我說的不完全正確, 還可能差得蠻遠的. 

你可否重新整理我的思考, 好讓它合理有意義? 

RA: 我是 Ra, 你假設一個結晶化醫者可類比為位於國王密室的金字塔作用, 這是

正確的. 我們可以建議一些(可)調整的地方. 

 

首先, 藉由伸展的那隻(左)手, 能量被帶入醫者的場域複合體, 以極化的方式使用. 

然而, 這股能量循環經過各個能量點 到達脊椎的底部, 以及某種程度地到達雙腳, 

從而穿過醫者的主要能量中心 螺旋穿越過雙腳, (能量)在紅色能量中心轉向, 朝

向位於黃色能量中心的螺旋, 接著穿越綠色能量中心 [在小宇宙中,即為普那能量

配置中的國王密室]; 然後第三螺旋繼續穿越藍色能量中心, 然後從那裡透過大門

入口被遣送返回智能無限. 

 

正是從綠色(��)中心 治療的普那移往極化的治療右手, 再從那兒到達要被治療

的實體處. 

 

我們補充說明, 有些實體使用黃色光芒的配置來轉移能量, 這是做得到的 但其效

果令人質疑, 這裡指的是醫者、治療能量、與尋求(治療)者之間的關係所期望的

效果. 尋求者將傾向繼續要求這類的能量傳送, 若醫者不在現場 則不會發生任何

真正的治療, 由於缺乏你方才說的盔甲外殼被穿透的結果, 故(治療)效果是有問題

的. 

 

66.6 發問者: 現在, 一個來自第五或第六密度的流浪者可以嘗試這類的治療 但只

有很少或沒有成果. 這對我指出其啟動的身體的某個機能, 由於— 你可否告訴我

流浪者遺失了什麼, 為什麼他需要重獲特定的平衡與能力 以完備他的治療能力? 

RA: 我是 Ra, 你可以看待流浪者如同嬰兒, 嘗試說出你們人群中一些聲音複合體. 

在嬰兒尚未發展的心智複合體中有著溝通能力的記憶, 但實行或顯化這能力尚未

隨手可得, 這是因為它在這個經驗中選擇的心/身/靈複合體的限制. 

 

所以流浪者的情況也是如此, 它可以記得在家鄉密度中 可以輕易地做各種調整, 

然而進入到第三密度之後, 由於已選擇經驗的限制 無法顯化那個記憶. 一個流浪

者在第三密度能夠治療的機會只比第三密度原住民多一些, 原因是它們服務的渴

望可能比較強烈, 並且選擇這種服務的方法. 

 

66.7 發問者: 那些同時啟動第三與第四密度身體的實體們, 不是流浪者, 而是[>�

Vxÿ9´\gb�]已收割的實體, 它們又如何呢? 它們是否能夠使用我們剛才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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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治療技藝? 

RA: 我是 Ra, 在許多情況 確實是如此, 但做為第四密度的初學者, 這樣的渴望可

能不存在. 

 

66.8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一個流浪者具有學習治療技藝的渴望, 容我說, 卻陷入第

三密度的圈套. 在我看來, 他主要的關切會是平衡與去除能量中心的阻塞. 我的假

設正確嗎?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唯有當一個醫者已經平衡自我, 它才能成為平衡其他自

我的管道. 治療首先實行於自我身上, 如果我們可以另一種方式說這點. 

 

66.9 發問者: 現在 當醫者接洽一個其他自我執行治療的工作, 我們有個情況是其

他自我透過催化劑的編程過程, 創造出一種被視為需要治療的狀態. 這種情況是

怎麼回事? 另外, 醫者作用於編程催化劑以帶來治療 有什麼後續的影響嗎? 我假

設在治療過程中, 編程的催化劑是有用的, 因為對於患者而言 他覺察到他當初規

劃該催化劑時 想要覺察的東西?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你的思考不能說是完全不正確, 但顯得有些僵硬, 在催化劑的經驗使

用流動中 似乎不是這樣的. 

 

醫者的角色在於提供重新校準的機會或協助重新校準能量中心l心智與身體、靈

性與心智, l靈性與身體之能量的連結. 後者是十分罕見的. 

 

尋求(治療)者於是擁有一個交互的機會去接受自我的嶄新觀點, 能量湧入型態的

不同安排. 如果該實體, 在任何層級, 渴望停留在似乎需要治療的變貌配置上, 它

將如此做. 如果是相反的情況, 尋求者則選擇嶄新的配置, 這個過程透過自由意志

完成. 

 

這是其他形式能量轉移的一大爭議, 因為它們並不透過自由意志的過程進行, 而

這個過程並非黃色光芒的原生物. 

 

66.10 發問者: 哲學上而言,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透過心智配置[hcb]治療自我, 或

它被醫者治療; 這兩者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你有個誤解, 醫者並不治療, 結晶化的醫者是智能能量的管道, 給予

一個機會給該實體讓它可以治療自我. 

 

再沒有其他治療的描述了. 因此(]ì)並無不同, 只要醫者絕對不在收到患者請求

協助之前就接洽它. 這點對於你們文化中較為傳統的醫者也是真的, 如果這些醫

者能夠充分地了解他們負責的只是提供治療的機會, 而非治癒, 許多這些實體將

感覺這一個被誤解的責任之巨大負擔從他們身上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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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發問者: 那麼, 在尋求治療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過程中, 在某些情況就如同

尋求一種聚合與聚焦的光能量, 這個來源可以是另一個充分結晶化的心/身/靈複

合體, 或金字塔形狀, 或可能是其他東西,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些是一個實體可以尋求治療的某些方式, 是的. 

 

66.12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一個實體能夠尋求治療的其他方式? 

RA: 我是 Ra, 或許最偉大的醫者就在自我之內, 可以透過持續冥想[Ò���î+Ö]

來取用. 

 

有許多治療的形式可供你們人群使用, 每一種都有益處, 可以被任何想望的尋求

者視為適當的方式, 由此改變肉體複合體的扭曲, 或改變心/身/靈複合體各個部分

的連結. 

 

66.13 發問者: 我曾觀察到在菲律賓群島一帶有許多超心靈手術的活動, 我的假設

是這些醫者提供[c�Êr]訓練輔助; 或一種重新配置病患心智的方式, 當相對天

真的病患觀察到醫者的動作, 看到突然出現的血液, 等等, 於是重新配置其心智根

部, 讓他相信治療已經完成, 從而治療了他自己. 我剛才做的這個分析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稍微進一步講述這類的機會. 

 

有些時候, 當該實體對於一個不良狀況不具有情感、理智、靈性的興趣, 這個狀況

或許只是偶然的基因排列意外發生, 那麼明顯被非物質化的東西將會保持消失的

狀態, 任何觀察者來觀察都是同樣的結果. 

若該不良狀況含有情感、理智, 或靈性的電荷, 它就可能不會維持消失的狀態, 就

觀察者看到客觀的參考物而言.  

然而, 如果尋求(治療)者拿取這個機會, 那麼表面上的肉體複合體的不良狀況跟實

際的健康變貌[ÒÓ�ÖÕ,]會有不同. 雖然不再經驗該(肉體)扭曲, 這個客觀的參

考物仍然顯示有影響.  

 

舉例來說, 這個器皿被移除三個小囊腫, 該器皿對於它們沒有興趣, 因此在超心靈

手術之後, 這些囊腫維持消失的狀態.  

在另一場超心靈手術, 這個器皿的腎臟被謹慎地給予一個新的存在性配置, 該實

體擁抱這個機會. 然而, 這個特別的心/身/靈複合體部分攜帶大量的情感、理智、

與靈性電荷, 因為這個扭曲的身體機能是器皿一些大疾病的起因, 這些特定配置

的事件累積達到最高點, 促成這個實體有意識的決定有所服務. 因此, 任何客觀的

(儀器)掃描該實體的腎臟複合體將發現相當極端的機能失常現象, 跟超心靈手術

的經驗[NUg��]存在之前是一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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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並不在於一個扭曲持續在觀察者眼前消失, 毋寧說是(尋求者)選擇新近具體

化的配置[¨-�¼��Iß�Ê�]. 

 

66.14 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剛才的評論, 關於時間/空間中的配置? 

RA: 我是 Ra, 治療是在心/身/靈複合體的時間/空間部份完成, 被形體-製造體l乙

太體所採用, 然後被輸出到空間/時間物理幻象讓已啟動的黃色光芒心/身/靈複合

體使用. 時間/空間中的乙太體決定採用U��g健康的配置才是關鍵, 而非任何發

生在空間/時間中的事件. 在這過程中, 你可以看見U��g意志具備跨越次元的層

面, 因為是該實體的意志、尋求、渴望導致靛藍體使用嶄新的配置並改良存在於

空間/時間的身體. 這個過程在一瞬間完成, 可以說是不考慮時間的操作. 我們可

以補充說明, 一般認為在治療年紀很小的孩子的過程中, 表面上是醫者在治療, 該

很年輕的實體並沒有參與其中. 絕非如此, 因為位於時間/空間的心/身/靈複合體

總是能夠運用意志力決定它要經驗的扭曲, 不管該實體表面上的年紀[NU��]是

多少. 

 

66.15 發問者: 這個可以抵達時間/空間區域的渴望與意志僅是被治療的實體的機

能, 或者也是醫者, 結晶化醫者的機能? 

RA: 我是 Ra, 容我們藉這個機會說這是造物者的活動. (現在)明確地回答你的詢

問, 結晶化醫者並沒有(投入)意志, 它提供一個機會而不執著於(特定)結果, 因為

它覺察到一切為一, 造物者正在認識祂自己. 

 

66.16 發問者: 那麼尋求治療的心/身/靈複合體必須有強烈的渴望, 好讓療癒產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但有分不同的層級. 一個實體可能並未有意識地尋求治

療, 然而潛意識覺察到需要新的一組療癒後的變貌. 相似地, 一個實體可以有意識

地, 十分渴望被治癒, 但在它的存有之內, 在某個層級, 發現一些特定的配置雖然

相當扭曲, 但事實上, 在那個層級, 其起因卻被認為是恰當的. 

 

66.17 發問者: 我假設某些扭曲被認為是恰當是因為這些扭曲可以協助該實體抵

達其終極目標, 即沿著演化的路徑 移動前往其渴望的極性,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6.18 發問者: 那麼, 一個朝向服務他人極化的實體或許會碰到一個矛盾的情境, 

因為它選擇某些扭曲好獲致理解, 但這些扭曲又使它不能充分地服務. 此時, 覺察

到這個機制的實體或許可以透過冥想, 理解必要的心智配置以減輕肉體扭曲 好

讓它在這個特別的鏈結點可以更大程度地服務他人; 我的思考正確嗎? 

RA: 我是Ra, 你是正確的, 雖然我們提醒你注意到, (t�
�)規劃扭曲的肉體複合

體樣式, 通常背後有著複雜的原因. 不管在任何情況, 冥想都是知曉自我的一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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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66.19 發問者: 脊椎保持垂直姿勢是否有助於冥想程序? 

RA: 我是 Ra, 有幾分幫助. 

 

66.20 發問者: 我這邊有一個已寫好的問題, 其實是兩個. 首先,可否請你列出身體

內的極性, 跟平衡未顯化實體的[©kÂiNg]能量中心有關的極性? 

RA: 我是 Ra, 在這個問題中有著許多我們賞識的思維, 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可能協

助在這一課題上的冥想. 每個未顯化自我都是獨特的, 基本的(身體)極性與平衡的

振動率、前三個能量中心有關. 也與其他能量中心有關, 但關聯程度較少. 

 

我們可否更具體地回答你? 

 

66.21 發問者: 可能在下一次集會, 我們將進一步探討這個主題. 

我想要問第二個問題. 原型的(archetypical)心智結構與內容是什麼? 原型心智是如

何作用的, 以告知個別心/身/靈複合體的直覺與顯意識心智? 

RA: 我是Ra, 你必須了解到, 我們提供這些概念給你們, 好讓你們透過考量它們而

增長關於自我的知識. 特別是關於後半段的詢問, 我們比較喜歡聆聽做過這些練

習的學生說出他對這個主題的觀察, 然後建議跟該詢問有關的進一步精練之途徑. 

我們感覺以這種方式, 我們可以帶來更多的協助. 

 

66.22 發問者: 你提到一個供能螺旋從任何一個金字塔頂端放射, 所以如果你將它

放在頭部底下大約 30分鐘, 你可以獲得益處. 你可否告訴我這第三螺旋如何帶來

幫助, 以及接受的實體又獲得怎樣的幫助? 

RA: 我是 Ra, 你可以攝取一些物質促使肉體載具經驗更多能量的變貌, 這些物質

是粗糙的, 它們相當粗略地作用於身體複合體之上, 增加腎上腺素的流動. 

 

金字塔的供能螺旋提供的振動是 每一個同時在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中的細胞

都會被充能, 好比接上了電源. 這個供能影響碰觸所有這些: 心智的敏銳度、該身

體的肉體能量與性能量, 以及靈性之意志的協調; 它能以任一方式被使用.  

(好比)一個電池可能被過度充電, 因此我們提醒任何使用金字塔能量的實體, 當接

受到一次充電之後, 將金字塔移開. 

 

66.23 發問者: 關於放在頭部底下的小金字塔, 它是否有個理想尺寸或最佳材質? 

RA: 我是 Ra, 假定採用吉沙金字塔的比例來發展螺旋, 最適當的大小為整體高度

小到足以放在枕頭底下, (仍然)使實體感到舒適. 

 

66.24 發問者: 沒有最佳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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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有一些較佳的材質, 在你們的交易(barter)系統中是相當昂貴的. 它們

比我們先前提到的物質相比並沒有好很多. 唯一不正確的物質是較賤的金屬*. 

(*Õ#: µ./0i1�.) 

 

66.25 發問者: 你曾提到 吉沙型金字塔的國王密室中的作用的某些問題, 我現在假

設, 如果我們使用與吉沙金字塔同樣的幾何配置製作的小金字塔將十分適合放在

頭部底下, 因為我們不會使用到國王密室的放射, 而只有來自頂端的第三螺旋; 我

也想問使用 60 度頂點角是否比較大的頂點角好, 是否可以提供更好的能量來源? 

RA: 我是Ra, 關於通過頂點角度的能量, 吉沙金字塔提供一個優良的模型. 只要確

定該金字塔夠小, 不會讓任何小實體能爬進去. 

 

66.26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這股能量, 這個螺旋光能量, 以某種方式被身體的能量

場所吸收. 這是否多少與靛藍色能量中心有連結? 我這個猜測正確嗎?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這股能量的屬性是在肉體複合體場域內移動, 並且照

射空間/時間身體的每個細胞, 這個過程完成之後, 也照射時間/空間中的等價物— 

與空間/時間之黃色光芒體密切對準. 這並不是乙太體或自由意志的機能. 這一個

照射很像是你們的太陽光. 因此應該小心使用它. 

 

66.27 發問者: 在一天的期間, 應用(金字塔) 30分鐘的次數, 多少次算是適當? 

RA: 我是 Ra, 在大多數的情況, 不要超過一次. 在少數情況, 特別是用於靈性工作

的能量, 實驗兩個較短的週期是可能的, 但任何突然疲倦的感覺都是一個確切的

信號, 表示該實體已經被過度照射. 

 

66.28 發問者: 這股能量是否有助於治療肉體的扭曲? 

RA: 我是 Ra, 雖然不能直接使用這股能量進行治療, 若結合冥想則可以提供特定

百分比的實體們在冥想中的協助. 在大多數的情況中, 它最有助益的方面在於減

輕疲倦, 以及刺激肉體l性慾活動. 

 

66.29 發問者: 從第三到第四密度的轉換過程中, 除了我們目前經歷的, 我們有兩

種其他可能性. 一種是完全正面極化的收割, 另一種是完全負面極化的收割; 就我

的理解, 這兩種在宇宙其他地方都已經發生許多次. 當發生完全負面極化的收割, 

整個星球被負面極化, 從第三進入第四密度, 這樣的星球是否會經歷疾病的變貌, 

如同地球目前轉換過程中 經歷的一樣? 

RA: 我是 Ra, 你是敏銳的, 負面收割是一種密集的不和諧, 該星球會表達出這點. 

 

66.30 發問者: 該星球在第三密度晚期有特定的一組狀態, 這些狀態在第四密度早

期有所不同. 你可否給我一個關於負面極化星球的例子, 描述它在第三密度晚期

的狀態, 以及第四密度早期的不同狀態, 好讓我可以看到它們是如何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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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負面導向的星球 從第三到第四密度的振動改變與正面導向星球是

完全一樣的. 隨著第四負面密度的到來, 產生許多能力與可能性, 這些你是熟悉的. 

第四密度更為密集, 想要隱藏心/身/靈複合體的真實振動要遠為困難許多. 這使得

第四負面密度, 如同正面導向, 有機會形成社會記憶複合體. 使得負面導向實體有

機會以不同組的參數來展示它們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權力, 用於服務自我. 以振動

而言, 狀態是一樣的. 

 

66.31 發問者: 我所關切的是肉體扭曲、疾病的數量, 這類的事情在第三負面密度

尾聲�第四負面密度剛開始, 兩者轉折的變化. 在第三負面密度晚期, 肉體的問題, 

疾病等的狀態是怎樣的呢? 

RA: 我是Ra, 每一個行星經驗都是獨特的. 容我們說, 敵對行動的問題和大地(earth)

對全球心智的負面性之反應相較, (2ì)更有可能是晚期的第三負面密度實體們

迫切關心的事. 因為通常藉由這類全球規模的戰爭態度 來達成必須的負面極化. 

 

當第四(負面)密度發生之際, 將逐漸產生一顆新的星球與新的肉體載具系統, 敵對

行動的參數逐漸從外顯的武器轉變成思想(ð¥). 

 

66.32 發問者: 好吧, 第三負面密度星球在即將收割進入第四負面密度之前, 是否

會有[cd�`�b�É�¨g]肉體的傳染病與疾病四處蔓延? 

RA: 我是 Ra, 你說的肉體複合體扭曲比較不會發生在第四負面密度開始成為收

割選項之際, 這是由於第三負面密度可收割實體的一個特徵是對於自我的極度興

趣. 這樣的實體會十分細心地照顧肉體, 同時心智上有更多針對自我的紀律. 其傾

向為巨大的自我-興趣î自我-紀律. 仍然有些疾病種類與[�3���g]負面情緒

有關聯, 如憤怒. 然而, 對於一個可收割實體 更有可能使用這些情感扭曲為催化劑, 

以毀滅性與外顯的方式投注到憤怒的目標上. 

 

66.33 發問者: 我正嘗試理解疾病與身體扭曲的產生與極性的關聯, 包含正面與負

面兩方面. 似乎它們的產生以某種方式創造了分裂或極化, 它們是否有個機能是

創造第三密度的起初極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並不完全正確. 身體l心智複合體的扭曲是存有們裡內有需要這

方面經驗的極化協助. 這些實體可能早已選擇(tt)路徑或要追隨的極化. 

 

由於缺乏對於自我滿溢的興趣, 並強調服務他人, 正面導向的個人比較可能經驗

肉體複合體內的扭曲. 此外, 對於一個尚未極化的實體, 肉體扭曲的催化劑會隨機

產生, 正如你所言, 期望產生起初的極性選擇. 通常情況是實體尚未做選擇, 於是

催化劑持續被產生. 對於負面導向的個體, 肉體比較有可能被仔細地照顧, 心智也

被仔細地鍛鍊以抵抗肉體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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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4 發問者: 這個星球對我而言, 似乎是個[c��r]充滿扭曲的污水池, 包含所

有的疾病�肉體的機能障礙, 一般而言. 在我看來, 平均而言, 這個星球應該是列

在(扭曲)排行榜上很高, 很高的位置. 如果我們只看這些問題的數量, 我, 我在這個

假設中的感覺正確嗎? 

RA: 我是 Ra, 我們將回顧先前的資料.  

催化劑被提供給一個實體, 如果該心智複合體並未使用催化劑, 它就會滲入身體

複合體, 並且以某種肉體扭曲的形式顯化. 越有效率地使用催化劑, 該實體的肉體

扭曲就越少. 

 

對於Ud�rg流浪者而言, 它們先天在應對第三密度振動型態就有困難, 再加上

不管多朦朧的回憶, 知道這些扭曲在家鄉振動中是不需要或不尋常的. 

 

我們總是會過度歸納, 因為還有許多情況是由於降生前的決定 而導致肉體或心

智的限制與扭曲, 但我們覺得你問題著重的部分是廣泛流傳的苦難變貌[n���

�6ê]. 的確, 在其他一些第三密度的星球, 催化劑以比較有效率的方式被使用. 

在你們星球上, 存在許多無效率地使用催化劑的情況, 因此, 有著許多肉體扭曲. 

此時, 我們還有足夠的能量回答一個詢問. 

 

66.35 發問者: 那麼, 我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

該通訊? 

RA: 我是 Ra, 一如往常地在愛中繼續進行.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ìë¹: �Ð��?�Êë, |�ì>8º Carla9$;(, �(Í<9§�=, ?ët(@¼

½A Carla, Ï�B³EFge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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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15 日 

 

6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67.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比起上次你詢問的時候更對準正常的變貌. 肉體

複合體的能量層級比上次要弱一些. 超心靈攻擊成份在這個特別的鏈結中異常地

強烈.  

 

67.2 發問者: 你可否描述你所謂的超心靈攻擊成份, 並告訴我為什麼它在此時很

強烈?  

RA: 我是 Ra, 我們選擇不追溯先前已給予的資訊, 僅簡短說明 作用於這個器皿的

心靈攻擊處於恆常的水平, 只要它繼續這個特定服務的話.  

 

攻擊的強度取決於該實體所呈現的弱點機會. 在這個特定的鏈結, 該實體承受你

所稱的痛苦[變貌]有一些時間, 這個現象對於肉體能量水平有累積的弱化效應. 結

果創造出一個特別有利的機會目標, 我們先前提到的(獵戶)實體利用這個機會嘗

試以它自己的方式服務. 幸運的是 這個通訊持續保有生命能, (因為)器皿是個具

有堅強意志的實體 只有很少的傾向朝向你們所謂的歇斯底里變貌; 由於這個攻

擊的頭暈目眩效應是恆常的, 有時候會引發好幾天的混亂狀態. 

 

無論如何, 這個特殊的實體對於該狀況適應得很好, 沒有產生不當的恐懼變貌. 因

此該超心靈攻擊並未成功, 但對於該器皿有些耗弱的影響. 

 

67.3 發問者: 我將做個分析, 然後請你告訴我是否正確. 我們考量這個製造所謂攻

擊的實體正在提供它的服務, 依照它的變貌在我們的極化狀態中進行; 好讓我們

可以更充分地欣賞它的極性. 我們欣賞這個事實, 並感謝這個實體嘗試服務我們

的太一造物者, 容我說, 帶給我們更完整的知識.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你的陳述中並沒有正確性或不正確性. 它是正面極化的一種表達, 以

及對待負面極化行動之平衡觀點; 其效應是削弱負面極化行動的氣力. 

 

67.4 發問者: 我們歡迎這個實體的攻擊服務, 但我覺得攻擊是個誤稱, 由於我不認

為它是一種攻擊, 而是提供一種服務; 我們歡迎這樣的服務, 但我相信 我們能夠更

充分地使用這個服務 如果他們不要以次要的方式致使該器皿肉體殘廢的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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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大的肉體能力, 她可以更加欣賞這個服務. 如果這個繼續進行的服務不包括

令人暈眩的效應, 我們會以更多的愛歡迎該服務 [Áf¡2gu\], 並且十分感激. 

我正嘗試理解這個一直與我們同在的實體的服務機制, 同時我嘗試理解這個實體

的來源與他跟我們打招呼的機制. 我將做個聲明, 很可能是錯的, 但是我極度有限

的理解力[對於其他密度的工作方式]所能做出的推論. 我猜想這個特別的實體是

獵戶同盟的一份子, 並且降生在適當密度中的一個身體, 我假設是第五密度, 透過

心智的修為 他能夠投射一部分或全部的意識到我們的座標系統, 可能使用組成

他的心/身/靈複合體的七個(��)體中的一個.  

 

你可否告訴我在這個陳述中, 哪些是正確的, 哪些是不正確的? 

RA: 我是 Ra, 該陳述實質上是正確的. 

 

67.5 發問者: 你是否寧願不給我其中一些細節的資訊? 

RA: 我是 Ra, 我們並未觀察到其中有詢問進一步細節的部分, 請重新詢問. 

 

67.6 發問者: 該實體使用哪一個(��)體, 以顏色而言, 旅行到我們這裡?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並不特別容易回答 由於它具有跨次元特質之緣故, 不只是

空間/時間�時間/空間, 還包括密度到密度. 第五密度的空間/時間身體停留在第五

密度的同時, 該實體使用時間/空間的光體l第五密度身體(旅行). 你假設意識是

藉此被投射的 這是正確的. 你假設這個顯意識載具歸屬於第五密度空間/時間的

肉體複合體, 用於這個特別的服務, 這是正確的. 

 

67.7 發問者: 無疑地, 我將問幾個無知的問題. 然而, 我嘗試理解關於極化的幻象

的某些特定概念; 它似乎存在於特定的密度層級中, 並且決定意識互動機制的運

作. 這對我是個很困難的主題, 因此為了我貧乏的問題 我請求你的原諒, 但在我看

來, 該第五密度實體以某種方式被我們小組的極化所吸引, 因為這個小組對於該

實體如同一個燈號.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大體上是正確的. 但這個實體卻是逼不得已才這麼努力. 我們先前

曾說, 通常針對正面導向的實體或群體首先是由第五密度的獵戶領導者的爪牙所

發起, 它們屬於第四密度. 第四(負面)密度的標準第一步棋是誘惑一個實體或群體

遠離全面的服務他人之極化, 並朝向自我膨脹或[HG�0yÖ]組織的膨脹. 在這個

特別的小組, 每個成員都被給予所有的誘惑, 目的是停止服務彼此與太一無限造

物者. 每一位實體都婉拒這些選擇, 並且在沒有顯著偏離的情況下 繼續渴望純粹

地服務其他自我.  

在這個(時)點, 第五(負面)密度群體中的一個實體監視這個走調的過程, 決定它需

要以魔法的手段[你們所理解的儀式魔法]來終結這個小組. 我們曾經討論過這類

的攻擊有潛力將小組的一個成員去除, 並且特別說明最脆弱的是該器皿, 由於它

投胎前決定的一些肉體複合體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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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發問者: 既然我們認可這個第五(負面)密度實體為造物者, 為了使這個小組充

分地服務造物者, 我們也必須嘗試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服務這個實體. 除了企圖使

我們停止接收與傳播你們的訊息, 你可否告訴我們這個實體(其他)的渴望? 

RA: 我是Ra, 這個實體有兩個渴望, 容我們說, 首先與首要的渴望是將這個小組的

一個或更多成員錯置於負面導向, 好讓它可以選擇在服務自我的途徑上有所服務. 

在此之前必須完成的目標是當某個心/身/靈複合體[屬於這個小組]在可控制的配

置範圍內, 終止它的肉體複合體的生存能力. 容我們說, 雖然我們 Ra群體的理解

是有限的, 我們相信送給這個實體愛與光, 小組中每個成員都這樣做, 是這個小組

可以提供給該實體最有幫助的催化劑. 

 

67.9 發問者: 我們發現一個— 對不起, 如果你想要, 請繼續. 

RA: 我是Ra, 我們正要說明, 就我們的評估, 這個實體已經盡可能地被這個愛的給

予所中和, 因此它繼續的臨在或許是可理解的極限, 關於不同服務觀點的各個極

性, 能提供給彼此服務的(最大)限度. 

 

67.10 發問者: 我們擁有一個矛盾的情況, 我們在造物的極化區域中, 在這個水平

上嘗試充分服務造物者, 這個密度中的一些人[cdò�gíJ]要求 Ra資訊, 事實

上, 剛才就有個人打電話進來; 然而, 我們有[�`��Âg�Ã�]來自另一密度的要

求— 不要散佈這個資訊. 我們現有的情況是, 造物者的確要求這個小組從事兩件

似乎完全相反的活動. 如果我們能充分地、全面地、完整地服務, 如此藉由每一個

思維與活動服務造物者, 盡我們最佳的能力, 那將會很有幫助. 你是否可能為我們

解答, 或為這個[提供服務的]第五密度實體解答這個我已觀察到的矛盾?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可能的. 

 

67.11 發問者: 那麼, 我們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慮這點: 你沒有能力不服務造物者 因為一切都是造

物者.  

--B5038-- 

在你們個人的成長樣式中 顯現基本第三密度的選擇.  

再者, 該記憶套疊著你們家鄉密度的正面極化.  

因此你們的特殊導向是強烈地極化朝向服務他人, 同時已經成就智慧與憐憫. 

--B5038-- 

 

你不只有兩種相反的服務需求; 你還將發現一個無限的隊伍, 充滿矛盾的要求,有

的要求來自這個源頭的資訊, 有的要求沒有該資訊,如果你仔細傾聽那些聲音的

話. 全部只有一種聲音 是你會以特定的頻率共振的. 這個頻率決定你服務太一造

物者的選擇. 碰巧這個小組的振動樣式與 Ra群體的樣式是相容的, 允許我們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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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UdLÞg]器皿說話. 這是自由意志的一個機能. 

 

造物者的一部分似乎對於你選擇詢問我們關於靈性進化的問題感到歡喜;  

一個似乎分離的部分希望在各種特定性質的詢問上得到眾多的答案;  

另一個似乎分離的人群希望透過這個器皿進行的通信能夠停止, 覺得那是負面特

質的東西. 

在其他許多存在的(次元)平面上面 有些實體以每一根纖維都在為你們的服務歡

慶; 也有一些你剛才提到的實體只想要終結這個器皿在第三密度平面的生命.  

所有一切都是造物者. 這是一個廣大壯麗的場面, 包含各種偏見、扭曲、顏色、色

調, 無止境的花樣. 對於那些與你們[M��N�N�ON]沒有共鳴的實體, 你祝願它

們愛、光、和平、喜樂, 然後跟它們好好道別. 你再不能做得比這更多了, 因為你, 

做為造物者的一部分, 是你本然的樣子, 你的經驗î經驗的貢獻要成為貴重的, 

 需要更多、更多地完美呈現你真正之所是. 那麼, 你能夠獻出這個器皿的生命來

服務一個負面實體嗎? 你不大可能認為這是一個真實的服務. 因此你可以在許多

情況發現愛的平衡是如何達成的; (你)獻出愛, 送出光, 然後感激地答謝服務自我

導向的實體, 雖然拒絕它的服務, 因為它對你此刻的旅程並無用處. 於是你毫無矛

盾地服務太一造物者. 

 

67.12 發問者: 這個特殊的實體, 在它的服務中, 能夠創造一種暈眩效應在器皿身

上, 你可否描述此種服務的機制?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在此生的小時候擁有耳部複合體的扭曲 產生許多感染導

致它小時候的巨大困難. 這些扭曲的傷痕仍然存在, 你所稱的靜脈竇系統仍然是

扭曲的. 因此該實體工作這些扭曲, 產生的結果是平衡感失落, 以及稍微欠缺使用

耳部器官的能力. 

 

67.13 發問者: 我對於這個第五密度實體使用魔法原則[hcb]來提供服務和它的

能力感到困惑. 為什麼它能夠從哲學或魔法觀點來利用這些特定的肉體扭曲?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能夠在時間/空間配置中, [hcdb] 穿透該器皿的場域. 它

不用任何載具穿過隔離, 因此更能夠逃過守護者d的偵查網. 

 

魔法工作, 也就是意識的遣送如同光一般 無須載具, 有很大的好處. 這道光可以瞬

間作用在未調頻的個體上, 藉由暗示的方式. 好比一個實體在交通繁忙的馬路上

踏出腳步, 因為它接受路上沒有車輛的暗示. 這個實體, 如同這個小組的每位成員, 

在愛與光之道上有足夠的修為 因此不會受到暗示太大的影響. 無論如何, 該器皿

的肉體複合體的易生病體質被這個實體最大程度地利用, 它希望透過增加暈眩程

度, 導致該器皿跌倒l真的走入交通繁忙的馬路中 因為視線不良的緣故. 

 

這些魔法原則, 容我們說, 可以被鬆散地轉譯為你們的魔法系統, 在此 符號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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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追蹤、視覺化, 目的是發展光的力量. 

 

67.14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這個第五密度實體視覺化特定的符號? 我假設這些符號

的特質是被持續使用一陣子之後, 將產生一些力量或電荷.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在第五密度中 光是個可見的工具 就好比你們用鉛筆寫

作一般. 

 

67.15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這個實體將光配置成各種符號, 那是我們稱為的物理

臨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光被使用來創造足夠的環境純度, 好讓該實體將它的

意識放置到一個仔細創造的光之載具, 然後使用光的工具做它的工作. 意志與臨

在是它們執行工作的方式. 

 

--B5038-- 

67.16 發問者: 你是否熟悉一本書, 那是該器皿與我大約在十二年前寫成的, 叫做

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苦刑, 特別是我們使用驅逐儀式把(]�)實體帶來地球

的部分?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7.17 發問者: 關於我們寫作的這部分, 在執行上是否有任何步驟不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之處只有一個, 這是由於一個作者在描述訓練必須的時間長

度上會有的困難, 這訓練使得書中的悉爾多與帕布羅具備必要的修為. 

 

67.18 發問者: 在我看來, 這本書不知怎的, 自從我們寫完之後 它全部的內容已經

成為我們與許多人相遇的連結, 並且是我們已經驗的許多活動之連結,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相當地正確. 

 

67.19 發問者: 我將在稍後的集會問這方面的事, 因為我不想要離開正軌; 因為它

有些地方與時間力學有關, 那是我十分困惑的, 那麼 我要問— 

--B5038-- 

如你提到的, 提供我們服務的第五密度實體穿透隔離來到這裡, 它是穿透某個機

會之窗, 或是因為,hcb, 它的魔法能力? 

RA: 我是 Ra, 它穿越的是一個微小的窗戶, 比較不具魔法導向的實體或群體不能

有效地使用它. 

 

67.20 發問者: 現在, 這條詢問路線的重點與第一變貌以及這扇窗戶存在的事實有

關. 這是否為隨機窗戶效應的一部分, 我們從這個實體之貢獻所接收與經驗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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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與這個星球一般由於窗戶效應接收到的東西, 是否屬於相同的平衡類型?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當一個星球接受更多高度進化的正面實體或群體的資

訊, 同樣的機會必須要提供給相似睿智的負面導向實體或群體. 

 

67.21 發問者: 那麼 我們正經驗這個表面上的困難, c��r第一變貌的智慧的效

應, 為此 我們必須完全接受我們所經驗的智慧.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是否跟 Ra的

觀點一致? 

RA: 我是Ra, 以我們的觀點, 我們或許會進一步地表達對這個機會的欣賞. 這是一

個強烈的機會, 因為它的效應是相當顯著的, 包括實際與潛在的影響, 並且由於它

影響該器皿的變貌朝向痛苦與其他困難, 如暈眩等, 這使得器皿能夠持續選擇服

務他人與服務造物者. 

 

同樣地, 它提供一個持續的機會給小組中的每個成員表達支持, 即使在困難或較

為扭曲的環境下 [`TígÜÐr�G�e�`�ÅPgÇQRS]; 因此得以展現無限

造物者的愛與光; 此外 在一個接著一個的工作集會中 選擇繼續信差的服務, 傳遞

我們嘗試給予的這份資訊, 藉此服務造物者. 

 

因此這個情境所導致的機會以及扭曲都相當地顯著. 

 

67.22 發問者: 謝謝你, 這個所謂的攻擊是否也提供給我與 Jim, 如同該器皿的情況

一般?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7.23 發問者: 我個人並沒有感覺到任何我可覺察的效應, 你是否可能告訴我這個

服務是如何提供給我們的? 

RA: 我是 Ra, 給予發問者的服務是懷疑自我�經由個人特質上的各種扭曲, 變得

沮喪. 該實體並沒有使用這些機會, 基本上, 該獵戶實體已經停止恆常地監視這個

實體. 

 

抄寫員被恆常地監視, 被給予許多機會強化其理智/情感上的扭曲, 在某些情況, 

包括理智/情感複合體與對應之肉體複合體的連結矩陣. 當這個實體覺察到這些

攻擊, 它就越來越不受到它們的滲透影響.  

這特別解釋了為什麼它們大量地強化與恆常監視該器皿, 由於此生無法控制的因

素, 它是個虛弱的環節. 

 

67.24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該器皿在此生的嬰兒期就經歷這麼多肉體扭

曲, 這問題是否在第一變貌之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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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5 發問者: 那麼, 在相同前提下,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該器皿在早年經歷這麼

多事? 

RA: 我是Ra, 我們肯定你假設的正確性, 因為這類的答案將打破混淆之道. 不適合

把這類答案攤開來 好比將晚餐的食物攤開在餐桌上一般. 合適的做法是沉思相

關的機會複合體[��]. 

 

67.26 發問者: 那麼, 在此刻 我們無法提供給那個 [tT�cdk�g] 獵戶集團的第

五密度實體任何其他服務. 是不是有...  當我從你的觀點來看, 我們無法為他做任

何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你嘗試在極化狀態中服務相反的極性, 這其中有著很大

的幽默. 這樣做有天然的困難性, 因為你所認為的服務 被那個實體認為非-服務. 

當你傳送給那個實體愛與光, 並祝願它好; 它就失去它的極性, 並需要重新集結. 

因此它並不會認為你的服務是種服務. 另一方面, 如果你允許它的服務, 讓這個器

皿從你們當中離開, 或許你並不認為這是一種服務. 

你們在此擁有一個平衡且極化的造物者觀點; 兩種服務被提供, 彼此互斥, 在一個

均勢的狀態中, 自由意志被保存, 每一個實體被允許走自己的道路 去經驗太一無

限造物者. 

 

67.27 發問者: 謝謝你. 在結束這部分的討論之前, 我只想說是否有任何我們在能

力限度內可以做的事— 我理解你剛才提到的 有許多事情不在我們能力範圍內— 

關於那個特殊的實體; 你是否願意在未來 將它的要求傳達給我們知道, 我們至少

可以考慮它們, 因為我們想要服務每一方面. 你是否同意這樣做? 

RA: 我是 Ra, 我們發覺我們未能澄清你的服務íï它渴望的服務. 以我們謙卑的

意見, 你需要注視這個情況的滑稽, 並且放下你在沒有要求服務的地方想要服務

的渴望. 磁鐵會吸引或排斥, 為你的極化力量感到自豪, 並允許相反極性的實體同

樣這麼做, 以第六密度的統一兩條途徑的觀點看見這極性的大幽默與複雜糾葛. 

 

67.28 發問者: 非常謝謝你. 我在此有個聲明, 我將快速地唸完, 然後請你稍後評論

它的正確性或不正確性. 一般而言, 原型心智是太一無限造物的Ús面向的一個代

表. 父親原型對應的是電磁能量的男性或正向層面; 並且是活躍的, 具創造性, 向

外放射如同我們本地的太陽.  

母親原型對應的是電磁能量的女性或負向層面; 並且善於接受或是磁性的, 如同

我們地球接收太陽光, 並在她第三密度的豐饒中孕育生命.  

浪子l傻子原型對應到每一個遠離合一的實體, 尋求返回太一無限造物者.  

惡魔原型代表物質世界的幻象與邪惡的外觀, 但更精確地說 它是催化劑的提供

者, 讓第三密度幻象中的每個實體可藉此成長.  

魔法師、聖者、醫者、行家對應的是較高自我. 由於其能量中心的平衡, 穿透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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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智能無限, 從而展現主宰第三密度催化劑的能力.  

死亡原型象徵一個實體從黃色光芒體過渡到綠色光芒體, 不管是暫時地發生在中

陰期間, 或比較長久地發生在收割期間. 

 

每一個原型呈現太一無限造物的一個面向, 依照該實體的心智[電磁性]配置或呼

求 來教導個別心/身/靈複合體. 教導透過直覺完成, 配合適當的尋求或心智配置, 

意志的力量使用靈性為穿梭工具 來接觸適當的原型面向, 進行教導/學習. 以同樣

的方式, 各個直覺的通知者被接觸, 它們具有階層性, 從該實體自身的潛意識心智

出發 到群體心智或星球心智; 再到指導靈, 高我; 前往原型心智; (最後)到達宇宙

心智或智能無限. 

根據尋求者想尋求的資訊, 及其心智的和諧電磁配置, 靈性擔任穿梭工具 接觸各

層面的心智.  

可否請你評論這些觀察的準確性, 並更正任何錯誤, 以及填充任何遺漏之處. 

RA: 我是 Ra, 由於該實體耗弱的肉體能量, 它在本集會期間大部分時間使用轉移

的能量. 我們將開始這個相當複雜且有趣的答案, 但不期待講完它. 我們沒有回應

的部分, 我們要求你在Udg未來的工作期間重新詢問我們. 

 

67.29 發問者: 或許在下次集會再開始回答這個問題會比較好? 那樣是否合適, 或

者 能量已經是固定(配置)的? 

RA: 我是 Ra, 能量總是(預先)被分配好了. 而選擇總是在你身上. 

 

67.30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下, 繼續. 

RA: 我是 Ra, 或許, 我們第一個要講的項目是靈性的概念, 它做為穿梭機, 用於連

結心智的根部與軀幹. 這是一個誤解, 我們將讓發問者進一步考量靈性的機能, 因

為在工作心智這部分, 我們工作的範圍在一個複合體之內, 尚未嘗試穿透智能無

限. 你說到原型是太一無限造物者的部分或其面向, 這點說得好. 然而, 雖然這些

(原型)複合體提供的生產性能量是恆常的, 對於任何兩個尋求者而言, 卻不會得到

相同的產出, 這是遠遠更佳的暸解. 每一個尋求者會以該原型中, 對尋求者最重要

的特徵; 來經驗各個原型.   

 

這裡有一個例子, 我們觀察剛才發問者以如此這般的方式描述傻子原型. 

這個原型其中一個偉大層面是信心, 不管接下來會出現什麼就走入空間. 當然, 這

是愚蠢的, 但這是靈性初學者的特徵之一. 這個層面沒有被發問者看到, 或許值得

仔細考量. 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次請求你在下一次工作期間重述這個詢問. 我們在

此時停止使用這個器皿. 在我們離開之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問題? 

 

67.31 發問者: 只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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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 在和諧、愛、光的氣力中繼續下去. 一切都好. 因為仔細

的放置, 此次的(器具)排列值得稱許.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的榮耀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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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18 日 

 

6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39-- 

68.1 發問者: 首先 你能否給我這個器皿之狀態的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已完全消耗, 其他部分如前所述. 

 

68.2 發問者: 在這個器皿肉體能量已完全消耗的情況下, 我是否應該繼續這場集

會? 我不完全確定你剛才的意思. 

RA: 我是Ra, 我們擁有可用的轉移能量, 這是由這個小組的兩位成員所提供, 因此

我們能夠繼續. 如果不是有這份轉移的能量, 這個具有強烈意志的器皿將耗損其

生命能量, 藉由運用意志力使用現有資源. 因此如果沒有能量的轉移, 同時該器皿

消耗的程度如目前一般, 最好避免使用該器皿. 如果還有轉移的能量, 這個服務可

以被接受, 而不會傷害到正常生命能的變貌.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那已經被耗盡的肉體能量並非由於朝向痛苦的變貌, 雖然這

(痛苦)在目前的空間/時間是巨大的, 但主要是因為持續經驗這個變貌(產生)的累

積效應. 

 

68.3 發問者: 你是否推薦將這次與下次的工作之間的休息時間拉長? 那樣是否對

該器皿有幫助? 

RA: 我是Ra, 一如往常, 我們建議該支援小組小心觀察該器皿, 並且基於觀察的事

實做決定. 具體推薦一個未來的決定並不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內. 我們願補充說

明, 我們先前推薦每隔一天進行一次工作, 卻沒有考慮到該器皿的脆弱性, 為了這

個建議 我們請求你們的原諒. 

 

在這個鏈結, 我們的變貌朝向一個彈性的工作排程, 如我們先前所說, 基礎在於該

支援小組對關係到該器皿的決定. 我們再次注意到有一條微妙纖細的線, 介於 持

續使用該器皿[�cd¬VWgu\X]所需的照顧, 以及適當地理解[NOU[Ç�¹`

�´�]這整個小組在服務中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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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如果這個器皿的狀態真的位於最低底限, 請務必讓更多休息發生在兩次工

作之間. 然而, 如果有渴望進行這個工作 同時以你們謹慎的看法 該器皿能夠工作, 

容我們說, 這個小組此次工作會是一次出色的行動. 我們無法說得更精確, 因為這

個通訊是你們自由意志的一個機能. 

--B5039-- 

 

68.4 發問者: 我們認為今天舉行這個集會是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 我會離開這裡一

些日子 同時我有個迫切的問題 關於週日晚上發生的事情, 明顯地, 該器皿在正規

的周日冥想夜滑入出神狀態, 我想詢問你關於這點.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可給予

我資訊嗎?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68.5 發問者: 請告訴我在那個場景中發生了什麼事情?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指示這個器皿避免呼叫我們, 除非是在目前這樣的特定環

境中. 在你所說的事件中, 該器皿被問到一個與[Ó��Õ�]Ra 資料相關的問題. 這

個器皿當時正提供聲音給我們在智慧密度的兄弟姊妹— Ud�¨g Latwii.  

這個器皿(心裡)想著 "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我但願我正在傳導 Ra."  

Latwii群體發現它們正被該獵戶實體逼近, 這些實體嘗試以自己的方式尋求服務. 

該器皿開始準備與 Ra 通訊, Latwii 知道如果這個過程完成了, 獵戶實體會有機會

(服務), 那是 Latwii想要避免的. 

這個器皿是幸運的, 首先, Latwii屬於第五密度, 有能力應付這個特別的振動複合

體, 由該獵戶實體所顯化. 其次, 當時的支援小組在緊要關頭, 送出大量的支持給

該器皿. 因此, 當時發生的情況是 Latwii群體絕不對這個器皿放手, 雖然這個舉動

十分驚險, 幾乎要打破混淆之道. Latwii繼續持守與器皿之心/身/靈複合體的連結, 

即使當器皿開始滑出其肉體載具之際, 仍持續透過器皿產生資訊.  

 

這個持續通訊的舉動導致該實體無法握緊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只經過一小段

Udg空間/時間, Latwii 重新恢復器皿完全整合的狀態, 並持續給予通訊, 安定它

的過渡時期, 直到整合完成. 

 

[ûü: 68.5ÖfZ[\ L/Lò_s`ÖNobceh, kmn: 

www.llresearch.org/transcripts/issues/1981/1981_0816.aspx ] 

 

68.6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第五負面密度實體的計畫是什麼? 以及它如何達

成其目的, 以及如果計畫成功 後果會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個持續進行的計畫 目的是趁器皿與黃色肉體複合軀殼分離之際, 

奪取其心/身/靈複合體, 將它放置在你們時間/空間的負面部分. 於是該軀殼便會

變得沒有知覺, 沒有意識, 容我們說, (Ð
�)可以在上面工作導致(肉體)故障,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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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進入昏迷狀態, 然後便是你們所稱的身體的死亡. 到這個地步, 該器皿的高我有

兩種選擇: 一種是讓心/身/靈複合體停留在負面時間/空間, 或者允許它降生於等

價的振動與極性變貌之空間/時間. 因此這個實體會成為一個負面極化的實體 卻

沒有原生負面極化的優勢. 在這種情況下, 它返回造物者之路將是漫長的, 雖然這

條路的結局終究是好的. 

 

68.7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如果這個第五負面密度實體成功地在該心/身/靈複合體

處於出神狀態時, 轉移該複合體到負面極化的時間/空間, 那麼高我就別無選擇 必

須允許它降生在負面極化的空間/時間?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高我可以允許心/身/靈複合體停留在時間/空間中. 無

論如何, 高我不大可能無限期地這樣做, 因為高我的變貌傾向相信心/身/靈複合體

的機能在於從其他自我那兒經驗與學習, 從而經驗造物者. 一個高度極化的正面

心/身/靈複合體被空間/時間的負面部分圍繞只會經驗黑暗, 好比磁鐵(磁場)的原

理, 由於(這兩者)沒有相似的地方, 因此一道障礙自動地形成. 

 

68.8 發問者: 讓我確定 我理解你, 你剛才說黑暗在負面的空間/時間中被經驗, 或

者是負面的時間/空間? 

RA: 我是 Ra, 負面的時間/空間. 

 

68.9 發問者:  在那樣的情況中, 若投胎在負面空間/時間, 會導致它投胎在哪一個

密度層級, 讓我們以該器皿做為例子? 

RA: 我是 Ra, 回答這個詢問違反第一變貌. 

 

68.10 發問者: OK, 我們不以器皿做為例子. 讓我們假設一個第六密度的流浪者遭

遇這種事情, 假設這個答案違反第一變貌, 不要回答. 但我們假設一個第六密度的

流浪者進入負面時間/空間, 是否為第六負面的密度時間/空間, 接著它是否降生於

第六負面密度的空間/時間? 

RA: 我是Ra,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極化的氣力會盡可能地匹配. 一些正面第六密度

流浪者的近似值可能不那麼完整, 由於缺乏相等氣力的負面第六密度能量場的緣

故. 

 

68.11 發問者: 當這個流浪者的心/身/靈複合體被萃取到[cd��g]出神狀態, 離

開第三密度的肉體, 在這個狀態中, 該流浪者沒有充分的能力以魔法防護自我, 所

以會發生如同剛才討論的狀況?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以這個器皿的情況而言, 這是正確的. 幾乎沒有例外, 對於那些在出

神狀態下工作的器皿們, 如果尚未有意識地在此生[hcdb]體驗過時間/空間中

的魔法訓練, 這也是正確的. 你們密度的實體能夠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魔法防禦是

極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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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發問者: 在我看來, 由於我不能想像還有任何事, 什麼事會比這個特殊結果

還糟的 [hcb], 除了該可能性: 遭受原子彈攻擊導致心/身/靈複合體全面分解. 因

此我認為尋求魔法訓練與防禦是十分明智的. Ra是否能夠, Ra是否願意指導我們

這類的魔法防禦? 

RA: 我是 Ra, 這個請求在第一變貌之外. 尋求魔法能力的實體必須以特定的方式

執行, 我們可以給予一般性的指示, 這點我們已經做過了. 該器皿已經開始平衡自

我的過程, 這是一個冗長的過程.  

 

當一個實體還沒準備好之前 就給予它魔法力量的權杖是以不平衡的方式冒犯. 

容我們有些嚴厲地建議該器皿絕對不要 在缺乏目前這個(yz)配置之保護的情況

下, 以任何方式呼求 Ra. 

 

--B5039-- 

68.13 發問者: 我們方才談論的幾乎與[cdfoËhg]愛斯米蘭達·甘露這本書的

一部分完全相同, 關於托斯翠克(Trostrick)錯置太空女孩之心/身/靈複合體的過程. 

我們過去的這個作品對我們的生活有何重大意義? 那是如何纏繞進來的, 我已為

此困惑好些時候了. 你能否告訴我?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每一位, 發覺我們可以講述. 

 

68.14 發問者: 請你現在開始吧? 

RA: 我是 Ra, 我們肯定以下陳述, hcdb, 早已被(你們)推測或假定. 

 

當這個小組的兩位成員曾做出承諾共同為了改善該行星球體而工作, 這個承諾啟

動了一個具有某些力道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產生這本書卷的經驗是不尋常的, 

因為它被視覺化, 彷彿在觀看活動圖像(moving picture*)一般. 

(*Õ#: Ìô?p|qsuÌ��g��) 

 

(��Ì,) 時間以當下-此刻的形式變得可茲利用. 該書卷的劇本走得很平順直到它

的結尾. 你們不能結束該書卷, 結局不像該書全部內容一般, 它無法被視覺化, 而

是被撰寫或著述. 

 

這是由於存在於所有造物中的自由意志之行動. 無論如何, 該書卷包含一個對顯

著事件(��)的綜覽, 同時包括象徵性與具體性觀點; 在磁性吸引的影響下, 你們

看見(`¹); 當做出承諾並且對於這個[Ud¬��r]任務的奉獻恢復完全記憶, 於

是釋放出該磁性吸引力. 

 

68.15 發問者: 我們現在有個令人擔心的狀況, 與完整理解[MÒt N�övÖw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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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極性活動有關, 我想這點是重要的. 

--B5039-- 

如果這問題在第一變貌的範圍之內, 我想探究該第五密度實體的技巧; 該第五密

度實體想要將這個小組的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移位, 可否請你描述這個實體如何

進行這個工作, 我問這個問題是否在第一變貌範圍之內? 

RA: 我是 Ra, 你是的. 

 

68.16 發問者: 好的, 那麼, 這個第五密度實體如何進行這個工作, 打從一開始警覺

到我們存在的事實? 那是怎麼發生的? 可否請你追蹤他涉入的步驟? 

RA: 我是 Ra, 該實體開始覺察到力量, 這股力量有能力供給能量給那些可能ÎÍ

Û收割的實體. 這個實體渴望關閉這個力量的源頭, 它送出其軍團, 提供各種誘惑, 

它們都被忽略或拒絕. 該力量的源頭持續存在; 並確實改善其內在的連結— 和諧

與服務之愛(的連結). 

 

該實體決定它必須要自己出來 嘗試關閉(ÐÕx). 藉由('y)投射的方式, 它進入這

個力量源頭的周邊地帶. 它評估局勢, 它受到第一變貌的束縛, 但可以利用任何的

自由意志變貌. 該器皿的自由意志, 投胎前(z{)的肉體載具扭曲似乎是最有希望

的目標, 任何偏離服務他人的扭曲也是洽當的(¡¢). 

 

當該器皿如此自由地離開其肉體載具, 如果它自由地跟隨該實體, 將器皿的心/身/

靈複合體錯放位置就不會違反自由意志. 這是整個過程. 

 

我們覺察到你們迫切渴望知道如何使(Udg)小組不受任何這類的影響滲透. 你

們尋求的過程取決於你們的自由選擇. 你覺察到魔法工作的原則, 我們不能指點

你, 只能夠給予建議, 一如以往, 這條路徑最好由這個小組一起行走, 而不是單獨

進行, 這些原因是明顯的. 

 

68.17 發問者: 我感興趣的是第一變貌如何應用在這個(Ç2)錯置心/身/靈複合體

的負面極化實體上? 為什麼該負面極化實體可以被(}È)跟隨到負面時間/空間? 

為什麼我們當中的一員會自由地跟隨該實體? 

RA: 我是 Ra, 正面極性在所有事物中都看到愛. 負面極性是聰明的. 

 

68.18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如果該負面極性(實體)使用任何無視於其他自我之自由

意志的手段, 他會失去極性與魔法力量. 這是正確的, 不是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轉移能量逐漸降低, 我們希望結束.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

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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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9 發問者: 只想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該通

訊? 

RA: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了解你們對這些詢問的需要. 一切都好, 我

的朋友們. 我們感謝你們, 並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

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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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六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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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針對未來的工作有個小請求. 在這次特定的工作(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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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結構.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69.1 發問者: [ûüý詢問該器皿的狀態,錄音帶中聽不到]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69.2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肉體能量完全地消耗殆盡?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不過我們擁有轉移的肉體能量, 可用於此次工作. 

 

69.3 發問者: 有個問題我在前場集會沒有來得及問, 我這次被迫要繼續問: 是否只

有在出神狀態, 一個正面的心/身/靈實體才可能被一個負面實體或行家引誘進入

負面時間/空間配置? 

RA: 我是Ra, 這是一個被誤解的概念. 當適當的保護無法隨手可得時, 自由離開第

三密度肉體複合體的心/身/靈複合體才容易受傷. 你可以仔細地感知到極少數實

體在選擇離開肉體複合體, 進行這類的工作時竟會吸引負面導向實體的極化注意. 

大部分出神狀態[Udí¼-�~������gb�]的危險在於碰觸該肉體複合體 

而造成該心/身/靈複合體被吸引回來; 或破壞靈質體活動, 使得它被召回. 

 

這個器皿是個異常現象, 因為在出神過程中, 該器皿並沒有被碰觸或有人造的燈

光照在它上面, 這是好的. 然而, 靈質體的活動是內化的, 那麼, 主要的困難, 如你

所察覺, 是先前討論的負面(實體)意圖在自由意志底下除去該實體. 

 

(我們)不完全確定這個狀況只會發生在出神狀態, 但如果在另一種出體經驗 例如

死亡, 該器皿, 如同大多數正面極化的實體, 將有大量來自同伴、 指導靈的保護, 自

我的部分[��]會覺察到這種轉移— 你們稱之為肉體死亡. 

 

69.4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所謂的具保護作用的朋友們會在每一種狀態出現, 除了

cd��g出神狀態, 因為跟其他狀態相比, 出神狀態似乎是異常的.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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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9.5 發問者: 為什麼這個出神狀態跟其他狀態不同? 為什麼保護的實體d不能在

這種特別狀態出現? 

RA: 我是Ra, 這個狀況的特殊性並不在於缺乏朋友, 因為這個實體, 跟所有實體一

樣, 都有指導靈或天使的臨在, 依照極化的方向, 還有老師與朋友. 

這個[U��¹����Ra�Ud���ýg]工作獨特的特徵是: 意圖以最高的嘗試去

服務他人, 並且接近我們, 做為夥伴, 可以達到的最大純度. 

 

這點已經警醒該負面極性的朋友, 使得它更為堅定地關注於除去這個特別的機

會. 

我們在此重申兩點: 首先, 我們搜尋很久才找到一個適合的管道l器皿 以及一個

適合的支援小組. 如果這個機會結束了, 我們將對於已經完成的(工作)心懷感激; 

但可能性/或然率漩渦指出再次發現這種配置的機率是微小的.  

其次, 我們感謝你們, 因為我們知道你們犧牲了什麼好達成你們小組想做到的事.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 我們不會耗盡這個器皿. 我們曾經嘗試說明該器皿如何因

為過分奉獻到這個工作上而有耗盡自身的可能性. 我們曾說過的這些事以及其他

事項都被聽進去了. 我們滿懷感謝. 在目前的情況, 我們向稱呼他們自己為 Latwii

的實體d表示謝意. 

 

69.6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死亡不管是透過自然方式或意外方式或自殺, 所

有這類死亡都創造同樣的死後狀態, 該實體都可取得來自(��)朋友們的保護.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 你有意詢問的是，不管死亡經驗的起因為何, 負面朋友都

無法去除一個實體. 這大致上是正確的, 因為沒有與空間/時間肉體複合體連結的

實體, 比起生前更遠為覺察, 而沒有容易受騙的特性, 這多少是那些全心愛人的實

體之優良標記. 

 

無論如何, 死亡, 如果是自然的, 無疑地將較為和諧; 謀殺造成的死亡會是困惑的, 

該實體需要一些時間/空間好掌握方向[�3�� ]; 自殺造成的死亡導致需要許多

治療的工作, 以及, hcdb, 高我設立重新學習課程的機會, (讓它)產生對第三密

度的獻身,  

 

69.7 發問者: 在無意識狀態下(死亡), 如意外事故、治療麻醉、毒品等, 也適用剛

才的答案? 

RA: 我是 Ra, 假設該實體並未嘗試以特別的方式[如目前進行的方式]去服務, 負

面導向的實體不可能找到方法移除該心/身/靈. 如我們先前所說, 導致危險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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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在於該心/身/靈複合體為了服務他人的目的, 自願向外脫離第三密度的肉體

複合體. 在任何其他狀況, 這種情勢並不會有效應. 

 

69.8 發問者: 這是否為第一變貌之下的平衡作用的一個機能?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有些不透明, 請重新具體地敘述. 

 

69.9 發問者: 我只是在猜, 心/身/靈複合體的意志決定離開第三密度身體進行一項

特殊的服務他人的職責, 這件事會創造出一個與第一變貌相關的情境, 也就是說

為了平衡的緣故, 負面實體有機會提供服務, 因此, 可能以魔法的方式侵入另一種

極化. 這個思考是否有點正確? 

RA: 我是 Ra, 否. 該器皿的自由意志確實構成提供給獵戶集團的機會的必要一部

分. 然而, 這個自由意志與第一變貌只適用於該器皿. 獵戶集團的整個希望在於冒

犯自由意志而不損失極性. 因此這個集團, 如果是由一個智慧的實體做為代表, 嘗

試成為聰明的. 

 

69.10 發問者: 現在, 是否曾經有流浪者被負面的行家l����實體如此地冒犯 

[hcb], 以致於被置放於負面的時間/空間?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9.11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該流浪者的處境, 關於返回的路徑, 為什麼它不能單

純地移動返回等價的正面時間/空間? 

RA: 我是 Ra. 返回的路徑迴旋的中心, 首先是高我不情願進入負面空間/時間, 那

條路徑的長度可能是相當顯著的.  

 

其次, 當一個正面導向實體降生到一個完全負面的環境, 它必須學習/教導對自我

之愛的課程, 才能與其他自我[��]合一.  

當這點已經被完成之後, 然後該實體才可以選擇釋放位能差異, 同時改變極性.  

然而, 學習累積對自我之愛的課程 會是一個相當冗長的過程. 同樣地, 該實體在學

習這些課程的過程中, 會損失許多正面的導向, 使得逆轉極性的選擇時間可能會

延遲到第六密度中期. 所有這一切, 以你們的衡量方式, 是很耗時間的, 雖然最終

結果是好的. 

 

69.12 發問者: 你能不能— 是否可能告訴我, 大概有多少個流浪者曾經在這個大師

週期來到這個星球, 並且經歷移位到負面空間/時間的事件? 只想知道是否曾有許

多個?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提出這類事件的數字. 迄今只有一位. 由於混淆法則, 我們

不能討論該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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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 發問者: 你剛才說高我不情願進入負面空間/時間,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投胎過程關乎存有從時間/空間降生進入空間/時間. 這是正確的. 

 

69.14 發問者: 那麼, 該正面實體, [我將做出以下聲明, 看看我是否正確] 當它首先

移動進入負面極化的時間/空間之際, 除了黑暗 什麼也經驗不到. 於是, 藉由高我, 

該實體降生進入負面的空間/時間. 它經驗到一個負面的空間/時間環境, 伴隨著負

面極化的其他自我d.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69.15 發問者: 在我看來, 這對於正面極化的實體將是個極端困難的處境, 那會是

個極端創傷的學習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讓我們這麼說吧, 正面極化的個體在(學習)對自我之愛方面是個差

勁的學生, 因此要花多很多的時間, 與那些天生習慣那種振動樣式的實體相比而

言. 

 

[發問者停頓 26 秒左右] 

 

69.16 發問者: 一旦該實體被錯置, Ü�ê�Ña��lfu— 我假設這個錯置必定

是他自由意志的機能 [Ú}��\�é],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絕對正確的. 

 

69.17 發問者: 現在, 我發現這一點令我相當困惑.  

正面極化的實體移動進入負面極化時間/空間, 這是他自由意志的機能. 然而, 那

同時也是他缺乏理解自己在做什麼的一個作用. 我確定如果該實體充分理解自己

在做什麼, 他不會做這件事. 負面極化的其他自我創造一個情境來引誘該實體進

入那個配置. 以第一變貌為前提, 是什麼原則允許這種事發生, 因為我們有造物者

的兩部分, 兩邊都有同等的價值l同等的潛能, 但朝相反方向極化, 卻造成這種情

況. 你可否告訴我在這個特殊舉動背後的哲學原則? 

RA: 我是 Ra, 在這方面 有兩個要點, 首先, 我們注意到在這個情境, 該實體拿到一

張標示不明的道路地圖, 事實上, 它是相當不正確的. 該實體出發前往目的地, 它

只想望能抵達目的點, 但被有缺失的權威所混淆, 不知道它要行經的地域, 無望地

迷失了. 

 

自由意志並不意味在任何情況下, 估算都不會出錯. 在生命經驗的所有層面也都

是如此. 雖然(宇宙)沒有疏失, 卻有驚奇. 

其次, 我們與你們在工作集會中所做的事, 好比這一場, 攜帶著魔法電荷, NOU[

Çw�`�e��´�g9�, 或許我們可以說是一種形而上的力量. 那些從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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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實體可以與大致相似力量的實體進行往返的溝通. 幸運的是, 該獵戶實體

並沒有這個小組的原生力量. 然而, 它具備相當的鍛鍊, 相形之下, 這個小組缺乏

與它的力量相等的手腕. 每一個(成員)都在意識內工作, 但這個小組並未開始以一

個小組工作. 個體的工作是有幫助的, 因為小組是個互相的協助, 對於彼此都是如

此.  

 

[原註: 69.17和 69.18 之間停頓 48 秒] 

 

69.18 發問者: 這個器皿執行的服務包括周日晚上的通靈, 傳達b.邦聯其他成員

的訊息. 我們不情願繼續這個工作, 因為她有可能滑入出神狀態, (�Ó)接受負面

極化的實體或行家提供的服務. 是否有任何的防護措施可以讓她無法進入出神狀

態, 除了目前這個受保護的工作(環境)? 

RA: 我是 Ra, 有三種措施. 首先, 器皿必須有紀律地改善她潛意識的禁忌, 不要呼

求 Ra. 這需要每日清醒與嚴肅的思考. 

第二項防護措施是避免讓器皿在問答時間開啟, 暫且如此. 

第三項措施表面上看起來相當粗糙, 但足以保持器皿在它的肉體複合體之內, 手

可以被握著. 

 

69.19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 在這些通靈集會中, 只是握著器皿的手就可以避免出

神? 

RA: 我是 Ra, 這會避免(進入)那些冥想水平, 即出神前必須的前奏. 同時在這種事

件中, 雖然似乎不大靠得住, 當實體逐漸發展出離開肉體複合體的態勢, 靈光的侵

入與觸覺的壓力, 會導致心/身/靈複合體避免離開(肉體). 

 

69.20 發問者: 我們持續從愛斯米蘭達·甘露一書中提出一些要點，在這本書中特

別的一點。我不禁要問，因為我們當時嘗試從必定是負面的時間/空間中 取回太

空女孩之心/身/靈複合體，當它被魔法師托斯翠克放置在那裡: 托斯翠克對太空

女孩採取行動的場景以及愛斯米蘭達·甘露的魔法儀式[B��>Ô����ÑØ�

g�/�/����]，這兩個技巧大致上合理嗎? 或在這些魔法技巧的設計上, 是否有

任何錯誤? 

RA：我是 Ra，沒有錯誤。我們只提醒每一位，這個被你們想像出來的特定人物

是一個有經驗的行家。 

 

69.21 發問者：你意指的人物是托斯翠克? 

RA：我是 Ra，這是不正確的。我們提及的是愛斯米蘭達，依照這個被想像出來

的實體被稱呼的(名字)。 

 

我們補充說明, 長期練習你們每一位直覺知道的技藝是有幫助的. 我們不能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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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方法, 因為這會至為巨大的侵犯. 然而, 談到小組的努力, 當我們掃描每一

位, 只是確認已經知道的事情, 因此我們可以講. 

 

我們還有可用的能量接受一個相當簡短的詢問. 

 

69.22 發問者: 在練習所謂的白魔法藝術上, 有著許多的技巧與方式. 一個特定小

組專門設計一些儀式給他們自己使用, 這種方式是否跟使用其他團體已經在實行

的儀式一樣有效, 或可能更好? 其他團體好比金色黎明協會和其他魔法團體. 

RA: 我是 Ra, 雖然我們不能精確地談論這個詢問, 我們有些滿意地指出發問者已

經穿透一個可敬畏的服務與修練系統的一些要旨.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容我們再次感謝你們, 為了你們的謹慎認真.一切都好. 我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地離開你們. 懷著喜樂向前去吧!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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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場集會  

1981 年 9 月 9 日 

 

70.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0.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狀態的指標? 

RA: 我是 Ra, 我們滿意地說, 狀態如前所述. 

 

70.2 發問者: 為什麼你說, 你們覺得滿意? 

RA: 我是Ra, 我們這麼說是源自於一種感激, 即使在很不利的情勢下, 某些要素使

得這個器皿仍然能夠維持它的生命能在正常的振動氣力. 只要這個能量複合體是

符合需求的,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器皿, 而不會使它耗竭, 不管有多少先前提及的

扭曲. 

 

70.3 發問者: 這個器皿抱怨昨天遭受密集的超心靈攻擊. 此時, 這個加劇(現象)有

個原因嗎? 

RA: 我是 Ra, 有的. 

 

70.4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這原因是什麼, 請? 

RA: 我是 Ra, 這個起因是你們正密切涉入的, 也就是說, 該起因是(Ud)密切尋求

Ud��g覺悟. 你們在這部分的尋求非但沒有減輕, 反而加強了. 

 

一般而言, 痛苦[Udí`�變貌g��], 以及超心靈攻擊對這個變貌造成各式各樣

的誇大(結果), 在耗盡肉體複合體能量之後, 開始消耗生命能. 由於器皿先前犯的

錯誤, 它守衛其生命能. 以這個密度而言, 它的潛意識意志超乎尋常地強壯, 已經

在這個能量複合體上放置了一個保護罩(ward). 因此, 該獵戶訪客努力以更大、更

大的強度來擾亂這股生命能, 因為這個小組經由覺悟, 強化它對於服務的奉獻. 

 

70.5 發問者: 在這個時候, 我想要丟入一個額外的小問題. 對一個人施行回溯式催

眠, 以揭露它前世的記憶, 這是一個服務l幫倒忙(óò�)? 

RA: 我是Ra, 我們掃描你的詢問, 發現你將應用這個答案到你的未來中. 這點使得

我們有些關切第一變貌. 然而, 這個詢問也是一般性的, 並且包含一個機會讓我們

表達一個顯著的要點. 所以, 我們將談論. 

在時間回溯式催眠[Udí`���¹�g��g��]的情況中, 有無限多種服務/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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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忙的可能性. 它跟催眠師是沒關係的, 它只跟受催眠者如何利用這個nq��Û

��g資訊有關. 如果催眠師渴望服務, 並且只有在接收到誠摯要求才執行這項服

務, 則催眠師正在嘗試有所服務. 

 

70.6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中, Ra陳述 "從第六負面密度時間/空間返回的路徑迴旋

的中心, 首先是高我不情願進入負面的時間/空間." 你可否解釋高我的位置, 跟正

面與負面時間/空間 之間的關係; 以及為什麼它如此不情願進入負面時間/空間而

必須讓該心/身/靈複合體降生在負面空間/時間好找到它返回的路徑 ? 

RA: 我是Ra, 簡言之, 你已經回答你自己的詢問. 請進一步詢問以獲得更精確的資

訊. 

 

70.7 發問者: 為什麼高我不情願進入負面時間/空間? 

RA: 我是 Ra, 高我不情願允許它的心/身/靈複合體進入負面時間/空間, 就如同你

們社會複合體的一個實體不情願進入監牢; 兩者之基本理由是相同的. 

 

70.8 發問者: 我在此嘗試理解更多關於高我, 以及它與心/身/靈複合體的關係. 高

我是否有個第六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與[在這個例子中]被移位到負面時間/空間

的心/身/靈複合體, 它們是兩個分別的單元?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高我是第六密度中期的實體, 它轉身提供這個服務給它

的自我. 

 

70.9 發問者: 我想我對於心/身/靈複合體有個錯誤的概念, 好比說, 我在這裡代表

這個密度裡頭(的我)和cg高我; 這概念八成來自於我對空間與時間的概念. 我將

嘗試解開這個癥結, 我現在看到的是 我存在於兩個不同的地方; 同時在這裡與第

六密度中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你同時存在所有的層次. 你的高我是第六密度中期的你, 這是特別地

正確的; 以你們衡量時間的方式, 你的高我是在Ud未來的你自己. 

 

70.10 發問者: 假設所有處於第六密度中期以下的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一個在第六

密度中期的高我,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0.11 發問者: 容我說, 這個情境的類比會是一個人的高我在某種程度上操作該心

/身/靈複合體 [�gkÕ-�, U¬nb], 移動它穿越較低的密度, 目的是獲得經驗, 最

終轉移那經驗l在第六密度中期與高我聯合在一起?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高我不會操作它過去的自我d. 當時機合適, 它會保

護; 當收到請求, 它會指引; 但自由意志的原力是至高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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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受有這麼一個東西為真實同時性, 決定論�自由意志表面上的矛盾將會融

解. 高我是到那個點為止, 所有該心/身/靈複合體經驗的發展的最終結果. 

 

70.12 發問者: 那麼 我們正在注視的是一條經驗的漫長路徑, 穿過各個密度直到第

六密度中期, 這過程完全是自由意志的機能, 結果是第六密度中期高我的覺知; 但

由於時間是虛幻的, 容我說, 有一個時間與空間的統一, l消除我們以為的時間, 

然後, 所有這些經驗的結果是高我, 進化穿過各個密度的起因, 當進化進行的同時

高我一直存在著; 由於全都是同時發生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避免談論正確性, 因為我們理解 要吸收形而上存在的概念是極

為困難的. 在時間/空間中, 你的自我完全跟空間/時間中一樣真實, 所有時間都是

並行存在的, 正如在你們的地理, 你們所有的城市與村落都在運行著, 忙碌熙攘著, 

實體們在其中活躍地從事他們的生意, 都是同時進行的. 時間/空間中的自我也是

如此. 

 

70.13 發問者: 高我存在於第六密度中期, 這個時點似乎是負面與正面經驗路徑合

而為一的時刻, 這其中有什麼原因嗎? 

RA: 我是 Ra, 我們先前已經涵蓋過這個題材. 

 

70.14 發問者: 喔 是的, 抱歉, 我忘記了. 現在, 如果一個正面實體被移位到負面時

間/空間, 我理解高我不情願進入負面時間/空間. 為了某個原因, 它認為有需要讓

該心/身/靈複合體降生到負面空間/時間. 為什麼降生到負面空間/時間是必須的? 

RA: 我是 Ra, 首先, 讓我們將'不情願'從方程式中去除, 然後接著能更切中要點地

講述你的詢問. 每一個時間/空間可以類比為一個特別的空間/時間的種類l振動. 

當一個實體進入一個負面時間/空間, 接下來的經驗將是適合的空間/時間. 通常是

由該心/身/靈複合體的形態製造體(者)完成這件事, 它將該實體放置於合適的時

間/空間, 準備投胎. 

 

70.15 發問者: 我想嘗試澄清這一點, 我將要問一些相關的問題, 或許可以幫助我

更佳地理解這點, 因為我對此真的很困惑. 我想在理解造物與造物者的一般方面, 

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 如果一個第四、第五、第六密度的流浪者在第三密度的狀

態[²cd¡2�Üg��]中死亡, 那麼他在死後會發現自己位於第三密度的時間/

空間? 

RA: 我是 Ra, 這將取決於當初九人議會(Council of Nine)核可的計畫, 有些流浪者提

供他們自己的時間只有一輩子, 而其他實體提供自我的時間長度不等, 最長期限

包括過去的兩個 2萬 5千年週期. 如果當時協議的任務完成, 該流浪者的心/身/靈

複合體將前往家鄉的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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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6 發問者: 那些過去已待在這個星球上 50,000 年的流浪者, 現在, 他們當中是

否有任何實體還待在這裡? 

RA: 我是 Ra, 為數不多.  有更多(��ì)選擇在最後的 2萬 5千年週期加入這個星

球;  更多、更多(��ì)為了收割來到這裡. 

 

70.17 發問者: 現在, 來到我困惑的關鍵點, 如果在肉體死亡之後, 一個流浪者可以

返回他的家鄉星球, 為什麼同樣的實體不能從負面時間/空間被萃取出來, 回到家

鄉星球; 而要降生在負面空間/時間?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曾說明的, 負面時間/空間的位置, 是那個降生前的位置. 在

肉體複合體[位於黃色光芒的啟動態]死亡之後, 心/身/靈複合體移動到時間/空間

的一個遠為不同的部分, 在其中, 靛藍色(�À)體允許大量的治療與回顧進行,在

(它)移動前往另一個降生經驗之前. 

 

我發覺到你這邊有個基本的錯估, 因為時間/空間並不比空間/時間具有更多的同

質性. 它也是一個複雜且完整的幻象、舞蹈、樣式的系統, 如同空間/時間; 並且擁

有一個同樣結構化的系統, 屬於U¬n�rg自然法則. 

 

70.18 發問者: 我將問這個問題 以幫助我多了解一點你剛才陳述的話語. 當你們乘

坐飛行器來到這個星球 分別在 1萬 8千年 與 1萬 1千年前, 這些飛行器被稱為鐘

型載具 並且曾被喬治·亞當斯基拍攝到. 如果我是正確的 這些飛行器看起來有些

像一個大鐘; 在上半部周緣有舷窗環繞; 在正下方有三個半球體 相對位置均為

120 度.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0.19 發問者: 這些飛行器是在時間/空間中被建造, 或空間/時間中被建造?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具備堅持不懈的耐心, 因為我們的答案必然是複雜的.  

 

一個思想的建構在時間/空間中成形, 這部分的時間/空間趨近於光速. 在時間/空

間中, 在這樣的趨近中, (環境)狀態的變化如下: 時間變得無限且質量終止; 於是一

個實體能夠飛快地掠過[hcdb]時間/空間的邊界氣力, 能夠依照它的意志選擇

安置的地方. 

 

當我們來到我們想要存在的地方, 然後(我們)披上光的建構, 它看起來如同一個水

晶鐘. 這是在穿過邊界, 進入空間/時間之際成形的. 因此有兩個建構,  一個是時間/

空間l非物質的建構, 另一個是空間/時間l物質化的建構. 

 

70.20 發問者: 現在, 你們選擇一個特別的外形是否有個理由, 特別是底部的三個

半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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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它似乎是一個賞心悅目的美學形狀, 並且在滿足你們的空間/時間的

驅動需求上, 良好地符合我們必須的有限用途. 

 

70.21 發問者: 在底部的三個半圓球裡頭是否有個驅動原則, 或者它們只是美觀的, 

或它們是降落裝置? 

RA: 我是Ra, 它們是美觀的, 並且是一個推進系統的一部分. 這些半圓球不是降落

裝置. 

 

70.22 發問者: 我很抱歉問這種愚蠢的問題, 但我嘗試測定一個與空間/時間、時間

/空間有關的東西; 以及U¬nb在這個進化機制中十分艱難的領域. 我認為它對於

理解我們的進化具有中心意義, 然而, 我並不確定這點, 我可能在浪費我的時間. 

Ra可否評論這點, 我在這個特殊的[Ý¢e]調查中 浪費我的時間l這會帶來豐碩

的成果?  

RA: 我是 Ra, 由於空間/時間l物理學, 與時間/空間l形而上學 都屬於力學, 它們

對於心/身/靈複合體的靈性進化並不具中心意義. 對於衡量這類概念的實體們, 研

讀愛與光帶來的生產力遠大於前者, 就移動前往合一性的目的而言. 無論如何, 這

個題材, 容我們說, 有一點小趣味 並且是無害的. 

 

70.23 發問者: 我問這些問題主要為了理解或建造一個根基, 為了嘗試獲得一點時

間/空間î空間/時間 與心/身/靈複合體進化過程的關聯, 及其啟發; 好讓我更佳地

理解[U¬nb]進化的技巧. 舉例而言, 如果一個正面的實體發現自我處於負面的

時間/空間 並且必須降生於負面空間/時間; 你曾敘述: "該實體必須完成學習/教導

對自我之愛的課程, 然後它才可以選擇釋放位能差異, 並改變極性"  

 

我嘗試要做的是建造一個基礎好嘗試理解一點你陳述中的涵義: 在經過以上步驟

後 釋放位能差異 改變極性. 我很有興趣知道的是, 如果被放置到負面時間/空間, 

為什麼需要降生在負面空間/時間, 並且學習/教導對自我之愛, 以及在你可以釋放

位能差之前, �ù¤, 發展一個第六密度的極性層級. 我嘗試建立一小塊立足點或

平台, 從這裡把事情弄得更顯明. 

你可否講述這個主題, 請?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降生到負面時間/空間的實體將發現不可能維持任何顯著的正面極性, 因為當負

面性(保持)純粹, 是一種重力井, hcdb, 將所有一切拉進它裡頭. 因此該實體, 雖

然記得它所學的�偏好的極性, 必須利用既定的催化劑, 概括地重現服務自我的

課程, 為了建立足夠的極性, 促成位能浮現, 產生(®Ig)翻轉. 

 

這條問題的路線有一些雜亂. 容我們在這個(時)點, 允許詢問者重新措辭m轉變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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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方向朝向它關切的核心. 

 

70.24 發問者: 我將在下次集會, 試圖更加轉向朝向核心. 我在此次集會嘗試獲取

一個我認為是靈性進化的中心觀點, 但我似乎走偏了. 我對此感到抱歉. 對我而言 

有時候要明智地詢問這些領域的問題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我只想問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利益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是至為謹慎認真的, (器具)排列特別地好. 我們感謝你, 我的朋

友們, 並且很高興和你們談話. 我們嘗試最大程度地協助你們, 小心留意地不耗竭

這個器皿. 因此雖然還存留一些(能量)儲藏, 我們嘗試從這次工作起 保存這個儲

藏量, 因為這個器皿已經安排它的潛意識接受這個配置. 

 

我是 Ra, 你們全都做得很好,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

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與自豪.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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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9 月 18 日 

 

71.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1.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Ra, 狀態如前所述, 除了在生命能變貌上有些微的改善. 在不冒犯的情況

下, 支援小組協助該器皿是好的, 並提醒該器皿雖然肉體複合體變貌維持先前的

狀態, 我們不建議將增加的生命能用在肉體複合體的活動上, 因為這個代價將有

些嚴厲. 

 

(ûüý þ Ël}lÖ	Ì, Ël}ÊÖÍ�)�� ÿË ÎÖÏ�) 

 

71.2 發問者: 我有幾個不同的問題, 在這次集會中, 我希望藉由搜尋幾個不同類型

的問題, 建立一個入口點, 進入一個豐富的研究領域. 我首先問是否可能增加極性 

而不增加可收割性? 

RA: 我是 Ra, 在第三密度的收割中, 極化�收割性的關聯是至為重要的. 在這個密

度, 增進服務他人l服務自我 幾乎無可避免地增加一個實體享受更高強度之光的

能力.  

因此在這個密度, 我們可以說, 幾乎不可能極化而不增加收割性. 

 

71.3 發問者: 在較高的密度 好比第五密度, 就很有可能,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第五密度的收割, 極化�收割性的關聯十分地少. 

 

71.4 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工作未顯化存有以加速進化的概念? 

RA: 我是 Ra, 這是個多層次的問題, 我們要揭露哪一條紋路是(令人)懷疑的.  如果

可能的話, 請重述問題 請求更進一步的資訊深度. 

 

71.5 發問者: 請定義 未顯化存有.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看出你希望追隨更深層的資訊. 所以我們將以特定的方式

回答 並非詳述這個詢問, 而是有意移動到外在教導的底下一些. 

 

未顯化存有, 如我們先前所說, 一種存在的生命, 它做的工作 不參考或仰賴  

其他自我的協助. 進入這個概念 你可以看到未顯化自我與空間/時間自我的形而

上m時間/空間類比物之間的必然連結. 冥想、沉思的活動、,可以稱為內在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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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反應的平衡 都是未顯化自我的活動 更緊密地對準 形而上自我. 

 

71.6 發問者: 當一個實體經歷第三密度的死亡過程, 它發現自己位於時間/空間, 

發現自己處在一個不同佈景的環境. 可否請你描述時間/空間的環境或屬性, 然後

是一些實體遭遇的降生經驗之療癒過程? 

RA: 我是 Ra, 由於你們空間/時間聲音振動複合體的限制, 這個詢問難以適當地回

答, 雖然如此 我們將盡我們最佳的能力來回答. 

 

時間/空間的純正印記是時間與空間的不公平.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中, 物質的空間

相關定向導致一個幻象的有形架構. 在時間/空間中, 這個不公平落在 [Ud��g]

時間屬性的肩膀上. 相對而言, 這個屬性使得實體與經驗變得無形. 在你們的架構

中, 每一個粒子或核心振動以接近光速的速率移動, 來自超光速(supraluminal)的方

向. 

 

因此時間/空間l形而上經驗 是一個被十分精細調頻的東西, 雖然是空間/時間的

類比, 卻缺乏它有形的特徵. 在這些形而上的層面中 有大量你所稱的時間被用於

回顧、再回顧先前[ÒÓÔÕ]的空間/時間一輩子產生的偏見�學習/教導.  

 

這些區域的極度流動性使得一個實體在治療過程完成之前, 得以穿透許多東西 

吸收許多必須的東西. 每個實體被擺放於一個有些固定不動的狀態, 就好比你們

位於空間/時間中, 時間的狀態多少是固定不動的. 在這個固定靜止的空間, 一個

實體被形體-製造者與高我放在一個適合的配置, 以學習/教導它在空間/時間的人

生中接收的東西. 

依照這個時間/空間的所在地, 會有特定的幫手協助這個治療過程. 這個過程包括

看到完整的經驗, 倚靠著心/身/靈複合體全體經驗的背景, 觀看它, 原諒自我踏錯

的每一步 以及在人生旅途中錯失的路標; 最後, 仔細地評估下次需要學習的東西. 

這整個過程由高我完成, 直到該實體在空間/時間中覺知這個過程î靈性進化的方

式; 在那個時候, 該實體將有意識地參與所有的決策. 

 

71.7 發問者: 關於這個治療過程, 它在正面時間/空間�負面時間/空間中是否都是

相同的過程? 

RA: 我是 Ra, 在空間/時間中的寬恕與接納過程�時間/空間中的(治療)過程的特

質是類似的. 然而, 在空間/時間中, 一個實體不可能決定此生之外事件的發展方

向, 只能更正目前的不平衡. 在時間/空間中, 反過來說, 一個實體不可能更正任何

未平衡的動作, 卻可以感知不平衡[��], 因此原諒自我目前所是的狀態. 

 

於是該實體決定設置某種可能性/或然率以便在未來的空間/時間經驗中, 更正這

些不平衡. 時間/空間的好處是那宏偉綜觀的流動性. 空間/時間的好處是, 在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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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拿著一根小蠟燭工作, 一個實體可以更正其不平衡. 

 

71.8 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已經選擇負面極化, 它在負面途徑上的治療與回顧過

程是否(�µª)雷同?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1.9 發問者: 我們談論的過程是否發生在我們的銀河系星群許多行星之中, 或發

生在所有行星上, 或是怎樣的百分比? 

RA: 我是 Ra, 這個過程發生在所有生育�理則[好比你們自己] 的行星上. 有居民

的行星百分比大約是 10%. 

 

71.10 發問者: 粗略地說, 所有恆星有行星系統的百分比是多少? 

RA: 我是Ra, 這是不重要的資訊, 但是無害的. 大約 32%的恆星有行星, 而另外 6%

有某種叢集的物質, 在其上的某些密度是可以居住的. 

 

71.11 發問者: 這個回答告訴我, 所有恆星中 大略有 3%擁有可居住的行星, 容我說, 

這個數字讓我的心智感到極為驚奇... 如你說的, 那麼 我假設這個過程在整個已知

進化中的宇宙都是有效的— 遍及整個已知的宇宙, 這個進化的過程都被使用.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太一造物者的無限知識(d:)的八度音程如實存在, 遍佈整個太一無

限造物, 由�理則, *+Ó�ÔÕÖ²¶û¸�ý¶û¸, 規劃一些變動. 這些變動並不

顯著, 可以比擬為不同地理區域對於同一個聲音振動複合體或概念會產生不同的

發音方式. 

 

71.12 發問者: 在我看來, �理則, 好比我們的太陽, 使用自由意志稍微修改一個遠

為一般的受造進化之構想, 於是受造進化的一般計畫似乎齊一的, 遍佈整個太一

無限造物, 該過程是為了讓�理則�在第一變貌的前提下, 成長穿過各個密度, 找

到它們返回起初思維的道路.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1.13 發問者: 那麼每一個實體走在一條路徑上, 通往同一個目的地. 這好像許多, 

許多道路穿越許多、許多地方, 但最終合併進入一個大的中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但有些缺乏描述的深度. 更可以應用的思維是每個實體

的內在包含所有密度和八度音程中的�密度, 所以在每個實體裡內 無論它選擇通

往哪裡, 它偉大的內在藍圖與所有其他實體是同一的. 因此它的經驗將落入返回

起初理則的旅程的樣式. 這個過程透過自由意志完成, 但可以做出這些選擇的源

頭材料是(>�)同一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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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 發問者: 你曾經聲明純粹的負面性的作用為一個重力井, 把所有東西拉進去. 

我不禁要問純粹的正面性是否有完全一樣的效應? 可否請你回答?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正面性的效應要弱許多, 因為任何趨向純粹的正面性

都有強烈認可自由意志的元素. 因此雖然負面導向實體在一個如此迴響著和諧的

環境中會覺得難以朝負面極化, 但不會是不可能的情況. 

 

另一方面, 負面極化不接受其他自我有自由意志的概念. 因此一個趨向純粹的負

面社會複合體, 其作用於其他自我的拉力是恆常的. 一個正面導向實體在這種情

況會渴望其他自我有它們的自由意志 如此便發現自己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被移

除了, 因為負面導向實體的自由意志一心一意放在征服上. 

 

71.15 發問者: 可否請你評論這個敘述的準確性? 我將一般性地談論魔法的概念, 

首先定義它為在意識內任意創造改變的能力. 這是個可接受的定義嗎? 

RA: 我是 Ra, 這個定義是可接受的 因為它將行家應該背負的負擔放在它的肩上. 

更佳的理解方式或許可以參考你先前[3Ó�ÖäÀ��]的詢問, 同樣位於此次的

工作(��)中, 主題是未顯化自我. 在魔法中, 一個實體在身體、心智、靈性之中工

作其未顯化自我; 混合(ïv)取決於工作的特質.  

 

藉由增強靛藍色光芒能量中心的活化作用, 可以促進這些工作. 靛藍色光芒能量

中心, 如同其他能量中心, 被(
�g)經驗餵養; 但它需要一種食物的程度 遠超過

其他(中心), 我們曾經稱呼該食物為人格的修練. 

 

71.16 發問者: 我接下來的聲明是白魔法儀式的目的是創造一個群體的意識內的

改變.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不必然如此. 你所稱呼的白魔法可能只為了改變自我或工作場所. 這

樣做的實體知曉協助自我極化朝向愛與光, 就是協助全球的振動. 

 

71.17 發問者: 意識內的改變應該導致更大趨向服務的變貌, 朝向與一切萬有的合

一, 並朝向知曉為了服務.  這是否正確, 還有任何其他渴望的結果嗎? 

RA: 我是 Ra, 這些是值得稱許的說法, 白魔法的核心是經驗與造物者合一的喜樂. 

這種喜樂必然將照耀正面行家的一生之經驗. 由於這個原因, 性慾魔法並不僅限

於負面導向的極化行家, 當十分謹慎使用的時候, 它在高等(白)魔法中有它的位置, 

當正確地追求, 可以使身體、心智、靈性和太一無限造物者結合. 

 

我們建議, 任何你可以構想到的目標都納入這個考量— 與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基

本結合, 因為這個結合必然導致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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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8 發問者: 容我說, 白魔法有一些特定的規則. 我將列舉一些 希望你對這些規

則的哲學內涵或基礎做評論, 並在這清單上增加任何我忽略的要點. 

首先, 一個特別的工作場所 最好是由實行者自己建造; 

其次, 一個特別的信號或鑰匙 好比一個召喚魔法人格的指環; 

第三, 只為此類工作穿著的特殊服飾; 

第四, 一天中特定的時段; 

第五, 一系列的儀式聲音振動複合體 被設計來創造渴望的心智變貌. 

第六, 在每次集會有一個團體的目標. 

可否請你評論這個清單? 

RA: 我是 Ra, 評論這個清單如同扮演技工的角色, 檢視交響樂團的各項樂器 然後

對這些樂器調整與調音. 你將發覺這些都是機械式的細節, 藝術並不在其中. 

 

在這些項目中 最不具意義的是你所謂的、一天中的(特定)時間. 對於那些尋找形

而上經驗 卻在經驗鏈結上尚未有意識控管這尋找的實體們, 重複工作(時段)給於

這個尋找一個結構, 這一點是重要的.  

而這個特別的小組, 已經有可用的結構 無須在必然同樣的時段工作. 我們可以補

充說明, 規律性總是有幫助的. 

 

71.19 發問者: 你曾在先前的集會陳述 Ra尋找好些時候 搜尋像這樣的一個小組. 

我假設這個搜尋的目的是為了溝通一的法則,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在你們的過去 由於我們天真

的行動, 導致這個法則運行時的一些扭曲, 我們也希望嘗試補償這點. 

 

71.20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到這個(時)點為止, 我們已經涵蓋必要的題材, 如果

出版之後, 足以補償(過去)天真的行動? 

RA: 我是 Ra, 我們無意對你的服務表示不敬, 但我們不期待可以完全補償這些扭

曲. 無論如何, 我們嘗試提供我們的思想. 對我們而言, 這個嘗試遠比結果的完整

性重要. 以我們現有的知識, 你們語言的特質是, 一旦有個東西被扭曲了 就不可能

完全回復到未失真的狀態 只能些許地被光照.  

 

--B5040-- 

71.21 發問者: 當你說你尋找這個小組,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Ì)的尋找過程是什

麼? 我問這個問題是為了理解更多時間與空間之幻象. 

RA: 我是 Ra, 考慮一個實體觀看一張由某些複雜元素組成的光譜圖, 為了便於描

述, 讓我們說這是一個複雜的顏料樣本. 我們 Ra群體知道有機會持久通訊所需的

元素, 我們經過一段[Udg]長時間, 與許多個體與群體比對我們的顏色晶片. 你們

的光譜圖與我們的樣本相配. 

--B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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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你渴望看到空間/時間�時間/空間的關係, 容我們說 我們在時間/空間內進行

這個搜尋, 因為在這個幻象中, 一個實體可以相當迅速地看見實體d為振動複合

體, 以及各個群體在這些振動複合體裡面的和音. 

 

(ûüý þ Ël}ÊlÖ	Ì, Ël}ÊÊÖÍ�)�� ��ÎÖÏ�) 

 

71.22 發問者: 那麼, 如果 Ra... 我看到這個通訊最重要的產品是做為一個部分啟蒙

的載具 給予那些已經覺察到他們在進化過程中的角色的人們. 我這個假設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我們特別說明, 實體們可能接觸到的所有經驗�文化遺

物都帶有這個目的, 它不是 Ra 或這個通訊的專有資產. 

 

我們發現這個器皿忽視持續提醒自己需要保持一部分能量做為預備存量. 我們推

薦重新恢復這個內在計畫, 因為它將延長我們可以工作的數量, 這對我們是可接

受的. 目前轉移的能量已經相當、相當低落. 我們必須儘快離開你們. 此時是否有

簡短的詢問?  

 

71.2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你們是誠實認真的. 保持最嚴謹講究的態度, 排列校準相關器具. 我

們謝謝你們.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榮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和平與大能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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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10 月 14 日 

 

7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2.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先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變貌如前所述, 在生命能水平上有些扭曲, 偏移

了正常的水平, 有些向下的趨勢; 這是由於該器皿的心智複合體活動的扭曲, (認

為)它要為達成這個通訊的適當配置的種種困難負責, hcdb. 

 

72.2 發問者: 我們剛才執行的驅逐儀式 是否在淨化工作場所, 以及篩除我們不想

要的影響力上有任何效果? 

RA: 我是 Ra, 這點是相當正確的. 

 

72.3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我能做什麼以改善這個儀式的有效性? 

RA: 我是 Ra, 不可以. 

 

72.4 發問者: 在這次集會之前, 該器皿在最近兩次冥想中, 進入接近無意識的狀態 

情況嚴重到我們必須中斷它們; 你可否告訴我這背後的起因?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72.5 發問者: 那麼請你告訴我? 

RA: 我是Ra, 這個向該器皿致意的實體[>�»¼�:] 首先嘗試欺騙器皿相信它正

在準備Ra接觸, 使其心/身/靈複合體, 你可以稱為靈, 離開黃色-光芒的肉體複合體. 

你很清楚這個戰術及其後果. 當該器皿感覺到這個致意, 沒有停頓, (立刻) 呼求肉

體複合體接地, 藉由請求手被握住. 因此獵戶實體無法達成最大的目的. 然而, 它

發現那些在場的實體沒有能力分辨 無意識[�/�/�yz�¾]與出神狀態[�/�/��

��©�ê`] 兩者的區別.  

 

於是, 它傾注最大程度的力量來致意, 導致(器皿)暈眩, 加上冥想過程中沒有受到

保護, 導致這個器皿一種單純的無意識狀態, 你們稱之為暈倒m頭暈. 結果獵戶實

體使用這個戰術, 阻止 Ra接觸有機會被完成. 

 

72.6 發問者: 該器皿預計在下個月進行手部手術, 如果使用一般的麻醉劑造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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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狀態, 這一點l手術中的其他因素是否會使得獵戶實體d能夠找到任何侵入

的道路? 

RA: 我是 Ra, 這是極端不可能的, 由於心/身/靈複合體的意圖是必要條件; 也就是

說, 它離開黃色-光芒肉體複合體時, 必須以十分明確的方式服務造物者. 如果一

個實體接近你所描述的經驗(狀態) 它不會有剛才描述的態度. 

 

72.7 發問者: 我相信, 我們在此找到一個十分重要, 與一的法則相關的原則. 你剛

才陳述個體的態度對於獵戶實體能否起作用有著至高的重要性, 可否請你解釋這

個機制如何配合一的法則運作, 以及為什麼一個實體的態度有至高的重要性 以

及為什麼這點允許獵戶實體的行動? 

RA: 我是 Ra, 混淆法則l自由意志法則在無限造物的運作中是完全至高無上的. 

一個被意願的東西所吸引的相反極性, 它的強度與該意願l渴望本身的強度是相

等的.  

 

因此 對於那些只有淺薄或短暫渴望的實體們而言 它們只會經歷到瞬息般的[lÚ

¬��r]魔法情境的配置. 有一個轉捩點, 當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調頻它的意志對

準服務, 這個槓桿支點會開始轉動. 如果這個意志與渴望是為著服務他人, 相對應

的極性將會被啟動. 以這個小組的情況而論, 有三個這樣的實體決意 如同一體般

動作; 容我們說, 該器皿在這個忠誠服務中位於中心的位置. (因此)這個現象是必

須的, 為了工作的平衡, 以及通訊的持續之故. 我們的振動複合體在這些工作中是

單一指向, 我們服務的意志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純粹; 這點產生對相反極性的吸引

力, 如你們所經驗的.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這樣的自由意志的配置, 單一地指向服務他人也有潛力警醒

巨量的光之氣力. 然而, 這股正面的光之氣力同樣在自由意志底下運作, 並且必須

被祈請. 我們不能詳述這點, 也不會指引你們, 因為這個通訊的特質是如此, 也就

是你們的自由意志要被保存, 這點是最重要的. 因此你們透過經驗前行, 在一路上

發現那些可能有幫助的傾向. 

 

(ûüý þ ËÊ}ËÖ	Ì, ËÊ}ÉÖÍ�)�� �¿ÎÖÏ�) 

 

72.8 發問者: 在這個星球上接觸我們和其他人的負面導向實體, 它們受到第一變

貌的限制. 它們已經明顯地受到剛才執行的驅逐儀式的限制. 你可否依據自由意

志描述它們如何限制自己以在第一變貌內工作, 以及驅逐儀式本身是如何運作

的? 

RA: 我是Ra, 這個詢問包含幾個部分. 首先, 那些屬於負面極性的實體並不依照自

由意志運作, 除非它是必須的. 它們呼叫自己 並且在任何覺得可能的時候冒犯. 

 

其次, 它們受到偉大的混淆法則的限制的原因主要是, 它們無法進入這個星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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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圈. 只有當一些呼求產生, 為了平衡正面的呼求; 它們才能使用時間/空間變

貌的窗戶. 一旦它們到達這裡, 它們的渴望是征服. 

 

第三, 在這個器皿的存有(可能)被永久地從這個空間/時間被移除的例子中, 必要

條件是允許器皿以它的自由意志離開其黃色-光芒肉體複合體. 這個技倆曾經被

嘗試過. 

 

使用這種光的形式所產生的結果是使得這類實體發現一道它們無法穿過的牆. 這

是由於光之存有î太一無限造物者的(t¹)面向的能量複合體被祈請與召喚, 用

於建造這道光之牆. 

 

72.9 發問者: 我們與這個通訊的所有相關體驗, 我們為了服務而有朝向知識的變

貌; 獵戶實體的變貌朝向降低這個服務的有效性; 所有這些是第一變貌的結果. 以

我的看法, 為造物主創造一個完全自由的氛圍, 好在祂的各個部分的相互作用中

更多地見識祂自己, `]ìàqÆ5. 關於我剛才所說的, 我的觀點正確嗎? 

RA: 我是 Ra, 是的. 

 

72.10 發問者: 在上次的集會 你提到如果該器皿使用任何她經驗到的, 增加的生命

能在肉體複合體的活動上, 她將付出一個"嚴厲的代價". 你可否告訴我那個嚴厲

代價的本質, 以及為什麼要經驗這個代價?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水平是衡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中的身體複合體的可用能

量. 生命能的度量是表達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生命(being)的能量. 

 

這個實體有很大的變貌朝向心智複合體的活動, 靈性複合體的活動, 以及那個通

往造物者的偉大導管, 意志. 因此, 這個器皿即使在沒有任何可測量的肉體儲備能

的情況下, 仍然有相當可觀的生命能. 然而, 使用這股意志、心智、靈性的能量在

肉體複合體的事物上將導致非常巨大的扭曲, 從而減少生命能; 相較之下 若將這

股能量用在符合該心/身/靈複合體最深的渴望與意志的事物上, 扭曲會少許多.  

 

這個實體內在的渴望是服務造物者, 這個實體看待所有服務都是服務造物者, 這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方面告誡該支援小組以及器皿自身; 所有服務的變貌深度並

不相等. 過度使用這股生命能, 不誇張地說, 會快速去除生命力. 

 

72.11 發問者: 你剛才提到大量的光可茲利用, 透過適當的儀式, 這個小組是否可

能使用這道光來為該器皿重新補充生命能?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然而, 我們告誡(你們)避免任何會抬舉任一人格的工作; 

毋寧在你們的工作中 保持嚴格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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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發問者: 你可否解釋你所謂的 "抬舉任一人格"?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提供線索; 解釋就是冒犯. 我們只要求你領悟到一切為一. 

 

72.13 發問者: 我們將"Shin"納入驅逐儀式中, 把 ”Yod Heh Vau Heh” 變為 ”Yod Heh 

Shin Vau Heh” , 這是否有幫助? 

RA: 我是 Ra, 這是有幫助的 特別是該實體的變貌有很大程度與這個聲音振動複

合體一致地振動.  

 

72.14 發問者: 我們在未來會有群體冥想, 我們周日晚上的冥想. 我擔心的是... 這

個器皿的保護, 她可能再次擔任這些冥想的管道. 要讓驅逐儀式有效 是否有個最

佳時段l有時間量的限制? (假設)我們持續每日以驅逐儀式淨化我們周日晚上冥

想的工作場所, 這個效果是否會持續一段長時間; 或者說這個儀式必須在這些冥

想開始前即刻完成? 

RA: 我是 Ra, 你前者的假設比較正確. 

 

72.15 發問者: 關於周日晚上的冥想, 目前是否有任何危險, 以我們目前採取的預

防措施, 該器皿是否有可能被獵戶實體帶走? 

RA: 我是 Ra, 獵戶實體的機會完全取決於該器皿的覺知與準備狀態. 我們提示這

個器皿仍舊是太嫩的新手 而不要開放自己面對(s�)問題, 因為那是 Ra使用的格

式. 當該器皿的覺知成長, 這個預防措施或許就不需要了. 

 

72.16 發問者: 在性能量轉移方面, 是否可能對器皿過度充能? 

RA: 我是 Ra, 不會. 

 

72.17 發問者: 為什麼驅逐儀式在地板l底部沒有保護? 應該要有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超心靈致意的發展只可能透過能量中心從紫羅蘭-光芒的位置開始移動通過行家

的能量中心; 從那一點前往機會的目標. 依照致意的目的與振動本質, 不管是正面

或負面, 該實體將以(致意者)渴望的方式被充能或被阻礙. 

 

我們Ra群體以窄頻通訊 通過紫羅蘭-光芒 接洽這個器皿. 其他實體在向下穿透這

個光芒之後, 可能前往任何能量中心. 舉例來說, 我們大量使用這個器皿的藍色光

芒能量中心 因為我們正嘗試溝通我們對於一的法則之變貌/理解. 

 

該獵戶實體穿透同樣的紫羅蘭光芒, 並前往兩個地方 嘗試它大多數的非-物理的

機會, 它啟動綠色-光芒能量中心 同時進一步阻礙靛藍-光芒能量中心. 這個組合

造成該器皿的混淆, 以及隨後不明智地在肉體複合體的工作上過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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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單純地尋求(器皿)投胎前規劃的、並在肉身狀態時發展的扭曲. 

 

生命自身的能量, 即是太一無限造物者, 從磁性的形式來看 該能量從南極流入. 因

此唯有造物主可以通過雙腳進入身體的能量外殼 並且產生任何效果. 行家的效

應是從上面的方向而來, 是故建造光之牆是相當有利的. 

 

容我們問, 此時是否有任何較短的詢問? 

 

72.18 發問者: 我只問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使這器皿更舒適l改善這個通

訊?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在頸部區域的扭曲有一些增加, 多放些注意力在這裡可以

提供更大程度的舒適.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Ra 觀察到(Udg)堅忍與耐心, 這是

值得讚許的. 繼續保持這種嚴謹的決心並照顧適當的通訊配置, 那麼我們持續通

訊將繼續是可能的.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引以自豪,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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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10 月 21 日 

 

7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3.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除了這個實體的生命能水平更為扭轉朝向接近正常的(狀

態). 

 

73.2 發問者: 我們已經執行的驅逐儀式是否對於這次通訊有幫助? 

RA: 我是 Ra, 你所描述的儀式在每一次工作中逐漸增進其效力, 這種通訊的純淨

度不只是 Ra 通訊需要的, 也是行家進行任何工作所須之要件. 

 

73.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在這個時機感謝 Ra給(我們)機會服務那些想要我們在

此獲得的這份資訊的地球人. 

 

你陳述自由意志, 單一的指向服務他人, 有潛力警醒大量的光之力量. 我假設同樣

的道理用在服務自我極性上也完全成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但在細微處是對的. 在祈請與召喚所謂的負面實體或

素質, 這種表達所警醒的量與正面導向相當. 然而, 那些走在服務他人途徑上的實

體等待被呼叫並只能傳送愛. 

 

73.4 發問者: 我想查明的是這個警醒光之力量, 以我來看, 這一個過程完全是自由

意志的機能, 如你所言, 當行家的渴望的意志與純度增加, 所警醒的光之力量隨之

增加. 這部分在正面與負面勢能兩方面是否都是一樣的, 我這個敘述正確嗎? 

RA: 我是 Ra, 為避免困惑 我們只單純地重述你正確的假設 以增加清晰度. 

 

那些走在服務他人途徑上的實體可以請求光明力量 其程度與它們服務意志的氣

力與純度成正比. 那些走在服務自我途徑上的實體可以請求暗黑力量 其程度與

它們服務意志的氣力與純度成正比. 

 

73.5 發問者: 我今天的敘述無疑地會犯許多錯誤, 因為我目前嘗試猜測這是怎麼

運作的 然後讓你更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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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中柱(Middle Pillar)的練習, 我曾經想它可能是錯誤的 因為在此練習中, 行家看

見或觀想光從頂輪移動向下到達雙腳. Ra曾經敘述造物主從雙腳進入並向上移

動, 也就是這道螺旋光從雙腳進入並向上移動.  

在我看來, 行家警醒光明力量的過程中 在使用這個儀式時 應該觀想光從雙腳進

入 首先供能給紅色能量中心 然後向上移動, 以此方式 通過各個能量中心.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 

 

73.6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我的那個敘述如何有誤? 

RA: 我是 Ra, 可以. 

 

73.7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你在此探討的有兩個概念. 首先是在小宇宙心/身/靈中發展光的偉

大之道. 我們假設一個行家在魔法工作開始之前, 已經盡力將它的能量中心運行

順暢, 並處於平衡狀態. 所有魔法工作皆奠基於召喚(evocation)�/l祈請(invocation)

之上.  

 

任何魔法工作的第一個祈請是祈請魔法人格, 如你所熟悉的稱謂. 在你所說的工

作中, 第一站是開始祈請這個魔法人格, 透過穿戴某個東西的動作來引發. 既然你

沒有一個服飾或護身符的項目, 你剛才打的手勢是適當的. 

 

第二站是召喚生命的偉大十字, 這是魔法人格的延伸成為造物者. 再次地, 所有 召

喚與祈請被牽引穿過紫羅蘭能量中心. 然後這股力量可以繼續前往任何行家渴望

使用的能量中心. 

 

73.8 發問者: 那麼 請你講述 螺旋光進入雙腳�祈請光穿越頂輪, 這兩者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藉由意志的牽引, 向上螺旋光與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內在之光的相會

可以比擬為心跳, 與肺部周圍肌肉的運動, 以及副交感神經系統的所有其他機能. 

行家的呼求可以比擬為該心/身/靈複合體可以有意識控制的那些神經與肌肉動

作. 

 

73.9 發問者: 先前你曾說在那兩個方向相會之處, cÆÈc`abÜµ¶g, 你可以衡

量出任何特定的心/身/靈複合體的發展(u\).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3.10 發問者: 那麼, 在祈請或警醒光的過程中, 在我看來, 祈請的觀想會仰賴光的

用途; 該用途可以是治療、通訊, 或一般對造物與造物者的覺察. 可否請你講述這

個過程以及我做這個假設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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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Ra, 我們將提供一些想法, 雖然我們懷疑能否窮盡這個主題. 每一個具象

化, 不管工作的要點為何, 都從靛藍色光芒內在的某種工作開始. 如你所覺察, 你

已經開始的儀式完全是靛藍色光芒內在的工作, 這是好的, 因為它是個入口. 從這

個開端, 光可以被祈請 用於通訊或治療. 

 

你可以注意到我們提供給你的儀式, 把第一個焦點放在造物者上頭, 適當地開始

Ra之工作(集會). 我們進一步補充一個同時是細微又有些趣味的要點, 向上螺旋

光藉由意志在它的路徑上發展, 最終抵達一個高處 與太一造物者的內部火焰交

合; 然而這只是行家工作其心/身/靈之前的準備. 在每一次的工作期間, 使用一些

能量中心的結晶體, 於是魔法師越來越多地成為它所尋求的. 

 

更重要的是, 心/身/靈的時間/空間之類比物, 被呼喚為魔法人格, 它唯一從中快速

獲益的機會, 來自第三密度空間/時間之心/身/靈可得的催化相關行動的經驗. 

因此該行家大大地協助造物者, 藉由提供大量催化劑給造物的更大部分, 又被識

別為一個實體的心/身/靈全體.  

 

73.11 發問者: 在這個過程中, 關鍵要素是渴望與意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會增加一個品質, 在魔法人格中, 渴望、意志、極性是(9Ê)鑰

匙. 

 

73.12 發問者: 目前我們社會中有許多所謂的傳教士, 他們有巨大的渴望與意志, 

可能也有偉大的極性, 但在我看來, 有許多例子顯示覺察或資訊的欠缺, 因而創造

一個較無效用的工作, 就魔法的意義而言.  

我的這個分析正確嗎? 

RA: 我是Ra, 你有部分是正確的. 在檢驗一個服務他人工作的極性中, 自由意志必

須被視為至高無上. 你說的那些實體嘗試在意識中產生正面的改變 卻同時刪減

了自由意志. 這樣造成該工作的魔法特質受到阻礙, 除了在某些例子中 一個實體

自由地渴望接受傳教士[NU��]的工作成果. 

