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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符號說明
本書中使用不少進階的英文文法, 譯者為了使譯文通順易讀, 使用了一些符號做
為輔助工具, 一般而言:
o.雙括號( )內的文字如果是中文 表示原文所無之文字, 僅是為連貫文句意思加
上去的. 如果是英文則表示原文中的人名, 地名或專有名詞, 方便讀者上網或以
字典查詢. 另外, 原文書中沒有的譯註一律以小一號的字體顯示以玆區別.
o.方括號[ ]內的文字的來源有二: 1.原作者的補充說明. 2.譯者主觀認定會影響
文法通順, 且重要性較低, 於是放在方括號內.
o.粗體
粗體字通常在原文都為大寫,
具有特別意義或唯一性.
粗體
o.標楷體通常用來表示和前一版不同之處, 偶爾也用來區分長句的分界點
o.斜線 x/y/z, 最常見的例子: 心/身/靈, 教導/學習. 由於 Ra 強調整體性, 我們看
到這種複合名詞, 可取第一個名詞為首要意義, 其後的名詞表示高度相關 或相
反面. 雖然讀起來有點費力 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 Ra 對於用字之謹慎與精準.
這種符號說明方式若造成讀者之不便 請多多包涵, 如果可能的話 強烈建議閱
讀原文 這是了解 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Law of One)這套書之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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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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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以及其中的一些變貌(
distortion).
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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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秘密
UFO by Don T.Elkins with Carla L.Ruckert)一書, 可能對你了解本書有幫助. 一的
卷二奠基於卷一
卷一的資料上, 因此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鼓勵你先讀卷一
卷一.
法則 卷二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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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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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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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二
會蠻困難的, 不要因此而沮喪, 因為拉森典型
拉森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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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森典型(Larsonian)
卷二
拉森典型
物理學的讀者, 我們推薦物理宇宙的結構
物理宇宙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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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系列叢書,
你可以在地方書店, 或
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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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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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七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1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它將聚焦在我們存在的唯
發問者 在這次集會, 我想是 一的法則 卷二的開端,
卷二
一重要面向 [就我們的考量].
這點, 我假定, 將比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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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物, 做為一個發問者, 我有時候在聚焦上有些困難.
當我確實有這樣的困難的時候, 我會回到一些過渡性的問題上, 只是因為我無法
明確地陳述我心裡真正的需要, 我為此感到抱歉. 我將盡力停留在正軌上而且去
除沒有價值的問題 [如果它們的確發生在我詢問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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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理解造物未受扭曲或真實的本質. 我將嘗試, 從造物的開端出發, 建立我們
對於造物的概觀, 藉此獲致對[我們認為的]實相更通曉的檢閱點. 希望藉由這個(探
討)過程, 讓我們能更有效地參與進化的過程.
我想先從一些單字的定義開始, 先前我們使用過這些字, 卻尚未完全地理解它們,
可能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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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重新敘述你的問題.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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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願意這麼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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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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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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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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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unity)就是一切萬有, 這個合一具有動能(kinetic)與位能(potential), 這位能就是
智能無限.
擷取此位能將產生功(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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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它是一個特殊智能能量的本質,
或合一[或全體]之潛能(位能)的動態焦點.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稍微深入地探討功的概念, 在牛頓物理學, 功是一種移動穿越空間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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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意識上的功.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當我們用這個字眼, 它的應用是一體適用的. 智能無限有個律動
智能無限
或流動, 好比一顆巨大的心從中心太陽[如你所思考或設想的]開始跳動, 這流動的
存在無可避免地形成存有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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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焦點到達一個靈性質量(臨界)點, 便會開始向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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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我已經萃取到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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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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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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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方式 你可以觀察到這個詞彙似乎是兩面的, 一面是毫無扭曲的合一, 沒有
任何動能或位能的面向; 由於缺乏其他的辭彙, 我們無差別地使用它. 智能無限
的另一個應用面是: 透過(多個)能量焦點來擷取那廣大無垠的位能, 我們稱之為
智能能量.