 

73.13 發問者: 有關這類的通訊, 拿撒勒Ö耶穌在這方面的態度方針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或許已經閱讀過這個實體的一些工作成果, 它提供自己為老師給

那些聚集聆聽的心/身/靈複合體; 即使在那時也透過面紗來講話 好預留空間給那

些不想聽的實體. 當這個實體被要求治療, 它經常如此做, 總是在工作結尾附帶兩

個告誡: 首先, 這個被治療的實體是憑著它的信心而被醫治, ÙÚÜb, 該實體的能

力允許並接受一些改變透過紫羅蘭光芒進入智能能量的大門. 

其次, (他)總是說 "不要告訴任何人". 

這些工作嘗試(確保)自由意志的最大品質, 同時維持對於該工作正面純度的傳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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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 發問者: 從另一個實體來觀察這個工作, 在我看來, 有部分的自由意志被刪

減, 因為行家的工作結果, 一個表面上的魔法事件發生了. 這點可以延伸到任何不

同於一般可接受的現象. 你可否講述這個矛盾, 也就是任何實體行使治療後立即

發生的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一的法則的謙卑使者, 對於我們而言, 不存在矛盾. 那看似魔法

的工作, 因此似乎冒犯自由意志, (Ð
É) 它們自身並不如此行; 因為感知的扭曲

就跟目擊者的人數一樣多, 每一個目擊者看到它渴望看到的東西. 冒犯自由意志

只發生在一種情況下, 即執行該工作的實體把這個事件的作者身分歸功給自我或

它自己的技術. 若該實體陳述工作成果並不來自它, 而是經由它呈現, 那就是冒犯

自由意志. 

 

73.15 發問者: 你剛才說, 若該實體陳述工作成果並不來自它, 而是經由它呈現, 那

也是冒犯.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我們剛才說, 在那個事件中 沒有冒犯. 

 

73.16 發問者: 被知曉為耶穌的實體聚集十二位門徒, 他擁有這些門徒的目的是什

麼? 

RA: 我是 Ra, 如果沒有學習/教導者, 教導/學習的目的是什麼? 

這實體接受那些被這個實體吸引的實體們, 而不顧任何後果.  

這個實體依它的本質與見識, 接受寄託給它的榮譽/義務, 去講說即是它的使命. 

 

(ûüý þ Ë�}ljÖ	Ì, Ë�}lËÖÍ�)�� þ�ÎÖÏ�) 

 

73.17 發問者: 那麼 在火的練習中, 我假設醫者工作的能量 跟我們剛才說的進入

穿越頂輪的能量是一樣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但)需要一些額外的注釋好讓你的思維可以繼續這條

路線的研讀. 當魔法人格為了治療工作被安置於綠色-光芒能量中心, 那麼該能量

可以被視為結晶體中心, 透過它 身體能量得以被傳導. 因此這個特別的治療形式

同時使用行家的能量î向上螺旋光的能量. 當綠色-光芒中心變得更明亮, 我們補

充說明, 這種明亮並不暗示過度-啟動 毋寧說是結晶化, 身體複合體的綠色-光芒

中心的能量盤旋了兩次: 首先, (能量)從綠色-光芒能量中心順時針穿過頭部, 走到

右肩膀、右手肘, 向下穿過太陽神經叢, 接著到達左手. 這個過程席捲所有身體複

合體能量進入一個管道, 然後旋轉出一個大圓圈, Ö×Ùáâãäæç èéêìïñó

õ- 再次從左邊(ãäæ)到達雙足、到右手、到頭頂、到左手, 以此類推. 

 

因此從內而來(in-coming)的身體能量, 被結晶化、規律化, 並被行家的人格傳導 抵

達綠色-光芒能量中心, 然後可以將在世的行家的綜合能量向外灌注, 從而提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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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給一個要求該服務的實體; 此時 當有一個實體為了治療透過一個管道工

作, 這個基本的狀況就完成了. 

 

73.18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這個光的轉移如何影響要被治療的病人 [cÆÈ�¬

n]? 

RA: 我是 Ra, 這個效應屬於極化. 該實體可能會l不會接受這個被提供的極化生

命-能量[]÷òúüÿm�]. 至於按手(治療)的情況, 這股能量被更明確地傳導, 於

是接受這股能量的機會同樣地更加明確.  

你可以看到, 在這種形式的工作中 國王密室效應並未被嘗試; 毋寧說是對於低能

量狀態的實體, 使它有更多機會增進其能量. 你們許多被稱為疾病的扭曲可以被

此類方法協助. 

 

73.19 發問者: 你可以更正我以下的一般敘述. 在我看來, 醫者與病人之間的整體

圖像是: 要被治療的實體有一個或更多的能量中心受到阻礙 – 我們將只考慮一個

特別的問題 – 因為這個能量中心的阻礙, 向上螺旋光在七個(��)體之一受到阻

礙, 即身體的維護受到阻礙; 這導致身體的完美產生扭曲, 也就是我們稱的疾病l

身體的異常現象. 醫者已經適當地配置其能量中心群, 能夠傳導光, 向下灌注的光, 

透過它適當配置的能量狀態到達要被治療的實體(�É). 如果要被治療的實體擁

有接受這道光的心智配置, 光就進入其肉體複合體 並重新配置造成阻礙的扭曲. 

我確定我在這描述過程有犯一些錯誤. 可否請你更正它們? 

RA: 我是 Ra, 你的錯誤是小的. 我們不會在此時嘗試大範圍地精煉該敘述 因為無

疑地 必須先提出一些預備的材料. 我們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治療形式. 在許多方

式中, 只有行家的能量被用到. 在火的練習中, 一些肉體複合體的能量也被傳導.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當一個實體希望被治療, 雖然態度誠摯, 卻保持未被治療的

狀態, 如你所稱的此種扭曲. 你可以考慮這是投胎前的選擇, 你對於這樣的實體更

有益的協助是建議它冥想這些限制的肯定(正面)用途, 不管它經驗到何種限制. 我

們也補充說明 在這些情況下, 靛藍色光芒方面的工作常常是有幫助的. 

 

除了這些說明, 我們不想要進一步評論你在此次工作期間的敘述. 

 

73.20 發問者: 在我看來, 對於那些走在服務他人路徑上的實體而言, 主要重要的

事情為發展一種態度, 我只能描述為一種振動. 這個態度可以透過冥想、儀式來發

展; 以及發展對於造物或造物者的欣賞, 結果是一種心智的狀態, 我只能表達為增

進與全體的共振l合一性. 你能否擴展與更正以上敘述? 

RA: 我是 Ra, 我們不會更正這個敘述, 但可以加以擴展, (我們)建議關於你所提到

的那些品質, 你可以附加這段話: 一天一天地、時時刻刻地活出來; 因為真實的行

家越來越活出它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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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在兩個l更多個心/身/靈複合體之間可能的

能量轉移數量? 這個數字很大或很小? 

RA: 我是 Ra, 這個數字是無窮大, 因為每個心/身/靈複合體不都是獨特的? 

 

73.22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這個陳述: "兩個心/身/靈複合體之間的能量轉移"?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這個實體還有可用的轉移能

量, 但我們發現快速增加的扭曲— 朝向頸部、背部、手腕與雙手的痛苦. 

 

肉體能量轉移有許多方式可以達成. 

我們給予兩個例子. 每一個實體開始時, 有一些意識到自我如同造物者, 或以某種

方式祈請魔法人格. 這個過程可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完成. 

首先, 我們曾說到的練習稱為火的練習: 雖然這是肉體能量轉移, 但並未深入涉及

身體複合體的組合. 因此該轉移是細微的 並且 每一個轉移在被提供與被接受(兩

方面)都是獨特的. 在這點 我們可以附帶說明這是可能的能量轉移有無限多排列

的原因. 

 

我們要說的第二種(身體)能量轉移是性慾能量轉移. 這個轉移藉由那些綠色光芒

活躍振動的實體們, 發生在Ë-魔法層級上. 有可能進一步精煉這種能量轉移, 好比

這個器皿奉獻它自我以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當其他自我也奉獻自己於服務太一

無限造物者, 該轉移是倍增的. 於是被轉移的能量總數取決於被創造與釋放的極

化的性能量的總額. 從這點開始有精煉的方式通往高等性魔法的境域. 

 

在心智體[��]的領域中, 被轉移的心智能量有不同的變化. 再一次, 這仰賴實體

要尋求的知識, 以及它被提供的知識. 最常見的心智能量轉移屬於老師與弟子之

間的關係. 能量的總額取決於供品的品質; 在老師這邊, 與它服務渴望的純度, 以

及提供資訊的品質有關; 在學生這邊, 與學習渴望的純度, 以及接收知識的心智振

動複合體的品質有關. 

 

心智能量轉移的另一種形式屬於傾聽者與說話者之間的關係. 當說話者正經驗到

心智/情感複合體的扭曲— 朝向苦惱、憂傷、或其他心智痛苦, 從我們先前所說, 你

或許可以在這個轉移中, 獲得不同程度的知識. 

 

靈性能量轉移位於所有能量轉移的核心, 因為自我�其他自我為造物者的知識至

高無上, 這是靈性工作. 靈性能量轉移的多樣性包括我們今天說過的, 關於行家的

主題. 

 

在我們離開此次工作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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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3 發問者: 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改善這器皿的舒適度l這個通訊? 

其次, 在今天的集會中, 是否有任何東西是你不想要出版的? 

RA: 我是 Ra, 我們呼求你們注意兩個項目. 首先, 每次工作中的蠟燭, (á�)以 10

度盤旋向上, 這是好的; 絕對不要讓(Yã)搖晃閃爍, 因為這會導致附屬物排列的

不平衡, (影響)它們扮演保護器皿的角色的功用. 

其次, 我們建議注意頸部區域 讓支撐的墊子更舒適. 這方面的困難已經縮短許 

多次工作(時間). 

 

我們感謝你們, 我的朋友們, 因為你們對於這些附屬物的認真與嚴謹[隨著我們工

作的進展]似乎逐漸增加. 

另外, 關於此次工作的材料, 想要出版哪些部分完全由你們自己決定. 

 

我是 Ra,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引以自豪,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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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10 月 28 日 

 

7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4.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74.2 發問者: 在我著手新的材料之前, 在上次的集會, 似乎有個小錯誤 我已經更正

了, 跟以下敘述有關: "工作成果並不來自它, 而是經由它呈現". 在(訊息)傳送過程

是否有個錯誤? 或是什麼東西造成這個問題?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 雖然完全地向我們的窄頻通訊敞開, 有時候會經驗到一種

突然強化的扭曲, 你們稱為痛苦. 這扭曲短暫地弱化該通訊. 這種增強的扭曲, 以

你們的時間尺度, 在過去兩週內, 發生在這個器皿身體複合體的扭曲頻率增多. 雖

然這個現象通常不會導致傳送上的困難, 在前次工作 它確實發生了兩次. 在這兩

次(事件)中, 都需要更正或改正通訊. 

 

74.3 發問者: 可否請你描述出神狀態? 我有些困惑, 當(實體)在出神狀態中, 痛苦

如何能影響器皿, 因為我的見解是身體複合體在出神狀態中不會有痛苦的感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該器皿不會覺察到這個或其他的知覺. 然而, 我們 Ra

群體使用黃色-光芒活化的肉體複合體做為我們說話的管道, 當這個器皿的心/身/

靈複合體離開這個肉體軀殼 將它交由我們保管, 它被精巧地調整適合我們的通

訊. 

無論如何, 你們所稱的痛苦變貌, 當到達足夠的嚴重程度, 會減少適當的通訊; 並

且當增加的扭曲變得激烈, 將導致管道的調音開始搖晃. 然後這個調音必須被校

正,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因為該器皿自由地提供我們這個機會. 

 

74.4 發問者: 在先前的集會, 有一個關於原型心智的問題沒有被完整地回答. 我想

要繼續該問題的答案, 可否請你繼續, 或需要我重新唸完整的問題? 

RA: 我是Ra, 依照一般慣例, 當渴求答案時 在同一個空間/時間發出詢問的振動是

好的. 然而, 在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接受在你們紀錄這些聲音振動複合體的這點, 插

入一個註記, 指出先前工作中詢問的位置.* 

 (*#: `Üÿ 67`���?ët���— 67.28 )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433 

該詢問, 雖然考慮周到, 在某種程度缺少對於原型心智本質的領悟. 我們不能為任

何其他實體 教導/學習到了我們成為學習者/教導者的程度. 所以, 我們將針對這

個有趣的主題做一般性的注釋 允許發問者考慮並進一步精練任何詢問. 

 

原型心智可以被定義為這個星球的理則所特有的心智. 因此與偉大的宇宙的全體

-心智不同, 它包含的原料是令該理則歡喜的 用來做為獻給偉大宇宙存有性的精

煉品. 於是, 原型心智即是包含所有可能影響心智或經驗的面向. 

 

魔法師被命名為一個深具意義的原型, 然而, (Ud)沒有認知到這部分的原型心智

並不代表深沉的潛意識, 而是顯意識的心智, 特別是意志. 那麼, 一些實體稱為 

女祭司的原型則是對應的直覺l潛意識機能. 

 

讓我們觀察一個實體與原型心智的關係. 你可以考慮各種可能性 即仔細地利用

小宇宙中心/身/靈�原型的心/身/靈[密切地靠近造物者]之間的一致對應關係. 舉

例來說, 在你們為了淨化這個場所而舉行的儀式過程中, 你們使用 “Ve Geburah” 

這個術語; (Ug)假設是正確的, 即它是太一造物者的一部分或一個面向. 無論如

何, 原型心智有著各式各樣的對應關係, 它們可以被行家不斷不斷地精練. 

“Ve Geburah”與 米迦勒(Michael)、火星、陽性、男性特徵有對應關係. 

“Ve Gedulah”與 木星、女性特徵、陰性、以及生命之樹中跟奧瑞兒(Auriel)關聯的

部分有對應關係. 

 

我們本可以繼續提出更多更多關於這兩個原型心智入口的精煉品; 我們可以討論

顏色的對應關係, 與其他原型的關係, 諸如此類. (但)這是行家的工作, 不是教導/

學習者的工作. 我們只能建議有(幾種)研讀系統致力於探討原型心智的各個層面, 

選擇其中一種並細心研讀是好的. 幾乎更好的是如果行家越過任何曾被書寫的東

西 (自行)製作這類的對應關係, 於是任憑己意地呼喚原型. 

 

(ûüý þ Ëþ}þÖ	Ì, Ëþ}ÿ ÖÍ�)�� �þÎÖÏ�) 

 

74.5 發問者: 我有一個問題, 我將自行回答, 並讓你更正. 

我看到人格的修練餵養靛藍色-光芒能量中心, 並藉由清除較低能量中心的障礙 

允許向上螺旋光自由流動到達靛藍色中心, 從而影響白魔法師的力量.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74.6 發問者: 請你更正我? 

RA: 我是 Ra, 靛藍色中心對於行家的工作確實是最重要的. 

然而, 不管它有多麼結晶化, 它不能在任何程度上, 更正其他能量中心的��Ñ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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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或阻礙. 它們必須依序從紅色(中心)向上被清理. 

 

74.7 發問者: 我不十分確定我理解這點. 該問題是人格的修練如何餵養靛藍色-光

芒能量中心並且影響白魔法師的力量? 這個問題有意義嗎? 

RA: 我是 Ra, 有. 

 

74.8 發問者: 請你開始回答? 

RA: 我是 Ra, 我們樂意回答這個詢問. 我們理解到先前的詢問具有其他的涵義.  

靛藍色光芒是行家的光芒; 你所尋求的答案有大部分就在這一句之中. 

該能量中心的結晶化�心/身/靈工作的改善有某種同一的關係; 當它開始超越空

間/時間的平衡, 接著進入空間/時間�時間/空間的聯合境域. 

 

74.9 發問者: 讓我看看我對於人格修練的效應是否有錯誤的見解. 

容我們說, 我假設人格修練對於單一的同伴實體有一個平衡的態度; 可以在某種

程度適當地清理與平衡橙色能量中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不能說你講得不對 但只是比較不完整. 已修練的人格, 當面對

一個其他自我, 會依照它獨特的平衡將所有的(能量)中心平衡. 因此該其他自我在

一面鏡子中看見它自己. 

 

74.10 發問者: 現在, cnr, 人格的修練對於任何已經有意識覺察到進化過程的實

體是最為重要的工作. 我的陳述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74.11 發問者: 我嘗試要了解的是這些修練如何影響白魔法師[hcb]的能量中心

群與力量. 你能不能, 你願意告訴我那是如何運作的? 

RA: 我是 Ra, 人格修練的核心有三方面. 

一, 知曉你自己. 

二, 接受你自己. 

三, 成為造物者. 

當(實體)達成第三步, 使得一個實體成為全體最謙卑的僕人, 在人格上是透明的, 

並且完全能夠知曉與接受其他自我. 在追求魔法工作的關係方面: 持續的人格修

練涉及行家知曉它自己, 接受它自己, 因此清掃通往偉大靛藍色大門, (進而)前往

造物者的途徑. 成為造物者就是成為一切萬有. 於是 沒有人格在其中[�aL���

ÍmñÖ��I���S�Ö�	]. 當靛藍色光芒的意識變得更加地結晶, 更多的工作

可以被完成; 更多(東西)可以從智能無限中被表達. 

 

74.12 發問者: 你曾經聲明一個服務他人的工作有潛力警醒大量的光之氣力. 你可

否精確地描述這是如何運作的, 以及這有什麼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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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有些聲音振動複合體的作用很像你們打電話的情形. 當它們被合適

地振動 伴隨意志與集中(心神), 就好像許多位於你們形而上l內在(次元)平面的

實體們接收到一通電話. 它們回答這通電話的方式為關照你們的工作. 

 

74.13 發問者: 有許多這類的振動. 在我們社會中最明顯的是教堂使用的振動, 而

非魔法行家使用的那些. 我們(社會)形形色色的教堂使用的振動�行家特定使用

的魔法咒語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如果你們教堂中所有的實體都是行家, 有意識地充滿意志、尋求

力、專注力、有意識的了解呼求; 那就沒有不同. 

呼求的功效是那些呼求實體的魔法品質的函數; 也就是說, 它們對尋求想望的意

識轉變狀態的渴望. 

 

74.14 發問者: 在挑選防護儀式過程中, 我們最終同意用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 我

假設這些聲音振動複合體屬於你所說的類型, 即警醒那些內在(次元)平面的實體.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4.15 發問者: 如果我們已經建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儀式, 在這個保護(儀式)序

列中使用第一次被用到的話語; 它跟我們已選用的儀式相比, 會有什麼相對好處? 

RA: 我是 Ra, 好處比較少. 在建構儀式的過程, 最好研讀已寫成的著作, 了解哪些

正面l服務他人的力量之名可以使用. 

 

74.16 發問者: 我將電話鈴聲的響度類比為施法者使用儀式的效率, 我看到有幾件

事影響儀式的效率: 

首先, 施法者對於服務的渴望, 

他們祈請魔法人格的能力, 

當儀式進行時, 他們觀想的能力; 

讓我問你這些項目的相對重要性, 以及每一項要如何強化?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瀕臨過度-明確的邊緣. 行家最重要的是去感覺它自己的成

長, 如同教導/學習者. 

 

我們只能說你正確地推測到魔法人格的最重要涵義. 它本身就是門學問, 配合適

當的情感意志、極性、與純度可以完成工作; 有沒有恰當的聲音振動複合體都行. 

無論如何, 當外科手術刀就在手邊, 就不需要用到魯鈍的工具. 

 

74.17 發問者: 我假設先前被使用的儀式有效果的原因是這些話語在那些曾經在

這些領域中工作的實體們的意識中已經建造一個偏好, 所以我們尋求的那些屬於

該心智變貌的實體會對銘印在意識中的一系列話語有所回應. 這是否正確?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436 

RA: 我是 Ra, 這是大部分正確的. 例外情形是一些你們稱為希伯來文以及一些梵

文母音. 這些聲音振動複合體在時間與空間存在前就具有力量 並且代表建構一

切萬有的光之配置. 

 

74.18 發問者: 為什麼這些聲音有這種屬性? 

RA: 我是 Ra, (它們)在振動複合體中具有數學上的對應關係. 

此時我們還有足夠的轉移能量進行一個完整的詢問. 

 

74.19 發問者: 這些聲音— 梵文與希伯來文— 的使用者如何決定這些聲音是什

麼? 

RA: 我是 Ra, 在希伯來文的例子中, 被知曉為亞威(Yahweh)的實體透過基因密碼材

料的銘印, 協助將這個知識成為語言, 如你所稱. 

 

在梵文的例子中, 由於缺乏先前的字母或文字-命名, 這些聲音振動是純粹的. 因

此這些來自理則之聲音振動似乎是逐漸被了解的; 容我們說, 這是個比較自然或

不靠外力的情況或過程. 

 

我們願在此時做個補充說明, 關於上次工作的一個意外事件, 也就是我們的通訊

被短暫地錯置, 然後被更正. 在火的練習 你可以看到初始螺旋從綠色-光芒能量中

心順時針穿過雙肩與頭部, 然後穿過雙肘, 然後到達左手. 在接下來的回答結束之

前, 該管道已經被更正.  

(]üý �³N
�Ö$G�õ73.17) 

 

此時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74.20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l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這個器皿的一些痛苦[變貌]仍然持續著. 頸部區域仍維持

極為扭曲的狀態, 雖然先前的改變在小程度上有幫助. 排列程度是好的. 

 

我的朋友們,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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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自豪與欣喜.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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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五場集會  

1981 年 10 月 31 日 

 

75.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B5041-- 

75.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生命能儲存量些微地減少, 起因是某些心理/情緒變貌, 關

係到[Ud�rg]未來. 

 

75.2 發問者: 我感覺在該器皿擁有她的醫院經驗之前, 舉行這次集會是合宜的. 如

果可能, 她想要問一些問題, 關於那方面的. 

首先, 是否有任何事是該器皿或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該醫院經驗或以任何方式

[�`�ª]協助該器皿? 

RA: 我是 Ra, 是的. 有些方式可以協助這個實體的心理/情緒狀態, 附帶說明這只

對這個實體或具有相似變貌之個體有效. 還有一件普遍的事可以被完成 以改善

這個被稱為醫院的地點. 

 

首先的協助與這個實體最熟悉的儀式之振動有關; 這個實體長久以來使用該儀式

扭轉自己對太一無限造物者之感知變貌. 在白晝時期的任何一點做這件事都是有

益的, 但當你們的太陽體離開你們區域視野時, 做這件事是特別有幫助的. 

 

改善該地方的一般方法是已知的, 也就是在現場執行淨化儀式. 我們可以補充說

明 朝向愛的變貌[²Udí`�靈性/情感複合體g��, Ud�ãí`�
��n��Ð

���]將會有幫助, 不管它是否被表現出來或是未顯化(狀態) 因為沒有任何保護

大於愛. 

 

75.3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當她住在醫院的期間, 在她居住的房間中執行小五芒星

的驅逐儀式是有價值的?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5.4 發問者: 我想知道手術間的情況, 那可能會十分困難, 它在那兒會有幫助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它總是有幫助的. 因此, 你不容易提

出一個詢問, 而不會接收到我們目前提供的答案. 這並不表示去淨化一個地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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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 當你們無法以肉體形式闖入一個地方, 觀想的力量可以協助你們的

支援. 

 

75.5 發問者: 我看見的做法是觀想這個手術間, 接著觀想我們三個人正在手術間

執行驅逐儀式, 同時我們在另一處執行它. 這是正確的程序嗎? 

RA: 我是 Ra, 這是獲致你們渴望的配置的一個正確方法. 

 

75.6 發問者: 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RA: 我是Ra, 對於那些更熟練的實體有更好的方法; 對這個小組而言, 這個方法是

好的. 

 

75.7 發問者: 我假設那些更熟練的實體會離開他們的肉身, 以另一個(��)體進入

手術間, 接著實施驅逐儀式. 這是不是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5.8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她能否在沒有人握住她的手的情況下, 自己在醫院中

冥想, 這會是一個安全的練習, 或... ? 

RA: 我是 Ra, 我們認為該器皿可以安全地祈禱, 但只有在另一個實體之觸覺保護

下, 才能冥想. 

 

75.9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她能做什麼以改善她背部的狀態, 因為她感覺這將成

為手術中的一個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該肉體複合體 我們發現幾個因素促成該器皿經驗的一般

性扭曲. 這些扭曲(ä�)有兩個已經被診斷出來; 一個還沒有; 這個實體也不會願

意接受足夠的化學藥劑以促使[Ud�rg]痛苦變貌中止.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說有個單一療程 具體針對所有三個促成扭曲之因素, 目前尚

未被使用, 那就是加溫後的水, 然後以溫和的動力反覆地轉動水 同時碰撞整個肉

體複合體, 在這期間 該肉體載具呈坐姿. 如果在每次運動之後實行這(療程)將會

有些幫助. 

 

75.10 發問者: (我們)剛才在集會前執行的火之練習對該器皿有沒有幫助? 

RA: 我是 Ra, 對該器皿有些微的肉體幫助. 當實行者學習/教導它的治療藝術之際, 

這個練習的效用將自行擴大. 再者, 在心智/情緒複合體中 有個餵養生命能的變貌

正朝向舒適, 這是由於(��g)支持傾向增長其生命能水平, 因為這個實體是一個

敏感的器皿. 

 

75.11 發問者: 先前的火之練習是否適當地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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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指揮棒已經被良好地觀想, 指揮者將會學習去聽見它的偉大音樂藝

術的整個樂譜. 

 

75.12 發問者: 我假設如果這點能被充分地達成, 今天... 那個練習將造成該器皿各

項扭曲的全面痊癒, 以致於沒有需要動手術.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75.13 發問者: 還需要其他東西, 該器皿的接納?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器皿的情況是纖細的, 因為它必須完全地接納它現

在經驗的許多非志願發生的限制. 這是一個降生(投胎)前的選擇. 

--B5041-- 

 

75.14 發問者: 該器皿想要知道為什麼她在群體音樂會練習時, 當唱到"撒迦利亞

頌" (Benedictus)的部分, 她兩次經驗到[她相信是]一種超心靈攻擊? 

RA: 我是 Ra, 這不是個小問題.* 我們將首先移除那些次要的註記. 這個器皿將彌

撒(Mass)視為神聖儀式, 在該次振動, 你們稱為歌唱, 的時期; 有一段歌唱需要肉體

盡力才能完成, 任何實體都會因此精疲力竭; 我們說的這段音樂被稱為  

"聖哉"(Sanctus), 緊接著就是一個(防護)裂縫, 它被稱為"和撒那"(Hosanna). 現在我

們來到關切的主題上. 

 

當這個實體, Jehoshua†, 決定在[�kæg]神聖節日返回被稱為耶路撒冷的地方, 它

轉身背對混合愛與智慧的工作, 擁抱殉道, 即沒有智慧的愛之事工. 

 

被稱為"和撒那"的音樂, 以及隨後的"撒迦利亞頌", 是一段書寫的摘要, 記載當

Jehoshua進入它的殉道場所時 群眾高喊的話語. 一般認可的這段呼喊: "和撒那歸

於大衛的子孫! 和撒那於至高之天! 奉主名而來的是蒙福的！"  

教會所描述的這段其實是錯誤的陳述, 這個事件或許是不幸的, 因為它比[��g]

彌撒中的許多東西要更為扭曲. 

 

(cÌ)有兩個派別在場迎接 Jehoshua, 首先, 一小群人盼望一個俗世的君王. 然而, 

Jehoshua騎在驢子上(進城)正表明了它的態度, 它不是一個俗世的君王, 也不希望

與羅馬人l撒都該教徒有紛爭.  

 

                                                 

* [��]����������� !, "#%&'()*+,-./0�12. 3456789:;<=>?@ABC. 

34��D-- Ra��EFHI"JKLMN"OPQRTQULM, VWXYZ[\^_`�bd. ef34ghij3

4�klfoRa�pq, ghB�rst,u�.  

† [��] Ra vwxyzB�{|t}~��k���{|, ��� 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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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較多的一派由拉比與長老命令前來嘲弄這個實體, 因為那些屬於神職階級的

實體們畏懼這個實體; 它們認為這個實體似乎曾經是它們的一員, 尊重它們的律

法, 然後, 在它們的眼中, 背叛那些由來已久的律法, 並把人群帶走跟隨它. 

 

對於這個器皿而言, 該裂縫即是這個微妙的情況 順著你們的空間/時間(Ê�)迴響

著; 此外, "和撒那"持守的位置如同轉向殉道的前兆. 我們只能大致說到這裡. 當

音樂進行到"和撒那"段落, 該器皿並未經驗到該致意的完整原力, ��µ¶{çÈ�

Ð�L, 這是由於此時需要強烈專心於振動這部分的樂章. 然而, 當演奏來到"撒迦

利亞頌" 的段落, 這些詞句僅由一個實體振動, 因此該器皿放鬆它的專注程度, 並

立刻向更完整的致意敞開. 

 

75.15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該裂縫起初被創造的來由是耶穌決定走上殉道

的途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就這個器皿與這件事的關係來說, 這是相當正確的. 它覺察到某種程

度上過度-倒向愛而失衡, 甚至到了殉道的地步; 但尚未以任何顯著程度平衡這些

扭曲. 我們並沒有暗示這條不受拘束的憐憫心之路有任何缺陷 但肯定它的完美. 

它是一個愛的範例, 如同烽火臺一般服務了許多實體. 

 

對於那些進一步尋求的實體而言, 殉道的後果必須被考量, 因為殉道表示提供愛

與光的機會之終結 [在殉道者的密度中]. 每一個實體必須尋求它最深沉的途徑. 

 

75.16 發問者: 那麼, 讓我看看我是否理解該獵戶群體如何在這個扭曲中找到一個

裂縫. 一個實體不管在任何程度上認同朝向殉道的途徑, 於是依它的自由意志向

獵戶群體的協助敞開 使它成為一個殉道者.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只有在該器皿發現自己所處的相當特殊的情況下, 你才是正確的; 也

就是說, (器皿)涉入並奉獻在魔法的l極度極化特質的工作上. 這個小組帶著極性

進入這個工作 但實質上對於這個極性的魔法本質是天真無知的. 它正開始發現

(這點). 

 

75.17 發問者: 該獵戶實體如何透過"和撒那"的連結作用? 是否單純由於該器皿在

這個時期的心智扭曲, 因為... 受到音樂的暗示; 或者這是一個從基督時代就有的 

更為具體或形而上的連結? 

RA: 我是 Ra, 首先, 後者的假設是謬誤的. 這個實體並未與該實體, Jehoshua, 連結.  

其次, 這是一個最為獨特的情況, 一個實體已吸引一個獵戶座的光之存有, 這是極

度罕見的. 

 

這個實體強烈奉獻於[��r]耶穌的教導與範例. 這個實體當時振動的歌曲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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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高的版本, 被稱為巴哈 B小調彌撒曲(The Mass in B Minor by Bach), 這些聲音振

動屬於模範的誓願複合體. 該實體有意識地認同這個彌撒的每一個部分. 

唯有如此, 該裂縫才可被利用. 如你可見,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事件, 如果任何成分

被遺漏 它就不會發生: 精疲力竭、信仰複合體中的偏見、一個獵戶實體的注意、

以及那組特定話語的形而上本質. 

 

75.18 發問者: 該獵戶實體對這個[U��b�g]實體, 很費力地唱彌撒的那位, 有什

麼目的? 

RA: 我是 Ra, 該獵戶實體希望去除該器皿. 

 

75.19 發問者: 這是一個第四或第五密度的實體?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正在被一個第五密度的實體致意, 由於缺乏處置該器皿的

心/身/靈l其黃色-光芒啟動的肉體複合體的獨裁權, 它已經失去了一些極性. 

 

75.20 發問者: 你是在說另一個在唱彌撒曲的人? 對嗎? 

RA: 我是 Ra, 不對. 

 

75.21 發問者: 哦, 我想我走偏了— 這裡有一點溝通不良. 我剛才問的是另一個在

唱彌撒曲的人創造... 協助創造這個裂縫, 也被一個獵戶實體致意, 我的問題是向

另一個在唱彌撒曲的人致意的獵戶實體屬於什麼密度? 

RA: 我是 Ra, 我們並未論及任何實體, 除了該器皿以外. 

 

75.22 發問者: OK, 我誤解了. 我以為你說的是另一個歌唱小組的成員曾經認同這

些歌唱. 整個時段我們談論的都只限於該器皿, Carla?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5.23 發問者: 好的, 我對於混淆感到抱歉. 我剛才... 有時候, 如你所說, 聲音振動

複合體並不十分夠用, 我感到抱歉. 

 

你曾在先前的集會聲明: 真實的行家越來越活出它之所是. 你是否願意解釋並擴

充那個聲明? * 

(*[#: 75.23g���¨Ü¨9g?�, ê����|�g��) 

RA: 我是 Ra, 每一個實體都是造物者. 該實體, 當它越來越意識到它的自我, 逐漸

來到一個轉捩點, 它在此決定尋求服務他人m服務自我.  

當尋求者在紅色、橙色、黃色、藍色的能量中心平衡上達到最小的適當程度, 正

面極性再加上綠色, 於是移動進入靛藍色的工作. 

 

然後行家開始比較少做預備性l外在的工作, (它)與功能有關; 而開始促成內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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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與存在有關. 當行家越來越成為一個有意識地結晶化實體, 它逐漸越來越多

地顯化它從時間(-�)以前就一直是的, ÙÚÜ 太一無限造物者. 

 

75.24 發問者: 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與我們扭曲的時間視野有關; 但我看到這個

密度中的流浪者來自第五或第六密度, 在我看來, (他們)應該早已具備相對高程度

的行家性, 他們必須追隨一條稍微或有些不同的途徑返回他們曾經在較高密度擁

有的行家性, 在第三密度中, 盡可能地接近原先的狀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小於完美地聚焦. 我們將一般性地談論這個主題. 

 

有許多流浪者, 你們可以稱為行家, 它們在此生並未做有意識的工作. 這是一個注

意力的課題. 一個實體可以是一個優秀的捕手 [捕捉你們的遊戲球體], 但如果球

體被投出之際, 雙眼沒有轉向它, 那麼它就可能越過該實體. 如果該實體將雙眼轉

向球體, 接球就是容易的.  

以流浪者的例子而言, 它們尋求重現其行家性, 即每一位在這輩子以前獲得的程

度,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即使在遺忘過程被穿透之後, 依然存在黃色光芒啟動的身

體, 它的反應不及 一個行家擁有綠色或藍色光芒啟動的身體. 因此, 你可以看到挫

折與困惑是不可避免的 這是由於透過黃色光芒啟動身體的化學組織來操縱意識

的較細微原力(gfu�) 固有的一些困難. 

 

75.25 發問者: 你大概不能回答這點, 但關於該器皿即將到來的醫院經歷, 你可否

給予任何對於她有益處的建議?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建議 將剩餘的交給造物者. (在座)每一個領悟到

它的自我為造物者 這樣是好的. 因此每一個(實體)可以支持彼此, 包括對自我的

支持, 透過自我[Òy造物者]的謙卑之愛. 

 

75.26 發問者: 你在先前的集會講到特定的希伯來與梵文聲音振動複合體是強有

力的, 因為它們與造物有數學上的關聯. 你可否詳述這個理解, 請, 這如何... 它們

是如何連結的?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先前陳述 該連結是數學的l屬於比例, 你可以考量它為 

音樂的. 有些實體會在心智複合體的活動中嘗試解決這個數學比例, 但目前吟唱

母音的音色是不能被準確衡量之振動的一部分. 無論如何, 它相當於你們主要物

質粒子之各種旋轉類型. 

 

75.27 發問者: 現在... 如果這些聲音被精準地振動, 那麼 以行家的目的而言, 它們

會有什麼效果或用途? 

RA: 我是 Ra, 你可以考量交感共鳴的概念. 當特定的聲音被正確地振動, (z�)造

物歌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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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8 發問者: 那麼 這些聲音具有音樂特質, 因為它們是許多不同聲音振動的音樂

編曲, 或它適用於單一音符? 何者應用得比較多?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並不容易回答. 在某些例子 只有吟唱母音有效果. 在其他

例子, 尤其是梵文的組合, 和音間隔的選擇也屬於共鳴的特質. 

 

75.29 發問者: 那麼 行家會會不會使用這個共鳴素質 變得越來越與造物合一, 於

是, 以那種方式達成他的目標? 

RA: 我是Ra, 在這個情況中, 或許更準確的陳述是: 整個造物變得越來越多被包含

在實踐者之內. 你的詢問的平衡是正確的. 

 

75.30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屬於這類品質的吟唱音符, 關於它們的音樂名稱? 

RA: 我是 Ra, 我們不可以. 

 

75.31 發問者: 我不認為你可以, 但我想問一下也無傷. 

 

那麼 我假設... 這些(G½)必須透過尋求者經驗觀察 找出並決定它們的效果,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部分正確. 當你的尋求繼續下去, 除了經驗觀察的資料, 會有額外的

感覺力的敏銳度, 它將在行家提供的各種方式上持續運作. 

 

75.32 發問者: 魔法人格的三個面向被敘述為力量、愛、智慧. 這是否正確 這三者

是魔法人格唯一的主要面向? 

RA: 我是 Ra, 魔法人格的三個面向: 力量、愛、智慧; 它們被如此稱呼是為了讓注

意力放在每一個面向, 以發展行家的基本工具, 也就是它的自我. 它絕不意味一個

(只)有三個面向的人格. 它是一個合一的存有, 一個第六密度的存有, 相當於你們

所稱的高我, 它同時是一個具有龐大多樣化經驗�情感細微處的人格. 

 

給予新手這三個面相不是讓它濫用這些專業工具, 毋寧在愛與智慧的中心平衡 

地使用這些工具, 於是尋求力量為了去服務. 

 

75.33 發問者: 你在稍早的集會提到頭髮是一種天線. 你可否詳述該陳述, 關於它

如何運作? 

RA: 我是Ra, 由於這個天線效應的形而上特質, 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困難的. 你們的

物理學關心的是你們經驗的肉體複合體的衡量. 那些屬於時間/空間中的通訊的

形而上特質是當頭髮到達顯著的長度, 成為一種電氣電池, 維持充能狀態, 以及已

調頻好的狀態, 於是能夠協助通訊, 即使當通訊中有小規模的異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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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4 發問者: 嗯, 在提供這個協助上, 是否有個最理想的頭髮長度? 

RA: 我是 Ra, 並沒有長度的上限, 但容我們說, 下限大約是 4到 4.5 英吋(10���

=)依通訊的強度與器皿的特質而有所不同. 

 

75.35 發問者: 我的頭髮... 嗯, 我們來看一下... 任何第三密度中的實體 只要他們有

適當的意志、渴望、極性都能達成某種程度的治療; 或者醫者的能量中心還需要

最小(程度)的平衡? 

RA: 我是 Ra, 任何實體可以在任何時間瞬間清除與平衡它的能量中心. 因此在許

多例子中 那些通常相當阻塞、虛弱、扭曲的實體可以透過愛與意志的力量, 短暫

地成為醫者. 要在本質上成為醫者,一個實體必須確實地在人格修練上訓練它的

自我. 

 

75.36 發問者: 使用魔法儀式祈請魔法人格 如何可以協助其心/身/靈複合全體? 你

可否根據上場集會中 你給予的答案加以擴充? 

RA: 我是 Ra, 當魔法人格被適當地 有效地祈請, 該自我已經祈請它的高我. 如此

一道橫跨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的橋樑被打造, 在該工作期間 第六密度的魔法人

格直接經驗第三密度的催化劑. 在工作完成後, 刻意地卸除魔法人格是最為中心

的事, 好讓高我回復它適當的配置, 如同空間/時間的心/身/靈之類比. 

 

75.37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為了祈請魔法人格的動作、信號、或鑰匙, 它們就像是

穿上某件東西l一個姿勢應該是很謹慎的; 同樣地, 在祈請過程的尾聲, 那件東西

應該被謹慎地脫下, 或許藉由反轉姿勢的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不管在心智中m藉由姿勢, 應該嚴謹講究地完成這件事, 

彷彿這樣做有顯著的幫助. 

 

75.38 發問者: 現在, 關於祈請魔法人格這件事, 它不必然對新手有效. 是否有一個

(è�)點決定一個明確的量子改變, 於是魔法人格確實地居住在新手之中; 或者在

新手逐漸變成行家的過程中, 可以小程度l小百分比地祈請魔法人格? 

RA: 我是 Ra, 後者是正確的. 

 

75.39 發問者: 那麼發展祈請魔法人格(能力)的一個好次序會是交替式冥想, 首先

是力量, 然後冥想愛, 然後冥想智慧; 接著持續以此循環, 是否正確? 那是否為一個

適當的技巧? 

RA: 我是 Ra, 這的確是一個適當的技巧. 在這個特別的小組, 還有額外的協助 因

為每一個實體顯化這些品質的其中之一, 其方式趨近於原型. 因此觀想可以是個

人化的. 並且在該小組內產生許多的愛與支持. 

 

(ûüý þ Ëÿ}��Ö	Ì, Ëÿ}þ¿ÖÍ�)�� þÉ ÎÖ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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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0 發問者: 火的練習是否對該器皿最好, 或有任何更好的方式是我們可以做的, 

當然, 不同於你早已建議的協助該器皿的方式. 

RA: 我是 Ra, 繼續你們目前的方式, 我們不能談論未來, 因為我們會影響它, 但如

果你們遵循目前行走的途徑, 有一個巨大的或然率/可能性, (你們)整個小組將建

立更有效的方法. 

 

這個器皿開始顯現快速朝向痛苦增加的變貌. 

 

所以, 在我們離開這次工作集會之前, 提供時間給任何簡短的詢問. 

 

75.41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使這器皿更舒適l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排列程度是好的.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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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六場集會  

1982 年 2 月 3 日 

 

7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6.1 發問者: 首先, 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指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複合體處於破產的狀態, 這狀態已經存在一些時間

了 [nUdg���\�é]. 由於(器皿)有一個強健的靈性複合體[��m]可以將內

含物出借給心/身/靈複合體能量的層級, 生命能是正常的. 

 

76.2 發問者: 我們與 Ra的持續通訊是否對於該器皿的肉體能量有害? 

RA: 我是 Ra, 我們以兩種模式回答. 首先, 若該器皿被奉獻於這個用途, 而沒有肉

體複合體本質的能量轉移, 它會開始花費自身的生命能, 若相當大量地使用, (結

果)將主動地對於一個心/身/靈複合體是有害的, 如果該複合體(½¿)還想望進一

步經驗它目前扭曲的幻象的話. 

其次, 如果小心照顧, 第一步, 監測該器皿的外在參數;  

接著透過性轉移(行為)來轉移肉體能量, 憑藉魔法的保護, 

以及, 最後, 透過思想-形態的能量性置換以供能給該器皿, 在通訊過程中不會有

困難, 因為該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g氣力/弱點變貌不會惡化. 

值得注意的是, 該器皿藉由奉獻她自己於這個服務, 吸引了你們所覺察的致意.  

 

這些是不便的, 但藉由小心照顧, 對於該器皿或本通訊都不必然是持久有害的. 

 

76.3 發問者:  關於你所提的, 我們能為這器皿的益處做的三件事, 請你澄清最後

一項好嗎? 我對你所指的不甚了解.  

RA: 我是 Ra, 做為你所是之實體, 它允許其存有去同理另一個存有, 於是它可以

選擇那些有益健康的能量與該其他自我分享. 這些能量轉移的機制是思想, 或更

精確地說, 思想-形態; 因為任何思想都是一個形態l標誌, 或 一個可以在時間/空

間參考(座標)中被看見的東西. 

 

76.4 發問者: 我們在使用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上是否有任何價值, 它的效果是什

麼? 

RA: 我是 Ra, 這個小組使用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越來越有效力. 它的效果是淨

化、潔淨、保護該工作場所.  

 

這個儀式的效力, 容我們說, 才剛開始處於真實魔法的低標. 在執行這個工作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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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那些渴求獲得行家資格的實體們已經完成相當於學校作業的初始課程, 更

多級數還在前頭. 對於聰明的學生而言, 這並不令人氣餒; 毋寧感到鼓舞, (因為)這

些家庭作業: 閱讀、寫作、算術等, 你們可以隱喻地稱為: 通往存在(é����)之研讀的

基本步驟. 存在告知工作成果, 而非工作成果告知存在. 因此, 我們將你們已開始

的工作留給你們(自己). 

 

76.5 發問者: 在這個房間中更頻繁地執行該驅逐儀式對我們是否有益? 

RA: 我是 Ra, 定期規律地在這個地方工作(ÐX�)是有益的. 

 

76.6 發問者: 抱歉, 我們在上一場和這一場集會間有這麼長的耽誤. 我想那是不得

已的. 可否請你告訴我塔羅牌(tarot)的起源? 

RA: 我是 Ra. 這個研讀與占卜系統的起源有兩方面: 首先的影響是 那些埃及的祭

司嘗試教導一的法則, 雖然他們的教導的方式有一些扭曲, 他們將接收到的理解

[NOU[Ç¹`�´�] 給予一種形狀, 這些形狀於是成為學習/教導入門者的規

律的一部份. 

第二種影響是在您們所稱的烏爾、迦勒底、和美索不達米亞土地上的那些實體們

的影響. 自古以來, 容我們說, 他們就曾接收到他們稱為 與星空有關的資料. 於是

我們發現這兩種占卜方法被融合為一, 變成一個凹凸不平的結果. 如你所稱, 占星

學與形狀的結合, 其對應關係 產生一些典型的變貌, 你可以視為觀看原型的一些

嘗試. 

 

76.7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埃及的祭司嘗試將他們起初從 Ra接收到的知識轉換成

可以理解的符號表徵, 建構並創始了塔羅的概念?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加上蘇美人的影響. 

 

76.8 發問者: Ra的教導是否聚焦在 這個理則的原型上, n�獲致非常接近原型配

置的方法?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卻不是準確的. 我們, 屬於 Ra(群體), 是一的法則的謙

卑使者. 我們尋求教導/學習這單一的法則. 在對埃及人教導/學習的空間/時間階

段, 我們工作的目標是帶領心智複合體、身體複合體、靈性複合體進入一個啟蒙

的狀態, 在其中, 該實體能夠接觸智能能量, 以致於自己能成為教導/學習者, 於是

治療和研究的成果能被提供給所有實體.  

心智之根的研究是心智複合體甦醒的一部份, 如我們曾提及的, 完整研究這部分 

的心智之根, 被稱為原型, 是整個過程中一個有趣且必須的部分. 

 

76.9 發問者: 以 Ra的見解, 使用塔羅牌做為演化過程的輔助工具在今日是否有任

何價值? 

RA: 我是 Ra. 我們將重複一些資訊. 深入研究原型心智的一種已建構且有組織的

變貌是恰當的 好讓(Ð
�)抵達適當位置, 能夠任意地成為與經驗原型. 

你們有三種基本選擇: 你可以選擇占星學, 十二星座, NU��g 你們的行星能量

網的這些部份, 及所謂的十大行星. 

你可以選擇有二十二張所謂大奧秘(牌)的塔羅.  

你可以選擇研讀所謂的生命之樹, 有著 10個神聖光體(Sephiroth), 並且在站點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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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間有著二十二種(連結)關係. 

 
去探究各個學科是好的 非以一個業餘玩票者的身分, 而是以一位尋求試金石, 希

望去感受磁石拉力者的身分. 這些研究的其中之一對該尋求者來說將更具吸引力, 

那麼就讓這個尋求者在根本上運用三種學科中的一種來探究原型心智. 在一段時

間的研究後, (尋求者)充分地精通這門學科, 於是該尋求者可以完成更重要的步驟: 

也就是, 移動超越到文字之外, 為了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去表達它對原型心智的理

解[Ï�(¹�cdw�`�9�].  

 

76.10 發問者: 我們本區的理則, 扮演一個jk造物者的角色, 為了經驗的目的, 在

某種程度上扭曲我們在此經驗的東西, 我說得正確嗎? 

跟造物的其他部分相比, 這個特別理則的原型有些獨特, 而且— 當然它跟全體有

關, 因為它是全體的一部分, 但是— 我不知道如何說, 我只能說, 一個獨特的部分; 

我們方才談論的各個研讀系統無法快速地或輕易地在造物的其他部分中轉譯.  

這是個非常難以陳述的問題, 你可否幫我澄清一下? 

RA: 我是 Ra. 我們會從你的問題中雜亂的敘述 汲取你詢問的重點 [ncdÆÈg�

�]. 如果我們誤解你的詢問, 請重新發問. 原型心智是理則所特有的心智, 在它的

影響下, 你們在這個空間/時間持續扭曲你們的經驗. 沒有兩個理則的原型心智會

是相同的, 就如同從另一個銀河系的另一個行星看到的群星亦不盡相同. 你可以

正確地推論較靠近的理則d在原型(�¤)上也確實比較接近.  

 
76.11 發問者: 那麼, 既然 Ra 最初在金星上演化, Ra所屬的原型起源和我們在此經

驗的原型相同,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6.12 發問者: 但我假定塔羅牌�生命之樹的魔法概念等等, 過去沒有被 Ra使用. 

我猜想某種占星學的形式可能是以前 Ra(使用)的概念. 這只是個猜測. 我是否正

確? 

RA: 我是Ra. 在我們所享受的變貌系統下 去表達Ra 研讀原型心智的方法 將會歪

曲你們自己對形成你們的學習/教導條件之變貌系統的適當判斷. 因此, 我們必須

引用混淆法則. 

 

76.13 發問者: 我將詢問一些可能有點偏離我們正試著探討的中心. 我不確定是因

為我正嘗試以這些問題去解開一些對於我們所做的工作來說 非常基本的東西. 

請原諒我在詢問能力上的缺乏, 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概念.  

 
你能否給我一個概念,  在這星球上, 關於第一和第二密度發生的(時間)長度? 

RA: 我是 Ra. 在無時性於你們的第一密度中讓道之前, 沒有估計該時間/空間的方

法. 關於你們時間的開端, 量測是巨大的工程 然而這巨大是無意義的. 在進入該

已建構的空間/時間之際, 你們的第一密度架設了一座橋橫跨 空間/時間�時間/空

間, 或許是Udg二十億年. 

 

第二密度比較容易被估算, 就空間/時間的跨越幅度而言 代表你們最長的密度. 我

們可估計那段時間大約是46億年. 這些近似值極度地粗略 原因是(造物)不規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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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這是造物[��]的特徵, 它們建構在自由意志的基石上. 

 
 
76.14 發問者: 你剛才陳述第二密度有 46億(年). 十...十億(îã)?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6.15 發問者: 那麼我們擁有一個第三密度, 比較起來說, 相較於其他密度 就好像

是一眨眼、彈指的瞬間. 為什麼第三密度, 跟第一和第二密度相比, 循環地極端快

速? 

RA: 我是 Ra. 第三密度是一個選擇. 

 
76.16 發問者: 那麼, 看起來, 相較於所有其他的密度, 第三密度只不過是一個獨特

地短暫時期 [ncd¼rgÌÍ�é], 並且是為了這個選擇的目的(存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通往選擇的序幕必須包含基礎的奠定、幻象的建立以

及能使靈性存活的生存能力. 其餘的密度是這個選擇的持續精煉. 這(過程)也被

大大地延長, NU��g��. 這個選擇, NU�k, 雖然只是一刻之功, 卻是個軸心, 

造物在其上轉動. 

 
76.17 發問者: 這個第三密度的選擇, 就你所覺察的, 是否遍及所有造物都是相同

的?  

RA: 我是 Ra. 我們覺察到 某些造物中的第三密度較長, (實體們)有更多空間/時間

做選擇. 無論如何, 這比例依舊是相同的, 該理則將這些次元全部變得有些蒼白與

弱化, 以擁有造物者不同的經驗. (你們)這個造物在我們看來是相當生動的. 

 

76.18 發問者: 我不理解你說的: 在你們看來是相當生動的, 你的意思是什麼? 

RA: 我是 Ra. 跟其他理則已選擇的相比, 該理則使得這個造物多少較為濃縮些. 

於是在這個變貌系統中, 由造物者產生的每一個造物者的經驗, 相對而言, 更為明

亮, 或如我們剛才說的, 更為生動. 

 

76.19 發問者: 我假設當這個星球剛進入第三密度之際, 疾病並不以任何形式存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76.20 發問者: (當時)存在什麼疾病l疾病的形式? 為什麼這個現象在第三密度的

開端就存在了? 

RA: 我是 Ra. 首先, 您談到的疾病是身體複合體的一個功能性部分, 提供身體複

合體停止生存能力的機會 這是個值得擁有的身體複合體功能. 這答案的第二部

分跟第二密度的[NU���g]微生物尺寸的其他自我有關; 它們以某種形式已經

存在很久了, 它們執行的服務是協助肉體複合體在適當空間/時間停止生存能力

的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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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1 發問者: 我目前嘗試去理解該理則兩種計畫的差異, 一個是對第二密度實體

的計畫; 另一個多少像是一整列失控的回饋(機制), 目的是創造各式各樣的肉體

問題, 以做為我們目前第三密度狀況中的催化劑. 你可否給我一個指點, 關於我的

思考是否接近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複合體正越來越朝向痛苦變貌. 所以, 我們將這個

主題做為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你的詢問包含一些內在的混淆 導致這個答案可能比(你)渴望的更概略. 我們邀請

(你)精煉該詢問.  

 

該理則對屬於心/身/靈複合體g實體們的計畫是獲取經驗, 直到經驗累積量對於

一輩子已經足夠. 這點用於第二密度實體只有些許的不同, 它們的心/身複合體存

在的目的是經驗成長與尋求意識. 隨著第三密度在你們星球行進, 如先前所討論

的, 肉體複合體停止運作的需求更快速地發生, 這是由於增強與更快速獲得的催

化劑; 而這些催化劑並未被適當地消化. 

因此, 容我們說, (人類)壽命需要變得更短 好讓學習能以適當的韻律與增量繼續

發生. 因此隨著你們的密度的進展, 越來越多的疾病機會被提供. 

在我們結束之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進一步的簡短詢問? 

 

76.22 發問者: 我有一個可能完全沒價值的問題. 你不必要詳述它, 但在多倫多附

近住著一個婦人, 她擁有一個水晶頭骨. 與 Ra探究這些通訊或許會有些價值 因為

我想這東西可能與 Ra有些淵源. 你可否告訴我任何有關它的事情; 然後, 有沒有

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改善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雖然您的詢問揭露一個有趣的題材, 由於這一個答案有可能影響你

的行動, 我們無法回答. 附加物被細心地放置, 也採取了必要的照顧. 我們很感激. 

一切都好.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自豪與歡欣.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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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七場集會  

1982 年 2 月 10 日 

 

7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7.1 發問者: 我首先想請問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77.2 發問者: 就在這次集會開始之前, 該器皿是否遭受攻擊?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7.3 發問者: 在集會開始之前, 我們是否可以做些什麼以幫助保護該器皿免於遭

受攻擊?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7.4 發問者: 我們可以做什麼? 

RA: 我是 Ra, 你們小組可以避免繼續這個通訊. 

 

77.5 發問者: 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RA: 我是 Ra, 那是你們唯一能做的事情, (但)你尚未全心地嘗試. 

 

77.6 發問者: 該器皿要我問三個問題, 我將先讓路(給她). 她想知道如果她必須重

複其醫院體驗, 對此事的準備是否可以被改善?  

RA: 我是 Ra, 一切都做得很好 除了一個例外: 該器皿被指示花費空間/時間去沉

思自己為造物者. 有時候當其身體複合體遭受嚴厲的襲擊 而朝向痛苦的變貌, 於

是心智複合體被弱化; 若(B)以更有決心的方式完成這個指示會是有益的. 不管痛

苦變貌為何 都沒有需要產生負面的思想-形態. 排除這類('y)讓負面元素精靈與

其他負面實體沒有可能去使用這些(ëª)思想-形態來惡化心智複合體, 使其偏移 

離開正常的歡樂/焦慮變貌. 

 

77.7 發問者: 該器皿還想知道當我們不與 Ra 通訊的時候, 我們所稱的調音是否可

以被改善? 

RA: 我是 Ra, 剛才所陳述的東西[5¼?�t���]就足以指出目前詢問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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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 發問者: 最後, 她想要知道幾天前 為什麼她的心跳速率攀升到一分鐘 115下, 

以及為什麼她的胃產生極度的疼痛? [Bb,] 那是一個獵戶實體的致意? 

RA: 我是Ra, 雖然在這些事件中, 包括其他更嚴重的事件, 獵戶集團供能給這個經

驗, 更接近(��)的原因是攝取特定的食材, 你們稱之為藥片的形體. 

 

77.9 發問者: 你可否明確地告訴我這些藥片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為了混淆法則檢驗這個詢問 發現我們自己接近邊界, 但在可接

受範圍.  

 

造成心跳的身體反應的物質被製造商稱為腦垂體錠(Pituitone*); 這個造成困難的東

西似乎箝制了下腹部的肌肉組織 但事實上是一種本質上更為臟器的物質造成的, 

它被稱為脾臟錠(Spleentone*). 

(*Õ#: `]��Â��$Üö9, ¬� Carlaë, ¶¼ï$ê���.)  

 

這個器皿擁有一個具有複雜平衡的肉體複合體 讓它得以在物質界存在. 若採取

某種觀點, 認為這個肉體缺乏健康身體[複合體]應有的機能與化學物質, 所以適當

的處方是(器皿)必須補充與攝取許多種物質, 這個器皿開始這樣做會是恰當的. 

然而, 這個特別的肉體載具, 在過去大約 25 年間, 能夠維持活力的關鍵是其靈性、

心智、意志皆和諧地奉獻於實現它選擇提供的服務. 

 

因此, 肉體治療技術是不適當的, 相反地, 心智與靈性治療技術是有益的. 

 

77.10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技巧是我們能夠做到, 卻尚未使用的, 且在這個情況下

對於器皿是有益的?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不開玩笑地建議兩點. 

首先, 讓該器皿去除進一步攝取這群食材的可能性. 

 

其次, 這個小組的每一位可以對於意志有更大程度的覺察. 我們不能給予詳細指

示, 但只能指出我們先前說過的要點: 意志是心/身/靈複合體進化的一把關鍵鑰

匙. 

 

77.11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回到這個理則對於祂的造物的計畫 並檢驗其哲學基

本原則,也就是創造這個區域造物的基礎; 以及該經驗計畫的哲學. 這個基礎先前

已經被陳述許多次 我假設它就是第一變貌 [並認為我是正確的]. 在那之後, 以哲

學觀點來看 接下來的計畫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無法回答 因為你的詢問省略了一個必要的部分; 我們談論的是

這個特定的理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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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 發問者: 正確, 我正在問的主題與這個特定的理則有關, (即)我們的太陽, 嗯 

創造這個行星系統與屬於祂的(�s)理則之經驗.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現在有實質的內容. 我們將開始轉向觀察一系列的概念複

合體, 即你們熟悉的塔羅牌. 

 

該哲學(的目的)是創造一個基礎, 首先是心智, 接著是身體, 然後是靈性複合體.  

你們稱為塔羅牌的概念複合體以七為一組, 共有三組:  

心智(���)週期, 一到七;  

肉體複合體週期, 八到十四;  

靈性複合體週期, 十五到二十一.  

最後一個概念複合體最佳的稱謂是選擇. 

 

在每個(概念)複合體的蛻變的基礎上, 自由意志被這些週期提供的根源概念所引

導, 該理則提供這個密度一個基本架構, 用於建造、建構 與資料的綜合, 在選擇當

中達到頂點. 

 

77.13 發問者: 那麼 將你的敘述濃縮, 我看到的意思是有七種基本的哲學基礎, 用

於心智經驗, 七種用於身體的, 七種用於靈性的(e�); 這些( ð)生產出我們在第

三密度週期經驗[}�ÌÏ]的極化. 我可能講得很差勁, 我是否接近正確? 

RA: 我是 Ra, 就你對我們先前敘述的內容的準確了解 你是正確的. (但)容我們說, 

不正確的地方在於, 你沒有提到所有這些概念複合體的位置; 它們存在於心智之

根裡頭, 也就是從這個資源中, 它們的導引影響和主樂旨(leitmotifs*)可以被追溯.  

你可以進一步注意到每一個基礎自身都不是單一的, 而是一個概念(��)複合體.  

再者, 在八度音程的相同位置, 心智、身體、靈性三者之間有(對應)關係; 舉例來

說: 一、八、十五; 在每個八度音程中的關係(��)有助於該心/身/靈複合體追尋 

選擇. 這些基礎的立足點是理則, 一個屬於自由意志的存在. 因此這些基礎對於每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 可以被視為擁有獨特的面向與關係. 只有二十二, 選擇, 

相對而言是固定且單一的. 

 

77.14 發問者: 那麼, 我八成對於時間的概念有問題, 因為看起來理則[¡·]覺察到

極化選擇. 在第三密度的盡頭有個極化的選擇, 它對於第三密度以後的經驗似乎

是一個重要的哲學計畫. 我假設這個過程是一個在造物中創造適當或渴望之經驗

的過程, 它將在第三密度完結以後發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些哲學的基礎屬於第三密度. 在第三密度之上, 依然維持對於 

                                                 
* Leitmotif(¢£=¥): ¦_§©. (ª«¬�=¥): �®¯, ¢C°±�¦²³´«µ, �¶¢�¸=��¹, 0º, ´

0», "6¾¿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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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則架構的認知, 但少了罩紗[��]— 那是在第三密度中做選擇的過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77.15 發問者: 我剛才的問題, 明確地說, 我認為該選擇被計畫來創造第三密度之

後的強烈極化, 所以經驗到了第三密度之後還會是強烈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假設我們對於你發出的聲音振動複合體的詮釋是適當的, (你)這樣

說是不正確的. 第四密度的強度好比是精細琢磨一個已經粗略雕好的雕像. 確實, 

以它自己的方式 這是相當強烈的, 促使該心/身/靈複合體不斷向內與向前移動, 

為了更完整的表達.  

然而, 在第三密度中, 這雕像是在火中鍛造的, 這個類型的強度並不是第四、第

五、第六 或第七密度的屬性. 

 

77.16 發問者: 既然這所有二十一個哲學的基礎導致二十二(號) 也就是選擇, 我真

正嘗試去理解的是 為什麼這個選擇如此重要, 為什麼該理則似乎放置如此多的

強調在這選擇之上? 在理則創造的經驗l進化中, 這個極性的選擇有什麼精準的

機能? 

RA: 我是 Ra, 每一個心/身/靈的極化l選擇是必須的, 為了從第三密度獲得收割性. 

由於在這個選擇中獲得極性, 在更高密度，據此做它們的工作. 

 

77.17 發問者: 現在, 在一個理則的任何特定的表達l進化(�Á)中, 如果所有的�-

理則都選擇同樣的極性, 我們第三密度的工作還可能被執行嗎?  

讓我們假設, 我們的太陽透過第一變貌, 只創造正面極性, 除了正面極性沒有其他

產物. 只有正面極化從我們子-理則的起初造物中演化, 那麼第四密度與更高的密

度只有正面極化的作用, 其工作還能被完成嗎?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的元素闡明了我先前無法回答你先前問題的原因— 沒有

涉及理則的知識. 現在轉向你的問題, 過去有一些理則選擇設置一個計畫, 穿越每

一個真實顏色體來啟動心/身/靈複合體, 卻不倚靠事先應用自由意志(Ö��). 就

我們的知識, 只有在自由意志缺席的情況下, 才可以達成你所說的狀態. 在這樣的

密度進程中, [nUd��gÌÍ�\,] 你會發現一個格外漫長的第三密度, 第四密度

亦然. 然後, 當實體們開始看見造物者之後, [nUd��gÌÍ�\,] 就以十分快速

的進展前往第八密度. 這是由於一個事實: 一個不知曉的實體不關心. 

 

讓我們用實例說明, 觀察你們現有的一個原始部落 [nUdg��], 具有相對和諧

與不變的特質. 這些實體有合法與禁忌的概念, 但法律是不可改變的, 所有事件的

發生都是注定的. 沒有對與錯, 好與壞的概念. 它是一個單色的文化.  

在這個脈絡中, 你可以看到你們稱為路西華(Lucifer)的實體是真實的荷光者, 因為

善與惡的知識兩者使得這個理則的心/身/靈群體從伊甸園Ê恆常滿足的狀態中猛

烈摔了下來, 但也提供(
�d)衝力去移動、工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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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將自由意志納入其造物的理則感覺它們並未給予 造物者  它自己(ÂÃ)的

經驗品質與多樣性, (�O)不及那些將自由意志納入為至高無上(Ä)的理則. 

於是, 你發現那些理則移動穿越無時的狀態, 來到你會視為後來的空間/時間, 當

闡釋各個理則的基礎時, 它們選擇自由意志特性. 

 

77.18 發問者: 我猜測, 在第一變貌下, 該理則以自由意志選擇(
�d)無須自由意

志的進化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7.19 發問者: 選擇這類進化方式的理則�是否有的選服務自我途徑, 有的選服務

他人途徑; 或者它們只選擇一條路徑? 

RA: 我是 Ra, 那些[ÅÆÇÉÊ]早期理則選擇缺乏自由意志的基礎(ÌÍ), 全都毫無

例外地創立了服務他人路徑的理則(ÌÍ). 

容我們說, 關於極性的冒險故事, 它的後果與限制都是當時無法想像的, 直到被經

驗為止. 

 

77.20 發問者: 換句話說 你是說起初理則d未選擇這條自由意志途徑的原因很單

純 因為它們並未想到可以如此; 後來的理則d將第一變貌向下延伸 穿過它們的

進化, 從第一變貌的那個延伸 經驗它的顯露或成長. 我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正確. 

 

77.21 發問者: 那麼我們經驗的這個特殊的理則, 它計畫這個極性 並且在它計畫

之前 就知道所有相關的事情? 我猜想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事.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77.22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中, 做為一個理則, 它擁有一個優勢, [c¬nb,] 即選擇

靈性進化加速的形式, 藉由規劃 [cd�r]主要的原型哲學基礎, 並且將這些基礎

規劃為一個極性的函數, (
�d)可以在第三密度獲得它.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絕妙地正確. 

 

77.23 發問者: 在這樣的情況, 似乎對於這些哲學基礎的精確本質(獲致)一個完整

的知識(體系), 在研讀心智、身體、靈性的進化上具有主要的重要性. 我想要從心

智開始, 仔細地走過每一個基礎; 如果 Ra覺得合宜的話? 

RA: 我是 Ra, 這是合宜的, 但我們必須發出兩個請求.  

第一, 學生要嘗試去陳述它對於各個原型的領會. 然後我們可以評論. 我們的教導

/學習不能到達學習/教導的程度.  

第二, 我們要求一件事被恆常地擺在心智前面, 如同眼前的蠟燭一般, 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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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將要、應該, 也的確必須以它自己的方式去察覺每一個原型

[NU��g�ò��]. 所以, 你可以看到精準並不是目標; 毋寧說對於一般概念複合

體的覺察品質 才是目標. 

 

77.24 發問者: 現在, 在進入這個過程之前, 我想要[cd]澄清幾個一般性概念, 我

當然會遵照你剛才陳述的要求. 

 

當我們的理則設計這個特殊的進化經驗, 它決定使用一個我們剛才談到的系統 

以允許(實體們)透過完全的自由意志去極化. 這點跟不這麼做的理則有何不同? 

我看見該理則創造一種可能性 (實體們)穿越各個密度 增加其振動.  

讓我先問這點: 理則如何提供與設定這些密度, 你可以回答這題嗎? 

RA: 我是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容我們說, 作用在這個器皿上

的超心靈攻擊已經留下一些傷痕, (你們)必須加以照顧好維持該器皿 [ncd�Î

gÇÐ]. 

 

讓我們觀察你們的第二密度, 許多實體比其他實體更快速地來到第三密度, 並不

是因為它們天生具有高效率的催化作用, 而是因為不尋常的投資機會. 以此類推, 

第四密度(實體)可以投資第三密度, 第五密度(實體)可以投資第四密度. 當(實體)

獲致第五密度, 這個過程自身就產生一股動量, 其基礎是將智慧特徵應用到環境. 

於是該理則自己在這些代表性例子中 提供投資機會[NOU[Ç�`���]. 在這

個空間/時間之際, 容我們問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77.25 發問者: 在這次通訊之後, 關於這個超心靈攻擊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以增加器皿的舒適度; 或者在目前狀況下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

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每一位成員擁有的治療機能已經開始供能 這是可以被使用的. 該實

體被鼓勵保持不動一段時期. 因為它將不會欣賞這個意見, 我們建議(你們)有適當

的討論. 

 

被稱為馨香的物理附屬品只偏移了一度, 這現象沒有更深的意義. 為了該器皿的

肉體舒適度, 我們請求你們務必繼續仔細地留意(器具)排列.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造物者榮耀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

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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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八場集會  

1982 年 2 月 19 日 

 

7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8.1 發問者: 我們剛才進行的儀式是否出了問題 讓我們需要執行該儀式兩次? 

RA: 我是 Ra, 有一個步驟錯了, 造成注意力短暫地喪失, 這並不是個好情況. 

 

78.2 發問者: 這個錯誤的步驟是什麼? 

RA: 我是 Ra, 那是一個遺漏的走位. 

 

78.3 發問者: 這點對於該器皿是否有任何不利的效應? 

RA: 我是 Ra, 十分少. 該器皿感覺到一種陰魂, 跟寒冷有關 於是它說出來. 該器皿

做了適當的事情. 

 

78.4 發問者: 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Ra, 肉體複合體的狀態如前所述. 生命能有些微的損失. 基本的複合體變

貌類似於你前次所問的情況. 

 

78.5 發問者: 該器皿想要我問她的腎臟有任何問題?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比它的簡短性要更為複雜. 這個器皿的肉體複合體的腎臟

系統受到大程度的損害. 時間/空間中的同等部分毫無瑕疵地統馭著身體複合體.  

由於超心靈攻擊, 過去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關於這個(腎臟)系統的靈性治療是否能

持續? 它確實可以持續, 但需要(器皿)肯定靈性的主權凌駕外觀或可見物, 以重新

強化(其效力). 

 

當這個器皿開始攝取被設計來治療肉體的物質, 主要針對腎臟複合體, 這個器皿

那時停止對於(靈性)治療的肯定. 由於這個因素, 治療效果再次被弱化. 這是個有

些深奧的變貌 若器皿可以吸收這些概念是好的. 因為給予這些可能冒犯自由意

志的資訊, 我們請求你的原諒; 但該器皿的奉獻程度是如果可能的話 不管任何狀

況都要堅持到底.  

因此我們提供這個資訊讓它可以堅持到底 (但)擁有更充分朝向舒適的變貌. 

 

78.6 發問者: 導致時間/空間的腎臟得醫治的經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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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個經驗是憑藉自我對自我的治療 偕同靈性醫者的催化劑, 你們稱

之為 Pachita. 

 

78.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利用思想-形態的能量移位, 在通訊期間最有效率地供

給器皿能量, 在這方面 我們可以明確地做些什麼? 

RA: 我是Ra, 這個支持小組的每個成員都有額外的愛與光, 在工作期間, 提供給該

器皿. 每一位成員早已將愛、光 與 肉體、心智、靈性配置的力量思維 送給該器

皿. 這些傳送是形體. 你們可以精煉這些傳送 直到愛與光最充分的顯化被送入這

個實體, 目前做為器皿, 的能量網絡中. 

為了產生最大的效能, 你們精確的傳送(ÑÒ)是你們自己製作的產物. 

 

78.8 發問者: OK, 謝謝你. 我即將返回進化過程中較早的時代, NO¬n`¯��g

Ó, 嘗試為某些概念建立一個十分根本的基礎, 似乎是我們所經驗的所有事物的

根本, 好讓我們可以更完整地檢驗我們進化的基本原理. 

 

我正猜想在我們的銀河系星群[Milky Way Galaxy, Ô�·ó�b�gôÕ]之中, 演化

的進展從中心向外朝邊緣進行; 在這個銀河的早期進化期 第一變貌沒有被延伸

通過�-理則的單純原因是它沒有被想到l被構思; 而這個第一變貌的延伸[Ö×�

�ØÙÖÚR]發生在[��# ]較晚的時期; 或隨著演化逐漸從銀河中心向外擴展. 

我這個敘述是否在任一方面是正確的?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78.9 發問者: 我們擁有(ÛÜÝ�g)第一、第二、第三變貌 分別是自由意志、愛、

光. 我假設這個主銀河的中央核心以第三變貌開始成形, 是否正確? 那是我們的銀

河系星群的起源嗎? 

RA: 我是 Ra, 以最基本l目的論的角度來看 你是不正確的, 因為太一無限造物者

即是一切萬有. 以未受扭曲的種子-形態而言, 你是正確的 因為看見你們[Þ�g]身

體複合體的眼睛可見的第一個顯化, 即是第三變貌, 光, 或用專門的術語— 無限制

的光. 

 

78.10 發問者: 現在, 我了解我們在一個十分困難的領域上, U¬nb, 要找到精確

的術語是困難的. 以我們目前的語言系統來衡量, 它完全脫離我們的座標系統. 

 

我假設, 這些在銀河中心早期形成的理則們希望為太一造物者創造一個經驗的系

統. 它們開始的時候, 關於要如何做這件事, 沒有先前的經驗或資訊? 這問題有些

難問. 

RA: 我是 Ra, 在這個造物或[U¬�r]八度音程的開端, 有一些東西被知曉為前次

八度音程的收割物. 關於前次的造物, 我們所知的 跟對下次八度音程(g�ß)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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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無論如何, 我們覺察那些被收集的概念的片段, 它們是造物者擁有的工具, 

用以知曉其自我. 

 

這些工具有兩種, 首先是對於心智的、身體的、靈性的經驗之效率的一個覺察. 

 

第二, 覺察心智、身體、靈性的最有效本質, lìU[ÇgÓ, 可稱之為形意者

(significator). 

 

第三, 覺察心智、身體、靈性的兩個層面, 形意者可以用來平衡所有的催化劑; 你

可以稱呼這兩者為母體(matrix)與賦能者(potentiator).  

 

78.11 發問者: 可否請你詳述母體與賦能者的本質與品質? 

RA: 我是 Ra, 在心智複合體中 母體可以被形容為意識, 它曾被稱為魔法師

(Magician). 值得注意的是就它自己而言 意識是不動的. 

意識的賦能者是無意識, 這包含心智潛能的一個廣闊領域. 

 

在身體中, 母體可以被看做平衡的工作l平穩的運作. 注意在這裡的母體是一直

活躍的 沒有辦法成為不活躍. 於是, 身體複合體的賦能者可以被稱為智慧(Wisdom), 

因為唯有透過判斷 身體複合體那不止息的活動與傾向 得以在有用的模式中被經

驗. 

 

靈性的母體, 你們可以稱為靈魂的暗夜l太古的黑暗. 再次地 我們在此擁有的母

體不能移動l工作. 這個極具接受性的母體的潛在力量是如此之大 以致於其賦能

者可以被視為閃電. 在你們被稱為塔羅的原型系統中, 這點已經被精煉為  

被閃電擊中的高塔之概念複合體. 然而, 起初的賦能者是 光以突然的與烈火的形

態呈現; ÙÚÜb, 閃電它自己. 

 

78.12 發問者: 請你闡明你剛才談到的形意者? 

RA: 我是 Ra, 起初的形意者可以無差別地被命名為 心智、身體、靈性. 

 

78.13 發問者: 那麼, 在這個銀河的進化開端, 我們擁有一個原型心智, 那是前次八

度音程的產物, 然後 這個銀河使用它, 並在自由意志的第一變貌底下行動, 以演化

出這個銀河的全體經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78.14 發問者: 但, 這麼做的過程中, 在本銀河系的中心缺乏知識, 缺乏可能延伸第

一變貌的概念, 以允許cd�e�g極性之存在.  

是否有任何極性的概念從前次八度音程被帶過來, 以服務他人l服務自我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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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而言? 

RA: 我是Ra, 以移動者與被移動者的角度來看, 過去有極性. 以服務自我與服務他

人的角度而言, (cÌ)沒有極性. 

 

78.15 發問者: 那麼首先的經驗, 如你所說, 是單色的. 現在, 七個振動密度的概念 

伴隨著進化過程以離散密度的方式進行, 這個概念是從前次八度音程帶過來的

嗎? 

RA: 我是Ra, 就我們狹窄的知識極限而言, 八度音程之道是沒有時間的; 也就是說, 

在各個造物中都有七個密度, 無限地(開展). 

 

78.16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我們銀河的中心太陽群, 在開始這個銀河的進化過程中, 

以祂們的計畫提供意識的精煉, 透過我們在此經驗的各個密度. 然而, 祂們並未設

想到有關於服務自我與服務他人的意識之極化. 那麼,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8.17 發問者: 為什麼這些密度擁有這些特質? 你曾經依照它們的特質命名這些

密度, 這個密度屬於(選擇), 下一個, 第四密度屬於愛 以此類推. 你可否告訴我為

什麼這些品質以那種形態存在? 是否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78.18 發問者: 請你開始回答? 

RA: 我是 Ra, 振動範圍的特質對於八度音程的各個量子(階)都是獨特的, 你可以

帶著一些確定性描述它的特性, 就如同你以正常運作的光學儀器觀察一個顏色 

兩者的確定性是相同. 

 

78.19 發問者: 所以理則那時計畫了起初的、首先的進化 但第一變貌並未延伸到

其產物. 在某個時點, 這個第一變貌被延伸了 浮現出第一個服務自我的極性. 這是

否正確? 如果是的話, 可否請你告訴我這個浮現過程的歷史? 

RA: 我是 Ra, 做為開場白, 讓我陳述理則d總是認為自己提供自由意志給它們照

顧的�-理則[��].`¹子-理則有自由去經驗與實驗其意識, 身體的經驗, 以及靈性

的啟發. 說完這點之後, 我們將談論你詢問的要點. 

 

第一個這樣做的理則, 將你們現在看見的自由意志[©àâåêÖL�¬]灌注到它

(�s)的子-理則之中; 它達成這個創作的原因是深度地沉思一些概念l概念化的

可能性[��], 主題是[cd�2��g]形意者. 該理則假定心智、身體、靈性有可能

成為複合的. 為了讓形意者成為它所不是的東西, 那麼 它必須被授與造物者的自

由意志. 這個(思維)開始運轉之後, 理則d展開一系列相當冗長[nUdg��]的過

程, 改善或提煉這個種子思維. 關鍵是形意者成為一個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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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0 發問者: 那麼我們特有的理則, 當它創造它自己獨特的造物, 在該實驗的進

化螺旋到了遠方的某個點, 形意者成為它所不是的東西; 事實上 創造我們在第三

密度中努力的目標— 極性, 所以我假設這點主要與設計原型有關, 以如此這般的

方式設計, 好讓它們可以創造這個極化的加速過程. 這是否有點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只簡短地評論. 一般而言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看待每一個 

理則及其設計為造物者經驗祂自己, 這樣做是有益的.  

形意者成為一個複合體, 這個種子概念引進了兩件事情: 

第一, 在一個�-理則中,  造物者[�Ud�rg]動態張力中對抗造物者; 

第二, 自由意志的概念, 一旦被更充分地延伸進入�-理則, 被知曉為心/身/靈複合

體, 它創造�再-創造並且持續創造, 那正是它本質的一個機能. 

 

78.21 發問者: 你先前陳述在這個密度, 第三密度中做個選擇, 它是軸心, 造物在其

上轉動. 你可否詳述做這個聲明的原因? 

RA: 我是 Ra, 當我們對你說(`ìÓ)的時候, 這是一個屬於造物本質的聲明. 

 

78.22 發問者: 我不理解那句, 你可否以不同方式述說? 

RA: 我是 Ra, 如你已經注意到的, 這個造物, 你們理則是其中一部分, 是一個千變

萬化的實體 它以宏觀宇宙的尺度成長與學習. 理則不是時間的一部分, 所有從一

個八度音程經驗學到的東西都是該理則的收穫 , 進一步成為該理則的本質.  

 

起初理則的經驗, 在空間/時間中觀看是少的; 它現在的經驗則比較多. 

所以我們說, 當我們在這個空間/時間對你述說造物的本質, 如我們已描述的話語. 

這並未否認該過程, 藉由它, 這個本質已經被達成; 而僅是認可其產物. 

 

78.23 發問者: 在我們經驗的第三密度之後, 各個社會記憶複合體朝正面和負面極

化. 兩個同等級 (但)極性相反的社會記憶複合體之間的互動是否就如同 兩個相反

極性的心/身/靈複合體之間的互動, 只是規模放大許多倍?  這是否為第四與第五

密度中極性差的函數, 它們以此獲得經驗的方式? 

RA: 我是 Ra, 否. 

 

78.24 發問者: 要問這個問題是困難的, 但形成正面與負面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功能

或經驗性價值是什麼? 為何在那個時點分離極性, 而非允許相反極性的心/身/靈

複合體在較高密度中混合在一起? 

RA: 我是Ra, 極性的目的是發展做功的潛能. 自從選擇這個概念被欣賞之後, 這是

那些[hcdb]實驗所演化出的一個偉大特徵. 

工作可以更遠為有效率地被完成, 並且帶著更大的純度、強度、多樣性; 藉由心/

身/靈複合體d自願搜尋第三與第四密度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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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時間中觀看第五密度的行動, 不管有沒有極性, 都是相同的. 

然而, 在時間/空間中觀看, 智慧的經驗被大大地擴展與深化, 再一次 這是由於極

化的心/身/靈行動的自願特質. 

 

78.25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在銀河進化的稍晚時期 發生意識內的極化, 於是經驗

沿著兩條路徑變得更為強烈或深奧 [hcb]. 這些經驗是彼此獨立的嗎? 是否必須

有行動跨過正面與負面極性之間的賦能態差異? 或者單一極性即可能有這個經

驗? 這是很難去問的. 

RA: 我是 Ra, 我們同意(UgíÜ). 我們將嘗試從周圍累贅的話語中摘取你詢問的

要點.  

 

第四與第五密度是相當獨立的, 正面極性不需要負面即可運作, 反之亦然. 值得注

意的是, 在嘗試左右第三密度心/身/靈複合體選擇極性的過程中, 兩個極性之間展

開好一些互動.  

在第六密度, 合一的密度, 正面與負面途徑都必須容納對方, 因為現在所有一切必

須被視為愛/光�光/愛. 這點對於正面極性並不困難— 它將愛與光送給所有其他

自我. 對於服務自我的極化實體則是夠難的 以致於在某個(時)點, 負面極性被遺

棄. 

 

78.26 發問者: 極性的選擇做為一個獨特的環境, [hcb] 它是在我們這個特定經

驗中, 意識進化之原型基礎的環境. 這點向我指出— 經過造物者知曉祂自己的漫

長過程, 針對一個經驗過程的設計, 我們已經抵達目前或最大效率的位置, 針對最

大效率的設計存在於意識根部之中, 也就是原型心智, 它是所有已過去的事物的

產物. 

毫無疑問地, 有些相對純粹的原型概念, 有七個概念針對心智、身體、與靈性. 我

感覺我們現有的語言在此有些不完備. 

 

無論如何, 我們將繼續嘗試理解[t�ñõg$�]這方面的基礎, 我希望我已經奠定

基礎, 並具有某些準確程度, 嘗試為我們理則的原型發展設置一個背景. 我是否省

略任何東西l犯了任何錯誤? [或者]你可以評論我的嘗試, 即(試著)奠定一個基礎, 

為了(理解)我們理則使用的原型建構?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是考慮周到的.  

 

78.27 發問者: 它們是否正確, 或者我曾有犯錯? 

RA: 我是 Ra, (^"�)沒有錯誤. 

 

78.28 發問者: 讓我這樣說好了, 在我分析通往我們經驗的原型建構的過程中, 我

是否曾踏錯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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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我們與你分享的觀察是: 評斷(批評)無份於心/身/靈複合體之間的互

動. 我們已經嘗試以你們的語言完整地回答每一個詢問, 以你們先前資訊允許的

程度為限. 我們建議細讀目前的材料, 如果你有進一步的詢問, 精煉任何概念, 再

問一次這些詢問, 我們將嘗試適當的第二次答辯. 

 

78.29 發問者: 我理解你在回答那一題上的限制,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在第一密度中, 風�火如何教導地�水? 

RA: 我是Ra, 你可以看待渾沌的風與火*如字面意義, 它們照亮以及形成無定形物; 

因為地與水在無時狀態中是未成形的. 當火與風的主動原則熾熱地吹動與燃燒周

圍的東西, 滋養那即將到來的事物 – (¼Ü)水學習成為大海、湖泊、河川, 提供機

會給可存活的生命. 地學習被塑形, 因此提供機會給可存活的生命. 

(*#: Ra
.Éb÷�%, �cdøù RaybgÜ÷�Y) 

 

78.30 發問者: 心智的七個原型是否為七個密度的一個函數或(àq)有相關性? [`

Tg~�´\Ücd�`�;\Guåe�gfu.] 

RA: 我是 Ra, 這個關係是離題的, 因為看不到任何一致性. 無論如何, 通過原型的

進展具有通過各個密度的進展的一些特徵. 容我們說, 你可以查看這些關係, 卻無

須把這兩者黏貼在一起. 

 

78.31 發問者: 七個能量中心呢? 它們是否以某種方式與原型有關聯? 

RA: 我是Ra, 同樣的話可以在這裡再說一次. 觀察這些關係可增長知識, 但堅持一

致性的限制是(令人)窒息的. 在所有時段[NOU[Çw�`���] 記得一件事— 原

型是心智複合體的資源的一部分. 

 

78.32 發問者: 原型與我們太陽系的行星之間是否有任何關係? 

RA: 我是 Ra,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詢問. 嚴格地說, 原型與行星有某種關聯, 然而, 這

個關係不能以你們的語言表達. 無論如何, 這點並未使你們人群中的行家d停止

嘗試命名與描述這些關係. 

為了最純粹地理解[NOcd¬n�`�´�]原型, 最好是查看組成每一個原型的各

個概念, 將行星與其他對應關係的研讀保留給冥想. 

 

78.33 發問者: 在我看來, 因為行星是理則的一個自然發展, 並且原型心智是經驗

的基礎, 故這個理則的行星會有一些關聯. 我們當然會遵循你的建議. 

 

我一直嘗試找到一個立足點, [U¬nb] 進入對於原型心智未扭曲的門道. 在我看

來, 我曾讀過的所有與原型相關的東西都或多或少被作者扭曲, 也由於一個事

實— 我們的語言並不真的能夠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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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說過魔法師為一個基本原型, 它似乎是從前次的八度音程帶過來的. 如果原

型有次序的話, 它會不會是這個理則的第一個原型概念 (`�ú¦²cd�rgûÝ

ü) ? 

RA: 我是 Ra, 我們首先回應你的困惑 關於原型心智上的不同著作. 你可以好好地

考量事物本身�它的關係或功能 這兩者的差異 [這差異可提供許多知識]. 有許多

原型的研讀其實是功能、關係、對應物的研讀. 舉例來說, 行星的研讀是將原型視

為功能的例子. 然而, 原型首先是它自己 這也是最深奧的部分; 深入地考量它們 

以及它們彼此之間最純粹的關係, 這樣應該是研讀原型心智最有用的基礎. 

 

我們現在講說你的詢問, 關於該原型, 也就是心智的母體. 如同它的名字, 當你考

量意識是偉大的基礎、神秘、與啟示, 使這個特別的密度可能存在, 魔法師的命名

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那即將到來的事物 自我-覺察的實體充滿了魔法. 它可以被首

先考量, 因為心智是靈性進化的學生首先要發展的複合體. 

 

78.34 發問者: 那麼被稱為高等女祭司(High Priestess)的原型, 它是否代表直覺, 恰當

地說, 原型第二號?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在這裡看到這個理則起初知識的要點重演; 也就是, 

母體�賦能者. 無意識確實可以被詩意地描述為高等女祭司的, 因為它是 

心智的賦能者, 做為心智的賦能者, 它是賦予所有經驗能力的原則. 

 

78.35 發問者: 那麼就第三個原型而言, 皇后(Empress)會是正確的, 它與守紀律的冥

想相關連? 

RA: 我是 Ra, 我察覺到一個心智複合體的一個詢問意圖, 但只察覺到聲音振動複

合體的聲明. 請重新詢問. 

 

78.36 發問者: 我剛才問第三個原型是否為皇后, 以及這個原型與守紀律的冥想有

關, 這麼說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第三個原型可以被概略地理解為心智的催化劑. 因此它接受的東西

遠比守紀律的冥想要多. 然而, 透過這個機能 確實可以使催化劑被最有效率地使

用. 第三號原型或許被混淆地稱為皇后, 雖然對於這個稱謂(nomer*)的意向是理解

到它代表心智複合體中[hcdb] 首先被男性l顯意識部分使用或高貴化的無意

識l女性部分, 因此有這個高貴的名字. 

(*[#: `���ý©�¼êþ�ã ) 

 

78.37 發問者: 第四個原型被稱為皇帝(Emperor), 似乎與其他自我的經驗有關, 並且

與其他自我相關的綠色-光芒能量中心(有關).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ÿ´)是敏銳的. 第四號原型的廣泛名稱可以是心智的經驗.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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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羅牌中 你發現皇帝的名稱. 再次地, 這暗示高貴的身分, 在這個案例中 我們可

以看到一個暗示, 即唯有經過被賦能的意識處理催化劑之後, 才有伴隨而來的經

驗. 因此藉由使用無意識心智的廣大資源高貴化顯意識心智. 

 

這個器皿的背部變得僵硬, 並且該器皿疲倦了. 我們歡迎再一個詢問. 

 

78.38 發問者: 我想問這次集會比先前大多數集會長久的原因, 同時是否有任何我

們可以做的事,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Ra, 容我們說, 這個器皿被給予遠比平常的能量轉移總額更多的量. 當這

器皿自身沒有肉體(能量)儲存量, 關於這類被使用能量的總額有一個安全限制. 這

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各種扭曲的緣故, 好比我們剛才提到的, 在這次工作期間, 逐

漸增加的背部不適.  

 

(器具)排列是很講究的. 我們欣賞你們的謹慎認真. 為了增強該器皿的舒適, 我們

建議在每次工作之前, 先完成仔細用手運作背部區域這件事.  

我們也建議, 由於超心靈攻擊的企圖, 這個器皿的肉體複合體右側需要溫暖, 那兒

曾被冒犯, 但(Ð¦ô)不會持續很久. 然而, 最好用布充分地包裹這個器皿 以避開

任何肉體形態中這類冰冷的顯化.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愉快地欣喜著.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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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七十九場集會  

1982 年 2 月 24 日 

 

79.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79.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79.2 發問者: 該器皿想問如果以她目前的狀況, 接收太多轉移能量是否會有任何

危險? 

RA: 我是 Ra, 不會. 

 

79.3 發問者: 她也想問上次集會中非常大量的能量轉移全部是性(能量)轉移?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9.4 發問者: 在這種情況, 她想要知道在集會期間, 能量轉移的作用? 

RA: 我是 Ra, 這個能量轉移的作用是最有幫助的一種, 因為它的作用是強化穿梭

載具(shuttle), 透過它, 內流的通訊被接收到. 聯絡者(contact)自身會監測器皿的狀況, 

當該器皿的變貌開始波動朝向弱點或痛苦的扭曲, 通訊即中止. 無論如何, 當該通

訊進行的期間 [這個通訊流經該管道] 該管道的力量可以被你所說的能量轉移所

協助.  

 

79.5 發問者: 在這次集會之前, 我們用一個手勢卸除魔法人格, 做為我們驅逐儀式

的結尾. 我剛才在想我們是否應該維持這個魔法人格, 當我們行走太一圓圈時 省

略那個手勢, 只有在圓圈形成之後l集會之後, 才放鬆對魔法人格的掌握? 哪一個

是比較適合的? 

RA: 我是 Ra, 魔法工作的實行要求最為嚴格的誠實. 如果你估計你的能力能夠在

整個工作期間支撐魔法人格, 那是好的. 只要你有一些疑慮 則是不妥的. 

對於這個器皿, 在任何情況歸還它的魔法人格都比把這個角色(persona)帶入出神

狀態來得適當, 因為它不具有必須的魔法技巧在這種環境中運作 並且會比清醒

的人格被提供為管道更遠為容易受傷. 以基本觀點來說, 這個工作本質上確實是

魔法的(工作). 然而, 移動的速度快過一個實體雙腳能走的程度是不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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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 發問者: 我想要詢問, 起初第一變貌延伸到�-理則之前, 創造極性分離之前, 

那些實體的第三密度經驗. 你可否一般性地描述, 那些心/身/靈複合體的第三密度

經驗�在這個行星上進化的人們的經驗(相比), 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這個題材先前已被涵蓋*, 請針對特定的興趣詢問. 

(*#: ÏÏ� 78.20n��ëgù���) 

 

79.7 發問者: 明確地說, 在(某些)第三密度的經驗中, 只有服務他人的極性在其中

持續進化, 當時 關於前世等等知識之罩紗有被拉下來嗎, 罩紗作用在那些實體上

嗎?   

RA: 我是 Ra, 沒有. 

 

79.8 發問者: 我們在這裡經驗的轉世過程, 在週期中進進出出第三密度身體許多

次, 當時也有這樣的過程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9.9 發問者: 以我們的年歲為基準, 是否可能告訴我, (xdg)一輩子有多久? 

RA: 我是 Ra, 理想的降生時期大約接近你們量度的千年期.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常

數, 不管第三密度的經驗中有任何其他的因素.  

 

79.10 發問者: 那麼 在第一變貌的第一延伸之前, 覺知的喪失m罩紗並未發生. 從

這點, 我假設在降生之前產生這個罩紗l失去有意識憶起降生前曾發生之事(g�

¢), 就是延伸第一變貌的主要工具.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正確性是有限的, 這是首先的工具. 

 

79.11 發問者: 那麼 從以上敘述, 我假設理則沉思一個機制成為它不是的東西, 首

先發明可以在我們處於肉體的一生中, 分離顯意識�無意識的工具, 以達成它的

目標?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79.12 發問者: 那麼 從以上敘述, 我還假設在第一工具 [所謂的罩紗] 之後, 有許多

其他工具被構想與使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曾有一些精煉(過程). 

 

79.13 發問者: 在這個實驗[ú�ÿt��]之前, 我認為該理則的原型心智跟現在的

(原型)相比, 是比較不複雜的, 可能包含較少的原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請求你的耐心. 我們察覺這個器皿的左臂與雙手突然爆發

痛苦的扭曲. 請不要碰這個器皿. 我們將檢驗其心智複合體並嘗試改變其肢體的

位置, 好讓工作得以繼續. 然後請重複該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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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頓兩分鐘] 

 

我是 Ra, 你可以繼續了. 

 

79.14 發問者: 謝謝你. 在這個延伸第一變貌的實驗之前, 在那個時期, 在該理則的

造物中, 有多少個原型?  

RA: 我是 Ra, 有九個. 

 

79.15 發問者: 九個原型, 我猜那九個當中, 有三個屬於心智、三個屬於身體、三個

屬於靈性.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9.16 發問者: 我將要猜在塔羅系統中, 那些原型粗略地對應到, 以心智為例, 魔法

師、皇帝、雙輪戰車(Chariot).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79.17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它們對應到什麼(牌)? 

RA: 我是 Ra, 身體、心智、靈性各自包含 母體、賦能者、形意者; 並在它們的庇

護下運作. 心智、身體、靈性的形意者並不等同於心智(���)、身體(���)、靈

性複合體的形意者. 

 

79.18 發問者: 我現在理解到你在前次集會中說為了延伸自由意志, 形意者必須成

為一個複合體. 似乎形意者已經成為複合體, 也就是心智(原型)的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第七號; 身體(原型)的第十號依次類推; 靈性(原型)的第十七號依次類

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79.19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形意者必須成為一個複合體"的意涵? 

RA: 我是 Ra, 成為複合的 即是包含一個以上的特性元素l概念. 

 

79.20 發問者: 我想要嘗試理解這個理則在延伸第一變貌之前的心智原型, 為了更

佳地理解我們現在經驗的(原型) , 我相信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方法. 

 

如你曾經陳述, 我們有母體、賦能者、形意者. 我理解(�3)母體是有意識的, 即c

d��g顯意識心智, 但因為心智也是從那個地方被製作, 在充分理解這三個術語

上, 我有些茫然, 特別是在顯意識�無意識被切分之前的時期. 我想好好理解這三

個東西是重要的. 你能否更多地詳述心智的母體、賦能者、形意者; 它們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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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們的關係, 請開始? 

RA: 我是Ra, 心智的母體是一切到來事物的起點. 它是不動的, 然而它是所有潛在

心智活動的啟動者(activator).  

心智的賦能者是那偉大的資源, 它可以被視為大海, 意識進入其中, 不斷潛入更深

處�更完整地浸入, 為了去創造、形成觀念(ideate)、以及變得更為自我-覺察.  

 

心智、身體、與靈性個別的形意者可以被視為一個單純且統合的概念. 

 

身體的母體可以被視為心智的反面映照; 也就是說, 不受限制的運動. 

身體的賦能者通曉(��g)狀況, 調節活動. 

 

很難描述靈性的母體之特徵, 因為靈性的本質比較少運動性. 靈性的能量與活動

顯然是最深奧的, 然而由於跟時間/空間有著更緊密的關聯, 它並沒有動態運動的

特徵. 因此一個實體可以將該母體視為最深邃的黑暗, 並且將靈性的賦能者視為

最突然的覺醒、照亮(啟發)、與創生性的影響. 

 

以上是對原型一號到九號的描述, 在jk-造物者或�-理則實現自由意志(`^Ð)

開始發生影響之前. 

 

79.21 發問者: 那麼 為了這個自由意志的延伸, 首先的改變是使得心智的母體�心

智的賦能者之間的通訊, 相對而言是無法接通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或許寧願把這個狀態稱為: 相對地 充滿更多的神秘, 而非相對

地 無法接通.  

 

79.22 發問者: 嗯, 當時的構想是在母體與心智的賦能者之間創造某種罩紗.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9.23 發問者: 那麼 這個罩紗存在於我們稱為的顯意識�無意識心智之間,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79.24 發問者: 這很可能是理則的設計, 在第一變貌之下 允許顯意識心智獲得更

大的自由, 藉由分隔 [U¬nb] 心智中個體化的部份與賦能者l無意識, (ä)後者

與全體心智有著更大程度的通訊; 於是, 允許意識中未受教育[�t�FÀg��]的

部分誕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粗略而言,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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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5 發問者: 你可否降低它的粗略程度, 或稍微闡述一下? 

RA: 我是 Ra, 在我們可以這麼做之前 需要一些中介的資料. 

 

79.26 發問者: OK, 現在, 執行這個簡單的實驗之後, 這個實驗的成果被觀察, 然後

嘗試更大的複雜性? 

RA: 我是 Ra, 如我們之前說的, 有大量的連續實驗. 

 

79.27 發問者: 我只是在想, 既然這似乎是該實驗的核心, 在沒有延伸第一變貌與

延伸第一變貌之間的大轉化點, 起初實驗的結果是什麼, 就從中創造出什麼而言? 

它的結果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是先前涵蓋過的題材*. 這些實驗的結果是一個更為生動、多樣、

與強烈的經驗, 屬於造物者, 藉由造物者(產生). 

(*#: Ï� 78.24 ) 

 

79.28 發問者: 嗯, 我有覺察到這點. 我大概沒有正確地陳述問題, 它是個很難陳述

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否值得繼續嘗試, 但我的意思是當這首先的罩紗實驗發生時, 

是否產生服務自我的極化? 

RA: 我是 Ra, 早期[NOcd¬n�`���] 的理則d立即地出產服務自我�服務他

人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些實體的收割性尚未立即出現, 因此原型的精煉急速地展

開. 

 

79.29 發問者: 現在我們到達我嘗試判定的一點, 那麼在這個時點 當罩紗在心智

的母體與賦能者之間被拉下時, 是否仍然只有九個原型? 

RA: 我是 Ra, 有九個原型以及許多個幻影. 

 

79.30 發問者: 你說的幻影, 我會把它關聯為小的原型傾向的誕生, 你是這個意思

嗎? 

RA: 我是Ra, 毋寧, 我們會形容這些幻影為一些關於有益結構的初期思維, 但尚未

完整構思好. 

 

79.31 發問者: 在創造出第一個服務自我極性的(時)點, 是否存在選擇(�), 立即... 

在那... 是否存在一個選擇l非選擇? 

RA: 我是Ra, 在遮蔽或分離兩個原型的過程中, 其中就隱含了選擇的概念. 精煉到

這個概念花了許多經驗. 

 

79.32 發問者: 我很抱歉在問這些問題上有這許多困難, 但我發現這個題材有些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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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的實驗遮蔽心智的母體, 與心智的賦能者隔絕, 反之亦然, 進而創造服務自我

的極性, 我對這點很有興趣. 這在造物的發展過程中 似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

觀點, 並且可能是我們稱為魔法系統的開始, 那是以前不曾被想望的. 

 

讓我問這個問題, 在第一變貌延伸之前, 當意識在各個密度達到最大的潛能, 較高

密度的魔法潛能是否跟今日一樣大? 這有些難問, 我要問的是在第四密度盡頭, 自

由意志延伸之前, 我們稱為的魔法能力l效應是否跟現在的第四密度盡頭的(ý�

�¢)一樣大? 

RA: 我是Ra, 以你的理解[NOcd¬nw�`�´�], 魔法, (cÌ)第三與第四密度的

魔法潛能遠比改變之後要大. 然而, 使用這個潛能的渴望或意志則要少很多、很

多. 

 

79.33 發問者: 現在, 為了確定我理解你: 在改變[自由意志的延伸]之前, 讓我明確

地舉第四密度盡頭為例, 在這個狀態 只有服務他人的極化, 其魔法能力或潛能比

極化分離與自由意志延伸後的第四密度盡頭要大許多,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魔法能力是有意識地使用所謂的無意識. 所以, 在創新�理則的自由

意志之前, 有著最大的能力. 

 

79.34 發問者: OK, 目前我們經驗的更為複雜或更多數量的原型的效應, 我猜我們

在心智中經驗的東西如下: 我們有魔法師與高等女祭司 分別對應到母體與賦能

者; 在兩者之間拉下的罩紗是第一變貌的延伸的主要創造者.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沒有中介的材料 我們無法回答這個詢問. 

 

79.35 發問者: OK, 抱歉了. 

 

下一個原型, 皇后, 是心智的催化劑, 作用於顯意識心智之上以改變它. 第四個原

型是皇帝, 心智的經驗, 它是儲存在無意識中的材料 藉此創造它持續的傾向(bias). 

我的這些陳述正確嗎? 

RA: 我是 Ra, 雖然你的陳述太過僵硬, 你觀察到正確的關係. 在這前四個原型中, 

有著大量的動態相互關係. 

 

79.36 發問者: 那麼解經祭司(Hierophant)有些像是這些效應的統馭者或分類者, 以

便於無意識適當消化經過顯意識傳來的東西? 

RA: 我是 Ra, 雖然經過深思, 該假定的核心是不正確的. 

 

79.37 發問者: 什麼會是解經祭司? 

RA: 我是 Ra, 解經祭司是��[心智]* 的形意者, (此即)它真正的本質. 我們注意到

                                                 

* Ra ��80��W��B���. ��	
t(���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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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說的特性與心智複合體的形意者有關聯, 但卻不是核心. 心智複合體的核心

是一個動態的實體, 它吸收、尋求、並嘗試去學習. 

 

79.38 發問者: 那麼[你可以說] 解經祭司是心智與身體之間的連結? 

RA: 我是 Ra, 心智、身體、靈性的形意者彼此之間有一個強健的關係, 你的陳述

太過廣泛. 

 

79.39 發問者: 讓我暫時跳過解經祭司, 因為我真的一點也不理解; 現在只問情侶

(Lovers)是否代表 顯意識�無意識的合併; 或顯意識�無意識的通訊? 

RA: 我是 Ra, 再次地, (Lª)不是完全地沒有感知, 你錯失了這個特別原型的核心, 

它可以被更適切地稱為心智的蛻變(Transformation). 

 

79.40 發問者: 心智蛻變成什麼? 

RA: 我是 Ra, 當你觀察第六號原型, 你可以看到秘義的學生正被一種需要所蛻變, 

該需要是: 在心智中, 在光明�暗黑之間選擇其一. 

 

79.41 發問者: 那麼征服者(Conqueror)或雙輪戰車代表前六個原型行動的頂點, 到

達一個心智過程的得勝, 甚至可能去除罩紗? 

RA: 我是Ra, 這個感知至為敏銳. 要清楚地表達第七號原型是困難的, 我們可以稱

它為途徑(Path)、道路(Way)、l心智的大道(Great Way). 它的根基是一號到六號原型

的回響與實質的概要. 

 

一個實體也可以看待心智的道路如同穿越心智的恰當旅程(�d:)的果實或王國; 

因為心智繼續莊嚴地向前移動 透過一個用具, 設想它為一輛由皇家獅子或駿馬

牽引的雙輪戰車. 

 

在此時, 我們建議只再提出一個完整的詢問, 因為這個器皿正在經驗一些朝向痛

苦的變貌. 

 

79.42 發問者: 那麼我將只問一個原型, 那是我在這個(時)點最不能理解的[NOc

#¬n�`�$þ]. 可以這麼說, 我有很多部分還在黑暗當中, 即跟解經祭司有關

的部分, 以及精確地描述解經祭司是什麼. 你可以給我一些關於它是什麼的其他

指示, 請? 

RA: 我是 Ra, 你一直對於這個必須成為複合的形意者十分感興趣. 解經祭司是心

智的起初原型, 透過顯意識�無意識的微妙運動, (��)在結構上變得複雜. 心智的

複雜性是演化而來, 而不是單純地融合從賦能者到母體的經驗. 

 

心智它自身變成一個擁有自由意志 [以及,尤其是意志] 的行動者(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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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心智的形意者, 解經祭司有種要去知曉的意志, 但它將怎樣對待它的知識, 又

為了什麼原因它要尋求? 一個複合形意者的潛能是多方面的. 

 

在這次工作期間,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79.4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你們未來的一小段時間, 該器皿最好在雙手戴上那些協

助舒適的東西, 它原先忽略使用的東西; 其雙手與雙臂有一些創傷, 所以, 我們必

須稍微縮短這次的工作. 

 

79.44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是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

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榮光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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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場集會 

1982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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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啟始這次工作前, 我們想要更正我們在先前資料找到的一個錯誤.  

第五號原型, 你們曾稱為解經祭司, 是心智複合體的形意者.  

 

這個器皿成為突然爆發的痛苦[變貌]的獵物. 我們覺察到你盡力協助該器皿的嘗

試, 但不知道有其他物理療法可供該支援小組使用; 除了供應水療法, 作用在肉體

身體複合體的垂直脊椎部份之上, 這是我們先前提過的. 

 

這個器皿的身體變貌, 在身體複合體的扭曲增加的期間 從未排除這類(痛苦)爆發

的可能性.  

[貓的喵喵叫聲] 

我們的通訊可能短暫地變得混亂不清. 因此我們要求任何似乎雜亂的資訊都被

(你)質問,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通訊 在語言、智力、感受力允許的極限內 維持不受

扭曲的狀態.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80.1 發問者: 謝謝你,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正在經驗肉體能量複合體的溫和波動, 那導致突然的改變: 

肉體從能量短缺變為有些許的能量. 這是由於 [U¬nb] 許多禱告與肯定語被提

供給該器皿, 以及器皿自身(的禱告); 而你所覺察的(負面)第五密度實體, 利用任

何可行的機會 持續向器皿致意, (多少)抵銷了上述的效果. 

 

在其他方面, 該器皿的狀態如前所述. 

 

80.2 發問者: 剛才我們執行完驅逐儀式之後, 我必須離開房間拿一個忘記的物品; 

這(行為)是否對於儀式或此次工作有不良的效應? 

RA: 我是 Ra, 若這是唯一的工作, 該偏離會是危急的. 在這個工作場所, 有足夠的

殘餘保護能量, 雖然我們相當不贊同這個偏離, 它不會構成對[UT�g]保護儀式

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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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發問者: 我們的第五密度訪客在最近的工作集會比較不能影響該器皿? 

RA: 我是 Ra, 我們將分兩部分回答. 首先, 在這些工作期間, 該實體已經被大程度

地減弱.  

第二, 在你們空間/時間的一般經驗性環境 這個第五密度實體能夠以同樣的效力

作用於該肉體身體複合體上, 從開始與你們小組接觸以來 這情況一直是如此. 這

是由於該器皿的數個肉體複合體扭曲之故. 

 

無論如何, 該器皿已經在心智與靈性上越來越能以愛向這個實體致意, 從而降低

恐懼的元素, 那是該實體仰賴的一把偉大兵器, 嘗試以此在任何程度上中止 Ra 通

訊.  

 

80.4 發問者: 該實體能夠透過已存在的肉體扭曲起作用, 相反地, 它不能作用在一

個沒有任何肉體扭曲的實體之上, 這是什麼原因?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的關鍵是一個用語: 扭曲.  

任何扭曲, 不管其複合本質是肉體、心智、或靈性, 都可以被一個能夠以魔法工作

的實體透過暗示進一步強調; 也就是說, 造成意識內的改變. 這個器皿有許多的肉

體扭曲, 小組中的每個成員有各式各樣的心智扭曲, 它們的特質各不相同. 

某個扭曲越少地被自我知識所平衡, 該(ëª)實體就越能老練地突顯這樣的扭曲, 

好減少該小組的和諧與平順的運作. 

 

80.5 發問者: 如 Ra所充分明瞭, 我們在此累積的資訊將啟發的地球人口只有很小

的比例, 因為只有很少、很少人能夠理解它. 然而, 似乎我們的第五密度訪客, 容我

說, 執意要反對這個通訊. 既然它對於這個星球的收割只有如此有限的效果 [就我

的猜測],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這(通訊)對他如此重要?  

因為在我看來, 那些少數理解這個資訊的人們, 很可能早已在可收割的範圍內. 

RA: 我是 Ra, 純粹並不會在第三密度收割之後結束.  

Ra嘗試去除扭曲的傳真度是全面的, 對於具有相對純度的服務他人實體(而言)這

構成一個責任的領受.  我們賴以說話的器皿及其支援小組有著相似的傳真度, 不

顧任何自我的不便, 渴望服務他人. 由於該小組的特質, 該小組對我們提出的詢問

快速地帶入一個有些深奧難懂的評論領域. 這個內容並不會減輕這個通訊底層的

純粹度, 這樣的純粹度如同一道光, 如此強烈的光吸引注意力. 

 

80.6 發問者: 如果我們第五密度的訪客成功地終止這個通訊, 他自己希望從中獲

得什麼? 

RA: 我是 Ra, 如我們先前所述, 該實體希望獲得那道光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該器

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除此之外, 該實體打算撲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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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7 發問者: 我理解這點到某個地步, 重點是如果該實體成功完成兩種嘗試中任

一個, 對他會有什麼價值? 可以增加他的能力? 增加他的極性? 它藉由什麼機制做

任何它想做的事? 

RA: 我是 Ra, (它)已經嘗試了一些你們的空間/時間做這些事, 卻沒有持久的結果; 

該實體或許會對自己問這個問題. 對於該實體, 獲得勝利即是負面極性的增加, 因

為它已經去除一個光輝的源頭, 從而提供這個曾經光明的空間/時間, 一個黑暗的

機會. 在這個事件, (若)它成功地奴役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它將奴役一個相當強

力的實體, 因此增添它的力量. 

 

80.8 發問者: 我很抱歉對於這些機制缺乏穿透能力; 我也為一些相當愚蠢的問題

致歉. 但我想我們來到一個有些核心的要點, 那是我們目前嘗試去理解的. 所以, 

縱使我接下來的問題可能是難以接受的愚蠢, 但我將嘗試去理解我們的訪客尋求

的力量是什麼, 以及他如何使用它. 在我看來, 這點對於心智及其[cd���V�g]

進化占有核心地位.  

當這個實體, 我們的訪客, 透過這些工作增加他的力量, 他增加的力量是什麼? 你

可否描述它?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力量是一種靈性的力量. 心智的力量本身並不包含這類的

工作. 你可以考量月光的可能性, 可得到一些成果. 你覺察到我們曾經描述靈性的

母體如同一個夜晚. 那麼, 月光提供的是: 陰影中的真實圖像, 或吐火幻獸(chimera)

與虛偽. 虛偽的力量是深沉的, 如同在陰影中分辨真理的力量.  

隱藏事物的陰影是一種無限的深度, 在其中儲存著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力量. 

 

於是, 該行家正藉著隱藏事物的力量工作, 被那可以是虛假或真實的東西所光照. 

去擁抱虛假、知曉它、尋求它、並去使用它, 給予一個至為巨大的力量. 這是你們

訪客的力量本質, 並且可以發射一些光, 同樣照在那尋求為了服務他人的實體的

力量上, [V� ��üÖ1'] 因為在夜晚之中, 踏錯步伐是— 喔! 多麼容易啊. 

 

80.9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這股力量是屬靈性的, 而非屬於心智或身體? 

RA: 我是 Ra, 行家的工作奠基於先前在心智與身體上的工作, 否則工作靈性不可

能站在一個可靠的根基上. 配合以上的評論, 我們可以主張你的假設的正確性. 

 

80.10 發問者: 第十五號原型是靈性的母體, 曾經被稱為魔王(Devil). 你可否告訴我

為什麼是如此? 

RA: 我是 Ra, 我們不想在這樣一個中心的詢問上顯得膚淺, 但我們注意到靈性的

本質是如此無限地細微, 以致於照在靈性之偉大黑暗的光 其產生成果的影響常

常不及黑暗本身明顯. 當每一個行家嘗試使用靈性的催化劑(Catalyst of the Spirit), 許

多行家選擇的進程變成一條困惑的路徑. 只有很少行家成功地領會太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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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地, 大多數的行家在月光中摸索前進, 如我們先前所說, 這道光可以欺騙 也

可以揭開隱藏的奧秘. 因此, 容我們說, 這個母體的旋律通常似乎是屬於負面與邪

惡[nUdg��] 的本質.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 一個行家是一個[V� ��üÖ1']已經將它自己越來越從

其他自我的束縛、意見、思維的侷限中解放出來的實體. 不管是為了服務他人l

服務自我這樣做, 它都是行家的覺醒過程中, 必要的一部分. 這個自由看在那些不

自由的實體眼中, 就如同你們稱為的邪惡l黑色. 該魔法獲得辨認; 本質則通常沒

有(被辨認). 

 

80.11 發問者: 那麼我可否說, 在成為行家的過程中隱含的意義似乎是部分極化朝

向服務自我, 因為行家與許多同種的實體 [�x�Þ�gÐ�Â´\Ê�]脫離關係? 

RA: 我是Ra, 這是很可能發生的. 表面上的事件是脫離關係, 不論真相是服務自我, 

於是真實地與其他自我分離; 或者是服務他人, 於是真實地與所有其他自我的心

結合, 僅只與幻象的外殼分離, 它阻礙行家正確地感知自我�其他自我本為一. 

 

80.12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這個脫離關係的效應對於服務他人的行家是一塊絆腳

石, 或延緩他抵達嚮往之目標的過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從幻象的沼氣與每一個扭曲的誤解中分離出來, 這個

過程是行家途徑上一個相當必要的部分. (Lª)看在其他實體眼中, 可能是不幸的. 

 

80.13 發問者: 那麼, 從第十五號原型的觀點來看, 這個過程有點像是進入靈性母

體的短程旅行? 這(b�)有意義嗎?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這個短程旅行與脫離關係的過程最常與你所謂的希望

(Hope)原型連結, 我們比較喜歡稱為信心(Faith). 這個原型是靈性的催化劑, 並且因

為靈性的賦能者的照亮, 將開始造成行家在觀點上的改變.  

 

80.14 發問者: 我並不打算走在我的詢問過程的太前頭.  

[停頓 22 秒]  

那麼, 正面m負面極化的行家都在建築一個潛能以直接在靈性上汲取能量. 這樣

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更適當的說法是行家直接透過靈性呼求宇宙的力量, 因為靈性是一

個穿梭載具. 

 

80.15 發問者: 現在, 我相信在正面與負面行家之間, 在使用這個穿梭載具方面 唯

一明顯的顯著不同是他們極化的方式. 是否在靈性的各個原型中有個關係, 關乎

極化是正面抑或是負面? 舉例來說, 正面行家透過第十六號原型呼求; [Ý¢e] 負

面行家透過第十五號原型呼求? 我在這方面非常困惑, 我可以想像這個問題是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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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或無意義的, 你可以回答嗎? 

RA: 我是Ra, 要回答這樣一個詢問是個挑戰, 因為在它的建構中有一些混淆. 無論

如何, 我們將嘗試談論這個主題. 

 

行家,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 擁有相同的母體; 賦能者也是相同的. 由於每個行家的

催化劑, 行家可以開始挑選他將進一步觀看的東西. 於是 靈性的經驗, 你們曾稱為

月亮, 具有更多明顯的影響作用於行家的極性之上. 即使最不愉快的經驗 [hcd

b] 似乎發生在行家的催化劑之中, 從靈性的觀點看待 在陰影中辨別是可能的, 它

可以被工作, 直到那光同等於最明亮的正午降臨到行家身上, 接著正面l服務他

人的光照(啟蒙)已經發生. 

服務自我的行家以陰影滿足它自己, 並且在掌握白日的光芒之後, 猙獰大笑地將

頭轉過去, 寧可要黑暗. 

 

80.16 發問者: 我猜屬於靈性的第十九號原型是靈性的形意者, 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0.17 發問者: 你會如何描述靈性的形意者? 

RA: 我是 Ra, 在回答先前的詢問時 我們正著手做這件事. 靈性的形意者是那鮮活

的實體, 它放射l吸收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放射給其他(
�)l為了自我而

吸收. 

 

80.18 發問者: 那麼這個放射或吸收的過程, 我們可以稱為能量流動(flux)或流動率, 

會是衡量行家力量的尺度? 

RA: 我是 Ra, 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合理適當的陳述. 

 

80.19 發問者: 那麼, 我正在猜第二十號原型是靈性的蛻變, 可能類比於第六密度

合併(兩條)途徑. 這是否有點正確? 

RA: 我是 Ra, 否. 

 

80.20 發問者: 很抱歉, 你可否告訴我第二十號原型會是什麼?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在你們系統中稱呼的石棺(Sarcophagus)可以被視為物質

世界. 物質世界被靈性轉變為無限與永恆的.  

靈性的無限與意識的無限相比甚至是一個更大的領悟; 由於經過意志與信心鍛鍊

的意識可以直接地接觸智能無限.  

在行家之路上有許多、許多階梯, 在行走的過程有許多東西會脫落. 我們 Ra群體

依然在走這些階梯, 在每一次的蛻變讚美太一無限造物者. 

 

80.21 發問者: 那麼我猜第二十一號原型代表: 與智能無限之接觸, 那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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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雖然一個實體也可以看到這個接觸的反射為: 與智能能

量[即是宇宙]之接觸, 或者以你們比較地方性的說法, 世界. 

 

80.22 發問者: 那麼, 藉著這個與智能能量的接觸,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說明同時

與智能無限與智能能量接觸的目的?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說明在這過程會導致

何種經驗, NO¬�gÓ?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最後一個完整長度的詢問. 我們已經討論過與智能

能量接觸的可能性, 因為這股能量是理則的能量, 因此它是治療、建造、去除、破

壞的能量; 並且轉變所有其他自我, 以及自我. 

 

與智能無限接觸最有可能在經驗此類接觸的實體中, 產生一股無法言喻的喜樂. 

如果你願意在這個主題上詢問更多細節, 我們邀請你在另一次工作期間這麼做. 

在我們結束此次工作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0.2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各項排列都十分慎重, 我們很感激. 做為器皿的實體有一些扭曲朝

向[Ud��g]背部的僵硬. 運作(��)會有幫助.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光與愛中感到光榮.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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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一場集會 

1982 年 3 月 22 日 

 

81.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81.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先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肉體複合體的能量在這個特定的空間/時間鏈結有短缺的現象, 這

是由於早已存在的扭曲 遭受延長的超心靈加強(ÅP)之故. 其餘的能量複合體水

平如前所述. 

 

81.2 發問者: 這是否為該器皿感到無間斷的疲倦之原因? 

RA: 我是 Ra, 在這過程有部分屬於你們的空間/時間, 可以被稱為超心靈致意反應

的症狀. 然而, 持續的疲倦並不只是由於超心靈致意, 毋寧說是這個通訊無可避免

的結果. 

 

81.3 發問者: 為什麼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果? 在這個通訊中, 創造出疲倦的機制

是什麼? 

RA: 我是 Ra, 創造出疲倦的機制是(]�)密度之間的連結; 一個是在這些工作期間 

該器皿之心/身/靈複合體被安全存放的密度; 以及一個全然不同的密度, 該器皿的

肉體複合體居住於這個空間/時間. 當該器皿承擔更多休眠密度的染色, 第三密度

的經驗似乎變得更加沉重與疲憊. 這是該器皿接受的, 因為它渴望有所服務. 所以

我們也接受這個效應, 關於這點 我們覺察到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事. 

 

81.4 發問者: 該效應是集會次數的函數? 它是否已經抵達一個高峰層級, 或者它的

效應會持續增加? 

RA: 我是Ra, 這個疲倦效應將會繼續, 但不應該與肉體能量層級混為一談, 它只與 

[NU��]每日的經驗有關. 在這個星球中, 那些已知可幫助這個器皿的事物將繼

續有幫助. 然而, 你將注意到 [hcdb]該器皿的振動的透明度逐漸增加. 

 

81.5 發問者: 我不理解你剛才說的最後一句話, 你可否解釋一下? 

RA: 我是 Ra, 該時間/空間性質的疲倦可以被視為透明或純粹的振動í¼不純

粹、混淆、l不透明之周邊環境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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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的這種效應作用於本小組的其他兩位成員?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81.7 發問者: 那麼由於這個通訊的後果, 我們也會經驗無間斷的疲倦效應.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Ra, 由於該通訊的本質, 這個器皿首當其衝地承受這個效應. 支持小組的

每位成員, 藉由提供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在這些工作期間毫無保留地支援

(器皿); 並且為了這些工作的目標, 進行能量轉移, 經驗這個效應的大約 10到 15

個百分比. 它是具累積性的, 並且在它顯化的連續性特質上是相同的. 

 

81.8 發問者: 這個持續進行的疲勞效應, 經過一段長時間, 結果會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問了一個籠統的詢問, 有無限多種答案. 我們將過度歸納, 好嘗試

回答.  

 

一個小組可能被誘惑, 因此失去那個造成困難的通訊. 於是故事結束. 

 

另一個小組可能一開始是強壯的, 但沒有信心面對困難. 於是故事結束. 

 

另一個小組可能在它完成之際選擇殉難的途徑, 並且(持續)使用該器皿, 直到其肉

體複合體失效為止 [由於(通訊)強求的嚴厲代價,而流失所有能量] . 

 

這個特別的小組, 在這個特殊的鏈結, 正嘗試保存該器皿的生命能. 它正在嘗試平

衡服務的愛與服務的智慧, 它在面對困難時依然對其服務信實. 誘惑尚未結束這

個小組的故事. 

 

我們可能不知道未來, 但這個情況持續一段相對可觀的空間/時間的或然率是大

的. 顯著因素在於器皿的意志, 以及該小組服務的意志. 對於那緩慢增加的疲倦 

[將持續扭曲你們的感知], 那(意志)是唯一平衡的因素.  

沒有這個意志, 這個通訊或許是可能的, 但最終將感到太過費力. 

 

81.9 發問者: 該器皿想知道為什麼她感覺到生命能的增加? 

RA: 我是 Ra, 我們把這個答案留給該器皿. 

 

81.10 發問者: 她想知道她對於食物的敏感度是否增強?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對於所有的刺激源的敏感度都增強了, 最好審慎地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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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 發問者: 回到先前的集會, 注意到第十號原型, 也就是身體的催化劑, l命運

之輪(Wheel of Fortune), 代表與其他自我d的互動. 這是一個正確的陳述嗎? 

RA: 我是 Ra, 這可以被視為一個粗略正確的陳述, 因為每一個催化劑涉及那些經

驗的本質, 它們進入該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網絡以及振動感知. 最謹慎註記的附

加說明即是命運之輪的外在刺激同時提供正面與負面的體驗. 

 

81.12 發問者: 那麼第十一號原型, 身體的經驗, 代表已經被心/身/靈複合體處理過

的催化劑, 它被稱為媚惑女巫(Enchantress)是因為它製造進一步成長的種子. 這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1.13 發問者: (我們)已經討論過形意者, 所以我將跳到第十三號, 身體的蛻變被稱

為死亡, 因為伴隨著死亡 這個身體被轉變為一個更高振動的身體 可從事額外的

學習.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附加以下這點會更正確: 在每一個片刻, 確實地 在身體

化身的每日週期中, 提供死亡與重生給一個嘗試使用該催化劑[�TÂ��]的實體. 

 

81.14 發問者: 最後, 第十四號, 身體之道 被稱為煉金術士(Alchemist)是因為有無限

的時間讓各式各樣的(Âi)體在其中運作, 去學習進化必須的課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小於完整的正確, 因為身體的大道, 如同所有身體的原型, 必須被

視為心智活動推力的鏡像. 身體是心智的產物, 並且是為了彰顯心智與靈性之果

實的器皿. 因此, 你可以看待身體好比提供一個鍊金爐(athanor*), 煉金術士透過它

顯化黃金. 

 

81.15 發問者: 我已猜測, 一個理解原型*的更佳方式是比較 罩紗降下之後, 即我們

現在經驗的; 以及 在那之前的經驗, 盡可能地回頭追溯, 從這個八度音程的開端啟

始, 看看我們是如何陷入目前的情境. 如果這是合宜的, 我想撤退到這個八度音程

經驗的開端, 沿著心智、身體、與靈性在這個八度音程進化的軌跡, 去探究它們的

狀態. 這樣做是否令人滿意, 可以接受? 

RA: 我是 Ra, 問題的方向源自於你. 

(*Õ#: ef«Ï�GéÊë, |ê�Ü “對於我們的工作是中心的發展經驗”, �µ��

�g����r”�”]�$.) 

 

81.16 發問者: Ra陳述它只有這個八度音程的知識, 但似乎 Ra擁有這個八度音程

的完整知識.  

你可否告訴我為什麼是這樣? 

                                                 
* athanor: ¢���; ¢������, �w !&"$%,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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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Ra, 首先, 我們並未擁有這個八度音程的完整知識. 第七密度的一些部分, 

雖然我們的老師曾向我們描述, 仍然在神秘之中. 其次, 我們曾大量經驗這個八度

音程的可用精煉催化劑, 我們的老師也以最謹慎的方式與我們工作, 好讓我們可

以與全體合一, 接著 我們最終回歸到造物偉大的全體性 (`^Ð)將得以完成. 

 

81.17 發問者: 那麼 Ra擁有這個八度音程起初開端的知識, 透過它目前的經驗, 相

當於 [c��g] 直接或經驗的知識, 透過與那些 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實體們)的

溝通, 但尚未進化到 或穿透第七層級. 這個陳述是否大略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81.18 發問者: 為什麼 Ra沒有這個八度音程開始之前的任何知識? 

RA: 我是 Ra, 讓我們將八度音程[��]比喻為群島. 在一個星球上, 很可能一個小

島上的居民並不是孤單的, 但如果遠洋航行的運輸工具[t�È¬�V�-1]尚未

發明, 不可能有其他小島的真實知識. 唯有當一個實體來到該小島的居民中說: "

我來自其他地方", 才有可能知道. 這是一個粗略的類比. 無論如何, 我們有這類的

證據, 同時包括 先前的造物與將要到來的造物, 我們在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的

光流中觀看這些顯然(apparently)非-同時性的事件. 

 

81.19 發問者: 嗯, 我們目前已知自己位於本銀河系(Milky Way Galaxy), 含有çè 2ó

2�=— áµ, 2千億顆左右的恆星; 我們所謂的太空 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大型銀河

系遍佈其中. 以 Ra的知識, 我可否假設這些銀河的數字是無限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並且是一個顯著的要點. 

 

81.20 發問者: 這個要點為我們擁有合一性,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敏銳的. 

 

81.21 發問者: 那麼, Ra覺察這些銀河系哪個部份? Ra是否曾在許多其他這些銀河

系經驗過意識? 

RA: 我是 Ra, 否. 

 

81.22 發問者:  Ra是否擁有對任何其他這些銀河系的經驗或知識? 或者, 曾以這種

或那種的形式旅行到任何其他這些銀河系? 

RA: 我是 Ra, 是的. 

 

81.23 發問者: 只是... 這並不重要, 但粗略估計, Ra曾旅行到過其他多少個銀河系 

[hcdb] ?  

RA: 我是 Ra, 我們敞開心胸, 放射愛到整個造物, 大約造物的百分之 90在某種程

度覺察到這個發送, 並能夠回應. 所有無限個理則在愛的意識中皆為一. 我們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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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接觸, 而非旅行. 

 

81.24 發問者: 為了讓我對現在談論的東西有一點概念, 以直接地經驗或看見不同

地方的活動的角度來看, Ra的旅行極限是什麼? 它是否僅只在這個銀河系之中, 

如果是如此, 又包括這個銀河系的多少部分? 或者也包括一些其他的銀河系? 

RA: 我是 Ra, 雖然我們有可能在這個理則的造物之內任意移動, 也就是所謂的本

銀河系; 我們曾前往呼叫我們的地方進行服務;  這些是, hcdb, 地方性的位置, 

包括人馬星座(Alpha Centauri)、你們太陽系[Ud�r34]中的行星[��], 仙王座

(Cepheus), 以及齊塔·網罟(Zeta Reticuli). 我們來到這些�-理則的地方, (är)曾被呼

叫. 

 

81.25 發問者: 在這些案例中, 這些呼叫是否來自第三-密度的存有, 或來自額外或

其他的密度? 

RA: 我是 Ra, 一般而言, 後者的假定是正確的. 在太陽�-理則這個特殊的個案中, 

第三密度是呼叫的密度. 

 

81.26 發問者: 那麼, Ra 未曾在任何時間移動到其他的主要銀河系,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1.27 發問者: Ra是否有任何其他主要銀河系的知識, l那個銀河系中任何跟意識

有關的東西?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說的是(獲得)其他主要銀河系的知識的可能性. 有一些

流浪者來自其他主銀河系 被單一呼求的特定需要所吸引. 也有一些是我們社會

記憶複合體之中的實體成為其他主要銀河內的流浪者. 因此, (cd)有其他主要銀

河系的知識; 對於一個這樣的實體, 其人格或心/身/靈複合體已經結晶化, 宇宙是

單一的地方, 在旅行方面沒有阻礙.  

無論如何, 我們解析你的詢問是關於該社會記憶複合體旅行到另一個主要銀河. 

我們並未如此做, 也並未考慮過, 因為我們能以我們的心[��]在愛中觸及. 

 

81.28 發問者: 謝謝你. 在這條問題路線中, 我嘗試建立一個基礎以理解一個基本

原理, 不只包括我們現在擁有的經驗, 還包括這經驗是如何形成, 以及它如何跟所

有其他歷經八度音程的經驗相關連. 於是, 我正在假設, 所有這些銀河系, 千萬... 

無限數目的銀河系, 我們正開始以望遠鏡覺察到一些, 全部都屬於相同的八度音

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正確. 

 

 

81.29 發問者: 我在想如果一些來自 Ra的流浪者去到某個其他的主要銀河系,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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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 離開這個有兩千億個以上恆星的扁豆狀銀河系統, 去到另一群有數十億

個恆星的系統, 當他們進入某個行星環境, 這些流浪者是否也會遭遇到雙重極性, 

即我們在此擁有的服務自我�服務他人的極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1.30 發問者: 現在, 你稍早曾陳述靠近這個銀河系的中心, ��ñõg$þ, 可以說

是比較古老的部分, 在這部分你不會發現服務自我的極化; 而這是比較後期的經

驗. 我是否可以假設在其他銀河系, 從 Ra出來的流浪者曾經體驗的地方, 也是如

此? 在這些銀河系的中心, 只存在服務他人的極性; (罩紗)實驗從比較遠離中心的

地方開始, 朝向該銀河系的邊緣? 

RA: 我是 Ra, 不同的理則與�-理則有不同的方法到達這個發現, 即自由意志的效

率, 在藉由造物者強化造物者的經驗方面. 無論如何, 在每個案例中 有一個樣式. 

 

81.31 發問者: 那麼 你的意思是該樣式為服務自我的極化在比較遠離銀河螺旋中

心的地方出現?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1.32 發問者: 從這點, 我假設打從八度音程的開端, 我們有許多銀河螺旋的核心

正在形成, 我知道以無時性的觀點 這是不正確的, 但當螺旋形成之際 我假設在這

個特別的八度音程, 罩紗的實驗與自由意志的延伸必定已經開始. 粗略地說, 平行

地發生在許多、許多剛萌芽l建構中的銀河系統[它們正在實驗延伸自由意志的

罩紗]當中. 我的假設是否有些正確?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這個器皿在這個空間/時間處於不尋常的脆弱狀態 並且已經用掉許多的轉移能量. 

我們邀請於此次工作再多一個完整詢問. 

 

81.33 發問者: 事實上, (我)在這方面沒有很多知識, 除了假設一定有某種通訊遍佈

這個八度音程, 所以當首先的實驗變得有功效, 這方面的知識快速地散佈到八度

音程, 並且被其他初萌芽的銀河螺旋所拾起, 你可以這樣說.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覺察這個通訊的本質就是覺察理則的本質. 你們所稱的

造物有許多部份從未與這個八度音程的太一理則分離, 居住於太一無限造物者之

中.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的通訊即是身體細胞的通訊, 一個(理則)學習到的東西即被

全體知曉. 於是, 某些�理則曾經在的位置是精煉[lÚ¬�r]那些早期�理則的發

現. 在此次工作中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1.34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使這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你們)很難判定該器皿與支援小組的能量層級, 我們覺察到這點. 然

而, 我們推薦在進入每次工作前盡一切努力嘗試帶入最想望的能量配置. 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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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我的朋友們. 你們是認真謹慎的, 排列狀況良好.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光與愛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無限造物

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ë¹: �Ð��?�Êë, |�ì>8º Carla9$~;(, ?ët(� çe, @¼½A Carla, Å

J�, `<©Ü?5gt(½Af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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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二場集會  

1982 年 3 月 27 日 

 

82.0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

們現在開始通訊. 

 

82.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先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82.2 發問者: 除了消除這個通訊,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 卻還沒做的事, 好增加該

器皿的肉體能量? 

RA: 我是Ra, 有這個可能性/或然率 在水的漩渦中, 將其脊椎打直多少可以改變該

器皿在背部持續經驗的痛苦變貌. 接著, 這樣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增加器皿的肉體

能量. 

 

--B5042-- 

82.3 發問者: Jim有一個不會出版的私人問題. 他問: “似乎我的平衡工作已經從比

較外圍的關切, 好比耐心/沒耐心, 轉移到學習在無條件愛中敞開我自己, 接受自

我為完整與完美的, 然後接受自我為造物者. 如果這是為平衡而聚焦之正常進程, 

一旦這點被發現, 一個人(直接)進行這項工作, 也就是接受自我為造物者, 這樣難

道不是更有效率, 而無須在外圍工作, 處理第二與第三重要的事項—  結果並不能

接納自我?” 

Ra: 我是 Ra, 效率這個詞彙具有令人誤導的言外之意. 在從事人格修煉的工作之

脈絡中, 為了在核心的接納自我中具備更充分的效率, 首先 (你)相當需要去知道

該實體接納了(哪些)自我的變貌, 那麼每個思維與行動需要被詳細地檢驗, 為了

(建立)對變貌的任何反應之精準基礎, 這個過程將導向更為核心的接納任務. 無論

如何, 在該建築物被建造之前, 必須先安置好底部橫樑(architrave). 

--B5042-- 

 

82.4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考慮某個時間或位置的狀態[Ò���ò�67Öwø, Óm

8#49:], 就在這個經驗的八度音程開始之前. 我正在假設 就在這個八度音程開

始之前, 智能無限已經創造, 並且早已經驗一個或更多個八度音程.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正確地假設. 然而, 更有益的說詞為: 無限智能(¡·)已經驗先前的

八度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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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發問者: Ra是否知道先前的八度音程有幾個; 如果知道, 有多少個? 

RA: 我是 Ra, 就我們的覺察, 我們在一個無限的造物之中, 無法數算. 

 

82.6 發問者: 我就想你會這麼說. 我假設在這個八度音程的開始, 從[c��rg]虛

無空間中產生無限數量的銀河系統[Ûï本銀河系]的種子, 這些銀河系顯現並以

螺旋方式同時成長,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在這裡有著雙重的潛在混淆, 首先, 讓我們說你陳述的基本概念是合

理的. 現在 我們講述混淆的部分, 真實同時性的本質是, 確實, 一切都是同時(發生)

的. 然而, 以你們的感知模式, 你或許可以更恰當地觀察造物的播種為從中心l核

心向外成長.  

第二個混淆在於一個詞彙: ‘虛無’ (void), 我們會以’密實’ (plenum)替換之.     

 

82.7 發問者: 那麼, 如果我在那個時候, 從這個位置透過望遠鏡觀察該八度音程的

開始; 我是否會看到許多、許多銀河系的中心顯現 接著它們每一個以螺旋方式向

外擴張 [ncdg}�] 為時數十億年, 螺旋向外擴張的速率大約相同, 於是所有這

些銀河系在同個時間顯現為第一個光點, 然後以大略相同的速率擴張?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該詢問有些混淆的元素. 無限有個中心, 從這個中心 一切萬物(開始)

擴展. 因此, (宇宙)造物、銀河系[��]、恆星系統[��]、行星系統[��]、意識都

有個中心. 在每個例子中, 你可以看到從中心向外延伸的成長. 因此, 你可以看到

你的詢問在概念上過於籠統. 

 

82.8 發問者: 只考慮我們的本銀河系: 在它的開端, 我假設我們物理儀器可以發現

的首先事件為一個恆星的外觀, 特性如同我們的太陽?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該銀河系統的例子中, 該理則首先的顯現是一簇中央系統產生向

外旋轉的能量, 依序為理則產生進一步的能量中心, 或你們稱為恆星的東西. 

 

82.9 發問者: 那麼, 這些中央的起初造物是一組[cd�r]恆星的叢集?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然而, 容我們說, 越靠近理則顯化的開端 該恆星有越多

部分參與太一起初思維. 

 

82.10 發問者: 為什麼這個參與起初思維的過程有個坡度, 以放射狀向外以梯度遞

減? 這是我理解你的陳述的方式. 

RA: 我是 Ra, 這是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計畫. 太一起初思維是所有先前[NOU[Ç�

`���]由造物者產生的造物者經驗的收割. 當祂決定去知曉祂自己, 祂將自己注

入那密實空間 (使之)充滿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榮光與大能, 以你們感知的顯化即為

太空l外太空. 這個知曉的每一個世代誕生(beget)一個(新的)知曉, 透過自由意志, 

有能力去選擇知曉祂自己的方式. 於是, 逐漸地 造物者一步一步地成為可以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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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自己的存在; 造物者的一些部分較少純粹地參與起初(真)言或思維的大能, 其目

的是為了精煉太一起初思維.嚴格地說, 造物者創造的程度不及祂經驗自己的程

度. 

 

82.11 發問者: 位於這個銀河經驗開端, 這個八度音程的開端, 意識的首先分割的

形式、狀態或經驗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觸及先前的資料. 前次八度音程的收割是愛的造物者顯化在心

智、身體、與靈性之中. 這種造物者經驗祂自己的形式或許可以視為首先的分割. 

 

82.12 發問者: 具體地說, 我對於這首先的分割是如何在這個八度音程中出現的 

感興趣. 我想知道它是否會過渡穿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密度? 我想以首

先的心/身/靈複合體為例, 追溯它們的經驗到最開始, 然後追蹤到現在, 好讓我可

以更佳地理解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 藉由與起初的成長相比較. 你可否精確地告

訴我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關於行星的形成, 以及穿越各個密度的成長, 這是否為

事物發生的方式, 請? 

RA: 我是 Ra, 你的這些詢問似乎比你在這個領域的基本心智變貌更為混淆. 讓我

們以一般的方式講述, 或許你可以找到一個更少困惑與更簡單的方式以引出這個

領域中的資訊. 

 

造物的很大一部分並沒有使用涉及 [NU��g]意識的概念來顯化, 造物自身是一

個意識的形式, 它是統合的, 理則為造物的一顆偉大之心. 穿越這個期間的進化過

程, 可以被視為無時的, 將這個過程納入考量是至為珍貴的, 因為緊依著這個背景 

[關於造物構造之必要合一性], 我們找到理則終極的發展, 它選擇使用造物者已收

割意識的那部分, 隨著自我知識的過程 繼續向前. 

它已經發現使用各式各樣的密度是有效率的, 在每一個八度音程中 這些是固定

的, 為了要創造自我覺知的子-理則可以存在的狀態, 使用你們的比喻, 這個過程

的實行遍佈整個成長中、散滿花朵的原野, 即太一無限造物. 

 

首先的心、身、靈的存有並不是複合的. 心/身/靈在[經驗的]八度音程的開端的經

驗是單一的, 沒有第三密度的遺忘, 沒有罩紗. 第三密度的課程是命定的, 憑藉在

這個特別密度所經驗的振動頻率的本質, 以及憑藉量子跳躍的本質 到達第四密

度的振動經驗. 

 

82.13 發問者: 那麼 我是否正確地假設, 當這個銀河系在成長中進展, 首先的心/身

/靈經驗到的 是那些移動穿越各個密度的過程; 也就是我們曾經討論過 第二密度

出現的過程. 舉例來說, 讓我們舉一個特定行星為例, 一個十分早期的行星在接近

銀河系的中心形成, 我假設該行星在第一密度固體化, 生命在第二密度顯現, 所有

第三密度的心/身/靈複合體從這個星球的第二密度中進展而來, 接著在第三密度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490 

中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在假設上是正確的. 

 

82.14 發問者: 以靠近這個銀河系中心的區域而言, 剛才這點發生在一些行星上, 

或發生在大部分[;�ï]的行星上? 

RA: 我是 Ra, 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 我們知曉起點, 但不能斷言那些發生在我們

(-�)以前的事物的精確經驗. 你知道歷史教導的本質, 在我們的學習/教導層級, 

我們可以期待很少的扭曲. 然而, 我們不能擔保沒有扭曲, 因為我們講述的這些特

定事件, 我們並未有意識地參與其中. 就我們的理解, 你的假定是正確的, 因此我

們如此假設. 

 

82.15 發問者: 具體而言, 我嘗試去掌握在罩紗(降下)之前, 第三密度的經驗過程, 

好讓我可以更佳地理解目前的過程. 現在, 就我所知, 心/身/靈[���]走過我們在

這個密度中 稱為肉體降生的過程, 但沒有遺忘(罩紗). 如果沒有遺忘, 肉體降生的

目的或好處是什麼? 

RA: 我是 Ra, 在第三密度中 降生的目的是學習愛之道. 

 

82.16 發問者: 嗯, 我猜想我並未精確地陳述, 我的意思是, 既然沒有遺忘(過程), 既

然心/身/靈[���]在我們稱為的肉體化身中擁有(完整的)意識, 他們知道的東西

跟不在肉體化身中所知道的是一樣的. 第三密度肉體在遺忘過程之前, 教導愛之

道的機制是什麼? 

RA: 我是Ra, 我們請求你的許可, 以迂迴的方式回答這個詢問, 因為我們覺察到一

個領域是我們可以協助的. 

 

82.17 發問者: 當然.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似乎在追尋一種可能性/或然率, 也就是說, 如果由一個心/

身/靈去嘗試這些經驗機制, 而非由一個心/身/靈複合體(=>), 第三密度中的經驗

機制會是不同的. 

第三密度的本質是恆常的, 它要被學習的途徑從現在到永遠都是一樣的. 因此, 不

管實體以什麼形式去面對這些課程, 課程與機制都是一樣的, 造物者將從祂自身

學習. 每一個實體都有未顯化的學習部分, 以及 最重要的, 涉及其他自我的學習. 

 

82.18 發問者: 那麼, 在遺忘過程之前, 除了服務他人的極化, 沒有任何其他概念. 

在這種狀態下的第三密度, 什麼樣的社會與經驗會被創造與演化? 

RA: 我是 Ra, 我們的感知是如此的狀態創造出一個至為蒼白的經驗鏈結的情境, 

在其中, 獲取收集課業的相對速度, 就好比烏龜與獵豹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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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9 發問者: 這樣的社會是否會演化出具有複雜特質的科技, 或者他們是相當單

純的? 你可否給我一個一般性的進展觀念, 也就是我們稱為智力活動的機能? 

RA: 我是 Ra, 不管在任何環境下, 都有無限多的變化性 有長成許多高度科技進化

的社會, 因為製造出任何渴望的結果是容易的. 當一個實體居住在 一個[可以被視

為]具有恆常潛在靈感的環境, 即使是 [nUdg��]最高度發展的社會結構, 由於

實體們非-複雜的本質, 它們缺乏你所稱的意志, 或者用比較通俗的說法: 熱忱

(gusto), 或生命的躍動(elán vital).  

 

82.20 發問者: 這樣高科技的社會是否會演化出穿越[cd�r]太空的旅行(科技), 

前往其他行星l行星系統? 是否有些社會這樣做?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2.21 發問者: 那麼從我們的觀點來看, 縱使有著偉大的進化經驗, 在某個(時)點, 

進化中的理則認為(進行)一個創造更偉大經驗的實驗是恰當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 並且可從評論中得益. 該理則覺察到第三密度畢業[nU

dg��]的必要條件之本質.    

所有先前[NOU[Ç�`���]的實驗, 雖然導致許多經驗, 卻缺少一樣[�¼rÜ]

決定性的成分, 那就是極化. (`¯g)經驗只有很少的傾向去極化實體, 以致於實體

們習慣性地重複第三密度週期許多次. (理則)渴望極化的潛能有更多被使用的機

會. 

 

82.22 發問者: 那麼, 以我來看, 既然在這個特別的時期 服務他人的極化是唯一的

可能性, 從你的話語 我必須假設 縱然所有實體都覺察到服務他人的必要性, 他們

還是無法達成目標. 在那個時期, 心/身/靈[���]的心智配置是什麼? 他們覺察極

化的必要性, 或者毫不察覺? 如果有覺察, 為什麼他們有一個如此困難的時期去服

務他人以達到畢業的必須程度, 既然那是唯一可能的極性? 

RA: 我是 Ra, 如果你願意, 考慮那些處在神聖快樂[NUdí`���Ê��]中的實

體的傾向, 只有很少的衝動去改變l改善它們的狀態. 此乃心/身/靈不是複合體的

結果. 有可能去愛其他自我�服務其他自我, 但在自我之內 對於造物者有一股壓

倒性的覺察. 與造物者的連結就如同臍帶一般, 那安全是完全的.  

因此, 沒有什麼愛是劇烈地重要; 沒有什麼痛苦是劇烈地駭人; 於是沒有任何努力

去為愛服務, 或從恐懼中得益. 

 

82.23 發問者: 看起來, 你可以在我們目前的幻象中做個類比, 也就是那些生於極

端富裕與安全環境中的實體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明喻的嚴格範圍內, 你是知覺敏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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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4 發問者: 在兩次肉體化身之間, 我們目前有個活動叫做, 治療與回顧此生. 在

罩紗(Â�)之前的中陰期間, 是否有任何這種特質的東西? 

RA: 我是 Ra, 這個過程的初期結構總是在的, 但若沒有傷害 也就無須治療. 這點

也曾經是理則d關切的項目, 它覺察到若沒有需要去理解, 理解就會永遠被丟下

不管. 因為使用這個誤稱, 我們請求你的原諒, 但你們的語言缺乏聲音振動複合體

來表達這個一般的概念. 

 

82.25 發問者: 我對於罩紗發生之前的降生狀態與中陰期間沒有掌握得很好. 除了

顯化第三密度-黃色光芒體, 我不理解這兩者有何不同. 在我們稱為死亡的事件上, 

有任何心智上的不同嗎? 如果意識沒有被打斷, 我看不出需要回顧此生的必要性. 

你可否為我澄清這點? 

RA: 我是Ra, 用你們的經驗式術語, 沒有一個造物者的部分來稽核這個課程. 每一

生的目的都是成為造物者知曉祂自己的一門課程. 

一個回顧或, hcdb, 繼續這個隱喻, 每一個測驗都是造物者知曉祂自己的過程

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一生皆以此種測驗為完結, 如此, 造物者的這部分可以吸收消化在黃色光芒、物

理第三密度中的經驗, 它可以衡量獲得的偏向(bias), 然後可以選擇下輩子的狀態: 

不管是被自動提供的援助, 或由自我提供的援助. 

 

82.26 發問者: 在罩紗存在之前, 回顧此生的時候, 這些實體在那個時候是否覺察

他們嘗試做的已極化到足以畢業的程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2.27 發問者: 那麼我假設當他們進入黃色光芒-第三密度的降生狀態, 這個覺察

多少被降低了, 縱使沒有罩紗的存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很明顯地不正確. 

 

82.28 發問者: OK, 這是個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要點. 那麼, 為何是這樣— 你已經回

答這點, 但在我看來, 如果極化是明顯的事項, (實體)會投入更多努力以極化. 讓我

看看是否可以這樣陳述... 在罩紗存在之前, 所有實體覺察到在第三密度中需要極

化朝向服務他人, 不管是降生在第三密度- 黃色光芒體, 或在中陰期間.  

[¤¥ 21§] 

什麼是... 那麼, 我假設, 先前談論過的[U¬nbÜ]富裕狀態, 它存在於整個經驗的

光譜, 不管該實體在中陰身, 或在降生期間, 實體d就是不能 [/01] 提振渴望l顯

化渴望去創造出必須的極化而畢業.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你開始掌握狀況了. 讓我們繼續學校的隱喻, 但考量這名年輕的學生

(scholar)正在求學的過程中. 這個實體被餵養、著衣、保護, 不管它的學校功課是否

有做完. 於是, 該實體不做家庭作業, 寧願去享受玩耍時間、吃飯時間、假期.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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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理由想要表現優異, 大多數實體才會嘗試表現優異. 

 

82.29 發問者: 你曾在很早以前的集會
1
中陳述 一個實體需要極化超過 50%的服

務自我
2
, 以成為第四正面密度可收割實體. 這個條件在罩紗(存在)之前也是一樣

嗎? 相同的極化百分比? 

(1 #: Ï� 17.31g��) 

(2 Õ#: ì?�G�¶#`Ü@AB¨g|é)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該詢問無法輕易地回答, 因為服務自我的概念在[cd°��g]罩紗過程存在之前

尚未產生影響力. 畢業到第四密度的必要條件是有能力去使用、歡迎、與享受太

一無限造物者的白光之特定強度.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鏈結, nUd�Îg��, 這個

能力可以被你先前陳述的服務百分比所衡量. 

 

在罩紗過程(-�)之前, 衡量的方式會是一個實體走上一排階梯, 每一階都被一特

定品質的光所充滿. 一個實體停駐的階梯可能是第三密度光, 或第四密度光. 在這

兩階之間存在著一個門檻, 要跨過那門檻是困難的, 容我們說, 在每一個密度的邊

緣[����� ]有阻力. 信心或意志的天賦能力需要被理解、滋養、發展, 為了生

成一個尋求通過第三密度邊界的實體.  

那些不做家庭作業的實體, 不管它們總是如此地友善討喜, 將不能越過.  

在罩紗過程被引介到第三密度的經驗連續體之前, 這是理則d所面臨的情況. 

 

在這次工作(?�2), 容我們問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2.30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這個通訊, 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所有的參數條件都被滿足. 繼續在愛與感恩中聯合在一起. 

我們感謝你們對於附加物排列的謹慎認真.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榮耀造物者的光與愛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愉快地歡慶.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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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三場集會  

1982 年 4 月 5 日 

 

8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83.1 發問者: 可否請你先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83.2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 為什麼在一場集會之後, 該器皿重量增加, 而非減

少? 

RA: 我是 Ra, 假設器皿因為一場與 Ra工作的集會就增加肉體複合體的重量是錯

誤的. 該器皿不再有任何肉體材料必須被使用[�¬ÿ´gu_X]以確保這個通訊

的發生. 這是由於該小組決心不讓器皿使用生命能, 因為它的肉體能量複合體水

平處於赤字狀態. 所以提供這些通訊的能量來自能量轉移的結果, 該器皿不再必

須支付這個肉體的代價. 因此該器皿的體重不再流失. 

 

然而, 現在發生的體重增加的情況, 是兩個因素造成的產物. 其一是這個肉體載具

對於所有眼前事物的敏感度增加, 包括那被各種方式扭曲的東西, 你們稱為過敏

症狀.  

第二個因素是供能給這些困難點. 

 

從這個通訊以及器皿的肉身的觀點來看, 很幸運的, 它沒有朝向過度飲食的扭曲, 

因為這個相當扭曲的肉體複合體(一旦)負荷過重, 即使對於健康/疾病最熱切的肯

定也將被(肉體)推翻, 而將器皿轉向疾病/健康的變貌, 或是極端的例子, 肉體的死

亡. 

 

83.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將問一個相當長、複雜的問題; 我要求針對這問題的每個

部分回答, 有關 罩紗產生前與罩紗產生後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藉此我可以獲得一

個觀念, 即我們現在經驗的東西是如何被用於更佳的極化. 

 

在罩紗產生前, 對於降生在第三密度的存有而言, 下列的事物有什麼不同: 睡覺、

夢、肉體疼痛、心智疼痛、性、疾病、催化劑編程、隨機催化劑、關係、與高我

l心/身/靈全體溝通. 

或任何其他的心智、身體、m靈在罩紗前的機能跟罩紗後(時期)相比, 有顯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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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RA: 我是 Ra, 首先, 讓我們確認一件事, 在罩紗(過程)前後, 時間/空間中存在的狀

態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罩紗過程是一個空間/時間的現象. 

 

其次, 經驗的特質被罩紗過程劇烈地改變. 在某些例子中 好比做夢 以及 與高我接

觸, 該經驗(fo)在數量上是不同的, 這是由於罩紗(¡2)是夢境的價值的主要起因, 

也是高我倚靠的單一門戶, 高我必須倚門站立, 等待入場.  

在罩紗(過程)之前, 夢境的目的並不是使用所謂的無意識 以進一步利用催化劑; 

而是被用來向 ;þnÌC�å³�DEæú�þF�Ö那些教導者/DGì 學習/HÊ. 當

處理你所說的每一個主題, 你可以觀察到, 在罩紗過程之中, 經驗中的改變並非量

化, 而是品質上的改變. 

 

讓我們選擇你們的能量轉移的性活動做為一個實例. 如果你渴望詳細論述其他主

題, 請隨即詢問. 在性活動方面, 對於那些不居住在罩紗之中的實體們來說, 每一

個活動都是一個轉移. 有一些力量的轉移, 由於缺乏罩紗 絕大多數的轉移力量都

相當稀薄.  

 

在第三密度中, 實體們嘗試學習愛之道. 如果所有生命可以被看見為同一個存有, 

未修練的人格會變得更加難以選擇一個伴侶, 藉此使它自我加入一個服務的計畫. 

性能量很有可能被更隨機地揮霍, 沒有來自這些經驗的大喜樂l大哀傷. 

 

於是在罩紗(fu)之前, 幾乎沒有例外的, 性能量轉移都是綠色-光芒能量轉移, 保

持虛弱的狀態 並且沒有顯著的結晶化.  

 

罩紗(Â�)之後的性能量轉移與阻塞先前已經討論過,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門更

為複雜的學問, 但對於那些尋求綠色-光芒能量中心的實體而言, 在結晶化方面遠

為有效率. 

 

83.4 發問者: 既然我們在討論性的主題, 那麼讓我們探討罩紗發生前後與疾病的

關係, 在這個特別的例子中: 性病. 罩紗發生之前, 這類的疾病是否存在? 

RA: 我是 Ra, 在這個偉大實驗發生的前後, 都有這類與其他種類的疾病. 然而, 因

為性病有大部分是具扭曲性質的思想-形態的一個機能, 與性能量阻塞有關; 性病

幾乎完全是罩紗(過程)之後, 心/身/靈複合體互動下的產物. 

 

83.5 發問者: 你提到罩紗發生前 存在小部分的性病, 在罩紗過程前 它的發展源頭

是什麼? 

RA: 我是Ra, 一般而言 這源頭實際上是隨機的 如同疾病變貌的本質; 身體複合體

的每一個部分全天候處在一個成長的狀態. 這個過程的逆轉被視為疾病, 它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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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是在適當的空間/時間鏈結終結(實體的)一生. 這是疾病的本質, 包括你所

稱的性病. 

 

83.6 發問者: 我將做一個聲明, 然後, 你可以糾正我. 以我的觀點 罩紗發生前的疾

病作用的本質, 在我看來似乎是理則早已決定一個計畫, 個別的心/身/靈可以持續

在心智上成長 [身體是這個心智在第三密度的類比]. 這成長是持續的, 除非為了

某種原因 心智不能繼續在成長樣式途徑上(前進). 如果這個成長減速或停止, 我

們稱為的疾病會以某個方式作用, 以便最後終止這個肉體經驗, 好讓一個新的肉

體經驗得以開始 [在中陰期的生命回顧結束之後], 繼續這成長的過程. 你可否澄

清我這裡的思考, 請? 

RA: 我是 Ra, 你在這個主題的思考是足夠清楚了. 

 

83.7 發問者: 我不懂得是如果沒有罩紗, 為什麼這輩子結束之後的人生回顧對於

(�I)過程有幫助? 因為, 在我看來, 該實體應該早就覺察到過去發生的事情. 這可

能與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的本質有關. 你可否澄清這點, 請? 

RA: 我是 Ra, 確實, 時間/空間的本質是此生可以被視為一整本書或紀錄, 書頁被

研讀, 被一頁頁翻過, 被重讀. 無論如何, (È:)回顧的價值是關乎測試, 而非研讀. 

在一場測試中, 當測試是真實的, 所有研讀的蒸餾物都變得清晰了. 

 

在研讀的過程, 你可以稱為一輩子, 不管一個實體是否覺知這個過程, 材料是擴散

的, 幾乎無可避免地會過度注意在細節上. 

 

在此生結束之際舉行的測試並不與正確記憶許多細節有關, 毋寧說, 這個測試是

由自我觀察自我, 通常有援助 [Ncd�2�b]. 在這個觀察中, 一個實體看到所有

細部研讀的總合; 那是一個態度l各種態度的複合體, 它使該心/身/靈的意識有不

同的偏向. 

 

83.8 發問者: 我剛才聽你講話的時候, 我正好想到一個類比, 那就是我開飛機, 我

也在模擬器中進行測驗; 但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測驗, 因為我知道我們與地面栓

在一起, 不可能受傷. 然而, 當我們真正地飛行, 進行起飛、降落、航行程序等等, 在

一架飛機中, 縱使兩者的程序是相同的; 我想這是一個差勁的類比來形容罩紗降

下前的情況. 我知道這兩者的的所有狀況, 不過 我對於模擬飛行無法太有興趣, 因

為我知道模擬器與地面栓在一起, 我把它視為在罩紗降下前, 實體們知道他們與

造物栓在一起 [/01], 可以這麼說, 或屬於造物的一部分. 這是不是一個合理的

類比? 

RA: 我是Ra, 相當合理, 雖然它與生命回顧的功能比較不相關, 毋寧說明罩紗降下

前後, 經驗上的差異. 

(Õ#: nn Tobey�:«Ï�Gé, JÒK; 83.8`M�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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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 發問者: 在罩紗(fu)之前, 一個實體會覺察到他正在經驗一個疾病. 以此為

比喻,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在罩紗(fu)之前 一個實體可能經驗到的疾病, 以及

他會如何反應與思考它, 以及什麼效應會發生在他身上, 就完整的意義而言? 你可

否給我一個例子, 請? 

RA: 我是 Ra, 有鑒於宇宙是由無限多個實體的陣列組成, 對於刺激的反應也有無

限多的回應. 如果你觀察你的人群, 你將發現對於同樣朝向疾病的扭曲有著大為

相異的回應.  

所以, 我們不能回答你的詢問, 因為沒有希望做出任何真實的陳述, 因為過度-歸

納的範圍過於寬廣. 

 

83.10 發問者: 在罩紗(fu)之前, 是否有任何一致的l相似的社會機能l社會組

織? 

RA: 我是Ra, 第三密度的實質構造就是一個社會的密度. 不管在何處, 只要有實體

覺知到自我與 其他自我, 並且具有適當的知識去處理對於能量共同調和有益處

的資訊; 就會產生社會(�O). 

罩紗過程前的社會結構 如同罩紗過程之後, 都是形形色色的. 無論如何, 罩紗過程

前的社會在任何情況都不會仰賴 蓄意奴役某些實體以利益其他實體, 因為當全

體都被視為一體, 這件事不會被視為一種可能性.  

然而, 在Ud�r政府或社會的結構中, 為了製作不同的實驗, 在過程中有些必要

的不和諧. 

 

83.11 發問者: 在我們目前的幻象, 我們無疑已經迷失在各種奴役的技巧中, 因為

我們已經離罩紗前的經驗很遠了. 我確定有許多服務他人志向的實體使用奴役的

技巧雖然他們並不覺察這些是奴役的技巧, 只因為他們已經演化穿過很長一段時

間, 浸入這個幻象如此地深, 這難道不是正確的?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83.12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 隨著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演化出來的各種奴役的技巧, 

在任何情況下, 那些服務他人導向的實體都不會使用這些技巧? 這是你的意思嗎? 

RA: 我是 Ra, 我們剛才的理解是你的詢問關乎罩紗過程前的狀態, 那個時期就沒

有無意識的奴役 [NU��]. 在目前的空間/時間狀態, 用意良好�無心的奴役是如

此眾多, 以致於窮盡我們的能力也無法一一列舉. 

 

83.13 發問者: 那麼 做為一個服務他人導向的實體, 在此時 冥想關於這些很少被

期待的各種奴役形式之本質 對於極化是有益的.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是相當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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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4 發問者: 那麼 我會說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律與規範有十分高的百分比

屬於奴役的本質. 你會同意這點嗎? 

RA: 我是Ra, 對於法律的意圖這是一個必須的平衡, 它的目的是保護, 故結果會包

含相等的 朝向囚禁的變貌. 因此, 我們可以說你的假定是正確的. 這並不是要詆毀

那些位於綠色與藍色-光芒能量的實體, 他們尋求將一個和平的民族從渾沌的束

縛中解放出來, (cd)只是要指出這是[回應]編纂法典無可避免的結果, 它沒有認

知在你們的經驗之中 每一個情況的獨特性. 

 

83.15 發問者: 罩紗應該是[�Ô,Ö]半滲透的? 

RA: 我是 Ra, 罩紗確實是如此. 

 

83.16 發問者: (當時) 穿透罩紗有哪些技巧與方法被規劃, 以及 後來是否產生其他

的(方法)在規劃範圍之外? 

RA: 我是 Ra, 在首先的偉大實驗 並沒有規劃這些(方法). 如同所有的實驗, 它仰賴

赤裸裸的假說, 結果是未知的. 透過經驗與實驗, (我們)發現心/身/靈複合體們能提

供多少想像力 就有多少種方式去穿透罩紗. 心/身/靈複合體d渴望知道那未知的

東西 吸引它們去作夢, 並且(宇宙)逐漸向尋求者敞開所有平衡的機制, 引導它通

往行家之道, 並與已經穿透這罩紗的老師/學生通訊. 

 

自我的各式各樣的未顯化活動被發現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穿透罩紗.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說 迄今 關於穿透罩紗, 最生動、甚至奢侈的機會是極化的實體之間互動

的結果. 

 

83.17 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你剛才說的 藉由極化實體之間的互動, 穿透罩紗? 

RA: 我是 Ra, 我們將陳述兩件值得注意的項目. 首先是兩個極化實體共同踏上服

務他人的途徑, 並形成關係, 這其中有著極度的極化潛能; 在某些少數的例子中, 

(cÉ)服務自我的途徑. 

其次, 我們注意到一個效應, 我們已經學到稱之為倍增效應, 那些心智相似的實體

一起尋道, 將更為確切地找到. 

 

83.18 發問者: 具體地說, 在第一個例子中, 藉由什麼過程 兩個極化的實體會嘗試

去穿透罩紗, 不管他們是正面或負面極化? 具體地說, 藉由什麼技巧 他們會穿透

罩紗? 

RA: 我是 Ra, 穿透罩紗可以被視為開始在綠色光芒活動[那全然慈悲、不求回報

的愛]的孕育中生根. 如果這個途徑被遵循, 更高能量中心將被啟動與結晶化, 直

到行家誕生. 在行家的內在有潛能多少拆除一些罩紗, 於是一切又再次被視為一

(體). 其他自我在這條通往穿透罩紗[NOU[Ç�a���]的途徑上是主要的催化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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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9 發問者: 首先的罩紗過程的機制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回答, 儘管如

此, 你願意嘗試回答那問題嗎? 

RA: 我是 Ra, 罩紗的機制橫亙在心智的顯意識與無意識部分之間,  宣告心智是複

合的(complex), 接著, 促使身體與靈性成為複合的. 

 

83.20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說明我們現在身體的一個複合活動, 在罩紗

過程之前, 如何不是複合的?  

RA: 我是 Ra, 在這偉大的實驗之前, 一個心/身/靈能夠控制血管內的血壓、你們稱

為心臟的器官的心跳、你們所知悉的痛苦感覺的強度, 現在所有這些機能被理解

為非自主的l無意識的. 

 

83.21 發問者: 那麼, 當罩紗過程最初發生之際, 似乎理則必須有份清單, lÚ¬n`

ab, 列舉哪些機能要成為無意識, 哪些機能要維持有意識控制的狀態. 我假設如

果發生這件事, 一定有個好理由解釋這些分割. 在這方面 我說的是否有點正確? 

RA: 我是 Ra, 否. 

 

83.22 發問者: 你願意更正我嗎, 請? 

RA: 我是 Ra, 當時有許多的實驗, 藉此(測試)哪些身體複合體的機能[或變貌]要被

遮蔽, 哪些不用. 這些實驗中 有大量實驗導致無法存活的身體複合體, 或僅只在邊

緣上存活的實體. 舉例來說, 若神經感受器碰到任何痛苦[變貌]就無意識地刪去它, 

這不是個生存-導向的機制. 

 

83.23 發問者: 既然在罩紗(過程)之前, �P�P�Q  心智—  可以刪去痛苦. 那麼, 我

假設在那個時候 痛苦的機能是對身體發出信號, 提醒它採取不同的配置, 好讓痛

苦的源頭離開, 於是該痛苦可以在心智上被消除. 那樣說正確嗎, 在罩紗過程之前 

痛苦還有其他機能嗎? 

RA: 我是Ra,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當時的痛苦的機能是有如火警的警告作用, 提醒

那些還沒聞到煙霧的實體. 

 

83.24 發問者: 那麼, 比方說 一個實體在那個時候不小心燒到它的手. 它會立即將

手移開那個燃燒的物體, 然後, 為了不再感覺疼痛, 它的心智會切斷疼痛, 直到治

療已經發生為止.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3.25 發問者: 我們在目前的幻象看待(上述)這件事為消除特定數量的催化劑, 它

原本可以促成我們進化的加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同的心/身/靈複合體對待痛苦的態度是多樣化的. 你剛才言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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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朝向痛苦變貌的態度是一個有助於生產力的變貌, 就進化的過程而言. 

 

83.26 發問者: 我剛才嘗試指出的是理則的計畫是以罩紗隔開有意識與無意識心

智, 於是痛苦不能如此輕易地被控制, 從而創造出一個催化劑的系統, 那是先前無

法使用的. 一般而言,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83.27 發問者: 在某些案例中, 對於某些實體而言 使用這個催化劑幾乎到了無法

駕馭的狀態, 他們經驗太多的痛苦, 超過他們能善加利用這催化劑[特質]的程度. 

你可以評論我們目前在這個特殊主題上的狀況嗎?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你可以看見, 在某些案例中, 

一個實體 或者由於降生前的選擇 或是在此生中恆常改寫程序, 已經發展出一個

極度飢渴的催化劑計畫. 這樣一個實體相當渴望使用催化劑, 並決定充分滿足自

己, 於是將你們所謂的大木板貼在額頭上, 好得到自我的注意. 在這些案例中, 確

實似乎大量地浪費痛苦的催化劑, 並且其他自我可能會經驗一種變貌, 即感受到

這齣充滿如此多痛苦的悲劇. 無論如何, 希望該其他自我能領會到 它經歷一些磨

難, 為了提供催化劑給它自己使用, 目的是進化, 這是好的. 此時, 容我們問是否有

任何簡短的詢問? 

 

83.28 發問者: 我注意到你以"我現在開始通訊"開始這場集會, 你通常用"我們現在

開始通訊", 這點是否有任何重要性或差異性? 接著,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

使這器皿更舒適l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是 Ra
*
. 你可以看到 你們語言的文法在處理一個社會記憶複合

體方面有困難. 在你們的語言中, 關於 Ra, 第一人稱單數�複數都沒有分別.  

(*Ùüý cdÜ Ra, ûqMWe am Ra, RÔ]]Úqq�ÖS�.) 

 

我們提供以下意見, 不是冒犯你們的自由意志, 而是因為這個器皿明確地要求維

護它自身的資訊, 並且支援小組據此提出詢問. 我們建議該器皿有兩方面潛在的

扭曲, 兩者都可以透過攝取食物改善, 器皿可依照身體的感覺決定渴望的食物. 

我們不建議在飲食上有任何硬性的規定, 雖然我們推薦液體的益處. 這個器皿的

能力逐漸增加, 可以感覺到什麼東西可以協助其身體複合體. 它可以被肯定(aæ)

協助, 以及光 [也就是該休息密度的食物]所協助. 

 

我們要求支援小組如同往常監督這個器皿, 當它渴望進食更複雜的蛋白質時, 確

保食物的扭曲在最小的程度, 因為這些提供給該身體複合體的食物 在此時確實

有潛力造成大量增加的扭曲. 

 

我是 Ra, 為了你們持續的認真負責 專注在實踐你們渴望服務他人的顯化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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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們, 我的朋友.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附加物被相當良好地排列. 

 

我是 Ra, 我的朋友,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

«G],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愉快地歡慶!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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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四場集會  

1982 年 4 月 14 日 

 

8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84.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肉體複合體能量水平有相當的短缺. 生命能狀況良好. 

 

84.2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你提到給予器皿最小扭曲的複合蛋白質, 因為它的身體

複合體有能力大量增加扭曲. 你可否定義你說的蛋白質, 以及這個增加扭曲的方

向, 朝向健康l不健康? 

RA: 我是 Ra, 我們先前關於複合蛋白質的告誡, 意指那些被屠宰以及被添加防腐

劑的動物蛋白質的變貌, 這是為了維持你們人群對這種無生氣的(non-living) 肉體

食材的接受度. 最好嘗試找到那些新鮮的品目, 並且具有最佳的品質, 好避免增加

這個特別實體的扭曲, 可以鬆散地被稱為過敏. 

 

我們上次談論的朝向疾病的變貌, 在這個空間/時間是潛伏的. 

 

--B5043-- 

84.3 發問者: 你剛才說的疾病是指何種特殊疾病? 它的起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一種疾病[NUdí`�UWg��]是關節炎以及紅斑性狼瘡, 這些

扭曲複合體的起因, 就根本而言, 屬於投胎前(的決定). 

我們避免在此時指出其他的扭曲潛能, 由於我們渴望維持這個小組的自由意志. 

肯定(用語)可能還會促使這個困難自己分解. 所以, 我們單純地鼓勵一般性的照顧, 

配合(�2)關於過敏[ÒÓ����`X�«NY]NsYMYZÖ[\)Õ_]的飲食指

示. 

--B5043-- 

 

84.4 發問者: 該器皿(要我)問以下的問題: Ra曾經暗示該器皿正走在殉道的途徑

上, 但既然我們都會死, 難道我們不都為某個東西而殉道? 在什麼時候 [NO°e�

f] 殉道帶有智慧的性質?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的詢問, 讓我們用 Jehoshua這樣一個模範來說明. 

這個實體帶著殉道的計畫降生. [÷øÖúü1] 在這個計畫中, 沒有智慧, 毋寧將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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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理解)與憐憫心延伸到最充分的完美境地. 被知曉為 Jehoshua的實體在教導過

程中, 在任何的空間/時間 若它選擇遵循其意志, 它就無法充分理解它的(人生)路

線. 有好幾次 [NUd��g����] 這個實體有可能移動前往殉道的場所, [對那

殉道者而言] ² 耶路撒冷. 然而在冥想中, 這個實體一次又一次地說: “時候尚未到

來”. 當該時候來臨, 這個實體也可以走向另一條途徑. 它的一生將可以延長, 但它

降生的(¡¢)途徑將變得有些混淆. 因此, 一個存有可以觀察到最大量的理解— 這

個實體確實能夠做到, 當該實體在冥想中感覺並知道時候已經到來, 此生的目的

即將被實踐. 

 

確實, 所有的心/身/靈複合體都將在第三密度幻象中死去, 也就是說, 每一個黃色

光芒肉體複合體都將停止存活. 但單單為了這個原因, 就稱呼每一個心/身/靈複合

體是一個殉道者則是一種誤稱. 因為這個稱謂是保留給那些實體, 犧牲自己的生

命將服務提供給其他實體. 我們願鼓勵冥想意志的機能. 

 

--B5043-- 

84.5 發問者: 關於該器皿的雙腳, 你能否給予任何建議, 或告知它們如何變成這副

糟糕的樣子, 以及交替穿(]±)鞋子是否有幫助? 

RA: 我是 Ra, 上述參照的扭曲; 也就是 幼年型類風濕性關節炎與紅斑性狼瘡之複

合體, 它以如此的方式作用導致該身體複合體多處扭曲, 呈現的方式即為足部附

肢現在被扭曲. 

 

我們願建議看護放在恢復運動方面, 也包括恢復決心. 交替穿鞋子(footwear)將證明

為有效的措施. 針對雙腳的襯衣, 你稱為的短襪, 應該使用更柔軟與細緻的材料, 

而非現在使用的材料; 如果可能的話, 應該更符合那些附肢的輪廓 [ä±`aä��

bcÉx]; 這樣應該可以提供一個更有效率的協助, 保護這些附肢 減輕衝撞效應. 

 

我們可以進一步建議同樣的浸泡在水中對於一般的扭曲是有幫助的, 通常, 對於

這個特定的扭曲也是有幫助的.  

無論如何, 在右足附肢的中骨區域有持續的損傷, 應該被進一步地治療 需要一段

你們的空間/時間; 透過慎重地將冰塊短暫地敷在右腳的弓骨上 接著總是要浸泡

在溫水中. 

--B5043-- 

 

84.6 發問者: 謝謝你. 該器皿問在第一卷中, 有一些受限不能出版的治療資訊, 是

否可以把它放到第四卷, 因為讀者們已經讀到這裡, 具有某種專注程度? 

RA: 我是Ra, 容我們說, 出版這部分的資料遲早會有適合的時機, 其中還有中介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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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43-- 

84.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確定我們正進入一個牽涉第一變貌的問題區域, 困難在於

一點過渡的題材, 但某些人給我兩個問題, 是我將要詢問的, 雖然我特別認為第一

個問題沒有永續的價值. 

普哈里契問即將到來的物理變遷, 特別在這個夏天,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我們能夠

轉播給他聽的? 

RA: 我是Ra, 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實體的困惑之來源具有良好的意圖; 接著建議每

個實體可以做出一個宏偉的選擇: 透過渴望, 收集今日的細節; m藉由渴望, 尋求

通往未知的鑰匙[YZ]. 

--B5043-- 

 

84.8 發問者: 我覺得有趣... 我不禁對於一個事實感興趣, 也就是這個其他實體, 我

們先前提到的那位, 根據報導, 他被帶到一架飛行器上頭. 你能否告訴我一些關於

該報導的事情? * 

(*#: `�����tM Raåå©å��gde; ÏÏ�V� RÊ B5043) 

RA: 我是 Ra, 該通訊的特質是為了讓 受影響的心智之樹的軀幹的深沉部份能夠

接受該通訊, 需要某種象徵符號升起到達顯意識心智當中, 做為解釋該通訊之果

實的架構. 在這類的案例中, 該實體自己的期待所即興製作的短篇故事將最容易

被該實體接受; 在睡夢狀態, 或出神狀態, 各種幻影可以被製作, 這表面上的記憶

被餵入所謂潛意識之較高的層級�顯意識中較低的層級. 

從這個時點起, 該故事可以任何記憶(形式)浮現, 同時促成該器皿正常運作而不會

失去平衡或健全心智. 

 

84.9 發問者: 謝謝你, 回到先前的集會, 你陳述在罩紗(過程)之前, 每一個性活動都

是一個轉移. 我假設你的那個陳述意味著 在罩紗(過程)之前, 每一個性活動都有

能量的轉移; 這向我指出, 現在的(能量)轉移不是每次都會發生.  

以罩紗(過程)之前為例, 你可否追溯那被轉移的能量流動, 並告訴我那是否為理則

設計的已規劃活動或已規劃轉移? 

RA: 我是 Ra, 容我們說, 在罩紗(過程)之前, 性交過程的能量轉移途徑屬於兩個擁

有綠色光芒能力的實體. 覺察一切皆為造物者 這點開啟了綠色光芒能量中心, 因

此沒有阻塞的可能性, 這是由於每一個實體擁有確切的知識了解每一個實體都是

造物者. 轉移(f\)很弱, 因為如此的轉移發生得容易, 即任何兩個極化實體在性

交過程中發生的(能量)轉移. 

 

84.10 發問者: 我真正想精確了解的是能量轉移的途徑... 當我們關閉一個電路, 可

以輕易地追蹤能量的途徑, 它沿著電導體前進. 我嘗試決定這個轉移是否存在於

(兩個)實體的心輪之間. 我嘗試追溯這股能量的物理流動 為了嘗試了解罩紗過程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505 

之後 阻塞的概念. 我或許走到錯誤的軌道上 [Ý¢e], 如果我錯了, 我們就放掉它. 

你可否告訴我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RA: 我是Ra, 在以概要圖解表示兩個心/身/靈m兩個心/身/靈複合體的性能量或其

他能量轉移的電路(過程)中, 該電路總是在紅色或基底中心開啟, 並且盡可能移動

穿越其間的能量中心. 如果受阻, 它將停在橙色. 如果未受阻, 將前往黃色. 如果仍

未受阻, 它將前往綠色.值得記住的是, 在心/身/靈的案例中, 脈輪或能量中心很可

能運作正常, 但缺少結晶化.   

 

84.11 發問者: 換句話說, 它們可以運作, 但相當於一個帶有高電阻的電路, hcd

b, 雖然電路會是完整的, 紅色直到綠色, 全部轉移的能量數量會較少.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將你的詢問與電壓的概念做最密切的關聯. 未結晶、較低

狀態的(能量)中心不能遞送較高的電壓. 當它抵達綠色光芒 並且綠色光芒確實結

晶化, 結晶化的中心在高電壓特性上是卓越的, 這點也適用於更高的能量中心, 直

到此類的能量轉移成為獻給造物主的一個裝飾品*.  

 

84.12 發問者: 那麼, 請你更正我以下的陳述. 我猜想實際發生的是當一個轉移發

生, 光能量從該實體的雙腳進入並且開始... 電壓或位能差開始於紅色能量中心, 

接著, 在綠色光芒轉移的情況中, 終止於綠色能量中心, 然後, 能量必定從一個實

體的綠色能量中心跳躍或流動到另一個實體的綠色(��), 然後它發生某些事情. 

你可否澄清我在此的思考? 

RA: 我是 Ra, 可以. 

 

84.13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能量轉移發生在一個實體釋放其位能差, 它並不是在綠色與綠色能

量中心之間跳躍, 而是從紅色光芒向上, 分享每一個(中心)的能量. 在這個脈絡中, 

你可以看到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當雙方[實體]同時擁有高潮. 無論如何, 它的轉移作

用是其中一方有高潮即可; 確實 在某種情況中, 伴侶之間以肉體表達愛意, 沒有你

們所謂的高潮做為結尾, 依然有可觀的能量被轉移, 這是由於已經被提高的位能

差, 只要雙方[實體]都覺察到這個位能, 並藉由意志的渴望 在心理或心智複合體

的奉獻中 釋放它的力量給予彼此. 你可以看見這個方法被你們的一些實修派別

用來產生能量轉移, 你可以稱呼它們為一的法則中, 基督宗教變貌系統以外的派

別. 

 

84.14 發問者: 關於你剛才敘述的最後一句 請你給我一個範例?  

RA: 我是Ra, 我們先提醒你, 每一個系統都具有相當的扭曲, 其教導總是遺失過半. 

                                                 
* honestation: n. §gh; ªg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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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 有一個這類的系統被稱為譚崔瑜珈(tantric yoga). 

 

84.15 發問者: 考慮個體 A與個體 B, 如果個體 A 經驗到高潮, 那麼 轉移到個體 B

的能量的額度會比較大?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不完整, 請重述. 

 

84.16 發問者: 我嘗試確認能量轉移的方向是否為高潮的函數, 哪一個實體獲得轉

移的能量? 我知道這是個笨問題, 但我想要確定 [Ý¢e] 我已澄清這點. 

RA: 我是 Ra, 如果雙方的極化程度都很好 並且在綠色光芒之愛中振動, 任何的高

潮都將提供相等的能量給雙方. 

 

84.17 發問者: 我知道了. [¤¥ 10§]  

在罩紗過程之前, 你可否描述任何其他物理上的差異是我們還沒談論過的, 關於

性能量轉移l關係l任何罩紗過程之前的東西? 

RA: 我是 Ra, 或許罩紗(d:)前後最關鍵的差異, 即是在心智、身體、靈性被遮蔽

之前, 兩個實體之間的往來[社交m性交]的幾乎全部的收益, 其特徵與實質都在時

間/空間中, 而非空間/時間中; 實體們覺察到這點. 在性活動中轉移的能量, 嚴格地

說,並不屬於空間/時間; 轉移的能量有大部分是你們所謂的形而上能量. 

確實, 身體複合體做為一個整體由於後罩紗時期的假設被大大地誤解, (Ðr�Ü)

被稱為身體的物理顯化只受到物理刺激的影響, 斷然不是如此. 

 

84.18 發問者: 在罩紗(d:)之後, 以我們現在的特定情況而言, 我們在剛才提到的

電路中有阻塞, 首先發生在橙色光芒(中心). 你可否首先描述阻塞過程發生的事, 

以及它對於各個實體的效應? 假設雙方其中一個人阻塞 另一個沒有; 或雙方都阻

塞? 

RA: 我是Ra, 這個題材以前已經涵蓋過了. 如果雙方實體都阻塞, 雙方都會對同樣

的活動有更多的飢渴, 尋求解開受阻的能量流. 如果一個實體阻塞, 另一個在愛中

振動, 受阻的實體仍將飢渴 但傾向嘗試繼續這個程序 即與綠色光芒振動的實體

在一起 以滿足增多的飢渴, 因為它的印象是這樣的實體可能在這方面有所助益. 

綠色光芒活躍的個體將稍微朝服務他人的方向極化, 但擁有的能量跟(活動)開始

的時候一樣. 

 

84.19 發問者: 我並不想涵蓋先前提過的資料, 我嘗試在罩紗過程的背景中工作 

更佳地理解我們正在討論的內容; 同時 我真正嘗試做的是在發問時, 發現新的東

西, 如果我未來問了任何已經涵蓋過的議題, 請不要費神去重複這個題材. 我只是

在搜尋相同的區域 尋找關於這個特定領域中更大啟發的可能性, 因為它似乎是

我們目前罩紗狀態中一個主要的經驗領域, 它產生了十分大量的催化劑, 我嘗試

去理解[��ñõg��] 這個罩紗過程是如何創造一個更大的經驗 以及這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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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演化, hcb. 這些問題有時候十分難問. 

 

我突然想到 許多關於路西華(Lucifer)l魔王的雕像或繪畫都有個勃起(�j). 這是

否為橙色光芒阻塞的機能, hcdb, 設計這些雕像或繪畫的人最小限度地知道這

點? 

RA: 我是 Ra, 當然 在討論任何的神話原型形態中 有許多其他的扭曲牽涉在裡頭. 

然而, 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 並注意到你敏銳的洞察. 

 

84.20 發問者: 那麼, 關於綠色、藍色、靛藍色的能量轉移: 這些轉移的機制跟橙

色光芒機制有怎樣的不同, 使它們變為可能l奠定地基? 我知道這是個很難問的

問題, 我可能是不知所云, 但我嘗試去做的, 是獲得每個光芒中的(能量)轉移的基

礎理解; 以及針對這些轉移需要的準備l這些轉移的根本需求或偏向與潛能. 可

否請你為我詳述之? 我很抱歉 問得蠻差勁的. 

RA: 我是 Ra, 我們先花一點時間回覆一個先前的評論, 即我們會回答每一個詢問, 

不管它先前是否被涵蓋, 因為不那麼做將會完全地阻礙另外一股能量的轉移. 

回應你現在的詢問, 首先我們願意同意你的假設, 即你目前詢問的主題是龐大的, 

因為在其中包含一整個[開啟大門通往智能無限的]系統. 你可以了解, 有些資訊被

籠罩在神秘之中是必須的, 因為我們渴望保存行家的自由意志.  

 

偉大的(¿k)鑰匙, 藉由它通往藍色、靛藍色，以及最終的紫羅蘭能量轉移— I�

�üåglmgoçpq, 它是形而上的聯結點或變貌 你們人群將它命名為無條件

的愛.  

在藍色光芒能量轉移中, 這個愛的品質在誠實的溝通與清晰度的烈火中被淬煉; 

這點, 容我們說, 通常需要可觀的一段[Udg]空間/時間來完成. 雖然有些伴侶的

例子是由於在許多個前世中精煉得很好, 並且在今世回想得很好 於是立刻穿透

藍色光芒. 這股能量轉移對於尋求者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這個尋求者的所有溝通

藉此被精煉, 並以誠實與清晰的雙眼觀看一個新的世界. 如此是藍色光芒能量的

本質, 如此是一個賦能與結晶化的機制. 

 

當我們來到靛藍色光芒轉移, 我們發現自己處於影子大地之中. 我們不能明白地

把資訊直接給你, 因為我們視此為一種冒犯.  

我們完全不能講說紫羅蘭光芒轉移, 再次地, 我們不想要打破混淆法則. 

 

我們可以說 這些珠寶, 雖然以昂貴的代價買到, 對於尋求者而言 確是無價(之寶), 

我們可以建議, 正如同每一個實體透過分析、綜合、靈感的過程, 獲致每一個覺察; 

尋求者也應該以這種方法接近它的伴侶, 並評估每一個經驗, 尋求該珠寶. 

 

84.21 發問者: 在(性)經驗過後, 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辨別該個體經驗到哪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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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芒? 

RA: 我是 Ra, 只有一把主觀的碼尺或度量工具. 如果能量流動以後, 愛變得完整了, 

綠色光芒轉移已經發生了.  

如果藉由相同(雙方)實體的交換, 在溝通上變得更容易 並具有更大的視野, 能量

已經被精煉到藍色光芒能量中心.  

如果極化實體d, 透過相同的能量轉移經驗, 發現意志與信心的機能被刺激, 不只

是短暫片刻, 而是一大段 [Ud�rg]時間, 你們可能發覺靛藍色光芒轉移. 

我們不能講述紫羅蘭色光芒轉移, 除了注明它是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的通路. 確

實, 靛藍色光芒能量也是這樣, 但容我們說 罩紗尚未被掀起. 

 

84.22 發問者: 在罩紗(fu)之前, [¤¥ rr§] 有沒有— [¤¥ rs§] 讓我們這麼說吧: 

大多數的理則是否在罩紗(fu)之前計畫創造一個系統, 包含隨機的性活動l特

定的實體配對方式, 度過一些時期, 或在這方面 祂們有個目標?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來自前一個造物的收割的內容包括男性�女性心/身/靈. 起初理則�的意圖是實

體們以任何可促成更大極化的方式彼此交配. 觀察許多理則的過程之後, 它被判

定, 如果交配不是毫無區別, 則極化將增加許多倍. 隨後的理則�因此保留一個偏

好— 朝向伴侶的關係, 它的特性有更多屬於較有修為的人格體�[Ud¬n�r]較

高的密度. 無論如何, 每個實體的自由意志總是至高無上的, 理則只能提供一個偏

好.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容我們問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4.2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支援小組的每位成員在[NU��]不久的將來特別小心警

戒, 由於這個器皿的未被邀請 但嚴重的潛能, 即朝向疾病/健康的增多扭曲.  

 

你們是至為謹慎認真的, 我們謝謝你, 我的朋友們, 並在太一無限造物者榮耀的光

與愛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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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五場集會 

1982 年 4 月 26 日 

 

85.0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 � 85.0� 85.1ÊÍ� 40§g¤¥] 

 

85.1 發問者: 首先,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你的許可, 將我們使用的致意放在回答這問題的前頭. 

 

85.2 發問者: 欣然同意. 

RA: 我是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在能量流入的

管道上有一些困難, 由於疼痛爆發的緣故, 以你們的說法來形容這個器皿的肉體

複合體的扭曲. 因此, 剛才有需要盡可能地簡短談話, 直到我們安全地轉移這個器

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我們懇求你親切地寬容我們(��g)失禮; 那是恰當的.  

 

這個器皿的狀態如下: 極度警戒的需求減少了, 這是由於肉體複合體能量短缺的

現象減輕. 扭曲的潛能仍舊存在, 我們持續推薦 (你們)機警地留意(器皿)攝取有益

的食材. 容我們說,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雖然該器皿正在經驗比[`��/�/���

�]平常多的痛苦變貌, 基本的狀態是較少扭曲的. 生命能如前所述.  

 

我們讚許這個小組的警戒與照顧. 

 

85.3 發問者: 關於我們的第五密度、服務自我極化的同伴, 它目前情況如何? 

RA: 我是 Ra, 你們的同伴從來沒有像在目前的鏈結這樣與你們有更緊密的關聯

了. 在這個特定的空間/時間鏈結, 你可以看到一種危機發生在所謂的魔法層級上

頭. 

 

85.4 發問者: 這個危機的本質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個危機的本質是決定你的同伴與你們的自我之相對極性. 你所在

的位置是第三密度幻象, 因此擁有一個新手的有意識的集體魔法能力; 相反地, 你

的同伴是至為老練的(a<). 然而, 這個小組一直使用意志與信心的機能, 並且呼

求光, 從而排除任何顯著的退極化作用, 不致離開服務他人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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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同伴有可能消除這個小組的極性, 它必須這麼做 並且要快點做; 因為 

它嘗試探索分離的智慧, 該嘗試並不成功, 它正在遭遇一些退極化(作用). 這過程

將持續進行, 所以你的同伴的努力在這個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鏈結之中是顯著

強烈的. 

 

85.5 發問者: 我完全地覺察到沒有需要l甚至理性的需求去命名實體或事物, 但

我在想這個特別的實體是否有個名字, 好讓我們可以增進與他溝通的效率? 他有

個名字嗎? 

RA: 我是 Ra, 有的. 

 

85.6 發問者: 我們知道那個名字 對我們在魔法上是否不好, 或者沒有差別? 

RA: 我是 Ra, 有差別. 

 

85.7 發問者: 那個差別是什麼? 

RA: 我是 Ra, 如果一個實體但願有權力凌駕另一個實體之上, 知道該實體的名字

是一個幫助. 如果一個實體不想要有凌駕另一個實體的權力, 只想將該實體收集

到它自身存有的本心之中, 那最好忘記名稱. 兩個過程在魔法上都是可行的, 每一

個實體以特定的方式極化. 這是你的選擇. 

 

85.8 發問者: 我假設 器皿在冥想中若沒有其他自我的按手, 此時會是一個問題, 因

為該持續的致意,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如果該器皿想要保持自由, 遠離這個潛在的可能, 即其

心/身/靈複合體與[�ê�e�g]第三密度分離. 

 

85.9 發問者: 如果沒有其他原因, 我做以下的假設: 既然我們的第五密度同伴一直

在監控我們與 Ra的通訊; 它已經覺察我們談過的罩紗過程. 從智性的觀點, 在我

看來, 顯意識的知識�接受這個事實 [即罩紗被使用的目的] 會使這位同伴難以維

持高度的負面極化, 一旦你從智性上 有意識地接受這個罩紗過程的確以我們...你

們已描述的方式發生.  可否請你澄清我這方面的觀點? 

RA: 我是 Ra, 我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成功地重新校準你的思考過程模式. 無論如

何, 我們可以評論. 

 

極化過程, 當它進入第四密度, 出現時帶著罩紗過程[�tÁþÁuæú]的充分知識. 

這個罩紗過程是第三密度經驗的一部分. 這點以及所有第三密度經驗的結果的記

憶�知識 告知較高密度極化的實體. 然而, 它並不會影響已經做出的選擇, 該選擇

是極化通過第三密度之後 進一步工作的基礎. 那些已經選擇服務他人*途徑的實

                                                 
* Bvw�xytz{|3~�, Ra ��������B���.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511 

體們只是用罩紗過程來賦能給那本不存在的東西. 這是一個完全可以接受的(HJ)

自我-知識的方法 [並藉由造物者]. 

 

85.10 發問者: 你剛才陳述那些服務他人途徑的實體們使用罩紗過程來賦能給那

本不存在的東西, 我相信我正確地重複你所說的,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85.11 發問者: 那麼, 服務他人途徑已經賦能給那本不存在的東西, 你可否稍微詳

細說明, 好讓我可以更佳地理解?  

RA: 我是 Ra, 如果你看見能量中心ß以它們各式各樣的顏色完全整個光譜, 你可

以看見 服務他人的選擇是否認該光譜的正中心; 也就是普世大愛. 因此, 這類實體

所有建構的基礎, 藉以穿透可收割品質的光, 是基於一個省略. 這個省略顯化在第

四密度為自我之愛; 也就是說 最充分地表達橙色與黃色能量中心, 然後它被用於

賦能給溝通�行家身分.  

 

當一個實體達到第五密度的精煉程度, 那本不存在的東西將被進一步地延伸, 這

樣的實體探索智慧密度之際沒有同情心、沒有普世大愛. 它們經驗的東西是它們

以自由意志想望的, 它們誠摯的看法為: 綠色光芒能量是愚蠢的. 

 

那本不存在的東西可以被視為自我-強加的黑暗, 在其中 和諧被轉變成為永恆的

不和諧. 無論如何, 那本不存在的東西無法持久地渡過整個[ÿ9´\g]八度音程. 

並且如同黑暗最終會呼求光明, 所以 那本不存在的東西最終將呼求那本來存在

的東西. 

 

85.12 發問者: 由於(*�)傳輸上的困難, 我相信我們剛才完成的這段通訊有突出

的錯誤, 你是否覺察這些錯誤? 

RA: 我是 Ra, 我們並未覺察錯誤, 雖然這個器皿正在經驗疼痛[²Uí`�UWg�

�]的爆發. 我們歡迎並鼓勵你提出看法以糾正任何傳輸過程中的錯誤. 

 

85.13 發問者: 我想剛才幾次談論的服務他人途徑是不正確的, 可否請你檢查一

下? 

RA: 我是Ra, 容我們告知你, 我們意圖述說的是服務自我的途徑, 即那本不存在的

途徑. 

 

85.14 發問者: 我只是對於這裡的問題感興趣, 我們偶爾在傳輸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由於 “他人”這個詞在傳輸過程中被用了三次, 而非”自我”這個詞彙. 你可否讓我

了解我們面臨的通訊問題, 它造成某種異常現象, 如果我沒有捕捉到, 就可能創造

出通訊上的巨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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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首先, 我們注意到語言的笨拙性,  我們在原生的經驗[hcdb]中不

熟悉語言.  

其次, 我們可以指出, 一旦我們錯誤稱呼l錯誤編號一個事件l東西, 在接下來的

傳輸時間[nUí`�\�g��], 很可能會重複使用這個參考對象, 這是由於我們

起初的錯誤沒有被我們自己偵測到的緣故. 

 

85.15 發問者: 謝謝你. 你是否擁有英語的所有詞彙? 同樣的主題, 這個星球上人們

說的所有語言、所有字彙, 你都擁有嗎? 

RA: 我是 Ra, 沒有. 

 

85.16 發問者: 我這兒有個問題來自 Jim. 他說 “我相信在我投胎前的幾個主要選

擇中,有一個是敞開我的綠色光芒中心 為了治療的目的.當我在治療練習中 看見

內在憐憫心正在發展.以智慧平衡這個憐憫心比較恰當;或者允許憐憫心盡可能

地發展,無須被平衡?”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處於邊緣地帶, 這類的問題 我們無法提供答案, 這是由於

自由意志(法則)禁止 教導/學習者給予資訊. 

 

對於平衡過程的學生, 我們可以建議(它)採用最嚴苛的誠實標準. 當憐憫心被覺察, 

我們建議在平衡過程中分析這個覺察. 在嘗試開啟與結晶化這個全然重要的跳板

能量中心的過程中, 結果是真實的普世大愛, 那結果之前, 可能需要有許多、許多

次的實驗性嘗試以進入憐憫心。 

因此, 該學生可能發現許多其他的構成要素可以通往似乎是擁抱一切的愛. 這些

要素, 每個都可以被平衡、被接受為自我的一部分、做為過渡性的教材, 於是該實

體學習/教導的座椅 不斷地 更美好地移動進入綠色光芒. 

 

當(學生)覺察到已經達成普世大愛, 下一個平衡可以是 也可以不是智慧. 如果該

行家正在平衡顯化, 那麼 平衡普世大愛與智慧確實是恰當的. 如果(a<g)平衡屬

於心智或靈性, 有許多微妙細節有待行家給予仔細的考量. 

愛與智慧, 如同愛與光, 都不是黑�白, 容我們說, 只是一個銅板的兩個面 [NOU[

Ç`¯y]. 所以, 並不是在所有情況, 該平衡都包含從憐憫到智慧的移動.  

 

我們建議 在全時段 恆常地憶起這個密度, 每一位行家渴望從這裡開始前進. 這個

密度學習愛的功課. 在流浪者的個案中, 還有遺忘過半的其他課程與其他密度的

套疊. 我們將這些考量留給發問者, 並邀請(x)觀察, 然後我們將至為快樂地, 以一

個似乎更為有效力的方式回應. 

 

[#: � 85.16� 85.17ÊÍ� 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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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7 發問者: 在罩紗過程中, 心/身/靈的機能或控制或理解..等等, 有哪些改變對

於出產被渴望的進化最有功效? 

RA: 我是Ra, 我們正遭遇困難, 即透過這個器皿維持清晰的管道. 它的轉移能量在

安全的邊際內, 但正在經驗疼痛的爆發. 容我們請求你重複詢問, 因我們現在有更

佳的管道. 

 

85.18 發問者: 在罩紗過程產生之後, 一些特定被覆蓋的機能或活動必定有最重要

的地位, 因為它們將進化導入渴望的極化方向. 我在想哪些機能對於極化有最大

的效應? 

RA: 我是 Ra, 最有效力的罩紗屬於心智. 

 

85.19 發問者: 我想進一步探討, 找出心智哪些特定的機能最有效力, 以及三四個

最有效的改變, 就創造極化而言. 

RA: 我是Ra, 這是一個有趣的詢問. 罩紗主要的意義可以類比為地球的地幔, 覆蓋

所有地殼內的珠寶; 相對於(î�)以前, 造物者所有的面向都被有意識地知曉. 罩

紗(d:)之後, 幾乎沒有一個造物者的面向被心智知曉, 幾乎所有(��)都被埋藏在

罩紗之下. 

 

如果一個實體嘗試列舉哪些心智機能對於協助極化有最顯著意義, 它需要從憧憬

(visioning)與觀想(envisioning)、l遠見(far-seeing)的機能開始. 沒有罩紗, 心智不會陷

入你們虛幻的時間(籠牢)中. 有了罩紗, 空間/時間是經驗唯一明顯的可能性. 

 

在心智被遮蔽的顯著機能清單中, 還有一項是作夢. 所謂的作夢包含大量的協助, 

如果顯意識心智能夠存取並使用, (作夢)將大程度地協助它的極化. 

 

心智第三個功能是顯著的, 也是被遮蔽的, 即是知曉身體. 在罩紗過程中, 對於身

體的知識與控制已經遺失大半, 因此尋求者的經驗少了這塊. 在罩紗(d:)之前, 

身體的知識只有很小的用處. 罩紗(d:)之後, 身體知識的意義則是相當顯著, 因

為實體現在面臨的是一個稠密的幻象, 將身體複合體與心智複合體分離. 

 

或許 在心智遮蔽它自己的過程中所發生的 最重要與顯著的功用並不是該過程成

為心智的一個功能, 毋寧是, 透過這個罩紗過程創造出的潛能的產物; 這是意志或

純粹渴望的機能. 

 

此時,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雖然還剩下一些能量進行這次的工作, 

我們不情願繼續這次的通訊, (因)持續經驗到程度不一的疼痛爆發 [NU��gU

W]. 雖然我們沒有覺察到給予任何令人疑慮的材料, 我們覺察到在幾個(時)點, 我

們的管道不盡理想. 這個器皿至為信實, 但我們不想誤用這個器皿. 請依你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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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85.20 發問者: 嗯, 在結束之際, 我只問: 為了通訊的目的, 是否 Ra的一個實體或個

體化部份棲息於器皿的身體? 然後,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改善該通訊或使

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Ra, 我們Ra群體透過紫羅蘭色光芒能量中心進行窄頻通訊. 我們並沒有

如你所說的, 實質地居住在這個器皿中; 毋寧, 這個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在我們

旁邊休息.  

 

你們是勤勉且盡責的, 排列狀況優異. 我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

和平中歡慶. 那麼 向前去吧! 我的朋友們, 在太一造物者無限的愛與難以言喻的

光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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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六場集會  

1982 年 5 月 4 日 

 

8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86.1 發問者: 首先, 你可否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自從上次的詢問, 該器皿的肉體複合體能量短缺有輕微加劇的現象.

生命能曾被顯著地呼求, 其水平比上次詢問時要少一些. 

 

86.2 發問者: 這個顯著呼求生命能的本質為何? 

RA: 我是 Ra, 有些實體懷著一種思想變貌, 也就是認為這個實體可以[rVx�c]

移除其他自我的所有扭曲. 這個實體最近密切接觸有這些思想複合體變貌的實體

們, 比平常的數量要多. 這個實體的變貌是提供任何可能的服務, 並未有意識地覺

察這樣會侵蝕其生命能. 

 

86.3 發問者: 我假設你剛才說的是一些有肉身的第三密度實體, 它們創造一個狀

態, 使用(½¿g)生命能.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86.4 發問者: 關於我們的第五密度朝服務自我極化的同伴, 目前情況為何? 

RA: 我是 Ra, 你可以稱為危機的時期仍舊存在. 

 

86.5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任何事, 關於這個危機之本質? 

RA: 我是 Ra, 你們同伴的極性正迫近一個臨界點, 該實體將做選擇: 暫時撤退, 將

任何致意的工作交給第四密度的手下; 或者 失去極性. 其他唯一潛在的可能性是

以某種方式, 這個小組可能失去極性, 在這種情況 你們的同伴能夠繼續它致意的

形式. 

 

86.6 發問者: 在上場集會中, 你曾提到從心智的罩紗沉澱出來的屬性; 首先是憧

憬、觀想、l遠見. 你可否解釋那句話的意義? 

RA: 我是 Ra, 你們的語言並未充分含括非-情緒化詞彙去描述 [Ud�r]無意識的

心智的功能性品質. 我們曾經請求你衡量心智的本質, 然而, [hcdb] 它對於隨意

的觀察者而言已經夠清晰了, 我們可以與你分享一些思維 而不致冒犯你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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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教導經驗. 

 

無意識(心智)的本質屬於概念, 而非文字.  

所以, 在罩紗過程之前, 使用較深層心智即是使用無可言喻的概念. 你可以考量一

首歌曲的情感與絃外之音的層面. 一個實體能以某種藝術的手法, 唱出這首樂曲

的音符. 一個實體(也)可以說：“1/4拍 A調、1/4拍 A調、1/4拍 A調、全拍 F調.” 

這樣說便跟這首曲子[��ÅéÊ����FGHJÊ����, ÉÅé���Ê“���

�”]的開頭只有一點點相似性. 

 

這是較深層心智的本質, 只有以藝術風格的方法來討論它的機能. 因此我們描述

心智的這部分, 以及身體與靈性的同樣部分, 被給於(òkg)辭彙如”遠見”等, 指出

穿透被覆蓋的心智部分的本質可以比喻為一個太過豐富與奇特的旅程, 而無法沉

思出其中適當的描述. 

 

86.7 發問者: 你曾說如果顯意識心智可以利用夢境, 將大大地協助極化. 你可否定

義作夢, 或告訴我們它是什麼, 以及 它如何協助極化? 

RA: 我是Ra, 作夢是一個通訊活動, 穿過罩紗連結無意識心智與顯意識心智. 這個

活動的本質完全取決於一個已知心/身/靈複合體的能量中心阻塞、啟動、與結晶

化的狀態. 

 

一個實體在三個較低能量中心有兩個受到阻塞, 作夢在極化過程將有其價值, 因

為夢中會重複出現最近的催化劑, 以及深層固有的阻塞, 藉此給予清醒的心智線

索, 關於這些阻塞的本質與關於知覺上改變的提示, 以通往解除阻塞(g��). 

 

這類的夢或通訊穿越心智受遮蔽的部份, 也會發生在那些阻塞少很多的心/身/靈

複合體當中, 他們享受綠色-光芒啟動或更高(光芒)的啟動; 在那些時候, 該心/身/

靈複合體經驗催化劑、短暫地重新阻塞, l阻礙l以其他方式扭曲著能量內流. 因

此, 在所有的情況中,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衡量夢境的內容與情感共鳴都是有用

的. 

 

有些實體的綠色能量中心已經被啟動, 還有一些實體由於極度的催化劑 [¡�]¢

ÖQ>£tÁÖ自我的肉身死亡tm摯愛的人死亡] 而不尋常地解除綠色能量中心

之阻塞; 在這種情況 作夢承擔另一種活動, 可以鬆散地被稱為預知或一種知曉, 一

件事在你們¤k�À第三密度的空間/時間物理顯化發生之前Ú��ßC. 心智的這

個屬性有大程度取決於它在時間/空間中的位置, 於是 現在、未來、過去等名詞都

沒有意義. 如果這點被該心/身/靈*適當地使用, 將允許這個實體在所有情況下都

更充分地進入全然憐憫的愛之中, 包括那些對抗該實體的情況, 這些情況可能令

一個實體產生強烈朝向[Ud��r]不快樂的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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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心/身/靈*有意識地選擇行家之路, 並且 每一個能量中心達到最小程度的

平衡, 開始打開靛藍色光芒能量中心, ��g作夢成了極化最有效率的工具; 因為

如果行家知道當��g顯意識心智休息之際 可以進行意識內的工作; 當這個行家

進入意識的睡眠模式, 可以呼求那些導引它的實體們、那些環繞著它的臨在、以

及最重要的魔法人格, 即高我在空間/時間中的類比. 有了這些肯定力量的關照, 

作夢活動抵達學習/教導最有助益的潛能, 用以增加該行家朝向它已選擇極性的

變貌.  

 

作夢還有其他可能性跟極性增加沒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故我們不在這個特定的空

間/時間涵蓋. 

 

(*#: �/�/�ëªôÐ;É���, Ra� Don� 87.17áµ`¹¾´) 

 

86.8 發問者: 夢是如何被設計l編程? 是由高我執行, 或誰為這件事負責? 

RA: 我是 Ra, 在所有的情況中, 該心/身/靈複合體以它的能力去使用作夢的機能. 

它, 它自己, 為這個活動負責. 

 

86.9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 潛意識負責c��夢的設計或編劇.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6.10 發問者: 個體剛從夢裡醒來的記憶通常具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 夢境是否

容易被記得? 

RA: 我是Ra, 你必須了解我們為了回答你的詢問, 我們得過度概括, 因為有好幾種

夢境. 無論如何, 一般而言, 我們注意到只有一個受過訓練與鍛鍊的觀察者才能相

當良好地回憶夢境. 這項才能可以被學習, 藉由這一種修煉: 在醒來之際 立刻記下

每一個能夠回想的細節. 這個訓練可以銳化一個實體回憶夢境的能力. 一個心/身/

靈複合體對夢最常見的感知是渾濁、攪和、接著很快地遺失. 

 

86.11 發問者: 你是說記得夢境可以讓一個人找到目前能量中心阻塞的特定線索, 

從而降低l消除那些阻塞.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確實是如此. 

 

86.12 發問者: 就進化過程而言, 作夢是否還有任何其他有價值的功能? 

RA: 我是Ra, 雖然許多功能有一些價值, 我們選擇其中兩項說明, 因為這兩項雖然

對於極化沒有價值, 以更一般的角度來看, 是有價值的. 

 

作夢這個活動就如同精緻地打造與裝飾一座橋, 從顯意識�無意識(g¥¦).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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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狀態, 各式各樣發生在身體複合體的能量網中的扭曲, 源自於接收能量匯流的

不精確, 獲得治療. 伴隨著適當份量的作夢, 使這些扭曲獲得治療. 持續缺乏這種

可能性將造成這些心/身/靈複合體嚴重地扭曲. 

 

作夢另外一個有助益的功能是那種異象(visionary)之夢, 自古代就有先知與神秘家

經驗過. 他們的異象來自心智的根部, 對一個飢渴的世界說話. 因此這類的夢屬於

服務性質, 而不具有個人極化的特質. 無論如何, 若該神秘家或先知渴望去服務, 

這類的服務將增加該實體的極性. 

 

86.13 發問者: 睡眠中有一部分被稱為 R.E.M*, 這是作夢的狀態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Õ#: ø9Ü rapid eye movement, ¨ãþ�©æ.) 

 

86.14 發問者: 我們注意到這個狀態以小單元的形式發生在夜裡, 中間穿插許多間

隔, 有任何特別的原因造成這個現象? 

RA: 我是 Ra, 有的. 

 

86.15 發問者: 知道作夢過程為何以那種方式工作是否有任何價值, 你願意告訴我

嗎? 

RA: 我是Ra, 作夢過程的這些部分對極化有幫助, 也對神秘家的異象有幫助, 這些

部分發生在時間/空間中, 結果是, 使用這座從形而上界到物質界的橋樑似乎只維

持短暫的時期[�¼UdgÑÍ/ÌÍ]; 而時間/空間對等的部分遠遠大得多. 然而, 這

座橋持續存在, 當它接收到能量內流的變貌時, 轉化*心、身、靈的每一個扭曲, 於

是得以進行(自我)治療. 這個治療過程並不發生在快速眼球運動期間, 而是大部分

發生在空間/時間的部分, (此時) 心/身/靈複合體使用該橋樑通往時間/空間, 而啟

動治療過程. 

(*Õ#: � RabgÜ traduce, ¬� CarlaÇÐë, ¼r¬n¬� transduce; Ra¬�Ü� traduce

g¡®�É) 

 

86.16 發問者: 你曾提到喪失身體的知識與對身體的控制是罩紗過程後一個對演

化過程有幫助的因素. 你可否列舉一些要點, (我們)遺失的知識與對身體的控制? 

RA: 我是 Ra, 如果你先要求一些中介的資料, 我們可以更有益地回答這個詢問. 

 

86.17 發問者: 我有些迷失, 不知要請求什麼. 你可否[/0N1]給我一個點子, 我應

該工作哪方面的中介資料? 

RA: 我是 Ra, 不行. 無論如何, 我們樂於回答原先的詢問, 如果你仍渴望問, 並且首

先看出有缺少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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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8 發問者: 或許我能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發問, 我要問為什麼喪失知識與對身體

的控制是有幫助的? 

RA: 我是Ra, 在罩紗過程之前, 肉體載具的潛能的知識 1提供心/身/靈��� 2  一個

自由的選擇範圍去進行身體的活動與顯化, 但就極性發展方面 提供很少的方法. 

當肉體載具的這些機能與潛能的知識被覆蓋, 與顯意識心智複合體隔絕; 心/身/靈

複合體通常幾乎沒有知識去了解如何最佳地顯化其存在性. 無論如何, 這個缺乏

知識的狀態提供一個機會讓心智複合體內在的渴望成長. 這個渴望的本質尋求知

曉身體複合體的可能性; 因此建構出各個可能性的衍生後果以及最終的偏好, 在

其中有一股原力. 唯有透過如此想了解的渴望l意志 才能引發這股原力. 

(1.[#: Ra�¯g±x�ÇÇ´, ����âµëg�¨, ³µÏÏ¶n�>?:  

           http://tinyurl.com/k9h6szq ) 

(2.#: �/�/����, ôÐo·���, Ra� Don� 87.17áµ`¹¾´)  

 

86.19 發問者: 或許你可以給予一些使用身體的例子, 從相同觀點去看罩紗過程前

後的不同用途, 好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身體的)知識與對身體的控制上, 改變的

意義. 你可否做這件事, 請?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86.20 發問者: 你願意做這件事嗎? 

RA: 我是 Ra, 是的. 讓我們舉性能量轉移為例. 在罩紗過程之前, 如此的轉移總是

可能的, 因為在領會身體本質以及它與其他心/身/靈在這個特別顯化中的關係上

沒有陰影的存在. 

在罩紗過程之前, 性能量轉移的用途幾乎完全沒有超出綠色光芒之外. 

 

這也是由於每個實體擁有每一個相同無陰影的知識. 在當時的第三密度, 實體們

在心、身、靈更密集的關係[Ud�r¸¹5º]之中只看到一點點的用途;  因為每

一個其他自我都被視為造物者, 沒有一個其他自我看起來比另一個更像是造物

者.  

 

在罩紗過程之後, 性能量轉移要抵達綠色光芒層次變得無窮地困難許多, 這是由

於身體複合體及其顯化上有著廣大的神秘與未知的區域. 然而, 也由於身體顯化

上的龐大陰影 遮蔽了顯意識心智複合體, 當如此的能量轉移被體驗, 它比較可能

提供一種催化劑, 促使自我與其他自我形成一種結合關係, 位於適當極化的配置

之中.  

 

從這一點開始, 兩個配對的心/身/靈複合體就遠為有可能尋求更高的能量轉移, 於

是允許造物者以宏偉的美麗、莊嚴、驚奇去知曉祂自己. 身體這方面的機能藉由

這樣的聖禮的使用, 雙方已可觸及智能無限, 兩個配對的心/身/靈複合體大大地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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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極化與服務的能力. 

 

([#: � 86.20, Ra�ù��»Ç, ë>� 87.17âµ, `T46�âµg�¨; ³µÏÏ��          

http://tinyurl.com/mwjh7k7 ) 

 

86.21 發問者: 關於失落的身體知識與控制, 是否還有其他方面是有效率的, 好比

你剛才給予的描述? 

RA: 我是 Ra, 身體複合體的每個機能在罩紗過程之後都具備某些潛能提供有助

益的催化劑. 我們剛才選擇性能量轉移為例是由於它在身體的各項機能中具有核

心地位, (因此)透過罩紗過程變得更為有用. 

 

這個器皿的能量有些低落, 我們寧可保持該器皿已許可的儲備能量的最大部分. 

所以, 在此次工作中 我們要求再問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86.22 發問者: 我假設性層面的罩紗具有很大的效率是因為這個層面與其他自我

有全面的關係. 在我看來, 與其他自我互動相關的身體罩紗 跟只與自我相關的身

體罩紗相比會比較有效率; 特別是在生產正面或負面的極化這方面. 我這個假設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有大部分是正確的. 或許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一個早已強烈朝向

負面極化的實體對於身體外觀的態度. 有些走在負面途徑的實體花很多心思保存

你們人群視為美好/醜陋的變貌. 當然, 接著這個美好的形態被利用來操控其他自

我.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6.2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很高興這個器皿更認真地準備自己, 為了通訊(工作), 藉由慎重

的心智振動, Ud�r祈禱. 這過程允許該管道免於一些扭曲, 那是導致上次工作

期間, 該通訊淪為獵物的原因. 

 

我們建議支援小組持續照顧該器皿, 規律化其肉體的活動. 然而在這個鏈結, 我們

鼓勵那些餵養這個器皿生命能的活動, 因為它活在目前的空間/時間幾乎完全是

由於小心地堅守與保存心智與靈性能量, 它們構成這個實體的生命能複合體. 每

一位都是謹慎認真的, (器具)排列良好. 

 

我們告誡支援小組留意香爐附屬物的物理排列, 由於這枝馨香的臭氣型態的變化

造成些微的困難.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地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愛與光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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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七場集會  

1982 年 5 月 12 日 

 

8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87.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其肉體複合體的變貌未改變, 生命能水平大大地提升. 

 

87.2 發問者: 謝謝你, 考量上場集會提到的香爐, 我想到一個事實 即香煙的原點位

置大約水平移動六英吋. 如果有一個香爐處於單一、水平的噴煙位置, 是否會比較

好? 

RA: 我是 Ra, 這個轉變會是有益的, 假設該香爐是全新純淨的. 

 

87.3 發問者: 就我們的香爐、聖杯、與蠟燭相對於聖經與桌子的現有位置而言, 什

麼是最佳的幾何佈置?  

RA: 我是 Ra, 聖杯與蠟燭相對該書本而言正佔有最佳配置, 就該器皿的變貌複合

體而論, 該書本與一的法則有最緊密的校準關係. 將香爐放在這本書的後方 並且

置中對準書本打開[¸ä]時的書脊是最好的. 

 

87.4 發問者: 那麼在聖杯與蠟燭直線中間的地點是香爐的最佳位置? 

RA: 我是Ra, 這不是一個精確的衡量, 因為聖杯與蠟燭兩者都具有不規則形狀. 然

而, 粗略而言, 這是正確的. 

 

87.5 發問者: 謝謝你, 關於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同伴, 目前情況如何?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已經撤退一段時期, 以恢復它的極性. 

 

87.6 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這個特別實體獲得極性的概念, 特別是它對於這個極性

的使用, 撇開單純明顯的, 為了滿足第六密度收割的需求. 如果可能的話, 請開始? 

RA: 我是 Ra, 我們願意. 在你們之上的密度的本質是一個目標, 可以說它同時 

是正面與負面極性共享的目標. 這個目標是取得一種能力, 能夠歡迎越來越多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¼, 並且扭曲程度越來越少. 負面途徑上的智慧密度

的特質是以權力凌駕他人, 並不斷精煉 直到它趨近絕對的權力. 任何原力, 好比你

們小組與 Ra群體所提供的, 如果不能被該第五負面密度心/身/靈複合體的權力所

控制, 那麼這個未能控制其他自我(YZ)的實體會退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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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你們顯意識的自我能夠穩定對抗如此精煉的權力, 毋寧說是透過(��g)

和諧、彼此相互的愛、以及誠實的呼求光之原力的協助, 是它們給予你們防護罩

與盾牌. 

 

87.7 發問者: 這個特別的第五負面密度實體的環境狀況是什麼? 他如何與第四負

面密度實體協同工作以確立權力與控制? 關於他自身做為造物者與使用第一變

貌、以及使用第一變貌延伸到第四負面密度等, 他的特別哲學是什麼? 我希望這

不是個太複雜的問題. 

RA: 我是 Ra, 你們同伴的環境是岩石、洞穴、不毛之地, 因為這是智慧的密度, 一

切所需可以被思想並接收. 對於這個實體來說, 幾乎不需要物質界的東西, NOU

[Ç`ab, 或空間/時間複合體的各種變貌. 

 

這樣一個實體將它的意識沉浸在時間/空間領域中, 嘗試去學習智慧之道, 藉由最

大限度的使用自我的權力與資源. 既然自我是造物者, 智慧密度提供許多情報與

迷人的經驗給負面極化的實體. 

在某些方面, 一個實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這些負面極性的實體早期對智慧的依戀, 

因為在意識位置(YZ)的鏈結之上, 即智慧置放的位置, (���)比較簡單. 

 

這樣一個實體對第四負面密度實體的關係是: 權力較大者與權力較小者的關係. 

負面途徑假定權力較小者受到奴役是學習增長服務自我渴望的一種手段, 到了某

種程度, 意志必須承受(`¹¢¨). 以這種方式, 負面極性得以增加. 因此第四密度

實體是第五密度實體的自願奴隸, 雙方對於自己相對的權力沒有任何懷疑. 

 

87.8 發問者: 從我們的(ÿ9)密度反映你的論點, 許多領導者煽動戰爭 並且擁有一

群擁護的追隨者, 他們完全信服征服的方向是正確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任何組織要求毫無疑問地服從, 奠基於相對權力的基礎之上, 都是依

照(我們)上述的計畫運作. 

 

87.9 發問者: 我有一點不大清楚, 關於第五與第四負面密度對於第一變貌的理解

與使用, 以操控第三密度實體. 我想要知道第一變貌如何影響它們執行征服第三

密度實體的企圖; 以及如何在第一變貌的前提下試圖把那些實體加入其社會記憶

複合體. 你可否詳述這個概念, 請? 

RA: 我是 Ra, 後者的計畫不是一個第四負面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有能力完成

的. 第四密度的習性是提供誘惑與供能給早已存在的扭曲. 第四密度實體缺乏第

五(負面)密度經驗提供的狡猾與魔法練習. 

 

87.10 發問者: 在許多發生在這個星球的 UFO接觸個案中, 似乎必然有某種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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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貌的知識與使用. 第四密度實體謹慎地維持匿名與疏遠的狀態 [U¬nbçö

�ÜNq], 於是無法取得任何太明顯的具體證據 證明它們的存在. 關於這類的接

觸, 它們如何定位自己? 

RA: 我是Ra, 我們錯誤地感知你的詢問, 以為它被導向到這個特別的接觸型態. 第

四密度的本質遵循自由意志變貌, 同時致力於(ade)播種到第三密度的思想樣

式中, 這是先前涵蓋過的題材.  它們盡其所能給予負面導向的資訊, 然而當接收資

訊的實體屬於正面導向, 負面資訊在某個程度上會被修改. 因此許多這類的接觸

屬於混雜的本質. 

 

87.11 發問者: 我很抱歉在我的問題上變得混淆, 而沒有正確地問這個問題. 有一

個對我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哲學觀點, 是我嘗試在此澄清的. 它跟一個事實有關, 第

四負面密度(實體)似乎覺察第一變貌. 它們處於一種不被遮蔽的狀態, 它們似乎使

用這個第一變貌的知識來維持它們與這個星球聯繫的狀態. 我正在嘗試淬取它們

的能力以理解第一變貌的機制與罩紗過程的後果 以及 (�d)仍然停留在負面途

徑上, 保有一個分離的心智配置. 我希望我已經把自己的觀點澄清. 為了問這個問

題, 我曾有一段艱難的時間 

RA: 我是Ra, 這個回答可能仍無法滿足發問者. 我們要求你繼續追捕, 直到你滿足

為止. 第四負面密度實體已經做了選擇 [ðÆ�½+Áuæ¾ÃÄÅÈÉËÍÎÐÑÒÈ

ÓÔ]. 該實體覺察到滿滿一整排可能的方法去觀看太一造物者的宇宙, 它確信忽

略與不使用綠色光芒能量中心將是達成第四密度之收割性最有效率的方法. (ÕÖ)

它在那些還沒做選擇的第三密度實體之中運作, 它的計畫是提供每個實體一個機

會去考量服務自我的極性, 以及它可能的吸引力. 