發問者:
發問者 就我的理解, 智能無限的第一變貌是自由意志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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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之變貌中,
一般認為, 造物者願認識祂
祂自己.
一的法則
造物者
發問者:
造物者願知曉祂
祂自己為造物者
造物者,
祂授與這個知曉
知曉為自由
發問者 那麼我假定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然後祂
知曉
的概念— 即在知曉的各種道路上, 完全自由的選擇, 我說得對嗎?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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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智能無限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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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無限 法則,
法則 所有其他
變貌[造物的全體經驗]從這個法則躍出, 這樣說對嗎?
RA: 我是 Ra, 既正確亦不正確. 在你們的幻象中, 所有經驗從自由意志法則
自由意志法則或
自由意志法則
混淆之道中躍出; 就另一層意義而言, 我們正在學習的, (所有)經驗即是這變貌.
混淆之道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會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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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愛
愛的變貌, 對嗎?
RA: 我是 Ra, 正確.
發問者: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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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無限或合一
合一或擁有自由意志之原初變貌
合一
的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之背景上.
造物者
愛這個字可以看做是個焦點, 專攻的選擇, 一個在, 容我們說, 極高位階的能量,
它促使智能能量從智能無限位能中如此這般地具體成形.
這個(焦點)被你們人群中的一些實體看成是一個客體, 而非一個活動; 這個極度
強力的能量焦點之原則被崇拜為造物者
造物者, 而非 合一或太一性(oneness), 所有愛
愛都
造物者
從中發散出來.

發問者:
愛的顯化, 我們可以稱之為振動?
發問者 是不是有一種愛
RA: 我是 Ra, 再一次 我們有語意上的困難, 愛(love)的振動或密度與第二變貌
中的愛
愛(Love)有不同的意義; 愛的變貌做為偉大的啟動者(activator)以及原初的共
同-造物者(co-Creator), 使用智能無限
智能無限創造許多造物.
而愛的振動代表一個密度,
智能無限
在那兒, 人們學習一項活動, 稱為沒有顯著扭曲的"愛意"(loving), 接著尋求光之
道或智慧之道. 因此, 從振動的角度來看, 愛進入光中.
從合一在其自由意志中活動的角度來看, 愛使用光, 並且有大能依它的變貌去指
引光.
因此振動複合體們重現了造物
造物在合一中的反向過程,
從而展現了偉大心跳的律動
造物
或流動, 如果你願意使用這個類比.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將從杜威.拉森(Dewey Larson)的物理學中萃取一部分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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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任何形式或
密度; 這振動的第一產物為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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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創造光相近?
RA: 我是 Ra, 你是正確的.
發問者:
愛的無限振動可能發生, 我假設,
發問者 那麼, 我把剛才的觀念擴張一些, 我們有愛
以不同的頻率(產生). 我再假設它從一個基本頻率開始, 這樣說有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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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每一種愛
愛, 也就是你稱為的原初發起者, 都來自一個頻率[如果你想
要用這個詞], 這頻率就是合一(unity). 然而我們情願將它比擬為力氣(strength), 而非
一個頻率. 這力氣是無限的, 但在原初的發起過程中, 某些有限的特質被檢選.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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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粹的愛,
它是尚未凝結成任何形態的幻象或密度的空無(nothing). 這愛
愛透過該振動過程創
造出一個光子[以我們的稱謂], 即光的基本粒子, 接著這光子透過附加的振動與旋
轉, 進一步地凝結成我們所經歷的各密度的粒子. 這樣敘述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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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將是這次集會最後一個完整的問題, 因為這器皿的生命能是低
落的, 我們這次簡短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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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起初材料或光設置的結構, 藉由愛
愛或該焦點使用
祂的智能能量創造一組特定的幻象或密度型態, 好滿足祂
祂對於如何認識自己的智
能推估.
因此如你所稱呼的顏色, 在愛
愛的意志下, 盡可能地以筆直或窄波或必要的方式去
表現.
還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我們也樂於與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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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唯一需要知道的是: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
適度, 幫助她或幫助這個通訊 ?
RA: 我是 Ra. 這器皿有輕微的不舒適, 或許該身體的配置可以簡單一些, 考量
器皿的肉體狀態已經有所改善.
我是 Ra,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們與你同在.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
造物者
造物者
中歡慶吧.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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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無限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今天我要退回到上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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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程的方式, 這個概念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個概念是不正確的, 一如任何關於智能無限的觀念. 若就一個特
殊的理則
理則, 或愛
愛 或這個造物者
造物者的焦點而言,
這概念是正確的, 因為理則
理則已選擇
理則
造物者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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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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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
合一
說明, 只會因自由意志之催化劑而啟動或賦能智能無限. 你或許難以接受這說法.
然而, 我們所分享的理解, 始於神秘, 亦終於神秘.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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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賴起初材料或光設置的結構, 藉由愛
愛的焦點使用祂
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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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聲音振動複合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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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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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曾說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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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這個訊息或許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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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謂的物理幻象的那些區域, 它們旋轉, 振動著. 或以杜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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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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為結晶狀的礦物, 你們多視為珍貴物, 好比紅寶石(Ruby)是
紅色的, 以此類推..