 

87.12 發問者: 在我看來, 這是一個服務他人的行動— 提供服務自我途徑的可能

性. 這個行動的相對極化效應是什麼? 我不理解這點. 

RA: 我是Ra, 在你們的武裝部隊中, 有一大群部隊成功地搶劫與掠奪. 士兵的成功

算是班長功績、班長的成功是士官長功績的一部分、然後中尉、上尉、少校(×), 

最後是指揮的將軍. 每一次成功的誘惑, 每一個成功收割的(負面)實體都強化了締

造這個成果的第四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權力與極性. 

 

87.13 發問者: 如果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從第三密度被收割到第四密度, 那麼吸收

這個單一實體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總體力量是否比先前倍增? 

RA: 我是 Ra, 不. 

 

87.14 發問者: 那麼, 倍增法則在此不適用. 那麼相對於這個單一可收割實體而言, 

吸收該實體的社會記憶複合體的力量相對增加多少? 

RA: 我是 Ra, 如果該社會記憶複合體的一個實體負責這件事, 那個心/身/靈複合

體將吸收, 以線性方式, 蘊含在這個[ØÙÚÛ]新兵裡頭的力量. 如果是一個Ü-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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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這項工作, 力量則歸該Ü-集團所有. 只有在十分罕見的情況, 負面極性的社會

記憶複合體能夠完全以單一的存有行動. 由於這個困難, 即我們先前提到的一種

靈性熵數, 極性的損失是相當大的. 

 

87.15 發問者: 那麼, 假設單一的負面極化實體負責招募一個可收割的第三密度實

體, 並且將它的極性加入到他的負面極性與力量, 這樣會產生何種好處或何種能

力, 該實體 會如何使用它? 

RA: 我是 Ra, 所謂的啄序立即受到挑戰, 這個力量增加的實體行使其權力以控制

更多個其他自我, 並在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組織中晉升. 

 

87.16 發問者: 這個力量要如何衡量? 為何這個實體獲得這個額外的力量是明顯

的? 

RA: 我是Ra, 在某些情況中會發生某種戰鬥, 這是一場意志的戰鬥, 各個競爭者形

塑各種由光構成的武器. 在大多數的情況, 力量的轉移已經是明顯的, 它簡單地獲

得公認, 而那些看到與這個最近變得更為強大的實體聯合有利益的實體Ú 將協助

它在組織中攀升. 

 

87.1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注意到一個混淆的可能性, 存在於上次集會中的兩個

術語 “心/身/靈” Ý “心/身/靈複合體”. 是否在切換這些術語時有些誤用呢? 

RA: 我是 Ra, 在傳輸過程有個錯誤. “心/身/靈” 術語應該用在那些居住在第三密

度中, 並且活在罩紗過程之前的實體. “心/身/靈複合體”術語則用在那些居住在第

三密度中, 並且活在罩紗過程之後的實體. 我們也發現當說到罩紗過程之後的身

體, 我們未能補充”複合體”的術語, 請更正這些錯誤. 我們也要求你們警醒看顧這

些傳輸, 發現任何錯誤立刻提出質問; 因為我們的意向是盡可能提供一系列未扭

曲的聲音振動複合體. 

 

這個器皿, 雖然已經藉由禱告[Þßàáäçèêëìíï]的準備, 清除朝向痛苦爆發

的扭曲, 比以前好很多; 仍然很有可能出現波動, 這是由於它降生前(設定)的身體

複合體扭曲, 以及那些負面極性的實體供給能量給這些扭曲. 

 

87.18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將做更正*, 在上次集會中, 你曾陳述在罩紗過程前 性

能量轉移總是可能的. 我想要知道你所說的 ”它總是可能的” 是什麼意思, 以及為

什麼罩紗過程後, 就不總是可能的, 只要澄清那點? 

RA: 我是Ra, 我們相信我們掌握你的詢問, 並使用你們文明中的電池 [ðñóôõö

ä÷û] 做類比. 兩個可用的電池串列在一起總是可以提供勢能給燈泡照明. 在罩

紗過程之後, 繼續用這個粗俗的類比, 兩個電池沒有串列擺在一起 就不可能供給

                                                 
* ÿ�����, �����	
�, �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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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泡的照明. 許多心/身/靈複合體在罩紗過程之後, 透過一些阻塞, 形同將電池反

過來(串列). 

 

87.19 發問者: 在這個類比中, 這些阻塞造成電池反過來, 它們的主要來源是什麼? 

RA: 我是 Ra, 請更明確地詢問, 你請求的資訊是關於心/身/靈e心/身/靈複合體?  

 

87.20 發問者: 容我們說, 在罩紗過程之前, 人們知曉點亮燈泡的技巧. 在罩紗過程

之後, 一些實驗使得燈泡亮了; 另一些實驗無法點亮燈泡. 除了已知的事實, 即無

法取得點亮燈泡的方法的資訊, 一些實驗無法點亮燈泡是否有個根本原因?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7.21 發問者: 這個根本原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阻塞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能力去看待其他自我為造物者, 或者換個不

同的說法 – 缺乏愛. 

 

87.22 發問者: OK, 在我們特別的幻象中, 男性的性勢能高峰似乎在二十歲以前, 

女性的性高峰似乎晚了十年. 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性能量高峰的不同? 

RA: 我是Ra, 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別, 黃色光芒-第三密度的化學身體複合體, }�身

體複合體, 心/身/靈複合體的一部分. 

男性, S�����Iä���在此生的這個空間/時間中, 擁有極度活躍的黃色光芒

渴望, 此時, 它的精液是最有活力的並且充滿給予生命的種子. 因此當這個身體最

能夠實踐紅色光芒的需求時, 紅色光芒在該時期最密集尋求繁殖. 

女性[S������ä��]的黃色光芒、化學身體複合體必需擁有持續且漸增的性

交渴望, 因為它每十五到十八個月週期才能懷孕一次, 如果它懷孕、生產、並哺乳

嬰孩. 這個過程會消耗黃色光芒的肉體能量, 為了彌補這個(損失), (性)渴望漸增, 

好讓黃色光芒體傾向於繼續性的交合, 因此實踐其紅色光芒的需求 盡可能密集

地繁殖. 

 

容我們說, 當身體複合體[H�J�K� ËÈ!"-]的極性e性特徵 越完整, 它自己

越不關切這些黃色光芒的顯化, 而是遵循那尋求能量轉移之道; 接著增進對於他

人或對於自我的服務或協助. 

 

87.23 發問者: 除此之外, 為什麼男性與女性的性高潮比例, 如此濃密地落在男性

這邊?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參考的是黃色光芒、肉體, 或[S#�$%]身體複合體. 在這

個層級, 區別(a�)不具重要性. 男性的高潮激勵精子向前 與卵子相遇, 這對於完

全紅色光芒的渴望 即物種繁衍 是不可或缺的. 女性高潮是不必要的. 再次地, 當

心/身/靈複合體開始使用轉移的性能量去學習、服務、光榮太一無限造物者,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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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的機能就變得更清楚了. 

 

87.24 發問者: 罩紗過程前, 這個比例是多少? 

RA: 我是 Ra, 男性與女性的性高潮比例有大部分在罩紗過程前接近一比一, 因為

女性高潮的形而上價值是明顯且沒有陰影的. 

 

87.25 發問者: 給予這個第四密度早期中的比例是否有意義, 如果有, 你可否回答? 

RA: 我是 Ra, 在許多方面, 談論較高密度中男性與女性的性高潮(Ü&)是相當沒有

意義的, 因為性高潮的本質 自然變得越來越屬於心/身/靈複合體[NpÞ�î�]的

一個機能. 我們可以說第四密度中的罩紗被揭開, (V'()已經做出選擇.  

在正面極性中, 真實的分享幾乎是普遍的現象.  

在負面極性中則為真實的阻塞, 以致於征服者獲得性高潮, 被征服者幾乎從未(©

�/), 幾乎是普遍的現象.  

在每個情況中, 你可以看見經驗的性慾部分的機能實為一個最有效率的極化方

法. 

 

87.26 發問者: 在我們的幻象中, 我們對於可能的能量轉移有一些物理的定義. 我

們把它們歸類為: 位能到動能的轉換或動能到熱能的轉換, 並依照增加的熵值來

檢驗. 當我們說到性能量轉移與其他更為基本的能量形態, 我總是感到茫然 如何

適當地使用[OÎÐa)*]這些詞彙, 由於我不理解 – 很可能無法理解 – ÙÚ+0ß

ä能量的基本形態. 無論如何, 我憑直覺知道這是純粹振動的能量; 也就是說, 它

位於我們幻象的基本水平, 該振動處於空間/時間連續體的空間與時間部分之間, 

以某種方式被轉移進入我們的幻象, 以更為基本的形態呈現. 你可否為我詳述這

個領域, 請? 

RA: 我是 Ra, 可以. 

 

87.27 發問者: 你願意開始嗎? 

RA: 我是 Ra,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當我們討論性能量轉移 這股能量是一種振動性

橋樑形態, 橫亙於空間/時間Ý時間/空間之間. 雖然這個特性並不自外於接下來的

描述, 接下來的描述或可以光照那個基本陳述. 

 

由於該罩紗過程, 從男性轉移到女性的能量與從女性轉移到男性的能量 有所不

同. 由於男性與女性的心/身/靈複合體的極性差異, 男性儲存肉體能量, 女性則是

心理Ý心理/情感能量. 當第三密度性能量轉移完畢後, 男性將提供: 肉體能量的釋

放; 女性藉此提振精神, 其肉體元氣原本就少很多.  

在相同的時間[�,O.12a345], 女性釋放流出它儲存的心理Ý心理/情感能量; 

藉此提供靈感、治療、祝福給男性, 其天性在這方面的元氣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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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時, 容我們請求再一個完整的詢問. 

 

87.28 發問者: 為什麼男性與女性的天性不同? 

RA: 我是Ra, 當罩紗過程完成之後, 心智的母體被男性極性所吸引, 心智的賦能者

則被女性所吸引; 身體的賦能者被男性所吸引, 身體的母體則被女性所吸引.  

在結束此次工作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7.29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會發現先前建議香爐的重新調整是有益的, (器具)排列良好. 

你們一直是謹慎認真的,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

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難以言喻的平安中愉快地歡慶.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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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八場集會 

1982 年 5 月 29 日 

 

8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88.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肉體複合體的能量短缺在這個空間/時間是可觀的, 生命能也已經

有顯著的漏失. 無論如何, 這些能量仍然良好地位於[�T}�pä]力氣的變貌範圍

內. 

 

88.2 發問者: 你先前提過所有的補充這些能量的方式中, 在這個特定的空間時間, 

何者對於補充這兩種能量會是最適切的? 

RA: 我是 Ra, 如你所注意到的, 有許多因素有助於這個器皿的力氣變貌 以及 改善

朝向虛弱的變貌. 我們建議每位成員將已經學到的許多東西, 謹慎地應用在這件

事上. 

 

我們挑出一個肉體扭曲來討論. 第四負面密度的嘍囉們在此刻造訪你們小組, 它

們正供能給這個器皿的雙手*中有些嚴重的不平衡複合體; 以及 比較輕微的 胸部

區域的扭曲. 我們建議小心留意這些部分, 若非必要 避免使用雙手. 因為這個器皿

不會重視這個建議, 我們建議 (你們)適當地討論. 

(*Õ6: ¨7Ö manual appendages, ×Õp8È9:, ;<}=¯) 

 

88.3 發問者: 我從這答覆假設, 我們的第五負面密度的同伴仍在休息與復健中*
,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們的第五密度同伴此刻並未陪伴你們. 然而, 它並未休息. 

(*Õ6: �>ä¨7Ö still on R and R. n? GaryÁ´;pÌ@A�.) 

 

88.4 發問者: 我們提供的香爐是否沒有問題? 它確實在集會結束之前熄火. 如果它

在集會結束之前不要熄火是否會比較好? 

RA: 我是 Ra, 香爐新的配置對於環繞這工作場所的較微妙的能量樣式相當有幫

助. 擁有一根持續燃燒的馨香也是有幫助的; 然而, 困難處在於如何提供這個好處, 

而不會提供過度能量給這個封閉場域, 帶來惡臭與燃燒過程的物理產物. 若要在 

允許香爐(ÁB)結束燃燒Ý造成過量的煙霧 兩者之間選擇, 我們會建議前者比較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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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發問者: 該器皿曾提到在這些通訊集會中, 有時候會有她稱為滲透

(bleed-through)或變得覺察的狀況.  你可以就此評論嗎?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與我們同在, 當這個器皿從隱喻上的嬰兒

床醒來, 經驗到我們密度中的光與活動, 它開始覺察到思維的動作. 它不了解這些

思維, 就如同你們第三密度的嬰兒不能了解它首先感知的話語. 

可預期的, 這個經驗應該會持續下去 並且是這些工作集會的本質中適當的副產

品, 也與這個器皿使它自己可以接收我們的話語的方式有關.  

 

88.6 發問者: 該器皿提到在這次集會之前, 需要反復地跑廁所. 低落的生命能是否

為原因? 

RA: 我是 Ra, 低落的生命能水平是一部份的起因. 這個實體已經承擔一定水平的

痛苦變貌, 你們人群中只有極少數可以經驗這等的痛苦卻沒有顯著的能量消耗. 

確實, 該實體的穩定性是出色的. 然而, 該實體因而變得有些耗弱, 並進一步感覺

到其他的扭曲, 好比那些形形色色的經驗受到突顯, 因為這是一種平衡肉體痛苦

的向內-注視經驗 的方法. 由於關心這個實體, 這類的活動被阻止, 這已進一步地

耗弱該實體. 

 

其意志是要服務造物者, 在這些工作集會中, 藉由提供自我為器皿來服務; 於是該

實體被給予機會測試其決心. 這個實體用了一些生命能以加添燃料與補充其意志. 

該器皿沒有使用到肉體能量, 但生命能被擷取好讓這個實體有機會再次有意識地

選擇去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B5044-- 

88.7 發問者: 該器皿在該集會期間使用的小水晶是否有任何好處或壞處? 

RA: 我是 Ra, 這顆水晶是有益的, 只要充能水晶的那位男士持續在正面導向的舉

止中運作. 

 

88.8 發問者: 誰充能這個水晶? 

RA: 我是 Ra, 這個水晶為了讓這個器皿使用 而被一位被知曉為尼爾(Neil)的實體

充能.  

 

88.9 發問者: 他是否還在正面導向的舉止中運作? 如果你告訴我們這個答案會剝

奪第一變貌, 不會嗎? 

RA: 我是 Ra, 我們感知你已經回答你自己的詢問.  

--B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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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0 發問者: 我們的出版商要求這本書, 一的法則, 放一些照片. 該書此刻即將送

去印刷. 你可否評論其可行性、利益、或害處, 以魔法或其他觀點來看; 關於我們

使用這個特別設置環境的照片, 包括器皿、附屬器具, 放在該書中? 

RA: 我是 Ra, 這類企劃的實際可行性完全是你們辨別之後的產物, 是有一些魔法

考量. 

首先, 如果要拍攝工作場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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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 這個小組能夠避

免的扭曲就不會存在, 正如同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話語裡頭有扭曲. 

 

其次, 當該器皿處於出神狀態, 拍攝器皿或該工作房間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妥的.  

這是個窄頻通訊, 我們希望保持電子與電磁能量在固定的水平 [若它們是必要的], 

否則 根本不要存在於現場. 

 

88.11 發問者: 從你剛才的… 我很抱歉 如果你有意繼續 請繼續發言, 如果不想, 我

將問一個問題. 

RA: 我是 Ra, 我們想要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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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2 發問者: 那麼 從你剛才告訴我的內容, 我已經計畫好以下事項: 在一場集會

完畢之後 器皿已經醒來, 在移動器皿之前 持續地讓器皿對我們說話 同時我拍攝

照片, 即該器皿在這個時候的配置. 除此之外, 依照出版商的要求 我還會拍攝一些

其他的照片, 包括該器皿在別的房間, 也很可能包括我們的額外照片. 這樣做是否

理想, 或填滿這個需求? 

RA: 我是 Ra,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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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3ÑDEFÈGLMP, 

做你自己, 並提供你內在的東西與伴隨你的東西, 不帶任何種類的虛偽做作. 

 

88.1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要問你塔羅起初的製作, 這個概念首先在何處形成, 塔

羅首先在哪裡被紀錄— 首先的概念從哪裡來的? 

RA: 我是 Ra, 塔羅的概念起源於�Ú�p金星的行星影響圈中. 

 

88.14 發問者: 這個概念被給予— 讓我這麼問, 你說它起源於... 在當時, 這個概念

被設計為那些金星居民的訓練工具; 或者 由那些金星實體設計做為地球居民的

訓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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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以你們的空間/時間衡量標準, 塔羅是在很久以前由金星的第三密度

人群設計.  

如我們先前所說, 金星實體們的第三密度經驗在處理與其他自我的[OQR4È]

關係、性能量轉移工作、以及哲學e形而上的研究××, 都遠為和諧與深入. 

 

(WÚ)在許多、許多世代工作[ÙÚ¼pÖ]原型心智的成果, 產生塔羅的概念, 它被

我們人群使用, 做為一種訓練輔助以發展其魔法人格. 

 

88.15 發問者: 我猜測 當時金星上有些實體是最早部分穿透罩紗的群體, 他們蒐

集到一些資訊, 與原型心智的本質與罩紗過程有關, 從這個過程 設計了塔羅做為

教導他人的一種方式.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確實如此. 

 

88.16 發問者: 我也假設, 或許是錯的, 我目前有的表列, 為具備二十二個名稱的塔

羅牌[UX大奧秘*], 它們可能與 Ra起初產生的塔羅並不完全一致. 你可否描述起

初的塔羅, 首先告訴我過去是否有二十二個原型? 一定有些是相同的. 以及, 它們

跟我在先前集會中唸的表列是否相同, 或有些不同? 

(*{6: fYZ Major ArcanaÖ¨[\]^_ÉäÛ`) 

RA: 我是Ra, 如同我們先前所陳述, 每個原型都是一個概念複合體; 它們不只可以

被個體觀看 也被那些屬於相同種族Ý行星影響的群體以獨特的方式觀看.  

因此, 以描述性的辭彙去重新建構相當次要的差異是沒有助益的; 這些差異指的

是我們曾使用的塔羅與那些埃及的實體使用的, 以及 這個研讀系統的首批學生

的靈性後裔使用的塔羅之間(的差異). 

 

繼我們完成第三密度的工作之後, 有項重大的突破是適當地強調大奧秘第二十二

號, 我們已稱為選擇. 以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當時覺察到 存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原

型, 但並未給予該原型適當的概念複合體, 好最有效地使用那個原型以促進我們

的進化. 

 

88.17 發問者: 我將做以下陳述, 以描述我對原型的一些理解, 然後讓你更正這個

陳述.  

在我看來, 催化劑分別作用在心智、身體、靈性的形意者之上, 這個過程產生經驗, 

然後通往蛻變 接著產生大道. 這個過程對於心智、身體、靈性都是一樣的. 因著

心智、身體、與靈性的不同, 重複的原型以不同的方式如催化劑一般作用; 也因著

上述三者的不同 產生不同類型的經驗.  

蛻變有些微的不同, 大道有一些不同, 但這些原型基本上做的事情全都一樣. 它們

只是作用在心/身/靈複合體的三個不同部分, 以致於我們可以濃縮(凝結)這整個

原型心智為一種說法, 在促使形意者成為一個複合體過程中, 基本上 我們已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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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催化劑一個方式去更有效率地創造蛻變. 你可否更正我的陳述, 請? 

RA: 我是 Ra, 在你的陳述中, 正確性與這些藤蔓是如此地交織在一起 [藤蔓üb最

為根本的誤解], 以致於很難更正你的陳述. 我們將做以下評論, 並要求你從這些

評論中, 允許形成概念的過程可能重新校準.  

 

原型心智是心智複合體的偉大與根本的一部分, 對於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尋求者而

言, 它是最基本的元素之一與一個最豐富的資訊來源. 嘗試去濃縮這些原型是一

個錯誤的嘗試. 每一個原型都是一個顯著的事物本質(ding an sich)e事物自身, 有它

自己的概念複合體. 雖然勘查一個原型到另一個原型的關係是有益的, 可以說這

條詢問路線是次要的, 首要(工作)是去發現每個原型所意味的: 最純粹的完形

(gestalt)、e影像、e旋律, 同時對於理智與直覺心智而言. 

 

心智、身體、與靈性複合體的形意者(cd)自身即是複雜的; (gÕ)催化劑、經驗、

蛻變、與大道的原型, 看待它們為獨立的複合體能帶來最多的成果,這幾個原型有

它們自己的旋律  藉此告知心智 它的本質.  

 

我們要求你考量, 原型心智告知那些思維, 然後它們與心智、身體、e靈性產生關

聯. 這些原型跟身體或靈性並沒有直接的連接. 一切必須被汲取上來, 穿過潛意識

的較高水平 到達顯意識心智, 從那裡 它們可以飛奔前往被吩咐的目的地. 當它們

以受管制的方式被使用, 它們是十分有幫助的.   

與其繼續越過你先前的陳述的邊界, 我們寧可欣賞這個機會— 由你在此時重新

詢問, 好讓我們得以更精確地回答你. 

 

88.18 發問者: 我要問以下的問題, 可能只為了澄清教導這些概念的方法, 如此可

以給我一些重要線索以理解這些概念自身. 

Ra在第三密度中, 為了訓練的目標, 是否使用類似塔羅牌的牌組? 

RA: 我是 Ra, 否. 

 

88.19 發問者: Ra在第三密度中使用什麼(hi)? 

RA: 我是 Ra, 你知道 你曾嘗試在心智配置中 進行魔法具像化, 它們有時候是相當

複雜的具象. 它們是以心智描繪的心理(圖像).  

另一個在你們文化中廣為人知的例子是你們彌撒 [jÕ�Ú�päklmo, qÞrs

tuvÊwäÞxyz] 中的具像化(儀式), 在那兒 你們食材的一小部分[³|p]在心

理上被配置為一個完全真實的人, 這個人是�Ú~�ä Jehoshua, 或�Ú�����

Ñïp耶穌. 藉由這種持續具像化的方式, 經過一段訓練時期, 我們(�})工作這些

概念. 

 

這些概念偶爾被描繪, 然而, 一張牌對應一個具像的概念並不是我們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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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0 發問者: 關於具像化, 老師要如何把資訊轉交給學生? 

RA: 我是 Ra, 該過程是祕傳的(cabalistic), 也就是說, 口述傳統的口耳相傳. 

 

88.21 發問者: 那麼 當 Ra嘗試教導埃及人塔羅的概念, 是否用相同的程序, 或是不

一樣的程序?  

RA: 我是 Ra, 使用相同的程序. 不過, 那些在我們之後的教導/學習者在受啟蒙的

地方 盡他們最佳的能力繪製這些圖像; 並在稍後開始使用這些你們稱為(塔羅)牌

的東西代表這些具像. 

 

88.22 發問者: 宮廷奧秘牌與小奧秘牌是 Ra 教導的一部分, 或它們在後期才出現? 

RA: 我是 Ra, 你說的這些牌是那些迦勒底與蘇美地區實體的影響下的產物. 

 

88.23 發問者: 你稍早提到塔羅是占卜的一種方式, 你可否解釋這點? 

RA: 我是 Ra,  我們首先必須把塔羅, 做為一種占卜的方法, 與大奧秘牌脫離關係, 

它是原型心智的二十二個原型之代表. 

 

你們所稱的占星學 當那些已啟蒙的實體使用它, 它的價值變得顯著; 已入門的實

體理解[Ï�¨¹����]混淆法則中 偶爾錯綜複雜的考量. 當各個行星影響力進

入你們星球的能量網絡, 那些星球上的實體們受到牽引, 就好像繞行你們星球的

月球引動你們的海洋、河川一般. 你們自身的本質是水, 因此你們身為心/身/靈複

合體 很容易被銘印與引動. 確實, 這正是你們(��)旅程的素質與本質 以及在這

個密度的警戒任務: 不僅被引動, 還要按照你在心智、身體和靈之中偏好的移動方

式去指導你自己. 

 

所以, 當每個實體進入行星能量網絡, 每個實體經驗到兩次主要的行星力匯流, 

(首先)是胚胎受孕, 它跟該肉身的物理、黃色光芒顯化有關; 以及�Ú�pä誕生, 

即第一口空氣被吸入化學黃色光芒的身體複合體的時刻. 

因此那些知曉群星及其配置Ý影響力的實體能夠看見一個相當廣闊的國境地圖, 

透過這張地圖 看見一個實體已經遊歷、正在遊歷、或可能預期去遊歷的地方; 不

管是在肉體上、心智上、e靈性上的層級. 這樣一個實體將會發展出一些入門者

的能力, 你們人群通常知悉為超心靈e超自然(能力). 

 

當這些原型被洗牌, 混入占星導向的牌,  形成所謂的宮廷奧秘牌與小奧秘牌, 這些

原型在一個實體工作這些牌的過程中, 被磁化受到超心靈的銘印, 成為一組器

具— 做為 實行占星量測與占卜的實體與要求資訊者之間的連繫. 經常的情況是

這類的原型畫像出場的方式顯示表面上有趣的結果, 其配置對於發問者是有意義

的. 就其自身的本質而言, 大奧秘牌在占卜中沒有正當的位置,  毋寧說是一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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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自我藉此獲得進一步的自我知識, 目的是進入一個更深奧、更敏銳體現的當下

此刻. 

 

88.24 發問者: Ra一定曾有過, ØÙÚÛ, 一個針對二十二個原型的課業計畫或訓練

課程, 先是給予那些 Ra的第三密度群體,  或稍後 給予那些埃及國境中的實體們. 

你能否描述該訓練課程的綱要?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我們發現更為適當的方式是討論我們的計畫, 針對你們自己的地球上的入門者, 

讓他們熟悉該原型心智的這個原型之特殊版本. 

我們(計畫)的第一階段是呈現圖像, 一個接著另一個, 照著以下的次序:  

一、八、十五;      

二、九、十六;      

三、十、十七;  

四、十一、十八;  

五、十二、十九;  

六、十三、二十;  

七、十四、二十一;    

二十二.  

以這個方式, 心、身、靈之間的根本關係可以開始被發現; 舉例來說, 當一個實體

看見 心智的母體�Ü身體與靈性�Ò的母體,  該實體可以引出特定實驗性質的結

論. 

經過一段長時間, 當學生已精通這些具像, 並已考量各個原型分類, 一共七種; 注

視了心智、身體、靈性之間的關係. 於是我們建議以成對的方式考量原型:  

一與二;  

三與四;  

五;  

六與七.  

你可以繼續以這種形式考量身體與靈性原型. 你可能注意到在這考量中, 形意者

沒有被配對, 因為形意者應該跟原型第二十二號配對. 

 

在這條探究路線的尾端, 該學生正開始越來越深入掌握每個原型的特性與共鳴. 

到了這點, 使用各式各樣的其他輔助工具達成靈性的進化, 我們鼓勵入門者學習

成為各個原型, 和最重要的, 在你們的幻象中 盡最佳努力去知曉, 何時採用原型的

角色在靈性e形而上方面是有幫助的. 

 

如你可以看見的, 每個入門者可以發揮創意完成許多工作. 我們不提供教條, 每個

實體感知其自我需要的與有幫助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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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離開此次工作之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88.25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改善該通訊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我們再次警惕你們, 關於該器皿之雙手的扭曲. (負面)第四密度對它

們的影響是不便的, 因為, 如果允許這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Ú+�ä外科手術將幾

乎立即成為必需的.  

 

(器具)排列良好, 你們一直是謹慎認真的.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

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光榮的和平中愉

快地歡慶.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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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八十九場集會 

1982 年 6 月 9 日 

 

89.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89.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89.2 發問者: 我有兩個屬於個人性質的問題, 首先是在上次的密集冥想期間, 該器

皿經驗到來自一個實體的強烈制約效應, 它沒有表明自我身分; 當器皿要求它離

開,  它也不走. 你可否告訴我們當時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該器皿當時被給予機會成為一個先前已知朋友的管道. 這

個實體無法回應以基督之名提出的靈性質問, 這是該器皿目前區分正面與負面導

向實體的方法變貌.  於是, 經過一陣抵抗, 該實體發覺需要離開.  

 

89.3 發問者: 這個特殊的實體是否為我們過去經常招待的第五密度訪客?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9.4 發問者: 他此時返回與我們在一起? 

RA: 我是 Ra, 否. ��說話的嘗試是由於這個實體的爪牙的警戒雙眼, 它們注意到

器皿正處於天然心電感應能力的高峰期. 這個能力具有週期性, 每十八天為一個

週期, 如我們先前所述. 因此, 這個實體憑藉自由意志, 決定嘗試另一個門路通往

該器皿. 

 

89.5 發問者: 我會把這個現象解釋為一種增強的能力, 在心電感應方面 可以接收

基本頻率的更廣範圍, 所以不只包括��邦聯 也包括這個特殊的實體? 

RA: 我是Ra, 這是不正確的. 該週期的高點銳化接收信號的能力, 但不會改變載波

的基本特性. 容我們說, 接收天線現在有更大的功率. 

 

89.6 發問者: [Ýª�] 這個問題或許沒有意義, 但一個��邦聯的第五密度實體, 他

是正面極化的, 他與我們負面極化的第五密度同伴都在同樣的頻率上傳送訊息?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並且是為什麼服務無限造物者的星球邦聯歡迎(你們)

質問所有的通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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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 發問者: 第二個問題: Jim在傳導 Latwii訊息以及在個人冥想時, 也感覺到一

個不請自來的強烈制約效應. 你可否也告訴我們在這個案例中 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該實體一直是你們的同伴, 它的振動頻率只比 [³~�p]Latwii社會

記憶複合體少一些. 再者, 對於那些在 Jim的振動複合層級尋求的實體而言, 

Latwii是邦聯的主要撫慰者. 因此, 這位相同的夥伴也嘗試接觸該器皿. 雖然這位

器皿有很大的困難去區別真正的通訊, 由於缺乏你們的同伴在這類服務的經驗；

儘管如此, 這位器皿也採取某種方式挑戰通訊(來源), 這是好的. 

 

89.8 發問者: [}ÙÚä��,] Ra的第三密度是在多少年前結束? 

RA: 我是Ra, 必須做些計算以確立這點, 它們是困難的, 因為第三密度的前後期佔

用許多�Ú+�ä時間 [ì�Úä©��� T}����ä��]. 一般而言, 我們可以說 

我們享受做選擇的時期大約是在你們 2.6百萬個太陽年以前. 然而— 我們更正這

個器皿, 你們的用語是十億, 在你們過去的 2.6個十億年前. 然而, 你們所稱的這個

時間並沒有意義, 因為我們經驗的空間/時間中介過程與你們第三密度經驗空間/

時間的方式相當不同. 

 

89.9 發問者: 看起來 Ra的第三密度終點跟這個星球第二密度的開始 同時發生,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粗略地說, 這是正確的. 

 

89.10 發問者: 金星在那個時候成為一個第四密度的行星? 

RA: 我是 Ra, 是這樣的. 

 

89.11 發問者: 那麼 它後來成為一個第五密度的行星? 

RA: 我是 Ra, 它後來成為一個第四/第五密度行星, 然後, 稍晚成為一個第五密度

行星, 有很長一段時間. 第四與第五密度經驗在 [�Ú+�ä]金星影響圈中都是可

能的. 

 

89.12 發問者: 目前, 它在哪一個密度? 

RA: 我是 Ra, 它的核心振動頻率是第六密度. 不過 我們做為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

已決定離開那個影響圈. 所以在這個空間/時間 居住在這個行星影響圈的存有是

第五密度的實體. 這個行星可以被視為一個第五/第六密度行星. 

 

89.13 發問者: 你們當時離開的原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希望有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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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4 發問者: 我這裡有一副塔羅牌, 有二十二張, 根據我們現有的資訊, 這副牌是 

拷貝吉沙大型金字塔的壁畫製成 [���� ]. 如果有需要, 我們可以複製這些牌

到我們正在準備的這本書之中. 我要問 Ra這些牌是否為大金字塔裡頭的壁畫的

精確複製品? 

RA: 我是 Ra, 相似處是堅實的. 

 

89.15 發問者: 換句話說 你可以說, 這些牌描繪大金字塔裡的壁畫的準確性超過

95% ? 

RA: 我是 Ra, 是的. 

 

89.16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Ra 將這些原型的概念給予埃及的祭司們, 然後他

們把它畫在大金字塔其中一個密室的牆上. 傳送資訊給祭司的技術是什麼? 在那

個時期, Ra 是否行走在地表上, 在埃及人當中, 或者以某種通靈形式達成? 

RA: 我是 Ra, 這個過程部分透過古老的教導達成, 部份透過異象. 

 

89.17 發問者: 那麼  在那個時期, Ra 早已撤出地球, 沒有行走在埃及人當中, 這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 

 

89.18 發問者: 我想要就每一張牌詢問 Ra, 好更佳地理解這些原型, (你)是否贊同

這個提議? 

RA: 我是 Ra,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的, 這些原型概念複合體是一個學習/教導的工具. 

因此, 如果我們給予的資訊並不是對於學生的觀察的一個回應, 我們會冒犯學習/

教導者的自由意志, 因為我們同時兼任教導/學習者與學習/教導者. 

 

89.19 發問者: 在那個情況下, 我要問你... 你曾敘述 Ra 使用塔羅來發展魔法人格, 

這個過程的完成是否透過該學習系統, 在心智中 成為每個原型的菁華, 以這種方

式發展魔法人格?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替一個實體的自我穿上原型的外衣是研究這個原型

系統已久的行家的一個先進練習. 這些概念複合體合起來的意圖是代表心智一個

顯著與豐富的部分的架構, (我們)意欲的研讀方式,  (首先)是個別的概念複合體 

如母體、賦能者, 等等; 接著觀看心/身/靈的連結; 以及成對地觀察 有些專注力放

在男性與女性的極性. 如果這些都被研究了, 當深邃心智的深刻悲歌與歡樂小調 

可以成功地被帶出來, 用以強化、清楚表達、提高魔法人格的某些層面, 那個時刻

就會到來. 

 

89.20 發問者: 你曾說每個原型都是一個概念複合體. 可否請你定義那個敘述 [�

ä¡%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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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Ra, 從表面上看, 這樣一個定義沒什麼長處, 成為循環定義*
 : 一個概念複

合體是(ì£�)概念的複合體, 正如同一個分子是一個複合結構, 由一種以上的能

量鏈結e原子構成. 一個分子中的每個原子都有它獨特的本性, 並且透過某種方

法, 可以從該分子中被移除. 水分子可以藉由化學方法分離為氫與氧. 分開來看 它

們不能被推斷為水. 當它們形成分子結構 示現水的本性, 這兩種(¨Ü)才無可辯駁

地被視為水. 

(*Õ6: Ï¤¥Wiki¦§: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rcular_definition  ) 

 

正是以此方式, 每個原型的組織存在內有幾個根本原子. 分開來看, 該複合體的整

體結構無法被看見.  合起來看,  該概念複合體才無可辯駁地被視為一個東西. 無

論如何, 正如同在你們的物理系統中  掌握水的構成要素特性的勢能是極為有用

的一件事; 所以在了解一個原型的本質的過程, 對於它的構成元件的概念有個認

識也是有用的. 

 

89.21 發問者: 在原型一號中, 由塔羅第一號牌代表,  心智的母體似乎有四個基本

部分. [«¬ 12®, ©°±ä�²] 注視我們手上的牌,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 魔法師以及

似乎是一顆逼近的星星; 一隻鸛鳥或類似的鳥似乎在籠子裡. (最後)在籠子的頂端

似乎有些很難辨認的東西. 我這個分析是否有任何正確之處? 

RA: 我是 Ra,  你在觀看圖片上是稱職的, 但在沉思能可靠趨近的可能範圍內, 你

尚未充分地掌握心智的母體的本質. 

 我們注意到祭司們所繪製的象徵圖有些扭曲, 這是由於(WÚ)熟悉並依賴迦勒底

人以占星為基礎的教導. 

 

89.22 發問者: 當 Ra 最初訓練或教導埃及人關於塔羅的東西, Ra是否扮演教導/學

習者到一個程度, 以致於 Ra成為學習/教導者? 

RA: 我是 Ra,  我們免於這個扭曲. 

 

89.23 發問者: 那麼你能否告訴我 你給予第一個被接觸或教導的埃及祭司的資訊, 

關於第一個原型的資訊? 在第一變貌的界限內 你是否可能做這件事?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我們的第一步, 如我們先前所說, 以口頭形式描述三個

圖像: 一、八、十五; 然後問以下問題: 

“你覺得一隻鳥可能代表什麼?” 

“你覺得一根魔法杖可能代表什麼?” 

“你覺得男性代表什麼?” 

以此類推, 直到 那些工作一個以影像為主的系統的學生 變得可以召喚一個概念

的系統為止. 第一次進行時 這是個緩慢的工作. 

 

我們同情地注意到, 無疑地 你會受相反的困難影響, 有窒息的感覺, 也就是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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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觀察投注在這個系統上, 所有這些(觀察)對於每個學生都有一些好處, 每個

學生將以獨特對自身有用的方式, 經驗原型心智及其結構.  

我們建議這個小組的一位或更多成員做我們已建議的項目,  好讓我們可以在不

冒犯的前提下 提供對這個有趣主題的觀察, 或許可以成為那些詢問這個領域的

實體們進一步的協助. 

 

我們注意到此時該器皿正經驗持續突發的痛苦, 因此 我們要求支援小組的每位

成員特別覺察任何誤傳的資訊, 好讓我們可以盡快更正任何資訊的扭曲. 

 

89.24 發問者: 現在 就我的理解, 你對於塔羅的建議是研讀我們可取得的著作, 並

從中整理出一些問題. 這麼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不正確. 

 

89.25 發問者: 抱歉, 我並不精確地理解你在這方面的意思. 如果我針對你所說的

三個項目回答問題 也就是你剛才提到第一號牌的部分, 然後是第八號牌..××; 這

是你的意思嗎? 

RA: 我是 Ra,  這十分接近我們的意思. 我們的意圖是建議你們其中一人或更多位

走過一遍我們已提議的研讀計畫. 這些詢問與在塔羅牌中可找到的原型有關, 過

了這一點, 觀察的形式似乎可以著重在每個原型的特徵、心、身、靈原型之間在

同一位階的關係,  好比母體; 或者以極性的關係看待這些原型, 特別是成對地觀察

的時候. 

 

當一個學生做出任何觀察, 並且滿足這些考量, (他)將接收我們回應的評論.  

我們極力避免為學習/教導者做首次的詮釋, (因為)紙牌上的各種圖形元素牽涉到

混淆法則與紙牌上圖片變貌的困難度. 

因此, 我們建議針對我們已給予的主題資料進行一個謹慎的複習; 而非仰賴任何

對原型的藝術詮釋或任何已整理好的, 研讀這些(塔羅)圖片的系統. 

 

89.26 發問者: 好吧, 我們將嘗試做這件事. Ra 曾說有個重大的突破, 也就是適當

的強調放在大奧秘第二十二號. 這件事在 Ra完成第三密度歷程時尚未發生. 我從

這點假設 由於 Ra朝向正面極化, 很可能遭遇一些困難 跟罩紗過程之前的困難是

同樣的, 原因是負面極性並未被鑑別. 這只是一個猜測,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從某方面來說 這是精準地正確. 我們過去的收割壓倒性地正面, 我

們對於那些負面實體的鑑別, 相對而言是未受教育的. 無論如何, 在使用[�Ú+~

ä]塔羅系統以促進自我的靈性進化的過程中 我們當時想要建議的是: 一個對於

原型二十二號的適當理解[S#ÙÚT}¡����]將會很大有幫助: 可以銳化關於

心智、身體、與靈性的形意者的基本觀點; 進一步, 使心智、身體、與靈性複合體

的蛻變與大道成為更鮮明的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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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7 發問者: 在 Ra 的第三密度盡頭, Ra群體中是否有部分被負面收割? 

RA: 我是 Ra,  (當時)我們並沒有這類的收割, 雖然曾有兩個實體在第三密度期間

沿著負面或服務自我途徑, 收割他們自我. 無論如何, 那些在星球表面上, 振動型

式屬於負面範圍的第三密度實體無法被收割.  

 

89.28 發問者: 當 Ra 處於第三密度期間, 一般而言 Ra(群體)降生的一般總人口數

量為何? 

RA: 我是 Ra,  (當時)我們的人口不多, 我們居住在你會認為艱難的狀況中. 

我們的收割量大約是 650萬個心/身/靈複合體. 大約有 3千 2百萬個心/身/靈複合

體在別處重複第三密度. 

 

89.29 發問者: 就在收割之前, Ra(群體)中可收割的實體對於那些明顯無法收割的

實體有怎樣的態度? 

RA: 我是 Ra,  我們當中那些擁有極性禮物的實體對於那些似乎居住在黑暗中的

實體有著深刻的憐憫. 這個描述是最為貼切的, 因為就物理層面而言 我們的星球

是個明亮到刺眼的行星. 我們曾盡一切努力, 帶著任何可能被需要的東西, 伸出援

手. 無論如何, 那些在正面途徑上的實體們擁有夥伴的安慰; 我們 Ra(群體)透過與

其他自我的關係, 花費我們大量的注意力, 提高獲致靈性或形而上行家資格的可

能性,  e工作靛藍色光芒. 結果是,  對於那些在黑暗中實體的憐憫, 被鑑賞光(的舉

動)所平衡. 

 

89.30 發問者: 在這個鏈結, Ra 現在對於那些同樣無法收割的實體的態度, 與(Ra)

第三密度的收割期相較, 是否不一樣? 

RA: 我是 Ra,  沒有實質上的差異. 對於那些想要睡眠的實體們 我們只能提供為睡

眠設計的安慰. 只有在被要求的時候 才有可能服務. 我們準備好以任何可行的方

式去服務. 就與第三密度中的其他自我應對方面, 這似乎仍是一個滿意的方式.  

我們的感覺是成為一個(òµ\)嘗試去服務的各個實體 可以簡化這個理解, 即什

麼服務是必須的e可能的. 

 

89.31 發問者: 在一個如此正面極化的星球之上, 那兩個負面收割的實體使用什麼

技巧在負面極化上? 

RA: 我是 Ra,  兩個實體都使用這些技巧: 凌駕他人的控制與對肉身死亡的支配.  

在(金星)影響圈中, 實體們非常不習慣屠殺這種事, 這些實體當時能夠藉由這種方

式極化. 在你們的第三密度環境, 你們經驗的此時, 這類的實體只會被認為是 [ØÙ

ÚÛ] 挑起聖戰的殘忍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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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2 發問者: 這兩個實體是否從金星的第二密度進化而來 伴隨金星其他的人口 

從第二密度到第三密度, 成為 Ra的一部分? 

RA: 我是 Ra,  不是.   

 

89.33 發問者: 你說的這兩個實體是什麼來歷?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是來自第五正面密度早期的流浪者. 

 

89.34 發問者: 雖然他們早已進化通過第四正面密度, ØÙÚÛ, 他們在降生到第三

密度的時期翻轉極性.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89.35 發問者: 讓他們改變的催化劑是什麼? 

RA: 我是 Ra,  在我們人群中,  從智慧的觀點(^�), 或許會認為 存在過多的愛. 

這些實體注視那些仍在黑暗中的實體們 並且 看到那些屬於中立或有些負面觀點

的實體們的想法— 他們發覺如此的和諧 [ØÙÚÛ] 令人作嘔.  (�ß)流浪者感覺一

個更為智慧-導向的尋求愛的方式可能更吸引那些在黑暗中的實體. 

 

首先, 一個實體開始它的工作, 很快地 第二個發現第一個. 這些實體已經同意一起

服務, 他們也如此做了, 光榮太一造物者, 但與他們原先的意圖有所不同.  

在它們的周圍很快聚集一群實體, 它們發現很容易去相信一系列的特定知識與智

慧可以將一個實體朝造物者推進. 這個事件的結局是(�ß)流浪者畢業進入第四

負面密度, 擁有許多人格體的力量; 並且, 那些沒有正面極化的實體的負面極化元

素有小幅度的深化; (¶�)並沒有這類的負面收割.  

 

89.36 發問者: 這兩位流浪者漂泊的原因是什麼, 他們是男性與女性?  

RA: 我是 Ra,  所有流浪者來到一個地方都是為了在服務造物者之中有所協助,  每

個流浪者有它自己的方式. 我們所說到的流浪者當時的確是具肉身的男性與女性, 

因為這是迄今最有效率的合夥系統. 

 

89.37 發問者: 做個荒唐的猜測, 這兩個實體, 其中一個該不會就是在我們的集會

中, 陪伴我們好一陣子的那位實體, 是嗎? 

RA: 我是 Ra,  不是. 

 

89.38 發問者: 那麼 從你所說的話語, 我猜想這些流浪者回歸e漂泊到 Ra的第三

密度, 可能是為了播下更偉大智慧的種子在 Ra文化中, 因為他們看到的 Ra文化

充斥過多的憐憫.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因為在降生前, 這些流浪者的渴望只是為了協助服務

他人. 當這些流浪者降生之後 從它們那時的觀點來說, 該詢問有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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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9 發問者: 我就是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會認為 Ra過去所在的行星[Î·º»½¾

¿À�RÂC�Ã] 會需要流浪者來幫助收割. 這事件是否發生在 Ra 第三密度的早

期? 

RA: 我是 Ra,  它發生在第二個 25,000 年週期. 粗略地說, 在三千多萬個心/身/靈複

合體中有六百萬個收割量, 小於 20%. 

流浪者總是被那些尚未極化的實體吸引, 不管是多少百分比, 當有一個呼求產生 

它們就來臨. 過去 那些尚未正面極化的實體發出這樣的一個呼求, 它們尋求正面

極化與智慧, (它們)覺得金星上其他自我的悲憫其實是自滿自得e可憐其他自我. 

 

89.40 發問者: 這兩個實體畢業進入第四負面密度之後, 並且移除罩紗之後, 了解

到他們已經切換極性, 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RA: 我是 Ra,  它們感到慌亂. 

 

89.41 發問者: 那麼 他們是否繼續努力負面極化 以通過第五負面密度的收割, 或

他們做了別的事? 

RA: 我是 Ra, 它們與第四負面密度(Ñï)一起工作一段時間, 在這個架構中, 重新

溫習先前學習過的自我型態, 這個過程結束後 以很大的努力反轉極性, 然後有大

量的第四正面密度的工作需要被回顧. 

 

89.42 發問者: Ra如何覺察到這個資訊? Ra 以什麼方式知道這兩個實體在第四負

面密度的精確定向, ××? 

RA: 我是Ra,  這些實體在第四正面密度加入Ra, 停留時間為我們經驗的週期的一

部分. 

 

89.43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他們在晚期加入你們,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是的. 

 

89.44 發問者: 我並無意脫離原先的詢問軌道這麼遠, 但我想一些這類的短程旅行

很有啟發性, 並且可以幫助理解我們如此感興趣的進化的基本機制. 

 

Ra 曾說到以一種受管制的方式使用原型是有助益的, 你可否給予我一個例子 說

明什麼是以一種受管制的方式使用原型? 

RA: 我是 Ra, 我們帶著一些遺憾地聲明這將是我們最後一個長時間的詢問. 這個

器皿還留有可觀的能量, 但其扭曲快速地逼近我們維持安全(可靠)接觸的極限. 

 

受管制地使用原型是在自我的內在做功, 為了自我的極化; 如果(它是)負面極化 

則為了自我的利益; 如果是正面極化 則為了他人的利益; 在最微妙的層級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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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間記住, 原型心智是深邃心智的一部分並告知思想過程. 當原型被轉譯進入

個體顯化的各種日常行動之中, 而沒有考慮到魔法的適當性, 將發生最大的扭曲 

並且可能嚴重冒犯他人的自由意志.  這個舉動於一個負面極化的實體比較可以

接受. 然而, 較為謹慎極化的負面心/身/靈(� Ë*)也會比較喜歡與一個敏銳調頻

的器皿一起工作. 在我們離開此次工作之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6: ÙÚÄÅ]ÆÇÈË_- ìíï) 

 

89.45 發問者: 我只做個聲明 , 我觀察到一個負面極性的收割在一個較少負面性

的環境[� RaÈÍÐ]是可能的, 相對於我們目前的環境而言; 這個聲明是否正確? 

然後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改善該通訊或使該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首先 收割的必備條件是固定的. 無論如何, 如果周圍只有很小的阻

力, 的確比較容易完全地[eÓÔÖø]服務自我. 

 

關於滋養該器皿這件事, 我們建議更多地按摩這個器皿的背部與四肢; 可能的話 

準備有漩渦的水池. (器具)排列是謹慎的, 我們要求你們在排列與準備上保持警戒.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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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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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場集會  

1982 年 6 月 19 日 

 

90.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0.1 發問者: 首先, 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Ra, 由於持續朝向痛苦的變貌, 肉體複合體能量短缺有些加劇. 生命能的

水平如前所述, 在不同的詢問時點之間輕微地上下波動. 

 

90.2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關於我們第四與第五密度同伴此時的狀態?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的同伴聯盟跟隨你們小組. 第五密度的朋友在這個空間/時

間鏈結, 於它自己的密度內獨自工作. 

 

90.3 發問者: 這些第四密度的實體藉由什麼方式從他們的源頭來到我們的位置? 

RA: 我是 Ra, 呼求的機制先前已經探索過了; 當一個帶有負面意涵的變貌被引發, 

即產生這個呼求; 除此之外 我們曾提到的光— 以一種相當清晰與明白的方式嘗

試去服務他人 從而放射的光, 是另一種呼求 因為它意味著 需要誘惑來平衡. 

第三, 有特定的主要通路進入這個小組的心/身/靈複合體, 這些途徑是被你們的第

五密度朋友所開通的. 

 

90.4 發問者: 事實上, 我想要問的是 他們如何來到這裡? 他們藉由什麼移動方式

到達這裡? 

RA: 我是 Ra, 在呼求的機制中, 移動方式如你所預期; 也就是說 這些實體在你們

的行星影響圈中 並且已經穿越隔離網, 可以自由地回覆此類的呼求. 

 

各種誘惑則是由那些[}�Úä�Ø]內在次元平面的負面實體所提供, 這些 [ØÙÚ

Û] 暗黑天使受到服務自我途徑的銘印;  提供該途徑的實體們來自古老的時代,  

它們在當時已穿透隔離. 

這些實體, 就好比你們正面本質的天使臨在, 它們位於這個行星影響圈的內在(次

元)平面中, (隨時)準備在思想中移動, 運作- 從時間/空間到空間/時間. 

 

第五密度實體的(移動)機制是從密度到密度, 其本質是魔法的. 

第四密度(實體)憑藉自身無法建造進入能量網絡的公路; 然而, 它有能力使用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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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 完整無缺的公路. 再次地, 這些實體是屬於第四密度的獵戶實體. 

 

90.5 發問者:你先前曾敘述第五密度的實體們跟我們地球上的第三密度實體相似; 

但第四密度(實體)則不像. 你可否描述第四密度實體, 並告訴我為什麼他們不像我

們? 

RA: 我是 Ra, 這個描述在混淆法則下必須受到節制. 有各式各樣所謂的肉體載具

的原因是來自第二密度肉體載具形態的遺產. 你所稱的物理進化過程持續在第四

密度發揮影響力. 唯有當智慧之道開始精煉[�ÚT}ÙÚÛ�p]思維的力量, 肉體

複合體顯化的形態才更能夠受到意識方向的左右. 

 

90.6 發問者: 嗯, 如果這個星球上的人群目前看起來與第五密度實體相似, 我想知

道為什麼? 如果我正確地理解你的說法 進化過程通常是第三密度(實體)與過去在

第二密度使用的形體相似; 接著在第四密度精煉 然後再次於第五密度中精煉; 最

後這個群體的外觀看起來像這個星球的第三密度的人群. 在我看來, 這個星球似

乎超前它自身的進度, 從其上的心/身/靈複合體或身體複合體的外觀來判斷. 這個

(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的基礎是一個誤解. 你想要我們評論, 或你想要重新發問? 

 

90.7 發問者:如果可能的話, 請評論我的誤解. 

RA: 我是 Ra, 在第五密度中, 肉體複合體的顯化越來越受到顯意識心智複合體的

支配. 因此, 第五密度實體可以分解一個顯化, 接著創造另一個. 結果是, 當一個第

五密度實體或(ì£)實體的複合體 想要與你們人群通訊, 它們就會選擇相似於你

們人群的肉體複合體、化學、黃色光芒載具. 

 

90.8 發問者: 我懂了.十分粗略而言, 如果你將一個其他行星的實體搬到這個星球, 

就 Ra所知的所有行星, 有多少百分比的實體會很像地球的實體, 走過人群中不會 

引人注意? 

RA: 我是 Ra, 或許 五個百分比. 

 

90.9 發問者: 那麼 在這個宇宙的第三密度中, 有著極度變異的不同肉體載具的形

態. 我假設這點在第四密度也為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的確如此. 我們提醒你注意有一個很大的學理上的距離在兩者之間: 

前者是要求無限造物中的生物都與一個實體的自我相似到無法區別; 後者是觀察

那些可以被稱為人類的記號, 即具備自我-意識的第三密度特徵: 成對在一起、形

成社會群體、種族; 進一步的特徵為使用自我-意識去精煉與探查周遭環境(milieu)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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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 發問者: 就 Ra所知的第三密度肉體形態, 有多少百分比的實體像這個星球

上的人體形態, 相像到我們會假設這些實體是人類, 即使他們有些不同?  這是很

粗略的問題, 因為我的定義很粗略. 

RA: 我是 Ra, 這個百分比仍然很小, 或許在百分之十三到十五之間 由於各種第二

密度生命形態有不同能力去執行第三密度工作的每一個必須的機能. 所以 觀察

的重點是表現出自我-意識的行為, 以及在一個有知覺的氛圍中 一個實體可以進

行有目的的互動; 而非注視那些熟悉的(�è)特徵, (間接地)使你們人群聯想到你

們第三密度形態的人性.  

 

90.11 發問者: 現在, 我正嘗試將我的發問路線連結到不同理則的造物、以及祂們

在其造物中對原型系統的起初使用, 對於我缺乏效率做這件事, 我為此道歉, 我發

覺這個工作有些困難.  

現在, 就這個特定的理則而論 在它創造第一密度之前, 它已經選擇的原型系統是

否包含生命在第三密度進化的人類形態, 或者說, 形態跟原型概念到底有沒有關

聯? 

RA: 我是Ra, 形態的選擇在原型心智形成之前. 當理則創造它的進化計畫之後, 然

後便撿選要投資的形態. 

 

90.12 發問者: 選擇在這個星球進化的這些形態是否有原因, 如果有 那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並不全然確定為什麼我們的理則 以及大約在同樣空間/時間興

盛的幾個鄰近理則都選擇兩足的、直立形式的第二密度猿猴來投資. 我們曾有個

假定, 我們與你分享 只要你覺知這只是個意見—  容我們說, 我們的理則對於進一

步強化罩紗過程感興趣,  (ÕÖ)提供第三密度形態幾乎完全的或然率去全面優先

發展言語凌駕於概念通訊e心電感應. 

我們也假定所謂的可相抵的拇指被視為一個優秀的強化罩紗過程的方法; 由於

(人類)肉體顯化的形態, 它會被吸引去製造、持握、與使用物理工具, 而不會重新

發現心智的xx力量. 

 

90.13 發問者: 我猜想 原型系統當時被設想出來進一步延伸這些特定的原則,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裡的措辭有些瑕疵, 無論如何, 有一點是正確的 即原型心智的圖

像是第三密度肉體顯化的形態的孩子, 該形態是理則創造的特殊進化機會. 

 

90.14 發問者: 現在, 就我的理解, 這些原型是一個十分根本的本質的(Þß)傾向, 

在自由意志底下, 產生各個實體的經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原型心智是那告知所有經驗的心智的一部分, 請回想原型心智的定

義為宇宙心智e全體-心智的精煉物的儲藏庫, 由這個特定的理則製造, 並為這個

理則所獨具. 因此它可以被視為心智樹根的其中一枝, 不是最深的, 但就某方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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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它肯定是最具啟發性的. 其他需要回想的心智樹根有種族或全球心智, 就某種

程度, 它也告知每個實體的概念化(Þ�). 

 

90.15 發問者: 在進化過程的什麼(時)點, 原型心智首先影響實體? 

RA: 我是 Ra, 當一個實體不管是意外或有計畫地反映出一個原型 即到達該(時)

點, 原型心智隨之共鳴. 因此幾乎在第三密度經驗的一開始, 便有原型的共鳴的隨

機啟動. 有紀律地使用這個進化工具發生在這個過程的晚期 [àá}]âã�]. 

 

90.16 發問者: 這個理則在設計原型心智的時候, 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RA: 我是 Ra, 每一個理則渴望去創造一個更鮮明動人的經驗表達, 藉由造物者、

屬於造物者.  該原型心智被設計的意圖是升高表達造物者的能力, 其樣式更像是

一隻孔雀展開尾巴, 造物者的各個切面都栩栩如生、直立向上、閃耀著明晰之美. 

 

90.17 發問者: Ra是否熟悉一些其他理則的原型心智, 且跟我們現在經驗的這一

個(äå)不一樣? 

RA: 我是 Ra, 有一些 Ra的實體曾做為遠方流浪者, 到達屬於另一個理則的群體, 

這個經驗已經動搖其智力與直覺的æç能力, 因為各個理則設置的實驗都有頗大

的變異, 足以與所有其他實驗有所區別, 於是另一個理則的原型心智的細微之處

對於這個理則的共振心、身、靈複合體[�è]是至為混濁的. 

 

90.18 發問者: 不管從什麼角度, 在我看來, 這個理則已經創造了占很大百分比的

實體、他們的變貌朝向戰爭, 因為我們過去有馬爾戴克與火星的經驗 現在是地球. 

似乎只有金星倖免於ÙÚùéT�p戰爭的定律.  這是否正確, 而這點是否在建構

原型心智的過程就被計畫與預想到了? 可能不特別直接與我們經驗的戰爭相關, 

但與意識中極化的極端動作有關? 

RA: 我是 Ra, 該理則設計其實驗, 嘗試在第三密度中 獲致最大可能機會的極化, 

這是正確的. 若說你們目前經驗的特定種類的戰爭是由理則計畫, 則是不正確的. 

這種表現敵意的形式是個有趣的結果, 明顯地伴隨工具-製造能力而來. 該理則選

擇使用的生命-形態具有可握東西的拇指, 從這個決定可以追溯這種戰爭的來源. 

 

90.19 發問者: 那麼 當我們的理則建構這個進化系統的時候, 它是否希望以一個

最有效率的形式去產生經驗, 接著從第三密度開始, 一路上去 直到第六密度, 產生

各個(密度)正面與負面的收割? 

RA: 我是 Ra, 是的. 

 

90.20 發問者: 那麼, 創造意識極化的機制, êë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 可能在建造

原型的基礎時 即已被納入, 這是否為真? 

RA: 我是Ra, 是的. 你可以注意到許多天生的偏向都在暗示一種可能性, 即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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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比另外一條更有效率. 這是該理則的設計. 

 

90.21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一旦我們辨識出一條途徑,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極化, 該

實體可以在他的旅途中發現提示, 關於該途徑的效率,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是正確的 並有它自己的優點, 卻不是我們的聲明的重述. 

我們的建議是, 在每個實體的經驗鏈結中, 在它的第二密度環境中 以及心智樹根

之中 都放置著一些偏向, 機警的眼睛可以看出在這兩條途徑中, 比較有效率的途

徑. 由於缺乏一個更精確的形容詞, 讓我們這麼說吧 – 這個理則有一個朝向親切

的偏向. 

 

90.22 發問者: 那麼  你說的是, 兩條途徑中比較有效率的那條可以在第二密度中, 

下意識地察覺到, 也就是服務他人的途徑,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並未聲明哪個是比較有效率的途徑, 然而,  你的假設是正確的, 

因為在先前的詢問中 你已經詳細地檢驗各個路徑, 並有所覺察. 

 

90.23 發問者: 這可能就是有較多正面收割的原因? 我懷疑可能不是, 但有沒有因

為這類的偏向動作 使得有些理則擁有較多百分比的負面收割? 

RA: 我是Ra, 否. 曾經有一些理則擁有較多百分比的負面收割, 然而偏向的機制並

不能改變獲致收割性的必須條件, 不管是以正面或負面的角度而言. 有一些理則

曾經提供一個中立的背景讓實體去極化. 這個理則選擇不那麼做, 寧可允許無限

造物者的愛與光更為可見, 內在與表面上皆是如此, 並且在實驗過程中, 受到它看

顧的心/身/靈(ìíï*)們在知覺與概念化上都可以利用到(Èàí). 

(*¨6: ÙÚÄÅ]ÆÇÈË_- ìíï) 

 

90.24 發問者: 我們已經討論過一些該理則對祂的各部分穿越所有密度所設置的

計畫、環境、或偏向, 是否還有其他情況? 

RA: 我是 Ra, 有的. 

 

90.25 發問者: 有哪些呢? 

RA: 我是 Ra,  還有一個, 那就是各密度之間的滲透性, 好讓通訊得以存在: 從密度

到密度; 從(次元)平面到平面或Ü密度到Ü密度. 

 

90.26 發問者: 那麼, 以我看這個理則的進化計畫 , 祂的計畫是創造一個盡可能生

動的經驗, 但同時關於無限造物者方面 也受到一些告知, 並且因為密度之間的滲

透性, 能夠加速進展, 做為意志的一個機能. 我是否已經準確地涵蓋這個理則關於

進化的一般性計畫? 

RA: 我是 Ra,  除了未顯化自我的行動, 以及自我與其它-自我的行動, 你已經合理

地全面涵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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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7 發問者: 那麼,  我們目前在此經驗的原型心智與各個原型, 是否為主要機制、 

用於形成經驗的各種方法與精華本質? 

RA: 我是 Ra, 這些資源是你意指的(主題的)一部分. 

 

90.28 發問者: 我真正要問的是, 粗略而言, 這些(原型)負責的部分占多少百分比? 

RA: 我是 Ra, 我們再次要求你考量原型心智是深邃心智的一部分, 這個心智有幾

個部分, 該心智可以做為一種資源. 稱呼原型心智為經驗的根基即是過度簡化心/

身/靈複合體的活動.  要工作你的詢問, 關於百分比的問題, 不管以任何形式直接

回答都會產生充分的誤導, 以致於我們要求你重新詢問. 

 

90.29 發問者: 沒關係, 反正我也不認為那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最初 Ra計畫幫助埃及人的進化時,  Ra想要傳授給埃及人的主要概念是什麼, 還

有第二、第三概念[�,OÎÐaï45Èð]為何? 換句話說, Ra的訓練計畫或課程

表是什麼, 可以讓埃及人覺察進化的必須要件? 

RA: 我是 Ra, 我們來到你們人群中闡明一的法則,  我們想要給那些願意學習合一

的實體一個印象, 即在合一中所有矛盾得到解決; 所有破碎的東西得到醫治; 所有

被遺忘的 都被帶到光中. 我們沒有你所稱的教導計畫[�OR4], 當我們行走在你

們人群當中, 我們的用意是去顯化那些學習/教導者要求的東西, 為了這些實體 我

們曾經來到這裡. 

 

我們覺察到在這個特殊的詢問路線, 也就是原型心智的本質與架構, 已經造成發

問者嘗試以自己的心智去決定這些概念的相對重要性, 結果並不成功. 我們不能

為任何實體學習/教導, 我們也不會從發問者身上拿走這個機會. 無論如何, 我們

將評論. 

 

行家早已工作了許多, 不只在紅色、橙色、黃色、綠色能量中心之內, 還早已開啟

藍色與靛藍色(中心). 向上穿越這一點, 原型Ú可以作用為一個建築或雕像的偉大

基礎或底座, 保持心智複合體的存活、平穩; 並且做為一個可用的資源 隨時可以

被喚起. 在這一點, 行家拾起它的工作; 在這一點, 一個對於原型心智的 清晰與覺

知的考量是有用的. 

 

90.30 發問者: 我這裡有 Jim對於原型第一號的觀察, 並請求 Ra對此評論. 我把它

唸出來: “心智的母體是顯意識心智, 並受到靈性力量的支援, 星星是它的象徵 穿

過潛意識心智流到顯意識心智. 它包含意志, 魔法師手上的權杖做為表徵. 所有的

造物透過意志的力量製作, 受到魔法師顯意識心智的導引. 籠中鳥代表自我似乎

被囚禁在這個幻象裡. 魔法師代表男性或存在之光輝, 顯化為每個實體移動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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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宇宙)造物. “ 

 

RA: 我是Ra, 因為這個器皿變得有些疲倦, 我們不會開始這個可觀的討論. 我們要

求這系列的觀察在下次工作的開頭重複(述說). 我們建議每個概念被分別討論, 或

者, 如果合適的話 在概念複合體中 將成對的概念互相關聯起來. 這是緩慢的工作 

但最終可更平順地成就概念複合體的建構. 

 

假若我們要回答你在這個空間/時間所唸的觀察, 將會花費許多空間/時間去解開

不同的概念, 好在這深思熟慮的認知上有所建樹. 

 

容我們問, 此時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90.31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給手臂用的器具放在該器皿身上是好的. 我們要求(你們)持續警戒, 

調和這些扭曲, 在某個程度上, 這些朝向不適的(dis-ease)變貌要比上次我們告誡時

更為嚴重.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你們是認真謹慎的, 並忠實地保持你們的排列. 我們欣賞

你們的一絲不茍. 

 

我是 Ra, 我現在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歡樂地欣喜著,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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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一場集會  

1982 年 6 月 26 日 

 

91.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1.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91.2 發問者: 我列舉了幾個不同的心智, 想要知道它們是否都適用於這個特定的

層面: 首先, 我們有宇宙心智, 我想對於所有Ü理則 [ñÜÙÚä太陽]都是一樣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91.3 發問者: 那麼, 一個Ü理則, 好比我們的太陽, 在創造祂自己特殊的進化經驗

時, 精煉宇宙心智, 或者可以說, 藉由祂自己額外的偏好清楚地表示出來, 這是個

正確的觀察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正確的觀察 除了一個例外, 即關於”額外”這個詞彙暗示有

比全部-心智更多的東西. 寧可說, 原型心智是全部-心智的一個精煉, 其獨特樣式

由該Ü理則挑選. 

 

91.4 發問者: 那麼, 宇宙心智被精煉之際, 下一個精煉物正是我們稱呼的原型心智,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91.5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 這創造了全球或種族心智,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正確. 

 

91.6 發問者: 全球或種族心智的起源為何? 

RA: 我是Ra, 對於這個理則而言, 這個種族或全球心智是一個偏好的儲存庫, 包含

(+©)享受這個星球影響圈的經驗的心/身/靈複合體記得的(xxóñ).  

 

91.7 發問者: 現在, 這個星球上有些實體從第二密度進化到第三密度; 有些是從其

他星球開始— e重新循環(re-cycle)到這裡的第三密度. 那些被轉移到這裡重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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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密度循環的實體們是否增加全球或種族心智的內涵? 

RA: 我是 Ra, 每個種族不只加入全球心智,  各個種族也都擁有一個種族心智. 因

此我們在討論這部分的心智做了一個區別. 這部分心智表面上是由一系列非同時

的經驗形成; 由該星球影響圈中的心/身/靈複合體憑自由意志選擇這些經驗. 

因此雖然阿卡西、全球、種族心智確實是心智的一個根部, 它們與心智更深的根

部仍有尖銳的差別; 因為後者不是一個改變記憶的函數 [S#�$%�¸Û]. 

 

我們必須要求你此時的耐心, 由於接觸該器皿的覆蓋物發生移動, 這個管道已經

變得有些不清楚. 我們要求重複一次開場的句子*並且吐出氣息. 

(*{6: ¤¥ 2.6äôõöØ) 

 

[與覆蓋的毯子相連的麥克風,位於器皿上方,被輕微地拉扯,當時一條毯子正被

放到一台吵鬧的錄音機上頭. 我們走一遍太一圓圈; 氣息從該器皿頭部上方兩英

尺吐出, 從她的右邊吹到左邊; 依照指示,我們再走一遍太一圓圈.] 

 

我是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91.8 發問者: 我們剛才是否成功地重新建立清晰的通訊? 

RA: 我是 Ra, 剛才有一些步驟錯了,  所以需要再次重複, 這件事已經完成了, 通訊

再次是清晰的. 我們享受這個必要重複之中的幽默層面. 

 

91.9 發問者: 當麥克風線被輕微移動時, 發生什麼事?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與它的黃色光芒、化學、肉體載具 之間的

連結受到震動. 這造成[�Ú��ä]肺器官有些機能失調, 如果剛才沒有做修護的

動作, 可能造成該器皿肉體載具這部分的[÷ïìíï] 扭曲狀態. 

 

91.10 發問者: 什麼樣的扭曲? 

RA: 我是 Ra, 扭曲的程度取決於疏忽的總量. 擾亂肉體載具最終的處罰 [ØÙÚÛ]

是死亡, 在這個例子中, 是你們所稱的充血性心臟失效, 因為該支援小組方才是迅

速的, 該器皿應該只會經驗到一點點e沒有扭曲. 

 

91.11 發問者: 為什麼這樣一個不重要的效應, 如同剛才輕微移動麥克風線, 會造

成這種狀況? 不是問力學上, 或化學上的原因; 而是哲學上的原因, 你可以回答這

個問題嗎?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回答力學上的原因, 因為肉體載具的機能反射沒有哲學上

的理由.  

 

有一種你們可稱為銀絲線的反射作用; 也就是說, 當心/身/靈複合體居住的環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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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肉體軀殼, 同時肉體軀殼受到打擾, 該肉體軀殼會反射性地呼叫缺席的元神

(enlivener)回來; 有個東西連結心/身/靈複合體與肉體軀殼, 你們的一些哲學家可以

在形而上(界)看到它, 並已稱之為銀絲線. 

如果突然地進行這個過程, 該心/身/靈複合體在沒有適當照顧的情況下進入肉體

載具的能量網, 其效果就好比一個實體把一條[�Úä]橡皮筋拉開 又快速地放手,  

讓它快速地收縮;  結果這彈力將重重地打在橡皮筋著力的地方. 

 

你們小組剛才走過的步驟, 即召回這個器皿的過程, 可以比喻為將這條橡皮筋緩

緩地放開, 減少它的張力, 直到它沒有可查覺的伸展力為止. 

 

91.12 發問者: 回到我們剛才談論的主題, 棲息在這個星球上之不同種族是否可能

來自我們鄰近的不同行星或附近理則的行星, 他們已經進化穿越第二密度的經驗; 

這創造出我們在這個星球上經驗到的大量不同的種族?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的假定有其正確性, 然而, 不是所有種族與Ü種族都屬於不同的行

星來源. 我們建議在觀看行星來源時, 不要觀察外皮的色素沉澱, 而要看(WÚ)與

其它-自我互動的相關偏好, 以及 對於自我本質的各種定義. 

 

91.13 發問者: 有多少不同個行星供給這些個體, 現在棲息於這個第三密度中的這

顆行星? 

RA: 我是Ra, 我們察覺這是不重要的資訊, 但是無害的. 除了從你們自己的第二密

度衍生的實體, 有三個主要的行星影響作用在你們星球上; 上述來源以外還有十

三個次要的行星群體. 

 

91.14 發問者: 謝謝你, 在我們開始關於原型的特定問題之前, 還有一個問題. 在罩

紗過程之後, 是否所有進展中的理則都有二十二個原型? 

RA: 我是 Ra, 否. 

 

91.15 發問者: 在各個理則中, 擁有二十二個原型是否為常見現象, 或相對而言, 為

我們理則所獨有? 

RA: 我是 Ra, 在我們的八度音程中, 不管是憑藉任何理則的任何實驗, 七(sevens)的

系統是迄今最清晰的系統. 

 

91.16 發問者: 就 Ra的知識, 一個理則使用的原型數量最大是多少? 

RA: 我是 Ra, 就我們的知識, 七(ú£)加上選擇是理則Ú曾用過的最大個數. 它是

許多、許多先前(ûý)清晰表達太一造物者的實驗的結果. 

 

91.17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二十二是最大的原型數量. 我還想問 就 Ra的知識, 目

前而言 任何理則使用(¨þÊ)最小數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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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最少的是兩種五(ú£)的系統, 以此完成經驗的週期e密度. 

 

你必須掌握一個觀念, 即原型並非一次發展好, 而是一步一步地完成; 也不是以你

所知的 這個空間/時間的次序進行, 而是以不同的次序進行. 

所以, 這兩個五的系統分別使用兩種方式檢閱所有經驗的原型特質. 當然, 各個系

統都使用到母體、賦能者、Ý形意者, 因為這是我們造物開始時就有的收穫. 

 

其中一個實驗方式e系統添加了催化劑與經驗; 另外一個系統 [S#�$%�¸Û] 

添加了催化劑與蛻變. 

在第一個例子, 用來處理經驗的方式受到進一步協助, 但經驗的果實比較少受到

協助. 

在第二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相反的情況. 

 

91.18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在原型方面有一些觀察, 敘述如下: 首先, 心智的母體

在埃及人塔羅中被描繪為一個男性, 我們將這點看做是被智能導引的創造性能量.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極為深思熟慮的感知, 看見該男性不單單是生物上的男性, 

而是一個男性原則. 你可以注意到在這些圖像中有十分明確的性別偏好. 它們有

兩個功能, 一個提供資訊 – 關於哪一個生物實體或能量將會吸引哪一個原型; 另

一個提供更為一般的視野, 看見極性是通往第三密度的原型心智的一把鑰匙. 

 

91.19 發問者: 其次, 我們(�ÿ*)有一根魔法杖, 已被視為意志的力量. Ra可願評

論? 

RA: 我是 Ra, 意志的概念確實從心智的母體之圖像的每個切面湧出. 無論如何, Ø

ÙÚÛ, 做為意志的魔法杖是向外伸出的手之占星學衍生物, 形成一種魔法手勢.

該圖像的優秀部分, 即那顆球體, 可以被明確地視為跟魔法杖的概念分開, 它指出

一個實體的意志之對象(object)的靈性本質, 而該實體想要在你們密度的顯化中

實行魔法行為.  

 

91.20 發問者: 向下的手可以視為來自內在的尋求, 不是積極地向外支配該物質世

界,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再看一次, 喔 學生. (�B)手是否觸及內在? 非也(Nay), 沒有賦能狀態, 

顯意識心智沒有內在性. 喔 學生, 那隻手伸向的東西在它未賦能的影響之外, 被閉

鎖起來. 

 

91.21 發問者: 方形的籠子可能代表物質幻象, 一個不具魔法的形狀,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不管從什麼地方看見該方形, (它)都是第三密度幻象的標誌, 可以被

視為不具魔法, 或在適當的配置中, 做為已經從內在顯化; 也就是說, 被給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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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世界. 

 

 

91.22 發問者: 那麼, 方形周圍的黑暗區域會是潛意識心智的黑暗,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對於洞察敏銳的學生, 再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91.23 發問者: 花紋方格的部分大概代表極性? 

RA: 我是 Ra, 這也令人滿意. 

 

91.24 發問者: 這隻鳥是一個使者, 向下伸的手要去解開籠子.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在這個系統中 帶有翅膀的影像或圖像的重點在於翅膀的位置, 而比

較不是(鳥的)獨特種類.  

所有的鳥兒確實都在暗示飛行、訊息與移動, 以及在某種情況下:保護.  

在這張影像中, 收攏的雙翼代表的暗示為, 正如同母體人物, 魔法師, 若沒有觸及

它具雙翅的靈性 就無法行動; 於是, 靈性也無法飛翔, 除非它被釋放進入有意識的

顯化, 從而結出果實. 

 

91.25 發問者: 星星代表潛意識心智的賦能力量, 這樣說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該圖像的這個特別部分最好是以占星學的角度看待. 我們願在這個

空間/時間評論: Ra並未將這些圖像的占星學部分納入這個圖像系統; 設計該系統

的目的是喚起原型的主樂旨. 

 

91.26 發問者:在第一號牌之中, 除了星星以外, 是否其他額外的東西不屬於基本

的原型層面? 

RA: 我是 Ra, 每個圖像的一些細節透過那個時代的銘刻者的文化眼睛觀看; 這是

可以預期的. 所以, [ØÙÚÛ] 當觀看這些圖像中的神話系統與埃及人服飾時, 遠遠

更好的方式為穿透到達服飾或生物的顯著意義的核心, 而非黏附著一個不是你們

自己的文化. 

在每個實體之中, 這些圖像會產生些微不同的迴響, 因此Ra這邊的渴望是允許(實

體)使用一般的指導方針去發揮創意 在心中成像(envision)每個原型, 而非特定與侷

限的定義. 

 

91.27 發問者: 杯子代表正面與負面熱情的混合物, Ra可否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載具的耳朵(otic)部份並未感知你的詢問的顯著部份. 

請重新詢問. 

 

91.28 發問者: 圖片上有個明顯的杯子, 盛裝了正面與負面影響力的混合物, 不過,

我個人懷疑這點. Ra可願評論,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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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不要懷疑那極性, 喔 學生, 但釋放杯子這個狹窄的限制, 它的確是起

初圖像的一個扭曲. 

 

91.29 發問者: 起初圖像是什麼? 

RA: 我是 Ra, 起初圖像有花紋方格做為極性的暗示. 

 

91.30 發問者: 那麼這代表等待被心智的母體品嘗的極性? 

RA: 我是 Ra, 這(感知)是精緻地敏銳. 

 

91.31 發問者: 我這邊的列表寫著: 劍代表掙扎. 我不確定在這圖表中 甚至可以找

到任何可以稱為劍的東西. Ra可願意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不要懷疑那掙扎, 喔 學生, 但釋放劍這個狹窄的限制, 觀察那被監禁

的鳥兒想要飛的掙扎. 

 

91.32 發問者: 我這邊的列表寫著: 錢幣代表已成就的工作, 我也很疑在這圖表中

存在一個錢幣.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再次地, 不要懷疑那錢幣被召叫去代表的東西, 難道術士(Magus)不是

努力要透過這顯化的世界, 有所成就? 然而, 釋放錢幣這個狹窄的限制. 

 

91.33 發問者: 最後, 魔法師代表顯意識心智,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要求學生考量未進食的顯意識心智, 即沒有任何資源的心智, 只

有意識. 不要把未進食的顯意識心智與你們做為學生所經驗的複雜團塊混為一談; 

因為你們早已有許多、許多次浸泡在賦能態、催化劑、經驗、Ý蛻變的過程中. 

 

91.34 發問者: 那麼, 以上這些就是第一個原型的全部要素了? 

RA: 我是 Ra, 這些是你[學生]看到的全部, 如此, 補充的部份對你而言是完整的, 

每個學生可能看到其他的細微差異. 如同我們先前所說, 我們並未提供有界線的

一組圖像 而只是一些用來協助行家的指南, 並確立深邃心智的原型e深層部分之

架構. 

 

91.35 發問者: 原型心智的切面的知識如何被個人用來加速他的進化? 

RA: 我是 Ra, 我們將提供一個例子奠基於這個首先被探索的原型或概念複合體. 

行家的顯意識心智可能充滿各種至為難解與無法收拾的念頭,  以致於進一步的

構思變得不可能, 藍色或靛藍色光芒中的工作受到過度-活化的阻礙. 此時, 行家

可以呼叫新的心智, 原封不動Ý童貞的, 並安住在全新無瑕疵的心智的原型中—  

沒有偏向、沒有極性、充滿著理則的魔法. 

 

91.36 發問者: 那麼你是說, 如果我正確地理解你剛才說的, 也就是說顯意識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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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幾乎無限數量的概念充滿, 但有一組基本概念是我認為重要的, 只因為它

們的確是意識進化的基礎, 如果謹慎地應用, 將可以加速意識的進化; 相反地, 我

們日常生活遇到的, 由概念、想法、與經驗構成的廣大陣列與意識的進化只有一

點點或全無關係, 除了在非常間接的方式上有作用. 換句話說, 我們目前在此嘗試

做的是找到進化的各個偉大的發動者, 並利用它們移動穿越我們的進化軌道,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完全(正確), 這些原型不是靈性進化的基礎 毋寧是一個工具 (讓實

體)以一種無扭曲方式掌握這場進化的本質. 

 

91.37 發問者: 所以 若一個人想要有意識地增進他自己的演化, 擁有一個識別與

利用原型的能力會是有益的, 因他可以挑出哪些是他想要尋求的東西; 哪些是不

那麼有效率的尋求工具. 這會是一個好的聲明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相當稱職的聲明, “有效率” 這個詞彙或許可以有成效地換

成”無扭曲”. 當原型心智被清晰地穿透, 它是一個建築結構的藍圖, 在其中 所有的

能量花費與尋求都沒有扭曲. 這個位於深邃心智內在的資源對於行家是巨大的潛

在幫助. 

 

在這個空間/時間之際, 這個器皿正在經驗持續高漲的[�Ú�pä]痛苦變貌, 我們

願再接受一個詢問. 我們希望當該器皿還保有足夠的轉移能量時, 適時離開這個

工作, 好緩和器皿過渡到清醒狀態[S#�$%�¸��]的過程. 

 

91.38 發問者: 既然我們剛結束心智的母體(äCß),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

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Ra, 每一位都是十分謹慎的. (D�)加入水的漩渦, 保持器皿脊椎直立, 

可以讓該器皿更舒適一些. 所有其他對於器皿有利的事情都已經十分勤勉地完成

了. 我們稱許這個小組持續忠實於和諧與感恩的理想. 這將是你們偉大的保護. 一

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附屬物與排列都是優異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光榮地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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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二場集會  

1982 年 7 月 8 日 

 

9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2.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自從上次詢問以來, 這個器皿的狀態, 在每一方面, 稍微更多地扭曲

朝向虛弱. 

 

92.2 發問者: 這個現象是否有個特定的起因, 如果是, 你可否告訴我起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增加的肉體扭曲的有效起因與持續維持可觀水平的[S�+�]痛苦

變貌的壓迫有關. 除了特定的關節炎, 各式各樣的載具扭曲都曾被超心靈致意突

顯, 綜合的效應是有害的. 

 

這個持續輕微但值得注意的生命能損失是由於該器皿需要這個資源好清出一條

路進行一個仔細淨化過的服務他人工作. 使用意志而缺乏肉體(能量), 以及在這個

特別狀況 缺乏心理的和心理/情感能量, 就需要用到生命能. 

 

92.3 發問者: 我們一直嘗試解決如何提供器皿 漩渦水池, 我們希望很快可以做到. 

是否有任何其他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RA: 我是Ra, 在和平與和諧中繼續, 這個支援小組早已做了許多. 該器皿有需要選

擇它存有性的方式. 如我們先前注意到的, 該器皿有朝向殉道的變貌, 只有該實體

可以評估並做出選擇. 

 

92.4 發問者: 我們的負面第五密度訪客目前情況如何? 

RA: 我是 Ra, 它與這個小組同在. 

 

92.5 發問者: 什麼事激勵它返回? 

RA: 我是 Ra, 這個激勵是雙重的: 你們第五密度朋友恢復了許多負面極性; 以及 

在差不多同樣的鏈結, 這個小組的正面和諧暫時地減少. 

 

92.6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幫助該器皿胃部或便秘問題? 

RA: 我是 Ra, 每個成員有能力執行的治療模式都早已在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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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我們討論埃及人類型的第一張塔羅牌, 在我們現有的這

些牌中 [�,Î�½ �Q <������], 其中是否有任何扭曲是 Ra 原先沒有放入

的 [2 ZZÐ� �QÂ.�C3��], 或者有任何東西,  Ra想要加入到這副特別的

塔羅牌? 

RA: 我是 Ra, 在移除占星學素材之後, 剩餘的扭曲與該文明的神話系統(mythos)有

關 [Ra 將這個教導/學習工具提供給該文明]. 這是為什麼我們曾經建議探討這些

圖像時 找尋它的核心(意義), 而非過度涉入一個文化中的服飾與動物, 那些你們

這輩子不熟悉的東西. 我們沒有想要在一組已經扭曲的圖像中增添什麼, 我們感

覺雖然扭曲是無可避免的, 在目前的安排中 這是最小額度(ä�	)了. 

 

92.8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我們手邊的這副牌是現有最佳的牌組 [À�Q�
��È

4W��] ? 

RA: 我是Ra, 你的陳述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認為所謂的埃及人塔羅是Ra所提供的

圖像中最無扭曲的版本; 這並不是暗示其他系統不能以它們自己的方式, 形成一

個有益的架構, 讓行家考量原型心智. 

 

92.9 發問者: 我想要嘗試為第一個原型做個類比, 它好比一個剛出生的嬰兒, 進入

這個經驗的密度; 那麼 我假設(ç�ä)母體是嶄新且無扭曲的, 它與(ç�ä)賦能者

之間被罩紗分隔; 並且準備好去經驗此生.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92.10 發問者: 我將唸幾個聲明, 請求 Ra的評論, 首先: 直到一個實體變得有意識

地覺察到進化過程之前, 理則或智能能量創造出各種潛能讓一個實體獲得極化必

須的經驗.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確實如此. 

 

92.11 發問者: 那麼 這現象發生的原因是心智的賦能者透過心智之樹, 直接跟原型

心智Ý創造它的理則相連; 另一個原因是 心智的母體Ý心智的賦能者之間隔著一

層罩紗給意志的發展留餘地,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有某種糾結需要解開. 當該心/身/靈複合體尚未抵達有意識覺察進

化過程的位置, 它為了此生準備與已經為自己規劃的(F¯÷)比較不完整; 也就是

說, 為一個部分隨機的學習系統. 潛在催化劑的隨機程度與該第三密度的心/身/靈

複合體的新手狀態成正比. 於是, 這成為你們所稱的降生經驗的潛能的一部分; 這

確實被深邃心智[ç�äÞ��]所承載, (我們)可以觀想一個概念複合體來代表這

個架構, 即為賦能者. 

 

一個實體此生的經驗潛能並不居住於原型心智之中, 而是由該心/身/靈複合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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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嵌入, ØÙÚÛ, 到肉體載具的能量網絡與已撿選的星球環境中. 無論如何, 若要

更深入地清晰表達心/身/靈複合體存有性的這部分, 進化過程的學生可以喚起心

智的賦能者這個原型並獲得益處. 

 

92.12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降生前已規劃的催化劑的源頭是心智的賦能者?  

RA: 我是 Ra, 不, 我們的建議是心智的賦能者這個原型可以協助行家掌握 降生前

與此生中一系列[5U�Á]選擇的本質.  

 

92.13 發問者: 謝謝你. 第三: 正如自由意志擷取智能無限產生智能能量, 於是它聚

焦並創造經驗的八度音程的Q�密度, 心智的賦能者利用它與智能能量的連結, 擷

取或賦能心智的母體, 產生心智的催化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個經過深思 但混淆的陳述. 心智的母體(ñÒ)伸展, 正如同智能

無限的動能階段透過自由意志伸向理則; 或者就心/身/靈複合體的情況而言, (伸

向)ÜÜ理則[mÈç/�/nìíïä��%G+H�ä"�], (母體)前往智能無限, 愛, 

以及所有從那理則出來的東西; (相對地,) 愛或ÜÜ理則透過自由意志編織(旋轉)

所有那些事物— 藉由造物者以豐富造物者的經驗，前往母體, eØÙÚÛ, 每個實

體的顯意識的、等待的自我.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Qx)潛能的偏向確實會導致這個實體的催化劑成為獨特

的, 並且形成一個連貫的樣式, 類似那舞蹈, 充滿著姿態, 形成運行的一面(I�)許

多圖案的織錦. 

 

92.14 發問者: 第四: 當心智的催化劑被該實體處理, 結果是心智的經驗. 這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在這個簡單的陳述中有細微的錯誤指示, 它與形意者最優先的品質

有關, 如此, 催化劑才會產出經驗. 

無論如何, 透過自由意志與不完美記憶的機能, 最常發生的情況是催化劑被部分

使用, 於是經驗相對應地變得歪斜. 

 

92.15 發問者: 那麼在心智(ä¨þ)中, 母體、賦能者、催化劑、經驗之間的動態過

程形成心智的本質或心智的形意者.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如我們先前回應所建議的,  心智的形意者同時是作用者Ý被作用者. 

附帶這個例外, 該陳述大部分是正確的. 

 

92.16 發問者: 當該實體變得有意識地覺察到這個過程, 它在降生之前就自己規劃

這個活動,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請銘記在心 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原型心智[�C!36

å'7R�ÉËÒ2È8�½ 9õtÒ2Èr¾ç��:], 而是它述說的對象: 即每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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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靈複合體的此生的經驗過程. 我們想要清楚地做個區別, 因為並不是那些原型

活出這輩子, 而是有覺知的心/身/靈複合體確實可以活出這輩子, 而無需借助一個

探尋之旅 [p�清晰表達賦能態、經驗、蛻變]. 

 

92.17 發問者: 謝謝你, 最後, 當各個能量中心被啟動與平衡, 心智的蛻變就越來越

頻繁地被呼叫, 當所有能量中心都被啟動與平衡 到達一個最小的(�¶)程度, 接觸

智能無限的事件發生, 罩紗被移除, 心智的大道就被呼叫,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針對原型心智內在的一些關係, 這是一個相當動人的觀察. 然而, 

我們必須再次看見, 原型心智不等於正在演出的具肉身的心/身/靈複合體的進展

或進化.  

 

由於第一個誤解, 我們有些猶豫是否要講第二個考量, 但我們將嘗試清晰(表達). 

當研讀原型心智時, 我們會建議學生不要將心智的大道視為接觸智能無限之後達

成的目標, 毋寧將這部分的原型心智視為 指示與配置一個特殊的架構, 心智、身

體、或靈性原型們在其中移動. 

 

92.18 發問者: 那麼, 回到我的比喻或例子, 剛出生的嬰兒好比是未受扭曲的(ç�

ä)母體, 這個剛出生的嬰兒的潛意識心智被罩紗遮蔽, 與(ç�ä)母體隔絕. 

第二個原型, 心智的賦能者在某個時間透過罩紗作用 [9õ���;!Ò2=#>$

È*%½&(��)(aC3@lÈ+¡,], 心智的賦能者將採取行動以創造出一個狀

況, 好比我提過的, 嬰兒碰觸一個發熱的物體. 我們可以把該發熱物體當作隨機催

化劑, 這個嬰兒可以將手放在發熱物體上頭, 或快速地將手拿開. 我的問題是, 心

智的賦能者到底有沒有涉入這個經驗中, 如果有, 如何涉入? 

RA: 我是 Ra,  心智與身體的賦能者同時涉入嬰兒探尋新經驗的旅程. 身為嬰兒的

心/身/靈複合體有一個高度發展的部分, 最佳的研讀途徑是檢視心智與身體的形

意者. 你注意到我們並未包括靈性, 心/身/靈複合體的那個部分並未可靠地在每一

個心/身/靈複合體中發展. 因此, 這個嬰兒的顯著自我是所有前世經驗的偏向的收

割, 提供給這個嬰兒這些偏向, 藉此去面對新的經驗. 

 

無論如何, 該嬰兒的(x�)部分可以被心智的母體清晰地表達, 確實沒有被經驗餵

養, 並且有個偏向— 透過自由意志去碰觸這個經驗; 就如同智能能量的動態相位, 

透過自由意志 創造出理則. 那麼, 這個ÜÜ理則, e心/身/靈複合體的那部分可以

藉由考量心智Ý身體的賦能者被清晰表達, 透過自由意志, 選擇在它們的經驗連

續體中做改變. 這些新穎的實驗結果接著被紀錄到心智與身體的(àá)部份, 可以

被相關的母體(ì£)清晰表達. 

 

92.19 發問者: 一個實體從嬰兒狀態起, 所有的活動都是心智的賦能者的一個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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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首先, 雖然心智的機能對於身體的機能是至高無上的, (äp)身體是

心智的創造物. 當然,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所有行動不能被視為 全部歸因於單

一心智複合體的賦能特質; 因為身體與靈性[xßàá-^]也會賦能給行動. 

其次, 當一個心/身/靈複合體開始覺察到靈性進化的過程, 心智與身體[�QAâ/

¼]之活動是由該心/身/靈複合體的那些(特定)部份所引起, 它們可以被蛻變的原

型[�è]清晰地表達. 

 

92.20 發問者: 心智的母體在(塔羅)牌中似乎被描繪為一個男性, 賦能者則為一個

女性, Ra可否講述為什麼是這樣, 以及這點如何影響這兩個原型? 

RA: 我是 Ra, 首先, 如我們先前所說, 心智的母體被生物男性吸引, 心智的賦能者

被生物女性吸引. 因此在能量轉移中 女性能夠賦能給男性意識心智內在的東西, 

好讓它覺得充滿元氣(enspirited). 

 

以更一般的觀點, 那向外探尋的可以被視為男性原則; 那等待被探尋的可以被視

為女性原則. 極性的男性系統與女性系統的豐富性是有趣的, 我們不願進一步評

論, 但建議學生(自行)考量.  

 

92.21 發問者: 第二號牌, 心智的賦能者: 我們看到一個女性坐在矩形的臺座上, 她

被面紗覆蓋並坐在兩根柱子之間; 它們似乎都被相同的繪畫覆蓋, 但其中一根比

另一根暗. 我正假設面紗代表顯意識與潛意識之間的面紗; e心智的母體與心智

的賦能者之間的面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相當地正確. 

 

92.22 發問者: 我現在假設她坐在兩根不同顏色的柱子之間, 一根在她的左邊, 一

根在她的右邊; 暗黑色的柱子在左邊; 這指出暗示該位置有同等機會 [�T}Û] 讓

心智的賦能具有負面或正面之特質.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雖然這是正確的, 卻未能敏銳地注意到女祭司[���0�³S;��]

所在位置的意義; 女祭司坐在一個建物之內, 如你正確地注意到, 在其中, 由光明

與黑暗的柱子象徵極性, 這是整體不可或缺的部分. 尚未餵養的心智沒有極性, 正

如同智能無限沒有極性. ÜÜÜ理則的特質提供給第三密度經驗, 這個屬於極性的

特質不是藉由選擇, 而是藉由謹慎的設計. 

 

我們發覺一個不清楚的陳述, 賦能者的極性不是讓母體去選擇, 而是讓母體接受

的已知條件. 

 

92.23 發問者: 換句話說, 這個特別的幻象擁有極性 做為它的基礎, 這些柱子的結

構性顯著意義可做為代表.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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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4 發問者: 在我看來, 這兩根柱子上的繪畫是一樣的, 但左手邊的柱子, {ÀC

�13?EJÈKL, 的色調要暗許多, 暗示著(ÙÚ)一生的事件與經驗或許是相同

的, 但(ÙÚ)可以用任何一個極性去處理、觀看、利用它們. 這是否有一點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還可以注意到, 意味靈性的符號在兩根柱子上都有

顯化, 太一無限造物者不偏愛(dÞ)極性, 但完全地奉獻祂自己給全體. 

 

92.25 發問者: 女祭司膝上似乎有本書, 有一半被袍子[YM*NOPRSÈTV]隱藏; 

似乎暗示著如果面紗被掀開, 可以揭露一些知識 [e�tX$[\È"-], 但部分正

被她的衣服隱藏, 她必須設法脫掉 才能覺知她擁有的知識,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書卷的巧思並非源自 Ra, 我們要求你釋放書卷這個狹窄的形狀. 你

的感知相當正確. 

 

以 Ra的建議, 心智的女性原則的真正本質明確地與聖化的性行為[e]T}�¸�

�]有關; 無須增添什麼, 它自身即是那本書, 不管是女性或男性原則都無法使用, 

直到男性原則已經觸及並穿透該女性原則的內在秘密 [以一種象徵的兩性方式]. 

 

所有的袍子, 在這個例子中為(¶Û)習俗的外衣, 庇護了這些原則. 因此 如果你願

意(�¸©), 在心智的母體Ý心智的賦能者之間有著巨大的動態張力. 

 

92.26 發問者: 在這張圖片中, 是否有任何其他部分不是 Ra給予的? 

RA: 我是 Ra,  這裡出現的占星符號不是 Ra給予的. 

 

92.27 發問者: 女祭司坐在矩形的箱子*上, 這個事實向我暗示心智的賦能者可以

支配_凌駕物質幻象之上, 這是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不如說這個人像是內在固有的(immanent), ØÙÚÛ, 它在所有顯

化的裡面, 如同在手邊那樣近. 有眾多伸手碰觸賦能者的機會, 然而, 賦能者自己

並不進入顯化. 

(*Õ6: `abc�, w¡äf�p block; ãô\¨ßw¡äÖ box) 

 

92.28 發問者: 皇冠上的半月是否代表潛意識心智的接受性? 

RA: 我是 Ra,  這個符號不是 Ra給的, 但品味還不算差, 因為在你們自己的文化中, 

月亮代表女性; 太陽代表陽性. 因此我們接受這部分的圖像, 因為它似乎沒有顯著

的扭曲. 

 

92.29 發問者: 女祭司襯衣前方的標誌是 Ra提供的? 

RA: 我是 Ra, 丁形十字架(crux ansata)是正確的符號, 這個符號的附加物與些微扭曲

是占星的東西, 可以釋放這個狹窄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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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0 發問者: 那麼這個丁形十字架是否表示生命的記號e靈性活化物質?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此外, 它闡明一個概念[該原型的一部分], 跟意識的延續

有關, 它持續地被賦能, 在此生中, 超越此生. 

 

92.31 發問者: 披在她肩上的布料上畫了一些葡萄, 這是 Ra 通訊下的產物嗎? 

RA: 我是 Ra, 是的. 

 

92.32 發問者: 我們認為那些(葡萄)暗示潛意識心智的豐饒,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喔 學生, 爾等(ye)還要注意披風的功用, 賦能的真正特

性給予很大的保護, 結出果實是一個受保護的活動. 

 

92.33 發問者: 這裡的保護似乎被描繪在右手邊, 而非左邊. 這點是否暗示正面途

徑有保護, 負面途徑沒有保護? 

RA: 我是 Ra, 你正確地感知到一個天生的偏向, (它)提供給會看的眼睛與傾聽的

耳朵(一個)資訊, 關於比較有效率的極性之選擇. 此時 [S�+�] 我們建議再問一

個完整詢問. 

 

92.34 發問者: 那麼 我要嘗試以一個例子說明心智的賦能者之演出: 當一個嬰兒

在一生中隨著時間長大, 它會經驗到 賦能者同時提供正面與負面的潛在行動或

思維, ØÙÛ, 讓母體去經驗 然後開始在母體中累積, 並且在極性中以這種或另一

種方式將它染色, 取決於該實體持續選擇由賦能者提供的極性? 這是否有一點點

正確? 

RA: 我是 Ra, 首先, 容我們再次區別: 原型與心/身/靈複合體的肉身經驗過程是不

同的. 

其次, 每一個被母體觸及的賦能態的確被母體所紀錄, 但由形意者經驗; 形意者對

於這個已賦能活動的經驗當然要仰賴其催化劑與經驗之過程的敏銳度.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容我們問 是否有比較簡短的詢問? 

 

92.35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e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支援小組運作良好, 該器皿自身可以仔細考慮(我們)稍早的話語, 並

考量其言外之意. 我們會這麼說是因為若允許持續呼叫生命能, 直到用盡, 將終結

這個通訊. 並沒有需要持續呼叫生命能. 該器皿必須(自己)找到解開謎題的鑰匙, 

否則將面臨逐漸失去[�a3ghÈij��jko�]這個特殊服務的機會. 

 

一切都好, 各項排列堪稱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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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êç²: Rapq], Donô CarlasuSà, CarlaÓvÛ�yz: |} ”sti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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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三場集會 

1982 年 8 月 18 日 

 

9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3.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予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複合體變貌遠為密切地接近[�e]T}�p]零度; 

也就是說 該器皿雖然沒有原生的肉體能量, 迄今在肉體能量短缺變貌上卻沒有

那麼嚴重. 自從上次詢問以來, (�~ä)生命能變貌有些強化. 

 

93.2 發問者: 我們第五密度的負面導向的訪客, 現在的位置與狀態如何?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與這個小組在一起, 但處於靜止沉默的狀態, 因為有些困

惑— 關於(Þ�)適當的方法, 好擴展它所撿選的任務. 

 

93.3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先前曾提到我們目前幻象的基礎是極性的概念, 既然我們

已經定義兩個極性為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 我想問 這些極性是否有一個更完整 

e更生動e更有啟發的定義?  

或者有更多關於極線兩端的資訊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的, 可以讓我們有更佳的洞見, 

深入極性自身的本質? 

RA: 我是 Ra, 關於第三密度的極性, 不大可能有個比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更精髓

e更生動的描述 [aC�XH�J�K� ËÈ��Èh�½���1Ã�.�Y��/¼È�

��������]; 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使用稍微不同的辭彙來考量極性, 如此, 或

許一些實體可以得到一個更豐富的洞見. 

 

一個實體可以從磁鐵享有的物理極性 如實地考量極性; 具有電氣特質的負極與

正極, 就跟物理學的觀點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 在這個脈絡中, 相當不可能以此評

判一個實體或一個行動的極性, 就好比 (我們)不可能去判斷一個磁鐵的負極與正

極的相對好(壞). 

 

另一個觀看極性的方式涉及放射/吸收的概念, 正面的東西具放射性; 負面的東西

具吸收性. 

 

93.4 發問者: 現在, 如果我正確地理解, 在罩紗過程之前, 電氣極性、放射與吸收的

極性, 全部存在於造物的某個部分, 但我們熟悉的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之極性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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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演化出來, 只有在罩紗過程之後才出現, 成為造物的可能極性清單中新增的項

目.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93.5 發問者: 你可願更正我的觀點? 

RA: 我是 Ra, 極性的描述,  如服務他人與服務自我, 從我們造物的開端 即安住於

原初理則的架構之內. 在罩紗過程之前, 心/身/靈(ì£)採取的行動 對於它們意識

的衝擊沒有明顯到足夠的程度 好讓這個極性的表達具有顯著的用處. 經過一段�

Ú�pä時間, 這個極性的表達確實發揮作用 改變心/身/靈(ì£)的偏向, 好讓它們

最終可以被收割. 罩紗過程使得極性遠為有效. 

 

93.6 發問者: 那麼 我可以做個比喻, 在大氣層中發生一個極化作用, 創造雷風暴、

閃電、與許多活動, 這個更為生動的經驗可以比擬為意識中的極化創造更為生動

的經驗. 這是個適當的比喻嗎? 

RA: 我是 Ra, 這個比喻有其膚淺性, 因為一個實體的注意力或許可以在風暴持續

期間聚焦在風暴上; 然而, 產生風暴的狀態不是恆常的, 極化的狀態卻是恆常的. 

加上這個但書之後, 我們可以同意你的比喻. 

 

93.7 發問者: 就我的理解, 罩紗過程之後首先增加的原型是第三張塔羅牌. 我假設

第三號原型以某種方式被裝滿了東西[ØÙ�¸Û], 如此才得以創造可能的極化, 

因為這似乎是這個特殊理則在進化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目標. 我是否有一點點正

確? 

RA: 我是 Ra, 在我們回答你的詢問之前, 我們請求你的耐心 因為我們必須檢驗這

個器皿的心智複合體, 好讓我們可以嘗試移動該器皿的左手[附肢]; 如果我們不能

造成一些痛苦的緩解, 我們將離開. 當我們做適當的動作時, 請保持耐心. 

 

[停頓 30秒] 

 

我是 Ra, 持續會有痛苦的閃現, 然而, 密集痛苦的關鍵部分藉由重新調整位置, 已

經獲得緩解. 

 

你的假定是正確的. 

 

93.8 發問者: 在這幅圖畫中 似乎沒有明顯的極性提示, 除了輪子中許多杯子可能

的著色, 它們有部分被染為黑色, 杯子的部分被染為白色. 這是否表示每個經驗裡

頭包含可能的負面或正面用途; 並且由好像是命運之輪的東西隨機地產生? 

RA: 我是 Ra, 你的假定經過深思, 然而, 它的基礎是該概念複合體的額外東西, 發

源於占星學, 所以, 我們請求你保有極性的概念, 但將杯子從它狹窄的形式中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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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談論的元素在原初的形式中並非在運行著, 但的確是(象徵)持久不變的太陽, 

從靈性照耀保護所有的催化劑, 從複雜性的開端到有辨別力的心/身/靈複合體(�

�Þ�), 都可取得(F¯÷). 

 

首先, 你毋寧可以在物質幻象提供的許多機會中發現極性的表達, 這個事實由那

個不黑不白的方塊所反映, 即畫中實體所坐的物體. 

其次, 呈坐姿實體所在的位置, 它並未直接地面對機會, 而是偏向這一邊e另一邊. 

在圖像中你可以注意到一個暗示, 即是這個幻象所提供的機會經常擺在左手路徑, 

或者你可以更單純地指稱為服務自我的途徑. 這是心智的催化劑之本質的一部

分. 

 

93.9 發問者: 該實體的雙足似乎位於一個不穩定的平台上, 該平台的後面是暗色, 

前面是亮色. 我猜想這可能指出站在上面的實體可以搖擺到任一方向; 朝向左手 

或右手途徑. 這樣說是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至為敏銳的. 

 

93.10 發問者: 那隻鳥, 我猜想可能是一個使者, 由翅膀的位置描繪兩條途徑, (它)

帶來催化劑可用來朝任一途徑極化, 這是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Ra, 這是正確的感知, 即長翅膀的生物的位置具有顯著意義. 對於這個實

體及其顯著意義更正確的感知是領悟到, 該心/身/靈複合體已經與它的賦能態自

我接觸, 現在開始它的飛行朝向那偉大的理則, 那即是一個行家尋求的(目標). 

 

再者, 有翼生物的本質反映在握住牠的女性 以及該人物雙腳歇息之處為女性的

標誌; 也就是說 催化劑的本質壓倒性地屬於一個無意識, 來自不屬於頭腦的地方 

並且與智力[S�+�]沒有連結, 它位於催化作用之前或與其相伴而來. 所有藉由

心智對催化劑的使用都是被有意識地應用到催化劑上. 若少了有意識的意圖, 催

化劑的用途絕不會透過心理活動(mentation)、觀念化(ideation)、想像而獲得處理. 

 

93.11 發問者: 我想要, S#T�ä», 一個[ÙÚ+Øä]心智的催化劑的例子來說明

一位特定個體經歷它的過程. Ra可以給一個那樣的例子嗎? 

RA: 我是 Ra, 所有突擊你感官的東西都是催化劑. 當我們透過這個器皿對這個支

援小組講話, 即提供催化劑. 這個小組的每位成員身體的配置 透過 舒適/不舒適提

供催化劑. 事實上, 所有未經處理 來到心/身/靈複合體面前並引起注意的東西都

是催化劑. 

 

93.12 發問者: 那麼 目前當我們覺察到Ra的通訊, 我們接收到心智的催化劑; 當我

們身體察覺到所有相對應的輸入信號, 我們接收到身體的催化劑, 那麼 Ra可否描

述靈性的催化劑, 我們此時是否也接收到這類的催化劑, 如果沒有, Ra可否給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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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例子? 

RA: 我是 Ra, 身體正在處理的催化劑即是身體的催化劑; 心智正在處理的催化劑

即是心智的催化劑; 靈性正在處理的催化劑即是靈性的催化劑. 一個特定的心/身/

靈複合體可以使用任何引起它注意的催化劑, 不管是透過身體及其感官, 或透過

心理活動或透過任何其他比較高度發展的來源, 並且以它獨特的方式使用這個催

化劑, 形成一個[�ð��]獨特的經驗, 附帶它的偏向. 

 

93.13 發問者: 我以為心智的催化劑這個原型是理則的一個模型, 為了(實踐)它最

有效率的計畫, 針對心智催化劑的活動或用途或行動? 

RA: 我是 Ra, 是的. 

 

93.14 發問者: 那麼 該行家在每個狀況中逐漸熟悉理則的原型, 便能夠為了進化

最有效率地使用理則的計畫.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在原型心智中, 一個實體有這個資源, (它)並不是一個特定的進化計

畫, 毋寧說是一個進化本質的藍圖或架構. 這點似乎只是一個很小的差別, 但在更

清晰發覺 深邃心智這部分資源的用途上, 這點有其顯著意義.  

 

93.15 發問者: 那麼 Ra 當時呈現這些圖像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塔羅(牌), 好讓那

個時期的埃及行家們能夠加速他們的個人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呈現這些圖像是

否有任何其他理由?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93.16 發問者: 那麼, 這些圖像或塔羅牌是否還有任何其他用途[或價值] 是我剛才

沒有提到的? 

RA: 我是 Ra,  對於學生而言, 這些塔羅圖像提供一個學習/教導進化過程的資源; 

對於任何其他實體, 這些圖像只是圖片 再無其他意義. 

 

93.17 發問者: 我剛才特別想到一件事, 即 Ra曾在稍早的集會說到塔羅為一個占

卜的系統, 你可否告訴我 你意指的東西? 

RA: 我是 Ra,  由於迦勒底人的影響, 原型圖像的系統被那個時期的祭司納入一個

以占星為基礎的研究、學習、占卜之系統. 這並不是 Ra (¶�)發展塔羅的目的. 

 

93.18 發問者: 第三張牌同樣顯示一根魔法杖, 我假設它位於右手;  魔法杖頂端是

圓型的魔法形狀. 我猜想心智的催化劑暗示著最終可能使用魔法, 藉由圖中的魔

法杖表達這個意思.  我是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 Ra,  魔法杖的起源來自占星學, (你)可以把這個圖像從它狹窄的限制中

釋放. 靈性力量的球體確實是個表徵, 即對於有遠見的行家而言, 每一個機會都孕

育著最奢華的魔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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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9 發問者: 該實體的衣服是透明的, 這個事實指出, 罩紗對於心智催化過程呈

現它的半滲透性.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再次停頓.  

 

[15秒停頓] 

 

我是Ra, 我們在較不理想的狀態下繼續, 無論如何, 由於這個器皿的本質對我們開

放, 我們的小徑相當通暢, 我們將繼續. 由於突發的痛苦, 我們要求你重複你上次

的詢問. 

 

93.20 發問者: 我剛才在想第三張牌上的外衣是透明的, 這點是否指出橫亙於顯意

識與潛意識心智之間的罩紗的半滲透性特質. 

RA: 我是 Ra,  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的認知, 也不能說是不對.  

不過一般而言, (*)被設計的暗示反映了我們稍早的意見, 即催化劑的本質屬於

無意識; 也就是說 穿過罩紗的向外催化劑. 

 

你所有感知的東西 似乎是被有意識地感知. 這並不是正確的假定, 在心智開始欣

賞催化劑的時機[ØÙÚÛ]到來之前, 你所有感知的東西被無意識地感知為催化劑. 

也就是說, 外在的催化劑穿過罩紗而來, 在某些案例中, (mw)在表面上最清晰的

感知中, 仍有許多部分被遮蔽. 

 

93.21 發問者: 在這幅圖畫中, 該實體的頭部有個蛇的裝飾, 對於它的意義, 我感到

有點茫然. 它屬於 Ra(ä�¢)嗎? 如果是, 它表示什麼? 

RA: 我是 Ra,  它的特質與文化有關, 在(埃及)文化中, 這種蛇的圖像是智慧的象徵. 

確實, 對於這類圖像的一般用戶, 或許對於這部分概念的最準確意涵是了解蛇在

魔法上是強大的. (表現)正面的觀點, 蛇會出現在人像身體的靛藍色光芒位置; 若

意圖呈現負面的意涵, 你可以發現蛇位於太陽神經叢中心. 

 

93.22 發問者: 這隻蛇本身有任何重要意義嗎? 在我們在這個幻象中經驗的蛇是

否有任何極性?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詢問的蛇指的是用在圖像中的符號 而非該第二密度的

生命形態, 它是你們經驗的一部份. 在某個與你們並存的文化中 [£¤Ö�Ú�¥ä

7¯], 蛇的形態有其重要意義; 也就是說, 蛇為 [©ßÑï�Êp]亢答里尼(kundalini)

的象徵,  那是我們在先前的資料已經討論過的主題. 

 

93.23 發問者: 在第三張牌, 是否還有任何其他層面  Ra可以在此時加以評論? 

RA: 我是Ra,  我們可以說對於另一個學生, 還有許多層面是它可以注意與思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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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教導/學習的本質是避免侵犯學生的學習/教導領域. 我們相當樂於評論任何

學生可能做出的觀察. 超過這個界限, 我們就不能多說, 對任何學生都一樣. 

 

我們願附帶說明, 我們期待每個學生都在處理各個圖像中, 自然地產生一個獨特

的感知經驗. 因此, 我們不期待一個發問者可以為所有學生全面概括所有問題. 毋

寧說, 我們期待與接受發問者將問(f¦)一半的問題, 然後建立起一系列關於各個

原型的概念, 接著 提供每個繼起的學生機會進行關於原型心智更通曉的研究. 

 

此時, 容我們請求再一個詢問. 我們很高興地報告這個器皿已經記得要求保存一 

些轉移能量好讓回到清醒狀態的過渡期更舒適. 所以, 我們發現還有足夠的能量

接受(§])一個詢問. 

 

93.24 發問者: 我假設你的意思是一個完整的問題, 我將據此詢問: 我想要知道安

卡十字架(crux ansata)形狀的重要意義, 如果回答內容會太多, 我就只問有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對於一個喜歡謎題的實體而言, 這個圖像包含一些數學比例可以導

出有益的洞見. 我們不打算揭開這個謎題. 我們可以指出安卡十字架是原型心智

的概念複合體的一部分. 圓圈意味靈性的魔法, 十字架意味著顯化的本質: 唯有透

過失去才被重視(珍惜).  

如此, 安卡十字架可以被視為一個永恆的圖像, 在顯化中並穿越顯化; 並透過犧牲

和蛻變顯化物 (})超越顯化. 

 

支援小組運作良好, 自從我們上次的工作集會 該器皿經驗的漩渦水池以扎實地

協助該器皿減輕其痛苦變貌.  

一切都好, 各項排列被良好地守衛.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無限太一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

與光榮�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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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四場集會 

1982 年 8 月 26 日 

 

94.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94.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赤字有小幅的增加, 並不算多. 其他部分則如前所述. 

 

--B5045-- 

94.2 發問者: 我這裡有些來自該器皿的問題, 一、 “我們的第五密度朋友是否要對

該器皿朝向痛苦的極度扭曲負責 [�¨ªÅjÞ¨ª«o¬�®] “? 

RA: 我是 Ra, 是的. 

 

94.3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 卻還沒做的, 可以治療這個狀況, 好讓該器

皿不會經驗這痛苦, 或沒那麼痛苦? 

RA: 我是Ra, 由於這是一個早已存在的扭曲複合體, 你們能做的很少. 這些扭曲依

來源可分為三部份: 

 

(1)容我們說, 你們外科醫生*小於適當程度的工作容許(她的)左腕區域出現各種 

扭曲. (*Õ6: ¨7 chirurgeonsÖ surgeonä¯f) 

 

(2)被稱為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的扭曲導致其左臂與右臂的較低部位的肌肉組

織都在正常[ØÙÚ�¸Û]的配置中允許扭曲(進入). 

 

(3)最後是神經損傷, 從胸廓出口到兩邊的附肢, 但在左邊特別嚴重. 

 

當該器皿處於清醒行為的動線當中, 它可以回應各種敲響痛苦警鐘的訊號, 從而

警醒心智複合體, 隨後以許多細微的配置來移動肉體複合體, 緩解各種扭曲. 

如前所述, 你們的朋友對這些扭曲致意, 就在這個工作開始之前的瞬間. 

然而, 在工作期間, 該器皿並未與它的黃色光芒化學載具同在, 因此不可能(執行)

許多微小的動作, 那些可以最有效協助減輕扭曲的動作. 即使是最粗糙的(肉體)運

作, Ra都必須小心地檢驗該心智複合體的心理配置, 才能去運作. 使用一個黃色-

光芒載具並不是我們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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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 覆蓋物的重量有一些與這些扭曲相關之有害效應, 因此我們提出一

件你們可以完成的小事情; 那就是一個稍微舉起床罩[離開身體]的骨架, 為了補償

溫暖的減損, 我們認為可以穿上溫暖手部附肢的紡織材料. 

 

94.4 發問者: 我立刻想到這個器皿可以穿長的內衣, 穿在現在穿著的長袍底下; 接

著是一個極度輕量, 白色的覆蓋物. 這樣做是否符合要求? 

RA: 我是 Ra, 由於這個器皿缺乏明亮閃耀的肉體能量, 我們建議較重的覆蓋物. 

 

94.5 發問者: 在你的陳述中, 接近它的開頭部分, 你說 “小於適當程度的工作...”, 

那兒有個字我完全不懂, 你是否熟悉我嘗試理解的那個字? 

RA: 我是 Ra, 否. 

 

94.6 發問者: 那麼 我們必須等到抄寫這份資料時 (â~°�). 我假設我們的第五負

面密度朋友並未全時段引發這些扭曲, 因為他想要強調一個事實, 即該器皿只有

在她嘗試一個服務他人的工作時, 才會遭受扭曲, 於是, 以這些嘗試來扼殺這類工

作.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只有部分正確. 不正確的部分如下: 你所說的這個實體發現它的威力

*尚不足以發起持續的襲擊, 作用在這個器皿的肉體載具之上. 

容我們說, 它已經選擇在更有效的[a3±²³µÈ]空間/時間鏈結中提供它的服務. 

[*¨6: Puissance, Ö'eÑ�ä¶·; ¸¶, ¹¶.] 

 

94.7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為什麼在最近幾次的場合中 我感覺如此極度地疲倦? 

RA: 我是 Ra, 這是先前已經涵蓋的題材. 

你們現在經驗的通訊花費特定額度的能量, 即這個小組的每個成員在此生帶來顯

化的能量. 雖然這個代價最猛烈的部分落在該器皿頭上, 它在投胎前就設計好 裝

備著馬甲, 也就是信心與意志的光亮與歡喜Ê盔甲, 它清醒知覺(這點)的程度遠超

過大多數的心/身/靈複合體能夠享有的程度, 而無須許多的訓練與啟蒙. 

 

屬於支援小組的成員也提供意志與信心的精華 用於服務他人, 支援該器皿 [º�

½¾'¿ÀÂ�ÐÄÅÆ!ÇÈÉ�Ê].  所以, 支援小組的每位成員也經驗到靈性的疲

憊, 與肉體能量短缺幾乎無法區別, 除了每一位去試驗這股疲憊, 每個成員將發現

肉體能量位於尋常的變貌(ËÌ). 

 

94.8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真的無意重溫過去的題材, 我應該更謹慎地表達我的問題, 

好讓... 那是我期待的, 我剛才嘗試針對我猜疑的一個事實獲得肯定, 從現在起, 我

將更小心地提問. 

 

該器皿的(第二個)問題是: “在度假期間, 我揭露許多關於我自己的事, 以前並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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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知曉的部分. 在我看來, 我憑藉與生俱來的靈性天賦不費力地向前進, 卻從未

花費任何時間去認識我的人類自我, 似乎還是個小孩, 既不成熟又不理性. 是不是

這樣? ” 

RA: 我是 Ra, 部分是正確的. 

 

94.9 發問者: 然後她說: “如果真是如此, 這似乎是謎題的一部分, 關於 Ra所說的

我存有性的方式. 我恐怕如果我沒有成功地工作我的各種人類扭曲, 我將要為失

去通訊負責. 不過 Ra 也建議, 過度致力於呈現任何結果都是不智的. Ra可否評論

這些想法? ” 

RA: 我是 Ra, 我們進行一般的評論, 首先 關於通訊的詢問再一次指出該器皿以有

色的*眼睛觀看其心/身/靈複合體. 每個正在尋求的心/身/靈複合體都幾乎必定擁

有不成熟與不理性的行為. 

同樣地, 這個實體, 如同幾乎所有的尋求者, 已經在這個肉身經驗的架構中做完可

觀的工作, 並且的確發展出成熟與理性(行為). 

(*Õ6: ¨7p jaundiced, î RaÍ¡ä biased¤Î) 

 

這個實體竟然未能看見已經完成的事項, 而只看見那等著被完成的事項, 值得好

好地注意. 的確, 任何尋求者發現自己內在有這個理智/情感與理智變貌之情結, 

應該思量批判可能並無效力. 

 

當我們靠近該詢問的第二部分, 我們查看冒犯自由意志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 我們

相信我們可以在混淆法則的邊界內回答. 

這個特殊的器皿並未受訓, 也沒有研讀或工作任何修練(紀律)以接觸 Ra. 

我們已說過許多次, 我們能夠接觸這個小組, 使用這個器皿是因為這個器皿獻身

於太一無限造物者的純粹度; 也因為這個小組中每位成員享有大量的和諧與接納; 

這個情況使得支援小組得以在沒有顯著扭曲的情況下運作. 

 

我們是謙卑的使者, 一個器皿怎能將(ÙÚ)任何的想法當作造物主的意志? 

我們感謝這個小組, 讓我們能夠透過它說話; 但未來如同迷宮一般, 我們不知道是

否在最後一次工作之後, 我們的冒險故事得以完成. 

那麼 該器皿能否思考一會兒, 它將會停止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我們請求該器皿思量這些詢問與觀察. 

--B5045-- 

 

94.10 發問者: 在上次集會, Ra曾講述(即使)對於表面上最清晰的感知, 仍有許多

部分被遮蔽. Ra可否詳述這個敘述的意思? 我假設這意味著對於我們肉體感知[Ï

光譜ÐÐ�Ñ]的極限之外的所有東西的一種遮蔽; 但我的直覺是應該還有更多東

西被遮蔽, Ra可否詳述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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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你的假定是敏銳的. 的確, 我們沒有暗示你們肉體器官[jÕ�Ú�

äÓë]的限制是罩紗過程的一部分. 你們肉體的種種限制是它們本然的樣子. 

 

無論如何, 因為每個心/身/靈複合體的各種獨特偏向(biases), 偶爾會有一些相當簡

單的變貌的實例, 當時卻沒有這類變貌表面上的起因.  

讓我們舉一個強壯且不成熟的男性為例, 他遇見一個年輕的女性並展開清晰的對

話, 該女子的肉體形態有適當的配置促使這位男性實體啟動與升高紅色光芒性慾

活動.  

(彼此)說的話可能只是簡單的主題, 好比姓名, 有關職業、以及各式各樣常見的交

換[jÕ�²êëìíï].  然而, 該男性實體幾乎用了它擁有的 所有可用的意識去登

錄該女性的魅力特點. 對於該女性, 或許也是如此. 

 

於是, 這整個資訊的交換或許毫無意義, 因為真正的催化劑屬於身體, 這被無意識

地控制, 並且不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 這個例子有些過度簡化. 

 

94.11 發問者: 我畫了一張小圖表, 我簡單地展示一個代表催化劑的箭頭以直角穿

透一條代表罩紗的直線; 然後儲存於兩個貯藏庫的其中之一, 我稱呼其中一個位

於右手途徑, 另一個位於左手途徑; 我把這兩個貯藏庫標示為經驗, 當催化性作用

通過罩紗的過濾, 進入其中一個寶庫. 

這是一個十分粗糙的類比, 說明催化劑通過罩紗的過濾, 成為經驗的過程, 是不是

這樣? 

RA: 我是 Ra, 再次地, 你的敘述有部分是正確的. 心/身/靈複合體的各種較深偏向

導引催化劑迂迴航行在正面性與負面性的許多島嶼之間, 好比深邃心智是一個群

島遍佈的海洋. 然而, 這個類比不正確的部分在於它沒有考慮進一步極化的確切

過程, 即顯意識心智察覺來自深邃心智的部分極化的催化劑之後, 進一步的極化

十分肯定是可得的. 

 

94.12 發問者: 在我看來, 心智的經驗會如此這般地行動以改變罩紗的特質, 好讓

被過濾的催化劑更可以透過該實體逐漸增多選取的偏好而更可以接受. 舉例來說, 

如果他已經選擇右手途徑, 心智的經驗會改變罩紗的滲透性去接受越來越多的正

面催化劑. 同時反之亦然, 如果左手途徑是被反覆選擇的途徑, 他接受到越來越多

的負面催化劑.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不只正確 還有進一步的衍生結果. 當一個實體越來越有經驗, 如

果它走在服務他人的途徑上, 它將越來越頻繁地選擇正面地詮釋催化劑; 如果它

經歷的是服務自我的途徑, 則它將越頻繁地選擇負面地詮釋催化劑. 

 

94.13 發問者: 那麼, È理則設計一個催化劑行為的機制, 結果產生經驗, 計畫這個

機制是為了自我加速(進化), 因為它會創造這個可變動的滲透性過程 [屬於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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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路徑的一個機能]. 這是不是一個適當的陳述? 

RA: 我是Ra, 我們剛才討論的概念中, 沒有可變動的滲透性過程牽涉其中, 除此之

外, 你說得相當正確. 

 

94.14 發問者: 我現在可以理解[Ôzw¡Þ�öÕäfþ] 心智的催化劑*的必要性, 

但(需要)有一個心智的經驗的藍圖或模型是什麼原因? 除了一個可存放正面與負

面催化劑的雙重貯藏庫的簡單模型, 有沒有別的原因? 在我看來, 若經驗的模型沒

有被製造, 自由意志之第一變貌可以獲得更好的服務. 你能不能為我澄清這點? 

RA: 我是Ra, 你的問題確實有趣, 你的困惑有希望產生結果. 我們不能替學生學習

/教導. 我們簡單地指出, SÙÚÖ×Á�ä, 不同原型對於男性與女性的吸引力. 我

們建議朝這條路線思考 可能產生結果. 

(*{6: ØÙcÚ¨p “!3ÛÜÝáÈeãYHæÈÜÝá�èã”) 

 

94.15 發問者: 在第四號原型中, 這張牌顯示一個男性的身體面向前方, 我假設這

指出心智的經驗將向外伸展, 去碰觸催化劑. 不過, 朝向左邊的臉龐向我暗示在碰

觸催化劑的過程中, 負面催化劑的威力與效應比正面的更為明顯. Ra可否就此評

論? 

RA: 我是 Ra, 心智的經驗並不會向外伸展, 喔 學生, 而是秉持堅定的威信, 緊握住

被給予的東西. 你的評論的其他部分具備敏銳的洞見. 

 

94.16 發問者: (ç�ä)經驗坐在物質幻象的方塊物體上, 該方塊的顏色要比第三號

牌暗許多. 然而, 在這個(方塊)內部有一隻貓, 我猜想當經驗被獲得時, 幻象的第二

密度本質被理解, 接著負面與正面觀點分離開來.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這個詮釋明顯地與 Ra的意向不同. 我們將注意力導引到那守衛的大

貓的文化意義上. 喔 學生, 牠守衛著什麼東西? 牠帶著何種鮮明旗幟(oriflamme) 去

照亮顯化的黑暗? 極性確實存在; 分離並不存在, 除了透過篩選, 那是經驗累積的

結果. 這張安坐人像[有著乳白色的腿及其指向性的腳(fooch)]之配置還意圖產生

其他一些印象. 

 

94.17 發問者: Ra剛才通訊的最後一個字是什麼? 我聽得不大清楚. 

RA: 我是 Ra, 我們說了聲音振動複合體, 腳(foot). 由於某些痛苦爆發, 我們偶爾在

說話時比較不穩固. 無論如何, 對於這個工作, 路是開放的, 狀態保持良好. 如果在

傳達上有任何困難, 請繼續詢問. 

 

94.18 發問者: 在第三號牌中, 女性實體的雙腳位於不安定的平台上, 藉由平台的

顏色表徵雙重極性. 在第四號牌中, 一隻腳是尖頭的, 這指出如果該男性實體墊著

腳尖, 它得要小心地平衡; 另一隻腳指向左邊. Ra可否就我的觀察評論, 如果該實

體以一隻腳站立 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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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是個重要的認知, 因為它是把鑰匙 不只開啟這個概念複合體, 也

包含其他的(¨þ). 你可以看到丁字(T-Square)有些時候裂開來如同一隻腳離開穩固

的地基 [由於經驗的特質]; 然而 基於這同樣的經驗特質, (éÞBì)被謹慎地、精

確地、以及依照建築學放置在這個概念複合體的根基上, 並且確實位於原型心智

複合體之中. (ç�ä)經驗*擁有的特質能夠更有效 更尖銳地表達經驗的架構, 同時

包括結構的脆弱性與穩固性. 

 

94.19 發問者: 在我看來, 就第四號牌中的這個男性實體的配置而言, 他眼睛向左

邊看, 右腳指向左邊, 這張牌暗示對於左手途徑, 你必須處在防衛的位置, 但關於

右手途徑的保護 你則無須擔心.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再次地, 這並不是我們在建構這張圖像時想要提供的建議; 然而, 這

個認知並不能說是錯的. 

 

94.20 發問者: 第四號牌中右手邊的魔法圖形向我暗示靈性的顯著意義位於這張

牌的右邊, 指出靈性經驗會是右手途徑,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Ra, 是的, 該人像正在表達經驗的特質, 透過它的注意力被所謂的左手催

化劑抓住; 在此同時, 那力量、魔法則可以在右手途徑上取得. 

 

經驗的特質使得注意力恆常地獲得經驗的多樣性. 那些被認為或被詮釋為負面的

東西似乎十分充沛. 拾取催化劑並設想出 魔法的、正面的經驗是一個大挑戰. 負

面經驗中具有魔法的東西在第三密度中還要很久以後才會到來, 容我們說. 

 

94.21 發問者: 現在, 依我之見, 第三號與第四號原型一起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以最

有效率的方式創造極性,  這個陳述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不能說是不對的, 我們建議沉思這個思想複合體. 

 

94.22 發問者: 那麼 在罩紗過程之前, 我們在罩紗之後稱為催化劑的東西那時不

算催化劑; 只因為它並未有效率地創造極性, 因為缺乏一個裝載的過程[�e]T}

�¸��], 也就是我剛才畫的圖表, 催化劑穿過罩紗, 接著成為極化的經驗. 當時裝

載過程不起作用的原因是一個實體以更清晰的方式看待[ÙÚ�pä]催化劑單純

為太一造物者的經驗, 而不是其他心/身/靈複合體的一個機能. Ra可否評論這個

陳述? 

RA: 我是 Ra, 你所討論的概念似乎沒有顯著的扭曲. 

 

94.23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我們正期待在第四號牌看見催化作用的結果, 因此 黑

暗與明亮區域的差異更為鮮明. 匆匆一瞥這張牌, 我們注意到它與第三號牌的差

                                                 
* íï ðòó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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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即在某些區域染色更加暗黑, 其他區域則更白. 這點向我指出, 兩種偏向的分

離已經發生, 也應該發生, 好追隨經驗的藍圖.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你是敏銳的, 喔 學生. 

 

94.24 發問者: 第三號牌中的鳥現在似乎被內化到第四號牌中 該實體的中心; 因

為牠在第三號牌中的飛行狀態已經改變, 飛行已經抵達目的地, (牠)已經成為經驗

的一個中心部份.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這個認知是正確的, 喔 學生, 但學生是否將找到這隻鳥表示的意義? 

 

94.25 發問者: 我會猜這隻鳥表示一個通訊 在第三號牌中 牠代表催化劑 然後被女

性接受, 接著被使用, 成為經驗的一部分, 我對此完全不確定, 我是否有一點點正

確? 

RA: 我是 Ra, 那沒什麼意義. 

 

94.26 發問者: 我得繼續工作這個概念. 

那麼 我猜想第四號牌中 該實體交叉的雙腳具有的意義類似安卡十字架的十字,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該圖像中, 由活的肢體構成的十字架表示[在你們幻象

中顯化的]心/身/靈複合體的特質. 沒有一個經驗不是以某種的努力去賺得, 沒有

一個服務自我或服務他人的動作不是承載一個代價的; 對於顯化的實體而言, 相

稱於它的純粹度. 所有在顯化之中的東西都可以這一種e另一種方式被視為正在

獻出它們自己好讓蛻變在適合該行動的層次上得以發生. 

 

94.27 發問者: 第四號牌上頭的實體胸前有個圓圈,  裡頭有隻鳥, 它的意義是否與

安卡十字架的圓形部分相同? 

RA: 我是 Ra, 它是這個有意義圖形的一個特殊化形式; 它被特殊化 有大部分是由

於顯化的交叉雙腳的特質, 這點我們剛才已經討論過了. 

 

94.28 發問者: 第四號牌裡頭的實體穿戴一件形狀奇怪的裙子, 這件裙子的外形是

否有顯著意義? 

RA: 我是 Ra, 是的. 

 

94.29 發問者: 該裙子朝左手邊延伸, 但在右邊比較短. 有個黑色的袋子掛在該實

體的腰帶上, 位於左邊. 在我看來這個黑色袋子的意義是獲取物資, 擁有財富, 為

左手途徑的一部分.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Ra, 雖然這個意義並非Ra當初設計為這個概念複合體的一部分, 我們發

覺這個詮釋相當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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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頓 30秒] 

 

我是 Ra, 我們觀察到詢問過程正在停歇, 我們藉此機會說轉移能量的水平正快速

地降低, 我們提供機會給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如果(你)渴望去問. 

 

94.30 發問者: 我只想敘述這張牌(主題)是男性, 這點指出當獲得經驗之際, 心智成

為發動者e那個向外伸展的主體, 或者, 與獲得催化作用之前的單純經驗者相比 

它做的事情更多了; 心智有更大的傾向去導引心/身/靈複合體; 除此之外 我只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在你倒數第二個詢問的脈絡中, 我們會建議你重新衡量該圖像穿的

服裝, 這樣的服飾不是自然的. 該外形具有顯著意義, 並且依循你的詢問路線.  

 

支援小組對器皿照顧良好, 我們請求小心照顧 因為器皿被提供一份禮物, 來自第

五密度朋友對你們的致意 即朝向極度寒冷的變貌. 

 

雖然你們對於附屬裝備可能還不很滿意, 容我們說一切都被謹慎地準備, 每一位

都盡力了, 沒有實體能做得比這更多了. 所以我們感謝每一位提供的謹慎排列, 一

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榮光Ê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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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五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2 日 

 

95.0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

們現在開始通訊. 

 

95.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95.2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夥伴的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前述的實體已經選擇各式各樣的方法去增進它的服務, 雖然每一項

就它自己而言是有效的, 卻沒有一項引領(Èøù)去減少對服務他人的奉獻程度, 

或減少對和諧互動的珍惜. 因此, 該實體雖然不像先前那麼安靜, 在平衡上卻有些

退極化. 

 

95.3 發問者: 有極度高的可能性, 我們將從這個位置搬遷到另一個住宅. 如果我們

應該搬離這棟住宅並且停止使用這個專門與 Ra一同工作的房間, 是否有一個魔

法上的適當儀式用以關閉這個工作場所的用途, 或許有任何事情是我們在離開這

個特殊的場所前應該做的? 

RA: 我是 Ra, 這個房間充滿神聖性[�Ú���yzä��]的電荷, 該建築物則少一

些, 將它移除是恰當的. 要移除這種電荷有兩種有用的方法, 一種是在你們的紙張

上寫下你自己的工作(öØ); 或使用現存的、為神聖場所舉行的除聖(deconsecration)

儀式, 好比你們教堂使用的方式. 

 

95.4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為這個工作選擇的新房間當然會被仔細地清潔, 損毀的

表面也會被整修好. 我們還會在每次工作之前 使用小五芒星的驅逐儀式. Ra是否

還有任何其他事項的建議? 我也想知道是否有任何特別的事情是 Ra可以建議的, 

關於我們選擇的新地點? 

RA: 我是Ra, 我們掃描發問者最近的記憶配置. 首先, 在這個住所有過一些較不和

諧的互動. 這股互動的動力具有足夠的勢能吸引較低的思想-形態. 

因此, 我們建議撒鹽 以及藉由祝聖的水在所有的窗戶與門口[ê�T}�úû+eÒ

üýÿä��]舉行淨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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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我們建議在你們稱為的溼酒吧區域懸掛切過的大蒜瓣, 這個區域收容了那

些實體 他們的歡娛轉變成比較暗黑的情緒, 並集中在此區域與用來睡覺的房間

[NÔORP�]. 懸掛大蒜瓣的同時, 使用適當的話語與那些較低星光層的(存有)道

別, 為時大約 36個小時; 我們相信這相當於你們的兩個夜晚時期加上一個明亮時

期. 這樣應該可以淨化該房屋到某個程度 [�T}ã�ð] 成為中立的振動; 然後我

們建議你們請求這個活生生的實體現在歡迎與吸收和諧、愛、感謝的振動; 接著

這個小組在(;z)肉身經驗持續期間, 將這些振動提供給該住所. 

 

95.5 發問者: 我現在假設 我們要準備的蒙福之水跟我們在每次集會後準備給器

皿喝的水是一樣的; 然後用這種水來擦拭所有窗戶與門. 這八成需要一個水桶才

能完成. 我想知道這個過程是否正確, 以及 撒鹽在窗戶與門廊上的意義是什麼? 

RA: 我是 Ra, 首先, 你們可以自己祝福這些水, 或 請求從任何蒙福的地方得到所

謂的聖水; 也就是說, 受到意願的祝福.  

其次, 各手指仔細地將這些水, 沿著所有窗戶與大門的底線, 抖動出去; 同時它們

已經是開啟的.  

第三, 在灑出這清淨、賜福之水聖體以前, 應該先把鹽巴沿著這些底線擺放, 再次

地, 允許它以這個配置存在 36到 48個小時. 然後使用全新(virgin)的掃把儀式化地

將鹽巴掃出每個窗戶與門廊之外, 每次揮動掃把 將那些在這個住所中的較不幸

的振動掃出, 因它會發現與該小組共處(有)困難. 

 

95.6 發問者: 我假設你的意思是 我們應該把鹽巴只放置在外部門口的底線, 並不

包括房子內部的門戶的底線,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無法足夠清晰地表達鹽Ý水Ý大蒜的特質, 好讓你

知悉鹽吸收振動的功效, 當鹽碰到水之後, (實體)可以要求某些振動進入鹽巴. 

我們無法表達你們水的完整之魔法特質, 我們也不能表達大蒜切片對於較低星光

形體的相似性與吸引性; 該吸引性是負向的, 沒有一個服務自我的星光形體會接

受與大蒜切片共存. 

 

所以, 我們提供這些建議, 我們也謹慎地要求掃把必是乾淨的, 並且大蒜(-])要

燒掉. 掃把的純淨性(virginity)是最有效力的. 

 

95.7 發問者: 讓我看看, 我是否正確地將整個場景放在心智中, 我將重述我的版本: 

我們懸掛新鮮切過的大蒜在溼酒吧區域 以及鄰近廚房的臥室區域. 我們撒鹽在

所有的窗戶底線與所有的外部牆壁中的門戶底線; 然後從我們的手指將蒙福之水

灑在鹽巴覆蓋的區域. 然後我們說一些適當的話向較低星光(存有)道別, 我不確定

要說什麼話語. Ra可否評論我剛才陳述的場景? 

RA: 我是 Ra, 你對於我們的建議掌握得很好, 我們補充說明, 倒出鹽巴時 使它成

沒有缺口的一直線. 對於你們即將移除的這類實體, 有各式各樣的祝福與道別的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583 

儀式話語, 我們可以建議以下話語: 

當鹽巴被放置時, 你可以重述 “我們讚美太一造物者 祂給予鹽巴能力, 致使那些

我們想道別的朋友們去找到一個新家.” 

 

當灑水之際, 你可以說 “我們感謝太一造物者 為了(祂)水的禮物,在水的上方, 

造物者移動祂的手並加以攪動 使祂的意志得以完成.” 

 

懸掛大蒜切片的同時, 伴隨著這些話語 “我們讚美太一造物者 為了大蒜的禮物 並

且 (祂)降福大蒜一種能力給那些我們想道別的朋友,即提供一個箭頭 為它們指

向出去的道路.” 

 

當打掃完成之際, 你可以說 “我們讚美太一造物者並感謝這個住處擁有靈性的清

潔.”   

在焚燒大蒜之際, 你可以說 “我們感謝太一造物者 讓我們的住處獲得靈性清潔的

禮物, 並且藉由燒毀這個物質封印這個出口 [R�G��P^���<k�Í½ê�_�a

3a�]. ” 

 

95.8 發問者: 在各個房間中, 是否有任何地方比其他地點更適合懸掛大蒜; 比方說, 

窗戶上方或任何類似的東西? 我知道大蒜應該要懸掛在酒吧區域, 但我意指的是

臥室中; 是否有任何更適合的地方? 

RA: 我是Ra, 窗戶與門口是最適合的, 除此之外, 我們建議在通往其他地方的門口

都灑上鹽巴與水[¤v��û+ÒÆ],  好使這些實體理解到它們在住所的其他地方

也不被渴望.  

 

95.9 發問者: OK, 就我的理解, 使用大蒜的地方包括酒吧區域, 以及靠近廚房的臥

室, 它還有一個通往車棚的出口. 如果我是對的, 那麼只有這兩個地方要用到大蒜: 

酒吧與通往車棚的那個房間. 那是正確的, 不是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95.10 發問者: 我們想要為了 Ra 通訊挑選最適當的房間聖化. 我們不會使用那個

臥室, 縱使我們已經淨化它, 我想像不要用它比較好, 我不確定. 但有沒有任何房

間是最適當的, Ra 可以指出它? 

RA: 我是Ra, 當你們結束你們的工作, 該住處將是一個純潔的住所, 以魔法的角度

而言. 你們便可以選擇住所中適當的部分, 一旦選定之後, 然後你們可以開始同樣

的準備方式, 跟你們在這個住處已熟悉的方式相同. 

 

95.11 發問者: 我假設該新近挑選的地方的外圍符合與 Ra 通訊的最佳參數, 我想

在這個時候請問 Ra 關於該房屋的外圍是否有任何建議?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584 

RA: 我是Ra, 該住所似乎被你們鄉村的田野與樹木圍繞, 這是可接受的. 我們建議

準備環境的一般原則, 即是讓各部分的環境之美最佳地適合該小組的每位成員, 

每一位都感覺適宜.  在園藝與照顧環境中有著許多的祝福, 因為當(實體)懷著對

造物的愛完成這些工作, 第二密度的花朵、植物、小動物都會覺察到這項服務 並

予以回報. 

 

95.12 發問者: 在房子的一端有四個馬廄, 曾經有馬匹居住, 是否需要修改該區域

的狀況, 縱使它在居住區域的外面? 

RA: 我是Ra, 在該區域並沒有令人不快的負面能量囤積其中, 所以, 只要經過物理

的清潔過後, 即為可接受的狀態. 

 

95.13 發問者: 在即將結束詢問我們的新地點之際, 除了已經給出的評論之外, Ra

是否還有任何其他的評論?  

RA: 我是 Ra, 接收到這個詢問使我們感到欣慰, 因為在北北東 10 度曾有負面思想

型態的集結, 距離大約是 45[�Ú�pä]碼, 從該處延伸到所有四個方位, 呈現一個

不規則矩形的樣子.  

 

我們要求將大蒜串成一條線, 掛在這個區域的遠端邊界, 半徑大約是 60~70 英尺, 

也就是從該住所起算 方位為北北東 10 度, 大約 57碼的距離. 我們建議將大蒜懸

掛在一個漏斗之內, 好讓(ëÆ)能量被吸引進入小口徑的南端 並且被轉換(traduced*)

到北方 然後離開該住所. 懸掛的程序將會考驗你們設計的才能, 但有幾種方式可

以懸掛這個物質, 如此做是好的. 

(*Ï¤æ 86.15äÕ6) 

 

95.14 發問者: 我在心裡描繪一個厚紙版組成的漏斗, 大約 3 英尺長, 然後一個相

同配置的較小的厚紙版, 把它置入那個漏斗中, 大蒜放在兩個厚紙版的表面之間, 

好讓大蒜自身確實形成一個漏斗, 被安置在兩個厚紙版的圓錐之間, 圓錐體較小

端朝向房屋; 敞開或較大端則朝離開房屋的方向.  

我也想要確定我準確地知道我們談論的位置; 好比前門, 上面有小屋頂覆蓋的門, 

接著從那兒量取方向; 我懷疑該方向是沿著道路向上 通往不動產的外圍; 同時, 一

個從門把到負面性區域的中心[ÙÚ-â0ßäØñ]的精確度量應該會有幫助.  

Ra可願評論我剛才說的話? 

RA: 我是Ra, 我們工作的起點是該住所的另一邊, 無論如何, 精確的距離並不重要, 

原因是星光殘餘物具有的概括特質. 航向大約是北北東 10 度到北北東 5 度之間, 

不需要絕對地苛求該航向(ä�Î\). 以碼計量的距離大約是剛才給予的數字. 關

於大蒜的懸掛, 它必須能夠被風吹動, 因此, 你觀想的結構並不十分理想, 我們建

議在兩邊的支柱串起一條線, 在漏斗的兩邊掛一串大蒜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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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5 發問者: 為了製作這個掛大蒜瓣的漏斗, 使用鐵絲骨架, 好比六角形鐵絲網, 

有著小尺寸的網孔或類似的東西, 把它塑形為圓錐體, 將大蒜繞著它繫在上面, 並

且讓它的較小端朝向房屋, 開放端遠離房屋, 把它繫在兩根支柱之間. 這樣做合適

嗎? 

RA: 我是 Ra, 這是合適的. 你在這個案例中看到³ò�ä負面性的中心; 但還有個

住所以及週邊的一般性清潔工作, 藉由相同的方法. 你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可改善

淨化環境的效力, 也就是手上拿著打開的(fS)瓣, 並來回搖動; 並且在房屋週邊

行走. 無須說任何話語, 除非每位成員希望靜默地 或 口頭上 講述先前針對大蒜的

(禱)詞. 

 

95.16 發問者: 此時, 我們可以做什麼以準備這個新的地方, 在我們自己的生活或

居住狀態中, (準備)存在狀態的參數以及與 Ra通訊, 有沒有任何其他事情會是合

適的, 請 Ra提出? 

RA: 我是 Ra, 對於你沉思的這個特定的位置, 沒有更多的特定建議了. 一般而言, 

乾淨是最有幫助的, 將心智複合體中不屬於和諧的想法去除也至為有益; 那些增

加信心與意志的練習, 好讓靈性可以做它的工作, 是最有幫助的. 

 

95.17 發問者: 關於淨化這個不動產, 在完成以上建議之後, Ra是否期待我們與 Ra

的通訊會跟(我們)在這個特殊地點一樣有效率? 

RA: 我是 Ra, 這個小組只要居住在愛Ý感恩之中, 所有地方對我們而言都是可接

受的. 

 

95.18 發問者: 謝謝你, 有人問了一個問題, 我將在此時詢問. 在處理夢的催化劑的

過程中, 是否有個無意識心智的普世語言 可用來詮釋夢的意義; 或者每一個實體

有它自己的無意識心智的獨特語言 該實體可用來詮釋夢的意義? 

RA: 我是 Ra, 由於所有心/身/靈複合體的共同遺產, 有所謂的夢的局部字彙. 由於

每個實體獨特的人生經驗, 有一個套疊表層隨著實體經驗的增加, 它會越長越大, 

在夢的字彙(庫)中佔據更大的比例. 

 

95.19 發問者: 謝謝你, 在上次的集會中, 你有個聲明關於不成熟的男性遇見(不成

熟的*)女性, 你指出因為罩紗之故, 他們交換的資訊相當不同於過去的情況.  

你可否以相同的例子說明在罩紗過程之前, 資訊交換的過程, 請? 

(*{6: �Ö¨ãô\]^{T�_É*ä�Ø�) 

RA: 我是Ra, 假設在相同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 男性與女性雙方都會啟動隨機紅色

光芒的性慾激起, 通訊主題遠為有可能是滿足那紅色光芒、性的衝動. 當這個事情

發生之後, 其他資訊好比名稱, 可以藉由清晰的感知被提供. 值得注意的是, 罩紗

過程前的經驗可以處理的催化劑與罩紗過程後提供給情感上完全困惑的男性與

女性的催化劑相比, 顯得微不足道. 這個情況下的困惑, 雖然是過分簡化, 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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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說明在罩紗過程之後, 催化作用Ê過程擴大作用的效率. 

 

95.20 發問者: 罩紗過程之後, 關於(yI)相遇的狀態, 任一實體將依照它先前的偏

向的函數或 ,ØÙÛ, 將依照第四張牌, 經驗的一個函數[�È¡,(g À����Y!

Å�Æb]來選擇; 因此最有可能製造更多的催化劑給自己, 沿著已選定的極化路徑. 

Ra可願就此陳述加以評論?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是正確的. 

 

95.21 發問者: 在上次的集會, 我們說到第四張牌之中的裙子的形狀, 我們想到該

實體[üb心智的經驗Ê¨þ]的裙子向左延伸, 這點指出其他自我不能靠近這個實

體 如果它已經選擇左手途徑; 在它和其他自我之間會有個更大的分離.  相對地, 

如果它選擇了右手途徑, 分離程度就會少很多. Ra可願評論那個觀察? 

RA: 我是 Ra, 該學生是敏銳的. 

 

95.22 發問者: 該實體坐的方塊幾乎是全黑的, 這代表物質幻象; 白色的貓守護著

右手途徑, 該途徑在經驗中與左邊分開. Ra可願評論那個觀察? 

RA: 我是 Ra, 喔 學生, 你的視覺幾乎看到我們意圖說明的東西, 然而,  極性無須守

護者. 那麼, 喔 學生, 什麼東西需要守護呢? 

 

95.23 發問者: 可能... 我剛才想說的是: 該實體一旦選擇右手途徑, 沿路上會被

守護, 可免於物質幻象中負面極性的效應.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這是對我們意圖的準確認知,  喔 學生,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那偉大的

貓沿著這條途徑守衛, 其程度與意向的顯化的純度成正比, 也與已完成之內在工

作的純度成正比.  

 

95.24 發問者: 從那個陳述, 我詮釋出以下的意義: 如果心智的經驗已經充分地選

擇右手途徑, 並且在選擇該途徑的過程 接近完全的純粹度, 那麼也就接近 完全免

於左手催化劑的效應的損傷.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絕妙的敏銳觀察. 已經純然地選擇服務他人途徑的尋求者肯定

不會有明顯變動的人生經驗. 在你們的幻象中, 沒有外在的避難所可免於強風、驟

雨、暴風雪等快速與殘酷的催化劑. 

 

然而, 對於純粹者, 所有的遭遇都述說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最殘酷的打擊被

視為提供一種挑戰的氛圍與即將到來的機會. 於是, 光Ê偉大帳頂(pitch)被高舉在

這類實體頭上, 以致於所有詮釋都被視為受到光的保護. 

 

95.25 發問者: 我經常在想關於隨機與已編程的催化劑的作用, 以及該作用與具有

十分強烈正面或負面極化的實體之間的關聯. 這兩者是否有很大的程度可以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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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催化劑, 好比大規模的自然災難e戰爭e類似的東西會在一個高度極化的實

體的[�è¬p]附近產生大量隨機催化劑? 那麼, 這隻偉大的貓是否在右手途徑上 

對於這類隨機催化劑產生影響? 

RA: 我是 Ra, 有兩種情況確實是如此. 首先, 如果有個降生前的選擇, 舉例來說, 一

個實體不會在服務文化群體的過程中奪取性命, 事件將以受保護的方式降臨. 

其次, 如果任何實體能夠完整地居住在合一之中, 唯一可能發生的傷害是外在肉

體、黃色光芒載具藉由死亡的過程改變為更充滿光的心/身/靈複合體的載具.  

所有其他苦難與痛苦跟這個相比都不算什麼了. 

 

我們補充說明, 在第三密度的載具中, 心智、身體、靈性複合體都具備這種完美配

置的情況格外地罕見. 

 

95.26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如果心智的經驗已選擇... 已經成為負面的, 並且

在負面途徑上行旅, 就不會有任何保護? 所有的隨機催化劑都可能影響該負面極

化的個體, 如同一個隨機催化劑的統計特性的函數.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注意到你們人群中有些人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

上, 尋求生存的場所; 這是由於實行服務自我時, (個體)欠缺保護之故. 

 

95.27 發問者: 第四張牌中 該實體的雙腳大致上呈直角, 可能與四維立方體

(tesseract*)有關連, Ra在很早以前的集會 1中曾提到它, 關於轉化的方向從空間/時

間進入時間/空間; 我在想它可能也與安卡十字架相關, 我的觀察是否有一點點正

確? 

(1. ¨6: Ï¤¥ 52.10)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詢問, 因為轉移能量正在衰退. (你)對於

直角及其轉化的意義之觀察是至為敏銳的, 喔 學生. 每一個圖像都通往心智、身

體、靈性的蛻變; 並最終通往偉大的轉化性選擇; 擁有對這個概念的逐漸增加之明

晰表達的強度; 也就是說, 你在每個圖像發現的這種角度將可以看作一個越來越

尖銳響亮的呼聲, (呼求)機會去使用每個資源 [¤iÖ��´�ä經驗, eÖ�Þ�ä

*0] , 為了行家宏偉的工作, 它朝向蛻變建構, 並使用靈的豐富穿梭載具通往智能

無限. 

請在這個空間/時間提出任何簡短的詢問. 

 

95.28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觀察到(器皿)背部的扭曲有小幅度的惡化, 這是由於剛開始使

用漩渦水池的特性; 當水漩渦開始協助扭曲群Ê核心(nexi)的週邊肌肉組織, 肉體

上的困難會被突顯. 我們鼓勵(使用)漩渦水池, 並補充說明 相較於(你們)現在使用

                                                 
* tesseract—ÿ�	
�, Ã������,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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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巧, 完整的浸入水中會更有效力. 

 

我們要求支援小組嘗試協助該器皿記得保存其肉體能量, 不要把它們花在與打包

[�Ú����ëä��]相關的運動上, 以及在你們星球上不同地理位置之間的移動

上.  

排列狀態優異, 一切都好.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榮耀地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Ê強大的平安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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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六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9 日 

 

9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6.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赤字比起上次詢問時顯著地增大. 生命能方面也有相當程

度的減少, 雖然額外補充[�\]的能量還是有的、用以維持正常的理智/情感變貌,. 

 

--B5046-- 

96.2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肉體能量與生命能減少的起因? 

RA: 我是Ra, 我們發現在構想答案之前, 需要檢驗該器皿的心理配置, 這是由於我

們不情願冒犯它的自由意志. 該實體一直以來欣賞個人催化劑之靈性沉思的相關

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講下去. 

 

這個實體有個獨一無二的習慣性態度, 那就是, 當有需要行動時 該實體習慣以服

務的角度分析該催化劑 接著決定一條路線. 當這個實體瞧見即將被這個小組居

住的住宅, 這個態度配置有了最不尋常的變化. 該器皿感知到那些我們曾提及的

元素精靈與星光界存有, 該器皿渴望獲得這個有問題的住處 以有所服務, 但發現

自己的本能對於這些不受歡迎的陰魂起反應. 這個心智配置的分割由於缺乏控制

的連續催化劑而加劇. 如果這個實體能夠實質地開始淨化洗淨該住宅, 容我們說, 

將不會出現開口. 

 

雖然這個實體嘗試在這個議題上清晰地溝通, 雖然支援小組的每個成員也同樣這

麼做, 揭露與掌握該催化劑本質需要一定總額的藍色-光芒工作以發揮效用, 那時

尚未達成這個總額. 於是, 產生一個開口, 對於這個心/身/靈複合體而言是相當罕

見的; 向你們致意的那個實體移動進入這個開口, 並執行我們認為, 到目前這個鏈

結[�¼~p��]為止, 在它的純粹魔法顯化中, 最強而有力的(顯化).  

 

幸好 這個器皿並未扭曲朝向你們稱為的歇斯底里症狀, 因為這次工作的潛能是

這樣的, 假若該器皿允許恐懼增大 超過堅持下去的意志, 那時 它就無法呼吸, 每

一次嘗試呼吸 都會變得更接近不可能(呼吸), 直到發生窒息(現象), 那是向你們[}

ð�¥ä�@]致意的實體所渴望的, 如此 該實體將離開這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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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發問者: 容我說, 這個威脅是否仍然存在, 如果是, 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來減輕

它? 

RA: 我是 Ra, 這個威脅[S#�$%}�x�@�Ø��U%]不再存在了. 該通訊受到

書記員, 接著是發問者的影響, 確實關閉了開口; 並允許該器皿開始吸收消化它已

接收的催化劑. 

--B5046-- 

 

96.4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 這個問題和那棟房子有關,  我們(�Õ6Ûñ)的房子是否

能夠藉由粉刷與清潔獲得轉化? 我們能夠著手..我們沒有計畫鋪上全新的地毯, 

清潔那兒現存的地毯是否為可接受的? 

 

我想要把這個特殊的房子帶到一個可接受的限度, 在我們做完灑鹽動作之後 房

子成為中立狀態. 我只關切我們在那兒的工作的狀況. 物理位置並不重要, 事實上, 

我一點也不認為那是重要的.  

如果這棟房屋無法被提升到一個良好狀況, 確保我們不會經驗特定型態的問題, 

那麼我會選取一個不同的房屋, 它不是那麼重要.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當然, 在與 Ra通訊這件事上頭, 這個小組的偏好是唯一的考量. 

 

透過該小組的臨在, 這棟正被考慮中的住所已經獲得這個該小組小額度的祝福, 

如同我們先前曾說, 你們每一個在愛、和諧、感恩中度過的日子都將持續轉化該

住宅.  

如我們先前提到, 物理的清潔性至為重要, 這是正確的. 所以, 應該要努力將住宅

徹底地清洗. 在這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你們現在居住的整個住處, 以及這個工作密

室 都不能說完全沒有污垢 [êëVÔ�WÔ�VWX ]. (但)如果有意願去清理一個

地方, 在物理的可能範圍內盡力, 就滿足了物理清潔性的需要. 

容我們說, 只有當一個較低星光實體將它自己的某些部分放置在所謂的污垢之中, 

才需要費心去除該知覺存有, 我們已經給予(你們) 這些指令了. 

 

容我們補充說明, 正如同每個實體努力在每個片刻更接近造物者 與之合一, 卻( 

Ö)差一些; 同樣地 你們致力於物理上的毫無汙點 但無法達成. 在每一個案例中 

受到重視的是(Ñï)意願的純粹度 以及顯化的徹底性. 該嘗試與目標之間的差異

不會被紀錄, 可以視為不重要. 

 

96.5 發問者: 我在考慮這些事項的順序[ðT}³ÝÝÛBë], 首先是上油漆, 接著是

清潔; 然後把家具搬進來, 最後是灑鹽與使用大蒜. 這個順序跟任何其他順序都一

樣好, 或者有一個不同的順序是更好的? 

RA: 我是 Ra,  任何導致淨化的順序都是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清潔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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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跨過這些門檻, 由於使用門閾(limen)的這種狹窄限制可能影響你的考量, 我們

補充說明這點. 

 

--B5046-- 

96.6 發問者: 當這個器皿嘗試錄下她的歌唱時, 錄音機發出非比尋常的聲音, 這個

問候是否來自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夥伴? 

RA: 我是 Ra, 否. 毋寧說 這個問候來自一個故障的電子機器. 

 

96.7 發問者: 那麼, 沒有任何負面實體製造催化劑使那台機器故障, 是不是那樣? 

它只是該機器隨機故障的一個作用,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96.8 發問者: 這個故障的起源是什麼? 

RA: 我是 Ra, 該機器有兩個困難. 

首先,  這個器皿對於電磁與電子機器設備有強烈的影響效應, 如果你們渴望持續

使用這些設備, [�¶äN":] 應該請另一個實體操作這些機器. 

 

另外, 某些困難來自物理干擾, 你們稱為的錄音帶材質, 當”播放”的按鈕[S�ä�

�]被壓下去時, 錄音帶卡到鄰接的按鈕. 

 

96.9 發問者: Ra如何能夠知道全部這些資訊? 這是一個有點不重要的問題, 但我

感到很吃驚 Ra能夠知道所有這些瑣碎的事物. 

你是怎麼做的, 在時間/空間中移動 接著視察問題, 或是怎樣? 

RA: 我是 Ra, 你前者的假定是正確的, 你後者(ärá)對我們而言 艱澀難懂. 

 

96.10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你在時間/空間中移動, 接著視察狀況以決定問題所在.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的確是這樣的. 

 

96.11 發問者: 抱歉問了一個不重要的問題, 我剛才想到未來的讀者, 他們可能對

這件事感到十分困惑... 

 

前幾天, 剛好有隻鷹隼降落在廚房窗戶外頭, 這事件是否有其重要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我們發現提供給我們的詢問, (你)

通常早已知道答案, 這是有趣的. 我們假設我們的肯定受到欣賞. 

 

96.12 發問者: 我... 在塔羅牌中,有鳥兒做為信差的概念, 這事件似乎與該概念有

連結, 並且是這個概念的示範. 你可以說 我正在猜想關於這類訊息的機制, 我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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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鷹隼是一個信差, 我還假設當我思考它可能的、跟我們的活動有關的意義時,  我

便在自由意志的狀態下, 透過這隻十分不尋常的鳥兒出現, 獲得一個訊息, 我這麼

說是因為牠到來的位置是如此靠近. 我對於這個訊息的來源很感興趣, 當然, 起源

都屬於太一造物者, 只是這個機制令我十分驚訝. 

Ra 可願評論這點, 請? 

RA: 我是 Ra, 不可.  

 

96.13 發問者: 嗯... 我就怕你會這麼說. 我假設這事件如同第三號牌[心智的催化

劑]所描繪的一樣, 屬於相同類型的通訊,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由於混淆法則, 我們不可以評論. 對於已知的事項, (提供)可接受程

度內的肯定; 但是 當識別的主觀印記*起起伏伏, 訊息不清晰時, 那麼我們必須保

持緘默. 

(*¨6: Sigil, Þ�#�e*Z; T}�w[Z¶·ä$2e2%. ) 

--B5046-- 

 

96.14 發問者: Ra可否評論降福於水的技巧? 我們將使用這(聖)水灑在鹽巴上. 我

假設我們就將水從指尖直接灑到鹽線上頭, 一般而言, 多少水應該被灑在鹽巴上? 

我們應該弄到多濕? 這是瑣碎的, 但我想把它做對. 

RA: 我是 Ra,  降福於水可以是我們先前陳述的方式, 或者是 這個器皿的禮拜祈禱

文 [此為該器皿崇敬太一造物者的變貌], 或者可以簡單地從你們所稱的天主教教

堂獲取聖水.  

 

祝福的意願是被降福的水的顯著特色. 不需要將(聖)水灑得讓所有鹽巴都浸泡(在

水裡); 而是讓(鹽線)相當可觀的部分變得潮濕. 這不是一個物理性的工作, 該物質

需要被看到 處於它們的理想狀態中, 好讓(聖)水可以被視為正在授予能力(enable)

給鹽巴. 

 

96.15 發問者: 我已計畫要重新繪製塔羅牌 消去那些在 Ra[起初給予的東西]之後

附加的無關緊要的東西; 我想要快速地 列出在每一張牌中 我意圖刪除的東西, 並

詢問 Ra 是否還有其他東西應該被刪除, 好使這些牌呈現 過去未受占星學與其他

附加物影響的樣子 [即它們起初被繪製的樣子]. 

 

我會把塔羅牌邊緣的所有字母刪除, 除了牌的編號[一、二、三ÐÐ]. 這個動作包

括所有的牌. 我想— 外圍的字母和(s&ä)數字. 

 

在第一號牌中 我會刪掉右上角的星星、 魔法師手上的法杖, 我理解要保留該球體, 

但我不真的確定它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Ra可否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 Ra, 首先, 刪除字母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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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刪除星星在所有情況中都是可接受的.  

第三, 刪除法杖是合適的;  

第四, 球體可以看作被拇指、食指、與中指一起握住.  

 

第五, 我們補充說明 提供一副你可以稱為的 塔羅的純粹牌組[S#�$%¡����] 

是不可能的, 這是因為當這些圖像首先被繪製時 就已經有眾多各式各樣的扭曲

在裡頭, 大多數是文化上的(扭曲). 

 

第六,  雖然觀看沒有占星附加物的圖像是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概念複合

體中較為一般的位置、相位、特徵是那些具有顯著意義的項目— (而)去除所有的

扭曲是不大可能的, 在大部分情況也是不重要的. 

 

96.16 發問者: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移除所有的扭曲, 但因為圖畫的品質, 要工作或

詮釋這些牌是十分困難的; 當我們逐一檢驗它們之際 我們更佳地了解一些東西

的本質 以及應該如何重畫它們. 我想我們可以大大地改善這些牌的品質, 同時去

除一些外來的素材... 那些容易誤導的東西. 

 

在第二張牌, 除了移除字母與星星之外; 我假設我們應該... 在女性形體的中心有

個東西, 看起來有點像安卡十字架, 我們應該改變它,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察覺到一個不完整的詢問, 請重新發問. 

 

96.17 發問者: 我想我應該把一個安卡十字架取代原來那個看起來有點像安卡十

字架的東西, 位於女性的前面,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96.18 發問者: 那麼 關於她頭上戴的東西, 我相信有點令人混淆, 它的形狀應該像

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將允許學生衡量這點, 我們注意到雖然它是奠基於占星學的附

加物 [�Èø'ìíï��], 當以某種特定的感覺觀看, 它並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所以, 喔 學生, 我們建議你選擇 移除這頂皇冠或以某種方式命名它的意義好增益

該概念複合體. 

 

96.19 發問者: 可否請 Ra給予我關於安卡十字架的任何資訊, 如尺寸的比例, 以及

應該以何種形狀與尺寸製作或繪製它? 

RA: 我是 Ra, 不可.  

 

96.20 發問者: 在第三號牌中, 我們將移除所有的字母與星星, 我假設代表太陽的

光芒周緣的小杯子應該被移除, 那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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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是的.  

 

96.21 發問者: 在第四號牌中, 我們將移除外圍所有的字母以及所有的星星, 並且

看起來 我們再次有個相同情況, 要將法杖移除 並把球體放在(人像)手中, 那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再次地, 這是一個選擇上的問題, 雖然具有占星特質, 這個特殊的權

杖與起初計畫的概念複合體有關聯的可能性. 

 

這個器皿正經驗到一些小規模的、缺乏適當呼吸的變貌, 這是由於你們不久之前

[S�n~ä�j]的經驗. 所以, 這個器皿已經請求保有實質上足夠的轉移能量 好讓

它重新進入(身體)時有個舒適的過程. 等我們補充以下說明之後, 請求接受最後一

個詢問.  

 

關於安卡十字架的尺寸問題 我們剛才沒有陳述完畢. 在許多地方有提供答案. (你)

要決定哪一個圖像的素描是合適的. 如果該謎題是被渴望(解開)的, 我們當然會建

議觀看所謂的大金字塔. 我們不想要工作這個謎題, 它被設計的目的是在它自己

的時機到來後 就會被解開. 當然, 一般而言, 這個圖像的意義如前所述. 

 

96.22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持續保持和諧、溝通、讚美、感恩. 

 

我們注意到, 如果這個器皿能夠[在某種程度上]避免講話一天會減少它的扭曲, 若

困難還在, 則兩天. 我們也勸告器皿不要從事 會造成呼吸急促的活動 如跑步等. 

該致意的後遺症不必然會持續太久. 然而, 這個器皿在頭骨前方有一些血管; 也就

是說, (位於)覆蓋頭骨的外皮, 在這個時候腫大得蠻厲害的. 並且由於這個器皿有

一個被知曉為鏈球菌感染的扭曲, 最好在短時間內充分照顧器皿, 好確保這些扭

曲不會將該實體彈射(catapult)進入更長期的後遺症. 

 

一切都好, 我們滿意目前的排列狀態. 

 

我是 Ra,  我在無限太一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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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七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15 日 

 

97.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7.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97.2 發問者: 我們的第五負面密度朋友目前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B5047-- 

97.3 發問者: 關於該鷹隼的出現, 我做了一些考量, 並且已經分析第三號牌裡頭的

鳥. 這隻鳥是來自高我的一個訊息, 還有第三號牌中翅膀的位置, 其中一個翅膀指

向女性, 表示這是一個給女性[擔任心智之催化劑]的訊息. 向下的翅膀位置表示該

訊息屬於負面特質, 或表示特定心理活動或計畫的不恰當性質.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不(評論). 

 

97.4 發問者: 是否由於第一變貌而欠缺評論?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97.5 發問者: 就在我們從亞特蘭大的房子返回之際, 我立刻看見該鷹隼, 我已經分

析過, 牠是一個訊息, 最有可能來自於我的高我, 向我指出這個搬遷的計畫並不是

最佳的或不大恰當, 因為沒有該鷹隼, 我們將會在沒有額外催化劑的情況下 繼續

原訂計畫. 那麼, 這個驚奇的單一催化劑, 從我的邏輯觀點, 只能意味該計畫為了

某種尚未被發現的理由是不恰當的.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盡可能踩在混淆法則的邊界內, 我們建議並非所有長翅膀的生

物都有原型的意義. 

我們可以建議, 當在另一世的經驗中、[對於增加極性之服務的] 工作已經被共享

時, 注意到共享的主觀顯著現象是常見的. 那麼, 這些主觀有趣的共享現象做為一

個溝通的手段, 這現象的特質無法被那些在共享此生經驗圈之外的實體討論, 因

為這樣會干擾每一個涉入其中的實體之自由意志, (WÚ(ú)該主觀上有意義事件

之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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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發問者: 可否請 Ra告訴我們 今天早上在這個房間內的不尋常氣味? 

RA: 我是 Ra, 這個氣味有兩個組成部分. 一個, 如你們已猜測的, 是你們的第二密

度實體, 一隻囓齒動物(Rodentia)分解腐爛中的肉體載具(Ê�]). 

其次, 一個元素精靈嘗試在這個小生物的腐敗殘留物中找到住處(Ê�]). 

 

對該房間的淨化與焚香已經阻止該元素精靈的行動. (生物)分解的過程將在一小

段你們的空間/時間之後 消除對鼻子比較不和諧的知覺(感受). 

 

97.7 發問者: 我發現目前自己處在一個決定的困難位置, 主要是因為前述的鷹隼

出現在我們從亞特蘭大返家之際. 這個... 唯一有任何價值的目標是我們正在做的

工作, 不只包括該(Ra)通訊, 還包括溝通與散布這份資料給那些請求它的人們. 

既然搬家與這目標有連結, 對我來說 這隻鷹隼顯然是那個過程的一個機能, 我目

前處於一個困窘兩難的局面, 關於什麼是最理想的情況; 因為我尚未明確地決定

該鷹隼的顯著意義或搬家的利益或效力, 基本上, (我)不想要創造任何不可逆轉的

過程 造成我們缺乏能力去服務那些尋求該資訊的人 [cC�Q=#d®��e)ÝÈ

88]. Ra可願評論那個情況? 

RA: 我是 Ra, 該發問者假定(presume)很多, 對此評論即是冒犯它的自由意志. 我們

可以建議衡量我們先前關於[�Á�ä]長翅膀的生物之評論. 我們重複, 任何工作

場所, 由這個小組恰當地準備, 對 Ra都是可接受的. 辨別的選擇在於你. 

--B5047-- 

 

97.8 發問者: 在前四張牌中, 是否有任何細目, 不屬於 Ra的意願, 是我們可以移除

的, 好讓我們在製作新的圖畫時能呈現一副較少混淆的牌?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在這個詢問中, 有許多(回答)資料會構成重複. 容我們建議

重新表述這個詢問? 

 

97.9 發問者: 我可能沒有講出我真正的意思, 也就是: 我們早已決定前四張牌有哪

些細目應該被移除, 我現在的問題是: 在先前幾場集會中判定了什麼東西應該被

移除, 我是否曾錯過任何應該被移除的東西, 那些不屬於 Ra起初意圖的細目? 

RA: 我是Ra, 我們將重複我們的意見, 在每個圖像中, 有幾個概念是奠基於占星學, 

然而, 這些概念在 Ra 原先計畫的概念複合體中 並非全無益處, 前提是這些概念的

學生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去感知 (它們). 

 

我們不希望形成一系列被任何心/身/靈複合體認為是完整且絕無錯誤的圖像. 

在這方面, 我們聲明一個實質要點: 在發問者的協助下, 我們近來一直在探究原型

心智的偉大架構之概念複合體; 以更清晰地掌握原型的目的、過程、本質; Ra提

供一系列的概念複合體. 身為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謙卑使者, 我們絕不會希望讓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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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尋求進化的心/身/靈複合體有一絲絲的想法認為這些圖像是比一個資源更多

的東西; 它們只是一個資源: 用於信心與意志的發展領域上的工作. 

 

要全面地看到這點, 那麼 我們必須凝視太一無限造物者令人震攝的奧秘. 原型心

智不會解決任何矛盾或把一切帶入合一. 第三密度的任何資源都沒有這樣的屬性. 

所以, 容我們要求學生從向內的工作中 向上看, 並留心注視一體性(oneness)的平

安、奧秘、莊嚴、氣力、榮光. 不要讓任何對於小鳥或野獸、黑暗或光明、外形

或陰影的考量 阻擋任何實體尋求合一(unity)的中心考量. 

 

我們不是複雜體的使者, 我們帶來合一的訊息. 唯有在這個眼界中, 我們才可以肯

定具備行家資格的尋求者掌握、闡明、使用這個深邃心智的資源的價值; (該資源)

由原型的各個概念複合體示範. 

 

97.10 發問者: 謝謝你. [Ï+,./] 

第五號牌, 心智的形意者, 我首先只看到 一個男性位於一個矩形的建築形式中, 這

向我暗示第三密度中的心智的形意者被良好地侷限在幻象之中; 該男性的底部有

個矩形的形體, 這個事實也向我暗示 它沒有能力移動.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喔 學生, 你已經掌握到該形意者完全被矩形包圍的本質之最赤裸裸

的精華. 為自我考慮一下, 喔 學生, 你的思想是否可以走路, (即使)被最精細磨鍊

的心理能力, 如果沒有使用肉體載具[�Ú�p身體], 它的能力將不會被知曉. 

透過嘴巴、心智可以說話; 透過四肢、心智可以引發行動. 

 

97.11 發問者: 該實體向左邊看, 表示心智有個傾向而更容易注意到負面催化劑或

其環境中的負面精華. Ra可否就這個觀察評論? 

RA: 我是 Ra, 這實質上是正確的. 

 

97.12 發問者: 在(*0ä)座椅底部有兩個小實體, 一個是黑的 一個是白的. 我首先

問 Ra: 這幅圖畫的著色是否正確? 黑色實體是否坐落於適當的位置, 符合 Ra起初

的圖畫? 

RA: 我是Ra, 你感知為黑色的東西最初是紅色, 除了這個差異, 該概念複合體中的

存有Q被放置在正確的地方. 

 

97.13 發問者: 那麼 紅色的配色對我是一個奧秘, 我們原先決議這些(øÑï)象徵

心智的極化, 不論是正面或負面, 因為它的顯著自我會在其中一個極性是顯著的.  

Ra可願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極性的表徵如同發問者所假定, 在古代, 赤褐色配色象徵左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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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4 發問者: 會不...  

RA: 如果發問者願意容忍一下, 我們此時將停頓. 該器皿的喉嚨有相當嚴重的困

難. 我們將嘗試改善該狀況, 並建議重新行走太一之圓圈. 

 

[咳嗽聲]  [咳嗽聲] 

 

[發問者與抄寫員重新行走太一圓圈, 從該器皿的頭部上方兩呎呼出氣息. *] 

(*{6: �0�13H�, ¤¥ 2.6äôõ) 

 

我是 Ra, 請繼續. 

 

97.15 發問者: 這個困難的本質是什麼? 起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向這個器皿致意的第五密度實體侵襲一個先前扭曲器皿脖子與胸

部區域的困難; 這個扭曲的一小部分還滯留著, 器皿並未提起. 如果器皿願意盡可

能清晰地對支援小組講述任何困難, 這是有幫助的, 因為(小組)可提供更多照顧. 

 

無論如何, 我們發現該器皿的胸部區域只剩下很少的扭曲. 不過, 就在此次工作正

要開始之前, 該器皿被提供了一個[4579:;]過敏的極度啟動, 並且[<=>?@

ACD]流動的粘液開始導致喉嚨的困難. 

在這個節骨眼, 先前喉嚨緊繃的潛能經由黃色光芒- 化學身體的反射作用, 而被啟

動一些 [�Q�X�JËE�hFGjIJ]. 

 

我們會感激你提醒我們, 使這個器皿在每次詢問的前頭或後面咳嗽, 直到此次工

作結束. 一旦恢復顯意識, 這個器皿應該不會有嚴重的困難. 

 

97.16 發問者: 嗯, 我想知道為什麼在這張牌中, 暗色實體位於該男性人物, ÀKÖ

形意者, 的右側, 以及光亮的白色實體位於左側, Ra可否在使器皿咳嗽之後, 就此

評論? 

RA: [咳嗽] ...的特質, 我們停頓一下. 

 

[停頓十秒鐘] 

 

我是 Ra, 剛才有一個嚴重的痛苦爆發,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 

 

極性的特質是有趣的, 因為那些提供給形意者的正面經驗經常被紀錄為有助於產

生[ÎtL(]負面的偏向; 反之, 那些表面上負面的經驗之果實經常被發現有助於

發展服務他人的偏向. 這或許是心智處理與紀錄過程的導引特徵, 因此這些極性

的象徵被如此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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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注意到中央人像的雙手表示出右手工作與左手工作的適當偏向; 也就是說, 

右手的姿勢為服務他人, 向外提供它的光. 左手嘗試吸收靈的力量, 並且僅僅將它

指向自己的用途. 

 

97.17 發問者: 底部的八個橢圓圖形(cartouches)可能意味能量中心, 以及可能憑藉

正面或負面極化, 透過這些(能量)中心進化; 因為這些圖形有白色與黑色的染色. 

Ra可願在使器皿咳嗽之後、就此評論? 

RA: [咳嗽] 我是 Ra, 學生的觀察是敏銳的,  繼續研讀與這個概念複合體關聯的八

度音程(ì£)可以增長知識.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的存在性的八度音程有許多個; 沒有一個不會受益於這點: 

將它們與[�Úä]第五號牌Êø'ìíï示範的極性發展之特質連在一起仔細考量. 

 

97.18 發問者: 這些小小的橢圓圖形表面上有鳥兒與其他符號, 它們在這張牌中是

否有意義? 在思考該原型的過程中 它們是否有價值? 你可否在使器皿咳嗽之後 

就此回答, 請? 

RA: [咳嗽] 我是 Ra, 這些符號是字母與詞彙, 就好比你們的語言出現在古典柱廊

頂端一般. 它們有大部分屬於(古代)文化的人群, 不屬於你們的世代. 讓我們粗略

地建議, 寫在這些橢圓圖形上的資訊可以被理解為該片語: “你們將再次誕生, 到

達永恆的生命.” 

 

97.19 發問者: 謝謝你, 我想這張牌頂端的翅膀可能表示靈性的保護(M`)在進化

過程的上方. Ra可願在使器皿咳嗽之後, 就此評論? 

RA: [咳嗽] 我是 Ra, 我們將結束這場集會, 因為我們有相當大的困難使用其交感

神經系統、為了協助該器皿提供足夠的[OQG]空氣用於其呼吸作用. 所以, 我們

建議提早結束這場集會.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97.20 發問者: 如果為了器皿好, 你想要現在終止, 不需要回答這個問題; 但有沒有

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改善該通訊或使這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支援小組運作良好. 

 

我們建議你們鼓勵該器皿採取一些步驟, 以完全地從喉嚨疼痛的扭曲中康復; 並

從程度較輕的胸部扭曲中康復. 我們或你們都沒有辦法去除已經完成的(ëÆ)工

作, 只能藉由正常變貌中的肉體康復來移除它; 由於這個器皿傾向過敏, 這並不容

易. 排列狀態正在被謹慎地考量.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在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感到榮耀與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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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在那偉大的舞蹈中向前去吧!   [該舞蹈由太一無限造物者之和平授與力量]  

Adonai. 

 

(]2: QÙ�êY², T}Ù�Carla¾^Ê], ª�ªÍ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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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八場集會 

1982 年 9 月 24 日 

 

--B5048-- 

98.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8.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肉體能量的短缺程度有些增加, 生命能變貌有一些改善. 

 

98.2 發問者: 我們剔除了每次集會開始前的冥想,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為一次(集會)工作做準備的目的是淨化每個參與工作的實體. 將這

個準備的一部分移除, 這件事的價值取決於每個參與工作的實體不經由該特定的

協助而達到的純粹度. 

 

98.3 發問者: 我只是隨便瞎猜, 有沒有可能在該(集會)工作前的冥想被我們的第五

密度負面朋友所使用來創造該器皿身上的過敏反應以及其他反應? 我的假設是

否正確, 或不正確? 

RA: 我是 Ra, 在你們的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這個實體在可行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在

靠近該工作(qm)時向該器皿致意. 剔除該準備導致該第五密度實體在決定不冥

想的銜接時點對這個器皿致意. 該致意並不花費可注意到的、你們的時間量. 

 

98.4 發問者: 如果我們先前有舉行冥想, 該致意的效果會是相同的? 

RA: 我是 Ra, 是的. 

 

98.5 發問者: 我有一個來自該器皿的問題, 她陳述: “Ra可否告訴我們是什麼因素

允許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能夠繼續在喉部區域致意該器皿, 也包括其他不尋

常的知覺, 好比暈眩、柑橘花香的味道、感覺踩在想像生物的上頭, 要做什麼能夠

減輕這些致意? 還有為什麼他們... 這些致意發生在走路過程中? “ 

RA: 我是Ra, 該詢問有幾個不同的部份, 我們將嘗試回答各個部份. 我們幾乎踩到

混淆法則(äno), 但被一種覺察所解救, 該覺察是即使沒有這些資訊, 這個器皿仍

然會繼續提供它的服務. 

 

你們第五密度同伴的工作仍然影響該器皿, 如我們先前所述, 那是一個有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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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那些偏向的總合提供該器皿增進生命力與肉體氣力的機會, ØÙÚÛ, 被該

工作碰觸(影響).  

在首次詢問之後 藍色光芒的困難尚未完全到達盡頭, 再次地, 這個小組經驗的阻

礙對該小組而言是罕見的, 也就是說, 不清晰通訊造成的藍色光芒阻礙. 藉由這個

手段, 該工作的效力獲得增強. 

 

這個工作的潛能是顯著的; 身體運動、神聖音樂、各式各樣的經驗, 甚至簡單的社

交活動都受到危害, 該工作嘗試關閉其喉嚨與嘴巴. 值得注意的, 也有潛能喪失這

個通訊. 

 

我們認為該器皿的過敏創造出一個持續的方法, 使得該魔法工作創造的扭曲得以

繼續. 如我們已經陳述, 為了除去該工作(Ê¹Ç), 必須要完全地移除[Èh[�'ä]

喉嚨區域的扭曲. 持續惡化的過敏反應使得這點變得很有挑戰性. 

 

你們可以將柑橘花香的氣味與第五正面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Ú~�p�²ê

ë Latwii, 相關聯, 在該器皿的請求下, 這個實體與器皿同在. 該氣味被感知到是由

於該器皿相當敏感的特質; 再次地, 由於該器皿正位於十八日週期的頂點[ØÙÚ

Û]. 

關於踩到與殺死小動物的知覺, 這是來自你們第五負面密度同伴的致意, 也由於

上述的情況, 該致意變得可能. 

 

關於移除該魔法工作的效應, 我們可以給兩個建議, 一個是立即的, 一個是普遍的

建議.  

首先, 在治療知識體系中, 那些被你們人群知曉為內科醫師的醫者, 他們的方式是

使用粗糙的化學物質, 你們稱之為藥物. 這些物質幾乎總是造成比預期的心/身/靈

複合體效果遠為更多的改變. 無論如何, 在此情況下, 類固醇或可供替代的抗生

素家族可能有益於完整移除該工作其中的困難, 該工作仍能夠興旺存活. 

當然, 在這段用藥期間結束之後 過敏會持續存在, 但該工作的效應將不再運轉. 

 

你們稱為傑洛米的實體可以很好地協助, 使用有些非正統的治療方式. 

因為你們的正統醫者相當地誤解過敏(症狀), 將該器皿交給你們的內科醫師服務

是不恰當的, 他們會把減輕過敏效應與攝取較溫和形式的相同毒素連結在一起; 

容我們說, 這樣只治療了症狀. 然而, 這樣對身體複合體的改變是相當不妥的. 

過敏可以被視為心智複合體在很深的水平排斥該心/身/靈複合體所處的環境. 

是故, 過敏在它純粹的形式中, 可以被視為較深層自我的心理/情感扭曲. 

 

比較一般的推薦在於一位不願被辨識的實體, 它有個代號: 轉經輪. 我們建議接受

這個醫者的十次治療, 並且建議一次清晰的解讀、隨後決定該器皿這方對於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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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先順序, 特別在你們的食材方面. 

 

最後, 在行走時, 身體複合體開始竭盡全力以致於加速呼吸, 使得該工作的效應變

得明顯. 另一個促成的因素是你們的第二密度物質, 有好些種類令這個器皿過敏. 

 

98.6 發問者: 謝謝你,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最老的貓, 甘道夫, 有一個靠近他脊椎

的腫瘤, 我們去年四月曾執行一次外科手術移除該腫瘤, 有沒有什麼因素使得這

次的外科移除腫瘤手術比起上次更不洽當? 還有我們這邊最適當的行動, 可協助

他康復, 是不是在手術過程觀想光環繞著他, 以及當他位於獸醫(診所)時 定期重

複儀式措辭? 

RA: 我是 Ra, 否, 沒有比先前更需要注意的起因; 是的, 你所說的措辭將協助該實

體. 雖然這個實體的身體複合體是衰老的, 因此在承受你們的麻醉劑過程中, 容易

陷入危險; 但它的心理、情感、靈性Ê變貌強烈地受到激勵朝康復前進, 好讓它得

以重返它鍾愛的實體. 要記住, 這個實體是可收割的第三密度(實體). 

 

98.7 發問者: 你可願解釋為什麼你剛才說 “要記住, 這個實體是可收割的第三密

度” ? 並且告訴我關於準備進行的腫瘤手術 你是否有任何其他特定的建議? 

RA: 我是 Ra, 我們陳述這點為了闡釋我們對”靈性複合體”詞彙的使用方式, 該詞

彙適用於這個可能被認為是第二密度的實體, 隱含的意思是這個實體會有遠為更

多的理由去忍受(ÈÞ�)並療癒, 好使它能夠尋求其鍾愛的實體們的臨在. 

 

98.8 發問者: 關於預定的手術, Ra 還有沒有任何額外的建議? 

RA: 我是 Ra, 沒有. 

 

98.9 發問者: 我不禁要想一件事, 我假設貓兒甘道夫有腫瘤的原因是他的憤怒狀

態, 由於他的環境新增一隻貓?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個事件造成的扭曲是你們所稱的癌症之最初起源. 這個腫瘤的最

近起因是扭曲的身體細胞[你們稱為癌症]的特性. 

 

98.10 發問者: 在這個時候, 貓兒甘道夫體內是否有任何其他罹患癌症的腫瘤? 

RA: 我是 Ra, 是的. 

 

98.11 發問者: 我們能否緩解那些(症狀), 如果可以的話, 如何做? 它們位於哪邊? 

RA: 我是 Ra,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 沒有可緩解之處. 一個位於(它)右邊的臀部

接合點; 另一個很小 靠近你們所稱的肝臟器官; 還有小的細胞扭曲[ì£]位於兩邊

的[ÙÚT}�p]手臂, 以此辨別上側的附肢. 

 

98.12 發問者: 除了外科手術幫助甘道夫之外, 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做的 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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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緩解這些問題? 

RA: 我是 Ra, 繼續讚美與感恩, 請求移除這些扭曲. 有兩個可能的結果.  

第一, 該實體將滿足地與你們居住在一起 直到由於癌症細胞造成的扭曲 (使得)它

的肉體載具不能保持下去為止. 

第二, 該生命途徑可能變得允許治癒. 

我們不想藉由檢驗這條生命途徑而冒犯自由意志, 雖然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有多

數的生命途徑使用某種扭曲, 好比這個(例子), 以離開其肉體, 在這個例子中是橙

色光芒體. 

 

98.13 發問者: 好小子(Fairchild)這隻貓有沒有任何同樣類型的問題? 

RA: 我是 Ra, 在這個空間/時間鏈結中, 沒有. 

 

98.14 發問者: 這是需要的嗎? 貓兒甘道夫是否需要成為心/身/靈複合體與可收割

的第三密度(實體)才會讓憤怒造成癌症? 

RA: 我是 Ra, 不. 

 

98.15 發問者: 那麼任何心/身複合體都會因為憤怒發展出癌症,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在此時 我們要打破我們的慣例 提出一個觀察. 我們觀察到下列的同時事件

(coincidence). 首先, 這個器皿的喉嚨有壅塞(現象), 這是由於供能過敏反應造成黏

液流動, 在這個(時)點已經相當嚴重, 我們可以安全地預測 在半個小時以內, 或然

率/可能性漩渦將靠近確定點, (屆時)我們將需要離開這個工作(場合). 

 

其次, 如我們先前提到 你們的聲音振動錄音裝置發出的(某個)聲音振動 是我們聽

得見的. 如果這個小組渴望, 它可以在這個聲音振動發生之後 很快地選擇結束集

會(ì£). 

這個決定可確保該器皿喉嚨內朝向不舒適/舒適的變貌保持在最小的程度, 直到

你們第五密度同伴的魔法工作之效應已經被移除為止. 

 

98.16 發問者: 我們完全沒問題. 因為這些錄音帶一面的長度為 45分鐘, 所以那個

噪音發生在第 45分鐘期間, 那麼 我將只問最後一個問題, Jim 已經建造的新桌子, 

為了擺放附屬物, 它是否足以容納它們, 因為它將給我們更多空間在臥床的四周

行走, 還有 是否讓它保持自然的狀態, 或者以亞麻仁油覆蓋、塗抹或油漆它, 哪一

個方式比較好? 

RA: 我是 Ra, 我們觀看這附屬物, 它懷著喜悅歌唱. 松木在讚頌中振動. 許多投資

放在這個木頭的工作過程中, 現在已經完成了. 它是可接受的. 

我們建議它可以維持目前的樣子, 或以油摩擦, (äp)它也很容易被磁化, 持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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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接收的振動 到達一個深刻的程度. 

 

98.17 發問者: 既然錄音機不久前已經發出喀喀聲, 我在想現在會是個適當的結束

時機? 

RA: 我是Ra, 這件事由你辨別, 雖然該器皿保持敞開給我們使用, 雖然如我們先前

已說明的, 其肉體扭曲開始攀升. 

 

98.18 發問者: 那麼我們最好結束以維持該器皿的肉體能量, 接著我要問是否有任

何我們可以做的事 好改善該通訊, 或使該器皿更舒適?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發覺你的關切是恰當的.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的大能與和

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B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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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九十九場集會 

1982 年 11 月 18 日 

 

99.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訊. 

 

99.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的肉體(能量)赤字持續, 但有潛力減輕 這是由於在你們極

有可能的未來, 移除掉會造成器皿顯著過敏的食材. 生命能水平比起上次詢問時

降低一些 但仍保持強健.  心理/情感能量水平的改變朝向減弱這個複合體的變貌. 

 

--B5049-- 

99.2 發問者: 造成過敏反應的食材是哪些? 

RA: 我是 Ra, 你們所稱的脫脂牛奶, 在從事治療工作中 雖然使用它在喉嚨與胸膛

區域是恰當的, (但)該實體對於該物質過敏. 

 

99.3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她在這些集會過程中, 可否保留小型的黃金十字架. 或者, 

這樣會導致某種不適當的扭曲?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該器皿的心理變貌, 雖然一般而言, (我們)並不推薦金屬物

質在場. 在這個事例中, 我們發現那些扭曲正在弱化該器皿的心理/情感複合體 

[肇因為它的同理移情之變貌], 故我們明確地推薦這個器皿使用該外形. 我們要求, 

如果將來要對該鏈條進行任何的強化處理, 如同我們發現這個器皿所打算的, 則

該強化的鏈狀物[�a3±²��象徵永恆]要在純度上與該裝置的其他部分一樣

高, 或更高. 

 

在這個鏈結中, 這個裝置對器皿而言、代表一個十分需要的、對其心理/情感樣式

的強化器; 這些樣式已經受到許多擾亂而離開這些變貌的通常配置. 

 

99.4 發問者: 有沒有任何進一步的事可以移除該魔法工作或任何的後續效應, 即

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在她的喉嚨區域造成的效應? 這事可由這個器皿完成, 

或我們為她完成?  

RA: 我是 Ra, 沒有.  

 

99.5 發問者: 最後一個預備性問題, 來自 Jim, 他陳述: : “最近三週以來, 我經常發

現自己處於憤怒與挫折的邊緣, 在我的靛藍色光芒中心一帶 幾乎恆常地隱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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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我感覺能量相當程度地流出與枯竭. Ra 可願評論這些經驗的源頭, 以及給予

任何想法或行動可以緩解它們?” 

RA: 我是Ra, 如同所有的扭曲, 其源頭為觀點的限制. 我們可以在不嚴重侵犯(��

%G)的前提下 建議三種行為方針, 可以運作在已表達的扭曲上. 

 

首先, 該書寫員盡量做到每天從事獨自的費力繁重之活動, 這樣是好的, 可以將這

個實體帶入真實的肉體疲倦當中. 再者, 雖然任何活動都可以滿足需求, 選擇一個

活動可以配合其服務該小組之和諧的意願, 這會是相當有功效的. 

 

第二, 該實體花費一些你們的空間/時間與時間/空間, 從事獨自的沉思活動, (VÜ

&)應該與費力繁重之活動直接相等, 或盡可能地接近. 

 

第三, 熱切追求平衡冥想與靜默冥想 (�ß)不能從這個實體的有益活動清單中刪

除.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該書寫員的最強項可以總括於一個不適當的聲音振動複合體

當中, 即力量.  如同愛或智慧的流動, 力量的流動並非藉由吝嗇地(chary
*
)保留其用

途的實體而致能; 而是藉由恆常的使用者致能. 

peq*½ tuùwxg yHG½ úzG½ {|G½ }~G� ��G½ yßG�

 

力量的物理顯化不管是建設性或毀滅性的費力活動, 充滿力量的實體必須運行該

顯化. 這個實體經驗一個朝向過度儲存能量的扭曲, 最好是去知曉自我, 以及守衛

並使用自我已經為其學習與服務所提供的那些屬性. 

--B5049-- 

 

99.6 發問者: 我們現在有額外一組塔羅圖像, 我們稱之為皇家道路(Royal Road), 

因為那是該書的標題.它們和 C.C.Zain的圖像很相似,但在某些地方又不同. 

這兩組中, 哪一組比較接近 Ra 原來的意圖? 如果它們是混雜的, 讓我知道這情況. 

RA: 我是 Ra, 和教導/學習的動態一致的最有效率原則是持久不變. 我們可以探索

[³~�p]Fathman實體製作的那組圖像, 或者我們可以使用已經在使用的圖像. 

 

就事實點而言, 那些正在使用中的圖像有一些微妙處可以豐富詢問過程. 如同我

們已經說過的, 這組圖像不是我們當初給予的, (但)這點不具關鍵重要性.  

我們可以使用眾多設計好的塔羅牌中的任何一組, 雖然這點必須由發問者自行決

定, 我們建議維持一組, 在詢問過程中只使用一組扭曲的圖像; 並且補充說明你們

現在使用的圖像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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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 發問者: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某個東西, 我確信它對於 Ra的思考方式而言是相

當陌生的, 它叫做”著作權法”. 關於我們最初使用的牌組, 我們一直無法取得該出

版商的著作權, 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繞過這個問題, 這有可能造成我們得使用不

同的牌組圖像繼續討論. 

 

第五號牌上方的翅膀, 我假設它跟一種保護有關, 該翅膀位於心智之形意者的上

方, 我猜測它是一種保護的象徵, 這是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 Ra, 讓我們說 你並非不正確 , 毋寧說, 小於正確的程度. 形意者擁有一個

與靈性(簽訂)的聖約, 在某些情況 透過行家的思維與行動彰顯. 如果(說)在這承諾

中有保護, 那麼你就選對了正確的聲音振動, 因為靈的張開之雙翼高高地在(�è)

顯化之上(飛翔), 卻又吸引被囚禁的心智向前進. 

 

99.8 發問者: 謝謝你. 在第六號牌之中, 我看到心智的蛻變, 一個男性雙臂交叉, 代

表蛻變. 這個蛻變可能朝向左手或右手途徑. 女性, 賦能者, 在[右手*]途徑上招手

或引領.  

(*{6: ¨[\`ac��’R8’���ã) 

 

右邊那位在額頭上有象徵智慧的巨蛇標誌並且全身被衣服覆蓋; 左邊那位穿的衣

服較少, 表示在左手途徑被選擇後, 母體或賦能者比較關切或容易被物質幻象吸

引; 若右手途徑被選擇, 則比較關切心理(層面)或容易被它吸引. 

 

上方的生物將弓箭指向左手途徑, 表示如果一個實體選擇這條途徑, ØÙÚÛ, 碎

屑將不定期掉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 就催化劑的隨機活動而言, 該途徑是不受保

護的. 選擇那條途徑的實體的智性能力會是主要的守護者, 而非理則為右手途徑

設計或內建的保護.  

 

該發射弓箭的實體似乎是一個第二密度的實體, 表示這種催化劑會被一個進化較

少的來源所生產 [�e]T}�¸Û]. Ra可否就這些針對第六號牌[心智的蛻變]之

觀察做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將分幾個方面 依序講述. 首先, 讓我們檢驗該準備被轉變的男

性交叉的雙臂. 喔 學生, 你會怎麼解釋這交叉? 你在這個糾結中看到了什麼?  在這

個元素中 有一個創意點等待被發現, 這是發問者沒有討論太多的地方. 

 

現在 讓我們觀察對這兩位女性的評估, (�)觀察到左手途徑粗略地通往物質, 右手

途徑通往心理, 這只有淺薄的正確性. 可以做出更深沉的觀察, 關於無意識心智的

大海與有意識心智 兩者的關係, 從這裡著手可以得到收穫. 喔  學生, 記住, 這些圖

像不只是刻板(表面)的, 它們縈繞(腦海)而非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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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實體使用心智(大樹)的根部與樹幹 彷彿心智的這些部分是一個被惡劣地使

用、娼妓般的實體. 然後 這個實體從這個龐大儲藏室中獲取粗糙、賣淫、沒有偉

大美德的東西. 

那些轉向深邃心智的實體們, 將它視為一個少女的外觀, 向前對她求愛. 這種求愛

完全沒有掠奪的成分, 並且(��)可能延長, 然而 藉由這樣慎重的求愛過程獲得的

寶藏是巨大的.  

心智的右手與左手之蛻變可以視為態度上的不同, 取決於顯意識心智對於自身的

資源[ì£]和其他自我的資源[ì£]的態度. 

 

我們現在說到那靈魔, e元素精靈, e神話人物 [�7¯^�á�¶��]; 它把箭矢射

向左手的蛻變. 這支箭矢不是殺戮的箭, 毋寧說 以它自己的方式去保護. 那些選擇

分離[左手途徑中最具指標性的品質]的實體們受到保護和其他自我隔開, 該保護

的力道與銳利度相等於該心智以負面角度經驗到的蛻變程度. 

那些走在右手途徑上的實體們沒有這類對抗其他自我的保護, 因為在那條途徑上, 

堅定無懼的尋求者將在它遭遇的每個其他自我身上找到許多面反射的鏡子. 

 

99.9 發問者: 在上次的集會中, 你提到使用錄音機的 45分鐘間隔做為結束集會的

信號, 這是否仍是個適當的時間? 

RA: 我是 Ra, 這當然由發問者自行決定, 因為這個器皿還有一些轉移的能量 並且

經久不衰地保持敞開. 無論如何, 我們越來越懂得鑑識該器皿的脆弱性. 我們在起

初的觀察中 看到意志的氣力, 而過於高估這個實體的肉體複合體的恢復能力. 

 

所以, 我們可以說在大約這樣的能量支出額之後結束一次工作期間, 也就是說, 在

你說的聲音振動不久之後的某個(時)點結束是恰當的, 在我們能測定的範圍內 這

樣做可以延長這個器皿具肉身期間能夠提供給這個通訊、�Úä空間/時間額度. 

 

99.10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下, 我只再問一個短問題, 我們就結束這次的集會, 容我

問, 這個恆星系統的理則是否對配偶過程有個計畫, 可能就像第六張牌所描繪 – 

我不知道這是否與某種 DNA銘印系統有關, 如我們科學的研究成果所述.  

在許多第二密度生物體內 似乎有某種銘印造成終生的伴侶關係, 我在想理則是

否設計了這特殊的機制, 以及這個銘印是否也被帶入第三密度? 

RA: 我是 Ra, 一些你們的第二密度動物族群已在本能上銘印一夫一妻的配偶過

程. 第三密度的肉體載具是在你們星球上顯化的基本降生工具, 它源自於這些被

銘印的實體們, 以上所說的東西皆由理則設計. 

 

第三密度實體的自由意志遠比繼承自第二密度 DNA編碼的相當溫和之遺留物要

強烈許多; 由於行使自由意志 你們許多心/身/靈複合體的顯意識特質並不包括一

夫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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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如先前說明過的, 在深邃心智中, 有許多路標向警醒的行家指出更有效率使

用催化劑的方式. 如我們曾說的, 你們人群的理則有一個朝向親切的偏向. 

 

99.11 發問者: 謝謝你, 在結束之際, 我想問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

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注意到這個小組在這個空間/時間的相對不舒適, 並提供 Ra 先

前的陳述為可能的協助, 好使這小組重獲非凡的和諧, 此為該小組擁有的才能: 以

穩定的方式經驗和諧.  

 

我們發現添加漩渦水池是有幫助的, 附屬物已被謹慎認真地排列校準. 

 

我們鼓勵有意識地強化那些無形的絲帶(ribbands), 它從那些向前尋求者的手腕飛

向你們稱為的聖盃(Grail).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們在以下的希望中離開你們: 

每一位在偉大的形而上探險中, 找到真實顏色(ä��)去飛舞; 並敦促每一位在

愛、讚美、感恩之中互相勸勉. 

 

我是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榮光 

之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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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百場集會  

1982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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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通訊. 

 

100.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除了生命能變貌比起上次詢問時 更加傾斜朝向氣力/虛

弱. 

 

--B5050-- 

100.2 發問者: 謝謝你, 該器皿問漩渦水池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因為她在每次使用

之後都感覺十分暈眩, Ra可否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 Ra, 可以. 

 

100.3 發問者: 請 Ra開始評論? 

RA: 我是Ra, 如同先前所述, 該器皿擁有一個嘗試超越其極限的習性. 如果一個實 

體考量這一生的形而上e時間/空間層面, 這是一個幸運且有效率的使用催化劑方

式, 因為其意志恆常地受到強化, 再者, 如果這些服務他人(方面)的極限被超越了, 

極化也將是最有效率的. 

 

無論如何, 我們察覺該詢問談論的是此生經驗的空間/時間部份, 在這個架構中, 

我們再次請求該器皿考量殉道的價值. 該器皿可以檢驗它對這個漩渦水池的反應

範圍, 它將發現該範圍與其他活動的關聯. 當進行所謂的有氧運動之後 需要不少

於[�Úä]三個小時, 最好是五個小時, 然後再進入該漩渦水池. 

當散步完成之後, 我們相信, 在進入該漩渦水池之前 必須有不少於[�Úä]四十分

鐘已蒸發, 最好是�Úä該空間/時間的兩倍數額.  

 

確實有些致意曾鼓勵該器皿感覺暈眩; 然而, 它的源頭大部分是該器皿的決定, 它

企圖浸泡在漩渦水池中超過它可以逗留在裡頭 [��ª�#�G�Ë��]的空間/時

間週期. 

 

100.4 發問者：謝謝你。我感到有義務問下一個, 有些短暫(性質)的問題，由於來

自史蒂文(Stevens)上校的要求。我也，為了我自己的啟迪，想要更好地理解隔離

的影響和第一變貌。Ra可否評論, 關於在瑞士境內與比利·邁爾(Billy Meier)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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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昴宿星接觸的目的— 被知曉為 Semjase的實體和其他實體? 

RA：我是 Ra，去判斷一個形而上起源的接觸之價值不是我們的慣例，我們無法

確認發問者提到的這個接觸為一個純粹的��邦聯接觸。然而，我們可以暗示— 

在該接觸期間被記錄的對話抄本中有一些正面的資料。如我們已經在先前說過的, 

對於所謂的混雜接觸的多方面特性，我們不會重複，但提示所有通訊都屬於太一

無限造物者 在祂無限(�s)的變貌之中。 

 

100.5 發問者：讓史蒂文上校收到這些 Ra剛才給予我們的資訊是否合適? 

RA：我是 Ra，我們發現該資訊是早已被領會的想法之確認。因此，自由地給予

許可。 

--B5050-- 

 

100.6 發問者: 謝謝你. 繼續塔羅的主題, 關於第六號牌 我想做些額外的觀察, (在

圖中) 男性的雙臂是交叉的, 如果在他右邊的女性拉他的左手, 他會傾斜(cant),  事

實上 轉動他整個身體朝向右邊; 相同的 在他左邊的女性從另一邊拉他的右手, 她

將轉動他整個身體朝向她那邊. 

以上是我對於雙臂交纏的意義的詮釋. 那麼, 當拉力傾向轉動實體朝向左手(��)

或右手途徑, 蛻變便發生了. Ra可否就這個觀察評論? 

RA: 我是Ra, 我們可以. 朝向心智極性的拉力概念可以被良好地檢驗, 有此光照的

前提是學生已經聚合了幾種知識: 關於顯意識的本質、由該男性所示範; 無意識的

特質由女性示範. 的確, 深邃心智的賣淫("-)與處女("-)都邀請並等待追求. 

 

那麼, 在心智的蛻變的圖像中, 每位女性指向一條它願意走的道路, 但無法移動;

這兩個女性實體也沒有努力要這麼做. 她們處於靜止的狀態. 該顯意識實體手握

兩者, 將把它自身轉動到一條道路或另一條; 或者有可能前後擺動, 先搖晃到一條

路 然後另一條, 而無法達成蛻變. 為了讓心智的蛻變發生, (V)一個主宰深邃心

智用途的原則必須被放棄. 

 

值得注意的是, 意識的雙肩與交叉的手肘形成一個三角形, 這個形狀跟蛻變有關

聯,  的確, 你可以看到這個形狀在該圖像中有兩次迴響, 每一個迴響都有它自己的

豐富 加入這個概念複合體的衝擊. 

 

100.7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們很可能在下次集會, 在研讀 Ra的評論之後, 帶著更多

的觀察、重回這張牌的討論. 為了在此時節約並有效率地使用我們的時間, 我將對

第七號牌做一些註解. 

 

首先, 橫亙在顯意識與無意識心智之間的罩紗已經被移除了, 我假設 該罩紗即是

頂端被掀開的帷幕. 雖然這個罩紗被移除, 智能無限的感知仍然受到扭曲, 依照該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13 

尋求者的信仰與尋求方式. Ra可願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當一個實體觀察這罩紗— 屬於心智的大道Ê圖像, 使用環境的架構

去構築概念是有幫助的. 心智、身體、或靈性的大道的意圖是去描繪一個環境; 心

智、身體、e靈性的工作在其中得到安置. 

 

是故, 這裡顯示的罩紗有些被掀起 但仍然存在,  因為心智的工作及其蛻變牽涉到

漸進式的掀開偉大的罩紗、它橫亙於顯意識心智與深邃心智之間.  這個嘗試的完

全成功並不是第三密度工作的適當部分, 尤其不是第三密度的心智過程(的適當

部分). 

 

100.8 發問者: 罩紗在右手邊比左手邊掀得高一些, 這個事實向我指出: 選擇正面

極性的行家在穿透罩紗的過程中、會擁有較大的成功, Ra可願評論? 

RA: 我是 Ra, 如果(�Ú)了解到發問者說的是潛在的成功(機率), 這是一個真實的

陳述. 確實, 你們的第三密度經驗被扭曲e被傾斜, 好讓正面定向要比所謂的負面

(定向)擁有更多的協助. 

 

100.9 發問者: 由於 Ra在上次集會陳述: 觀點的限制是所有扭曲的源頭*, 在我看

來, 那創造左手途徑的服務自我變貌的真正本質是罩紗的一個機能. 所以[�T}

Û] 它們在某種程度仰賴至少部份持續的罩紗過程. 這個論點是否有任何意義? 

(*�q: �� 99.5) 

RA: 我是 Ra, 你所推測的論點中有一條邏輯的絲線. 

 

兩種極性都仰賴一個受限的觀點. 無論如何, 負面極性更重度地仰賴橫亙在自我

與所有其他心/身/靈複合體之間的虛幻分離.  

正面極性嘗試看穿幻象, 看見每個心/身/靈複合體內在的造物者, 但更大部分仍是

關切朝向其他自我的行為與思維、好有所服務. 這個態度自身即充滿你們第三密

度幻象的素質. 

 

100.10 發問者: 我們猜測 三顆星的皇冠代表統馭與平衡心智、身體、靈性. 這是

否有一點點正確? 

RA: 我是Ra, 這個裝置的起源來自占星學, 你們給予的詮釋有些混淆. 我們在這張

圖像要處理的是心智的環境. 或許釋放星星點綴的皇冠這個狹窄的限制是恰當

的. 

 

100.11 發問者: 小型的黑色e赤褐色, 以及白色實體已經改變了, 它們現在的外觀

是獅身人面像, 我們目前假設這意味(�ç\)已經主宰催化劑. 我也假設它們的角

色是移動[;ò�ä]雙輪戰車的動力, 於是這個主宰允許心智在其蛻變過程中變

得機動, 不像在獲得此主宰之前, 被閉鎖在幻象之內. Ra可願就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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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首先, 我們要求學生考量大道並不是七個活動e機能之系列的頂點, 

而是一個對於該環境[心智、身體、靈性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個遠為清晰的描繪圖

像. 所以, 由文化決定的生物, 獅身人面像, 並不表示主宰了催化劑. 

 

第二個假定, 也就是把這(y�)生物視為心智之雙輪戰車的移動者, 這點遠比(�Þ

ñ)有更多優點. 你可以間接地把獅身人面像的形象與時間的概念關聯起來. 心智

與心理/情感複合體在時間中成熟與移動、接著獲得蛻變. 

 

100.12 發問者: 45分鐘的信號到了, 考慮器皿的狀況、以及所有其他我們已放置

的狀況, Ra是否建議結束這場集會? 

RA: 我是 Ra, 有關這個詢問的資訊先前已經被涵蓋. 結束時間[ÐOG45]的選擇

完全屬於發問者; 直到我們察覺到器皿由於缺乏已轉移或本來的肉體能量而開始

用到它的生命能資源為止. 一如往常, 該器皿保持敞開. 

 

100.13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 我只再問一個問題, 跟長劍與權杖有關. 長劍似乎代

表負面行家控制凌駕其他自我的權力; 權杖表示正面行家帶著心智、身體、靈之

中的合一力量. 然而, 它們似乎放在相反的手中 跟我的猜測不同. Ra可願就此評

論? 

RA: 我是 Ra, 這些符號的起源來自占星學, 因此可以釋放這些受限的圖形.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針對心智的環境, 有一個最優先的靈性環境與保護. 我們可以

進一步說明負面極化行家將嘗試塑造這個聖約為己所用; 相對地 正面極化行家

向前舉起[占星學之]長劍所示現的涵義; �KÖ, 光與真理. 

 

100.14 發問者: 第七號牌中的實體的雙手是否可以握住兩個更恰當的物體e象徵 

[除了目前顯示的物體] ? 

RA: 我是 Ra, 喔 學生, 我們將這個考量留給你, 我們將評論你可能做的任何觀察. 

 

100.15 發問者: 我將保留該問題到下次集會, 接著我要問,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

的事,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附屬物被至為謹慎地放置. 我們感謝這個勤勉的小組. 在

這個詢問的時機、有更多朝向和諧的變貌, 我們加入你們一起讚美與感恩. 這點總

是改善通訊的最大恩賜; 因為正是該小組的和諧在支撐這個通訊. 

 

我是 Ra, 我在太一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

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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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一場集會  

1982 年 12 月 21 日 

 

--B5051-- 

101.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101.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所有能量都有些降低, 這是由於肉體疼痛的扭曲 以及最近

心理/情感的催化劑. 無論如何, 這些能量水平目前看起來很容易�OR�G��G

���¡得到改善. 

 

101.2 發問者: 謝謝你, 是什麼東西造成 Jim身體的腫脹, 我們能做什麼以醫治該症

狀? 

RA: 我是 Ra, 為了回答這個詢問, 我們必須從考量該意味著智慧的毒蛇(serpent)開

始. 這個標誌的價值是便於觀看一個睿智實體的兩種面貌.  

配戴於額頭的正面智慧表示靛藍色光芒工作. 

負面智慧, 我們意指一種表達、有效地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以蛇牙之毒液為象

徵. 一個心/身/靈複合體將它獲得的智慧用在分離上即是邀請致命的蛇咬, 它屬於

智慧的較暗黑面向. 

 

該實體有一個心理/情感傾向, 朝向負面智慧, 其扭曲已經減少, 維持好些[�Úä]

空間/時間了. 該實體早已覺察這個起因, 使得我們不用詳述這一點, 只是明確地

畫出形而上背景之邊界, 說明來自你們第二密度生物的一連串咬傷的供能(¹Ç). 

 

在這個案例中 該咬傷(bÆÉ)只是一種蜘蛛類生物造成的, 有些時候 牠被稱為大

木林蜘蛛. 然而, 如果有足夠的工作去測試該實體的病理之源頭, 在可能性/或然

率的範圍內 測試結果會顯示為蝮蛇, 而非一般大木林蜘蛛咬傷的. 

 

供能([¡)發生在該實體的黃色-光芒肉體的淋巴腺系統之中. 因此, 該工作繼續運

作. 該實體的脾臟、腎上腺、腎臟複合體的壓力加劇, 並且肝臟方面有一些困難的

可能性/或然率. 再者, 淋巴腺的困難開始加重該實體支氣管系統的負擔. 這是關

於這個頗有效率的工作之一般資訊. 

 

移除這些扭曲有幾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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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尋求[³~�p]司徒亞特(Stuart)實體的良好服務(offices)是好的, 好讓該實體採

取粗糙的化學手段以重新喚醒該實體的組織胺反射作用, 接著協助去除水腫症

狀. 

 

其次, 我們建議一個早已開始的事項; 也就是說, 這個小組知曉的鮑勃(Bob)實體, 

他要求這個實體可以聚焦其協助放在與黃色光芒體的形而上連結. 

 

第三, 該實體必須注意其肉體載具需要鉀(�å), 我們推薦攝取香蕉棕櫚科植物的

果實. 

 

第四, 連結傲慢*的膨脹與顯而易見的現況之關係是有益的. 一如往常, 該和諧小

組的支持是一個協助, 冥想也是. 值得注意的 這個實體需要冥想中的某個修練, 該

小組的其他則不需要以同樣的方式進行. 

因此, 該實體可以繼續它的冥想形式 知曉該小組的每位都完全地支持它, 雖然分

享修練的本能並不總是存在. 每個實體有它(自己)從該幻象觀看與學習的方式; 每

個實體使用獨特的電路處理催化劑. 因此 不是所有實體都需要變得一樣 才能具

有同等的意志與信心. 

peq*g contumely—�¢*YÑ(£Î·h¤¥¦� §¨G©«� ¯µ°�

 

101.3 發問者: 謝謝你, 我將做一個聲明, 描述我[在這個實例中*]看見的行動, 並請

求 Ra的評論. 我看見目前的狀況為造物者使用極化的概念來知曉祂自己. 

我們似乎強調或製造催化劑以增加渴望的極化 不管這個機制是隨機的; 透過我

們所稱的高我(產生); 或透過利用一個相反極化實體帶著催化劑對我們起作用的

服務. 一旦該方向已經被明確地選擇, 所有這些東西似乎製造相同的效應 即是更

強烈的極化, 朝向渴望的方向. 

(*{6: ë%äÜ±Ö]^¨[\Ë_�`acä²�) 

 

我看見第二密度昆蟲咬傷的催化劑即是我剛才說的來源之一的功能, 從隨機到透

過高我增強, e透過監督我們行動的負面實體之極化服務, 所有這些(來源)大致上

都造成相同的終極效應. Ra可否評論我的觀察?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你的觀察並不特別, 大致上是正確的. 

 

101.4 發問者: 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 哪一個途徑製造出咬傷的催化劑? 

RA: 我是Ra, 催化劑的本質是這樣的: 只有一個源頭, 因為在處理自我的無意識心

智架構(的過程)中, 催化劑與經驗是進一步針對明確性的嘗試. 

所以, 在一次的肉身經驗中, 自我做為造物者, 特別是高我, 是一個基底, 催化劑從

那兒站立, 提供其服務給這個心智、身體或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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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感覺你意指的知覺而言, 該來源是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 它已經注意到該

實體的不和諧模式[jÕ³�p憤怒/挫折äyz] 正逐漸消失. 

昆蟲很容易被引導進行一場攻擊; 並且該肉體載具存在已久的過敏與敏感也很容

易被引導進入淋巴腺機能失效的機制, 以及免疫系統的能力大幅減損 以致於難

以移除那扭曲黃色光芒體的東西. 

 

101.5 發問者: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做一個猜測 那就是我過去一周來的疾病症

狀為我的高我的一個行動之作用, 目的是消除 居住在[Ù´��ä]一大群蜜蜂附近

的可能性. Ra可否評論我的陳述? 

RA: 我是Ra, 我們可以評論, 不是講述發問者的肉體扭曲, 而是關於蜂巢生物的一

個無可置疑的事實; 那就是一個蜂群的心智能力如同一個整體 它可以被一個強

勁的形而上脈衝影響. 該器皿與書記員都有這種能力, (Óç)大量的朝向無法存活

之扭曲, 前提是大量的刺螫昆蟲展開一場攻擊. 

 

101.6 發問者: 亞特蘭大、奧克得路(Oakdale Road) 893 號這個地址上頭的思想-形態

與其他一般參數是否正常而無須淨化, Ra 有這個資訊嗎? 

RA: 我是 Ra, 沒有. 

 

101.7 發問者: 你曾建議為亞特蘭大機場正南方那棟屋子舉行的淨化(³@), 將它

運用在奧克得路 893 號上頭是否得當? 

RA: 我是 Ra, 我們指出任何的住宅, 不管先前是良性的[S�Ûä�´¶Ü]或先前屬

於惡性的特徵; 都需要基本的鹽、水與掃帚的淨化.  

 

先前提到的良性住所, 它的淨化過程以兩部分完成; 也就是說, 沒有其他的出口或

入口、只保留一個開口為了一次的淨化. 

所有其他地方的出口和入口都被適當地封印, 留下一個門戶; 在第一次淨化沒有

封印的地方 可以在此置放鹽巴; 接著你們可以請求鹽巴做為一道封印, 不過允許

溫和的靈通過, 好比你們自己. 

我們建議你對這種物質說話 並且說出需要許可通過(該門戶)的每個實體之名字. 

不要讓任何人沒有請求鹽巴的許可就通過. 在你現在說的這個住宅, 情況就是這

樣. 

 

101.8 發問者: 謝謝你, 關於葛蕾塔(Greta Woodrew)目前的腫脹狀態, Ra能否給予任

何資訊緩解她的狀態, 然後我們能夠將這些資訊傳給她?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建議靠近光的榮耀承載著責任法則; 一個義務存在於你所

說的該器皿的眼前, 即避免傲慢、不調和以及所有[當其於內在尚未被解決就]為

該工作鋪路的東西.  

這個實體可以, 如果該書記員渴望, 分享我們對作用於後者的工作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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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實體週遭的存有恆常地且不間斷地給予它贊同, 失去那些真實反射的鏡子效應, 

只剩下毫不質疑的(反射), 該實體為此受苦. 這不是建議恢復批判, 而是建議所有

支援器皿Ú的實體們, 和諧地支持, 在愛、喜悅、感恩中分享, 但要在真理中找到

愛; 因為每個器皿從這樣的支持中受益, 超過壓倒辨別力的完全讚賞. 

 

101.9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看見四十五分鐘的計時之窗已經溜走了, 所以我要問有

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通訊?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這個器皿已經用掉所有的轉移能量, 並且已經開始使用它

的生命能存量來講話. 我們強烈建議, 如果可能的話 盡量使用轉移的性能量以完

全排除使用生命能存量. 

 

為了讓一切良好地繼續運行, 排列狀態即是它們必須是的樣子. 我們感激這個支

援小組的謹慎認真.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感到光榮, 我離開這個小組. 所以, 向前去

吧, 在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B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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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二場集會 

1983 年 3 月 22 日 

 

--B5052-- 

102.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102.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的肉體能量短缺是我們遭逢的狀況中最可觀的. 其心智與

心理/情感變貌接近平衡; 整體而言, 由於該器皿的意志, 該實體的生命能量被扭

轉朝向健康e氣力/虛弱. 

 

102.2 發問者: Ra... 可否請 Ra告訴我們什麼東西造成該器皿的胃部疼痛與絞痛, 

以及我們可以做什麼以醫治它? 

RA: 為了觀察朝向疾病的肉體扭曲之起因, 一個實體必須注視那阻塞的能量中心. 

在這次的情況, 阻塞是黃色光芒, 該經驗已擁有化學身體對應區域的特徵. 

在以風寫成的光與愛之盔甲之中、所謂的空隙已被關閉, 接著 (它)不只已修復, 而

且得到許多改良. 

然而, 在這段短暫的偏離自由能量流動期間, 一些扭曲獲得更多能量而變得嚴重, 

(綜觀)所有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這情況將持續一些你們的空間/時間, 因為一個

容易引發橫結腸痙攣的傾向被供給能量; 還有胰腺機能早已-存在的弱點, 特別是

那條與下視丘的連結. 肝的部分也有早已存在的傷害, 這些缺乏e扭曲顯化在該

系統中直接起自空腸的那個部分.  再者, 有一些不舒服的刺激靠近十二指腸, 造成

該器皿無法消化食材, 這是一個對抗療法造成的刺激. 

 

飲食具有中心的重要地位. 我們不能再進一步觀察該實體的系統, 因為一個對這

些朝向各式各樣虛弱/強壯的扭曲[�QAâ±²�
G·¸]之完整討論從嘴唇開始 

到肛門結束. 我們可以補充說明 該器皿一直集中心神在造物者上頭, 百分比超過

九十; 這即是鑰匙. 繼續在所有事上保持感恩與感激. 