發問者:
愛的振動之結果, 這個陳述正確嗎?
發問者 光的發生是愛
RA: 我是 Ra, 這陳述是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這光隨後凝結為物質, 進入我們的密度, 轉為所有的化學元素, 依照量
子化間隔或角速度單元, (形成)不同的振動旋轉.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相當正確.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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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光得以凝結轉為我們的物理或化學元素中?
RA: 我是 Ra, 我們必須考慮愛
愛[一個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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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宇宙[以你們的稱呼]完成的時候, 每一個
細節都繼承生命之光的特性, 並如此這般地發展. 你們科學家以經驗主義的方法
詳細地研究你們的宇宙, 容我們說, 其中以杜威這個實體所發展的理解與圖像具
有更大的準確性.
發問者:
發問者 意識的個別化部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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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此很覺察, 因為它是你的連續體經驗]的存在.
當理則
理則或愛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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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所謂的]行星, 這些智能能量的漩渦
花費大量的[你們所謂的]第一密度在無時狀態當中, 空間/時間的實現是這個存在
密度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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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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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含數以百萬計的恆星系統的銀河, 這種事情
可能發生嗎?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可能性有無限多種, 一個理則
理則可以創造一個恆星系
理則
統, 或者創造數十億個恆星系統, 這也是銀河這個名詞讓你混淆的原因, 因為有
許多不同的理則
理則實體或造物, 我們都稱呼每一個為銀河[使用你們的聲音振動複合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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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地球為例,
可否告訴我 創造這個星球的理則
理則另外
發問者 讓我們舉我們所在的地球
地球
理則
還創造了多少星球?
RA: 我是 Ra, 這個行星的理則
理則是個強健的理則
理則,
理則
理則 創造了大約 2,500 億個恆星系
統. 容我們說, 在這個造物的領域中, 物理之道或法則將維持恆常不變.