 

(¹ÆÉ)有一些更強效的抗抽筋藥物, 這個器皿不知道這位醫生, 但這位被知曉為

亞瑟(Arthur)的實體可以提供(該藥物)而有所協助. 由於該藥物並不保有或去除生

命, 並且進一步去除該器皿研讀這個狀況的機會, 因此(我們)必須保留這個需要: 

推薦這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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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空間/時間點, 除了看守其攝取的食材種類, 我們沒有立場去推薦治療方法. 

 

102.3 發問者: 我不確定我理解你說的每件事. 你能否給我這位亞瑟的姓氏, 以及

他定居何處?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 

 

102.4 發問者: 請你開始吧? 

RA: 我是 Ra, 該實體, 聲音振動亞瑟, 其姓氏為蕭恩(Schoen), 並且位於你家的附近. 

 

102.5 發問者: 該器皿的日常飲食應該去除哪些食物, 好減輕這些痛苦的攻擊? 

RA: 我是 Ra, 從鮑勃(Bob)實體那兒獲得的資訊是值得推薦的. 此外, 所有食材都

要烹煮, 好讓它們變成柔軟而且容易在水中分解. 由於(器皿)長期的飲食習慣, 對

於你們的糖類有一種複雜的癮頭. 所以, (我們)推薦在傍晚的時候[}�Úä¡ã], 

以更濃縮的形式給予糖分, 接著在晚餐後大約一到兩小時內 伴隨甜酒的攝取. 

由於這個器皿一直使用糖類取代碳水化合物, (我們)進一步推薦, 大約在睡前的一

到兩個小時之間 攝取低糖分的少量碳水化合物. 

 

102.6 發問者: 就我對你的話語的理解, 該器皿不應該吃糖 直到傍晚為止, 那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102.7 發問者: 我不充分地理解你的意思, 她何時應該攝取糖類, 可否請你澄清一

下? 

RA: 我是 Ra, 濃縮的糖類; 也就是說, 點心、冰淇淋、餅乾等, 應該在那個時候攝

取. 如我們先前所說, (她)以定期攝取小量的果糖、楓糖或天然蜂蜜, 這個黃色光

芒體的化學反應是這樣的, 糖分不斷被血酵素使用; 在一個較少扭曲的黃色光芒

體、肉體載具之中, 它會使用碳水化合物. 

 

102.8 發問者: 我很抱歉 我精確拾起我們討論主題的速度是如此緩慢, 我想要確

定我們正確地懂它, 所以我八成要再問幾個愚蠢的問題. 那引起極度痛苦的痙攣

是否為迴腸的痙攣? 

RA: 我是 Ra, 有部分是. 橫結腸也有痙攣, 以及肝的較低部分的導管. 另外 從支氣

管覆蓋層往下通過骨盆有肌肉痙攣; 從兩側肩胛骨下達臀部也有. 這些交感神經

的痙攣是該實體肉體載具耗竭的一個症狀. 

 

102.9 發問者: 那麼 這些痙攣起初的入口是黃色光芒阻塞造成的, 但加上攝取糖

分[食材]的動作 觸發這些症狀. 我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你有部分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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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發問者: 那麼 這還有什麼別的(因素)造成痙攣? 

RA: 我是 Ra, 我們講述兩種起因. 

首先或最近的起因是太多油的肉類, 以及沒煮熟的蔬菜材料 造成太大的負擔. 

甜點中的糖分與你們的幾口咖啡混合在一塊兒也沒有什麼幫助. 

第二個起因—這點應該被清楚地陳述— 那就是供能給任何早已存在的狀況, 好

阻礙這個小組正常運作, 手段是將該器皿從那些能夠與 Ra群體共同工作的實體

之行列中移除. 

 

102.11 發問者: 現在, 該器皿有兩個領域可以注意 以治療這個問題. 我理解黃色-

光芒阻塞的問題已經被完全修復, 容我這麼說. 如果不正確的話, 你能否在這點給

予建議, 請? 

RA: 我是 Ra, 每個實體為了完全解開黃色光芒的阻礙, 必須愛所有與它有關係的

實體, 只希望這些其他自我喜悅、平安、舒適. 

 

102.12 發問者: 該器皿必須做第二件事 以產生療效, 那就是謹慎的飲食, 包括 Ra

剛才說的所有事項, 以及鮑勃從他的解讀中產生的推薦項目. 我假設這是... 

似乎有這麼多不同的事物能夠引起這個痙攣. 我在想是否有個一般的食物準則? 

Ra能否推薦一些該器皿能夠吃的食物 而完全不會造成痙攣的問題. Ra可以回答

嗎, 請? 

RA: 我是 Ra, 不. 

 

102.13 發問者: 是不是因為第一變貌的緣故? 

RA: 我是 Ra, 不. 

 

102.14 發問者: 為什麼 Ra不能回答? 

RA: 我是 Ra, 沒有(Þù)食物是這個器皿可以帶著完全信心吃下去 卻不會發生痙

攣的. 該載具的痙攣部分經歷大量的痛苦變貌、已經變得敏感. 

 

102.15 發問者: 有沒有一組食物最不容易引發痙攣狀態, 或 Ra可以提出任何很不

容易引起痙攣的食物? 

RA: 我是 Ra, 有. 

 

102.16 發問者: 可否請 Ra提出這些食物— 有高度可能不會導致該器皿消化系統

中的痙攣? 

RA: 我是 Ra, 不包含碳酸的液體, 煮熟的蔬菜[是最輕盈與柔軟的], 煮熟的穀物, 

無脂肪的肉類— 好比魚肉.  

你可以注意到 有些推薦的食材與過敏、敏感(症狀)重疊, 這是由於幼年型類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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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節炎的變貌. 再者, 雖然糖類, 好比你們的甜點代表一種潛能, 由於前述的原

因, 我們建議把它納入(ºî). 

 

102.17 發問者: 可否請 Ra 評估這個問題可能存在的時間長度[Ð�QG�j»¼], 

如果我們遵循這些治療措施, (評估)這個問題維持極度嚴重的或然率? 

RA: 我是 Ra, 你們月亮的一次旋轉週期後 (你們)會有一個適當的可能性/或然率

漩渦 (然後)不是看見情況惡化 於是指出(需要)外科手術; 或者 情況改善, 持續看

守飲食, 但移除痙攣狀況.  

該運作的藏匿處位於(多處)感染: 十二指腸、胃部、空腸、迴腸、橫結腸, 以及部

分的肝臟. 這些情況有些難以移除, 或許構成迄今最有效率的運作. 

再次地, 我們建議鮑勃實體可以有所幫助. 如果史都華實體願意的話, 它可以發現

那僅能在邊緣上偵測到的感染, 但它可能寧願不那麼做. 在這個情況下, 最好請求

一位對抗療法的專家的物理協助, 好比剛才提到的那位. 

 

102.18 發問者: 你是否意指亞瑟·蕭恩? 

RA: 我是 Ra, 那是正確的. 

 

102.19 發問者: 你提到外科手術的可能性, 具體而言 這個手術可以完成什麼? 

RA: 我是 Ra, 當身體再也無法承受極度酸性[�½¿Áã�äÂÄ], 接著將發展出一

些破洞或潰爛, 然後確實地顯現在對抗醫學的測試上, 接著向外科醫生(chirurgeon)

建議應該切除的部位. 

 

102.20 發問者: 換句話說, 移除潰瘍... 這會是十二指腸潰瘍? 這是你會為了十二指

腸潰瘍而舉行的一種手術? 

RA: 我是 Ra, 如果發生潰瘍, 它將超過空腸的位置, 最有可能包括迴腸, 以及橫結

腸的上方部位. 

容我們再接受一個正常長度的詢問, 因為這個實體雖然充滿足夠的轉移能量, (它)

擁有一個至為脆弱的架構, 我們透過該架構來傳導這(資料)與我們的能量. 

 

102.21 發問者: 明顯地, 我們非常不想要走到外科手術的地步. 並且除了飲食與該

器皿個人的心智工作, 我想到的唯一另類方法是透過一位醫者來治療; 我想要 Ra

推薦一位非對抗療法的醫者, 以及Ra是否有任何忠告 可以使 Jime我自己可以使

得上力, 或 Ra可以推薦任何其他一位, 好讓我們不必須經歷一次外科手術[�,�

ÈÉ�ÊEË]. 以及如果我們能夠立即開始工作任一種其他的措施, 我會高度地歡

迎. 可否請 Ra開始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對發問者打開內在的悲憫電路致敬, 但也注意到這個小組正在

經驗的地方位於治療的氛圍中. 當這些扭曲有如此多的形而上層次與混合狀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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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成員的治療雙手的用途都是有限的. 

所以, 不要關注一次的治療, 而去注視同伴關係的喜悅, 因為每個成員是強壯的, 

並且將雙腳堅定地放在道路上. 月亮灑下其陰影, 你將看到什麼? 

連結(à;ä)手並且走向太陽. 

在這個案例中, 這是最大的治療. 針對這個肉體載具, 我們能建議的(方法)遠比你

希望的少很多. 

 

102.22 發問者: 我只問, 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使這器皿更舒適或改善該

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一起找到愛與感恩, 每個成員彼此支持. 排列狀態是謹慎

細心的.  

我們是你們所知的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祂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樂與欣喜.   

Adonai. 

 

--B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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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三場集會  

1983 年 6 月 10 日 

 

103.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103.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的肉體扭曲依舊嚴重. 再者, 這個心/身/靈複合體的生命能減

少了許多, 雖然針對此次工作的需求是可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 關於這個全然-

重要的能量, (此次)生命能讀數是最低的或最為扭曲的. 心理與心理/情感扭曲如

同上次所見. 

 

我們發現該器皿的意志已被不明智地使用而助長了生命能的扭曲. 該器皿最好思

量這一點. 

 

103.2 發問者: 關於這個情況— 關於肉體問題的狀態— 該器皿先前在消化部位的

具體問題是? 

RA: 黃色光芒— 我們必須更正自己, 我是 Ra. 請將氣息吐出, 橫跨這個器皿的胸

部區域.  

 

[依照指示完成這個步驟] 

(�qg ÌÐÑÒÉb½ Ó×�ÕÖG2®5ß) 

 

103.3 RA: 我是 Ra, 該管道目前狀況(令人)滿意. 我們發現該器皿的黃色光芒、化

學身體即將耗竭, 但嘗試藉由運動或飲食等行動來改善. 我們可以陳述感染尚未

完全離開身體複合體, 雖然它的毒性已經少很多了. 

 

--B5053-- 

103.4 發問者: 該器皿詢問為什麼她最近失去她的喜悅? Ra可願評論, 請? 

RA: 我是 Ra. 該器皿(先前)做了一個自由意志決定, 不藉由對抗療法處方的化學

複方去處理造成巨大痛苦的肉體催化劑; 由於該器皿信賴 Ra的建議, 它確信這樣

做是有效用的. 於是該催化劑以更完整的形式給與(該器皿). 外在的服務他人變得

幾乎不可能, 導致該實體再次經驗殉道者的選擇; 那就是將價值放在一個致命行

動當中, 接著死亡, 或將價值放在太一造物者的(寰宇)造物的意識上、從而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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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器皿透過意志, 選擇後者的途徑. 無論如何, 其心智與心理/情感變貌並未給予

這個決定並要的支持, 以維持合一的狀態 [這是該實體通常經驗的狀態,並從此生

的一開始就經驗著]. 

 

既然這個催化劑已經被接納, 移除靛藍色光芒阻塞的工作得以迅速地繼續進行下

去. 

 

103.5 發問者: Ra能否推薦移除靛藍色光芒阻塞的適當工作? 

RA: 我是 Ra. 我們無法為一般情況做推薦, 因為在每個案例中, 其變貌之漩渦都是

獨特的. 在這個特殊的鏈結中, 比較恰當的工作在於分析與觀察的心智與心理/情

感力量. 當最強壯與最少扭曲的複合體參予支持, 那麼複合體中較不強壯的部份

也將獲得強化. 

這個實體長期地工作這個催化劑, 不過, 這是第一次 (ÈÑï)拒絕接受那鈍化痛苦

的藥物 [而痛苦可銳化該催化劑]. 

--B5053-- 

 

103.6 發問者: 我們的第五密度、服務自我導向的同伴 目前狀況如何?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有一段時期[UXOQGij��j]在休息中, 無論如何, 它已

經收到警報, 關於進行中的這些工作, 很快就要再次成為你們的同伴. 

 

103.7 發問者: Ra能不能推薦任何該器皿可以做的事, 或我們可以做的事, 以改善

該器皿的任何能量? 

RA: 我是 Ra, 這個題材先前已經涵蓋. 我們已經勾勒出該器皿可以帶入思考的一

條途徑. 

 

103.8 發問者: 我並不想談論先前涵蓋過的題材, 我只是希望能加添任何我們可以

做的, 在這個時機清楚地聚焦在我們或該器皿可以做的最佳可能事務, 以改善這

些能量、一個突出的活動. 

RA: 我是 Ra, 在回應之前 我們要求你們保持警戒 因為管道處於可接受的(水平), 

但承受周期性的痛苦爆發 由於該器皿的黃色光芒、化學身體嚴重的肉體扭曲. 

 

該支持小組的突出項目是在和諧中讚美與感恩. 該小組已經如此令人滿意地達成

這些(目標), 以致於我們不會挑剔該小組的和諧. 

至於該器皿, 從行動的價值旅行到存在(esse)的價值之過程是艱辛的, 該實體已否

認自我, 好從它稱呼的上癮* 中解脫 

這種受難, 我們這裡說的雖是小事 但衣服象徵一個大的犧牲, 造成該實體把自我

                                                 
* ØÙÚÿÛÜÞá âäèéìíîïðñ, éÞ�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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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框架在貧窮中, 進而餵養不值得之狀態, 除非貧窮被視為真實的富裕. 

換句話說, 良好的努力用在錯誤的原因上, 導致困惑與扭曲. 我們鼓勵該器皿珍惜

它自己, 並看見它真實的需求是被自我珍視的. 我們建議沉思存在的真實富裕性. 

 

103.9 發問者: 是否有任何其他事情, 不管是我們或該器皿可以做的, 可以具體地

工作該器皿的生命能, 使其增加?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遭遇自由意志完全停止(äu). 

 

103.10 發問者: 在這個情況下, 我有幾個針對第七號牌的問題 好結束我們探討心

智原型的第一輪. 在第七張牌上的實體的胸部有一個 T(2%) , 上頭有兩個直角, 

我們猜測較低位置的T 跟在蛻變中選擇任一途徑有關; 較上方的兩個直角代表 在

心智蛻變過程中 左手或右手途徑的大道, 將造成一個改變, 從空間/時間進入時間

/空間 [�T}�¸Û]. 這點很難加以表達, 這個猜測是否有任何正確[§óô]之處? 

RA: 我是 Ra, 有的. 

 

103.11 發問者: Ra可否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夵(tau)
*的使用以及建築師的 L形尺 的確有意暗示大道之環境的空

間/時間到時間/空間的鄰近(gõ). 我們發現這個觀察至為敏銳. 

 

容我們說, (ç�)大道的整個基調確實取決於它與形意者顯著的差別.  形意者是顯

著意義的自我, 有大部分受到罩紗降下的影響,  但並非完全地被影響. 

(*ö÷: tauûüýþÿ?� 19E, F��������	þ
, P:; “q�f.”) 

 

心智、身體、e靈性的大道 在罩紗過程的肇因下, 繪製出一個已成為新架構的環

境; 並因此沉浸在時間/空間之廣大、無限制的海流中. 

 

103.12 發問者: 我正猜想這雙輪戰車的輪子表示心智現在有能力在時間/空間中

移動,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我們不能說這個觀察完全不對, 因為對於一個喚起該概念複合體並

加以消化的個體來說, 有一樣多的時間/空間中的工作. 

 

然而, 更適當的觀察是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事實, 即雖然雙輪戰車有輪子, 它卻沒

有被物理的e可見的馬具套在那拉動它的東西上. 那麼, 喔 學生, 是什麼將雙輪戰

車的移動力量連結並套在這戰車上? 

 

103.13 發問者: 我得想想那一題. 除非... 我以後會再回到那個(主題). 

 

我們想用魔法球體置換(人像)右手中的劍; 並且把一把指向下方的權杖放在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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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類似第五張牌, 形意者, 的圖形, 這些符號更適合這張牌. 可否請 Ra 就此評論? 

RA: 我是 Ra, (我們)相當可以接受這個做法, 特別是如果球體可以被描繪成一個

燦爛光輝的球面. 

 

103.14 發問者: 兩個獅身人面彎曲的左腿暗示發生在左邊的蛻變不會發生在右邊, 

可能在那樣的位置中無法移動.  這個觀察是否有任何優點? 

RA: 我是Ra, 這個觀察有其優點 因為它可以做為(我們)意圖表現的言外之意中較

明顯的一面. 該姿態意圖展示兩個項目, 其中一個是被繪製在那裡的、充滿時間的

角色的雙重可能性. 

 

在時間中, 休息是可能的, 進展也是可能的. 如果嘗試混合這兩者, 筆直、移動的那

隻腳將大大地受到彎曲之腳的妨礙. 另一個意義跟該相同的直角有關, 具有建築

學的方形, 如同行動者胸口的圖案. 

 

時間/空間在這個概念複合體中是靠近的, 被拉近是由於罩紗過程, 以及在產生行

動者Ú之過程中的有效性; 他們為了進化而想要使用心智的資源. 

 

103.15 發問者: 我假設裙子向左歪斜的原因跟第四號牌的呈現一樣, 暗示服務自

我極化的實體和他人保持距離, 我也假設臉部朝向左邊的原因跟第五號牌的呈現

一樣, 因為催化劑的特質, 這是否粗略地正確? 

RA: 我是 Ra, 請將氣息吐出 橫跨這個器皿的胸部區域, 從右方到左方. 

 

[依照指示完成這個步驟] 

(�qg ÌÐÑÒÉb½Ó×�ÕÖG2®5ß) 

 

我是 Ra, 那是好的. 

的確, 你先前的假定是粗略正確的.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明, 在形成這些起初圖像給

你們人群的過程中, 我們使用埃及文化在藝術表達上常見的東西, 在其繪畫中 臉

部朝向一邊, 以及雙腳轉向(一邊), 這些都十分常見. 我們利用這點, 並希望柔化側

面外觀的重要意義. 不過, 迄今 這些慎重的考量都沒有被錯誤詮釋e繪製出不合

適的詮釋. 

 

103.16 發問者: 我相信, 我們這次工作的恰當時間正接近結束, 所以我想問在這場

集會中, 我們兩次必須吐氣(��±²G�"*), 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在這

場集會中不得不那麼做, 而我們以往在大多數的集會中都不用那麼做? 

(*�q: a!L�CÒ���£�G, 1ã)Ê��½¾)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並未覺察用來接觸 Ra的方式, 然而, 為了使此次工作發生

(transpire) 在此次工作開始之初,  它的渴望特別地強烈. 因此, 它不小心地有點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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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它的黃色光芒 肉體. 

 

在這個狀態下, 一個你們稱為別針麥克風的物體掉在器皿身上, 這個意外的接觸

導致胸部肌肉受傷, 接著我們指點一些由此次工作決定的照顧方式, 以避免(過度)

壓力, 好讓傷害可以療癒; 這個傷害的構成有形而上的構成要素, 所以 我們希望相

當確定該環境的所有部份都被淨化過. 因為這個工作場所並沒有它往常的保護水

平, 我們使用你們的氣息好淨化這個處境危險的環境. 

 

103.17 發問者: 缺乏平常水平的保護之原因是不是這個事實, 即距離我們(上次)

在這裡工作到現在已經有好些時間了? 

RA: 我是 Ra, 否. 

 

103.18 發問者: 原因是什麼? 

RA: 我是 Ra, 缺乏定期重複所謂的驅逐儀式, 這是我們所說的缺乏(Ê¨ä). 

 

103.19 發問者: 從這點, 我假設最恰當的做法是每天在這個房間舉行驅逐儀式, 這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那是可接受的. 

 

103.20 發問者: 我不想使該器皿過度疲勞. 我們已經逼近時間(限制)了.我只問有

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 可改善這個通訊或使該器皿更舒適, 或者 有沒有任何

可以在此時協助我們的事, 是 Ra可以陳述的? 

RA: 我是 Ra. 我們發現(8j�)排列被嚴謹地觀察著,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繼續彼

此互相支援, 並找到那和諧所生產的讚美與感恩. 讓你們的憂慮休息, 保持快活.  

 

我是 Ra,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引以自豪, 我離開你們. 所以, 向前去吧, 在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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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四場集會  

1983 年 7 月 27 日 

 

--B5054-- 

104.0 RA: 我是 Ra,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

始通訊. 

 

104.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與上次詢問相較 讀數顯得稍微減少朝向肉體破產與生命能損失的

扭曲. 在這些讀數中仍然有可觀的偏差.  

 

104.2 發問者: 該器皿想要知道在這段時間, 有氧運動、散步、漩渦池等運動的最

適宜的數量, 以達到最佳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將以兩種方式來回答. 首先, 講述一般情況, 程度不一地與這個

器皿相關. 每一種運動形式都是好的, 在你們的每週期間 大約執行三到四次, 運動

量, 全部量化為一個總數, 大約是每個白晝時期中(執行)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以第二種方式回答, 在這個回應中 (內容)扭曲朝向成對的狀態: 黃色光

芒肉體的困難與心智複合體的扭曲. 那麼, 每週進入漩渦水池四到五次必須被視

為恰當的. 依照該實體的渴望 盡量去散步與運動. 所有這些(�ë)的總和在任何情

況都不應該超過每日九十分鐘. 

 

該黃色光芒肉體已經驗所謂的狼瘡狀改變, 發生在肌肉的許多纖維中以及某些器

官. 運動(可)重新獲得耗費掉的肉體肌肉氣力. 在某些方面 散步是比較恰當的運

動, 這是由於該實體親近第二密度的生物, 特別是你們的樹木. 然而 你們享有的居

住地並未提供這類機會, 反而提供與心/身/靈複合體的創造物親近(的環境). 這無

法餵養這個實體的心理/情感需求 雖然它製造相同的物理(肉體)結果. 該運動更多

地滿足其心理/情感的需要, 這是由於該實體喜歡身體的各種韻律表達, 好比在一

個人為系統中進行的運動努力之衍生物, �Ú�~�p舞蹈. 

 

我們建議支援小組鼓勵任何運動, 除非它的時限遠超過這個身體複合體的肉體限

制. 扭曲之道是這樣的: 為了平衡一個扭曲, 該實體必須專注強調它.  

從而, 如果正確地激勵, 身體的過度疲累可製造出一個(結果), 即在某個時機 (身體)

赤字消失, 在該時刻, 應該實行更少的運動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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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發問者: 該器皿已經判定不睿智地使用她的意志是指她不帶喜悅與信心成

份去使用它, 於是構成殉道情況. Ra可願就此評論, 請? 

RA: 我是 Ra. 我們很高興該實體已經衡量(我們)曾給予它的資料.  

我們評論如下: 擁有特定的知識, 即較少扭曲朝向殉道且富含應許之知識, 對於該

器皿是有益健康的.  該實體在思考上是強壯的, 它在行動上也應該是強壯的 否則

它擁有的東西將被移除. 因此知識的顯化是該器皿要去檢驗的一個領域. 

 

我們進一步注意到, 在這個實體的情況中, 平衡(h[)在分析與[藉由沉思靜默來安

置的]顯化中被最佳地達成, 可以透過顯化的靜默與缺少例行活動而得到強化. 

我們不能繼續(說)下去, 除了推薦規律化的休閒, 以及渴望該實體以它的意願去發

現這些變貌的根本真理. 

 

104.4 發問者: 我們能為該器皿多做點什麼, 好幫助(解決)她的胃部與背部痙攣問

題? 

RA: 我是 Ra. 最大的協助早已被充分地給予了. 鼓勵該器皿避免攝取油炸類食材

是有益的; 歡樂的和諧是有益的, 痙攣必須通過以下事項來消退, 即該實體的靛藍

色光芒工作的一種機能以及[Q����]我們在回應上一個詢問時所做的推薦. 

 

(我們)推薦明確地避免越過早已膨脹的肉體限制邊界. 感染仍然存在, 症狀現在遠

為難以治療, 該實體已經選擇這個催化劑. 

 

104.5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們甘道夫[ÙÚär]的雙眼出了什麼差錯? 

RA: 我是 Ra. 甘道夫實體接近它此生的盡頭. 它的眼力黯淡, 含水薄膜變得堅硬. 

這不是一個舒適的情況, 但這一個狀況不會導致該實體真正的不舒適. 

 

104.6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事以減輕這個狀況? 

RA: 我是 Ra. 有一條治療路線可以協助該狀況. 不過, 我們不推薦 因為(目前的)狀

況要比治療更有益. 

 

104.7 發問者: 我不理解. 你能否解釋你的意思? 

RA: 我是 Ra. 一個屬於對抗療法傳統的醫生會給你眼藥水. 這隻貓會發覺接受滴

劑之際, 受侷限的經驗變得更為扭曲, 超過它現在感覺的不舒服[但大部份能夠忽

略]. 

 

104.8 發問者: 這隻貓還能不能看得見?  

RA: 我是 Ra. 可以. 

 

104.9 發問者: 在最近的未來 這隻貓是否將會失去它所有的視覺, 或非常接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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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RA: 我是 Ra. 大多數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顯示大約在你們的三個季節之內, 甘道

夫實體不會失去視力或生命.  

 

[停頓大約 70 秒] 

 

104.10 發問者: 現在 我感覺很糟、關於這隻貓的狀況, 我真的想要... 想要幫助它. 

Ra能否建議任何我們能做的事 以幫助甘道夫? 

RA: 我是 Ra. 可以. 

 

104.11 發問者: 那是什麼? 

RA: 我是 Ra. 首先, 我們願暗示這些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包括一些漩渦、在其中被

知曉為甘道夫的實體擁有一個較長的一生. 

其次, 我們認為如果這個實體渴望, 它可以前往畢業典禮. 否則, 它可以選擇重新

投胎(為貓), 與它已深愛的那些同伴在一起. 

第三, 你們知曉的貝蒂實體有一些方法使得該實體的變貌更多朝向舒適/不舒適. 

 

104.12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誰是你所指的貝蒂? 我不確定 我知道誰是你所指的

貝蒂. 以及貝蒂會做什麼? 

RA: 我是 Ra. 被知曉為 Carla的實體擁有這個資訊. 

 

104.13 發問者: 嗯, 我擔心搬遷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真的搬遷, 如果甘道夫無法看

見 將使得他很難在新的地方找到他的通道. 他是否有足夠的視力, 能夠在新的環

境找到他的通道? 

RA: 我是 Ra. 其視覺比適當的水平低, 但幾乎被敏銳的嗅覺與聽覺調節. 同伴與家

具陳設都是熟悉的. (我們)可以期待短期[jÕ�Úä`�/��]之後, 新的環境狀態

可達到令他滿足的可接受水平. 

 

104.14 發問者: 我們能否施予你剛才說的滴劑以幫助他的眼力, 好使他不會發

覺..., 好使他不會受限? 有沒有任何方法讓我們能夠做這件事? 

RA: 我是 Ra. 不大可能. 

 

104.15 發問者: 沒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 有沒有任何其他可能性, 使用任何技巧以

幫助他的眼力? 

RA: 我是 Ra. 沒有. 

 

104.16 發問者: 這次的遺失眼力… 遺失眼力的形而上原因是什麼? 什麼因素帶來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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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在這個案例中 形而上的成分很微小. 這是年老(過程)的適當催化劑. 

 

104.17 發問者: 你說的那些可以協助眼力的滴劑會不會… 如果採用的話, 它們可

協助眼力提升多少? 

RA: 我是 Ra. 經過一段服用時期 眼力可改善一些, 或許 20%, 或許 30%, 眼睛區域

會感覺比較不緊繃, 平衡這點的是運動的僵硬程度快速地增加, 以致於保持在一

個靜止位置必然變得相當不舒服. 

 

104.18 發問者: 那麼, Ra以為從這些滴劑獲得的利益不值得(使)貓兒不舒服. 這大

概, 大概… 是否有任何方法可給予貓兒麻醉劑, 接著將滴劑置入其雙眼, 如此貓兒

不會覺察到這些滴劑? 

RA: 我是 Ra. 對抗療法的麻醉劑進入這個可收割實體的身體複合體所造成的傷

害遠遠超過藉此獲得的靜止狀態[以允許施行藥物]. 

 

104.19 發問者: 我很抱歉在這個主題上嘮叨這麼多, 但我真的希望出現什麼可以

幫助甘道夫的方法. 那麼我假設 Ra 已經建議我們保持事情現況. 粗略而言, 必需

用多少滴(þöË)可以使雙眼得到一些幫助? 

RA: 大約 40到 60 (滴). 

 

104.20 發問者: 40到 60, 什麼, 每一天一次, 或是若干時期? 

RA: 我是 Ra. 請呼氣橫跨這個器皿的胸口. 

 

[這個動作照指示完成了]   

(�êç²: �zä��) 

 

104.21 發問者: 那樣是否足夠? 

RA: 我是 Ra. 是的. 

 

104.22 發問者: 我剛才問 這些滴劑是否應該一天用一次,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要看你從哪個對抗療法的內科醫生接收到它們. 

 

104.23 發問者: 這些滴劑的名字是什麼? 

RA: 我是 Ra. 我們有個困難, 是故, 我們將避免回答這個詢問. 

 

104.24 發問者: 我很抱歉, 反覆嘮叨這一點, 我很關心這隻貓, 我理解 Ra推薦我們

不使用滴液, 我們就不用. 我只想要知道有什麼事可以幫助其視力 卻是我們還沒

去做的. 我為反覆嘮叨這點道歉.  

我將結束這個主題, 只問 Ra是否有任何進一步的忠告, 關於這隻動物... 這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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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歡慶它的陪伴(友誼). 

 

104.25 發問者: [s��] 當我們將原本叫做一的法則的書本介紹從出版商拿回來, 

在該介紹中, Carla曾說到輪迴轉世的主題, 中間被加上了這句話: “雖然起初是耶

穌教導的一部分,它們的後續版本都被女皇所審查刪除.” 

可否請 Ra 評論 放在我們介紹中那句話的來源? 

RA: 我是 Ra. 這(來源)遵循主觀的有趣事件、狀態、環境、e巧合之道. 

 

此時 我們建議再一個完整的詢問. 

 

104.26 發問者: 在罩紗過程存在之前, 我假設進化的過程沒有原型的計畫; 完全由

心/身/靈(ï)以任何他們渴望的方式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不對. 

 

我是 Ra. 我們在欣賞這偉大幻象的環境中離開你們, 你們選擇在其中彈奏管樂器

與鈴鼓, 並在韻律中移動. 

 

我們也是一個舞台上的演員. 舞台改變, 戲幕拉下; 燈光再次升起. 

遍及這整個宏偉的幻象, 下一個、再下一個幻象, 在底層支撐這一切的是太一 

無限造物者的莊嚴. 一切都好, 沒有失落任何東西.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B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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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五場集會  

1983 年 10 月 19 日 

 

--B5055-- 

105.0 RA: 我是 Ra, 我的朋友,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我向你們致意. 我們

現在開始通訊. 

 

105.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給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Ra, 跟上次詢問相比, 這個器皿的生命能處於一個更偏向許多的狀態, 意

志與信心的機制重新獲得它們在這個實體的存在與平衡當中的突出顯眼之位置. 

肉體赤字持續(存在). 

 

105.2 發問者: 抱歉, 我們必須問這麼多維護方面的問題. 我們似乎處在一個困惑

的狀態, 關於我們繼續朝著我們想要的方向[即詢問原型心智]前進的能力. 

 

我感覺必須問: 是什麼東西導致該器皿的背部出現左右對稱的條狀傷痕? 以及我

們能進一步做些什麼, 以治療該器皿和她的狀態, 包括這些條狀傷痕或它們的起

因? 

RA: 我是 Ra, 條狀傷痕是一場延長之超心靈致意的一個症狀. (給予)這個實體機

會藉由鏈球菌與葡萄球菌病原體去經驗大規模的過敏反應, (ÈÎ�)提供這個機

會是希望這個實體會想要離開此生. 上一次發生這個心智[� Ë]狀態的時候[}

�Úä��¢täå]是你們目前行星繞太陽公轉(ä��), 第九個月, 第十二天, 這突

然的事件使你們的第五密度同伴措手不及; 現在該實體已經準備好了. 

 

自從錯失第一次機會之後, 這個實體在兩個場合有可能起(eÎ)反應.  

首先, 在選擇一棟房子的關聯上, 有機會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第二, 關於離開這棟建物, 在解除世俗契約的過程中, 可能看見自我與其他自我分

離. 

這個實體面對兩個機會的態度都是拒絕將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同時加上靛藍色

光芒水平的進一步工作, 關乎避免殉道, 同時在愛中維持合一. 

 

是故, 在這些病毒(viri)的侵略過程中, 這個器皿已經使它的免疫防禦(系統)與淋巴

腺系統受到侵害. 這個虛弱的身體複合體正在嘗試移除這些物質, 為了更快速地

協助該複合體, 你可以看見一個清瀉該器皿之黃色光芒化學身體的方法有些好處. 

一些技術包括治療用灌腸劑或結腸水療, 每天一次或兩次的三溫暖; 以及用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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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其外皮, 大約是你們的七個白晝期間. 

 

我們不講飲食, 不是因為它沒有幫助, 而是因為這個實體對任何物質都攝取很少

量, 並且早已避免特定的物質, 尤其是新鮮牛奶與油脂. 

 

105.3 發問者: (Áä)外皮是否有任何特別的地方需要用力摩擦? 

RA: 我是 Ra, 沒有. 

 

105.4 發問者: 可否請你告訴我什麼東西導致 Jim的腎臟問題復發, 我們能做什麼

來治療它? 

RA: 我是 Ra, 該實體, Jim, 決定它意願淨化自己, 因此願意花時間/空間與空間/時

間去追尋與沉思完美. 這個工作的奉獻度獲得強化, 直到心/身/靈複合體與這個意

圖和諧共鳴為止. 

該實體並未掌握與目標全然合一的工作之如實方式, 在其中, 形而上的意圖由身

體複合體所轉譯. 該實體開始祈禱、禁食、懺悔、歡慶的時期. 尚未從腎病變之症

狀完全康復的身體複合體開始系統性地淨化各個器官, 將所有不完美的碎石透過

腎臟送出去, 它卻沒有獲得足夠的液體去稀釋持續釋放的毒素. 這些毒素停留在

身體複合體中, 重新啟動純粹的肉體疾病, 在這次的舊病復發中, 沒有形而上的部

分. 

在顯化對身體複合體健康的肯定中, 治療正在發生,; (該肯定)正屏除不合宜的狀

況, 這將是完全有效用的. 

 

105.5 發問者: 關於拉尼爾(Lanier)湖畔的房子[ÙÚ³t���;], 是否有任何對於

其合適性的考量; 或者除了已經計畫的工作, 是否有其他值得採行的特別準備? 

RA: 我是 Ra, 我們相信你的詢問是迂迴間接的, 請重新詢問. 

 

105.6 發問者: 我們計畫淨化拉尼爾湖畔的不動產, 使用 Ra在稍早集會中指示的

技巧, 包括撒鹽 36小時等等. 我想要知道這樣是否足夠, 或者, 在這個時候 我們即

將搬遷到那棟房子, Ra可否在此時就任何顯著的問題提出忠告, 請? 

RA: 我是 Ra, 你所說的淨化住處的技巧只需要兩天三夜. 這個住處是良好的. 

這些技巧是可接受的. 我們發現有三個區域使用先前描述的大蒜是有益的. 

 

首先, 雙層床臥室, 上舖的睡眠草蓆的下方. 

 

第二, 面對道路的住處外圍, 中心在一堆小石頭周圍, 從車道算起 大約是住宅長度

的三分之二. 

 

第三, 船庫的問題, 我們建議每週以大蒜、切片洋蔥, 以及行走出一個充滿光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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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範圍)來淨化那個區域. 大蒜與洋蔥每週更新, 並且應該保持永久懸掛狀態, 在

各個工作期間, 以繩子或鐵絲吊掛. 

 

105.7 發問者: 只為了讓我不會錯誤詮釋你在第二個區域[房子外頭]給的方向, 你

能否給我一個距離以及磁性羅盤的方位, 好比說, 從住宅的精確中心起算, 直到那

個位置? 

RA: 我是 Ra, 我們只能大約估計, 但認為距離是 37 英尺, 磁性方位為 84到 92 度

之間. 

 

105.8 發問者: 我知道這對於我們的目標來說並不重要, 但從一個哲學的觀點, 我

不想要做任何破壞混淆法則的事情,所以無需覺得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什麼... 我

想知道是什麼狀態造成必須持續淨化該船庫? 

RA: 我是Ra, 該意圖是創造一個周邊, 在其中 蜂房的(v�)居民不會發覺有需要去

叮咬, 確實, 不會發現在該處居住是有前景的. 

 

105.9 發問者: 你說的是蜜蜂或黃蜂之類的生物? 

[!�²¹: r[ºnäyy�] 

RA: 我是 Ra, 確實如此. 

 

105.10 發問者: Jim對於除聖這棟住宅的計畫與儀式是否足夠, 應該增加或改變什

麼東西? 

RA: 我是 Ra, 沒有必須的改變. 祝聖e除聖一個地方的必須要點(先前)已涵蓋. 我

們建議感謝與祝福每一株在你們租賃這棟住宅期間, 你們曾關注過的木質植物. 

 

105.11 發問者: 關於這次已計畫的搬遷[ädà��], Ra是否有任何其他的建議? 我

們在該新的住宅中通訊 Ra是否會有任何問題? 如果會, Ra可願告訴我們那些問

題, 以及我們能在新的住宅中做什麼以減輕任何通訊 Ra方面的問題? 

RA: 我是Ra, 我們小心地權衡這個答案, 因為它幾乎要廢除自由意志, 但發現可接

受的界線, 這是由於該器皿決心服務太一無限造物者, 不管個人的狀況為何.  

 

該器皿這邊以任何物理方式協助打包與解開行李過程都將啟動那些在此時大部

分沉睡的過敏反應. 這個實體對於一些小東西過敏, 它們在你們第三密度幻象的

運送過程中是無可避免的, 也就是塵埃、霉菌等等. 被知曉為鮑勃(Bob)的實體可以

在這方面有所協助. 該書記員應該飲用雙倍的液體以照顧(自己), 確保任何過敏引

起的毒素得以從身體複合體中被沖洗掉.  

 

在這個選定的住宅中, 透過這個已調頻的器皿恢復與社會記憶複合體 Ra 通訊沒

有困難; 或者說,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要完成物理與形而上的淨化(工作).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37 

 

105.12 發問者: 關於我們大約在一年前碰到的鷹隼, 當時我們開始第一次搬家.. 

我獲得的結論是鷹隼的意義與該房屋的[À|�£����]非良性特質有關, 即我

曾挑選的那棟房子. 如果不會造成混淆法則的問題, 我想知道我在這方面是否正

確, 這在哲學層面上會是有趣的. 

RA: 我是 Ra, 什麼鳥兒來到肯定 Ra? 何種鳥會被選擇來示警? 我們請求發問者衡

量這些詢問. 

 

105.13 發問者: 我們已經[�T}Û]實驗性地確立... 確立許多事: 關於身體, 塔羅的

下一個部分; 並且已經驗一些回饋效應 [ÙT}Û], 位於心智與身體之間.  

迄今, 從我們所做的每一件與這些效應有關的事來看, 我發覺該第三密度、黃色光

芒身體的偉大價值在此時如同一個裝置, 將催化劑回饋給心智以創造極化, 我會

說這是第三密度身體在這裡的主要價值; 接著要問 Ra, 最初, 當心/身/靈, ¤Öç/�/

nìíï, �Öç/�/n, 被設計用於第三密度的經驗, 這就是黃色光芒身體的主要用

途, 如果不是, 該黃色光芒身體的目的是什麼? 

RA: 我是 Ra, 你用以詢問的敘述適用於心/身/靈或心/身/靈複合體的機能. 肉體顯

化在造物中的位置, (即使)在遺忘罩紗被丟下的時期, 也沒有絲毫改變. 

 

105.14 發問者: 那麼, 黃色光芒體打從一開始被設計的目的即是 Ra所稱的心智的

鍊金爐(athanor), 一個裝置 [�T}Û], 以加速心智的進化.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或許更準確的說明是黃色光芒 肉體載具是必須的, 沒有它, 心/身/靈

複合體無法以任何步伐追求進化. 

 

105.15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若沒有每隔一段時間穿上黃色光芒體的衣服, 該個

體不是黃色光芒那部份的進化是不可能的.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105.16 發問者: 你可願澄清我對此的想法? 我不大理解你的陳述. 

RA: 我是 Ra, 每一個心/身/靈或心/身/靈複合體都有一個存在(existence)和(宇宙)造

物同時發生; 它不依賴任何的肉體(物理)載具. 無論如何, 為了去改變、進化、學

習、彰顯 造物主, 適合於每個密度的物理載具是必須的. 你的詢問暗示物理載具

加速成長, 更準確的敘述是: 它們允許成長. 

 

105.17 發問者: 現在, 舉一個例子, 我想要比較(產生)罩紗前的身體機能故障或疾

病變貌與罩紗後的(狀況). 讓我們假設 Jim 經驗的狀況, 關於他的腎臟機能失調、

成為罩紗前的一個經驗. 這個經驗會不會發生在罩紗前(時期)? 它是否會變得不

同? 如果會, 有何不同? 

RA: 我是 Ra, 分離的憤怒在沒有罩紗時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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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覺察身體需要液體(äu), 在沒有罩紗時是不太可能的.  

沒有罩紗時, 相當不可能發生該決定: 在鍛鍊中沉思完美. 

 

105.18 發問者: 現在, 我想要檢驗一個樣本 [ØÙÚÛ], 罩紗前的身體扭曲 以及它

如何影響心智. Ra能否給予這樣一個例子, 請? 

RA: 我是 Ra, (我們)已經涵蓋一般的領域, 我們將在此扼要重述. 

 

疾病、傳染病與死亡的模式是肉身經驗的計畫中的一個良性領地[1]. 

如此, 一些治療藉由心/身/靈的決定而發生, 並且每一世都伴隨著疾病到死亡[G�

GoÌ]一起被經驗, 心/身/靈接受這些事情如是, 因為沒有罩紗時, (fõ)很清楚心/

身/靈繼續下去. 是故, 罩紗(產生)前, 心/身/靈的種種經驗, 好與壞, e喜悅與憂傷, 

都是蒼白的, 沒有活力, 或關注的銳利刀鋒, 這樣的情況帶入後罩紗時期的心/身/

靈複合體. 

 

105.19 發問者: 在罩紗前、某一世的盡頭, 一個實體的肉體外貌是否會老化, 比方

說, 如同我們目前幻象中 實體來到此生正常盡頭的樣子? (¶�)他們是否會起皺

紋與變老? 他們會不會... (î��)形意者是否看起來像那樣? 

RA: 我是 Ra, 心智、身體、e靈的形意者是原型心智的一部分, 它的外觀為每個

實體觀想(設想)的樣子. 

在罩紗前, 心/身/靈的身體顯現所有老化的記號, 都是你們現在熟悉的, 即一個心/

身/靈複合體通往移除第三密度肉身的過程. 

 

最好想起心/身/靈與心/身/靈複合體的差異在於深邃心智內在的遺忘; 肉體外貌以

及表面與本能的活動大多相同. 

 

105.20 發問者: 那麼 我不禁想問, 我們現在看見的老化過程, 外貌的改變, 其根源

之原因是什麼? 我正在嘗試揭開這裡的基本哲學前提, 我可能在黑暗中射擊而沒

有正確地詢問. 但我正嘗試抓到這外貌改變背後的理由, 在我看來, 心/身/靈e心/

身/靈複合體單純地看起來一樣, 持續一生, 是可能的. Ra能否解釋這個改變的原

因? 

RA: 我是 Ra, 當人格的修練已引導該心/身/靈複合體進入第五, 特別是第六層級

的研讀, 就不再需要將肉體載具的毀滅 建構在它的設計之中, 因為該靈性複合體

是經驗如此豐富的穿梭載具; 以致於它可以覺察何時已經達成適當程度的學習強

度與課程的進度.  

在第三密度中, 沒有為肉體載具建構一個結局, 對於居住其中的心/身/靈複合體 

將產生反效果; 因為在該幻象中, 待在該幻象中跟丟下這件衣服[zØÈH�J�K�

 Ë]並繼續前行相比, 似乎前者比較美妙(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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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 發問者: 那麼 我懂了, 那就是[ØÙÚÛ]當一個人來到很老的年紀, 然後他在

第三密度中明顯地看見他已經磨損不堪了. 於是, 他對於這個載具不再堅定地依

戀, 如果他擁有一個外觀好看、運作良好的載具, 就會渴望停留在該載具裡. 

 

目前, 在罩紗(過程)之後, 身體肯定是心智的鍊金爐; 在罩紗過程前, 身體是否(同

樣)做為心智的鍊金爐? 

RA: 我是 Ra, 是的. 

你可以再問一個完整的詢問. 

 

105.22 發問者: 我相信我應該在這個時候問... 是否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情, 可以

使該器皿更舒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因為在上次的集會, 我無法塞入這個問題, 我

想它是重要的. 

RA: 我是 Ra, 我們發覺該小組的疲憊藉由它的和諧獲得良好的平衡. 那股疲倦將

在你們此生的任何未來狀況中持續下去. 

因此, 以你們對彼此的愛與感恩看顧對方, 總是在夥伴關係中聯合在一起, 懷著耐

心、安慰、平靜去更正每一條(夥伴)情感破損的絞線. 我們發現所有這些都在排

列校準過程中被無微不至地遵守, 給予你們這些話語只是做為提醒.  

所有能為該器皿做的事情看來都已經被全心全意地完成, 該器皿自身正堅忍不拔

地工作其靛藍色光芒. 

 

我們先前提到適用該器皿的一些暫時措施, 如果(你們)採用這些措施, 該器皿與發

問者都應該吸收額外的液體, (發問者)和該器皿的繫結是這樣的: 一方(遭受)的每

一個困難都會相同地 交感共鳴發生在另一方. 

 

我是 Ra, 我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大能、和平中愉快地歡慶吧!  

Adonai. 

 

--B5055-- 

 

(�êç²: Carla{¾], v�ª����z) 

 

 

 

 

¨6 [1] �Û(demesne): }ý�ý, Þ��¸¶_üö ©äÔÛ; êëÞ´k"Ý�ÔäÔ

Û; dàT�w:¸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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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一零六場集會  

1984 年 3 月 15 日 

 

--B5056-- 

106.0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

通訊. 

 

106.1 發問者: 首先, 可否請你告訴我該器皿的狀態? 

RA: 我是 Ra, 這個器皿在肉體與心理/情感兩方面的參數都處於底限,. 這個實體

的生命能正偏向氣力/弱點. 

 

106.2 發問者: 你說的”底限”是什麼意思... 嗯, 讓我這麼說吧: 該器皿要做什麼以

大幅改善其底限狀態? 

RA: 我是 Ra, 該器皿正在通過一段肉身經驗, 左邊腎臟系統的致命扭曲的潛能是

巨大的. 比較不重要的(部分), 但正在增添朝向存活的扭曲的底限程度, 它們是嚴

重的過敏反應, 以及供能給這個與其他朝向虛弱/強壯變貌的過程. 心理/情感複合

體正被[�#G4�(]不恰當的悲憫所盤據. 

 

106.3 發問者: 可否請 Ra推薦我們應該採行的步驟以減輕或反轉你剛才說的這些

狀況? 

RA: 我是Ra, 我們可以這麼做. 腎臟扭曲易受到肯定舉動的影響. 這個實體目前開

始入門[T}�¸��]的過程, 正在釋放毒素, 因此更大量的液體可協助稀釋這些毒

素[�Ö©Ô$ä]. 藉由肯定舉動與鮑勃醫者近乎恆常的協助, 過敏現象大多早已獲

得控制. 進一步的協助可以透過重新安排住處以及在未來, 警戒大氣中的溼度超

過健康的吸入量.  

 

心理/情感複合體的扭曲有些不容易減少, 無論如何, 發問者與該器皿將一起發現

進行這類工作是可能的. 

 

106.4 發問者: 這個腎臟問題有多嚴重與危急? 水... 飲用液體[我假設水是最好的]

是否為我們*唯一能做的事, 或者還有別的東西? 

(*{6:`acWÙÚBp’她’) 

RA: 我是 Ra, 注意心智與身體複合體之間的交互關係. 這一個例子說明催化劑與

經驗的設計是如此地交織在一起. 腎臟的虛弱時期是嚴重的, 但仍在潛伏狀態. 萬

一該實體渴望離開這個肉身經驗, 天然的與非供能的[±aMÓG]機會已經內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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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頭; 正如相同的該實體事實上的確曾在某個時期離開肉身經驗, 然後憑藉選擇

返回 [�·%Ö&�G]. 

 

無論如何, (�~)渴望離開並不再成為這個特殊經驗鏈結的一部分, 該渴望能夠也

已經被增強能量. 這一個要點值得該器皿去衡量, 對於支援小組則是一個適當的

重點, 保持警戒以照顧該器皿. 所以心智與身體如同少女的(兩股)髮辮, 交纏在一

起.  

 

這個實體的特質是快活與社交的, 所以它被我們先前提過的這些東西餵養: 和其

他自我、其他位置與事件(產生)的形形色色經驗是有幫助的, 以及崇敬與唱歌經

驗, 特別是神聖音樂. 當這個實體首先進入這個地理位置, 它選擇以殉道者角色進

入一個充滿崇敬的狀況; 因此崇敬的餵養只有部分生效. 在音樂活動上也是類似

的, 雖然令人愉快, 因此具有餵養的特質, 卻沒有包括讚美造物者的層面. 

 

該器皿處於一種相對飢餓的狀態, 渴求那些它過去放棄的靈性之家; 那時 它感覺

到殉道的呼喚與轉離預定的禮拜地點[�Ú�p聖菲力浦大教堂]. 

由於這個小組已提議改變地點, 這(症狀)也將逐漸獲得醫治. 

 

106.5 發問者: 那麼, 就我的理解, 我們能做的最佳事情就是勸告該器皿喝更多、更

多液體. 我會想像泉水是最好的. 當然, 我們將搬家. 我們能夠立即將她移出這

裡— 如果需要的話, 明天就開始— 這樣是否比... 為了過敏與其他所有事情等兩

三週 要好很多? 

RA: 我是 Ra, 這類的決定是自由意志選擇的事項. 注意覺察該小組和諧的力道. 

 

106.6 發問者: 這棟位於霍布斯公園(Hobbs Park)路上的房屋, 關於它目前的靈性e

形而上e物理的狀態, Ra能否告訴我們其中有害該器皿健康的任何東西? 

RA: 我是 Ra, 我們對於這個主題只能補充說明, 那裡有些控制溼度的機械電子裝

置. 地下室水平是一個位置, 它的特性就很像你們在前一個住處的地下室水平經

驗的東西. 較不潮濕的狀態會移除那些孢子成長的機會, 該器皿對它們過敏. 住處

的上層的各個部分, 幾乎在每個實例中, 都在可接受的溼度水平. 

 

106.7 發問者: 這棟房屋的形而上品質如何? Ra可否評估一下? 

RA: 我是 Ra, 這個位置受到大大地扭曲. 我們發現關於這個位置的品質的可接受

之描述逃離我們, 不得不用陳腔濫調的字眼. 原諒我們表達上的限制. 該住處, 特

別是它背後的方位是蒙福的, 並且在你們過去的某些時間, 天使們的臨在已被祈

請. 

 

106.8 發問者: 我不確定我理解 Ra的意思, 我不確定這個地方就形而上而言是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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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地良好或極端地負面. Ra可否澄清這點, 請? 

RA: 我是 Ra, 我們意圖強調這個預定地點的形而上之傑出之處. 這個小組可以好

好地欣賞這類準備後的收成[�è]. 

 

106.9 發問者: 那麼, 是否需要藉由鹽與水淨化這個房產? 或是否推薦, 容我說? 

RA: 我是 Ra, 如同任何改變位置的過程, (我們)都推薦形而上的淨化. 不管一件樂

器狀態有多傑出, 在兩次的音樂會或工作的間歇期, 仍然推薦調音(過程). 

 

106.10 發問者:  OK, 如果該器皿避開地下室, 那麼 你是否認為溼度與物理狀態對

該器皿是好的?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否. 

 

106.11 發問者: 這溼度... 我們必須做點什麼, 以(調控)整個房子的溼度, 然後使它

對該器皿是好的. 那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106.12 發問者: 我正準備要返回幾個要點. 但我想要擠入一個關於我自己的問題, 

在這個(時)點似乎是危急的. Ra能否告訴我的肉體哪裡出錯, 起因是什麼, 以及我

能做什麼以減輕症狀? 

RA: 我是 Ra, 該發問者也正處於進一步入門(äÞ�)當中. 在這段空間/時間中, 心

理/情感變貌接近導致該實體機能失常的可能性是顯著的. 再者, 發問者的黃色光

芒 化學載具正在老化, 接著在吸收必要礦物質上有更多困難, 好比鐵與其他物質 

如木瓜蛋白酵素、鉀、鈣.  

 

在同一時間, 黃色光芒的身體開始有更多困難消除微量元素, 好比鋁. 供能效應已

發生在發問者的結腸中, 並且在那個區域的扭曲日益結實. 最後, 在發問者的嘴巴

中有一小塊感染區, 需要注意關照. 

 

106.13 發問者: Ra能否推薦我應該做什麼以改善我的健康狀態? 

RA: 我是 Ra, 我們在這個情況中, 至為靠近地踩踏到混淆法則(Êno), 但感覺談

論的恰當性, 由於它對於該器皿潛在的致命結果. 我們停頓下來, 給予發問者與書

記員一些空間/時間的片刻來協助我們, 藉由走遠一點, 離開這些導致我們祈請混

淆法則的扭曲. 這是有幫助的. 

 

[停頓約 12 秒] 

 

我是 Ra, 我們感激你們的嘗試. 即使你們在行為上的困惑(也)是有幫助的. 

該發問者在最近允許一個心理/情感的痛苦完整地從發問者轉移到該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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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有害的工作之關鍵是一個時機: 當時, 該器皿說了一些話語, 大意是：它願意

成為該發問者, 成為那強壯的實體; 發問者可以成為該器皿, 弱小與愚蠢. 

該發問者, 全然無知於該器皿的堅定意圖, 也沒有領會任何這類能量轉移的可能

性, 同意了. 

 

這兩個實體是一體, 歷經一個永恆的(timeless)時期, 並且將這點顯化在你們的空間/

時間中. 從而, 發生該有害的運作方式; 藉由在照顧與小心中的協議, 它(ä�l)可

以被取消. 我們敦促發問者這邊注意感恩與和諧. 我們可以肯定先前的推薦, 即被

知曉為鮑勃的實體, 一般而言 它的技巧與意圖的純度都值得推薦; 並且指出那已

發生的交感神經的疾病是由於該器皿的敏感度. 

 

最後, 我們可以指出, 對於被知曉為彼得的實體而言, 該發問者、器皿、書記員經

驗的扭曲的幾個面向是相當明顯的, 於是相當簡單地轉化為較小的扭曲. 

 

106.14 發問者: 彼得的姓氏為何? 我不大熟悉 他是誰. 

RA: 我是 Ra, 這個實體選擇被認識的名字是英曼(Inman). 

 

106.15 發問者: Ra會不會推薦... 或者, 讓我這麼說吧: Ra會不會以為在我的案例

中, 外科手術會有任何幫助? 

RA: 我是 Ra, 我們假設你說的是結腸的微恙以及你們外科醫生(chirurgeons)帶來的

潛在協助? 這是否正確?  

 

106.16 發問者: 是的. 

RA: 再次地, 我是 Ra, 請在該器皿的臉龐與心的上方吹拂(氣息). 

 

[完成上述指示] 

(�êç²: f¦�ùz'(ä��) 

 

我是 Ra, 我們將繼續. (你們)已經十分細心地準備空氣環境, 然而, 有一些元素造

成該器皿的困難, 臉龐右側的神經衰弱症增添到其他關節炎供能的痛苦紅腫(爆

發). 

 

這樣一個手術對於該事件有幫助, 在於該實體選擇這個肉體淨化做為一個同心協

力的事件, 伴隨著心理、心理/情感與肉體定向之改變; 沒有後者的選擇, 該扭曲會

再出現. 

 

106.17 發問者: 現在, 回到... 總結地說, 我們能為該器皿做的是透過讚美與感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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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 我們能夠... 除了勸告她喝可觀容量的液體, 以及移動她進入一個較佳的空

氣環境中, 這就是我們能做的全部了. 我說的是否正確? 

RA: 我是Ra, 我們檢驗這個陳述, 發現少了兩個項目, 其中一個比另一個相對重要. 

主要的增加項目是領會該實體的本質. 

比較不重要的是, 雖然似乎只是很小的事, 或許是有幫助的; 那就是, 該實體吸收

許多藥物, 並且在攝取這些物質之後發現餵食自己是有用的. 

(我們)推薦替換一些物質, 如果汁取代小點心; 再者, 在睡前的[�Úä]四小時期間,

不推薦攝取包含蔗糖的非液體物質. 

 

106.18 發問者: 就我對除濕機的經驗, 我想一台除濕機大概不可能降低那棟房屋

的溼度許多; 雖然我們可以嘗試, 如果我們真的搬進去, 我們八成在很短的時間必

須搬出去.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事可做, 以完成醫治 Jim的腎臟問題(ÊÞ�). 

RA: 我是 Ra, 如果(你們)了解終止所有藥物治療之後, 潛伏的狀況將延宕幾個月, 

那麼小心的照顧將被採取, 並且一切將會良好地繼續進行. 

 

關於你意指的目標, 霍布斯公園路上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指出 ,不管潮濕或乾燥, 

它都是非比尋常地適當與便利. 由於缺乏急性(劇烈)的催化劑, 該器皿目前加劇的

扭曲得到減輕; 這個位置的狀況[�Q�X�±<���]是極度有益的. 

 

106.19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 溼度的效應— 我們將嘗試盡可能地降低它— (但)當

我們考量霍布斯公園路這個地址的所有其他有益因素, 你的看法是溼度因素變成

一個相對次要的考量.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106.20 發問者: 在這個(時)點, 我相當關切該器皿的健康. 關於該器皿的健康 我必

須問是否有任何事是我疏於考量的? 除了早已推薦的事項, 我們是否還能為她做

任何事以改善她的狀況? 

RA: 我是 Ra, 所有(成員)都在此至為全心全意地導向支持(器皿). 感知該小組為這

裡, 一個在時間/空間中的位置; 在這個真實家鄉的裡面, 保持輕快的作風, 一起歡

笑, 在彼此之間找到喜悅. 所有其他事項都至為完整地被達成, 或被計畫去達成. 

 

106.21 發問者: 以鹽與水淨化這棟屋子, 在我們搬入之後或搬遷之前做這件事, 是

否同樣有效? 

RA: 我是Ra, 在這個實例中, 它不是一個緊急的形而上考量, 若處於一個比較不利

與不開心的氛圍中,時機就會是(緊急的). 一個實體注意到、在居住之前達成這件

事具有相對的簡單狀態. 這點是不重要的, 除非關乎你想要處理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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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2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該器皿上次浸泡漩渦池時, 她遭遇的困難是什麼? 

RA: 我是 Ra, 該器皿承擔發問者的心理/情感特質與扭曲複合體, 如我們先前提到

的. 該器皿使用的漩渦水池溫度太熱, 接著('()振動的速率混合漩渦水池的熱度, 

導致輕微的休克狀態[�Ú����	ä��]. 心智複合體在這個扭曲的狀態沒有充

分的氧氣, 接著變得虛弱. 

 

在這個狀態中, 該器皿擁有發問者的變貌, 卻沒有發問者的變貌的氣力 [!3�ËÎ

Ð ��)(穿戴著盔甲],  開始進入一個劇烈的精神異常的插曲. 當休克狀態過去

之後, 症狀消失了. 該潛能逗留著, 因為(器皿)尚未放手同感共鳴的身分; 並且發問

者與該器皿雙方活得如同(y�)實體處於該器皿的心理/情感複合體的一部分之

中. 

 

容我們在此次工作中 請求再一個完整的詢問, 並提醒該器皿在一次工作之前, 保

留一小部分能量是恰當的. 

 

106.23 發問者: 我只要問, 是否有任何我們能做的事情以幫助該器皿— 使她更舒

適, 或改善這個通訊; 以及請 Ra推薦下次通訊最快的時程. 我們當然... 我當然感

激(欣賞)這隻金色鷹隼的返回, 牠給我很大... 很大的安慰.  

RA: 我是 Ra, 你們有完整的自由去安排工作時程. 

 

我們建議所有顯化的本質都是虛幻的; 並且只有當該實體從外形與陰影轉向太一

時, (它)才起作用. 

 

我是 Ra, 我的朋友,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榮耀之光中, 我們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慶祝! 

Adonai. 

 

--B5056— 

 

 

(�êç²: Carla{¾], 9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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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 背景說明 

介紹 

Jim A. McCarty:  

這本書是一的法則前四冊中沒出版的資訊。先前沒出版是因為本書主要屬於個人

性質的資訊。我們當初的感覺是如果這樣的資料被出版的話，讀者們可能很容易

就會過度去關注作者的人格而沒有聚焦在資訊本身。 

現在我們則希望是藉由一些書寫的努力，希望這些個人的資訊能夠去詮釋出 Ra

資料是怎麼應用在生活上，然後讓所有真理的尋求者可以應用在生活上。我們很

確定這份資料具有一般的適用性，因為我們也只是一般人，就像和你們一樣有著

正常人類情緒的領域以及同樣的優點跟同樣的缺點，以及相同的渴望想要知道被

鬆散稱為真理的東西。 

 

Don Elkins，Ra 通訊的發問者，死於 1984 年 11 月，他的死亡標記了 Ra 通訊的

終結。因為是我們三個人當中的和諧做為一個主要的因素，允許 Ra群體能夠透

過我們群體來說話。所以在 Ra 通訊中所獲得的個人資訊的出版並不必然表示我

們將絕對不可能再與 Ra直接通訊。雖然我們目前的想法是很有可能我們這部份

的服務確實已經完成了。 

 

我們的看法是，為了要達到最適當的服務，我們必須單純的渴望去服務而不在這

渴望上加諸任何條件。當初就是因為這單純的渴望，我們在 1980 年的歲末結合

在一起成為一個小組。然後在三週內我們就很驚訝的發現我們已經成為 Ra 通訊

的一部份。我們並不會有意識地去尋求第三個人來嘗試重新建立與 Ra的通訊，

因為這樣子做並沒有將我們的小我意識全然的臣服於更大的意識，而是以我們比

較小與比較扭曲的意識去取代服務他人的最恰當方式。 

我們不相信在任何尋求者的經驗中會有任何的錯誤，而且我們相當善於去獲取暗

示，就是生活上的線索。Don Elkins 已經死亡的事實很可能意味著 Ra 通訊已經

完成了。不管情況是怎麼樣，看起來現在是適當的時機去分享我們所得到最後的

訊息，也就是與 Ra 通訊的果實。我想一定也有一些人像我們一樣希望閱讀到 Ra

說的話，不管是任何主題，然後使用 Ra 說的話作為我們個人進化的催化劑。 

 

由於這些個人資料是來自於 106場集會裡頭的資料，所以我們所摘取出來的東西

可能相當的支離破碎，透過我們書寫的文字，我們希望能夠塑造一個合理的、  

連貫的經驗脈絡，然後就將這些個人的段落拼湊成為一個完整的東西，與 Ra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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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銜接。 

雖然我們盡最佳的努力去寫這一卷，我們跟你們分享的僅是人類的意見，我們相

當容易犯錯，我們也會跌倒，不希望把任何絆腳石放在你們的道路上。所以請忽

略任何在你內心沒有引起共鳴的字句，只使用那些你內心有共鳴並認為是真的東

西。 

*** 

Carla L. Rueckert:  

Jim 接下的任務是描述每一個片斷的背景資料。我的角色就是增添我的觀點在許

多的主題上，但最重要的是關於Don跟我之間的事，那是Jim沒有辦法去表達的，

因為在Ra通訊開始的三年前 Jim還不認識我們，所以他不曉得我們的關係和情

況。我回應Jim的感覺, 是時候了 應該將 Ra通訊最後的各個片斷分享出來。那些

已經享受並喜歡Ra思維的人們應該會繼續欣賞它們擅長給予的妙語。我們在愛

與光研究機構的人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並且說：「是的，這就是所有的Ra資

料，再不能有更多了！」。毫無疑問的，讀者們可以從這些我們生活的零星的文

字中看到我們其實跟其他人類一樣的愚蠢。不要把我們跟這些通靈資料源頭混為

一談；這一點是我視為很珍貴的事情。 

 

在我生命中，我認為最偉大的特權也是最偉大的挑戰，就是能夠有Don Elkins的

照顧跟餵養，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六年，再也沒有兩個人能夠愛得如此的深沈。然

而Don的需求是如此的飄忽不定，所以他的感覺幾乎很少公然的展示在我面前，

這是我必須要去工作的催化劑。我寶貝並且珍惜這個可愛的男人，他是我所知最

棒的男人，並且榮耀他，他是我個人遇過一個唯一真正偉大的男人。 

是他前驅的智能首先向Ra提出問題，是他擁有那樣的遠見和願景去活出一個靈

性的家庭而非一般的小家庭。Jim跟我非常的幸運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男人作為我

們的領導者，並且通常是我們的導師。我也覺得很有福氣，很受祝福，能夠有一

個純粹與信實的羅曼史 以及這樣一個靈魂伴侶，他對我而言就是全部。當你們

享受這個不會重現的通訊的最後部份之際，讓我們歡慶 Don Elkins曾經在我們當

中活過並且服務過，他是一個充滿光與奉獻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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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01 

Jim 評論: 

第一場集會的開始現在以它精確的樣子呈現於此。在我們第一次私人列印一的法

則卷一時，我們省略掉了第一場集會的這個部份，因為 Don覺得跟其他 25場集

會相比，它顯得異常，或者太令人困惑，對於首次讀 Ra資料的讀者可能會有這

樣的感覺。所以當我們在進行大眾市場印刷的時候，這個省略還是維持不變。那

正式的印刷是由『道寧公司』(the Donning Company)印刷的，書名叫做 Ra 資料(The Ra 

Material)。 

 

這是 Ra 唯一一次發表”宇宙性講道”[� Brad Steigerã`ä*�]的集會，接下來 Ra

的通訊都是採用問答的格式，為什麼呢？因為 Ra 比較喜歡問答的格式，因為它

覺得這樣可以讓我們的自由意志去決定我們要尋求的資訊，而不是由他們來決定

要說什麼，藉由演講的教導/學習方式。 

 

對我們而言 有趣的是 Ra在第一場集會就提到他們並沒有辦法提供任何的 ”調節 

“(conditioning)給任何器皿，由於他們傳輸上的限制。 

調節動作通常包括聲帶會不自主地移動 或者 嘴巴、唇、下顎以及一些生理形態

上的感覺或悸動，那好讓一個器皿可以辨識出通訊已經接近了。 

這一次的集會也標示出 Ra 最後一次嘗試透過任何 Carla以外的器皿去說話， 

 

因為通靈這個現象現在也是變得這樣的一般，所以我們願意在調節振動上再做額

外的評論，有許多做為器皿的人覺得他們可以藉由調節之振動 認出要透過他們

說話的實體，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辨別方式去確定他們正在通靈的東西就是他們

認為的訊息來源。 

但我們已經發現並不總是如此，因為相對而言 負面實體可以具有相同的振動，

一個器皿可能感覺它是很熟悉的正面實體，所以當負面實體想要稱它自己是另外

一個名字或者模仿正面實體去欺騙器皿，好使得接收到這個資訊的群體的正面的

工作失準或失焦。上述是服務自我途徑的實體們的標準程序。 

在此涉及的根本概念是正面實體有機會透過器皿說話，那相對的平衡方式，就是

負面實體也要有機會去說話。這對於任何一個器皿而言不必然是一個困難。然而

呢，如果該器皿及支援的小組利用這個成對的過程去調頻該小組，並且在每一次

通訊中做挑戰的工作，這樣就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了。 

一個小組的調頻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在小組的每一個人都去精煉自己服務他

人的渴望，並且將這渴望放在心智及心輪的最優先的順序。一個小組的調音或調

頻方式可以是任何方式，只要對整個小組是有意義的，比方說唱頌神聖的歌曲，

吟唱，或是祈禱，或者是講笑話，分享資訊，或者觀想光環繞著該小組，不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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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方式只要讓彼此能夠更融合更調和在一起，成為一個統合的尋求來源。 

那麼 當器皿感覺到想要透過它通訊的實體已經來到了，就在心理上給予挑戰。

然後再一次不管是什麼方式，只要是該器皿感覺是適當的，也不管是任何方式，

只要是該器皿能夠以他存有的每一根纖維盡力使自己退居幕後。 

然後該器皿他將強烈要求知道這些實體是否希望透過他來傳訊，並且該器皿感覺

在他生命中最高也是最棒的原則，以此原則來挑戰這來臨的實體或者是靈體。好

比說一個人可以用耶穌基督之名去挑戰要透過他說話的靈體，或者以基督意識，

或者以正面極性，或者以服務他人，或者以任何一個大天使的名字，或者任何可

以代表一個通靈器皿生命中心的東西，這個東西是該器皿願意為之而活，也願意

為它而死的一個原則或信仰，這樣子就會形成一道光牆，這道光牆會使得負面極

性的實體非常困難去穿越，就好比說我們在物質界碰到一個很具體的磚牆的後果

一樣。 

 

負面實體他總是隨時準備去填補任何的空隙，也就是在我們的關照中出現縫隙，

它會立刻遞補上來，然後負面實體以它們的方式提供服務，也就是說它們會仿效

正面的接觸，儘可能的去仿效，但是程度維持到讓器皿相信即可，然後之後再給

予虛假的資訊，那這些資訊通常跟一個日期，比方說預言什麼什麼事件，以及描

述即將來到大災難的地球，就是大規模的地球災難等等，然後這樣子做就是讓這

個通靈團體將來失去他們的信譽，因為日期從不會是正確的，然後負面實體就可

以奪取這個小組靈性之光的力量，而這個光本來是這個小組可以用來做服務他人

的工作。 

 

Carla用她慣用的挑戰方式去挑戰 Ra, 在前二次集會都是如此。因為她通常從事

有意識的通靈，然而在 Ra 通訊 她會不自主地進入出神狀態(trance)，然後她無法

做任何調頻的動作。所以我們很高興的是當第二次集會終結後，Ra給我們一個

儀式，也就是行走太一的圓圈，用這個儀式去取代挑戰的程序[È�+Í¡çõn

Ç�näÞ�]。在前二次集會之後，只要 Ra 集會一開始，Carla 就會立刻進入出

神狀態，也就是靈魂離開她的身體，並且不再覺查任何的活動，我們當中沒有任

何人能夠發現她到底是怎麼樣達成出神狀態並離開她的身體，很明顯的這是一個

降生前(投胎前)就已經被檢選的能力，是用來幫助與 Ra 通訊的一個能力。我們

在每一次集會之前的冥想就是我們小組調音的過程。 

 

我們使用 Don所稱為的”調頻出神心電感應”，以這個方式跟那些 Ra群體溝通。

也就是說當通訊在進行的時候 Carla甚至 Ra 二者都沒有棲息在 Carla的身體中，

Carla的靈魂很顯然是在 Ra的照顧之下，同時當 Ra使用 Carla的身體時候，他是

遠距離的去構築一些字句，去回應 Don的問題。 Ra曾經多次提到說他們對 Carla

的身體只有最粗略的控制，舉例來說它們要重新放她雙手的位置都有困難，比方

說當 Carla的一個手臂正在經驗突發痛苦的時候，因著她關節炎的狀態，Ra 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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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重新去擺放 Carla的手臂。Carla在通靈過程當然感覺不到這些突發的痛

苦，但是重新擺放手臂的位置有時候是很需要的。因為痛苦就好像是在一個線路

上的靜電(�,AÍä�-)，這種事偶而會發生，在文字中都會被記錄下來。 

Don 跟 Carla他們曾經有十二年在一起工作為了通靈以及研究的工作，並且一起

寫了二本關於形而上學的書，那是在我於 1980 年 12 月加入他們之前的事。由於

當我們聚集在一起做第一個計劃之時，還不確定要做什麼，我們有考慮到重寫這

些書中的一本，也就是 UFO 的秘密，於是我開始進行背景資料的閱讀及作筆記。

三週以後第一次 Ra 通訊發生並且是完全無法預期的，當這個事件發生時 Carla

正在進行一個教導的議程，那是週日冥想小組的集會，其中一個成員正在學習如

何通靈。 

然後 Don那時候也坐在其中，但那時我出去購物，正巧提著大包小包的雜貨走

進前門，當時 Don正在問關於地球的變遷，並且想要知道在這成長週期的末尾

有什麼是值得期待的，然後就在那個時點 Ra 請求一些時刻去加深 Carla的出神

狀態，這樣的中斷情況再也沒有發生了，因為在第二次集會之後我們特別準備一

個房間好進行 Ra 通訊，並且持續用客廳作其他的冥想以及教導集會。 

第一場集會是全部 106場集會中唯一有三人小組*以外的人參加的四次之一。 

(*6: � Don, Carla, Ý Jimù'äøù.) 

因為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並且活在和諧當中，在我們當中發展出一個十分穩定的

和諧，而這是建立跟維持 Ra 通訊中一個關鍵的要素。 

 

Carla 評論: 

在這些日子以來，我只有教導非常少的人去進行通靈。經過這麼多年來我看到一

個敞開卻沒有適當調頻的管道將會造成多大的災難，特別是對於這個通靈的尋求

者的人格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不管這個通靈管道是為了好玩，或者是一時興起去

通靈；基本上這樣的通靈問題是，通靈管道需要積極地嘗試去活出她所接收的資

訊。 

在靈性的工作中沒有一個人有奢侈的權利去說：「做我說的，而不是照我所做的。」  

所以我們若沒去具體化，成為那個原則的化身，那麼我們所給予他人的一些教理

或學說，就會常常招致很戲劇化或者搖撼我們生命的催化劑，因為這樣的催 

化劑是要指出我們接收到的理想跟我們真實的意圖是分歧的。我曾經看過當人們

不經意的去做通靈的動作時，失去他們的健全的心智。所以我對收學生這件事非

常非常地認真，我負擔起這個責任。 

在大多數時候，我跟一些已經從事通靈工作的人們一起工作，而他們在通靈這件

事上遇到困難。這使我認識從世界各地而來的人們，他們可能是印第安原住民或

者是 UFO接觸者 有著很奇異的故事，各種形形色色多樣化的人群，在某種方式

他們都承受一個風險，就是他們容易掉到”新時代”的困惑之海當中。 

有一個辭彙叫做靈性的諮詢師，這個名詞感覺像是自鳴得意，好像這樣一個人知

道一切事物。我希望我不要反射出這樣的印象，然而呢我在這些日子做的工作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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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蠻像這樣一個性質的工作，或許應該說”靈性的傾聽者”會是更準確的描述。

由於 e-mail的發明 我們有更寬廣的機會去跟各地的尋道者有個人的接觸，我們

歡迎任何人與 L/L研究機構通訊，我們可以說我們從未漏掉任何一封信，我們從

未不回覆任何一封給我們的信，所以請自由地去感覺你內心想問的問題，然後寄

給我們，我們愉悅的以任何方式去幫助，我們的網址 

是  http://www.llresearch.org ; 我們的電郵地址是 contact@llresearch.org  

 

 

B5002 

Jim 評論: 

以下的資料是來自第六場集會，主題是Ra通訊的基本要件，也就是和諧。在106

場與Ra通訊的集會中，一直以來除了我們小組之外只有其他三個人有參加過Ra

的集會，在每一個個案中都是Ra推薦這些局外人在他個人的尋求方式中要有適

當的態度，同時每一個局外人必須要跟我們小組的每一個成員處在和諧當中。以

湯姆(Tom)的狀況為例，首先(ãô\)Don會向湯姆解釋聖經、蠟燭、馨香的意義，

以及盛載水的聖杯之意義，這些器具都是所謂的觸發機制或信號，提醒我們的潛

意識心智 一場集會即將開始，然後我們存有的所有層面都必須要開始準備淨化

我們的渴望去服務他人，將服務他人置於一切之上，並且以讚美與感恩的喜樂之

光環繞著我們。於是在這個過程中，在我們小組中所製造產生的和諧就好比是一

首音樂和絃，Ra群體能夠藉此將衪們的振動與我們調和，那奠基於這樣的和諧

的振動調和，形而上特質的資訊能夠被傳遞，讓那些尋求的人能夠汲取這樣的資

訊。 

 

Carla 評論: 

湯姆是我們 L/L研究機構的靈性家族的一份子，他有好些年都定期參與我們週日

聚會的冥想的群體。我們幾乎不可能去說從 1962年以來到底有多少”成員”參加

過我們的集會。如同許多這些親愛的靈魂們，他始終與我們保持接觸，雖然他個

人的途徑帶他到別的地方，在我們每次冥想之前，我們總是嘗試去”調頻”我們

的聚會圈子，所以湯姆 他十分清楚我們需要什麼。 

 

關於這個祭壇，它所擁有基督徒的一些配備可能會讓有些人有些困惑，(因為)他

們認為新時代訊息需要一個新時代通靈管道。然而對我而言卻不是這樣的，除非

一個人把耶穌基督本身也視為一個新時代的通靈管道。我幾乎從在搖籃以來就是

聖公會的教徒，並且在我這一生都持續參加聖公會教會。所以 Ra 群體去工作深

植在我內心的這些偏好，對我來說，是這獨特來源的顯著特徵，我感覺到被愛、

被接受，並且被珍惜有這些聖物擺置在我的附近。所以在這整個通訊過程中，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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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器具就彷彿是一個恆常的祝福。 

 

 

B5003 

Jim 評論: 

在與 Ra接觸的早期 我們有接受到一些答案, 落入第三密度幻象中比較具爭議的

部份. 幾乎每一個人在研讀超自然現象的時候 或多或少會花一些時間在研究所

謂的”陰謀理論”. 這個理論通常是跟所謂的看不見的團體或個體有關. 這些所謂

無形的, 幕後的黑手, 他們是在政府後面真正的力量或者說權力, 他們掌控這世界

的各項活動. 這樣的陰謀理論通常會涉及到一些新聞報導或者政治、經濟、軍事

等等的議題, 然後會講得天花亂墜, 好像只是一個很大的冰山頂端的一小角, 底下

還有那些背後的黑手用各式各樣的計謀要達到征服世界、主宰世界的目的, 通常

的形式是透過一個小規模的精英團體開始執行一些秘密的行動, 他們可能是一小

撮人類也可能是外星同盟.  

 

以下的資訊就是落入這樣的一個範疇, 那就是在其中一個問題, 當艾爾金斯(Elkins)

問到關於 UFO 跟他們的來源, 你可以注意到在他發問的整個過程, 唐(Don)難以置

信的態度,我們後來決定把這方面的資訊從一的法則 卷一中整個去掉, 因為一方

面我們覺得這是短暫的資訊, 是不重要的, 它並無益於一個人渴望尋求真理的渴

望, 不會增進一個人尋求的能力, 對於進化過程也沒有什麼幫助, 不管這個短暫的

資訊是真或假. 事實上如果知道並且持續尋求這方面短暫的資訊, 很可能會造成

一個人靈性旅程的一個重大絆腳石, 因為它會使一個人的注意力離開永恆的真理, 

然後他會轉而注意那一些稍縱即逝的興趣, 那些對於靈性沒有什麼用處的知識, 

專注在陰謀理論和所謂共謀的份子只會增加分離的幻象並且忽視了有一股愛將

一切萬有都繫結在一起, 成為一個太一存有. 如果我們繼續追尋這個特別的詢問

路徑, 或者其他短暫特質的一些資訊, 我們就會很快失去和 Ra的通訊; 因為 Ra早

在第一場集會中就提到, 它和我們的通訊是透過窄波通訊,  

 

透過各式各樣的線索, Ra衪在每一場集會結束會暗示唐這次集會的問題有沒有

偏離主軸. 所以我們最後終於了解所謂的”窄頻”意指我們問的問題必須有最純粹

跟最精準的特質, 詢問關於心智、身體跟靈性的進化, 如此 我們的器皿才能在一

個穩定可維持的基礎上 持續傳送訊息.  

詢問 Ra 關於一些短暫資訊的問題, 就如同你用一桶粗製濫造的生油加入一個精

細調頻的高級汽油引擎中. 

 

有許多團體對於所謂的短暫特定、世俗的資訊感到很著迷, 但是卻不知道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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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已經逐漸被負面的實體所污染, 然後負面實體將逐漸取代起初的正面實體. 

追尋這類的資訊就好像是你在聽收音機的時候, 用一個旋鈕把它轉到另一個頻道, 

於是聽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電台.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改變呢? 就是因為在這個團

體中 大多數人都想追求短暫的資訊所造成的. 因為自由意志法則, 正面的訊息來

源只會稍微的提醒那團體訊息走調了; 好讓每一個通靈團體傳遞給我們的訊息其

實都完全是這個團體總體的自由意志的產物.  

 

所以當任何一個通靈團體持續尋求短暫的資訊, 那正面的通訊來源就會給予一些

暗示說這樣的資訊是不重要的, 那如果說這個團體還是堅持尋求這樣的資訊, 那

正面的來源觀察到這個團體的自由意志有所改變, 它就會慢慢的退出, 最後一個

負面的通訊來源將會非常高興地跳進來給予各種資訊. 但是這樣一個負面的來源

比較沒有渴望給予準確的資訊, 而它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夠把這個團體從服務他人

的行列中去除掉. 所以一個團體要怎麼辨別比較虛假的資訊呢? 比方說給予未來

災難的特定日期, 然後還鼓勵這個團體公開發表, 到最後這個日期通常不會準, 這

個團體的名聲就會被打擊, 這樣的話, 負面實體就成功遂行其目的, 就是把這團體

光的力量去除, 並且還把它挪為己用. 

 

我們仍然覺得這些資訊完全不重要, 我們現在將它收錄的唯一原因是展示一個小

組是多麼容易偏離正軌, 忘記把渴望的焦點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失去服務他

人的初衷, 藉由收集那些協助心、身、靈性進化的資訊. 

一萬年之後, 我們在這粒旋轉的小沙塵(地球)上對誰做過那些事一點也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是 我們認知到在任何時間, 任何人, 太一造物的任何一個粒子上, 我們

都可以發現愛, 或在任何幻象都發現愛. 

所以我們懷著希望—即我們努力與 Ra接觸, 從中搜集到的資訊能幫助一些其他

的第三密度的實體發現更多的真理, 在前往太一造物者的進化旅程中, 再往前走

一步. 

 

Carla 評論: 

我唯一想說的是 呼籲所有官方機構: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參予任何陰謀, 

拜託 拜託不要再竊聽我們的電話了! 我們真的對這種題材沒興趣, 只是意外地撞

到而已. 

1977年, Don跟我加入普哈里契(./012340)博士的一個實驗, 叫做心智連結(5367;<36=). 

那時我們剛好吸引一些政府機構的注意, 他們把我們電話系統破壞得一踏糊塗, 

但竊聽我們的對話真的對他們一點用也沒有,因為一位隱者幾乎不會去策劃這種

陰謀,我們很誠實地說我們不在乎這種題材,真的只是剛好意外碰到這個題材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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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指出你可以發現Ra在這裡似乎有一點失去平衡,不同於它尋常的穩定風

格, 通常它每次回答都會以”我是 Ra”開頭. 但在這裡 它有好幾次漏掉這個開頭. 

我想是由於資訊的非-永恆特性導致通訊有些微的走音. 

 

 

B5004 

Jim 評論: 

我們當中沒有人對於前世經驗特別感興趣. 再次地, 如果一個人對於前世故事過

於熱衷, 很容易會忘記把焦點放在當下的成長機會. 我們在這個集會問的問題, Ra

的回答就似乎支持或印證我們這點, 就是我們對前世都不是很有興趣. 

 

Carla 評論: 

我個人確實相信我們曾經一起投胎好幾次, 我們在每一次的前世中都形成一些複

雜與有意義的關係, 這些多生累世的關係深植在我們存有之內. 當 Don跟我相會

的時候, 就曾說看到我的那一剎那就知道我們會在一起. 自從那次相遇之後, 我嫁

給另外一個人, 有四年的婚姻, 嫁給一個其實不想結婚的男人. 有一次我怪 Don為

什麼不早點在 1965年就告訴我這家鄉的真理呢? 那麼我就不用經歷那艱難的四

年. Don就回答說: “什麼!? 這樣妳就會錯過所有美好的催化劑.” 

 

Don與 Jim對我都十分慷慨與關愛. 這是很驚人的, 因為如果一個人沒去想到所謂

前世的關連, 就很難想像會有這麼緊密的連結. 所以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曾經

在好幾個前世一起服務過, 可能包括好幾個前世. 關於可能的過去歷史有趣的一

點是有次我和 Jim接受一位靈媒的解讀, 報告的時空背景是 19 世紀的美國大西部, 

Don與 Jim是兄弟 以耕田維生. 我是 Jim的小孩, Don的外甥, 我從出生就體弱多

病, 在那世只活到 5 歲. 這似乎是給他們的預備功課, 好讓他們在此生懂得怎麼照

顧我. 因為我在此生我必須面臨殘障與肉體的侷限, 以及所謂超心靈的致意或者

說超心靈攻擊, 特別在接觸 Ra的這段期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靈媒所講的報告在我內心有起了一些共鳴. 

無論如何, 我也覺得我們不需要知道任何前世的關聯才可以一起學習與服務.  

此刻即可滿足我們一切所需, 其他的都只是枝微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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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05  

Jim 評論: 

在這個片斷中,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最認真的尋道者偶爾也容易失去恰當的態度, 

忘記尋找進化過程的核心.  

所以我們要怎麼的去調整我們的存有品質, 以更有效率地尋求, 這個要點其實跟

我們做什麼事情無關, 要緊的是一個人怎麼樣透過冥想與沈思去平衡自我. 

一個尋道者若沒有冥想的平衡, 他的心智容易為世俗的事件分心, 而且他的課程

可能就比較容易停留在外圍, 而沒有安住在自己存有的中心. 所以藉由冥想, 我們

更能夠深層的去掌握這幻象的本質以及在這幻象中有一種熟練感知道怎樣以更

和諧的方式去駕馭自我. 

我們也在Ra於這個片段的回答中看到 我們每一個人存有的航向或行動都必須是

一個人自由意志選擇的產物, 絕對不要去冒犯或去刪減其他個體或存有的選擇. 

當 Ra回應 Don的尋問 這要點再次得到回響. 也就是 Don問若黑衣人被鎖在衣櫃

中或其他什麼地方, 那有什麼形而上的涵意? 我們必須順帶一提我們從來沒有真

正有過這機會! 

這是另外一個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尋問路線是如何偏移到短暫又不重要的資訊. 

我們經過了 12場集會才確定當 Ra講到聖經、蠟燭的偏移時, 它真正的意思是暗

示我們的形而上主軸有些偏移. 請注意 Ra是如何結束第 12場集會. 

也就是說, 我們詢問的路線開始遠離進化過程的核心. 因為 Ra的通訊是’窄頻’

的, 這意味著我們的問題不能偏離中心太久, 否則我們終究會失去與 Ra的通訊連

結.. 

這個片斷的最後一小部分提到流浪者, 以及他們常見的疾病, 好比說過敏以及個

人的心智失調. 以更深的意義來看, 這表示流浪者可能會起反應, 因為他的振動跟

地球的振動頻率相差蠻大的, 所以就會有不適應的現象, 這可以說是一種副作用, 

因為這些實體原生的家庭是在較高的密度作為他們的家鄉振動, 而他們投胎到這

第三密度的星球好有所服務, 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去幫助地球上的所有人, 讓人類

更加覺察到進化過程, 並且和諧地走在進化的道路上, 這些流浪者也經過同樣的

遺忘過程, 跟其他每一個第三密度的生命一樣, 一旦他們來到地球, 他們也成為完

全的第三密度生命, 他們緩慢的開始記得他們為什麼生在這裡, 顯然地根據計算

大約地球上每七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是這樣的來源.  

最近似乎有個流行趨勢, 人們會說某某來自這個星球或那星球, 或者 某某來自很

高的密度, 或者 某某具有高貴的(天界)身分 降臨到地球要當一個偉大的導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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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蠻困窘的事, 在提供一個謙卑的服務時, 這樣一個莊嚴的機

會, 卻像被廉價販賣 或變成大家在比手臂上的徽章有幾個. 我們當然也不諱言我

們有可能是流浪者, 然而我們與 Ra都不覺得這樣的出身有多麼了不起. 

如同 Don經常說:“你必須要在某個地方做某件事, 那你可能剛好在地球上做了

這件事.” 

、 

Carla 評論: 

如果我們是來自宇宙其他地方的流浪者, 有一件事我們要記住: 我們來到這裡是

為了服務第三密度的地球. 是的 我們有些受苦 嘗試活在一個對我們有些困難的

振動範圍; 是的 我們多少記得一個”更好”的生活方式. 

記得這些之後, 我們更清晰地知道我們在此的主要使命是單純地生活, 呼吸空氣, 

讓愛在我們內在流動. 對我而言, 單純的在每天生活就是一個神聖, 當一個人生活

的時候他懷著一個意識就是 一切萬有都是愛, 並且在他的思維及在他的言語底

下, 低沈的吟唱這樣的旋律, 那他的生活就是神聖的.  

虔敬地生活不意味著一個人必須成為隱士, 或四處漂泊的朝聖者. 然而 若你有這

樣的呼求, 祝你一路平安. 至少 對我而言, 每日的瑣事都是神聖的: 洗碗盤, 清掃

家裡, 出門添購必需品..等等. 一切事物都在隨著韻律進行, 我們是生命交響曲的

一部份, 來來回回地分享能量.  

我知道流浪者都有一個偉大的希望 就是能夠在這邊找到他的服務, 在我們每天

忙忙碌碌的生活裡才能活出一個 虔誠、專一的生活, 這樣子就已經是非常充足且

完美的服務了. 當我們允許愛流過我們當中, 其他人得到改變 開放他們的心胸, 

光的圓圈漸漸地擴展, 我們現在的階段是 光的源頭正開始彼此連結. 我彷彿聽到

全球心智誕生的聲音. 

全球心智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真實的概念, 特別是網際網路(WWW)發明之後, 我們

不再需要以紙筆交流資訊, 我們基本上用光做這件事. 

當我收集各地流浪者的憂鬱故事時>, 我對於他們普遍渴望 回家 與 服務 的強烈

程度感到震驚. 我鼓勵所有認為或體驗到自己是流浪者的人們串連在一起, 彼此

交通, 讓光流過我們 進入地球意識的”網際網路”之中. 正如 Jim所說:“再也沒

有比做自己更偉大的服務了 特別在這個有時失控的世界中.” 

@�Õ6��ÕJB\©CDäaHT}�Þ�¥IKLMNOR

Don喜愛普哈里契(S6723T1 ./012340), 是他多年的忠實老友. 

1974年, 當我們讀過他的著作, URI, 之後; 我們去他家會面, 我們確認他是我們一

本奇異的預言式小說—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 — 的一位主角. 這本書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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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是 1968~1969年. 後來我們在 1977年協助”心智連結”實驗,, 我們聽到遠近

的傳言, 關於他如何躲過各個政府機構的子彈, 因為政府認為他有所圖謀. 

普哈里契是個好客又親切的人, 雖然對於世間俗事相當遲鈍. 

他可以從早起來工作到晚 除了抓點食物果腹之外 一直工作到就寢. 

他很喜歡在各個人群之中遊走, 設法使用他們的才能或使用他們捐獻的財物, 好

幫助自己的工作, 然而他沒有想到他這樣做卻會剝奪其他人的資源及時間, 因為

他太專注於他的工作, 而他其實也不是為了金錢而工作, 所以這是一位天生的學

者, 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離開我們, 還有他的日記被充公, 這對於這個世界

是個損失,. 但我必須承認我有時候常常覺得他好像在”利用”Don.  

我覺得這位博士他是一個有很多能量的男人, 但是和 Don相比, 比較沒有智慧. 我

感覺如果他能夠偶爾追隨 Don睿智的意見的話, 就會好很多. 然而 Don 本身他從

來沒感覺到好像被利用或什麼的, 他總是樂於去幫助.  

我慶祝普哈里契這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獨特且令人尊敬的一個同伴, 他所做的貢

獻在許多方面都是顯著的.  

 

喬治(UVX2YV Z/6\ ]3<<315^X6)是我們景仰的傳訊者, 我們使用他傳導 菲利浦兄弟

(b2X\0V2 .03<3c)的訊息 收錄在我們的錄音帶[來自UFO的訊息]中. 我們只有以電話與

他連絡, 如同 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 他從未參予我們的集會. 很可能他對於

Ra要求他在事前做準備感到不悅! 在 UFO 及 相關的形而上研究方面, 他是一位

偉大的 UFO研究先驅者.  

我想他是第一個對流浪者這個族群 加以命名的人, 他稱他們為蘋果 (Apples). 這

是從一個廣播 UFO訊息得到的, 這個句子叫做『對於蘋果們, 我們會加上一些鹽

巴, 我們將會返回.』 

 

 

B5006  

Jim 評論: 

不管怎樣, 我們的好奇心週期性地升起. 再一次, 我們看到維持一個人的自由意志

的重要性. 一個人知道太多前世經驗容易稀釋今生的經驗. 

使冥想與生活更有效率的方式是聚焦在單點或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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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誰是第五密度、誰是第六密度, 但總不很清楚, 我們也不急

著找出答案! 

 

 

B5007  

Jim 評論: 

這些”銀色碎片”(dëfgê� �fê�hd)是很奇異的東西; 當我們討論形而上議題時, 這些體

積很小, 閃亮的銀色矩形物偶爾會出現在我們周遭. 很明顯的, 如果我們的潛意識

覺得我們走在思維的正軌上, 它會給予我們一個正確的符號, 以’銀色碎片’的

形式呈現. 

不同人有不同方式收到潛意識的肯定訊息. 當然最常見的是當一個人走在正軌上

或接收到靈性有益的資訊, 一種對的感覺從內在湧出. 

 

Carla 評論: 

覺察到命運之風的回饋對於我們的靈性旅程是極有幫助的. 大自然似乎十分善於

製造主觀上有趣的同時性事件. 一旦尋道者有意識地留意這些訊息, 她就會影響

創造過程 帶來更多這類主觀的記號, 直到有意義的巧合恆常地發生在她的生命

中. 我個人發現這些記號十分令人安慰並使我們更為強壯. 

 

 

B5008  

Jim 評論: 

在我們每次與 Ra接觸之前, 我們都會進行一場冥想做為調音的方式, 也是我們尋

求合一 以服務他人的一種方法. Don經常會在這樣的冥想中得到一個靈感做為新

的詢問路線. 好比在第十七場集會中 他得到這樣一個靈感 關於俄羅斯通古斯隕

石坑之謎, 這個事件發生在 1908年, 人們臆測部份蘇聯科學家在探究這個隕石坑

之後, 首次開始對於銀河外星生命的可能性產生興趣。 

在詢問過隕石坑以及核子能等問題 以及人體自燃現象之後, Don判定這條詢問路

線只能產出很少的價值. 

 

Carla 評論: 

唐納(iX61<7)是一個科學家, 他從未完全接受 Ra的立場是不討論可以衡量的現象. 

Ra真實的渴望是談論 非-無常的題材, 這樣的渴望推動著我們的 Ra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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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的討論偏離該層級, Ra會以細微的方式提醒我們回到正軌: 告訴我們留意

附屬物的排列.  我們起先照字面解釋去看祭壇上的物品, 將它們校準. 稍後, 我們

了解到那是他們替我們的問題評分的方式, 而不是聖經與蠟燭的陳設. 

值得強調的是 任何可以衡量的東西都是短暫的. 人類的精神、創造之愛的力量、

造物的本質, 這些東西都無法被找到, 無法被理智穿透, 只能被感覺到. 

然而我們在生活中 憑藉敞開的心胸去感覺它們; 並藉由與宇宙訊息交談, 如Ra與

Q’uo, 感覺這些無法衡量的東西. 個人指導靈以及地球的內在次元導師有更多自

由空間提供個人資訊, 請向他們諮詢個人解讀, 得到你的健康與其他特定的資訊. 

如果你想詢問超越空間與時間的問題, 請詢問外太空的源頭, 好比星際邦聯. 

因此, 如果一個問題在一萬年之後就變得無關緊要, 它八成就不是一個宇宙性的

問題! 

 

 

B5009  

Jim 評論: 

在第十八場集會的開頭, Don 詢問Ra傳遞給我們小組的資訊的特性, Ra在回應時, 

無辜地打了 Carla的 ”小報告”. 

她的好朋友給予 Carla一個機會經驗 LSD的效應, 那是她從未有的經驗. 

她在 1981年二月初使用兩次 LSD, 做為一個編程裝置 嘗試獲得一個與造物者合

一的經驗. 但她不想讓 Don知道, 因為他很反對使用任何非法的物質, 特別是在我

們小組與 Ra接觸的工作期間. 

 

在後來的一場集會, Ra認為這兩次經驗是由監督我們工作的負面實體所安排的, 

它們希望藉此使得 Carla服務 Ra通訊的能力受到阻礙. 

在該場集會結束後, 我們三個決定只要 Ra通訊持續的一天, 就不再使用任何非法

的物質; 好讓我們的”光之甲冑”不會有裂縫, 同時 Ra通訊也絕不會跟任何毒品

有牽連. 

克勞里的資訊很清楚, 無須多做解釋, 它再次強調每一個尋道者必須小心謹慎, 以

平衡的方式運作自己的各個能量中心. 

在偶然的機會, 大約幾個Ra集會以前, 我們發現性交對於Carla處於出神狀態的生

命能有幫助, 而且如果在某場 Ra集會舉行的前夕從事性交, 可以增加該場集會的

長度. 因此在第十八場集會的盡頭, Don問到我們如何可以避免通訊上進一步的

困難, Ra肯定我們發現的協助方式, 即性交. 我們也發現有意識地將做愛行動獻

給服務他人的目的, 透過 Ra通訊, 可增加其有益的效應. 

 

Carla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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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女子, 我幾乎沒有約會, 也沒有和任何吸大麻或吸食 LSD的

同學們在一起, 也沒有用任何的迷幻藥物, 在我周遭的人們都在做這種迷幻的實

驗, 然而我卻沒有去使用, 或者有人給我任何這樣的迷幻藥, 那些日子是花兒

(flower child)的世代, 崇高理想的年代, 在那個時期 當年輕人真的很美妙, 那是個嬉

皮統治的時代, 而我只算是個榮譽的花兒, 那我在那十年之間很穩健的走過.  

 

一直到 1981年 我那時 38歲, 有一個老朋友建議我試試看 LSD, 我彷彿當時被搔

到癢處, 很急切想要試試看, 因為我老早就很好奇就想知道這個被大力宣揚的物

質對於人的腦袋到底有什麼影響? 在這個事件中, 我完全的享受這個經驗, 我嚐試

過 LSD二次, 並且發覺這個經驗真的是很美妙, 因為它提昇了我對事物正確性的

感覺, 感覺 LSD 對我有益的影響, 從那個時候我就從很多人口中得知 我 

對於LSD這種全然正面的經驗算是有些不正常的反應. 因為大多數人接觸 LSD至

少都會有一點幻覺或是離開一般公認的實相的那種抽離感, 甚至有一些負面的體

驗, 就是比較負面的”陶醉”旅程, 所以我想可能我比較幸運 或者跟其他人相比我

的潛意識比較穩定, 但我會賭幸運這邊.  

 

不消說當我知道 Ra很爽快地把我的小秘密告訴 Don, 我並不怎麼快樂, 因為我珍

惜 Don的意見勝過一切事物, Don 對於我決定使用非法物質這件事很不高興, 但

我過去不會 現在也不會覺得有罪惡感或者覺得羞恥, 因為我只是要滿足我的好

奇心並且是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 是一個人可以做到安全的限度,  

我同時也曾嘗試過抽香煙以及喝酒, 這二個物質都很容易使人重度上癮.  

但我很少喝酒, 也沒用過煙草, [然而在烹飪的時候, 我會用許多不同的白酒, 然後

因為它們會提供一些很愉悅的音符可以讓整個烹飪更加和諧]. 

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 然後我繼續向前, 我有自由這麼做, 知道外面有些什麼東西, 

這是寶貴的經驗, 以我的心智來說, 我不覺得我濫用這份自由, 對我而言, 中庸是

個關鍵. 

 

閱讀克勞里的傳記給 Don 聽是我十分珍愛的回憶. 他不喜閱讀, 所以我經常唸書

給他聽. 有一次 我們碰到這個無法無天、才氣縱橫的男人的作品, 我們都感到著

迷. 克勞里是位傑出的作家, 先不管他在處理極性上可能有點失誤. 

他在早熟的童年期寫過一首詩, 屬於他的最愛作品之一, 詩的開頭如下: 

“在她的病床 她躺著, 腐爛 凋零, 在夜間腐爛, 在白晝腐爛, 不斷地腐爛  

腐爛, 繼續腐爛.” 

現在你可以看出為什麼這號人物長大會變得那麼...古怪! 但總是那麼有趣. 

 

在這段相處過程中, 我想辦法把自己調適符合 Don 對一個伴侶的要求, 我成為一

個相對道德論的用戶. 這個習俗它總是最後會提供一個挑戰. 事情是這樣的, Don

想要禁慾, 這件事在我們交往六個月之後變得明顯, 那段時期是 1968年,我總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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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開始那幾個月他沒有能力抗拒我, 與我同居, 是我這一生中(獲得)的最大讚

美!  

我嚐試過一個禁慾的生活, 當我們把這個話題談開之後, 大概過了二年多一點, 我

做出結論, 禁慾並不適合我. Don也覺得我們不應該結婚. 這一點向我暗示了我們

的關係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共同基礎, 而不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 這是很合邏輯

的, 於是我和 Don 進行我們可以做一個協議, 也就是我會在找到一個愛人之前先

告訴他, 然後當我停止和他交往的時候, 我也會告訴他, 在我跟其他愛人交往的過

程中間, 都沒有必要去討論這件事. 這樣協議的好處就是他可以這個過程中避免

聽到我又和誰在一起的這些瑣事. 因為他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空中飛翔, 所以

我沒有困難地挪出時間去找到一個愛人的關係, 最長時間的愛人關係大約維持有

十年, 而我跟 Don在一起相處的時間有十六年, 關於我這一個愛人, 他是值得信賴

而且很受喜愛的一個男人, 我們從高中的時候就認識了, 我們曾經想過結婚但最

後決定不要這麼做, 但是我們始終保持緊密親密, 他的想法是大約每個月來找我

一次, 但是當他開始希望我們的關係更進一步時, 我就停止去找他了, 於是我又再

次禁慾大約有四年之久, 直到(我)遇見 Jim. 當 Jim開始進入這個小組的時候, 我們

最終在一塊, 而且他成為我的愛人.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建立在良好的互相信賴, 介

於唐納與我之間的信心. 他純然地為我高興, 能夠擁有這些關係, 而這些事情並沒

有妨礙到我們的和諧.  

無論如何, 在唐納死後的一段時期, 我終於有一些比較清晰的輪廓, 也就說我與

Jim的關係, 特別是親密的性欲這部份, 確實在某個很深的層次打擾了 Don, 是在

他潛意識底下很深的地方, 關於這件事, 我懷疑他是否了解或認可有這樣的情感, 

我當然從來沒有看到這方面的痕跡, 而且我是個很敏感的人, 能夠偵測到感覺微

細的部份, 我想他一定有感覺到這些事情, 而在最終這樣的感覺導引他失去對我

的忠誠之信心, 而這個完全被錯置的疑惑正是他光之盔甲的弱點, 最後導致他的

死亡.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反省這一個事件, 從一方面來說, 如果我能做到完全的貞潔

跟禁慾, 他就絕對不會懷疑我, 他到今日還是活著的, 並且與我同在.  

但是我們就不會有與 Ra的通訊, 不會有 Ra傳遞給我們的一的法則資料, 因為是

我們三個的綜合能量, 才能夠接觸 Ra, 不是我自己, 不是做為器皿的我, 也不是我

們當中的任何一個, 甚至也不是 L/L研究機構這個實體.  

從簡單的日期來看就很清楚了, Jim來到 L/L機構的日期是 1980年 12月 23 日, 而

我們接收到第一次 Ra的通訊是在 1981年 1月 15 日, 在 Jim搬進來的三週之內, Ra

的通訊就開始. 從第一次與 Ra的集會開始 唐納感覺到, 他就知道這是他畢生的工

作, 是他從50年代進行研究以來所累積的最高峰, 是他給予這個世界的禮物, 在這

些事情中, 有時候邏輯是失靈的, 一個人可以完全的遵守, 信實的遵守這些協議, 

然而卻還是會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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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人能夠從唐納神祕的死亡悲劇走出來的話, 相信我, 再經過十年左右, 我

們可以開始看見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幽默, 就是我們會驕傲的假設, 一個人可以

控制自己的命運, 只要認為去做他認為對的事, 一個人當然可以嘗試毫無錯誤或

者毫無罪惡, 在我內在的驕傲, 就是我認為我總是可以信守我的承諾, 這樣的驕傲

使我盲目了, 讓我看不見唐納內心潛藏的懷疑, 而他將這股懷疑完全的保存在他

的內心深處.  

他對於任何意見都缺乏信心, 除了他自己的意見, 即使在他心智完全健全的時候, 

因此當他心智生病的時候, 他就更有可能懷疑別人, 經驗偏執狂, 這整個過程是一

個完美的悲劇. 

 

Don他總是要我在他身旁, 他從來沒有要求過任何其他事, 除了我們一起做的這

件工作以外. 當他在家的時候, 他甚至不願意給我一些時間去做他工作的計劃. 當

他在空中飛翔的時候, 我就負責編輯我們共同寫的書籍.  

而當他在家, 我的工作就是跟他處於相同的房間, 我很愉悅的做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很明顯的表現這一點, 但我很清楚他是多麼誠摯地想與我在一起, 我

也感覺到同樣的感覺, 我們在這件事上, 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我們都同時感覺到我

們是命定的, 是命運把我們牽在一起, 我們的命運真的很坎坷(star-crossed),  

但愛他就彷彿像呼吸一般, 我一點也不在乎他的需要加諸在我身上. 事實上我的

靈性指導師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我犯了罪, 我犯了盲目崇拜的罪, 我並不在乎為了

使他得到舒適我必須損失什麼, 我知道這些損失包含: 婚姻、家庭、以及小孩, 這

幾件事是我很早就渴望, 並且是非常珍惜的東西.  

然而對於我們彼此而言, 我們就是彼此的 ”家”, 這個感覺是我沒辦法形容的. 他

在我身上得到安歇, 我也在他身上得到安歇. 在我們相處整個生活過程中, 我只從

他身上得到他二個讚美, 他的確不想寵壞我! 

在這裡的功課就是能夠看穿家庭以及家人的這些議題, 並且從我們彼此享有的存

有的根基以及我們共有的感情 得到再次的保證, 我擁抱它們, 他值得一切的代價, 

我回顧這一切知道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不會改變任何的事情, 所有的選擇將會是

起初所做的那些選擇.  

 

我們都活在一個拼圖遊戲之中, 在這個世界的戲劇中, 在這個肥皂劇中, 在我們每

天生活的共同實相, Carla與 Don彼此完美的工作, 而 Jim跟 Carla也完美的共同

工作, 同時 Don跟 Jim也可以完美的一起工作, 這三個人彼此相愛, 就好比家人一

樣, 從第一次的集會開始就是如此.  

這些關係是強烈且真實的,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介入我們之間, 除了疑慮.  

我從來沒有想到 Don會將我對 Jim的喜愛誤會成我們盟約的改變, 雖然我們在形

式上並沒有結婚, 我們真的在靈性中已經結婚了, 你可以想到我那種悲慘的感覺, 

當 Don的一個朋友在葬禮過後一段時間告訴我, Don 曾經想過我已經掉出他的情

網, 我大吃一驚, 完全的沒有覺察到這些疑慮,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他再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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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忠誠), 我多麼希望我曾這樣做! 

但我那時很悲痛, 因為我所認識的那個男人已經走了, 而取代他的位置的人是(同)

一個非常需要幫助的人.  

我很憤怒, 因為他當時竟然沒有尋求幫助或者跟隨任何醫生的建議, 他就是我的

世界, 沒有他 我感覺我並不存在.  

我想在他肉身死亡之前, 我大部份的悲傷與淚水都已經流光了,  

在這些超現實的歲月中, 他是那樣的不健康, 我做的事沒有一件是真正有幫助的, 

在他為我而死之後的許多年歲, 我對於自己有一個新的觀點, 也就是我現在所做

的事情, 都是來自造物主的恩寵禮物, 同時得到 Jim大大的協助, 他很敏銳地治療

我 在那漫長的歲月中, 在我得風濕關節炎以及許多創傷禁錮我的日子裡, 以及在

Don死後十年種種肉體上的麻煩, 還有我在 1992年的復健時期.  

 

在 Don死後的前六年, 我積極地覺得我應該把自己殺死, 因為是我”造成”他的死

亡, 這是很悲慘的想法, 但是很確切的, 那可以說是我在沙漠中行走的最長旅程, 

直到今日. 我已經放棄這種基本的思考態度了, 我過去並沒有覺察時間已經開始

它的治療工作, 直到我撿起某件我所寫的東西, 那是我忘記的東西. 我再一次讀著

它 心中想著 「你知道嗎? 我喜歡這個人!」 在沙漠的六年期間! 有多少次我被誘

惑想放下我的信仰, 但我不能, 我也不願這麼做, 所以我存活下來了, 等待恩寵. 在

這裡的功課單純的就是等待可以將一切事物帶回合一的狀態. 在靈性的旅程中, 

耐心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這個世界對我而言仍就是一片混淆的大海, 我很清楚的知道過去我犯了多少錯, 

我做了什麼事, 還有那些事是還沒做到. 我也知道我所理解的東西是非常的微小, 

我很滿足的停留在命運之手之中, 我出版這本個人資料的渴望就是希望能夠暴露

出我們三個人當中人性的那一面, 完全沒有去顧慮謙虛或者恐懼. 

說實在我們並不”值得”Ra通訊, 如果說做為完美的人才能接收到 Ra訊息. 

我們只是三個朝聖者, 我們在彼此之間找到安慰, 我們是誠實地去尋求, 深深地嘗

試服務光. 這個資料是完全跟我們分開的, 跟我們過去是什麼, 現在是什麼, 都沒

有關係. 請不要把我們跟 Ra混淆在一起, 或者認為我們有某種特別優越的特質, 

這真的不是這樣.  

 

相對道德論 OK嗎? 我現在仍然相信它們是 OK的, 只要小心的遵守協議, 這是通

往和諧生活與清晰關係的關鍵, 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佳狀態, 但並不保證完美, 進

一步的, 一個人不能因為他保持每一項協議他就期待宇宙會祝福他, 給他完美的

平安, 並沒有這樣的一回事, 我們全都被生命本身出其不意地襲擊, 我們繼續犯錯, 

然而也繼續虔守我們的信心跟保持良好的幽默感面對這一切, 這是與命運合作的

一項藝術, 容我這樣說. 我很感謝 Jim McCarty, 他總是保持他良好的幽默, 並且在

Don死後三年決定跟我在一起, 我們繼續保持我們的友誼, 並且在我們之間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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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婚姻, 事實上他是最不適合這種關係(婚姻)的.  

他英勇的喜悅感及禮節, 這二項特質使他能夠逐漸地適應這個角色, 而且持續地

保持顯著的聲譽. 說真的在經過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 他確實是很好的同伴. 

 

有件事是確定的, 在真愛中, 那流星劃過般(star-crossed)的戀情, 有著不可思議的甜

美, 同時也有著巨大的痛苦. Don是一個很難, 不容易, 去愛的男人, 以一般的角度

而言, 幾乎沒有所謂的溝通可言, 他從來沒有說過他要我給他什麼, 他只是在那邊

等著, 等我猜到對的答案. 我不介意, 我仍然很高興我所經歷的每一分痛苦, 嚐試

去成為他要我成為的那一個人物, 我們的關係在本質上沒有性關係, 也沒有通常

的言語保證, 然而卻是那樣十分地親密. Ra 曾經說過在我們來自的密度, 我們早已

是一體的, 所以單純的跟 Don在一起即是一種終極的滿足.  

我與Don的關係比較多與永恆有關, 而不是跟特定的時間或空間有關. 而 Jim跟我

的關係其實是一種像老朋友般的誠摯的愛以及一般的戀人關係, 一起在地球上走

過這一趟朝聖之旅.  

 

在 Don過世之後, 我跟 Jim相處的時光就變成小孩的玩耍. 在我跟 Jim的生活中, 

我能處理任何我們之間發生的任何事情, 而 Jim會設法與我溝通, 直到我們找出我

們之間每一分誤解的地方, 所以我們之間的相處是很容易的. 我們生活當然也會

有一些催化劑, 但是都很快的能夠化解.  

Jim從未有過那終極的浪漫, 他甚至有些時候還會錯過浪漫. 然而我們所做的都是

對我們好的, 我們也找到了可觀的幸福, 在彼此之中找到快樂. 我們也一起做了良

好的工作.  

 

我們看待自己仍然是為 Don工作, 與 Don一起工作, 同時繼續保持 L/L機構的大

門敞開, 也保持我們的心敞開, 繼續活出奉獻的生活, 那是我們從星際邦聯的教導

中學到的, 這些教導是與宇宙的智慧是一體的, 也跟我所信仰的基督傳承是一致

的, 這些教導單純地指出我們要活在愛中. 這個簡單的教導卻逃出許多人的眼睛. 

將焦點放在愛之上, 是一個人通往真理的入口, 一個人願意去隨時保持心的敞開, 

或者可以稱為是一種信心, 這樣的能量把我們帶到一切有意義的地方, 即應該學

習的功課 以及 可以提供的服務. 

 

而置於一切之上的是 我們決定性地認知到 我們不過是跟塵土一般, 除非我們活

在愛中. 這樣的認知可以幫助一個人去面對哀傷, 而哀傷在我們生活中是無可避

免的, 我們並不被期許要時時保持完美或者可以掌控一切事物, 而是做為一個人 

繼續地去愛, 去穿越不管怎樣的困境, 怎樣的困惑, 全然的堅持在信心之中, 不管

幻象是呈現怎樣的情況, 這樣的堅持是通往許多祝福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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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10  

Jim 評論: 

當我們準備歡迎普哈里契博士(Dr. Puharich)進入我們的工作圈子之際, Ra 再次提醒

我們必要前提是調頻個人生活到和諧的程度, 這對於所有參加(Ra)通訊的成員都

是必要的. 

 

Carla 評論: 

在這個事件中, 安卓利亞(Andrija)從未來到肯德基州探訪我們. 但值得注意的是 Ra

經常引用混淆法則回應我們的問題. 

Ra群體覺得個人倫理中主要的重要議題是允許人們自行學習, 自行犯錯. 這點再

怎麼強調也不為過. 

 

 

B5011   

Jim 評論:  

第二十二場集會中的個人資料大部分無需多做說明. Ra在此提到與 Carla相關的

祈禱是指聖方濟禱詞(Prayer of St. Francis) 從1974 年起, Carla就以此做為她個人調頻

的機制. 在任何一場集會開始之前, 支援小組總會在心裡祈禱 進一步精煉調頻過

程, 不管是出神或心電感應式通靈. 

 

在這個片斷中, Ra在第二個答案提到的限制 指的是 Carla的風濕性關節炎, 這很

明顯是她在投胎之前就決定了, 那為了是提供她冥想工作內在的一個焦點, 而不

會允許她很輕易的有外在的表達, 因為這樣子可能會消散她內在的專注程度, 因

此即使治療者盡最佳的努力, 並不是所有的殘障或失能者都可以被治癒. 

當這樣的殘障並不回應任何的治療效果時候, 一個人可以去考量這其中學習與服

務的機會, 因為這殘障而開啓的機會.  

 

Ra甚至在最後一句提到說 Carla接納她的殘障以及限制, 可以減緩她痛苦的程度, 

她因為這些症狀受苦許久. 

 

Carla 評論: 

四處走動都會聞到芳香卻不知道它的來源真是個獨特的奇異感覺. 在我看來, 經

過這段時間, 我變得越來越敏感, 越來越沒有與我的人類身分共振. 恆常地失去重

量更增添這種愛莉絲夢遊仙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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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持續擁有一個十分敏感的肉體戴具, 無論如何我先前微小的身體已經

開始長大, 從衣服尺碼可以看出來, 從青少年裝的 5/8 到現在的 14/16, 體重的增加

幾乎是加倍, 跟我在 Ra通訊時最輕的重量時候相比, 對我而言, 通常, 我”正常”的

重量大約是 115到 128磅. 年復一年我看起來在重量上都相當正常, 有趣的是我感

覺到不同的重量會使我有不同的感覺, 特別是在我體重或多或少比較沈重的時候, 

我覺得當一個人變得比較重的時候, 自己會覺得比較強壯. 我很驚訝的發現這點, 

我本來以為, 當一個人的體重比較輕的時候, 他會感覺自己身材比較勻稱和比較

有活力.  

這也使我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我們美國人, 總是讓我們吃得那麼多, 吃到發胖, 因

為那感覺很好, 不過, 你可能會懷疑吃太多對於延長生命有沒有幫助?! 

 

我投胎前的選擇使我的身體受到侷限,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欣賞這個選擇. 無法

去做我專精的工作是很挫折的.  

我很熱愛做一個圖書舘管理員, 我享受為 Don 做研究的感覺, 當我沒辦法再以這

些方式工作的時候, 我真的深深感到困惑, 不只是一點點不高興. 然而那靜默的歲

月教導我許多東西, 我嘗試即使在身體狀態惡化時候敞開我的心, 我發現雖然肉

體狀況逐漸惡化情況下仍然可以找到希望與信心, 當 Don死去的時候, 我幾乎快

要瀕臨死亡.  

到了1992年, 我終於能夠把我的小船轉向, 我感覺到死神的魔掌逐漸地鬆開, 逐漸

地放下.  

 

我目前活在一個勉強可工作的肉體載具中. 每天吃不下七種藥物, 我走在剃刀邊

緣, 介於做太多與做不夠之間. 但有一件事從未改變, 即我獻身於幫助這個星球上

的流浪者. 

在我幫助那些靈性上遭遇困難的人們時, 我過往學的各種技能都重新派上用場,

所以我終於感覺自己十分有用. 然而, 我知道我們每個人是否有用 不是憑藉我們

做什麼或說什麼;而是我們存在的品質. 

 

 

B5012  

Jim 評論:  

普哈里契博士從未在 Ra 通訊期間訪問我們, 所以我們所有關於他該如何準備加

入通訊小組的問題僅增加我們這方面的資訊. 

他強烈渴望解決謎題, 以及渴望證明靈性真理; 這些對於他成為我們圈子的一份

子是個阻礙, 因為支持我們的東西是相反的心智態度 – 信心.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67 

Carla 評論: 

一個人一旦開始留意同時性, 他可以找到許多書、電影、任何其他東西或事件帶

來重複的訊息與提醒 關於我們的道途. Jim跟我經常討論一個議題時, 發現隔天

或後天就接收到只對我們有意義的肯定訊息. 

 

我的確認為許多流浪者正在製作今日的電影與歌曲. 一個人只要從今日許多美妙

的歌曲即可了解這點.. 這些歌曲是相當多樣化的, 包括 阿羅.葛士瑞(Arlo Guthrie), 

唐納文(Donavon), 黑橡樹阿肯薩斯(Black Oak Arkansas), 地、風、火(Earth, Wind, 

and Fire), 以及滾石合唱團(the Rolling Stones)… 這個列表幾乎要比我的腿還要長, 

對於我們這些一同在地球上漫遊的人們, 我們有美妙的同伴. 

 

 

B5013  

Jim 評論:  

以下資訊提到美國幽浮(UFO)界最廣為流傳的兩個事件. 首先是臆測艾森豪總統

與外星人曾經會面, 據說地點在加州的艾德華空軍基地, 由一些資深的軍方幕僚

們一起陪同艾森豪總統與會, 時間是 1954 年二月. 

 

第二個事件是羅斯威爾的 UFO事故, 據說有個外星駕駛員死在裡頭.  

有進一步的傳言指出外星人的屍體被停泊在位於俄亥俄州的萊特派特孫空軍基

地的第十八號庫房. 

再一次, 我們遭遇到一種誘惑, 就是去追尋一些表面上極度有趣的資訊, 但其實在

真理上只有一點點價值, 甚至是沒有價值的資訊. 我們這邊講的真理就是能夠協

助我們在心智、身體或靈性上進化的知識, 而且我們可能會失去 Ra 通訊, 因為 Ra

的窄頻通訊, 主要是聚焦在協助我們進化, 而不在於揭露那些短暫的複雜性, 以及

在這幻象中各個群體所玩的遊戲.  

 

Carla 評論: 

1962年當我剛加入唐納的工作, 幫助他把初始的冥想團體, 幫助成長為愛/光研究

中心(L/L Research). 當時有盛傳好幾個謠言, 其中之一是我們的政府知道所有關

於UFO的事情, 並且與UFO有過接觸, 然後也有一些可疑的陰謀論講說有各式各

樣的新聞源頭警告大眾關於這些陰謀. 直到今天都持續有一個穩定的消息來源, 

或提到各式各樣的預言、末日的警告等等. 唯一有改變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日期被

改變了, 那通常都是這些消息都預言在未來的兩三年會有末日或者大災難等等. 

並不是我不相信 UFO有跟我們政府溝通, 他們確實可能有這樣的溝通, 當然他們

已經在這邊了. 一些降落事件證明確實有某個東西在我們的地面上烙下一些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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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有許多的證人跟被綁架到飛碟的人們的證詞, 創造出人類與外星人接觸的一

個還蠻詳細的畫面, 這是無可否認的. 只是我認為 UFO實體們真正要帶給我們的

寶藏是那些屬於靈性的, 而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 不管 UFO的物質實相是什麼, 

也不管我們的政府在做些什麼, 這些都是短暫世界圖畫的一部份, 這個厚重幻象

的一部份而已. 但是那些有形而上品質, 形而上的訊息, 即使過了一萬年, 它們也

不會過時, 它們的意義也不會變得更少. 所以當人們問我這些鬧劇性的問題, 我的

回應傾向設法把它們重新導向, 使他們重新注意到形而上真理的現象. 

 

 

B5014  

Jim 評論:  

以下的資訊讓我們知道— 

一個人的選擇總是能夠被使用在正面或負面的意識上. 即使當我們似乎被許多負

面實體干擾; 光的工作者稱這種干擾為超心靈攻擊, 而被我們改稱為超心靈問候. 

我們選擇用問候這個措辭來強調 一個人被問候的那部分不必然是一個負面經驗. 

事實上, 一個人被問候的真實經驗是與這個人如何去看待這個情況有直接關聯. 

如果一個人希望看到這種問候變成一次麻煩的攻擊, 那麼 它就會變成(你的)經驗. 

然而, 一個人也能夠選擇在所有實體以及事件中看見造物主. 並能夠在任何情況

下讚頌與尋找光. 那麼 它也會變成(你的)經驗. 

當一個人選擇後者, 超心靈問候成為一個偉大的祝福, 因為這個被問候的人擁有

一個密集的機會去看見太一造物主; 雖然在這種情況要看見造物主是更加地困難, 

但一旦達成目標, 將使這個人發展出比平常情況更大的靈性力氣, 這是因為負面

實體協助指出我們魔法人格上較脆弱的區域. 

唯有當我們以自由意志選擇朝向服務自我的思維與行為, 負面實體方能提供超心

靈問候, 強化我們的選擇. 我們欠佳的選擇通常反映我們對於其他自我缺乏愛的

舉止, 於是被負面實體放大, 使我們尋求光與服務他人的努力不斷流失, 直到我們

能夠以愛、接納、慈悲、包容、輕盈的步調來平衡這個狀況為止. 

這是為什麼耶蘇說: “不要抵抗邪惡”, 去抵抗與戰鬥就是將某件事或某個人視為

自我之外的存在, 不同於太一造物者的存在. 那是負面的途徑. 

正面途徑喜愛一切, 看待一切萬有皆為自我, 皆為太一. 

 

Carla 評論: 

在超心靈問候的期間, 如 Jim所指出的, 那必然屬於我的工作對我很有幫助, 使我

的意志與注意力變得更為集中, 我記得當時感覺大量的提升, 以及在安全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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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穿過所有的插曲; 關鍵在於臣服, 去看見自己的黑暗面.  

 

我想起 Dion Fortune描述如何應對一個吸血鬼般的實體. 她舉了一個狼的例子, 直

接地表現出穿越這種情況的必要理解. 有一天, 這個睿智的靈魂發現有隻狼出現

在她的床上, 就在她接受西方白色儀式魔法訊息的期間, 解決方法是直接將這隻

狼擁抱在懷, 關愛牠, 接納牠如同對自己一般. 

面對無懼的愛, 負面與死亡的力量變得無助, 接著溶化無蹤. 

跟其他一些通靈源頭相比, 我以為 Ra 群體十分照顧我們小組, 盡可能避免使器皿

精疲力盡. Ra在此給我的建議, 同樣可以適用於任何必須節約自身能源的實體. 

 

 

B5015  

Jim 評論:  

以下資訊再次提到 Carla兩次的 LSD體驗, 我們非常感謝她只有兩次體驗, 因為如

你所見, 衰弱效應隨著每次的攝取(LSD)快速攀升. 一的法則卷二有些集會被縮短

為了保留器皿被 LSD消耗的生命能. 

 

Carla 評論: 

我只能補充一個事實: 這個虛弱的時期確實存在, 所以 Ra建議不要在通訊期間混

用任何藥物, 在我看來是一個健全的忠告,  我從此遵循這個勸告. 

 

 

B5016  

Jim 評論:  

就在我加入Don與Carla之前, 1980 年尾, 我抵達奧勒岡州, 波特蘭(Portland)一帶與

保羅.夏克利(Paul Shockley)以及普世服務的水瓶座教會一起工作. 工作本身是一個

快樂的經驗, 它也提供一些催化劑 最終護送我回到肯塔基州, 加入愛/光研究中

心. 

 

待在奧勒岡州兩個月後, 我決定花一個週末獨處, 思考一個賺大錢的機會, 那是水

瓶座教會的一個成員介紹的機會. 在那個週末, 我首次冥想的前三十秒, 一個十分

清晰的訊息—回到 Don與 Carla那兒—閃過我內在的天空. 

所以我跟新朋友們說再見, 隨後回到路易維爾(Louisville)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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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之後, Ra 通訊開始, 當保羅得知這個通訊的特質, 他提出兩個問題詢問社會記

憶複合體 Ra. 

 

針對第二個詢問的答案特別有趣, 因為它似乎對我們暗示某些埃及金字塔被建造

的方式. 

 

Carla 評論: 

1986年, 我們被邀請到夏克利先生的友誼會議, 我終於見到這位傳訊者, 他的訊息

源頭叫做宇宙覺知(jX^534 Sl12V6V^^). 他是一位非常誠摯與英勇的傳訊者, 他服務的

渴望是純粹的. 我覺得不幸的是, 經過一段時間, 提交給這個傳訊者的問題改變很

多, 並且惡化接收資訊的品質. 一如往常, 當這種事發生, 嫌疑犯都受到短暫(無常)

資料的吸引. 我以為由於這些問題被放在這位優秀的傳訊者前面, 導致該傳訊的

形而上水平降低. 

 

 

B5017  

Jim 評論:  

Ra曾經勸告 Carla絕對不要去做任何種類的肉體治療, 因為她的肉體能量總是非

常低落, 這類的治療傾向耗盡她早已在低水平的(肉體)能量庫存. 

 

Carla 評論:  

打從我小時候, 我已經擁有某種奇特的能力, 我只要坐在某人身邊, 我們雙手互相

接觸, 就能夠清理另一個人的心智[或存有]中的表面雜音. 

我從未探究我是怎麼做的, 或如何做得更好, 寧願憑藉我的直覺在正確的時機提

供這個(服務).  

或許我應該探究, 但它給我的印象總是如同一個很邊緣的禮物, 不是靠近我的中

心途徑的天賦. 我想如果我擁有任何治療能力, 那是在於我的傾聽.  

當某個人來到我這裡尋求私人諮商, 我把這段時間想成一個”傾聽的會期”, 把我

自己視為一個靈性傾聽者. 當一個人談論某件事, 有一個支持的聽眾, 這過程就會

產生許多治療. 傾聽者單純地使得談話者能夠更佳地傾聽自己. 

而我有很深的本能做這件事, 這將是我集中努力的地方, 好成為一個更優良的 

醫者. 傾聽真的是一種藝術, 我想它從我們傾聽自己的方式開始. 

在知曉一個人的完整自我的過程中, 蘊含著一股巨大的力量, 這過程是在每日行

為中知曉自己的黑暗與光明面. 

 

一旦一個人終於變得能夠承載他自己完整的本質, 並經歷交扥[mopuw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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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的痛苦過程, 這個人就能夠更好地愛自己, 原諒自己. 

 

我經常在想, 我們的失敗來自於沒有親切地對待彼此. 

但, 當這種事發生時, 妳可以確定這個外在的殘忍行為之首要起因位於內在— 由

於自我拒絕正視全方位的自己之故. 

 

 

B5018   

Jim 評論:  

一個住在華盛頓州的朋友, 他在宇宙覺知通訊(·ù)工作, 他發展並行銷一台機器, 

據稱可以增進一個人的健康與福祉; 我們便問 Ra這台機器是否對 Carla有幫助. 

Ra的回覆指出 Carla的磁場有些不尋常, 並且很可能形成這不尋常磁場的特定原

因是為了允許她與 Ra群體通訊.  

 

這個不尋常的磁場曾經是許多不便的源頭, 任何 Carla 定期使用的電磁裝備都會

壞掉, 她只是定期碰觸某個電磁裝備, 就會把它搞壞. 

她不能戴任何手錶, 除了石英水晶錶.  

我們有許許多多的半-故障的錄音機躺在我們屋子的不同區域上. 

 

Carla 評論:  

這會是一個好故事, 但擁有電性破壞能量是令人挫折的, 當我破壞東西時, 我可笑

不出來. 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摧毀允許我溝通的機器.  

而我可以感覺各種古怪能量的傾向有時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天賦)禮物. 

我記得有好幾次感知到一些玄秘的頻率, 把我帶到一些很有力的人群面前,  

他們決定我應該跟他們一起工作. 當然, 我抗拒任何使我感到不舒服的要求, 但我

真的不享受說服某人—  我不要出來(跟你)玩— 的過程! 

 

在所有這些東西中, 數不清的次數, 大家嘗試改善我的肉體狀態, 但我們找不到任

何有用的裝備. 然而, 靈性與信心的禮物是更為有效力的. 所以, 我對於新的治療

方式與精巧機械相對缺乏興趣, 我在禱告與平安中歇息, 持續知曉內在的 

完美自我.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72 

B5019  

Jim 評論:  

這些年來, 許多人曾寫信給我們描述他們遭遇的超心靈攻擊, 並且詢問如何保護

自己免於傷害. 看起來, 一個人不需要執行任何繁複的儀式e要求任何大聯盟級

的荷光者前來協助. Ra描述的做法非常簡單, 任何人都做得到, 並且足以在任何情

況提供必要的保護. 

 

Carla 評論:  

當下次生日到來, 我將是54歲, 隨著年歲的增長, 我越來越深信我們的道途總是在

於奉獻讚美與感恩, 不管什麼事物朝我們迎面而來, 不管我們以人類觀點會怎麼

想. 在好時光要這麼做是容易的, 但當麻煩迎面而來, 真的需要一些紀律的堅持, 

訓練心智不會因此退縮.  

無論如何, 我鼓勵每一個人保持那份耐心的強韌, 不管發生什麼, 拒絕懷疑造物主. 

一旦我們十分清楚這個事實, 也就是我們在造物主的雙手與心胸中總是安全的, 

這個過程就變得比較容易. 

但這個工作絕無法被完全地做完, 因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失敗, 無法為光做見證, 

這造成我們命運的樣式中有些混淆. 

 

 

B5020 

Jim 評論:  

因為 Carla的肉體能量水平總是十分低落, 並且恆常被關節炎與某種程度的疼痛

汲取能量, 因此她需要每天運動好保持她身體每個部位的機能. 我們發現當她的

能量越扭曲或低落, 她更需要從事這個運動. 

當她的身體機能幾乎恢復正常, 運動量可以逐漸縮短, 直到恢復正常水平, 對於

Carla 而言, 該水平大約是每日一個小時的快步走. 

 

當 Don 詢問他在 1964 年的一個經驗, 由於 Ra渴望維持 Don的自由意志, 答案的

具體程度因此受到限制. 

我們生活中大多數的事件, 就某種程度而言, 都是神秘的.  

觀看進化過程的一個方式是將它看做解決我們週遭一切神秘的過程. 所有事件都

是幻象或神秘, 因為每一個都代表太一造物者的這個偽裝或另一個偽裝, (�p�)

提供我們大大小小的良機在每一刻找到愛、喜悅、平衡、與完美. 

當一個人為自我解開這類的神秘, 他也找到了一股靈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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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具有較佳訓練的雙眼的實體們, 告訴其他還看不見, 卻有能力去學習自

己看見的人(答案)未必是一個服務. 

 

因此, Ra 經常引用自由意志法則, 又被知曉為混淆法則. 

 

Carla 評論:  

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 我跳舞、游泳、騎馬, 我喜愛運動, 特別是有韻律的運動.  

在這個時期, 因為我感覺如此疲倦, 我份內該做的運動變得十分艱難, 雖然如此, 

它是一個補充能量的經驗.  

Don 與 Jim 都幫助我記得要加入運動時間, Jim跟我一起運動, 進一步使得這個過

程更容易些, 有個搭檔一起運動總是比較輕鬆! 

Don 那時無法加入我的健走, 因為他在熱帶氣候工作的緣故, 他的雙腳處於疼痛

狀態, 每走一步都會痛. 無論如何, 我不時可以見證 Don 內在那股野獸般的驚人力

量. 舉例來說, 1977年, Don與我前往一個由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舉行的心智

連線(Mind Link)集會; 聚集的人五花八門, 一半是著名的靈媒, 中年人, 女子團體; 還

有一半是大學生年紀的孩子們, 他們對普哈里契表明自己是流浪者. 

 

當我們沒有開會討論的時候, 這些熱愛足球的孩子們就會玩球. 

Don 加入他們第一場的球賽, 他玩得很好, 不只打動我, 還包括所有的孩子. 

他們最後玩得臉紅氣喘的, 不得不停止球賽. 

唐納德(Donald)甚至連呼吸都沒有變得沉重, 不消說, 這些孩子們興奮得湧到 Don

身邊! 但他們再也不能使他再玩一次. 

 

 

B5021  

Jim 評論:  

只有一個微弱但持續的想法— 我們來到這個星球是為了服務他人, 顯然地, 這個

想法就足以 ”穿透遺忘的過程”, 如在第 36場集會中所述, 因為我們開始 Ra 通訊

之初 所有的東西只比這個想法多一點點而已. 

 

任何第三密度實體顯然都有一個高我或超靈, 位於第六密度中期的存在水平. 

除此之外, 流浪者是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的成員, 他還可以呼求另一個意識的複

合體來協助他, 因為每一個社會記憶複合體似乎也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 相當於

超靈的存在, Ra 稱之為一個 ”心/身/靈複合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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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遺忘的過程, 或罩紗, 是我們的(訊息)源頭經常使用的詞彙. 

基本的思維是當我們承擔這副血肉之軀, 成為一個活在地球層面上的顯化實體, 

而這肉體關閉了我們的形而上感官. 

所有我們在出生前知道的東西都被隱藏在深邃心智之中, 我們只有赤裸裸的 

自我與衷心的渴望 就踏上了地球的朝聖之旅.  

無怪乎許多流浪者都有些難以在這個幻象[我們稱為的共識實相]中醒來. 

當一個人進入肉身之際, 他總是會恐懼自己可能再也無法醒來, 在一生的經驗中

迷失方向. 你們, 正在讀這句的個體, 很可能正處在覺醒過程當中, 開始越來越認

同一個關於自我的新概念, 即自我是一個永恆的形而上存有. 

 

當我們都覺醒, 並且發展我們更真實的自我, 我們可以互相幫助; 我鼓勵每一位 

流浪者都找到 支持同在光中的同伴朝聖者 之方式. 

人們會來到你這裡, 他們可能表面上不十分”覺察”, 或者他們似乎相當覺察, 但都

很困惑或驚恐. 如果造物主把它們擺在你的道路上, 那麼你已經良好地裝備自己, 

可以協助他們, 單純地愛與接納他們. 

 

要做到這句話比用講的艱難多了, 首先要愛與接納你自己, 當你凝視內在時, 原諒

自己有著眾多的不完美與愚蠢之處.  

形而上而言, 所有的工作都作用在自我身上. 

如果對於愛某個人有困難, 先往自己的內在看, 找出你曾經拒絕自我的哪一個部

份, 你寧可不去看或經驗的黑暗面之某個切片. 當你開始工作這點, 鍾愛、接納、

原諒自我的黑暗面, 你同時準備好服務所有來到你身邊的其他自我.  

 

我想接納自我的鑰匙是看到活在肉身中就會變得困惑與不完美, 以這個世界的脈

絡來看, 沒有辦法不犯任何錯誤. 然而, 我們內在有個無罩紗的自我, 它完美地記

得我們是誰, 以及我們來此要做什麼. 一旦我們能夠面對自己的惡劣面, 我們就成

為越來越透明(的管道), 讓無限的愛流經我們[而非出自我們]去祝福所有生靈. 

 

在練習傳達愛的過程中, 我們擁有一個美妙的力量與勇氣的來源: 較高自我. 

我稱呼這個自我為聖靈(Holy Spirit); 因為我屬於神秘基督信仰, 那是我的一個變貌. 

其他人將這個較高自我 與 內在指導靈、天使存有、較高本質, 或指引連結. 

不管用什麼稱呼, 這股能量相當可靠, 總是在那兒支持與維繫我們.  

一個人可以透過練習變得越來越覺察到這股能量, 在冥想中向它敞開, 在面臨挑

戰的時刻呼求它. 我鼓勵每一位(讀者)都看見自我為一個覺醒的存有, 擁有許多無

形力量的支持; 在靜默與祈禱中 倚靠這些氣力的源頭, 它們將真正地協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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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22  

Jim 評論:  

1981 年三月, 我們將 Ra 通訊的前十場集會寄給位於紐約市的史考特.麥勒迪斯文

學仲介商(Scott Meredith Literary Agency). 我們想要盡可能的將該資訊傳給許許多多

的人, 我們認為一間大的文學仲介商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一家出版商. 

 

在考量原稿大約兩星期之後, 麥勒迪斯先生親切地寫給我們一封不空行, 整整四

頁的信, 首先感謝我們寄給他這份資料, 接著告訴我們為什麼它在市場上不會有

機會. 這封信的核心可以被以下的引述總結: 

“沒有一個實體可以如此大肆摧殘英文語言之後,還能夠討好一般讀者大眾.  

這份資料有著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或英國與德國哲學期刊,或認識論之博士論文

的晦澀度... 此外, 對話體的形式很快就變得相當冗長乏味. 我知道,在雅典時

期,它曾盛極一時,它一直風行到新古典文藝復興時期,但在那之後 就很快地衰

微, 我不認為對話體還會復活.” 

 

Ra 最後關於如何使資訊普及的評論為我們的熱心下了一個有些幽默的句點. 

就在幾天前, 我們圍坐在廚房桌子邊, 大聲討論宇宙幽默像什麼, 接著 Ra 就藉此

機會給我們一個例證. 

對於任何嘗試散布自己收集之資訊 以服務他人的團體, 我們願意給予相同的基

本忠告: 放輕鬆, 讓吸引力法則運作. 即使只有一個人受到該工作的協助, 那就夠

了. 至少, 單就資料提供給該團體的利益, 如同一個光源, 讓該團體每個成員都可

以在日常活動中將光放射給所有週遭的人. 

 

另外, Don 評估需要一些特定種類資訊來吸引市場的注意, 然而 Ra清楚地聲明維

繫這個通訊的必要條件是追尋非-短暫性質的資訊, 我們已經發現這個條件的重

要性. 

 

Carla 評論: 

Don 總是希望我們能夠與大批的人群溝通. 他真實地感到事態的急迫性, 想要把

話傳出去, 隨著與 Ra通訊的持續進行, 他的關切也越來越深. 

 

Ra勸告我們要滿足現在”合理的努力”, (這句話)如同一陣清新的風吹拂我們. 

當我們寫著這些評論之際, 一的法則系列的卷一已經賣出三萬本. 

我們本週的郵件包括來自波蘭、羅馬尼亞、馬來西亞, 與日本, 還有美國、加拿大 

等地的詢問. 我確定 Don有一小部份正坐在我的肩頭如同天使一般, 露出滿足的

神情, 看到他畢生的工作終於被那些覺得這份資料有用的讀者們所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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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通訊(contact)開端的一部分, 犧牲的概念並不新穎. 

Oahspe的傳訊者在一個異像中被告知他必須刻苦生活十年才能有所幫助, 他與一

個朋友真的這麼做了, 過著修道院一般的生活, 等待機會到來. 

十年的犧牲(生活)之後, 他被告知去找一台打字機 [在當時是新玩意]. 

他照做了, 在後來的數年之間, 他傳訊了一本巨著; 該書的工作是在夜間進行,  

傳訊者晚上睡覺, 次日早晨醒來, 他就發現有一份完成的文件躺在打字機上. 

 

艾格.凱西(Edgar Cayce)也有雷同的經驗, 被告知為了服務 必須犧牲. 

 

在我們的例子中, Jim犧牲他對獨處與隱居之愛; Don犧牲他的獨居與我在一起, 

我們共同打造了一個快樂與安全的港口, 他讓 Jim進入我們生命之中, 毫無半句怨

言, 他也犧牲自己的時間 為了支持我們而工作(賺錢). 

我的犧牲是最容易的, 自我成為一個管道. 

 

(與 Ra)通訊對我是艱難的, 我在 Ra振動之燦爛能量底下迅速消瘦, 每場集會下來

損失兩到三磅(體重). 

但我樂於在這個服務中死去, 因為在這些集會的過程中, Don是個快樂的男人,  

這是我唯一知道他不會靜靜地保持鬱悶的時刻. 

看見他達成願望與滿足的樣子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愉悅泉源, 因為我知道我曾參予

其中, 這件事值得一切. 若時光倒流, 我會在一個心跳之間就決定全部重來一次, 

即使後來我們看到唐納生病與消逝, 我們感到極度地哀傷, 即使在 Don死亡之後, 

我越來越靠近死亡, (最終)我犧牲的部份已經被轉化為喜悅與滿足, 我知道 Don與

Jim 都有相同的感受. 

 

(出版)仲介商的評論者說得相當對, Ra的語言是學術性的. 

在嘗試談論形而上的議題的書籍中, 它代表我曾看過最平衡、情感中性的嘗試. 

初次閱讀時或許會感覺有些做作刻板, 但一個讀者總是知道 Ra 嘗試要說的東西, 

在這類的主題中 這是一個真正的成就. 

 

 

B5023 

Jim 評論:  

做為 Ra 通訊的器皿, 這工作使 Carla 十分疲憊. 她每次集會平均損失二到三磅(體

重), 同時該通訊的超心靈致意成分經常強化她的關節炎變貌, 情況嚴重到她在所

有層面的機能都受到嚴重減損. 因此 Don與我都希望我們其中一位可以偶爾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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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位置, 好給她休息時間, 但我們沒有一個在這項服務上有適當的準備. 所以我

們將兩次集會之間的時間拉長, 以取得休息時間. 我們甘願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能

夠提供這類的服務要付出一個代價, 而 Carla必須首當其衝地承受該代價. 

 

Carla 評論: 

我無法表達能夠以這種方式服務 我感到多麼地愉悅.  

看見唐納(Donald)快樂與振奮使我內心感到滿足, 直達我存有的深處. 

我熱愛 Don, 並且想要使他舒服與快樂. 但他在這個世界上並不舒適, 經常感覺痛

楚的孤寂與孤立, 雖然他從未提及, 也沒有以任何方式表現出來. 為了某種原因, 

他的痛苦與寂寞對我而言總是全然地明顯, 並且喚起我最深的同情與滋養的渴

望.  

與 Ra通訊的那些日子的確是黃金歲月, 我相當樂意在完成最後一場集會後死去, 

甚至期待與擁抱這個可能性, 但 Don 卻先走了, 而我留下來了! 

他死後的歲月為我開啟另一個服務的美好途徑, 許多讀者寫信進來, 我成為世界

各地許多人的顧問與朋友; 彷彿我接受第二次的生命. 因為當唐納死去時, 過去的

那個 Carla也走了. 他帶走一個 25歲的女孩, 依照他的需求打造, 加上我自願的協

助, 我真的成為他的尤物. 

當我從那次的生命醒來之後, 16年過去了, 我不再是 25歲的女孩, 也不是 Don的

女孩, 我從零開始, 重新發現目前的自我. 

 

 

B5024  

Jim 評論:  

Carla在恢復肉體能量時面臨的困難是兩次經驗(服用)LSD的後果; 持續縮短 Ra

集會, 並且使得她的狀態有些脆弱. 我們再次看見這個化學藥劑的強力效應, 我們

不推薦它給任何人. 但更為強力的效應是那些希望全力服務他人的實體所做的不

明智選擇.  

隨著我們逐漸累積與 Ra 通訊的時間與經驗, 我們越來越覺察到提供這類服務的

榮譽同時也帶來相等的責任, 也就是我們在生命經驗的每個面向需要提供(與該

通訊)同等的純度與和諧. 

 

過去學到的東西需要被用在日常生活中, 否則將導致生命樣式中的一些困難,  

潛意識藉由這些困難提供機會讓我們重獲失去的平衡與和諧. 

這些困難也被獵戶十字軍以超心靈致意的形式強化, 用來阻止與 Ra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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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發現到每個投胎到此的人都帶有特定的手段、偏好或方式來滋養他或她的

內在存有狀態. 這個內在存有狀態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真實致能者與封爵者

(ennobler). 當我們問 Ra如何最佳地協助該器皿, 我們通常會獲得符合狀況的具體

建議, 但 Ra總是提醒我們 Carla的特質, 與她滋養內在存有的方式. 

 

Carla 評論:  

Ra通訊的資料顯示我從未有許多的肉體能量, 這點符合我對自己主觀的看法, 我

是一個靠著靈性與心智能量運行的實體, 在肉體上是懶惰的. 

我使用懶惰這個稱謂是因為我很難使自己做物理實質的工作, 除非是走路與閒

逛、跳舞或游泳等韻律性的活動. 

即使在小時候, 我可以輕易地坐下來閱讀, 或坐著想像, 持續好幾小時. 

 

所以我們執行的這些集會完全地耗盡我先天的肉體能量. 

直到今天, 我想我一直都是靠精神力而活,  

關於能夠活著的單純喜悅, 我有充沛的這類喜悅. 

 

Don與 Jim兩人都是非常正直的人, 具有顯著的德性與廉潔, 這些特點是可觀的幫

助, 因為超心靈致意只能作用在我們固有的扭曲之上.  

他們彼此關愛, 彼此尊重, 並且盡他們所能來照顧我. 

 

他們確保所有事情都被良好地完成, 使我感覺更舒適. 

我的一個好處是我的靈魂特性如同一支筆直的箭失, 這一生都是如此. 

所以負面能量只能夠強化我眾多的 ”肉體問題”. 

從而, 這些集會極度地使我疲倦, 但我仍然以此自豪, 因為看見 Don與 Ra談話過

程中得到的樂趣已經是超過所需的酬勞了. 

如果給予(我的)生命原力得以使另一個人的生命更加充實, 我毫不介意. 

 

Ra提到我內在的純淨, 我並不把它視為一個閃耀的品德或個人的成就, 毋寧說是

一個天賦的禮物. 我不記得有任何時間我沒有完全投入我生命的熱情: 生命它自

己. 我看待自己為一個上帝的小孩, 我想要我的生命成為獻給神的禮物. 

我自然受到美德的吸引, 好比有些人自然受到賭博或迷幻藥的吸引. 

 

這個無法解釋的狀態迄今仍在— 我對此生的希望即是單純地給予我有的一切,  

獻給造物主. 這個純淨並不意指禁慾或隱居深山, 遠離世間. 

我總是追隨我的關係, 並基於它來生活, 信賴我的熱情, 擁有一個世俗, 甚至包含

低俗的一面. 

我單純地發現生命是一個奇觀與喜樂, 而這個世界上的所有限制、混亂、損失與

痛苦都不會改變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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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25  

Jim 評論:  

幾乎每個覺知地走在尋求真理之路的人都會有某種隱祕經驗, 對當事者可能很有

意義, 也可能沒什麼道理. 大多數這類的經驗無法被我們顯意識心智測度, 它們以

一種無形與不可理解的方式完成任務.  

做為第三密度的居民, 偉大的遺忘面紗覆蓋我們的眼界, 使我們不能真正地看見

與知曉, 我們必須甘願接受一個事實, 即我們才開始在最粗淺的基礎上理解這個

幻象, 但我們也可以確信我們生活中的事件沒有一個是錯誤的, 無論是平常或非

凡事件, 都會在適當時間落在適當的位置. 

 

Carla 評論:  

Don 有好幾次另類意識的經驗, 這些經驗永久地深印在他的心智中. 他在此說的

啟蒙儀式發生在 1968年, 當時我們正在一起冥想, 他突然發現自己來到一個新世

界, 在那兒, 所有顏色是鮮活的. 他說那裡的顏色使得我們地球的色調看起來如同

黑白相片. 那些顏色是三維度(立體)的. 他看見栩栩如生的泉水, 金色的日出光芒

充沛地流過天際. 當時, 他打開雙眼, 看見自己坐在椅子上; 然後閉上雙眼, 看見另

一個世界. 這個狀態維持大約半個小時. 

 

對我而言,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在某個夜晚, 他正在冥想時, 發現他的手臂從

手肘到手指快速地上下移動, 因為他的上臂在扶手上歇息. 一道藍光從他的下臂

開始放射, 他永遠地感激當時有個同伴看見他的手臂轉為藍色並且在發光. 稍後

的傳訊指出一些 UFO實體正在為他上緊發條(充電)!  

 

 

B5026   

Jim 評論:  

我們將第 44場集會從卷二移除, 因為它幾乎完全是一個維護(器皿)的集會. 無論

如何, 在問到如何最佳地重新賦予 Carla肉體載具活力, 並協助與 Ra 通訊的過程, 

我們的確發現幾個根本的原則, 在往後的日子是有用的. 

 

在(Ra)首先的答案中, 我們發現強烈渴望有所服務是不夠的, 還需要有智慧的灌

注. Carla與我們整個小組在最初與Ra 通訊的幾個月由於過度渴望服務而受苦, 也

就是說, 在短期內排入太多的集會場次, 這樣對長期與 Ra 通訊是不利的, 同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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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Carla的肉體能量也造成過度耗損, 最後很可能導致她的壽命縮短或總體集會

場次的減少. 

 

我們發現的第二個原則是奉獻的力量. 

如果 Carla奉獻她自己給一場與 Ra 通訊的集會, 她會花費相當於一整天工作的能

量— 即使這場集會沒有發生. 

因此她的奉獻需要智慧的提醒, 這是至為重要的, 如果不是她自己的智慧 那麼就

必須由支持小組提醒她. 

是故, 對於任何人, 意志驅策著奉獻; 所有思維、言語與行動都從那一點出發. 當一

個人將意志指向哪裡, 他的渴望就得以顯化. 所以, 重要的是一個人要小心地使用

意志力. 

 

Carla 評論: 

我的身體總是脆弱的. 天生就有一些缺陷, 兩歲時罹患風濕熱, 13歲與 15歲時 腎

臟衰退; 從那個時候起 我就必須面對持續惡化風濕性關節炎與其他併發症狀. 

到了 1981年, 開始與 Ra通訊, 我已經在腕部與手指關節上動了幾次手術, 實際上, 

我持續經驗風濕病變蔓延到身體的每一個關節, 雙手是最嚴重的, 其次是 

脖子與背部.  

我曾經做過圖書管理員, 一個我喜愛的工作, 接著是 Don的研究員與書寫員, 但

1976年是我能夠使用打字機的最後一年, 到了 1981年, 我被列為社會福利殘障人

士, 我的肉體問題十分嚴重, 同時包括臟器與風濕問題, 我恆常地處於痛苦中. 我

忍受這狀況 沒有太多的談論, 並嘗試看起來不錯, 我的確感覺健康, 但身體是衰弱

的. 

我認為那時的出神狀態是困難的, 因為我無法移動我的身體, 它在整個集會中只

能躺在一個位置. 這意味著傷痛的關節傾向變得更痛, 特別是背部、頸部與腕部的

關節受到嚴重損害, 我醒來的時候處在一個疼痛的世界中. 當時 似乎沒有方法避

免這現象, 我很容易為我不完美的肉體載具感到沮喪. 

我感覺彷彿是我讓這個小組失望, 當 Ra說到他們必須限制集會的長度, 我總是盡

全力最大化我處在出神狀態的時間. 

 

Don與 Jim一次也沒有責備我, 並且以無盡的耐心一起工作我的限制.  

不管怎樣, 我哭泣著 流下許多挫折的眼淚, 因為我是多麼想要能夠繼續傳訊 Ra.  

幸運的[������], Jim與我是情人, 明顯地 我在最初幾場集會中給出的肉體能

量全都是在做愛過程中轉移得來的能量. 

一個被稱為”純潔”的人怎會有一個情人呢? 

純潔地, 當然, 我跟 Don在一起期間, 我嘗試禁慾兩年, 我發現它極度困難, 並且不

是一個令人滿意的生命選擇.  

在與 Don討論之後, 我們同意 如果我想要 我可以找一個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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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幾乎一半時間都在駕駛東方航空的飛機, 我完全可以謹慎低調地(進行).  

Don從未見過那位情人, 反之亦然. 當 Jim開始定期參與我們的冥想, 再次地, 我禁

慾了四年, 沒有找到一位我覺得好到可以當朋友與情人的對象.  

Jim是一個少女祈禱的回應, 大多數時間 他極度地喜歡獨處, 但他心情好的時候, 

又是一個令人驚歎的同伴與情人. 他不想要我每天恆常地陪伴他, 而 Don 只要那

樣的同伴關係. 這兩個男人如同兩塊拼圖, 成為我生命(拼圖)的一部分.  

在這段時間內, 這是一個天衣無縫與美妙無比的三人小組, 他們完全真實地想要

服務. 

 

我衡量Ra關於殉道的話語好些時候, 最終決定我應該放個假, 自 1971年以來我第

一次放假.  

Jim與我來到一個海灘, 我在那兒休息並感到大量的療癒. 我將這次旅行視為我擺

脫死亡勢力的第一步, 也是朝向擁抱持久生命的第一步. 

我但願 Don也可以給自己一個假期, 但他的裡內沒有這個想法. 

 

我以為 Ra關於如何對待超心靈致意的評論十分睿智. 

看待這些被”攻擊”的經驗不具關鍵重要性 即是邀請它們延長停留期間. 

無懼地面對這個經驗, 充分地考量它們, 與這些能量相處並愛它們, 將它們視為自

己的黑暗面, 這些致意只是一些經驗, 思索與工作它們 朝向接納完整的自我. 

耶穌曾建議我們不要抵抗邪惡, 我想他部分的意思是擁抱該致意好比它們 

來自我們自身, 鍾愛它的效應可以拔去它的利齒、中和它的毒液. 

 

唐納對於儀式魔法有長期的興趣, 這個興趣比我來到他的生命中的時間還要早. 

他著迷於一個想法, 那就是他可以跟那些提供致意的負面實體打交道, 藉此幫助

我. 他總是有個令人不安的想法, 有一次 他與 Jim討論, 他認為可以嘗試與持續對

我致意的那個實體簽訂一個契約, 將他自己給出去, 以取代我. 

 

 

B5027  

Jim 評論:  

第 45場集會也是一場維護(器皿)的集會, 包括一些其他次要的探究領域. 

這次的集會是最短的, 因為此時 Carla正在恢復她的生命能水平. 在這次集會結束

之前, Ra發現有需要提早結束該次集會. 幾個男人送水到我們的儲水槽, 他們在這

個時候出現, 遺漏我們貼在門上的便條, 上面寫著我們正在忙, 需要安靜以進行我

們的實驗. 因此, 他們大聲地敲每一個找得到的門, 包括 Ra 集會所在房間的門.  

不消說, 我們在這次經驗後把我們的私用車道封鎖, 如此我們在與 Ra 集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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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被訪客打擾了. 

 

Carla 評論: 

這必然是一個爆笑的場景, 我很遺憾錯過它. 我們很謹慎地準備工作場所, 小心且

體面地做好各種準備, 然後我進入睡眠 同時 Don與 Jim 行走太一圓圈. 然後, 提出

仔細精選的問題, 聆聽 Ra十分柔軟、音調幾無變化的話語—加總起來: 一場精巧

的行動, 接著他們兩人聽到背後傳來高分貝的噪音與催促的情緒, 我可以想見這

兩個男人表面上安靜, 心裡已經彈跳起來! 

 

閱讀(Ra)恆常報導我失陷的能量是一件難過的事, 即使到現在, 我還記得很清楚

當時挫折與憤怒的感覺. 我提供的自己[為了通訊]雖然是貧瘠的, 但我的內在感

到一股氣力與自我的力量, 跟我肉體的狀態相當不同.  

我過去常懷疑為什麼我選擇這樣一個受限的肉體? 為什麼我不給自己一個完全

健康的身體好讓我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光之工作者? 

然而我知道, 至少在智力與顯意識的層面, 一切都是完美的, 這是最佳的心智與身

體與能量的平衡配置, 那就是我需要成為的精確狀態. 

若我不是一個神秘家, 能夠取用我內在純然信心的那部份, 我早已受到誘惑而放

棄. 

 

自從 Don過世與 Ra通訊的終結, 我對於這個議題已獲致許多平安, 清晰地看見我

的種種限制為的是精煉我, 磨練我的目標感, 使那些告知我的覺知的靈性喜悅變

得更實在. 我看見它們仍在運作, 我現在可以擁抱那給予我許多意識果實的 

脆弱, 它如此完全地將我鑿空. 需要一個空無的器皿方能提供(空間), 讓最純淨的

內容穿過它; 這些限制與失落已將我精練與鑿空, 給予我靈性的透明度, 移動進入

單純的喜悅. 我是多麼歡喜見到每一個新的日子, 我無法表達它; 這是苦難所給予

的禮物. 

經常的, 當我們注視靈性禮物, 這點是真實的: 獲得它們的過程[���]與悲劇、痛

苦相關. 然而, 當我們經驗那些憂傷的深淵, 我們也發現自己更能夠在日常事物中

移動進入喜悅, 每一件事物都是如此恰當、如此珍貴. 

 

 

B5028  

Jim 評論:  

當時, 我們的兩隻貓即將接受獸醫的麻醉手術, 我們詢問如何降低在貓兒動手術

過程中降低負面勢力侵入的可能性, 在詢問如何協助我們的兩隻貓的過程中, 我

們發現當我們成功地投資第二密度存有, 該生物將為牠自己引來靈性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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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複合體的存在使得該生物跟第三密度存有一樣, 在適當的情況下, 易受超心

靈的致意傷害.  

這裡提到的儀式句子是取自聖公會公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Carla 評論:  

當我還是年輕的 17歲少女時, 我想要一個充滿孩子的家庭生活. 但人生從未給我

這個. 取而代之的, 我被牽引到一個奉獻的生活, 獻給 Don與造物主. 雖然沒有小

孩, 我成為許多勇敢與尋求的靈魂的朋友�/�諮詢者, 這是我的喜悅. 還有貓兒, 

許多的貓!  

在我這一生, 我不記得哪個時候沒有貓兒的相伴! 牠們使我愉快, 牠們的陪伴總是

一個歡樂. 我將牠們視為小孩, 牠們吸收我大量的母性感情! 

 

甘道夫(Gandalf)是一隻格外熱情奉獻的貓. 他喜愛我們的膝部, 還會為 Don取回東

西, 捕捉 Don丟擲出去的薄荷糖包裝紙, 然後把它帶回來並放在 Don的鞋子裡頭. 

當他上了年紀 變得蒼老, 他卻比以往更加地專注奉獻; 甚至在他不能走路之後 如

果我忘了把他帶在身邊, 他會摩擦著地板, 一點一滴地爬到我這裡. 

不消說, 我們不會忘記他, 他仍然活在(我們)充滿愛的記憶當中. 

 

 

B5029   

Jim 評論: 

對於 Carla, 任何性能量轉移都明顯可能發生能量的靈性轉移. 

在她這邊, 這件事無需任何特別的努力; 看起來, 這主要是由於她的本質是在所有

行動中, 首先考量她如何可以服務另一個人. 

 

無論如何, 任何人都可能達到這種靈性的能量轉移, 在共享的性交過程中 有意識

地在心裡為了這個目標[�·ü�]而奉獻. 

隨著有意識的奉獻, 男性將轉移他充裕的肉體能量給女性, 恢復她的精神; 而女性

將轉移她充裕的心理/情感與靈性能量給男性, 並激勵他. 

 

每個生物性別轉移的能量種類依每個人獨特的性質而定. 

生物上的男性傾向表達男性原則之主動伸展(觸碰)的品質; 生物上的女性傾向表

達女性原則之等待碰觸的品質. 轉移發生的那個點即是高潮; 雖然良好配對的伴

侶並不必須經驗高潮來達成(能量)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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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自從這些集會被錄音以來, 我就持續研讀紅色-光芒活動的性慾部份, 希望能找到

方法去與其他人[他們想要進入性的神聖經驗]分享我在性愛時找到的美麗與喜

悅. 我越來越確信我們全都有能力進入這個振動水平, 讓性交變得越來越深刻地

成為紅色光芒的聖事(Holy Eucharist). 我想這股高潮的能量是純粹的愛, 當我們經驗

到這股狂喜, 我們單純地知曉歇息中的造物主振動. 

我猜想整個宇宙安住在一個高潮的狀態, 一個無時性的狂喜. 

 

我們文化的訓練有許多部分致力於鈍化激情的力量, 消弭自發性的行動, 好保持

社會的狹窄限制.  

接著, 商業廣告持續地以各式各樣的性慾圖像轟炸觀眾, 銳化人群更多更多的渴

望: 更多(性)伴侶, 更多非正統經驗, 更多顫抖悸動, 更多新奇的東西. 

對比之下, 自我的紅色光芒部份具有自然的機能, 如同所有其他自然機能一般, 它

是一件隱私的行為, 你的眼睛朝向恩典, 在作為的過程中保持純粹的形式. 

一旦男人找到智慧將他的渴望安定在一個女人, 女神[ ¡¢£¤w¥¦], 身上; 

同時, 女人也敞開心胸迎向一個男人[ ¡¢£§w¥¦], 如此奠定一個舞台, 展開

越來越深邃的練習, 光榮地、自然地分享能量. 

 

這種能量對我而言一直是個祝福, 當然, 因為在數年前, 在我明顯地流失能量之

際— 但我現在仍然活蹦亂跳! 我大大地感謝一個男人, James McCarty, 非常感謝

他真正良好的自然機能, 一個十分有愛心 對於內在女神敏感的男人. 

 

 

B5030   

Jim 評論: 

我是我們三個當中對於自身經驗最感興趣的一員. 曾經是陰謀論的愛好者, 由於

我過度活躍與戲劇化的好奇心, 這是可以理解的結果. 

關於 Carla的問題總是維護的性質, 嘗試發現最佳的方式好維持她的肉體載具平

順地運轉, [xßsu¨]或者至少可以運轉; Don很少詢問關於他自己的問題. 

Ra以下的評註擴展了性交行為的聖禮機能, 它可以在一個人尋求真理的旅程中 

實踐什麼.  

藉由適當的心智與身體的平衡[每個實體有他獨特的平衡點], 性高潮可以做為一

種觸發機制, 用以啟動靈性複合體為一種穿梭載具, 允許該實體能夠接觸 Ra所稱

的智能無限. 

 

這裡的”相關資訊”指的是 Ra 說的大腦的前額葉部分, 事實上, 沒有人確切知道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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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大腦是做什麼用的. 

在(我們)大腦後面八分之五的部分是爬蟲類與哺乳類的腦, 它負責所有使我們成

為人類的各種品質. 

一些先鋒思想家研讀這部分的大腦, 他們假定一種可能性, 也就是前額葉在大多

數人體內是休眠的, 藉由移除較低能量中心的各式各樣的阻塞, 它可以被啟動; 這

些阻塞來自童年的經驗, 進一步說與投胎前的人生功課選擇有一致的關係. 

當這些阻塞被移除時, 也就相當於(一個人)學到這些功課— 然後 前額頁會在某個

程度上被啟動, 可以經驗到時間不等的意識之量子跳躍, 通常為時甚短, 除了特定

的人: 純正的瑜珈士, 聖者, 與神秘家. 

這是一個理論, 無論如何, 容我們說, Jim仍然在”向前方看” *. 

(*Õ6:©7ä look forwardÀ©ýªä%«) 

 

Carla 評論: 

Jim早期迷戀關於政治、經濟與形而上性質的[可能]陰謀論, 這點跟許多 UFO迷

是相同的. 不過為了某種理由, 喜歡繞著 UFO的神秘轉的心智, 同時也容易被聳

動與精心製作的理論[¬�®¯°²´µ¶¸¹º»]影響. 

當我起初於 1974年開始傳訊時, 這類的問題十分常見. 我花了幾年累積傳訊經驗, 

並且觀察團體能量的變化與我的感覺, 我最後滿意地確定一個結論, 就是詢問這

類恐懼為基礎的特定資料 對於通訊的調頻是實質有害的, 接著損害接收到的資

訊之正確品質. 

近年來, 我允許, 甚至歡迎發問者提出涉及特定議題的問題—但我也預先告知他

們答案將不會是特定(特殊)的. 我高度珍惜我們持續維持的良好通訊, 並且謹慎地

守衛它的調頻. 

 

Jim 與前額葉研究相關的整個經驗是一件改變生命的事情, 它似乎為他開啟一個

農家人的生活方式; 當然是很不尋常的方式, 很樸素, 很像退休生活; 但對於 Jim卻

是完美的方式. 雖然我不是很了解這個研究, 我可以看到它對 Jim很有幫助. 

無論如何, 創造並散播這個研究的這個男人, 當他的學生們開始通靈時, 他逐漸奉

獻給特定的問題. 所以我想 Jim以辛苦的方式學習到 任何管道都可能被過於特定

(特殊)的問題所污染, 聚焦在世俗的事物 而非永恆的價值. 

 

 

B5031  

Jim 評論: 

1973 年春天, 在肯塔基州中部樹林中, 我正在砍樹 準備建造小木屋的階段, 我相

當不確定我要如何一個在這麼偏僻的環境中生存. 雖然大部分時間是平靜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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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整個計畫的緊張狀態是明顯的. 有一晚, 在我的帳棚中, 我被一個朋友的狗

吵醒, 當時牠正吃著塑膠碗中的狗食. 我心裡聽到口述的訊息 [}¨¼½%Á�], 我

馬上靠著手電筒寫下這訊息. 看起來, 我們每個人都有至少三位指導靈在協助我

們, 通常 這協助以象徵的方式給予, 好給予我們線索去刺激我們自身的思考與尋

求能力; 而非清楚地、以無可置疑的方式將答案攤開來. 

 

Carla 評論: 

透過我們長期的合夥關係, 我已經驗到 Jim的緊張性質, 並且發現他的迅速與機警

是超乎常人的. 這個人格特性似乎是一個混雜的祝福, 無論如何, 如果他所操作的

物體膽敢拒絕正常運作, 緊張程度將逐段升高. 我推想所有美德總是有它們的陰

影!  

我已經發現 Jim 對人的信賴水平是不計一切地接納一個人並給予完全的支持, 但

也不會使他比較不火爆. 那賽馬般的性格只是許多美好的特質的陰影, 使他極度

地有效率, 並且隨機應變, 以良好地判斷週遭的人物與狀況. 

 

 

B5032  

Jim 評論: 

我們已經刪除第五十三場集會中那位被(ET)接觸的人名, 因為我們仍然不想要造

成 Ra群體的極性降低. 無論如何, 我們想要分享該問答的其他部分, 因為在我們

看來, 這是一個良好的實例, 說明正面極性的外星人面對面接觸我們地球人的一

般原則. 

1981年春天, Don一個人旅行到懷俄明州的拉勒米參加里歐(Leo Sprinkle)的UFO接

觸者會議, 同時在場講說一的法則. 他在那場會議期間生病的原因以及支援小組

的協助(Ê¾¿)都是我們從那次經驗中收集的有趣要點. 

再次地, 我們看見在 Ra的回答中, 不冒犯自由意志是 Ra至高無上的渴望. 

Ra可以回答是因為 Don早已在他自己的思考中獲致相同的一般結論. 

 

在本片斷中的最後一個問題對球形閃電現象給予一個有趣的觀點. 當 Carla 還是

小孩的時候, 一個看起來是閃電的球穿過窗戶, 在她的嬰兒床附近滾動, 接著穿過

同一個窗戶離開. 當 Don 還是個年輕的孩子時, 他也有類似的經驗. 

 

Carla 評論:  

看起來, 一旦任何尋求者奉獻自己 踏上朝向造物主的路途, 她覺醒後的凝視將開

啟奇異的巧合, 奇異事件發生的次數快速地攀升. 

普哈里契(Puharich)首先注意到銀色碎片, 當他與尤里.蓋勒共同工作時, 它們忽然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87 

出現, 散佈在旅館房間的地毯上. 

 

Don與我曾在 1974年與普哈里契接觸, 偶爾與他共同合作, 我開始在臉上與上半

身出現這些銀色亮點. 我們收集各種我們找得到的小亮片, 並且加以比對. 我臉上

的小亮光不屬於任何人造的形狀. 當與 Ra 群體的通訊開始之後, 銀色亮點出現的

次數更加頻繁. 這個微小的現象一直到唐納在1984年死去後終結. 無論如何, 我們

的確持續受到 Ra其他形式的祝福, 也是他們打招呼的方式: 老鷹(hawk). 

我們真的在第二年擁有一家子的老鷹棲息在我們的樹上! 經常, 當 Jim與我正在

討論某件事, 我們達成一個決議之際, 就會看見老鷹. 看見這愛的標誌總是令人感

覺很棒.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一套的小小訊號述說著 “你正在順風方向”, � “也許不要吧”;

雖然這聽起來沒什麼道理, 我們鼓勵你們注意這些開始重複的巧合, 它們是良性

與充滿愛的靈性能量向你溝通的明確形式, 這是我們可以肯定的. 

 

我們與里歐的合作關係是長期的, 這位英勇的研究員, 當他以催眠師的身分被邀

請參加一個針對(被)UFO接觸者的研究時, 他開始對於 UFO 現象產生興趣. 他曾

與許多這類的 UFO接觸者共同工作, 長達許多年, 最終 他創立一個研究機構, 每

年舉辦 落磯山脈 UFO 接觸者大會; 對於那些目擊到罕見現象的人們, 這是一個好

的支持團體. 在 1975年, 我們參加在阿肯色州, 史密斯堡舉行的UFO大會, 度過一

個歡鬧的週末; 我們共同策劃工作一部電影*. 

[*原註: 這部電影原本叫做”原力(Force)之外”, 成果變得如此糟糕, 於是 Don把

它更名為”胡鬧(Farce)之外” !]  

 

里歐當時正在催眠一個 UFO目擊者, Don與我是劇本的顧問, 里歐取得影片中需

要的超能力者與(UFO)目擊者.  

當里歐正在催眠時, 事情重複地出錯, 包括裝備出狀況等等問題. 到了午夜, 我們

坐下來吃東西, 我問他還撐得住吧? 他完全不動聲色, 他的頭整個倒在前面的桌上, 

彷彿被斧頭擊倒一般. 在漫漫長日過後, 那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片刻. 

 

自從 Don與我開始談論這些來向我們問候的光球經驗, 似乎我們開始聽到許多其

他人也有這類的經驗. 

這個美妙的事情值得思量, 這些光球是我們以後在更高密度使用的身體?  

它們極為美好與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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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33 

Jim 評論: 

當一個尋求者開始知曉無形的負面實體可能呈現的超心靈致意, 一般而言, 傾向

強化該尋求者自由選擇的某些困難; 尋求者通常容易完全地怪罪負面實體導致困

難出現在生命型態之中, 而非繼續追蹤責任的線索, 那源頭位於自我的自由意志

選擇之中; 我在這個問題(B5033)中顯示了這個特色. 

 

我從很早的時候就清楚地知道我易怒的脾氣, 並且經常運用它. 

從Ra對我關於脾氣的問題之回應, 有趣的是, 我們看見這類憤怒的一個可能來源; 

以及平衡這類憤怒可以提供的潛能. 

在同樣的一般領域中, 一個未來的詢問引發這個憤怒品質的另一個面向. 

 

Carla 評論: 

當一個人感覺她有過失, 她很容易地將焦點放在消除這個過失上頭.  

然而 Ra鼓勵我們不要抹除過失 而是去平衡它, 我想這是一個關鍵的概念. 

我們全體都居住在這血肉之軀的罩紗之中, 擁有偏見與某種程度上扭曲的意見. 

當然, 如果一個人的過失涉及冒犯他人的自由意志, 那麼該過失需要被處理, 即消

除這樣的行為; 一個人無法找到方法去平衡偷竊或謀殺. 

 

但 Jim的憤怒、我永遠的健忘與迷糊、所有人們的小怪癖等都可以被視為需要平

衡的能量, 而非要去除的東西. 一個人嘗試舉止全然沒有錯誤, 然而錯誤還是發生. 

這不應該是自我評判自我的藉口, 毋寧是自我給自己愛與支持的一個機會, 同時

溫柔地將行為帶入平衡中. 除非我們將這個原則堅實地帶到我們形而上的皮帶底

下, 我們將成為自我批判的人, 卑劣地抱怨 吝於讚美, 不只對自我如此, 對他人也

是如此. 

 

 

B5034  

Jim 評論: 

第六十場集會中的前兩個問題涉及 Carla傾向於殉道的一般情況; 也就是說, 在與

Ra 通訊的個案中, Carla在這個通訊的服務渴望有足夠的強度 以致於她會完全地

敞開自己直到沒有剩下任何生命能, (造成)她自己無法輕易地轉折回到清醒的狀

態. 

Ra在這方面的建議是如果她願意保留一些生命能, 該通訊有可能持續一段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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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Ra辨認出她基本的人生功課是儘可能產生許多憐憫, 這並且是毫無保留對該通

訊開放的根源, 但 Ra 也建議多加一點點智慧在保留一小部分生命能可以增進她

的服務. 

 

事實上, 我們整個小組當時正運用更多的謹慎調整集會的頻率. 我們先前因為太

頻繁的集會而開始走向殉道者的途徑—器皿給出自我, 直到沒有任何東西剩下為

止. 當我們持續在她情況不是很好的時機繼續舉行集會, Ra也提醒我們: 過度強調

謹慎(排程), 將集會行程拉開好讓 Carla休息; 與我們最初開始(密集)集會的殉道

行為相比, 這麼做對於維持通訊同樣有傷害. 

 

在舉行集會、散佈資料給他人、每日生活的過程中, 一般而言, 我們發現有一種基

本的服務他人之奉獻是有益的; 但當奉獻聚焦於一股強烈的渴望, 要求任何服務

他人的努力有一個具體的結果, 那麼這個人以預設的想法扭曲了服務. 

“不照我的意思, 但憑禰的意旨”, 這個態度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務. 

 

再一次, 我們看見一個肉體的限制能夠在一個人的人生中扮演有益的角色. 在這

個案例中, Carla的關節炎被視為她投胎前決定聚焦她的注意力的一種手段, 焦點

不放在世間的尋常活動, 而是放在其內在生命上, 她肉體的限制提供她冥想與沉

思的生命. 同樣的限制也被用來執行其他投胎前選擇的功課, 如 Ra在最後兩個回

覆中提到的(事項). 

這種投胎前選擇的限制使許多醫者困惑, 因他們認為沒有任何疾病是必須的. 

無論如何, 看起來有些人選擇的課程要用到一輩子, 不只是一部分而已. 

是故這些扭曲是必須的, 以呈現這些課程的機會, 它們並不必然會屈服於治療的

努力. 

 

Carla 評論: 

看起來我彷彿一生都被疾病與限制所統治, 事實上 並非如此.  

在某段時間, 當唐納死去時, 我尚未完全決定要活得比他久, 我的狀態惡化到我必

須全時間平躺著, 但甚至再那個時候 我能夠製作通信錄音帶與傳訊, 直到黑暗時

間的真正結尾, 在 1992年一月左右, 我進入醫院, 我可以誠實地說, 即使在那極度

的困境, 我仍想要留下來. 

 

今日, 我單純地不去多想我的痛苦與酸痛, 我不認為其他人會注意到我有什麼與

正常人不同之處. 我看起來沒有生病, 舉止也不像個病人, 所以人們只會假設我是

健康的. 

為了改善我的狀態, 在做過一切我能做的事之後, 任何方法都無法促成任何進展; 

我的結論是我所經驗的疼痛的徵兆不是信號, 只是噪音. 這是我在關鍵命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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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92, 進行復健時 學到的基本痛苦管理理論. 

一個沒有訊息的東西是無用的, 不管它多麼使人煩擾. 

當時我乘坐在一種電子嬰兒車上, 航空公司員工用來運輸老人與虛弱患者的工具, 

當車子通過廣大的長廊, 經過來往的行人時, 我注意到那恆常的嗶-啵、嗶啵、嗶

啵聲, 並發出簡短評論; 司機說她根本不再注意這聲音, 她已經很習慣了. 的確, 我

在這點做得不完美: 我至少每天跟我的伴侶抱怨, 他已經將聽取疲憊患者的每日

報告卻認為一種服務! 訴苦一下真的有幫助, 只要訴苦者不要太認真看待這件事. 

 

我知道這並不容易, 我再那段時期花了好幾個月想著我可能無法在這場考驗中過

關! 面對痛苦是困難的, 特別是那古老、如刀片般鋒利的痛苦使我殘廢, 雙臂下垂, 

以及背部與頸部分離, 同時工作(自己) 穿越這結晶化過程. 那拯救我的東西是愛. 

 

我對於烹調有股真正的熱情, 我熱愛與味道玩耍, 混合藥草與香料與所有現存的

食物. 這段玩耍時間的成果是產生人們愛吃的菜餚, (�À��) 這個事實如同蛋糕

上的糖霜! 

我在 12年前就已經被禁止下廚, 在通過完整的測試, 確定我不會傷害自己的狀態, 

我獲得同意再次下廚烹飪. 

我愛待在廚房裡, 以致於我可以待在爐子邊煮菜很久, 如果我只是坐著或站著 什

麼也不做, 我一定早就不玩了. 

 

然後是我對耶穌的愛—我向祂承諾我(的情況)會變得更好, 並且將讚美、感恩、光

榮獻給祂神聖之名; 我經常這麼做! 

在這兩者之間, 一個奇蹟為我發生了, 為了愛的緣故 由愛給予愛. 

此外 我祈禱能夠分享我做為一個流浪者的故事, 一個想要服務的人生, 與那些此

時正朝自己的靈性身分覺醒的人們分享. 

 

是的, 我仍然受限於我的肉體障礙, 我實在地花了好幾年精練出一個我可以生活

的行程, 滿足大多數我在此生想要的東西, 又不會過度使用我脆弱的身體. 

在這點, Jim與我一起運作得很好, 我大概在去年幸運地逃離困難, 這是第一次! 

現在我做事的步調只以我知道安全的速率進行. 

 

不消說, 當這個通訊進行之際, 我沒有這種小心的概念. 我愛慕 Don, 他要這個通

訊超過任何我曾看過他追求的事物; 在這段時間 他真的是一個快樂的男人. 

這些(日子)是我的黃金時刻: 從 1968年以來,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只有一個目標, 那

就是為 Don打造一個真正的家, 物質與形而上的家. 我知道他與我在一起是舒適

的, 所以我感覺我總是有所幫助. 但他所在的這個狀態是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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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曾住著我流星劃過(star-crossed)的愛, 那時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時候看到他

平靜與完全地滿足於他的人生. 我等不及再進行下一次的集會, 只因如此我能夠

在醒來時 看見他欣喜地露齒微笑. 

 

從 Don所問的問題, 我們可以相當容易看見他感覺療癒的最佳機會在於心智的工

作, 沿著他母親的信仰[基督教科學會]. 當他的家人感冒或生病, 他已經習慣於看

到家人連絡信心治療者前來, 該醫者會花時間在祈禱與冥想上頭, 在任何外表看

起來不完美的地方肯定其完美. 

這個思考方式是極為珍貴的, 我真的想要讚許這個令人驚歎的肯定完美之練習. 

因為在所有表面的不完美之背後, 存在全然的[無法述說或衡量的]完美, 這是高

於一切的真理. 我覺察並感覺到這點, 但完全無法帶回隻字片語. 無論如何, 我相

信這些經驗是真實的. 

 

至於我在投胎前選擇種種限制的想法, 以及不期待回報的愛心功課,在 1975年萊

禮(Larry Allison)為我做的前世回溯當中 就已經涵蓋這兩個主題了; 我確實感覺事

情就是這樣. 它在內心深處響起真實的共振聲, 我將它與個人真理相聯結. 

 

從過去到現在, 我都覺得活著是幸運的, 如果我必須支付一些費用, 那沒問題. 

我樂於出席這場派對! 當我真的要在這個世界中死去時, 我希望我將感到滿意, 因

我已做完所以我能做的事—然而我尚未感覺如此.  

我知道在前方還有一件事, 即是寫一些真理的見證, 那是(ÂÃÄ)以昂貴的代價與

我分享的真理. 

當我寫完所有我所知的, 關於在這一切當中活出奉獻的人生, 那麼我將相當地滿

足, 我已完成我這部分的服務. 

但我們絕對無法真的知道什麼是服務的總合, 不是嗎?  

我不假設我知道所有(人生)石版上等著我經驗的東西, 我為此感到滿意, 讓它給我

驚奇. 

 

 

B5035  

Jim 評論: 

當 Carla 十三歲時, 她的腎臟(·�)衰退, 接著關節炎開始發作. 

在她的童年期, 她有十分強烈的渴望去服務他人, 但做為一個小孩 經過許多困難

經驗之後, 她在哪兒都無法適應良好, 她很確切地感覺她絕對沒辦法真正有所服

務, 在她十三歲那年, 她祈禱她可以死去, 六個月之後, 她的腎臟失靈, 提供她一個

離開肉身的途徑, 她的瀕死經驗是: 她被告知如果她選擇離開, 她可以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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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工作沒有完成. 她立刻選擇返回此生, 她感覺的確可以提供服務, 接著幼年

型類風濕性關節炎立即開始發作. 

 

你可以在這裡看見負面實體努力強化她憑自由意志做出的死亡選擇; 但憑藉相同

的自由意志, 一旦她做出那個選擇, 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阻礙她返回服務. 

 

Carla 評論: 

限制的概念是有益的, 特別是肉體疾病的形式, (我)起初思考這點是覺得困擾的. 

我問我自己: 老天啊,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個特殊的狀況? 因為它是如此地熟練於

限制我, 盡它所能地限制我. 縱使類風濕性關節炎改變了我體內的每一個關節, 它

集中在我的雙手、手腕、肩膀與背部. 我就是無法長時間做任何身體動作, 包括目

前在該電腦鍵盤上打字這件事. 我不能提重物, 或大規模地清理屋子. 一般而言, 

我必須小心觀察我在任何事上工作的時間, 因為我無法好好地做完一天的工作, 

同時期待第二天可以感覺良好. 我就是必須將大量的休息寫入行程表中. 任何時

段, 只要我踏出這些無形的界線, 我收穫的報酬就是大量的安靜時間好恢復體力. 

 

於是 經過這些年, 我已經變得十分能夠活在一個偏僻的世界, 退隱的程度相當於

一個隱士的生活. 即使在疾病最惡劣的時候, 90年代早期, 我仍然被賦予工作, 從

事傳訊, 並且與許多不同的學生、諮商顧客與朋友通信. 我每發出一個音節都會疼

痛, 因此我的聲音是微弱的, 但我的思想仍然乘著翅膀飛翔, 在繼續服務的過程中, 

我有著極大的滿足. 

 

我總是很難將事情輕鬆看待, 我總是如此地全神貫注於任何我正在做的事情上頭, 

我的存有中沒有”冷淡”這種可能, 想都不用想! 

所以 Ra告訴我必須在休會期間為自己保存能量, 我並未好好坐住這個建議. 

然而, 基於我肉體消耗的方式, 我領悟到我必須學習如何執行這個建議. 我開始大

大地欣賞這個功課, 所以請將這個忠告傳給每一個在這些話語中看見自己的人. 

保存肉體軀殼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它是一種愛心的舉動, 它教導 同時也幫助你. 

 

 

B5036  

 

Jim 評論: 

以下的資料回到短暫資訊的範疇— 特別是陰謀理論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詢問關

於預言、地球變遷、可能性未來的副產品, 以及這些事件對尋求真理的效應. 你可

以注意到這一次我們並未在此徘徊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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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這本書是由許多小片斷所組成, 我們從一的法則前四卷中抽取出來的資料; 在這

個前提下, 我們直接與用心地注視 UFO研究者與人群的傾向, 一般而言, 他們在

每一個草叢與八卦題材背後看見陰謀與變節. 

 

當我在 60年代晚期首次讀到這方面的資料, 有些預言家宣稱在不久的未來, 戰

爭、大災難、廢墟將在地表上盛行; 從那時起, 除了日期改變以外 內容從未改變, 

總是預見在幾年後會有大麻煩, 於是感召大家放下手邊所有事情,除了準備這個

考驗的時刻. 我知道一些判斷力健全的人在家中地下室排列冷凍的乾燥食物, 以

預防災難時刻, 讓我們稱呼它為炸彈避難所症候群. 

 

我想要強調的重點是這些想法確實會傷害天真的未來. 它們將當下的能量從每日

的即時事件中帶走, 慢性的恐懼²以恐懼為基礎的計畫消耗著當下的能量. 無庸

置疑地, 真的會發生災難, 但當它來臨時, 我們希望能單純地以優雅面對它. 在那

一日, 那些已學到用愛心生活的人們最能帶來幫助, 不是那些在家設置防禦工

事、陷入恐懼心態的人們. 

 

 

B5037  

 

Jim 評論: 

無須採用偉大的把戲或繁複的儀式來協助卡拉(Carla)維持她的肉體健康以及她

做為這個通訊的器皿的能力. 良好的食物、合理的運動、健康與快樂的態度, 而這

些技巧, 大多數人都做得到. 

 

Carla 評論: 

我的能量水平被如此詳細檢查, 這並不是很好玩的事. 我總是擁有大量的心智、情

感與靈性能量, 但肉體能量低落. 事實上, 我會說我的生命曾經主要仰賴精神(nerve)

而活. 對我而言, 人生看起來總是一場令人驚歎的慶祝, 一場太陽、月亮、地球與

天空的派對, 鳥兒歌唱著, 綠油油的樹葉, 以及各式各樣的人做著形形色色驚奇的

事情. 生命中的喜悅是一份純粹的禮物, 它造就我的生命成為一個愛之夢境. 我並

不意外 Ra說到我的低水平(肉體)能量! 

我懷疑在那個時候 有任何運動員比我還勤費努力於保持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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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38  

 

Jim 評論: 

在第一個問題, Don 詢問 Ra我們如何能夠解決這表面上的矛盾 以服務同一造物

者的不同部分; 有的部分歡喜於我們的服務; 有的部分什麼也不想要, 除了移除這

個器皿與來自第三密度的接觸, 那就是我們第五密度的負面朋友.  

你可以在方括號中看見我們移除一個句子, 因為我們不想要讀者過度關注我們的

人格體. 我們現在把它加進來, 因為對於那些感覺自己來自他鄉的人們或許有幫

助, 讓他們知道有一種服務他人的動量 增強支持該實體去學習與好好服務的渴

望.  

 

那些已經讀過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之讀者將認可這個片斷的最後詢問. 

這本書由 Don與 Carla在 1968 年撰寫, 那時他們首次在一起 接著組成 L/L 研究中

心. 該書是他們的第一個計畫, 不尋常的地方在於他們似乎是先看到一個故事, 然

後把它紀錄下來; 另一個不尋常之處在於該書似乎預料到許多 Don與 Carla (Å^)

的經驗, 也包括稍後我共同分享他們的工作這件事. 

 

Carla 評論: 

我們將我們所有的愛傾注在這個首部作品當中, 包含我們對彼此的愛, 對理想的

愛, 以及關注一個更純粹、更高的方式, 一個不被任何地球上沉重之暗示所玷汙的

愛之道. 

我們對彼此著迷沉醉, 那是一段美妙的時光. 提醒你, Don絕不多言, 但這段時光

容納我們短命的親密肉體關係, 以及我們那近乎戰慄的[ÆÇÈÄÉÊËÍÎÏw]喜

悅時光, 都是我所珍惜的. 

這個故事似乎自己就會說話, 我們如此清晰地看見這些人物, 他們可能就在我們

的肩膀上把故事講給我們聽. 

 

這本書唯一錯誤的部分是結局, 那個與我相當類似的人物在完美的某一天被一些

壞傢伙殺害 [ÐuÑÕÖ×wÙÚ]. 

在現實生活中, 我脆弱的身體比 Don的身體強壯, 我想是因為我具有信心與生命

躍動的天賦. Don在這個地球上從未有一點點在家鄉的感覺. 

他活的這一生十分孤立與充滿防護, 除了我與幾位親近的朋友與親戚以外. 

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他的天賦已經被良好地分配在其工作當中, 包含我們一起分

享的 Ra資料. 

他的問題每每令知覺驚奇, 並且總是朝新的方向下注(冒險). 

就 Don已經進入更廣大生命世界這點而言, 這個羅曼史的結局很壞, 我被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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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他所照顧與欣賞的人, 現在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但這個工作完全沒有結束, 也不會結束 直到這個世界不再需要我們的任何資料

為止. 

 

 

B5039  

 

Jim 評論: 

在尋求 Ra對 Carla的狀況與集會排程的建言的過程中, 我們再次發現 Ra恆常地

守衛我們的自由意志, 藉由提供寬鬆的指導方針, 提供我們方向但需要我們持續

地運用我們的能力與職責, 讓我們自己做決定. 

因此(Ra)通訊是我們自由意志的機能, 因為事實上, (Ra)給予的資訊只為回應(我

們的)問題, 資訊的種類取決於我們尋求之特質所形成的如此這般的問題, 以及實

際的集會排程或調整時間的決策. 所以每一位真理尋求者都需要決定要尋求什

麼、如何尋求、何時尋求. 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直接與 Ra交談, 但每個人都以這

種或那種形式與太一造物者交談. 

如果尋求夠強烈, 造物者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教導你一切想要知道的東西. 

重點是該尋求決定發現的成果. 

 

最後兩段問答指出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 我們在第六十八場集會發現的一個可能

性; 也就是錯置該器皿的心/身/靈複合體, 在特定未受保護的狀態下, 監視我們 Ra

集會的第五負面密度實體能夠做到這點. 

 

這個可能性已經夠不尋常了, 但在這非常事件之外還有一個情況是 Don與 Carla

早在 13 年前就[ÛÜÝÞß.àáäâäåæç, ÞßøÛ]寫過相同的情節. 

這本書的結局不像其餘大部分的內容 可以被看見, 它必須以平常的方式撰寫. 

現在這一切對我們顯出其道理, 因為似乎這本書的結局象徵性地描寫 Don於1984

年十一月的死亡. 

 

Carla 評論: 

你是否曾處於一種位置, 人們會詢問你過得如何? 

通常, 這種平民間的問候, “你好嗎”, 只是一種無意義的低喃, 表示尊重與覺察(對

方的)存在, 而不是真正要求(對方的)資訊. 

人們最不想要看的東西是如同洗衣店清單的災禍與病痛列表. 

所以我並不習慣與自我密切聯繫, 好讓我能夠清楚自己精準的狀態. 

當一個人全時段都處在痛苦中, 如同我已經好長一段時間如此, 這些刺激因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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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變得遲鈍並且被忽略; 只因為它並未告訴一個人任何有用的東西. 

當一個人已經做了一切能做的事, 他最好單純地繼續既定的生活. 這(建議)或許聽

起來很極端, 但我確實知道有許多慢性病患者安靜地面對生活, 他們通常處理得

很好. 

所以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恆常地檢查我的能量水平. 

我在當時的反應是: “泥一定在開玩笑吧!”* 

(*Õ6: ¨7} yaèü you, éäìíyï) 

 

我不記得我曾經有過肉體能量; 喔 是的, 我有大量公噸級的心智、情感、靈性能

量, 以及一顆充滿喜悅的心 (因為)活在這裡, 不管我的限制是什麼. 

但我單憑精神(nerve)而運轉(生存), 以我自己的感知而言. 所以這個關切, 雖然是純

正與必須的, 對我卻是一個挑戰. 我真的很想要進行這些集會, 這想法也使我的回

應有些偏斜. 

 

愛斯米蘭達.甘露的十字架書中情節在真實生活中上演, 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

迷人的例子, 說明公認的空間與時間邊界具有的流動性與滲透性. 

我們看見其中的故事 彷彿是一部電影在我們的頭腦裡頭放映. 我們當時寫下它

時 從不知道它竟然與我們的未來有關. 該書最擾亂人心的部分是悲劇情節以令

人恐怖的準確度自行上演. 生命一次又一次地使我們謙卑, 使我們屈膝臣服, 並且

以全然的精確度對自我揭露自我. 

 

一如往常 每當我想起 Don的死亡, 我總為他對愛敞開與他的高貴思想之完美感到

溫暖; 同時 我也為他離開我身邊感到寒顫. 

一個人只能做到一點點, 除非在感恩與讚美中將全部獻給造物主. 

 

 

B5040  

 

Jim 評論: 

在大部分時間, 我們自己的形而上或時間/空間部分對我們來說 並不明顯, 然而它

是我們較真實存有的處所或王國, 這點對於任何人都是真的. 

它是本質, 我們所知的顯意識自我[ÙÚHÑ�ÙäÞ��] 從那兒開始顯化. 

我們的空間/時間e物理性自我是真實自我的一個反射或陰影, (È�Ù)具有能看

穿幻象的雙眼, 它注意地觀看我們空間/時間之存有狀態 同時看見幻象背後的東

西. 當Ra 最初考慮我們小組為有潛力通訊的小組時, 它觀察的是這個形而上自我.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697 

Carla 評論: 

在我們聚在一塊兒之前, Don, Jim 與我對於靈性社區都有共同的興趣. 當我們在

1980年耶誕節確實成為一家人之際, 我們有意識地結合成一個光之小組. 我們想

要與彼此活出一個靈性導向的生活, 並且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服務. 

 

為了結合在一起, Jim與 Don雙方都犧牲了許多, 因為他們過去都是獨行俠, 喜歡

陪伴自己, 不大喜歡社群, 雖然當客人光臨時 他們都是優秀的接待主人. 

但我們欣然地做出這些犧牲, 能夠在一起 我們感覺很蒙福. 

三週以後, Ra通訊開始時, 我們很高興我們已經憑藉信心與聯合力量向前邁步. 

 

我們所共有的是那份清晰、純粹、不渾濁的愛與夥伴關係; 它的源由是我們之間

毫無恐懼, 也沒有未滿足的需求. 

那起初的幾個月與幾年是黃金歲月, 這樣的關係一直保持著. 

 

我在許久以前感覺到 Don的惡化狀況與死亡是由於他開始害怕我可能離開他 倒

向 Jim. 我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當時)也不知道他關心這點. 但我相信這股恐懼 [¤

ïðñòó¢, ÀôÎ÷øúË]導致他最後幾個月十分悲慘, 並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 

 

 

B5041 

 

Jim 評論: 

在第 75場集會中, 我們嘗試幫助 Carla 度過她即將面臨的手部之外科手術 [�ÕÞ

õÛ�Iûþ]. 當Ra 通訊開始時, (她)投胎前選擇的關節炎限制比以往變得更強烈, 

Carla的雙手原本就被限制要離開世俗的工作 然而她渴望透過雙手為他人做事, 

如此為發炎的關節帶來更多更多的痛苦與傷害—因此必須動手術進行短期的修

護. 外科修護的成功程度或有效期限仰賴於 Carla逐漸增長接受限制的能力, 這些

限制是她在投胎前就已放置在自我之中 好讓她的焦點得以向內移動, 並且準備

她自己迎接成為一個管道的可能性. 

她接受這些限制的能力使得下次外科手術延遲了四年. 

 

由於她從誕生之後就一直是一個基督徒神秘家, 她所屬的聖公會教會之特定禱辭, 

特別是聖餐禮儀, Ra覺得這些對她有幫助. 

 

我們有好一段時間都在使用小五芒星ä驅逐儀式以淨化為 Ra 通訊保留的工作場

所, (Ra)建議也可以用在她的病房與手術間. 無論如何, 最偉大的保護與治療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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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愛 [以 Ra 的看法], 不管明不明顯e有沒有說出口; 因為所有的儀式好比祈禱、

聖餐、或小五芒星ä驅逐儀式真正的目的是警醒正面極化的無形實體, 好讓他們

得以從其居所提供我們稱為愛的品質 [p�dàT�äÿä]. 

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提供同樣的愛, 做為我們真正關心他人的一個機能. 

當我們在第三密度幻象中學習愛的功課, 我們同時也學到治療與保護的基本功. 

 

Carla 評論: 

即使經過這些年之後, 在這份資料中仍有驚奇. 

直到這個時刻[寫於 1997年], Jim與我才了解到在醫院經驗期間, 我們並未遵循

Ra的一項建議. Jim, Don與我每天兩次振動發聲驅逐儀式; Jim與我都記得. 但我

們雙方都想不起來曾以任何形式朗誦彌撒(經文). 我們就是錯過了, 想像一下, 浪

費 Ra的忠告! 我知道我們並非故意不去做這件事, 經過 16年之後, 我們只能說 避

免在每個地方都當笨蛋... 真糟糕(oops)! 

 

關於我在冥想時握手這件事, 在一次特別狼狽的經驗之後, 我們開始有這個習慣; 

該經驗發生在我們的一次公開冥想集會當中. 

除了 Ra 集會之外, 我們有完全分開的集會, 所有人都能參加並檢驗我們.  

在這些公開集會中, 我並沒有進入出神狀態[dÀu�� Rag�ÎÐ�], 而是在一個

十分輕微的出神狀態下傳訊. 然而, 在後半段的問答時間, 某個人問了一個問題是

我在現世從未想過的, 於是我心裡想 “我希望我正在傳導 Ra”, 立即地, 我開始離

開我的身體, 根據 Ra的意見, 這麼做是絕對不可以的. 

當時我傳訊的來源是 Latwii, 它單純地使我繼續傳訊, 大部分是無意義的話語, 但

這樣足以使我留在身體中. 從那事件之後, 某個人, 通常是 Jim, 總是會在(公開)集

會期間握住我的手. 直到今天, 在我們的早晨冥想奉獻期間, 以及所有公開的冥想

集會 Jim 都會握住我的手. 寧可安全 不要後悔, 這句老生常談已概括說明這點. 

 

我懷著大量的正面情感 回想在那段時期 Don與 Jim展現給我的全然[i���]的

愛與關切. Don看到我身受痛苦覺得特別地難過, 但他並未退縮或抽身, 相反地 他

不斷地嘗試保護與協助我. 我可以說 Jim也做了同樣的事, 但我認為Don承受這些

事要比 Jim 難上好幾個光年. Jim是一個簡單、直率的人. 對他來說, 是什麼就是什

麼. 我記得有一次問他在這輩子, 他全部要說的話是否只有 “對、不、或許”. 他回

答 “對”, 經過一陣子考慮, 他說 “不”. 然後, 考慮更多之後, 他最後的結論是 “或

許” ! 

就 Don的立場, 我的痛苦即是他的痛苦, 因為在那超越空間與時間 難以言喻的知

覺之中, 我們真的是同一個存有.  

雖然這痛苦是嚴峻的, 但並未過度使我苦惱, 卻使 Don重重地跌倒. 他關切之程度

是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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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該次傳訊以來, 經過這些年, 我越來越欣賞 Ra的建議—要我充分地接納我的限

制. 在 1992年 我奇蹟似地恢復健康, 多年以來 我第一次可以離開輪椅, 並且直立

起來. 一年前, 我能夠把樓下的病床還給治療保險機構.[ÀG���	
ÏÑ���

vÏ��] 

 

當我第一次開始重建一個”直立”的生活, 我滿腦子想的是我可以完成什麼事. 

我嘗試重返學校, 讓我過去研讀的圖書館服務學識能跟得上時代. 

我嘗試找個工作. 我志願從事的教堂服務遠超過我實際服務的能力, 我為此付出

代價: 許多的傷口、破裂的腳踝、膝蓋扭傷, 還有兩次的手部外科手術. 最後, 大約

在一年前, 我設法削減我的工作直到一天的行程包括許多的休息時間. 我修修補

補這個行程表, 以找到一種方式能調和我與 Jim的努力, 找到如何滋養自己的方式, 

找到我生命中真正的優先順序. 

我希望我在這個時點已經努力了解這些固定的限制, 並且已經開始與我的命運合

作. 

 

我充分地尊重我投胎前的選擇, 去擔負這些不舒適的限制, 這些經驗已經挖空我, 

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管道. 當我看見小我(ego)一點一點地掉落, 我持續地為此歡

慶. 我在這些日子的祈禱是 “上主, 向我展現汝之道路”. 

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我, 一個真實的笨蛋, 但我雀躍地走在王者大道上. 

 

 

B5042  

 

Jim 評論: 

Ra好幾次提到不耐煩是尋求者最常面臨的催化劑之一, 也是必須處理的項目. 當

進化的途徑之一般輪廓已然可見, 通常由於太過誘惑 (尋求者)無法抵抗向前躍過

自己實際位置的動機, 想要快速抵達目標. 這種情況就發生在我身上, 當我已經在

自己的尋求路上發現一些東西, 我詢問關於接納自我的步驟. Ra的建議是小心地

建好房子的地基, 然後再掛上屋頂, 這似乎是個健全的建議. 它讓我想到一句老格

言: “從未有足夠時間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但總有足夠的時間再做一次.” 

 

另外, 注意到任何思維與行動, 當仔細檢驗後, 是如何引導一個人到他正在工作的

基本變貌或課程. 因此生命的任何一個部分都可以被視為一個人整個人生計畫的

一個全像式縮影, 在事物最小的表面背後, 一個人發現一層又一層的意義. 

如我們在卷四發現的, 這不是因為我們世界中的事件自然地充滿層層的意義—雖

然這也是真的— 而是因為我們潛意識地將我們生活中的事件染色, 那是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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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胎前就決定的方式 提供我們機會去學習我們想要學習的東西. 

這就是為什麼不同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同樣的催化劑— 通常相距甚遠. 

當我們以有意識的方式去工作這些 染色/變貌/反應, 我們開始接納擁有這些(變貌)

的自己, 因為我們開始看見它們背後的目的. 

這份接納為我們吸引來針對我們變貌的平衡態度, 於是我們的觀點擴展 同時我

們能夠接受與喜愛造物主的另一個部分, 那是我們先前無法接受與喜愛的. 

於是, 愛是任何變貌(扭曲)的潛在產物. 

 

Carla 評論: 

靈性尋求的航向經常是不明的, 尋求者總是充滿希望地尋找某個單一的明晰點, 

好讓他如同握住一把碼尺以衡量宇宙. 

 

當然, 對愛的紀念在這方面是足夠的, 但當我們被自己的反應逮住時 這份紀念來

得緩慢.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些逮住自己的鉤子, 在我們重新定位(調整)之前, 會有

一段這樣的時間. 我們但願我們可以更警覺! 但我們沒有總是在專注狀態, 不管我

們多麼希望趕上所有事情的進度. 我喜歡 Ra堅持我們持續在這齣戲中逮住我們

自己, 而不是在一個假定的捷徑中到處擺盪, 阻止我們看見為什麼我們被逮住. 當

我每次看見自己正要被逮住, 那真是一個突破. 這個片刻向我們揭露我們一直在

尋找的內在扭曲! 

一旦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機制, 我們可以更有效地處理它的釋放過程. 

 

我想在此的目標並不是毫無錯誤, 而是更清晰地看見我們的錯誤. 我們是人類: 我

們都會犯錯, 不可能不犯錯. 但我們可以, 慢慢地, 良好地學習我們自己 直到足以

在內在過程中犯錯, 而不是在外在的世界舞台中犯錯. 

或許, 有一天, 所有來自童年的”按鈕”與其他創傷 得以被釋放, 我們便是明亮無

暇的; 也或許不會有這麼一天. 我不認為這點比我們已經愛了多少更重要. 

 

 

B5043  

 

Jim 評論:  

第八十四場集會的最初部份大部分都是該器皿的螺絲與螺帽*的維護工作. 她每

天的主要運動是一小時快步走, 接著當她的雙腳開始損傷 我們嘗試以兩雙不同

的鞋子讓她交替穿著, 希望每雙鞋可協助(腳)受傷的一部份, 而不會使另一部份惡

化. 

(*Õ6: nuts and boltsp©7pã, �%pÖ'Þ^-äiï]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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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也問 Ra 關於普哈里契(Andrija Puharich)從他其中一個來源得到的資訊, 主題是

地球變遷. (Ra)並未直接地回應詢問, (��)侵犯普哈里契博士自由意志之風險; Ra

選擇將地球變遷的主題視為一個代表— 即一個人在尋求真理的過程中 得做出兩

者擇一的選擇. 

 

在上述回應與最後一個問答段落之間, 你可以看見有一部分的資訊關乎一個人與

UFO的遭遇過程, Ra要求我們守密. 你確實看見的這段問題即與相同的UFO接觸

相關, 並揭露許多第三密度人類與外星實體面對面遭遇的一般方式. 該第三密度

實體真正記得的 他的期待的產物以及他潛意識即興產生的一個可接受的故事, 

允許該實體繼續運作 而不會失去理智平衡. 這是正面接觸的特質, 在此 第三密度

實體正在覺醒 不只更清楚地尋求UFO遭遇的特質, 還包括生命樣式的特質. 然而, 

負面接觸則利用恐懼與末日的概念進一步分離與混淆地球人口. 

 

Carla 評論:  

我可憐的腳! 風濕症狀因它蹂躪一個人的末端而惡名昭彰; 或許我的雙手、雙腳、

與脖子是受風濕之苦最厲害的部份. 十三次手部開刀, 六次腳部手術, 使我免於完

全失靈的狀態, 但老舊的手腳趾不再是以往的樣子. 在這些集會中, 它們受苦的程

度遠超過平常時期, 因為我處於出神狀態, 我完全無法移動. Ra 群體並不知道如何

使我的身體十分良好地移動, 所以不管我有什麼酸痛與病痛 都快速地變得十分

難以忍受, 我很容易變得沮喪. 我記得有一次 帶著一些粗暴質問造物主, 當祂給我

這些禮物時, 祂到底在想什麼?! 多麼不方便!  

特別從這個通訊的角度而言, 我們都知道這是很特別的通訊, 我傾向感覺是我讓

這小組失望了, 因為這些酸痛的關節帶走許多集會的時光. 

 

一開始就覺得(自己)不配, 我對於自己的狀況感到怯懦, 因為這些扭曲減少了每次

工作(產出)的內容. 在最近的日子, 無論如何, 我已經停止去咒罵不管什麼來到我

面前的東西, 我只是歡喜能夠活在這裡. 

如果我還能傳訊, 很好. 但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個主要工作, 那就是做真實的自

己, 敞開心胸去愛造物主與祂的造物, 如此生活著. 

 

關於普哈里契對地球變遷的問題, Ra的回答如同警句一般, 值得深思. 

 

關於某個人回憶他在一艘飛行載具上的經驗, 也就是第三類近距離接觸, (Ra的)

回答同樣精闢. 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與我們如何以原型特質去經驗事件有關, 這

點滲漏到我們的每日生活當中. 我們有許多從這世界接收的東西 取決於我們給

它什麼東西. Ra的評論重度地刺激(我們), 暗示我們可以如何看待那難以言喻的

東西— 叫做心智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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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44 

 

Jim 評論:  

一個朋友已經充能的水晶是一份十分特別的禮物. 顯然地, 這種禮物也會在施與

受雙方之間創造一個特別連結; 因為這個連結, 看起來 接受與給予水晶禮物的兩

造都需要(對它)行使特別的關照. 

 

Carla 評論:  

像我這樣的人, 對於能量流敏感, 通常發覺自己就是無法忽略特定的水晶. 我完全

不戴它們, 因為已經發現它們的能量能擾亂我, 使我變得急躁緊張. 在水晶科技的

末後日子, 水晶被視為有力量並不令人意外. 

 

擁有或給予水晶者的磁化效應是使得它的獨特超越結構本身之奇特性的關鍵.  

我認為, 它們需要被小心地對待, 我已經聽過許多關於這些磁化石頭的故事, 好的

與壞的效應都有. 如果你收到一個水晶或被其中一個吸引, 請確定在鹽水中淨化

它一個晚上, 然後依你自己的用途磁化它, 在冥想中握住它 並悄悄地請求它為了

服務的目的 受到祝福. 

 

 

B5045  

 

Jim 評論:  

在這場集會中的首先幾個問答題中, 比較多的部分是螺絲與螺帽的維護工作, 我

們恆常地發現自己必須面對或跟上問題進度, 包括 Carla 突發或加劇的關節疼痛, 

以及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加重這些困難的後果. 

 

在一的法則卷四, 第 92場集會的開頭, Ra有一個回應是: “該器皿有需要選擇它存

有性的方式. 如我們先前注意到的, 該器皿有朝向殉道的變貌, 只有該實體可以

評估並做出選擇.”  

 

在同一場集會的末尾, Ra 補充說 “該器皿自身可以仔細考慮稍早的話語, 並考量

其言外之意. 我們會這麼說是因為若允許持續呼叫生命能, 直到用盡, 將終結這

個通訊. 並沒有需要持續呼叫生命能. 該器皿必須找到解開謎題的鑰匙, 否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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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逐漸失去這個特殊服務的機會[�a3ghGij��jko�].” 

 

第 94場集會的個人資料之最後部分包含 Carla對 Ra在第 92場集會提出的謎題 

之反思, 即她思量許久之後提出的詢問. 謎題是 Ra用以維持 Carla的自由意志, 同

時給予她一個思考方向之方式, 這個思考可能增進她自己的成長以及接觸其他實

體之服務. 

 

Carla:  

隨著時間流逝,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時間浪費在衣服與類似的東西上頭, 嘗試最大

化我的舒適度與集會的長度. 我穿著溫暖的衣服, 全部是白色的, 蓋著白色的棉被

好讓手臂不會被拖住; 我的雙手戴著手套; 還有那種管子[y¢����/~����]

從我的雙手上方穿過 直到手肘部位, 為了完全卸除覆蓋物(床單)的重量. 只是準

備好集會所需的衣物就是一件工作, 當一個人回頭看這過程 表面上幾乎是滑稽

可笑的; 而我們堅持不懈繼續這麼做.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三個人之間只有一個念

頭, 那就是繼續這個通訊並盡我們所能地學習. 

 

我想如果這情況再發生一次, 我會再一次做同樣的事: 給出我的全部. 我想像 Jim

會說同樣的話; 毫無疑問的, Don絕對也是一心一意地追尋這詢問Ra的機會. 他覺

得這是他畢生工作的頂點. 如果我們覺得有些疲憊 甚至被各種狀況重擊, 我們必

須為此工作, 那都是可接受的. (當時)我們的確都覺得疲憊. 

 

我欣賞 Ra 對於我的信心天賦(禮物)所提出的論點, 這是真的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享有那信心與希望的態度; 這很可能是為什麼我今天還活著, 而 Don這名士

兵殞落在靈性戰役中(的原因). 

Don是一個具有無限尊嚴﹑智能﹑與道德純度的人, 但在有禮的殷勤﹑效率與專

業魅力的面具[y���Ñ��]底下 他總是一個有些憂鬱的男人. 我在這輩子擁有

許多的天賦, 但這個(信心)確實是最珍貴的. 

 

對於這近視的靈性之眼, 難道 Ra不是提供了一個絕妙的透視觀點? Ra認為我只

注視那些還需要做的事, 而非感謝那些早已來到的事物. 

我經常採納他們的忠告, 並思量嚴格評判的功過, 好比一個嚴厲的批評家要求每

件事都必須是如此這般. 生活是混亂麻煩的, 通常事物都非常地不整潔, 需要被釋

放、寬恕與接納. 

 

Ra最後的思維真的是顆寶石. 畢竟, 我們所有的努力 [��ÑÈ��²�ÏÄ�w��]

到頭來不過是徒然與空洞的愚蠢行為? 

我們無法在這個身體中, 在這個存在平面上, 從幻象移動到真理. 

那麼, 我們最真實與核心的服務在哪裡? 不在作為當中 而在存在當中, 在於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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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自我[ôÈ` !"#$%&'�()&w*+]去分享其精華給這個世界, 允許無

限太一的愛與光穿過它, 接著放射進入行星意識之中. 那是我們真實的冒險功績

(geste), 我們全體此時來到這裡從事服務: 存在, 活出一個虔誠與奉獻的生命. 

 

 

B5046  

 

Jim 評論:  

Don的工作是東方航空的駕駛員, 促使他在亞特蘭大落腳. 往返通勤亞特蘭大對

他而言越來越耗損, 並且減少用於 Ra 集會的時間, 因為他的缺席 以及回家之後 

需要一些時間恢復元氣. 因此, 在1982年秋天, 我們發現一個房子靠近亞特蘭大機

場, 我們認為我們搬過去之後, Don的通勤時間可以減少許多. 

 

這棟房子先前被那些走私非法毒品的人們居住, 他們在那兒明顯有眾多的不和諧

經驗, 而這房子將是我們的新家. 這些前任房客的不幸經驗顯然吸引了元素精靈

與較低星光界實體進入屋子, Carla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感知到(它們). 

 

她很想要搬進這個屋子, 因為那將大大地幫助 Don靠近他工作的地方. 她想要買

新的地毯取代骯髒的舊地毯; 這點無法實現, 或者以刷洗地毯的方式, 淨化這個房

屋, 去除不受歡迎的陰魂; 但我們的預算限制 以及她的關節炎使得這兩項都變得

不可能. 於是產生一個溝通上的藍色-光芒阻塞, 兩天以後 當她正在每日散步時, 

我們第五負面密度的朋友進入(�,�), 並以魔法方式強化之, 直到她無法呼吸達

三十秒之久. 在這個危難的過程中 (Carla)保持鎮定使她安然度過整個過程, 對

Don講述房屋的事情則清除了這個阻塞. 

 

關於故障的卡帶錄音機的詢問, 發生時間是幾天後 當 Carla嘗試錄製她的歌聲準

備送給一個朋友時, 聽到奇怪的聲音. 

 

這個集會的最後部份回到亞特蘭大機場旁那間房子的主題, 本來要成為我們的新

家的房屋; 以我們個人與可能有誤的意見, 從這個時點開始[>×�|�-6.], 這

些困難最終導致 Don的死亡. 我們看完亞特蘭大的可能新家之後, 返回路易維爾

的住處, 就在我們踏進前門之際 突然之間 一隻鷹隼(hawk), 雙翅寬度至少有四英

呎, 降落在我們廚房窗戶的外邊, 停留一陣子之後 飛走掠過樹梢. 

 

Carla與我都覺得這隻鷹隼象徵肯定的信號, 亞特蘭大的屋子做為我們的新家是

理想的. 然而, Don不確定該鷹隼是一個好信號, 他開始懷疑我們究竟是否應該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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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到那棟屋子. 

 

Carla 評論:  

我無法告訴你 那座亞特蘭大“農場”[這裡討論的主題]不能做為我們的住處 我有

多麼難過, 在這個位置 Don離機場只有三英里. 那是一個很讚的地方, 雖然這屋子

有個古怪的地方, 它與鄰近的馬廄之間沒有牆壁相隔; 不過這裡的房租比路易維

爾的住處要便宜, 氣候也比較溫和, Jim也有空間伸展並且有自己的地方; Don與

我也有同樣的好處. 讓這事落空的關鍵是 Don的態度, 他深刻的特徵; 我想像那是

源自於他生長在大蕭條的年代. 他並不想要花錢把那個地方弄得很乾淨. 那個地

方的灰塵污垢到處都是, 也荒廢了好些時間, 偶爾有人來擦拭與吸塵, 但所有散落

濺出的液體都留在原地, 骯髒的地面上還有些微的銅鏽, 只有優質的肥皂以及很

努力的刷洗才能把它們清除. 我認為最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是將所有骯髒區域的

地板以新的(地毯)覆蓋. 若做不到這點, 僱用一家好的清潔公司, 以專業的設備(清

潔), 這樣也足夠了. 這兩件事 Don 都不想做. 

 

當那隻鷹隼飛走之際, Don將它視為一個壞的預兆, 就這樣決定了, 沒得商量, 就

Don關心的這事而言. 如 Jim所說, 在那個時點, Don的心智的平安有一個明確的

轉移. 他比以往都更關心是否有足夠能量從事駕駛員的工作, 接著所有事情似乎

都成為許多的麻煩. 

 

當我們嘗試從屋主那兒買下路易維爾的房子, 屋主與唐納(Don)雙方有5千美元的

爭議, 造成這樁買賣無疾而終; 同時該路易維爾地產所有人在我們不知情情況下

將它賣出; 於是我們必須搬到別的地方. 

 

Don最終認可(OK)了一棟可愛與昂貴的屋子, 位於拉尼爾(Lanier)湖畔, 離機場有

糟糕的 40英里之遠. 我們當時不了解亞特蘭大的交通糟透了; 尤其是奧林匹克運

動會在那兒舉行, 全國都注意到這個地方. Don必須從交通混亂區的極北端開車

前往極南端, 機場所在地. 他從湖畔屋到達工作地點的時間還超過以往從路易維

爾出發的路程時間; 因為住在路易維爾時 他只需要開一小段路到(當地)機場, 接

著搭通勤車到達亞特蘭大, 全程大約 1小時. 而從湖畔出發, 開車時間總需要 1.5

到 2個小時, 因為交通壅塞. 在這個屋子, 根本沒有解決方案與安心可言, 對於我們

三個人而言, 不知怎的 沒有一個安全的住處, 於是開始了一段困難的經驗. 

 

如果唐納當時表現正常人的樣子, 他就會將他的種種恐懼好好地說出來. 但 Don

就是 Don, 一個美妙、睿智、迷人、有趣 以及真正偉大的男人, 但也是一個獨特

的男人, 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假裝他沒有偏好, 只是一個觀察者. 在他死後, 我發現

他當時發展出一些真實的恐懼, 害怕我投向 Jim (而)失去我. 但對我 他什麼也沒說, 

接續他尋常的行為慣例 彷彿他沒有偏好. 於是我完全地困惑了, 我盤算他的煩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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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找到一個對的地方, 我花費無數的時間仔細閱讀所有的報紙廣告, 嘗試為

他找到一個他感覺良好的地方, 結果卻是徒然. 從這個時點起, 我們從未有平安, 

漸漸地 我在一個深沉的水平了解某個嚴重的東西在 Don裡內走錯路了.  

他的行為開始很不像他自己, 開始不情願離開我的存在範圍; 嚴重到 他在場聆聽

我的音樂練習, 觀看我做運動, 睡在我的房間, 所有這些事情 都是平常的Don不屑

去做的. 我並未將這些事看做正面, 因為我真的愛那急躁與冷漠的 Don, 並且期盼

把他找回來. 

 

在唐納生前, 我有好幾個月為他悲痛, 因為他快速地變成另一個人, 一個連我與他

自己都不認得的一個人. 對 Don與我來說 那是一段包含最深沉悲痛的時間. Jim深

深地關心我們兩個, 但他的狀態相當穩定. Don與我都快速地走到超越正常邊界

的地步. 我承受(精神)崩潰的苦難, 我尋求協助, 並得到家人、朋友與治療師的幫

助, 於是我走出精神崩潰, 繼續在一個基本的水平上運作. Don也承受(精神)崩潰

之苦, 但他真的與現實切斷, 他(當時)所在的地方, 似乎沒有一個人, 尤其是我, 都

無法幫助他了. 

 

 

B5047  

 

Jim 評論:  

在更多地思考鷹隼的主題後, Don再次詢問Ra 關於牠的重要性. 由於Ra並不想要

冒犯Don的自由意志, 因此不能清楚地解釋鷹隼的意義— 這樣會影響 Don對於搬

家的決策— Ra 最多能做的是以間接的方式講話, 如同某種謎題, 要求 Don與我們

每個人做出自己的決定.  

 

任何正面實體, 好比 Ra, 都極度渴望維持第三密度星球上每個人的自由意志, 這是

由於如果 Ra實體給予能改變一個人未來選擇的資訊, 那麼 Ra不只教導該第三密

度存有 還為它完成這段學習; 透過為它學習的過程, Ra 已經剝奪一個人的靈性氣

力, 那是一個人經過奮鬥 最終為自己學會課程後獲得的氣力. 從更大的觀點, 這個

結果不被視為一個服務 而是一個反服務(損害). 

 

因為 Don對於亞特蘭大那棟房屋做為我們下一個家的合適度有疑慮, 我們並未搬

家到那棟房屋 而是在路易維爾續待一年. 1983 年秋天, 我們最終在亞特蘭大區域

找到另一棟房屋, 接著搬過去. 到那個時候, Don的疲憊已經升高到臨界點, 他開

始越來越憂慮他是否可以繼續保有工作, 因為東方航空當時的財務狀況正快速地

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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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啊, 造物主似乎總是提供我們小小的暗示, 能夠正確地解讀(真好)! 

Jim與我都以為那隻鷹隼單純地表示對那個地點的肯定. 但Don是老闆, 他真的感

到不確定, 以致於他有一陣子完全地放下搬家的想法, 嘗試去購買我們正租用的

房屋. 如我先前提過, 爭論點在於房屋的 4%價差, 唐納並未清楚地看見他的道路, 

給予那相當貪心的屋主多一點津貼 好讓我們越過 ”不買就搬家”的艱難局面. 到

最後, 我們被迫搬家, 不是路易維爾就是亞特蘭大, 那是決定命運的一次搬遷; 從

一開始就伴隨著掙扎與問題. 我們這個接觸 Ra小組的隕落之悲傷短劇正要開始. 

 

 

B5048  

 

Jim 評論:  

第九十八場集會完整地呈現在這裡, 在我們生命的這個時點, 我們的經驗開始變

得有一點不尋常與困難. 關於如何處理亞特蘭大機場附近的那棟房子, 我們在達

成協議上有困難, 這是 Ra所說的藍色光芒阻礙的困難, Ra在此針對 Carla的混合

式問題給予一個十分長的回應. 既然我們自由地選擇我們的困難, 這是一場公平

的遊戲, 我們的第五密度負面同伴就可以強化這些困難. 

 

我們詢問如何再次協助我們長期的寵物與同伴, 甘道夫(Gandalf), 牠即將接受另一

場腫瘤移除手術, 在詢問過程中, 我們發現第二密度生物也可能因為內在產生無

法解決的憤怒, 而導致癌症— 同樣的過程也適用於第三密度存有. 

 

最後, 我們發現當一個人建造工藝品、服飾、或用以服務他人的工作設備, 他投資

大量的愛在其中, (/0)這類的自製(homemade)與心製(heartmade)的工藝品可能蘊含

可觀的魔法潛能. 

 

Carla 評論:  

當我們準備這份即將出版的個人資料, 我正坐在電腦前, 我很想要揉眼睛, 因為我

稍早做的園藝工作使我必須處在一個容易過敏的環境, 而我對許多東西都會過敏. 

我想這些過敏通常是流浪者的一個抱怨項目, 並且至少部分與兩個世界[1234 

57834]的振動不匹配有關. 

 

通常流浪者越是沒有怨言, 其身體越會演出這些困難, 也就是我們在情感上與理

智上與這裡的振動產生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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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 這點對我是真實的. 我確實看見這些過敏的精神影響(psychosomatic)特質, 並

且藉由長期的練習 對它們發展出一種良好的抵抗力, 那允許我去做許多我喜歡

的事情當中的一部份, 不管是輕拍貓咪或是從長春藤中拔出寶蓋草(henbit); 或吃

許多食物中的一種, 或擦拭灰塵, 或把我在教堂找到的某個發霉東西清理乾淨, 這

是我不定期的(教堂)清掃工作之一. 

 

我懷疑不管我的態度如何 我都不能躲開這些(過敏), 但我希望它們儘可能只佔我

的覺知的小部份, 並且感覺態度真的是一把鑰匙. 

 

它向我展現的是 當我們投胎來此 我們是如何地被小心地平衡. 

我正好獲得這些扭曲, 大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我有充沛的強制時間去更多地默想. 

看起來 我是一個十足的隱士, 當然 在許多年的強迫靜止狀態下, 我總是發現深度

的信心與喜悅 它們從內在照亮我的生命. 幾乎彷彿可以說 疾病或限制等逆境是

一個老師, 將你帶離舊有的做事方式, 並引介你進入沉思的生活.  

在我生命的每一天 我總是想要待在這裡, 除了在青春期之前 一段令人難過的時

期, 當時我失去所有信心 並且決定如果我不能幫助任何人, 我最好向前走(到別

處). 我的身體熱切地配合, 不到六個月, 身體使自己陷入腎臟衰竭當中, 起因是一

個過敏反應. 而過敏存在的理由是(兩種)振動複合體之間的不匹配. 

看這(一切)運作得多麼乾淨俐落, 催化劑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 

 

當我終於在 1992年期間從病床站起來, 我發誓不要失去對靜默的熱愛. 但我也喜

歡做事, 忙碌的蜜蜂 即是我. 

當然我喜愛去幫助 L/L研究中心的各項工作: 通信、寫作與傳訊; 以及我的教會與

歌唱. 這些工作就像是我居住的建築物的基柱, 更新內在靈性之真實棟樑. 但還有

更多, 我喜愛女性朋友的相伴, 走出我平常的生活, 在既定行程外享受女士之夜. 

我喜愛下廚, 在我塞得下的限度內 儘可能地去做; 接續下去 我每週的一個早晨會

去我崇敬的教區社群, 只是四處整理東西, 洗洗刷刷, 將東西佈置就緒, 特別是教

會廚房, 但是我真的走過(教會)建築物的所有地方. 在上主之屋成為一個僕人真是

喜樂! 

我能夠繼續下去 直到你已窮盡任何可能的興趣. 有如此多好事可做, 如此多的需

求 我聽到也想要回應; 太多事情無法完成, 可惜啊, 這是九十年代的困境:  

沒時間! 

 

說了這麼多的協助(他人)的事項, 只是要表明我對於有益活動的熱愛已經深入我

的骨髓. 只要是我能夠完成的活動 我就無可避免地去做; 這就是我所是的一部分, 

有心人會說這樣的人是天生的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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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這有些真實, 我只知道我們活著 然後我們死去, 當我還在這裡的時候, 我想要

在能力範圍內 盡可能深深地回應, 這意味我總是一直推擠自己的極限*
, 總是成為

超心靈致意的獵物. 

(*Õ9: ¨:; pushing the envelope, �XÏ<=?@AB: 

http://www.phrases.org.uk/meanings/push-the-envelope.html ) 

 

遭逢致意這件事, 在我生命中從未間斷; 只是我去面對它, 如同 Jim一樣, 懷著敬意

去認知它, 並修煉(自己), 不帶評判地允許它快速通過, 知曉在它背後的負面本質

其實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也是我所愛的. 

接納與寬恕單純地推動這個局面, 接著危機過去了. 

這是艱難贏得的智慧, 我鼓勵任何陷入這種情境, 發生超心靈致意, 的團體去研讀

寬恕與接納之道, 好面對這股表面上的反對能量. 

 

在主張萬有即一(All is One)之更高真理的過程中, 我們將自己放入更精細、更充

滿的光中; 當我們遭逢這些致意時 單純地、堅持地無懼生活, 這些困難將會平息. 

對於那些感興趣的讀者們, 我的確在通靈者手冊(Channeling Handbook)一書中有一

章專門講到超心靈致意與超心靈自我防禦. 書中建議的精華如下: 不要怕, 倚靠祈

禱, 並且保持自我方向對準敞開心房之愛. 

 

(UC(DE)討論我的惡性喉嚨感染, 經過六週攝取抗生素與大量的脫脂乳[FHI

�JKL], 它真的管用, 我痊癒了. 

 

甘道夫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一個小個子. 1968年一個老朋友給我這隻貓, 他那時

還是一隻小貓, 當時唐納與我正開始共同生活. 他崇拜唐, 並會跟他玩撿東西; 唐

將薄荷糖包裝紙綁一個小蝴蝶結, 然後丟出去, 甘道夫重複地把它拿回來, 然後放

在唐的鞋子裡, 當唐在家時 他的鞋子總是不在腳上. 甘道夫的熱忱是強烈的. 

如果我們坐著, 他總是在我們其中一人的上頭. 唐喜歡把甘道夫懸掛在他的肩上, 

四處走動, 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見他們, 進行他們的每日公寓之旅, 遊遍各個房間. 

甘道夫表達極度的愛! 當他變得很老的時候, 他同時罹患關節炎與癌症, 但直到他

死去之前, 他劇烈地決定要待在這裡, 並盡可能地靠近我們, 我感覺他現在重新投

胎在我們美麗的貓咪, 眸(Mo), 體內, 他表達許多相同的能量. 我感謝我們有更多

時間與這個靈魂相處, 無疑地 他是一個可收割到第三密度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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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49  

 

Jim 評論:  

大多數人大概不會把我們小組的經驗描述為真正的不和諧,  那是我們在 

1982年秋天的經驗, 感覺不十分健全 也不大和諧. 

 

然而 當一個實體在尋求光的途徑上前行, 並開始站在靠近光的地方, 如同我們很

榮幸能在Ra接觸中做的工作; 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偏離和諧,  如果放著不去解決, 

也會成為機會的目標, 給予我們負面極性朋友強化它的機會. 

 

這些超心靈問候可以成為很好的機會去療癒這些和諧的偏離, 甚至進行更遠及更

快的進化旅程。因為 這樣一個負面實體真正在做的是: 當它增強某個人不協調的

選擇時正是向你指出弱點— 那是在你個人有知覺的尋求中 可能已經錯過的部

份. 

 

但一個人必須採取快速且徹底的行動, 好解開這些存於內在的扭曲,  

否則更進一步的混亂和困難會隨之發生, 這是由於:  

一.你最初自由意志的選擇, 

二.被負面實體強化該最初選擇, 

三.由於你沒有將注意力放在上面, 最後無法解決與平衡該扭曲.   

 

幸運地, 大部分的人們不需要應付第五密度(負面)實體的魔法本領, 而是要應付第

四密度嘍囉較小的本領— 通常只靠它們自己的手法就相當有效了. 

 

當 Carla 終於去除強化她藍色光芒阻塞的效應[該阻塞與租屋接著清理亞特蘭大

機場旁的屋子有關], 我開始注意到我投胎前選擇的憤怒/挫折變貌正在增長. 

注意 Ra在回應我的問題的第一個句子蘊含的根本原則, 我們所有的變貌, 以及我

們所有的學習都是觀點的限制之結果. 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限制自己的觀點, 

開始時間可能在投胎前或此生之間, 為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偏見, 然後得以引來相

反的偏好, 提供我們平衡的機會.  

 

藉由能夠看待每個偏見為造物主知曉自己的機會 同時讓我們知曉自己為造物者, 

我們變得越來越能夠接受自己. 我們變得能夠在自己身上發現愛與接納, 不只如

此 還在共享我們特徵的其他人身上發現這些 

由於我們努力去學習與服務, 我們的觀點得以拓寬. 若沒有偏見或扭曲, 這樣的成

長是不可能的, 而若沒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限制觀點的選擇, 就不可能有偏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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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產生). 

所以我們透過限制自己的觀點之方式, 來決定在任何一世將嘗試的課程與服務.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論點是不管一個人的基本特質是什麼, 無論是愛﹑智慧﹑

力量, 或這三種的混合, 一個人以規律的方式表達該特質是好的; 所以一個人成為

其特質的管道(-M»), 並非藉由把持不放, 而是將它給出去. 

 

再次地, 我們看見對於表達憤怒的實體而言, 憤怒所帶來的另一個目的或機會. 

做為愛的相反端點, 它可以為感受憤怒的人吸引來愛與悲憫. 

 

一個已體驗大量憤怒的正面尋求者通常感受到懊悔與憂傷, (接著)為自己吸引來

愛與悲憫. 

 

憤怒也可以被視為力量的負面表達; 也就是說, 毀滅與分離; 正面表達則是建設與

統合; 所以並不需要去壓抑或克服我們內在當中那些看似負面與傷害的品質, 毋

寧將它們看成獲致平衡的潛能. 

當我們追溯這些負面品質到其源頭, 它們將致使尋求者把握機會去知曉自我﹑ 

造物主以及造物均為一個完整合一的眾多部分.  

Ra 在此的最後一句強調這個重點. 

 

Carla 評論:  

我已經認為這個特殊的片斷或許是目前這一卷中最佳的範例, 說明為什麼 Ra可

以這麼有幫助. 我們三個人在我們的水平上盡最佳努力在運動與韻律上保持完全

和諧, 但我們經常犯錯, 如同所有人一樣, 不管怎樣, 如果不是今天犯錯 就是明天, 

這是人類的特有資產. 

我們強烈地工作我們彼此之間的催化劑, 這個強度出自於我們但願保持足夠的清

晰度以接觸 Ra; 我們發展一些問題給 Ra, 嘗試獲得更多一滴(bead)關於我們的扭

曲的(知識), 以及如何安置這些外來的催化劑. 

 

但不管是多麼聰明措辭的問題, 都不能期待獲得這樣一條建言: “如同所有的扭曲, 

其源頭為觀點的限制“. 

古老的諺語提到一個選擇, 要給一個人一條魚, 還是給他一根釣竿並教他釣魚; Ra

總是選擇釣竿, 加上魚餌. 而所有的話語都不會冒犯自由意志: 一個令人欽佩的任

務, 我們為此感激. 我們大量地 仔細研讀探索這些評論的小地方, 它們真的有助於

我們聚焦. 

 

我已經說過脫脂奶粉/盤尼希林的治療.  

Ra 同意(OK)我在集會中穿戴一個小十字架, Ra遵循的原則十分動人, 解答許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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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不應該去做某件事的問題. 

 

他們說 併發症引起的問題並不是最大的, 因為小十字架是一個象徵 以一種真實

的方式強化我, 於是他們同意我佩帶它. 

 

平衡的概念以及存有的氣力流入一個樣式, 我們解讀為形而上 而非物質界的樣

式, 該樣式對於那些想要減少過敏或沮喪的人們是一個真正的幫助: 做自己感覺

對的事, 讓神秘界的意義擁有等同物質界的重要性, 找出其中的平衡. 

 

Ra 對於 Jim的建議同時打到 Jim, Don與我的心坎. 在我們閱讀這個建議之後, 我

們決定鼓勵 Jim在下午獨處. 他真的享受這些時光, 到現在依然如此; 在午餐之後 

出門來到花園 做任何需要做的事, 然後在傍晚前結束工作 洗個澡. 

我經常跟他一起出門, 但我讓他一個人獨處 除非我有園藝方面的問題. 

觀看 Jim工作即是理解儀式與魔法的力量與目的. 

 

我親愛的麥克[NOPQ RSTVWYZ[5N\^_5abcefhjkWlmnoq\rst

Y uSw] 仍舊擁有一個驚人明亮與炙熱的脾氣. 

我在敬畏中站立, 這是相當真實的描述, 並且觀察他的脾氣如同龍捲風掃過一般. 

經過這些年, 他已經找到一些方式 舉止較少憤怒, 但那核心不平衡在他內在很深

的地方運行, 就好比我總想要做太多[的不平衡].  

我們全體當中有某個東西離聰明差得很遠, 但當你嘗試消除它, 它就開始竊笑! 

 

它彷彿在說: 不喔 我們都是這個包裹的一部份.  

我透過這個[DxzF{}J]可觀的催化劑工作我的道路, 並感謝麥克給我如此優

秀的催化劑. 提醒你, 我的肉身從未被傷害過. 

 

這是一齣獨角戲, 我現在單純地觀察與接納, 我知道它只是看起來那樣. 

我肯定完美, 這是我目前所學的 要去做的事, 同時包括我自己與他人的人性. 

在此同時, 他得學習照顧我 如同一個牧羊人, 一路行走 同時撿起我粗心大意丟掉

的東西. 沒有人能夠白白脫身! 

 

我只能說以每日奉獻做為開端的冥想對我有幫助. 它是我的生活的基礎, 我想 Jim

也會說同樣的話. 

所以我鼓勵任何在這件事上可能有困難的人再試一次; 這一次, 使這個練習適應

你的生活. 這個例行事項對我們有良好的助益. 

或許這件事對你來說 份量太重了, 但你要明瞭如何為你與造物主之相遇挪出時

間. 你不能只是繞著一個新發現的自我之奉獻或神秘面向 重新打造你的生活; 你

必須實行一條生活規則, 給你時間做各項必須的事務. 我想這樣一杯快速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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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強有力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已經放棄了, 請再試一次; 對於那些想要閱讀冥想書籍的人們, 我推薦

喬伊(Joel Goldsmith)的小本子, 冥想的藝術(The Art Of Meditation). 

 

 

B5050  

 

Jim 評論:  

在來自第一百場集會的資料中, 注意觀點的限制如何改變答案的特性. 從時間/空

間或形而上的觀點來看, Carla朝向殉道的傾向對於她自己的進化過程是相當有

幫助的; 但同樣的傾向, 從空間/時間或物質的觀點來看, 卻是一個可能呈現困難

的傾向, 不利於一個人想要在此生提供的服務. 

 

Carla 評論:  

我從一開始就與”漩渦水池”有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  

浸泡在那個浴缸中, 大到剛好可以把我自己覆蓋, 我必須容忍水位上達我的嘴巴

周圍, 好讓水流拍打我的上背與頸部, 這兩處是我的脊椎中最糟糕的關節. 所有我

曾感受的禁閉恐懼症, 都被這項練習清帳了. 這個行動操練意志與信心的程度與

肉體運動相當. 

 

當時 我確實發現它十分舒適, 我那時的體型很小, 穿著早期青少年的衣服尺寸, 重

量在 80~85磅之間, 我必須穿戴一個重物 好確保我停留在該特別訂製的浴缸底部

上頭; 否則我會四處漂浮. 現在 我沒有這樣的困難了, 因為生命的改變賜予我一

個更大更成熟的外觀.  

Jim說我從前是一個小天使, 現在我是一個基璐伯(cherub). 所以我八成能夠更好地

承受這個練習. 但我發覺 Jim的按摩是最棒的東西. 水流是美妙的, 但碰觸的治療

力量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 

 

就在我們獲得這個治療浴缸不久之後, 我遭受一個突然且戲劇化的狂暴恐懼所擊

打. 我衝出浴缸 接著發現自己蜷縮在一具沙發的背後, 對著 Jim與 Don咆嘯. 當時 

我以為那是一次超心靈致意, 但隨後 Ra 確認 Don與我已經完成一個有害且完整

的[我們兩人的]理智與情感特質之合一/交換; 我生平第一次經驗到那種程度的疏

離感與真實的恐懼, 那是他看待這個充滿紛爭的世界的感覺. 

活在這個地球上, 他真的、真的有困難; 雖然任何一個人在凝視他的過程中絕不會

知道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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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總是(顯得)無限地酷, 但在那平靜的表面下有著很困難與充滿挑戰的不平衡. 

他如何設法活到最後的歲數 或許已超乎我能夠知道的範圍. 

 

 

B5051  

 

Jim 評論:  

在第一零一場集會中 我那時有個優異的機會再次去工作我的憤怒/挫折變貌. 不

過這一次, 它不是只對準我, 這個”負面智慧”也對準 Don, 為期兩天, 當時正是準備

重新印刷卷二與卷三的時候. Don想要改變, 把全部的書卷[一、二、三]都放到同

一本書中, 那其實無關緊要, 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缺乏金錢去做 Don想要

的成品— 重新排版與精裝本. 

 

要緊的是 我允許一股不和諧產生, 並且有兩天時間都沒有去解決它. 這點成為我

們的負面第五密度朋友的一個優異機會 去放大這個困難, 而達成這個目的之手

段證實相當有趣, 特別是對我而言, 當時我罹患一種罕見的腎臟疾病, 它被稱為類

脂性腎炎或微小病變症候群, 很快地 因為這場病 我的身體增加了三十磅的水[重

量].  

Ra的回應的第一個段落的最後一句對我們而言 似乎是這個特殊事件當中的關鍵

概念. 在同個主題的回應的最後兩句是有趣的, 因為它們可以普遍應用到所有尋

求者身上. 

 

你可以注意到在這場集會的中間左右, 提到亞特蘭大的另一棟房屋, 做為我們小

組可能的(搬遷)地點. 我們仍然希望能更靠近Don工作的地方, 如此他要前往工作

地點的壓力可以小一些. 稍後, 我們找到第三個房屋 將在第一零五場集會中提到, 

那即是我們最終在 1983 年十一月搬遷過去的地點. 

 

最後兩個問題涉及另一個器皿, 她曾報告身體上的困難, 腫大的情況跟我很像.  

由於我們已經與她在電話上談論, 比較我們兩個小組當中的腫大現象, Don 詢問

是否有任何方法讓我們能夠給予關於她的狀況之資訊,  

 

Ra對此回應的第一個段落勾勒出一般的原則, 該原則影響所有從事較密集服務

他人性質工作的個人與群體. Ra回應的第二個段落指出該特殊器皿工作的狀況, 

但這些概念的普遍應用性是明顯的.  

 

綜合這些治療方法使得我的狀況在六個月之內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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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a 評論:  

我但願你們能夠看見葛瑞夫斯醫生(Dr. Stewart Graves)的臉, 當這位值得尊敬的人檢

視 Ra的診斷(的表情). 他仔細地查閱 Jim的變異腎臟疾病的已知起因, 發覺昆蟲

咬傷與過敏反應對於這些症狀是罕見 但卻是適當的起因. 在缺乏任何其他可能

起因的情況下, 它被紀錄為一個過敏反應. 奇怪的是 當我在青少年時期經驗腎臟

衰竭時, 當時醫生對症狀起因的最佳猜測也是過敏反應. 

 

在這個時候, 你們可能認為超心靈致意真的佔據我們的時間. 你是對的, 如同 Jim

與 Ra 都說 當你站在鎂光燈焦點下 比較容易被注意到. 

形而上而言 與 Ra 群體的接觸是一個令人目眩的關注焦點; 雖然就任何世俗的角

度來看, 我們持續隱誨不明 完全地匿名, 對於”忠實的反對派” 我們變得非常受到

注意. 

 

就我的心智而言, 我們小組的致命弱點是它的人性, 特別是在處理三人關係 

(three-ness)的過程當中. 雖然 事實上我們顯意識知曉的能量都在完美的和諧與協

議之中, 人性的扭曲藏在顯意識控制的水平底下, 允許一根楔子插入 Don與我之

間, 所以他失去對”我們”的信心. 當他開始經驗這股深奧的沮喪, 它以一個緩慢爬

行卻令人難以忍受的步伐掌握了他; 除了他自己的意見 他全然憎惡任何意見, 這

麼做並未使他站在一個好的立足點上. 

這是一個模式的開端, 最終轉變為致命的模式 結束我鍾愛的同伴的生命, 以及親

愛的 Ra與我們小組的通訊. 

 

這是否構成一個建議, 也就是一個團體不應該共同工作 除非能量是二對二的方

式, 只有成對伴侶能夠加入? 我不認為是如此明確, 當然這是某個值得衡量的事情. 

我們能夠做得更好嗎? 

 

經過多年喬哀思風格的”內在良知之啃蝕”, 我不認為我們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的

行為在全時間都是真實的顯化我們自己. Jim 或我自己都不曾想過有別的方式改

變我們彼此的關係, 或與唐納的關係. 而 Don 總是他自己的顧問, 不用希望他會來

到我或 Jim的身邊 然後告訴我們他的頭腦與心中的憂慮. 

 

再者, 當任何團體共同生活與工作, 不管人數是成對或夾雜單身者, 總是會有人性

的錯誤 在每個人的外顯生活當中, 到了某個程度 人群的扭曲與恐懼有了一股動

態張力, 開始產生誤解與困惑, 拉開與撕裂完全的信賴. 

所以 所有與光一起工作 希望成為行星意識上一股正面影響力的實體們, 你們有

義務立刻去溝通那些堆積於內在的恐懼與疑慮. 如果我們曾經能夠完全敞開地談

話, Don與我, 我想我能夠安頓他的心智, 但如果Don會這麼做, Don就不會是他自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716 

己了. 如果我早知道 Don過去懷疑我的忠誠度, 我也不會是我自己. 做為我自己, 

我無法想像, 不管是當時或現在, 任何人會以為我會對任何協議不忠實或不真實. 

我在這輩子從未做過那樣的事. 

 

最終 一個人注視著我們陷入的這樣一個苦境, 並知曉它全然的完美與不可避免

的性質. 從過去到未來 我總是思想 Don, 我的 B.C., 每一天 每個小時, 他的受苦恆

常在我的面前. 但我不再感覺那銳利的憂傷 曾使我在他死後的前幾年處於低潮; 

一切都好 沒有失去任何東西. 

 

這些日子 我能夠感覺陽光在我臉上, 而沒有我慣常有的本能衝動: 停留在陰影當

中 哀悼我的損失. 時間已經修補我破碎的靈魂, 讓我的存有再次甜美地、韻律地

流動. 唐納就在這裡, 在我心裡. 

有趣的是, 我們經常收到郵件描述 Don過去幫助他們的事, 不管是從他的工作成

果受益, 或是一次真實的拜訪帶來的幫助. 

Don生前受到緊縮的靈魂, 如今獲得解放, 他靈性偉大的慷慨已經滿溢 流入無時

狀態中, 我想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特別智慧與精神深度 他的服務將繼續下去. 

 

Ra陳述催化劑的源頭是自我, 特別是高我, 我認為 這是一個深奧的論點. 

我們總是把新催化劑的痛苦歸咎於其他人, 因為他帶來這個催化劑. 在這麼做的

同時, 我們忘記其他人即是我自己; 不是相像於自己, 而是連心與靈魂都相同. 

以這種觀看的方式, 我們可以注視這些悲劇的飽滿狀態, 包括我的疾病與 Don的

死亡, 如同造物者服務造物者, 提供精確所須�催化劑, 為了靈魂最大的成長與意

識最高的極化. 

 

在開放他的心的過程, Don病倒了, 接著死去; 延續失去愛與生死交關之戀情的傳

統, 從有史以來 這個傳統就一直感動我們. 

這樣的死是全然地給出自我, 彷彿 Don完成了所有他想在此生做的事情, 然後進

行他來到物理地球的個人任務: 敞開他的心. 

他是如此十分地睿智, 藉由最殘暴的方式犧牲自我, 毫不打折地, 那份智慧終於被

憐憫與敞開心之愛充分地平衡. 

 

至於我, 我無法挑剔這條人生路徑, 它頑固地將我的靈魂送去撞自我之牆, 一次又

一次, 直到我終於開始掙扎 在我的生命中 奮力去表達智慧 以及表達愛. 

這些事物是我們給彼此的禮物, 這些事物是我們所有人之間的湧流. 

 

在這場集會中 提到 Ra給我們的淨化儀式, 我曾看過幾次那些造訪 L/L 研究中心

的人們使用該儀式. 每一次似乎都相當有效, 我認為每到一個新地方 進行某種淨

化是一個良好的形而上習慣; 因為人們的思想形態的痕跡的確會留在他們待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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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銘印那個地方的氛圍; 特別是他們曾在該處停留一段可觀的時間. 

即使這些振動基本上是好的, 它們可能不完全與你自己的振動和諧共振. 

所以 為了你自己的用途 磁化一個新居所是好的, 即使你做的事很單純: 燃燒鼠尾

草, 或誦唸一首奉獻禱詞. 

靈性世界與我們有許多關聯, 縱使我們大多數時候 不知道也看不見這類的影響. 

尊敬這類事物是明智的. 

 

 

B5052  

 

Jim 評論:  

在第一零二場集會中, 再次地 輪到Carla 經驗另一次超心靈致意, 強化她短暫地偏

離和諧. 她無法接受我的一部分感知, 關於我們的共享關係, 為時大約一或兩個小

時, 但由於她在那時的強烈情緒, 這時間已經長到足以讓我們負面極性的朋友完

成一次有效的工作. 幸運地, 大多數人無須憂心如此立即與戲劇化的不和諧時刻

之強化效應, 因為很少人或團體吸引第五負面密度實體的關注. 

然而 一般原則是當一個人站在光的旁邊 他經驗的榮譽必須以責任平衡, 也就是

盡可能和諧地反射那道光, 這個原則適用於所有尋求者. 

忽略活出這個責任只會帶給彼此更多強烈的機會去這麼做 直到完成該責任為止; 

或者一個人就此走開 遠離了光. 

 

我們在 Ra的第二個回答的第三小段中找到一個應對任何超心靈致意的關鍵概念

或態度; 或者說 它也適用於一個人在生活中面臨的任何困難. 

 

繼續深入這場集會, Ra給予解開黃色-光芒能量中心阻塞的基本準則, 即 Carla當

時正在工作的處境; 從而避免了外科手術, Carla腹部的痙攣狀態經過大約兩年後 

獲得控制. 一次強效的工作成果, 那一次! 

 

Carla 評論:  

啊, 人性! Jim與我的不睦是關於由來久遠的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動力關係: 一夫一

妻制. 是誰寫了那首小調: 

“Hogamus, higgimus, 男士們 一夫多妻(polygamous)  

Higgimus, hogamus, 女士們 一夫一妻(monogamous)” 

(作者)是詩人納許(Ogden Nash) 或 桃樂絲.派克(Dorothy Parker)?*  

不管多少比例屬實, 這首曲子是真實的, 或者表明該傾向. 我們在一起的早期歲月

中, Jim 好幾次要求一個開放的關係. (他)至為誠實地做為一個朋友, 而非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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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我主要的連結是我們共同的工作 而非任何浪漫的興趣, 他自然會對許多朝

他走來的可愛女人有所回應. 

(*Õ9: ·��©�����������, ���X�<æ�?AB: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ggerel ) 

 

在相同的情況下, 我從未浮現尋求更多關係的念頭. 

我完全地滿足於 Don 做為我的同伴與愛侶(的現況), 並且很早就丟掉責怪他想要

禁慾的想法, 同時 我也完全快樂地接受 Jim的友誼 以及我們共同的親密生活. 我

們的渴望是怎樣激起困惑啊! 然而, 渴望是最為恰當的, 我以為人生中有許多學習

都與正確底使用意志與渴望有關. 

 

1992年, 在我生命中發生的一次重大治療, 去除我大約一半的小結腸. 這次(手術)

清除許多老舊與死去的物質, 並且允許我在形而上層級中 從事內在的通信工作. 

 

有許多要釋放的東西, 能夠做這件事 我感到十分美妙. 

精神與軀體、靈魂與身體, 它們是兩條解不開 交纏在一起的線, 其中一個遭受痛

苦 必將反射到另一個. 無論如何, 當身體單獨受傷, 相較於心智與情感受創, 

心智有更多自由去修正該傷害.  

如果這類(£�+)傷害沒有被正視與尊重, 它會不斷向更深處移動 進入身體的健

康(領域), 使身體變得不平衡並且受損. 

 

在那次的外科手術之後, 伴隨著形而上的工作, 我已經盡力釋放那整 

場悲劇的所有後續影響: 包括 Don的死亡 以及沒有他的陪伴, 我大幅減少的生命

力.  

所以 我終於能夠繼續向前 進入新的人生. 我被送回家, 密切遵循 Ra的建議,  

採用新的飲食方式. 每次看入我的腸胃系統(GI system)都可以發現潰瘍 

考量我三十年來一直服用可體松, 這個結果並不令人驚訝. 

這個飲食方式叫做”低-沉澱”(low-sediment), 上頭包括煮熟的肉類、蔬菜與水果; 糖

類與脂肪, 都是 Ra 曾推薦的食物; 但平常的健康食物—完整的穀類、堅果、漿果、

生的水果與蔬菜都不在清單之列.  

我想一個讀者幾乎可以將它視為一種不-健康飲食方式! 

迄今, 至少五年以來, 它是奏效的, 感謝主!  我為此十分感激. 

 

我認為我與許多罹患慢性疾病的人們一同分享那種活在剃刀邊緣上的感覺. 我必

須要很小心, 因為疏失是很昂貴的. 

我特別想念沙拉餐, 但對於這樣的命運沒有爭論, (¥z)它允許我在這幾年享有我

幾乎未曾擁有的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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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於”鮑勃”的摘記: 他在一個領域上帶來驚人的幫助: 我具有自殺特質的感

覺. 在 Don死後, 特別是在我發現 Don過去思想的東西之後, 我全然感到內咎, 因

為不能看見與減輕他的恐懼. 我感覺彷彿全都是我的過失, 我強烈地感覺 這個處

罰應該是死亡. 

我相當不情願奪去我自己的生命, 知曉 Don的死亡對我的影響, 我知道我絕對不

會對那些我愛的人做這種事. 結果使我在生與死之間擺盪.  

 

從 1984到 1992年間, 死亡的勢力盤旋在上空 並且不斷靠近, 直到我終於能夠注

視死亡之眼, 找到肯定生命、愛與療癒的信心. 祈禱在此扮演的角色是可觀的, 而

這是最保守的說法.  

鮑勃(Bob)的祈禱特別具有拯救的強大力量. 他早在我沉溺在憂傷之前 就告訴我

這些自殺傾向的振動, 並且幫助我度過那些屬於極不平衡的自我知識與自我批判

的劇痛過程. 還有許多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 

在整個 1991到 92年的經驗期間 包括四次前往醫院的行程, 極度不舒服與快要崩

潰的感覺, 我的腸胃通道緊緊地關閉著; 但我有股悸動 在愛中被舉起的感受, 安

全且健全. 

 

你可能希望我們給予鮑勃的姓名與連絡方向, 我們已經與他失聯. 他讓我們知道

他已經從主動治療的行業中退休, 並且他想要花費時間在全球水平上 進行深邃

祈禱. 親愛的鮑勃, 不管你在哪裡, 我們感謝並祝福(你). 

 

要找到亞瑟(Arthur Schoen)並不簡單, Ra將他的姓氏發音為”尚恩”(Shane), 但電話簿

的醫生(M.D.)名單沒有這個姓氏. 最後, 我們採德語拼音猜到答案, 雖然如果這姓

氏被正確地發音, 它大概會是”shourn”, 但這裡是美國, 所以姓氏會被美國化. 

我們真的去見這個男人, 但在他能醫治我之前 我們就離開了; 因為他與唐納

(Donald)彼此看不對眼. 這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 Don 想要他閱讀 Ra的診斷, 而這位

醫生對於請教無形實體這件事並不真的感覺舒服. 

 

Ra建議 “手牽手, 走向太陽”, 這的確是個好忠告. 如果我們能夠安住在讚美與感

恩當中, (過去)許多事情可以被改變. 但是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間隔了這一段時間, 

我看見並感謝讚美我們共同擁有的每一個時刻, 不管它的代價是什麼, 從過去到

現在, 它都值得一切. 

 

 

B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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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 評論:  

第一零三場集會是關於 Carla腹部持續的痙攣狀態, 伴隨而來大量的痛苦導致她

越來越不能運作任何形式的服務. 因此她感覺(自己)沒用, 她自然的喜悅降低, 並

且成為這一系列問題的焦點. 

再者, Carla當時決定停止購買衣服一年, 因為她感覺已經投注太多時間與注意力

在她生命的短暫部份, 於是想要打破這個習慣, 該決定增添她的喜悅的失落程度.  

 

Carla 評論:  

1983年六月期間, Don與我們的房東路德都陷在一場墨西哥對峙僵局之中.  

在此之前, 我們所有的 Ra 集會都在這棟房屋舉行, 路德是該房屋的房東與擁有者. 

 

因為路德在談判過程中, 任意地將價碼提高五千美金, 同時因為 Don堅決拒絕購

買這棟房屋 除非路德回到原來的價碼, (於是)所有賭注取消. 在這個時點, 我只嘗

試將 Don的錢從託管帳戶拿回來. 在我們同意不買這棟房子後, 路德不願意釋出

這筆錢, 他覺得不管怎樣, 這筆錢屬於他. 路德沒有帶來太多幫助. 最後, Don死去

很久以後, 我同意給他超過託管金半數的金額. 什麼是公平的似乎無關緊要了.  

協助我們購買房屋的律師沒有做他的文書工作, 這帶來更多的困惑. 我不想上法

庭, 感覺 Don也不會想要這麼做. 沒有一件事解決得了; 每一件事都使我們感覺在

濃稠糖漿中行進. 這種令人困惑的能量似乎征服了我們. 似乎沒有一個東西運作

良好, 包括我在內. Don也感覺很糟, 雖然以一種模糊且概略的方式呈現, 而非任

何尖銳嚴重的事物. Jim單獨地 每天都在恢復健康中. 

 

我擔心 Don 卻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階段, 他的心理疾病是非常微細的. 他單

純感到(情緒)低落, 並且十分容易傾向朝最壞的情境去思考與計畫. 雖然他, 終其

一生, 總是在處理事情時精準地小心與謹慎, 他的位置確實改變了, 他正常的反應

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慢. 我們必須搬家, 但月復一月, 恆常地在這裡與亞特蘭大之間

尋找(房子), 我們找不到任何使 Don 滿意的東西. 我會瞄準這個時點做為我內在開

始覺察某個東西真的出錯的時期. 一如我們的慣常模式, 我回應擔心的感覺, 藉由

溝通與求救的方式. 對於同樣的感覺, Don的回應是越來越保守. 他只對一件事很

肯定: 那就是我們找到的任何房子都不是對的地方. 

 

在這個氛圍中, 我們全都感到不安, 心定不下來. 當我憂慮時, 我傾向使自己忙碌. 

那時 我很忙, 所有的紀錄都整理就序, 我照行程散步與泡在漩渦池之中; 並嘗試

維持有幫助的狀態. 我恆常地對 Don感到些許惱怒; 因為我絕對無法搞懂為什麼

他拒絕我們在街上或名單上看到的每一棟房子. 他似乎沒有理由地拖住自己的雙

腳. Don從來不是一個會分享做事動機的人, 他只説不, 很像以後南茜.雷根*建議

的(口號). 不管在哪個環境, 這都不是一個解答. 回想往事, 我可以說這是第一個地

點, 在這裡 我感覺 Don與我自己— 雙方都正在撤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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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9: Ï<æ http://en.wikipedia.org/wiki/Just_Say_No ) 

 

我重度地依賴他, 我過去被養育為一個至為獨立的人, 接著我必須學習放掉每一

個東西 除了Don需要我提供的東西. Don一直需要我所有的選擇都在他周圍進行. 

他要我在家, 就待在那兒, 做一個他可以信賴的可人兒, 並且願意做任何他決定的

事項. 他從未真的諮詢我的意見, 這聽起來很沙文主義, 但他個人並非蓄意這麼做, 

他只是不諮詢任何人的意見, 從來沒有. 他對女人的觀點是如此地糟, 以致於我的

情況只能說還比較好! 我快速地形成一種觀念, 那就是當我的一個想法停止受到

干擾, 該想法就是對的. 在我們的關係中 我花了至少六年去搞懂不管怎樣, 我絕不

應該接受一個使我遠離他的工作, 甚至只有一個書桌的長度都算遠. 許多次 他甚

至阻止我工作我們的計畫, 當他在家時, 他會說: “我休息的時候,你就休息.” 所以

我差不多把所有的決定都交給他了. 值得注意的是, 我覺察到這份關係帶有的不

健康色調, 無論如何 我的看法從過去到現在都沒變: 那已經是 Don在一份關係中

能做到的絕對最佳方式; 這方式對我也夠好了.  

只要是 Don關切的地方, 我就準備好去做任何他需要的事項. 就這樣! 

 

在這個時點, 我的健康受損 同時我們瞄準更多的集會, 我不被”允許”去做許多事, 

除非遵循我的飲食守則, 並嘗試使我的體重保持在 80(磅)以上. (當時)我全心投入

這個生活模式, 因為從一開始 對我而言 最緊要的東西就是看見唐納真的快樂, 而

只有與 Ra通訊可以使他(快樂). 所以我們每一分努力都朝向這個目標: 只要再多

一場集會. 

 

然而, 以往與我的依賴手牽手的, 是他志願領航我們的方向, 的確 他堅持如此. 

我樂意將領導權交給他, 並做他說的事情. 他遠比我睿智 在過去或任何時期都是

如此. 當他停止發號施令, 並且真的似乎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變得相當失落. 我的

模式即是找到他要的 然後執行之. 但隨著搬遷的問題, 我們進入一個我無法成功

的競技場. 沒有一棟房屋、公寓是可接受的. 我一點也不意外我已經 ”失去我的喜

悅”. 我全然地迷惑了. 我的真實感已經受損. 

 

關於衣服的評論 講到我的人格的一個面向, 不是我感到驕傲的面向, 但確實擁有

它. 我絕對愛穿新裝或新襪子或不管什麼抓住我的奇想的東西. 因為我們家的財

務吃緊, 我的童年很少有漂亮的衣服. 當我長大以後, 我的母親的心理學家生涯剛

起步時, 我們開始一個長期的週六中餐約會, 接著逛街購物. 我們信實地保持這個

習慣, 直到她在1991年過世為止. 我跟她一起尋找美妙的東西, 而她是一位冠軍購

物者, 具備考古學家的耐心 穿越一大堆的拍賣衣架篩選好品牌與剛好的便宜價

格. 直到今天, 只要我有時間, 我喜愛去狩獵便宜貨, 對能夠穿某個新東西感到激

動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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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住對自己的承諾, 整整一年沒有為自己買衣服, 不過, 我作弊了, 因為我買東

西給媽咪, 接著她買東西給我. 不管怎樣, 我守住紙上的承諾! 

 

 

B5054  

 

Jim 評論:  

Ra在第一零四場集會中陳述一個要點, 對我們而言 似乎是主宰第三密度進化的

一個中心原則; 它參考的背景是當 Carla的身體接近正常以及受到這個或那個扭

曲弱化時 多少運動量對她是最恰當的. Ra 建議身體受到扭曲而弱化時 應該更多

地運動, 因為 “扭曲之道是這樣的:為了平衡一個扭曲,該實體必須專注強調它.” 

在下一個回應中, Ra 將一個人投胎時帶來的禮物視為一種 ”用它, 否則失去它”

的提案. 

 

當一的法則<卷一>即將由唐寧公司(The Donning Company)出版, 標題為 Ra 資料, 我

們被要求撰寫一篇介紹, 在該介紹的某個部份, Carla 寫到輪迴轉世的概念. 當我

們從唐寧公司手中拿到校正稿, 我們注意到有一個我們沒寫過的句子不知怎地出

現在我們撰寫的文句當中. 那真的是”主觀地有趣”. 

 

Ra以流暢優雅的結尾回應(���)一系列的問題, 與我們最老的貓, 甘道夫, 有關; 

牠即將失明並且失去體重, 明顯地處於準備死亡的過程中. 我們曾考慮刪除這段

資料, 再次地, 因為它只有很少的一般應用(價值); 但我們將它留下, 因為 Ra不想

冒犯我們自由意志的渴望在這裡是顯著的並且被良好地說明. 

 

Carla 評論:  

當人們嘗試改善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總是把飲食與運動做為首要改變的事項. 

我認為這些改變不但有肉體上的利益, 也有心理與情感上的利益; 因為當一個擔

心出現時, 心智與身體若能做點什麼 它們都會感覺很好. 

 

我們三個人對我的共同擔心 似乎沒有盡頭. 我不看肥皂劇; 它們的情節移動得太

慢 使我無法保持興趣. 但在這個時點 我們肯定是活在一齣肥皂劇當中. 我穩定地

失去體重, 即使吃得比我過去任何時期(J��)都更多. 所以焦點放在飲食與運動. 

我想當我們主動積極嘗試去解決問題, 我們全都感覺更好, 確實如此. 不過, 它似

乎用掉太多時間! 許多歲月似乎都耗費在維護(�+)上頭. 我們都為這個狀況承受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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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鍾愛著我童年時的夏天, 花費時間在諾伊絲韻律基金會[n� ¡¢¤¦W§

ª«]的營區內跳舞. 它今日仍然存在, 總的來說 一個美妙的地方, 一個我再怎麼

高度推薦也不為過的地方, 因為你能夠住在帳棚裡, 伴隨著古典鋼琴音樂 在彈性

木製地板上跳舞, 綠色的草地上有一個開放的大帳棚(pavilion), 周圍是森林, 一個

絕對無污染的環境. 

(¬CJ)老師們依然遵循佛羅倫絲·佛萊明·諾伊絲(Florence Fleming Noyes)的原始教

法, 假定所有事物都有它們自己的韻律, 所以一個人可能跳舞如同一個海星, 或一

顆星星, 一隻熊, 或一匹馬 或一片葉子. 諾伊絲派別教導所有事物都是活的, 它們

全都是一個意識. 很像伊莎朵拉·鄧肯的跳舞風格, 但加上一個崇高的哲學成為技

巧背後的原動力. 你可以是一個初學者 卻仍然玩得很開心. 我肯定是其中一個, 我

以舞蹈的尺度衡量那時所做的運動, 散步差得遠了! 但我信實地保持固定程序, 

Jim通常很親切地與我一起走路, 對我是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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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輕快地跳過河水, 

我在海洋上舞蹈, 

空中所有的鳥兒 

都不能追到我. 

-- ±²: ³´�-µ¶, ô¸-µ¶, �¹: º 111¼ -- 

 

Carla: 那些認識我的人看到這張照片可能覺得奇怪, 但在關於我自己的照片當中 

這張是我的最愛。當時我還在諾伊絲的營區, 一個位於康乃狄克州的舞蹈營區, 那

時我的年紀很小, 身體沒有什麼限制。不管現在我的身體有多少限制, 這個身影表

達我的菁華。和我一起飛！ 

*** 

½¾¿À: http://tinyurl.com/k76lfl8 

ÁÂÃÄ: 2012û, CarlaÆÇÈÉ�Ê�¹, ËÌ0: The Poetry of Carla Lisbeth Rueckert; ���

¹-ÍÎ:ÐÑÒÓÔÖØÙÚ-ÛÜÝÞ, ßàá B5054âã��, Xäå/ç, èéê©ëì

L/LíËîï Ra½¾-ð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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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我第一次真正看見 Ra迴響(重複)Don 對我的請求—總是(要我)花更多時

間單純地坐著. 我是一個熱切的讀者, 總是喜愛一頭栽下進入一本浪漫或科幻或

奇幻小說.  

直到今天, 一天讀一本書對我而言不是罕見的事. 啊, 只要這些書是”好的文學作

品”! 但 不對! 我(也)愛純粹為了好玩而閱讀, 閃離(塵世)前往冒險國度. 隨著時間

流逝, 我已經找到越來越多時間在靜默中安歇, 但仍然傾向讀太多東西. 

 

胃部的問題苦惱我好些年; 的確 仍然如此. 但事情在 1988年得到很大的協助, 當

我的醫生終於決定我的膽囊受到感染. 從 1982年起, 他們讀取我的膽囊照片 顯示

一些沉澱物, 不是一個可開刀的問題. 然而, 事實上 它就是受感染, 完全無法運作. 

直到這個生病的器官被移除之前, 我得承受許多痛苦. 四年以後, 1992年, 我接受

第二次淨化手術, 移除一半的結腸. 這些日子, 我仍然得處理腸胃道的不舒適, 但

它不再是失控的, 在大多數日子 我能夠好好地做事 單純地將這些酸楚與痛苦放

在我的腦後.  

無論如何 當這些集會在 1983年進行時, 我的情況是很抱歉的. 知道 Don不對勁的

壓力無疑是其中一個因素. 

 

一個讀者可以注意到 Ra在工作疾病時, 在精神與軀體之間流暢地移動. 他們將痛

苦的嚴重程度與意識中的工作連結, 我盡我所能密集地追尋這個目標, 但效果來

得緩慢. 

當一個人感覺無價值有一段長時間, 他學習深沉與持久的自我-尊重的速度是緩

慢的. (當時)我正踏上(從事)一個人生-功課旅程, 它全是關於學習成為睿智的人, 

於是活下去. 

Don也正踏上一個旅程, 一個黑暗許多的旅程, 他在學習如何完全地愛 於是 

死去. 

 

在此期間, 我們摯愛的貓, 甘道夫, 逐漸變老與殘破. 他是多麼愛我們! 

他只想要在我們上頭, 或旁邊, 總是如此. 他專注的愛從未放鬆. 

幾個月之後 我們在喬治亞州, 我們必須抬起他到食物與貓沙盒旁邊, 因為他已經

走不動了, 即使如此, 他願意移動天與地只為了與我們同在, 我養成一個習慣, 隨

身攜帶他, 好讓他不需以酸痛的腳掌(奮力)走路. 

 

看起來 唐納花了大量時間在這隻小貓身上, 但你得想起這麼特殊的寵物跟一個

孩子是很像的. 我們沒有小孩; 他是禁慾者, 不大可能繁衍一個家庭. 但我們確實

擁有甘道夫與好小子; 他們對我們有重大意義, 如同現在我們的貓咪對 Jim跟我

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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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調頻是如何開始飄移的, 當 Don堅持嘗試從 Ra那兒獲得特定的資訊, 對於一

個良好調頻的管道來說, 我認為這個舉動是一種濫用(侮辱). 

並且注意 Ra 對於改善一個情況的建議總是以這些話語開頭: 為此歡喜, 感謝與讚

美這個狀況, 不管是什麼情況.  

Ra的思考方式是當你懷著感謝與讚美的態度去面對當下, 你已做好最佳的準備. 

簡單的忠告, 要遵守很難, 但值得. 

 

 

B5055  

 

Jim 評論:  

經過好一番搜索, 我們最終找到一棟亞特蘭大北方的房屋, 我們即將在 1983 年十

一月搬入. 我們決定在搬到新的住家之前 詢問形而上淨化的需要, 此即是這次集

會之目的. 當 Jim正在給予 Carla 集會前的按摩推拿, 他注意在她的背部兩側出現

左右對稱的條狀紅腫, 它們類似 Carla在 13歲時 覆蓋全身的傷痕, 那是由於血管

球性腎炎, 導致腎臟衰竭所出現的症狀.  

 

很明顯地, 如果 Carla在兩次機會中選擇讓分離感滋長, 她這一生很可能提早結束. 

第一次是與我們的房東交涉, 完結我們的租約; 第二次是 Don在選擇亞特蘭大的

房子上 吞吞吐吐、猶豫不決; 若 Carla允許自我與其他自我分離, 我們的負面朋友

將會供給能量給這種感覺, 直到她的自我與肉體載具分離. 

她必須面對我們的房東— 對於我們的離去有一大堆的條件; 他覺得都是正當的

條件; 接著是Don的心理狀態開始顯現長期[òóïõö-]壓力, 起因是通勤與憂心

工作不保. 罷工與破產持續地威脅東方航空, 雖然他知道若在亞特蘭大有個根據

地, 前往工作地點會容易許多. 但他即使在亞特蘭大四處看房子都有很大的困難, 

更別說要挑選一棟; 因為他終身喜愛路易維爾這個地方, 以及我們共同知曉的舒

適與美麗的家. 但我們這個家正在拍賣中, 我們必須搬到某個地方. 

 

我第一次開著 24 英尺的搬運(U-Haul)卡車上路, 結果迷失在北喬治亞州的山區中, 

經過許多的彎路與轉彎之後, 我發現我們在郊區, 拉尼爾湖畔, 的新家. 時間已是

午夜, 我第一次看見這棟房屋—Don與 Carla挑選的—我立刻摸黑搜索每一扇窗

戶與門戶, 以鹽巴與祝聖水執行淨化儀式. 那是在那裡不尋常經驗的一個不祥開

端. 

 

在這場集會的結束之前, Don起了一個小開端, 再次詢問原型心智, 接著Ra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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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結尾的評論是 Don的疾病與死亡奧秘的一個關鍵部分. 

 

Carla 評論:  

當人們嘗試改善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總是把飲食與運動做為首要改變的事項. 

在 Don接受我們搬入的房屋之際, 他處於穩定的迷惘狀態, 在此之前 還是未知的

事. 我也處於一個相當的低潮. 隱約地掌握到我需要在所有的道德交涉上保持精

巧的正確立場, 並且願意幾乎不惜任何代價停留在光中, 我的確設法將我對房東

的巨大憤怒與煩躁屏除在我實際與他交涉的過程之外.  

 

我們打包所有的貓咪, Don開飛機載我們到亞特蘭大. 朋友們駕駛我們的車, 另一

個朋友駕駛第二輛出租廂型車, 我們蜂擁進入這棟位於喬治亞州,卡明市的湖邊

房屋, 巨大且迷人, 然而肯定沒有做過冬的準備.  

彷彿在警告我們這趟旅程將充滿風險, Jim 第一次嘗試將廂型車開到喬治亞州, 結

果發現自己停在離路易維爾60英哩的一個地方, 卡車拋錨. 我們忽視這個事件, 繼

續推進. 

 

我們在那兒整整五個月, 如同一齣情境喜劇, 覆蓋著各種古怪的狀況. 

卡明市為福爾賽郡的行政中心, 一個惡名昭彰的地方, 當地居民反對任何種族 除

了高加索人. 到了週六, 一個人可以開車通過這個小城鎮, 接著看見三 K 黨的成員

盛裝出現[÷øùúJüýþÿ©H���]在紅綠燈前面發傳單. 祖母、小孩子們, 所

有年紀, 不分性別, 大家都穿著那可悲的小服飾, 揮舞種族憎恨的標語彷彿它是棉

花糖一般. 

 

我當時計畫加入羅伯蕭合唱團, 但當我唱我的曲目時, 發生一個誤會, 評審們認為

我唱錯了一個音符. 所以我沒被接受; 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這一生都在唱歌, 

我是一個稱職的合唱團成員, 但我出局了.  為了唱歌的需要, 做為替代方案, 我在

卡明市一帶找到一個小團體, 沉重地與他們同行, 主要唱愛爾蘭民謠之類的歌曲, 

唱起來很有趣, 但不是那種特別美妙的祈禱經驗, 我總是在古典聖樂合唱團的歌

唱中找到這種經驗. 

 

我計畫在週日歌唱, 地點是當地的聖菲力浦大教堂, 用盡各種安排以達成心願, 但

他們不願讓我開始歌唱, 要等到耶誕節過後才行; 這是教堂被迫採行的慣例, 因為

許多人嘗試在耶誕節季節加入合唱團, 然後該年度的其他時間都不參加.  

在這期間, 我找到離我們屋子五分鐘路程的一間教堂, 它沒有合唱團. 所以我待在

小小的全聖者教會, 在聖餐儀式中歌唱聖公會的讚美詩. 每一個期待都受到阻撓, 

沒有一件事如心裡想像的順利. 

 

最糟的是 Don得花更多, 不是更少, 時間以抵達工作地點. 他必須穿越整個交通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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瘓的地區, 從亞特蘭大的極北方跑到南方, 機場所在地. 氣候似乎注定使得事情更

艱難; 那年冬天 喬治亞州特別地寒冷, 好幾次發生結冰的狀況 嚴重到無法開車到

任何地方. 我記得 Don必須設法將車子滑入停車場, 在汽車旅館停留, 無法回家或

前往工作.  

耶誕夜 我在全聖者教會的兩次儀式中歌唱; 同時 Jim與Don將水從爆裂的水管中

舀水出來. 新年來臨之前, 潮濕的地毯已經開始發霉, 而 Don與我都對黴菌與發霉

過敏.  

雖然在夏天, 這棟房屋有趣的程度與它豪華程度相當, 可以在湖上遊玩; 然而冬天

的生活簡直跟一場災難沒兩樣.  

我的腳指罹患潰瘍, 因為它們是如此冰冷, 地板溫度從未超過 50度*
, 從來沒有. 

(*9: j¦� 10ã) 

 

既然這棟房子的所有一切都不對勁, 我們立即開始尋找另一棟房子, 亞特蘭大與

路易維爾兩邊都找. 我們在喬治亞州從未有過一個安定的日子, 縱使是這麼漂亮

的一州, 我無法說我想要再待在那兒.  

我們一直處於恆常的不安心的棲息狀態, 事情沒有真正的秩序, 直到三月, Don找

到我們現在住的房屋為止. 我們的財物保持封箱, 我們的感覺很脆弱. 我負責與新

房東交涉, 那真的不是一場野餐*. 

(*Õ9: ��H;¨�-��) 

在那段時間 Don十分堅持我們馬上搬家, 所以即使我們的確在那一個地方停留五

個月, 房東與我至少每週談話一次, 好讓他可以評估我們最新的計畫— 沒有一個

行得通. 最後, 在三月 他要求我們離開, 好讓他的家庭可以在夏天使用房子. 就在

那個時機, Don 自己在某個週末飛到路易維爾, 找到這棟可愛與值得紀念的木造

小屋, 並同意買下它; 我們迄今仍住在這棟小屋裡. 

 

Don 總是覺得買房子是一件不明智的舉動. 一旦他真的做了這件事, 他就開始後

悔了. 對於 Jim與我而言, 這是十分難以忍受的, 因為我們曾不明智地私自希望我

們來到這個小巧的市郊之後, 可以真正地安定下來, 就如同我們先前擁有的生活

一般. 但 Don仍然深信我們必須再次搬家, 同時總是排斥任何我們找到的可能地

點. 當我找到一棟房子, 便宜兩萬元, 又是雙拼式設計, 給予 Don與我一個完整的

家, 外加一個大房間給 Jim居住; Don也拒絕這個地點. 我了解某個東西真的變得

很糟, 事情陷入困境中. 

 

在這個氛圍中, 即使我們嘗試追尋與繼續我們曾開始的詢問關於原型心智之工作, 

情況已無力地失去平衡; 但我們堅持不變, 每天淨化新的工作間, 希望那一天的來

到, 我們能夠再有一次與 Ra通訊的集會. 我記得當時巨大的希望與信心在我裡內

湧現, 並且想知道 Don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任何事, 除了繼續堅

持, 遵循 Ra的建議— 以讚美與感謝面對一切. 或試著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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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56  

Jim 評論:  

我們住在拉尼爾(Lanier)湖畔的房子有五個月之久—從 1983 年十一月到 1984 年四

月; 最後決定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 在那個時候, 我們只能夠舉行一次與 Ra(通訊)

的集會, 因為 Don的肉體狀況正在惡化, 他的憂慮同時也增加其心理扭曲. 大多數

時間, Carla的肉體狀態也在安全接觸 Ra的水平之下.  

1984 年一月, Don的狀態變得如此糟糕, 以致於他被迫請病假, 這是他在東方航空

十九年來的第一次. 在他死亡的十一月之前, 他只能再多飛幾次航程了. 

 

無論如何, 當我們正準備搬回路易維爾市之前, Don能夠撐起自己到達一個足夠

良好的狀態進行一場 Ra 集會; 所以我們能夠詢問關於我們新家的形而上淨化需

求, 以及詢問 Don與 Carla的困難.  

 

Ra提到 Carla的”對悲憫的不恰當用途”是關乎她對 Don持續憂慮的回應, Don憂

心他的工作、健康與我們工作的存續. 在某天的下午, Don分享他的憂慮, Carla單

純地告訴他— 她願意為他拿走這些憂慮, 他能夠做她通常做的事: 放鬆、享受好

時光、無憂無慮. Don 天真地同意了. Don與 Carla之間的合一繫結明顯地屬於一

種特性, 即單純的同意就產生他們之間有害的能量轉移. 這事件發生時, 雙方顯然

正在經歷一個內在的蛻變過程, 通常稱為啟蒙(入門). 

 

我們可以假設我們的負面第五密度朋友在這次的啟蒙與負面能量轉移的綜合經

驗(��)中, 發現機會的目標, 並且能夠增加它們的強度. 

這個累積的狀況的特質充滿奧秘, 這是益發明顯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Carla

存活, 而 Don沒有. 我們只能以 Ra在最後一場集會的告別話語來提醒我們自己, 

Ra 建議: “所有顯化的本質都是虛幻的;當該實體從外形與陰影轉向太一,其作用

只到某個程度.” 

 

Carla 評論:  

在這場集會(³�)的時間; 我已經走過與經歷你可能想像的每一種警報與擔心. 或

多或少, Don已經停止進食. 他的舉止極端地不像自己, 雖然我當時尚未了解他的

精神異常, 他不完全處於我們尋常的實相中; 我對這些改變感到困擾與驚嚇. Don

先前行為的模式已經把我訓練好, (´)回應他的心願. Don挑選我們的用餐時間, 

我們的電影約會, 他喜歡並得到全面控制我的生命之權力. 你叫我依賴者就對了. 

不管怎樣, 那是使 Don能夠承受共宿關係親密行為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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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抗議並被他聽到; 我能夠建議, 有時候運氣不錯, 但總的來說, Don是一個

老式的男人, 喜歡我待在家, 就這樣. 我等候他的古怪奇想; 在此期間, 我閱讀, 或

做安靜的桌面文書工作. 

 

突然之間, 他老是問我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開車載我, 這個雜務傷害他的痔瘡, 

他通常讓 Jim 做這件事. [我在那個時點不再開車,因為太痛了] 

當我去教堂, 參加運動課程, 與民歌排演, 他只是坐著. 

即使 Jim已經被 L/L事業的各種待辦事項淹沒, 還有房東要他從一片紅橙色泥土

中挖掘一個地窖, 以及這棟房子的大小事項; Don 卻開始努力嘗試每晚待在家中, 

在家吃飯, 與他平常的習慣極端地不同.  

Jim也失去平衡, 我想他的幽默感影響的範圍已到達極限. 他感到困惑. 但我那時

則處於完全的精神崩潰中. 

 

我感覺 B.C.與我真的融合進入一個心智、一個人, 因為我們之間那次”不適當”的

轉移, 觸發點是我建議我們角色互換, 以及他的同意. 在我們之間, 我們有一個簡

單的互動過程: 他是睿智的, 我是深情的. 事實上, 我們分享許多立場(觀點), 但我

們更深的特質在智慧與愛之間有著相當的極化. 在那次的轉移, Don接收到極度

的敏銳度[N�	
�hf\���], 以及我的心輪充分表達與敞開的特性.  

同時, 我接收到活在 Don的鎮靜與喔-如此藍的雙眼背後的十足驚駭, 因他對於全

盤格局的堅定與扎實的掌握, 而得到調和. 

 

我已開始覺得在這段時間, Don(終於)能夠完成一個完整的人生課題—如何敞開

他的心. [這段時間起點是這場集會, 也就是我們離開亞特蘭大的兩週之前; 我們

滿懷感謝地回到肯塔基州受祝福的山丘, 終點是 B.C.死於同年的十一月] 

我無法表達他在那個時候忍受多少的劇痛與苦難. 曾經是如此強固的混凝土牆, 

總是保護著他, 就這樣倒下彷彿它從不存在, 接著他感覺所有事物, 他是怎樣去愛

啊! 他不能看電視, 甚至是情境喜劇, 因為那裡頭有太多的苦難. 

他, 曾確實發誓成為終身觀察者, 竟然在看瑪莉·泰勒·摩爾(Mary Tyler Moore)秀的時

候哭泣. 當他與我在同一個房間, 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對我解釋情況有多麼壞. 這

一個想法在他的心智中的最上層, 總是如此. 他所感覺的全然恐怖 相當乾淨地抹

除大部分的其他情感, 他長時間在我附近 無法保持鎮定. 

 

在此期間, 我徹底地、該死地沒有覺察到 Don恐懼我比較喜歡 Jim. 當時 Don急切

地把我抓起來, (用力)親吻我, 卻不曉得他的力氣, 他弄傷了我, 弄斷一塊肋骨, 抵

著我的牙齒 撕裂我嘴唇的皮膚, 留下好幾處瘀青; 甚至當他五月住在醫院時, 要

我陪他一起住院, 帶著坐骨神經痛, 我仍必須停留在一張不舒適的椅子好幾個小

時 [對於 Don 來說, 只有這張椅子是沒有被監聽的]. 我變得害怕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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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在早晨醒來時 發現 Don就坐在我旁邊, 耐心地等待我起床. 當他說完”早

安”之後, 他直接開始告訴我每一件事有多糟. 不管我如何嘗試使得放鬆, 不要緊

張, 執行專業人員建議的運動與接受藥物治療, 信賴假以時日 將得以痊癒— 所有

我嘗試推銷給他的東西都完全地不成功, 他徹底地確定沒有一件事會變得更好, 

從來不會. 對他來說, 實相真的開始溜走, 到達一個地步 我已害怕跟他共乘.  

在這最困難的重擔下, 我的精神開始崩潰. 我完全地意志消沉, 因為我找不到 Don, 

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我已沒有他與我前行— 我必須自己振作起來, 為了我與 L/L

研究中心, 因為 Don已不再與我們在一起. 

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的雙眼的顏色甚至從深沉、光輝的天空藍變為海軍藍. 

我有一段長時間處理他的文書工作, 我知道 Don在航空業累積的病假時間比兩年

多一點, 我曾與每個必須知道他的病情的人打交道, 他們每一位都願意 Don再次

振作起來, 即使要花上全部的時間.  

在他腦袋的危機對我而言不是真實的, 對 Jim也不是真的. 只有他恐慌地感受經濟

末日迫在眉睫. Don的薪水很寬裕, 我們三個人加上貓咪的開銷通常只佔他月薪

支票的一半金額. 但 Don 失去所有希望, 而他變成的那個存有真的正活在地獄當

中. 

 

我如何看待這些, 並且說這一切都是完美樣式的一部分? 唯有透過恩典的賜與去

看見. 

最終, 經過許多年凝視著記憶中令人關注的場景, 探測它們, 工作它們, 從 Don死

去之後, 每日每月與每年重複這個流程. 十五年過去了, 這段歲月給予了一個清晰

許多的觀點. 在最後接受敞開與給予的心的重要性, 以平衡智慧的過程中, Don完

成他打算學習的個人功課. 開啟他的心(輪)的過程殺死他的身體, 但從他離開物理

幻象之後, 不到一天的時間 他就在歡慶, 因為他好幾次出現在我面前 顯得喜悅與

歡笑, 並且告訴我一切都好. 而我, 與 Ra通訊以及 Don死亡之前的時期相比, 我的

神經(數量)永久地減少, 開始邁入下一個學習旅程, 去平衡我曾獲得與賺取的悲憫

心, 就從 Don死去的那一天開始. 

 

Don 自殺後的隔日, 我早上醒來預期我的頭髮會完全變白. 沒有外在上的改變, 但

我在這個時點起 開始一個全新的人生. 直到 1990年十一月之前, 我所有時間幾乎

都花在自我-批判上頭. 我發現 Don 對我的猜疑, 並感覺他已擴大這些恐懼直到他

殺死自己以橫越它們. 這是我的過失, 不是因為我對任何不忠貞行為感到內咎, 而

是因為我應該猜到他在想什麼, 並且使他安心. 但在我愚蠢的驕傲中, 我從未想到

這點. 我只是假設他會知道我, 美德的典範, 絕對不會打破任何的協議. 我真的持

續有個驕傲的問題, 因為我確實嘗試在道德上精準無缺. 關於 Don的疾病, 我對此

完全地沒有防備.  

 

造成進一步混淆的是: 每一個醫生、社工員、朋友都建議同樣的事— Jim與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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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他獨處, 不要嘗試收買他去做事, 因為他正要做出自我恢復健康的決定, 如果

我們過分操心 只會延長這個過程. 回顧當時, 我多麼希望我有那個洞察力對他們

說 “一群瘋子” ! 不管怎樣都陪伴著他. 然而, 當我盡最佳努力嘗試那麼做, 發誓即

使這樣做會殺了我也要留下來, 我的身體卻單純地進入沉默狀態, 有一天早上 當

我醒來 已經與現實脫節許多. 從三月起, 我摯愛的 Don 進入完整與快速的衰敗過

程, 同時我正走過一段完整的精神崩潰過程. 

 

Don如此憂心 Hobbs Park路上的房子的過敏(環境), 那是因為在湖畔房屋不愉快

的回憶, 在那個嚴寒的耶誕夜, 爆裂的水管淹沒地面. 濕氣深深穿透佈滿整個通道

的厚實地毯, 使得一半的房屋區域都不適合我與 Don居住.  

當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發現一個乾燥的地下室, 或者說一個擁有抽水機並且沒有

異常排水問題的地下室. 溼度良好, 這個地方的確是一個很有天使-感覺的地方, 

一個 Jim與我開始深深喜愛的地方. 

它是 Don在這個世上的最後工作—挑選出這個地方. 一如往常, 他做得棒極了. 

能夠逗留於此是一種特權, 這裡是我的唐納曾生活、受苦與死去的地方, 也是他好

好愛我的地方. Jim與我將這個可愛的小木屋以及樸素的庭院逐漸轉變為一座花

園; 我們仍然在為 Don工作! 那給予我們兩人巨大的安慰. 不管我們做什麼, 都只

是延續 他如此美妙地以敏銳的心智與開闊、深思的性格所開創的事業. 

 

對我而言 那是一場暗黑色調的經驗, 真正地經過多年的自殺感覺與自我-譴責而

完成. 然而透過這個催化劑, 我已經學到愛我自己, 真正地去愛與關心我自己, 無

須嘗試去辯白或防衛. 這件事對於智慧的進展要比愛心的進展來得多— 因為一個

人唯有透過智慧學會去愛各種錯誤. 雖然我肯定不會像 Don那麼睿智, 連邊都沒

有; 我能夠感覺他留給我的禮物(天賦). 我的智能現在有一種堅持與明晰, 我感覺

那是他給我的禮物. 我看見我剩下的個人功課是追隨奉獻與愛的模式, 在往後的

屬世生活中, 每一天每一小時都這麼做. 

我現在為我們兩個人而活, 因為他為我們兩個人而死. 我感覺到 與一己的命運合

作之後, 伴隨而來的平安. 

 

 

[卷五] 尾聲 

 

Jim 評論: 

在我們搬回路易維爾市之後, 關於 Ra 說的 Don實體理智/情感機能失常的可能性

發生了. Don這一生都以十分冷靜與睿智著稱, 即使那些導致他人倒下的事件 他

的情感都不受動搖. 他的觀察與建議總是被證明是對的. 現在, 當這個機能失常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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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惡化之際, Don 看見自己 即使接觸最小的刺激 也會受到強烈地影響. 

他的憂慮加深其沮喪, 接著他從每一個可得的來源尋求治療建議, 然而沒有一個

管用, 於是他放棄自我 前往一個他看見快速迫近的結局—死亡. 

 

他的心理、情感與肉體狀況持續惡化, 七個月之後 他變得無法睡覺或吃固體食物. 

十一月以前 他已經失去三分之一的原先體重, 並且經驗強烈的痛苦. 他拒絕進一

步的住院治療[��4�cÒ��^��v��]. 違反他的意志 將他送入醫院, 這個念

頭令我們厭惡, 但我們決定要這麼做 並且希望一個奇蹟出現, 在彼時 知道沒有其

他可能的方法能拯救 Don的生命. 

 

當警察來到, 執行逮捕令, 導致五個小時半的對峙. Don深信他的死亡即將來臨, 

而他不想要死在一家精神病院裡頭. 當警方使用催淚瓦斯要把 Don逼出屋子, 他

走出後門, 射出一發子彈穿過他的大腦, 立刻死於現場. 

 

在他死後, Carla在清醒的異像中三次看見他, 他向我們保證一切都好, 一切已發

生的事情都是恰當的—即使這些事對我們完全沒有道理可言. 

所以 我們讚美與感恩 Don的生命、死亡, 與我們共同完成的工作. 

 

雖然這本書比較多的時候是該工作的個人部分,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看見我們經驗

底下的原則同樣是你們經驗底下的原則. 雖然表達的方式可能相差很大, 目的都

是相同的: 讓太一的許多部份得以知曉自己 以及 太一為太一. 或者, 如 Ra所說: 

“我們在欣賞這偉大幻象的環境中離開你們, 你們選擇在其中彈奏管樂器與鈴鼓, 

並在韻律中移動. 我們也是一個舞台上的演員. 舞台改變, 戲幕拉下; 燈光再次

升起. 遍及這整個宏偉的幻象, 下一個 再下一個幻象, 在底層支撐這一切的是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莊嚴. 一切都好, 沒有東西是失落的.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

造物者的愛與光、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我是 Ra.  Adonai.” 

—[±²º 104�¹�] 

 

Carla 評論: 

Jim與我希望為那些覺得這份資料有用的人們開啟這本個人書卷, 因為我們看見

我們的經驗是一個好範例, 說明在光中工作將產生的那種壓力. 當一個團體接收

到越充滿啟迪教化的傳訊資料, 他們的生活與談話模式也需要變得更受啟發. 

 

在 Don、Jim與我的例子中, 我們所有的外在行為都是正確的, 當 Don生病時 

我們不能怪罪他沒有把事情講出來. 他從未拿取其他人的意見, 在那個時候 他不

接受我或 Jim的建議, 這跟他平常表現是一樣的; 於是 Don的偏執狂傾向日益興

盛, 直到他確定我不再是他的愛人(love), 對他來說 沒有我的世界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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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注視這個時機, 看到以下這點是至為關鍵的, 我在那時點, 體重在84英磅上

下(µ 38.1B�), 身高 5呎 4吋(µ 163B�). 每一場集會都極度地艱難, 然而我從未

減退我繼續的渴望, 我全然地願意在獲得這些集會的內容之過程中死去. Don十

分憂心我真的會死, 持續地為我過分操心. 他內在的相同機制堅持嘗試找出如何

由他替代我的方法, 以承受該通訊中主要的衝擊. 他三不五時談論這個想法, 我總

是設法打消他朝這個路線去思考的念頭. 但最終, 他就是這麼做了. 他的死亡終結

了與 Ra 群體的通訊, 我們遵循 Ra 自己的忠告, 除非我們三人在場, 否則不要與 Ra

通訊, 我們一直沒有受誘惑再度進行這個工作. 

 

我想要向各位讀者表達 在我目前的人生療癒過程中, 一股深奧的平安感覺來到

我裡頭. 我的裡面總是有一部分希望我不是能夠拯救 Don, 就是與他一同死去, 我

想那是我離開人世的一個有效方式. 然後 他與我會是超級浪漫, 接著相當地死寂, 

成為 L/L歷史的一部分. 但這並不是我的功課, 我的功課與智慧有關, Ra相當直率

地問我前往耶路撒冷的時間為何, 他當時在問我是否想要自我殉道, 這個答案與

Don的問題有關, 他詢問更頻繁舉行(Ra)集會的可能性. 

我的回應是展開我十一年來的第一次度假, Don與我擁有的是冒險, 不是假期! 

 

Don的功課關乎完全地敞開他的心, 這功課開始於我們在喬治亞州的談話, 當時

我們的能量與心理變貌互相交換與融合. 保持一個觀察者的身分, 他尚未成功地

清除他偉大之心的阻塞. 在他的疾病狀態中, 他真的認為他的垂死可以讓我過得

好, 平安地活下去. 再也沒有比給出一己的生命更完整的奉獻與犧牲了. 

在這個脈絡之中, 縱使他徹底錯了 也無關緊要了. 他從未失去我, 遠非如此, 他失

去了自己. 在他死亡的那一刻, 他完全地敞開心, 不在意活著或離開的痛苦. 

當然, 關於這點 我有許多衝突的情緒, 但我總是有絕對的信心, 那就是Don的結局

跟他的一生同等地高貴. 對我來說, 他超越言語, 我就是鍾愛這個靈魂. 

 

我的功課恰好是相反的: 為完整敞開的愛添加智慧. 我的心輪通常是相當通暢無

礙的, 但我的限度感長久以來是搖晃不穩的. 我們在那個時候分享的心智-融合留

給我一個選擇: 為了 Don死去, 或 為了他的工作、L/L研究中心、以及我們一起完

成的一切 而活下去. 我精確做我應該做的以留在這個世界中.  

 

有一段長時間, Don過世很久以後, 我都處於觸礁邊緣(touch-and-go), 我透過自己的

心智、身體與靈性工作死亡的能量. 這些年來, 我經歷與測度絕望、憤怒的深度[他

膽敢懷疑我!], 悲痛與憂傷的深淵. 我面對自己的肉身死亡並知曉關鍵時刻已經

到來, 生活的喜悅仍然強健地活在我裡內; 這些困難的日子環繞著 1991年的耶誕

節, 我從未陷入如此險惡的絕境, 即使在我的腎臟失靈那時也比不上這次. 但我的

愛從未感覺如此強烈, 我感覺彷彿一切正在被燒盡, 我歡迎這現象. 在那痛苦的熱

力中, 我感覺到淨化與完成. 從那個時候起, 彷彿一股全新的氣力湧入我脆弱的身



THE LAW OF ONE: the Scholar’s Edition 

 735 

體. 當我已經從輪椅與病床中升起, 感覺越來越多的喜悅充滿我, 同時又感覺透明. 

這是我正在經驗的一個新生命, 一個嶄新與充滿滋養的身體.  

 

的確, 現年 54歲, 我感覺到一股結實與健康的扎根與平衡力.  

我歡喜地待在這裡, 並且感覺我已經進入第二種工作模式, 那是我分割的生命所

提供的. 我祝福 Don與我悲傷的短暫故事, 我祝福所有已經發生的事. 我們愛過, 

我們都是人類. 看起來我們似乎經常犯錯, 我們並沒有, 因為我們真正愛過.  

雖然我將總是感覺他不在我身邊使我如同一個孤兒. 我擁抱那些屬於我的美妙事

物並珍惜它們. Jim與我恆常地獲得燃料補給, 這燃料來自能夠繼續Don的工作之

祝福源頭.  

 

任何團體, 只要待在一起, 和諧地工作並服務光, 都將開始吸引超心靈致意[如同

我們經驗的一般]. 在這高溫坩鍋中, 每一個過失與虛榮, 不管是多小, 都成為對抗

自我的武器. 對於被四處拋擲的議題與價值觀, 道德感知需要保持十分警醒與中

肯. 這是一個生與死的課題. L/L研究中心是一個特別與美妙的地方, 與許多其他

流浪者與尋道者點燃的光之家沒有什麼不同. 

許多、許多其他人正在覺醒, 並且祈願越來越能夠成為光的管道. 這是一個驚奇美

好的聖職(ministry), 屹立成為一個形而上或靈性之家, 迎接各地的流浪者與局外人. 

我們希望這資料幫助你與你的團體停駐在完整的溝通之中, 不管發生什麼事, 拒

絕將次於喜悅與信心的東西給彼此! 絕不, 絕對不要與忠實的反對派進行交易! 

 

我們 L/L研究中心所有成員持續敞開我們的大門, 舉行定期會議, 許多訪客穿過這

扇門拜訪我們, 也透過書信與電郵(e-mail)與我們聯絡, 我們的書持續流通, 那些覺

察到 Ra的想法的人們遍佈全球. 

我們的網站是 www.llresearch.org , 電郵地址是 contact@llresearch.org  

我們的書信地址(snail-mail)是 L/L Research, P. O. Box 5195, Louisville, Kentucky 

40255-5195.  

我們回答每一封信件, 並且總是歡喜能聽到老讀者與新讀者的想法. 我們的心永

恆地對彼此感激, 為了 Don, 為了 Ra 群體以及他們與我們分享的通訊. 

祝福所有閱讀這本書的人們. 

 

愛/光研究中心(L/L Research) 

Carla L. Rueckert 

Jim McCarty 

路易維爾市, 肯塔基州 

1997年, 十二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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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前言 

1981 年一月 15 日, 我們研究小組開始接受來自社會記憶複合體 Ra的通訊. 從這通

訊裡頭, 沉澱出一的法則以及其中的一些變貌. 

 

這本書包含一份與 Ra 溝通之精確抄本, 只去除一些個人的材料, 收錄第 76場集會

到第 103場集會的全部通訊. 

 

這本書預先假定我們對UFO現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如果你對於UFO現象不那麼

熟悉, 可以閱讀我們多年研究的成果, UFO 的秘密(Secrets of UFO)一書, 可能對你

了解本書有幫助. 再者, 你可以從書名得知前面還有三本書:  一的法則卷一 、卷二、 

卷三, 一共 75場集會.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鼓勵你從卷一讀起 因為後期的概念建構

在前期的概念之上. 你可以透過郵購跟我們購買這些書卷. 

 

那些透過商業出版商購買 Ra 資料(The Ra Material, Whitford Press, West Chester, PA., 1983) 

而熟悉 一的法則的讀者可以確定從該書(卷一)扎實有料的序文中得到很多關於

UFO 的秘密的內容, 不過 UFO 的秘密 一書仍然可能引起你的興趣. 

 

一的法則-卷四是檢驗原型心智之本質與形而上用途的開端. 原型心智是理則的心

智, 用以創造宇宙萬物的藍圖, 也是我們在心、身、靈三方面進化的方式.  

Ra 說原型心智可以用以下最佳的三種方法來研究: 塔羅, 占星學, 或生命之樹; 又

被稱為白色儀式魔法. 我們決定從鑽研塔羅來探究原型心智, 特別是 22張的大奧

秘牌(Major Arcana). 在卷四中, 我們主要探討前七張牌, 它們是心智的架構. 我們也

尋求了解 22張原型意義之概要. 

 

對於這類通訊的合理考量, 如果該通訊是有效的, 通常會獲得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

在某個時點會接收到一些我們完全不熟悉的題材. 這件事已經發生在卷四. 你可

以在(我們的)發問過程中看到. 我們在通訊整本書的過程中 盡力又匆忙地收集資

料 好跟上我們得到的資訊 並整理組織出合理的問題. 即使我們集會的行程間隔已

經拉長, 我們也在休息期間研讀, 我們還是察覺到在卷四中的詢問比前三卷的 Ra

集會要散亂. 

我們對於自己缺乏知識這件事沒有解答, 但我們至少確信我們不會與讀者距離太

遠, 因為在我們詢問每一個問題之前 我們知道的 不會比你們多! 

 

在許多許多年前, Ra曾跟埃及人分享它們對塔羅的觀點. 在此 我們確實感覺如果

包括一些塔羅的資訊 與 一般的術語, 並與 Ra對塔羅的觀點輪廓相比, (對讀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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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益的.  

接下來的比對只針對二十二張大奧秘牌 因為 Ra只使用"概念複合體", 隨後由埃

及祭司繪製, 來描述心、身、靈的進化過程. 

宮廷奧秘牌(Court Arcana)及小奧秘牌(Minor Arcana)來自其他(星團)的影響, 主要使用

在占星學上. (我們)在每一張牌中, 首先標明奧秘牌號碼, 然後是傳統上的命名, 最

後是 Ra的命名. 

 

我們最先用以詢問的塔羅牌已經絕版了, 所以我們又找了一套最接近原先使用的

牌組, 你可以在以下書目找到這些圖像: George Fathman的 "皇家道路: 研讀埃及

塔羅— 通往神聖號碼與符號的鑰匙".  

(¨:Ë�: The Royal Road , A Study In The Egyptian Tarot; Key To Sacred Numbers And Symbols. 

Eagle Point, Oregon, 1951, Life Research Foundation) 

({9: U/Aßñ��¬ß-��ß Fathman9�R�, DñÉ� ��·!íà) 

 

如你所見, 大奧秘牌組 前七張被設計來描述心智的進化; 次七張, 肉體的進化; 最

後七張, 靈魂的進化. 第二十二奧秘牌被稱為選擇, 這裡的選擇指的是: 每個覺知

的尋道者或行家在努力去掌握第三密度的課程的經驗過程中, 尋求服務他人或 

服務自我. 

 

卷四 的主要發現之一 是呈現 ”遺忘的罩紗”(veil of forgetting)之概念與目的. 它存在

與我們的有意識與無意識(unconscious)心智之間. 然而在靠近銀河中心的第三密度

顯然沒有這層面紗, 因此不會忘記在任何一世發生的任何事件. 這樣的條件簡化

了每個實體的經驗, 也包括原型心智的本質. 所以讀者應該覺察到 問題聚焦於面

紗降下之前與降下之後 兩者之體驗, 以及原型心智 在這兩者條件下的差異; 如此

更能了解我們目前處於八度音程造物之第三密度, 被罩紗覆蓋的體驗.  

 

由於與 Ra問答產生的結果, 我們繪製了自己的塔羅牌圖像, 也就是前七張, 你可

以在本書中找到它們. 

 

Ra 通訊持續了 106場, 印刷成四本一的法則系列叢書, 你可以在地方書店, 或

Whitford 出版社, 或從我們這裡購買. 如果你希望接受我們的每季快訊, 收錄我們

目前最佳的通靈紀錄, 請寫信告訴我們將你加入我們的郵寄名單. 

 

L/L Research 

Don Elkins 

Carla L. Rueckert 

James A. McC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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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195 

Louisville, Kentucky 40205 

July 8, 1983 

 

http://www.ll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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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埃及塔羅圖片集  

8"�#: http://www.lawofone.info/links.php#tarot 

 

在唐(Don)詢問塔羅的過程, 他使用的圖像來自光之教堂(https://www.light.org/)

當時的牌組。在那次以後, 光之教堂重畫了幾次他們的牌組, 但唐當時所工作的

版本可以在這個有益的網站看見: http://green-door.narod.ru/zaintarot.html  

 

當一的法則卷四要出版之際, L/L研究中心無法取得光之教堂的許可, 把他們的圖

像納入卷四。所以, L/L研究中心只好改用皇家之路[7ñ:George Fathman]牌組; 這副

牌組也可以在同個網站中找到: http://green-door.narod.ru/jdeq-tarot.html 

 

這裡列舉的塔羅圖像來自兩個源頭, 首先的七張牌是由一位L/L研究中心聘請的

畫家重新繪製, 好對準Ra的建議。接下來的22張牌是光之教堂的光之兄弟會牌組

(º2É), 原先發問者用來詢問Ra的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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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塔羅- 心智的原型 

譯註: 下面的七張圖片是 L/L Research版權所有, 請勿用於商業用途. 本頁為七張

圖片文字的中文翻譯. 

 

心智的母體 

Arcanum #1 

魔法師 

*** 

心智的賦能者 

Arcanum #2 

高等女祭司 

*** 

心智的催化劑 

Arcanum #3 

皇后 

*** 

心智的經驗 

Arcanum #4 

皇帝 

*** 

心智的形意者 

Arcanum #5 

解經祭司 

*** 

心智的蛻變 

Arcanum #6 

兩條途徑 或 情侶 

*** 

心智的大道 

Arcanum #7 

雙輪戰車 或 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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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塔羅- 光之兄弟會 牌組(第二版) 

({9: $ 7%U/&'�(xã-¿À, Q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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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給我們讀者的摘記 

 

當我們回頭看卷四其中的題材, 我們發現第九十七場集會中, Ra的以下陳述是開

始研讀原型心智的鑰匙. 

 

“ 我們不希望形成一系列被任何心/身/靈複合體認為是完整且絕無錯誤的圖像. 

在這方面, 我們有一個重要論點. 我們曾經在發問者的協助下, 探究原型心智的偉

大架構的概念複合體; 以更清晰地掌握原型的目的、過程、與本質; (為此) Ra提

供一系列的概念複合體.  

身為太一無限造物者的謙卑使者, 我們絕不會希望讓任何尋求進化的心/身/靈複

合體有一絲絲的想法認為這些圖像是比一個資源更多的東西; 它們只是一個資

源— 為了(¡hçñ)在信心與意志的發展領域上持續工作. 

要將這點放入全景中, 我們必須凝視太一無限造物者(令人)震攝的奧秘. 原型心智

不會解決任何矛盾 或 把一切帶入合一. 第三密度的任何源頭都沒有這樣的屬性. 

所以, 容我們要求學生從內在的工作向上看 並 留心注視太一性的平安、奧秘、莊

嚴、氣力、與榮光. 不要讓任何對於 小鳥或野獸、黑暗或光明、形狀或陰影的考

量 阻擋任何實體尋求合一的核心考量. 

 

我們不是複雜體的使者, 我們帶來合一的訊息. 唯有在這個眼界中, 我們才可以肯

定具備行家資格的尋求者掌握、闡明、與使用這個資源的價值; 該資源屬於深邃

心智, 由原型的各個概念複合體示範. ” 

 

 

[卷四] 尾聲 

在106場集會之後, 經過一年的健康衰退,  發問者(Don Elkins)死於1984年十一月七

日, Ra 通訊隨之終結. 一直是我們三個人之間的和諧支撐Ra 通訊, 因此我們不再

與Ra共同工作, 也不在出神狀態中工作; 我們現在傳導其他的b�邦聯來源. 如果

你們對於我們其他的書籍或卡帶有興趣, 我們很樂意寄給你相關資訊. 

請寫信到: 

L/L Research, P.O. Box 5195, Louisville, KY. 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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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esearch 官方網站: 

http://www.llresearch.org 

“一的法則” 中文資料與討論區: 

http://loo.sou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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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前言 

1981 年一月 15 日, 我們研究小組開始接受來自社會記憶複合體 Ra的通訊. 從這通

訊裡頭, 沉澱出一的法則以及其中的一些變貌. 

 

這本書包含一份與 Ra 溝通之精確抄本, 只去除一些個人的材料, 收錄第 51場集會

到第 75場集會的全部對話. 

 

這本書預先假定我們對 UFO(不明飛行物)現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如果你對於

UFO 現象不那麼熟悉, 可以閱讀我們多年研究的成果, UFO 的秘密(Secrets of UFO)

一書, 可能對你了解本書有幫助. 再者, 你可以從書名得知前面還有兩本書: 一的法

則卷二 與 卷一, 一共 50場集會.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鼓勵你從卷一讀起 以獲得完

整的概念. 

 

Ra 通訊持續了 106場, 印刷成 4本一的法則系列叢書, 你可以在地方書店, 或 

Whitford 出版社, 或從我們這裡購買. 如果你希望接受我們的每季快訊, 收錄我們

目前最佳的通靈紀錄, 請寫信告訴我們. 

 

一的法則卷三專注於討論各種平衡能量中心的技巧, 以及有效率的極化(polarization) 

因為我們地球已經準備好進入第四密度. 時間/空間 以及 空間/時間 的進一步探討; 

關於冥想與魔法的不同派別的討論; 還有關於超心靈攻擊, 包括獵戶集團的資料; 

最後本書以 粗略地窺探原型(archetypical)心智 做為結尾. 

 

L/L Research 

Louisville, Kentucky 

March 17, 1982 

http://www.ll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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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前言 

 

1981年一月 15日, 我們研究小組開始接受來自社會記憶複合體, Ra的通訊. 從這通

訊裡頭, 沉澱出一的法則以及其中的一些變貌(distortion). 

 

這本書包含一份與 Ra 溝通之精確抄本, 只除去一些個人的材料, 收錄第 27場集會

到第 50場集會的全部對話. 

 

這本書預先假定我們對 UFO(不明飛行物)現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如果你對於

UFO 現象不那麼熟悉, 可以閱讀我們多年研究的成果, UFO 的秘密(Secrets of UFO 

by Don T.Elkins with Carla L.Ruckert)一書, 可能對你了解本書有幫助. 一的法則 卷

二奠基於卷一的資料上, 因此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鼓勵你先讀卷一. 

 

一的法則卷二專注於討論主宰我們靈性進化的形而上原則, 好幫助我們了解並使

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催化劑. 以及更完整地檢驗身體的各個能量中心; 以及心, 身, 

靈之間的連結. 

同時我們學習更多關於流浪者(Wanderers), 不同的密度, 醫療, 能量交換與阻塞: 如

性, 疾病, 與冥想等. 

 

卷二的前三場集會(#27~#29)對於不熟悉杜威·拉森(Dewey B. Larson)物理學的人可

能會蠻困難的, 不要因此而沮喪, 因為拉森典型(Larsonian)物理學並不是廣為人知的

理論. 繼續閱讀, 到第三十場集會, 你就會回到堅實的形而上學地面上. 當你讀完卷

二, 再回頭看前三章, 它們就會變得清楚多了. 對於想要研讀拉森典型(Larsonian)物

理學的讀者, 我們推薦物理宇宙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這本入門書. 

 

Ra 通訊持續了 106場, 印刷成四本一的法則系列叢書, 你可以在地方書店, 或 

Whitford 出版社, 或從我們這裡購買. 如果你希望接受我們的每季快訊, 收錄我們

目前最佳的通靈紀錄, 請寫信告訴我們. 

 

L/L RESEARCH 

Don Elkins, Carla L. Rueckert, James A. McCarty 合著 

Louisville, Kentucky 

 

March 1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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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照片說明 

[摘自Ra資料, 第88場集會, 時間是1982年5月29日] 

 

首先, 如果要拍攝工作場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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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 這個小組能夠避

免的扭曲就不會存在, 正如同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話語裡頭有扭曲. 

 

其次, 當該器皿處於出神狀態, 拍攝器皿或該工作房間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妥的.  

這是個窄頻通訊, 我們希望保持電子與電磁能量在固定的水平 [若它們是必要的], 

否則 根本不要存在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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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正的表達 給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  

 

我們來此的身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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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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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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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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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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密切的關聯. 

在聖經的另一邊 放一小束馨香於純潔全新的香爐內. 

把象徵太一之聖經打開到約翰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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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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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抄寫第 89場集會, 那是 1982 年 6 月 9 日的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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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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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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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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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引言 

1981 年 1 月 15 日, 我們的研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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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一些相關的變貌 3
. 

這本書(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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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1µ�ÁÂ, Ï<æ http://www.llresearch.org 

2 
¨:; social memory complex, fö-230,5©Pk6Þ-:�;ö. �<Ë�=Z>�

©¢]Å-(¯. 

3 
distortion, ·5�??@ RaCE, FG¨7ñ Jim-ÝI JKLMN0×,(One)-úO ê�s

ÖN�©STuã-�V, WXYÃ, [©\_(One);�@`a-de��. �·g, distortion �

Ëilmn=-23, ;o�pðñq�, ÕñÕrYwy$�:, °0�)�±-z|, ,È}

Õ~��. FG Lanroefei²D$�lm, distortion�@WXY}Õ;,5�: "�". ÒÁ��;<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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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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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讀者使用這份資料(Ra Materi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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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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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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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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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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萊斯(Harold Price)協助他發展出一種

新方法. 普萊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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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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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的困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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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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過外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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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斯[Walter Rogers, ¿²��

F�, ¶Ð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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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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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vil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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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有系統地劃掉清單上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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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徒勞無功. 後來我們來到托

利多市* 詹姆士(James Tingley)牧師舉辦的降靈會, 他是一所唯心論(Spiritualist)教堂的

主持牧師.  

(*Õ9: Toledo, �/Ì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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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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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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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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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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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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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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JK��, cosmic sermonettes, Brad Steiger>×A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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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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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s of the UFO)一書, 這本書對於了解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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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幫助. 

 

在這個期間, 發生一件同時性的事件. Don與我早在 1970 年正式成立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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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的十字苦刑

(The Crucifixion of Esmeralda Sweet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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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bleday. 這本書敘述普哈里契博士調查尤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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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尼克博士(Dr. J. Allen Hynek)稱這類研

究的特質具有"高度奇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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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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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奧博士(Dr. R. Leo Sprinkle), 懷俄明大學心理學教授, 多年來與這類有過"近距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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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是貝蒂與巴尼.

希爾(Betty & Barney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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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別與希爾先生,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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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接觸"[�� £¤A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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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

森(Lawrence Allison)催眠師的電話. 該目擊者的母親請求勞倫斯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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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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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陳述他與尤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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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是岩溪研發實驗室(Rock Creek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abs)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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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勒曾在世界各個地方接受測試, 包括史丹福研究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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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ller Papers), 以及冰島研究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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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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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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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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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John Taylor), 倫敦國王學院的數學教

授, 在他的超級心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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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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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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答案或許就在玄秘學理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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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以類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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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 (¸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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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5Ê��½2¾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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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意的一群人: 沒有任何事情有個絕對的科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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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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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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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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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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計算我們銀河系的恆星與地球上人類的比例, 結果是每一個活著的地球

人可分得60個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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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最遙遠的恆星 需要花 10萬個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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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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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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千億個恆星系統的

銀河系只是一個非常龐大之沙灘其中的一粒沙子而已. 還有數以兆計無窮多個(Â

Ã-)銀河系, 每一個都擁有數十億的恆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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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2
 

靜電交互作用: F = Kqq' / 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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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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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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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州大學物理系教授法蘭克.梅爾(Frank Meyer)目前正發行一個季刊, 對象是有興趣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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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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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現拉森的著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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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他們聲明光並不移動; 光存在(ligh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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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動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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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森的理論, 空間-時間的振動偏移是第一個物理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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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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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 國王學院的數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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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minds)一書中. 如果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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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 “Bewitched”] 變成現實生活的

一部分. 

 

透過泰勒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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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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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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aul)在

使徒書(Epistles)中亦區分人類肉體與靈性體. 

在更古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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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Äç�ÄÆÇ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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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Allison)一如往常地請那男孩

問他的高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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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他確實已經學到這課程了. 於是催眠師問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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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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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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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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對於 UFO的興趣大概可以準確地追溯到肯尼斯(Kenneth Arnold)在華盛頓州- 來

尼爾山(Mt. Raini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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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ell)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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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瑪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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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ÊfÍÎÏÐÑÓÔÖA6Ø). 1947 年, 他離開空軍, 在肯

塔基州, 路易維耳市(Louisville)的包曼飛機場上創立愛金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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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塔基州警呼叫諾克斯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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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曼場的指揮官, 

並且與俄亥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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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特場沒有這類的飛行紀錄. 

同時間, 諾克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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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莉艾特出發, 靠近亞特蘭大, 即將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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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 路易維耳市. 由於它們已經在空中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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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特爾上尉. 

曼特爾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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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案例; 另外有一本書, 由 UFO 研究中心出版[ÙÚÛÜ, ÝÞà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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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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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球邦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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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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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的人, 這反而是種幫倒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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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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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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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地球人將從困惑的狀態提升到一單純

的認知: 造物者的愛.”

 

Hatonn 提到我們渴望尋求物理幻象外的東西, 他所說的就是星際邦聯成員(â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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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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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起初思維時的中心思想: 

 

 “此時 我位於一架飛行載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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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產生的東

西都出自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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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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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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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轉換你的需求與渴望, 從物理幻象中, 轉移到天父的造物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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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意到. 

 

 “我的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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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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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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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心

智中,他只是個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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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人們願意去欣賞實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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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幻象內發展許多個世紀的刺激. 那麼,很快地,人類可以回覆欣賞真實造

物的機能. 

我的朋友, 如果地球人想知曉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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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初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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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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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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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際邦聯所說的幻象當中. 

 

"我們屬於服務無限造物者的星球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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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的思想. 這個過程 你們知曉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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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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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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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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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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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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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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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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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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有個名稱—理解(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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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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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9: 2íäåÊæè¿²és�k-êbë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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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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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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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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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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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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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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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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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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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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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地觀想造物者的"白光", 全都是有用的"調頻"方法. 

 

輪迴轉世是星際邦聯很基本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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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ïðñ (****) òóõö÷øùûüýþÿö, ���þ��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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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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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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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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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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造物者的振動. 我們也

是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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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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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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節, 並據以分析, 暗示大眾世界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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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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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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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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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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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9:zÈ¾j¿���Psalmsº2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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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提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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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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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沒有學到愛的功課, 我們將無法進入. 因此星際邦聯提示選擇跟隨正面

途徑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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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我不選擇它.” 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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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星際邦

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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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所稱的收割將發生, 這個最後審判日跟末世論不同

的地方在於 審判我們的那位並不是與我們分隔的上帝, 而是在我們內在的上帝. 

這場收割的結果是有些人會繼續前往愛與光的新時代, 並在一個非常正面與美麗

的密度[FGb���-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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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邦聯成員, Hatonn, 再次說到收割的事, 並解釋星際邦

聯透過不同接觸團體說話的目的. 

 

將會有場收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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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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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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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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這是我們使命的重要

功能—提供沒有證據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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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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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上, 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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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指出許多被吸引的讀者, 通常是流浪者, 他們覺得這些資料是有用的.  

地球上的流浪者不在少數, Ra估計至少有 6千 5百萬人左右 (1981û). 他們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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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者連遺忘的過程都無法穿透 [·0Â�ÓY�º��ãË�-)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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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s of the UFO), 我們特別用

一個章節探討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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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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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	
�, cÃL����m-Ù�, ¸º??ïÃ,6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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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萊里首先問的事情是關於穿著. 

 

Q.你穿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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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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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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ðñ(***)òó��ø��������þõö�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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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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比那更先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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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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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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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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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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嘗試去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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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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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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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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長寬維度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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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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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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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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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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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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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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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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Õ9: SLE 0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¾�, ý!I"#-D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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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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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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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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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火山山岳之中. 他進入房間 什麼也沒帶除了一本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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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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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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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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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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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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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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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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化都是同樣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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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市調查一個墨西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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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病人大多是原住民, 而非美洲人. 唯一的不同是她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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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經過西班牙傳教士三百年來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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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跟我親眼目睹他們對於基

督教毫不留情, 完全照字面的信仰風俗. 在復活節前的週五(Good Friday), 有一場

盛大的天主教十字架遊行, 穿越馬尼拉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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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9:Pancho Villa0Å�Æ-Ç8=È, ]]Ï<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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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墨西哥, 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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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印地安信仰之上. 浮現腦海的是 馬雅人在陡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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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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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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John Fuller)撰寫一本書叫做 Arigo*, 內容是 Puharich博士早期與一位南

美洲醫者, 小名 Arigo, 的工作過程.  

(* Amazon.com��ÉÓ·< 1975ûÈÉ-Ë.) 

這本書仔細地檢驗超心靈外科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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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Ä]的研究者而言是報酬豐厚的. 在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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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在肯塔基州的瑪莉安(Marion)郡的天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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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與我在肯塔基州萊星頓市錄製的節目. 他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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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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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科羅拉多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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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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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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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岩溪研發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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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小組的冥想, 但他

先前已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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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崗州, 與這個小組一起工作. 據稱這個小組通靈的源頭跟艾格.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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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與 Don跟我一起工作. 

從肯塔基州中部的森林到奧勒崗州, 再回到路易維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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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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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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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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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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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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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姆走過來詢問我是否願意嘗試跟依蓮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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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麥可[Mike, (+ï,.-[�]與我聚集在一起做第一次嘗試. 經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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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 湯姆播放一卷錄音帶, 裡頭的聲音像是依蓮, 卻從我口中發聲. 那是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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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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會認為依蓮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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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種靈媒了. 湯姆同意, 他說獲得依蓮先前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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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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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基督之名挑

戰這個實體, 首先詢問它是否為基督意識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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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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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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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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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9: /-ËJÕÄ�0/1ÀÎ; �/jÌ2ï3 w/>d4EñÏÓ-/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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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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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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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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在心智、身體、靈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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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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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9: U/ Carla<õ-ÐJ, ÔÐ)-67EË9_£Ñi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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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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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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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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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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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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esearch 

Don Elkins (唐) 

Carla L. Rueckert (卡拉) 

Jim McCarty (吉姆) 

路易維耳市, 肯塔基州 

7 月 7 日,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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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關於作者 

 

Ra: 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第六密度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發源地— 金星。 

 

Don: 唐·圖里·艾爾金斯(Donald Tully Elkins)出生於肯塔基州, 路易斯維爾城, 誕生時

刻為 1930 年 2 月 27 日午夜. 他擁有三個學士學位, 一個碩士學位, 曾為阿拉斯加

大學開創機械學課程, 主要在路易斯維爾大學快捷學院教書, 教授物理學與機械

工程。1965 年, 他離開終身職的物理學教授工作, 好讓他自己有更多時間從事研

究, 那是他成人以後一直追尋的目標, 其中一個成果就是這套書。後來他成為東方

航空的機長, 駕駛波音 747。唐·艾爾金斯在 1984 年 11 月 7 日去世。 

 

Carla: 卡拉·里斯貝·盧可(Carla Lisbeth Rueckert), 1943 年出生於伊利諾州、森林湖

城。在完成圖書館服務的碩士學位的學業之後, 她曾在大學的圖書館擔任管理員

和書目編輯, 為期 6 年; 1970 年, 她把全部的注意力轉向唐·艾爾金斯, 協助他的研

究。 

1987 年, 卡拉嫁給麥卡蒂先生, 直到今日。 

 

Jim: 詹姆斯·艾倫·麥卡蒂(James Allen McCarty), 1947 年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 科爾

尼城。在佛羅里達大學求學, 獲得教育學的碩士學位之後, 麥卡蒂先生退隱到肯塔

基州中部森林, 住在一間圓木屋中, 發展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1977 年, 他創立岩

溪研發實驗室, 接著於 1980 年加入唐與卡拉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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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主題索引 

<æ¿À: http://antitheology.wordpress.com/2011/03/26/contents-of-the-ra-material/ 

 

集會編號:  涵蓋主題 

1: 致意, Ra的身分, 一的法則 

2: Ra的歷史, 水晶治療, 金字塔, 淨化儀式 

3: 金字塔 

4: 金字塔, 治療 

5: 治療, 心智的鍛鍊(修為) 

6: 心智的鍛鍊, 地球和金星的歷史, b�邦聯 

7: 呼叫, 議會, 獵戶 

8: UFOs 

9: 地球的歷史, 大腳 

10: 地球的歷史, 大腳, 畢業, 尋求, 靈性練習 

11: 負面實體, 馬爾戴克(Maldek) 

12: 十字軍, 流浪者, UFOs, 黑衣人(MIB) 

13: 造物(造化)的過程 

14: 第二到第三密度, 發明, 傳訊, Ra 

15: 快速老化, 最偉大的服務, 平衡過程, 長老種族, 第一變貌, 光/愛 & 愛/光 

16: 守護者, 隔離, 獵戶的降落, 星際大戰(Star Wars), 收割, 十誡, 無時性, 邦聯,  

      銀色碎片, 第四密度, 密度的定義 

17: 第四密度, 通古斯(Tunguska)地區的坑洞, 耶穌, 收割的必要知識, Taras Bulba,  

      成吉思汗, 拉斯普廷(Rasputin), 自主燃燒, 收割之年, 服務的方法, 極性百分比,  

     如何冥想 

18: Ra的真誠, 渴望, 打破一的法則, 自我意識, 克勞里(Aleister Crowley), 寬恕,  

     服務, 亞威與基因編程 

19: 第二到第三密度, 人類肉體的弱點, 極性, 占星學 

20: 第二到第三密度, 拉森(Dewey Larson), 極性的目的, 壽命, 火星實體, 對早期 

      第三密度的協助, 復活節島 

21: Ra的通訊方式, 隔離, 早期第三密度, 投胎的規劃 

22: 早期第三密度, 壽命, 亞特蘭提斯人 

23: Ra的埃及接觸, 金字塔, 南美洲接觸 

24: 亞威(Yahweh)的接觸, Anak, 獵戶的火戰車, 艾森豪 

25: 獵戶集團與邦聯的戰鬥 

26: 聖經, 林肯, UFOs, 原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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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羅(Paul Shockley)與金字塔, 智能無限, 實相的韻律, 智能能量, 自由意志, 愛,  

28: 智能無限, 杜威(Dewey Larson), 旋轉, 光的顏色, 起初的極性, 密度, 理則 

29: �理則, 太陽, 重力的形而上性質, 黑洞, 水晶, 空間與時間 

30: 心/身/靈複合體, 繁衍, 行星 

31: 性能量轉移, 同性戀, 獵戶帝國利用性能量 

32: 性能量轉移, 流浪者偏愛的性能量, 顏色與意識 

33: 棱鏡, 編寫的課程, 自我防衛與正面極性, 催化劑, 紫羅蘭光芒 

34: 穿透智能無限, 業力, 未顯化自我的催化劑, 亞伯·史懷哲, 馬丁·路德·金恩,  

      巴頓將軍, 戰爭  

35: 富蘭克林.羅斯福, 阿爾道夫·希特勒, 亞伯拉罕·林肯 

36: 心/身/靈複合全體, 高我, 平行發展, 平行經驗, 希姆勒, 負面途徑的盡頭, 穿透 

      遺忘的過程 

37: 散佈 Ra資料的難題, 高我, 超靈, 靈性質量 

38: 平衡實體的光芒之外貌, 靈感, 天狼星的樹人, 冥想與平衡, 第四負面密度 

39: 九之抄本, (七個)能量中心 

40: 八度音程(概論), 能量中心, 第二到第三密度, 第三到第四密度, 癌症 

41: 太陽, 第一與第二密度, 能量中心 

42: 平衡, 情緒的壓抑, 意志與信心, 注意力, 親子關係 

43: 牛隻肢解的問題, 第四到第六密度的狀況, 協助冥想的方法 

44: 負面與正面信號, 奇異的主觀現象, 生命之樹  

45: 左耳與右耳, 正面與負面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46: 對於憤怒的正面與負面回應, 癌症催化劑 

47: 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目標, 能量中心[正面與負面的啟動樣式, 結晶化],  

     各個(微妙)體 

48: 第四密度的正面與負面工作, 第五密度的正面與負面工作, 能量中心的啟動與 

     智能無限, 老資格(振動) 

49: Jim的前額葉經驗, 左腦與右腦, 第二能量中心群, 亢達里尼, 兩種冥想方式 

50: 南極(負極), 遺忘的目的[撲克牌遊戲的暗喻] , 行家的行星級工作 

51: 監督收割的過程, UFOs, 太空旅行, 能量中心的阻塞和結晶化, 古埃及的圖畫 

52: 太空旅行, 流浪者來臨的時機, 進化的中心, 荷光者 

53: 星際邦聯的接觸技巧, UFO接觸個案 

54: 能量中心與人格修煉, (人體的)北極與南極, 催化劑, 降生(投胎)的編程 

55: 金字塔, 吩咐(命令)的過程 

56: 金字塔 

57: 金字塔, 水晶治療, 空間與時間 

58: 金字塔, 水晶治療, 彎曲金屬 

59: 金字塔, 地球人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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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金字塔, 卡拉(器皿)的平衡工作, 百慕達三角洲, 約櫃, 地球發熱的原因,  

      地心文明, 靈性資訊的熵 

 

61: 生物韻律, 身體的修練, 主觀的知曉 vs 主觀的接受, 大腦前額頁 

62: 獵戶集團的目標與活動, 地球的振動密度 

63: 生命能, 地球轉換到第四密度, 以心智彎曲金屬 

64: 白魔法儀式的原則, 行家週期, Ra的靈性途徑, 對抗療法, 大腳, 肉體知覺 

65: 增進尋求, 流浪者的服務, 戰爭, 混合型收割, 預言[購物的比喻],  

      造物者對造物者, 金字塔的共振密室 

66: 醫者的治療, 金字塔, 初探原型心智, 負面極化的收割 

67: 初探原型心智, 超心靈攻擊 

68: 超心靈攻擊, 移位到負面的時間/空間, 愛斯米蘭達小說 

69: 移位到負面的時間/空間, 死亡 

70: 移位到負面的時間/空間, 回溯式催眠, 時間/空間ï空間/時間, 流浪者死後,  

       UFO, 負面性重力井 

71: 極性與收割性, 未顯化存有, 死亡過程, 進化過程的普遍性, 負面性重力井,  

       白魔法, Ra (過往)的天真行動 

72: 自由意志與魔法效應, (人體的)北極與南極 

73: 白魔法, (人體的)北極與南極, 傳教士, 耶穌, 治療工作, 能量轉移 

74: 白魔法, 原型心智, 靛藍色光芒, 人格修練的核心, 梵文, 希伯來語 

75: 白魔法, 撒迦利亞頌, 超心靈攻擊, 梵文, 希伯來語 

76: 原型心智, 密度的歷史 [強調第三密度] 

77: 原型心智, 選擇對密度的影響, 負面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78: 原型心智, 極性, 形意者成為一個複合體 

79: 原型心智, 罩紗前的原型系統, 解經祭司 

80: 原型心智, 第五密度的負面同伴, 月光 

81: 原型心智, 透明度與疲倦, Ra對於宇宙的認識, 銀河系 

82: 銀河系的起源, 無罩紗的第三密度 

83: 罩紗過程, 罩紗與性能量, 穿透罩紗 

84: 罩紗, 殉道, 性能量轉移 

85: 罩紗與心智的機能, 服務自我與罩紗, 平衡愛與智慧 

86: 罩紗, 第五密度同伴的危機, 無意識的心智, 作夢 

87: 罩紗, 第五密度同伴的環境, 負面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性的高潮 

 

88: 原型心智與埃及塔羅, Ra對拍照的建議 

89: 區別通訊來源, 金星的歷史, 原型心智與埃及塔羅 

90: 外星人的外形, 大拇指, 理則與原型心智  

91: 心智的階層性架構, (R�-)橡皮筋, 理則與原型系統, 原型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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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原型系統, 原型第二號 

93: 極性, 原型第三號 

94: 原型第四號 

95: 除聖儀式, 淨化屋子的儀式, 原型第四號 

96: 一隻鷹隼, 原型心智 

97: 一隻鷹隼, 原型第五號 

98: (個人資訊, 貓兒的癌症) 

99: 塔羅的版權問題, 原型第六號 

100: 原型第六號, 原型第七號 

101: (個人資訊, Jim與 Don的疾病) 

102: (個人資訊, 器皿 Carla的疾病) 

103: 器皿 Carla失去她的喜悅, 原型第七號 

104: (個人資訊, Carlaï甘道夫), 偉大的幻象 

105: 罩紗, 老化與肉身死亡 

106: (個人資訊) , 從外形與陰影轉向太一  

 

 

補充說明 

 

有心深入研究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下網站, 參照相同的問題編號, 快速得到您想要

查詢的主題內容 ☺ 

http://www.lawofone.info/ � Browse by Category (²yÕ;¥§) 

 

另外, 以下連結是 Tobey 先生整理的英文罕見字說明表, 很有參考價值� 

http://www.lawofone.info/unusual-words.php 

 

以下連結是 Tobey 先生精選的, 外界對於一的法則的看法� 

http://www.lawofone.info/excerpts.php 

 

 

 

 

 

(V)2016, Reviewed & modified by cT. & S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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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e to the legendary Three ! 

And lots of gratitude to those of R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