發問者:
發問者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身處的雙凸透鏡狀(lenticular)銀河系蘊含大約 2,500
個其他恆星[如同我們的太陽], 全部是由單一的理則
理則所創造,
是否正確?
理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理則是否再
發問者 既然在這個雙凸透鏡狀的銀河系中有許多個別化的意識, 這理則
理則
細分為更多個體化意識來創造這許多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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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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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創造了智能能量的各種手段來建構一個大系統,
似
理則
乎就沒有必要分化為許多個子
子-理則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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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你可否令器皿咳嗽?
RA: [咳嗽聲]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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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個別化的意識在主銀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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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主銀河中的智能意識有不同的次序混合在
一起.
RA: 我是 Ra, 後者較為正確, 每一個開端都來自無限的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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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能量的一部分, 在經驗開始之前 該位能是固定的.
智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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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大量不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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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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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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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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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八度音程之第一密度.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你是說有無限個八度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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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法則之謙卑使者.
在有
一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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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的造物被神秘覆蓋著, 所有的
意識週期性地結合, 然後再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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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們先前所說] 籠罩在神秘之中.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令器皿再次咳嗽?
RA: [咳嗽聲]
發問者:
理則創造了主銀河,
電氣極性也產生了, 我們在那個時候確
發問者 謝謝你, 當理則
理則
實有電氣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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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只有一個意
義[拉森實體所律定的意義], 也具有形而上的意義.
發問者:
發問者 你是說, 我們不僅有電量的極性, 同時也有意識內的極性?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當你們物理空間/時間開始之初, 所有東西都已潛在
可得; 然後意識複合體開始使用物理的材質來獲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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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能量所創造.
智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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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一兩個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
理則進一步的個別化所承
發問者 我假設, 當主銀河被創造之後, 造物的過程由理則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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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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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的指導方針之下,
各個子理則
子理則可以找到不同的方法
理則
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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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具差異性的經驗, 但不減少或增添這指導方針.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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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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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二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3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理則(
理則之物理顯化?
發問者 我們的太陽是一個子理則
理則 sub-Logos)或者說是一個子理則
理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理則創造這個行星系統及其所有密度,
這樣說正確嗎?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這子理則
理則
你們的稱呼]的一致基本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理則創造了遍及主銀河系[
理則
狀態與振動頻率, 你們的太陽實體的子理則
理則再將[
理則發動的
]智能能量樣式中的一
理則
理則
些經驗要素做差異化處理.

發問者:
理則 也就是我們的太陽, 是否也顯化在銀河的不同部份? 或
發問者 那麼這子理則
它是這個銀河系中的所有的恆星?
RA: 我是 Ra, 請重新敘述.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是說, 主銀河系中大約有 2500 億個恆星[像是我們太陽系的太陽], 它
們都是同一個子理則
理則的一部分?
理則
RA: 我是 Ra, 它們都屬於相同理則
理則的一部分, 你們的太陽系, 由於存在一個子理
理則
子理
則, 因此有些許不同的顯化.
發問者:
理則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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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
理則?
子-理則
理則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理則 “附屬”(sub)於太陽?
發問者 在我們行星系統中, 有沒有任何的子子理則
RA: 我是 Ra, 有的.
發問者:
子子理則?
發問者 你可以給個例子嗎? 就我所謂的子子理則
子子理則
RA: 我是 Ra, 你的心/身/靈複合體就是一個例子.
發問者:
理則 或 子子理則
理則?
發問者 那麼 每個存在的個體都是某種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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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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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

發問者:
理則?
發問者 那麼 我們行走其上的星球是某種形式的子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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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
理則
發問者:
理則,
發問者 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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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智能無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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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承擔與該行星實體互動之(眾多)實體的思想複合體的變貌.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造物(creation*)並沒有你這裡說的極性.
造物者
(*譯註: 這裡指的可能是: 沒有動植物居住其上的行星或恆星)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昨天你陳述行星在第一密度的狀態是無時的(timeless), 你可以
告訴我 我們所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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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的存在性狀態,
空間/時間進入連續體
理則
形式的過程經過仔細的建構, 容我們說, 屬於振動率、密度、以及潛能的全盤計
畫中. 當這個計畫結合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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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意識.
在這一點, 接合處位於活力性或存在性的點, 一個開始的源頭, 接著空間/時間開
始揭開它那活力性的卷軸.

發問者:
愛創造了空間/時間中的振動, 為了形成光子, 是否正確?
發問者 我相信愛
RA: 我是 Ra, 這在本質上是正確的.
發問者:
愛的持續應用--我假設這是由子理則
理則或子子理則
理則所導引—
創造這
發問者 那麼愛
理則
理則
些振動的旋轉[以角速度的離散單位度量]. 接著創造了化學元素於我們的物理幻
象中 以及幻象中非物理或其他密度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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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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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假設這些振動的量子化增量的旋轉 呈現為這些密度的原料, 這 是否
正確?
RA: 我是 Ra, 本質上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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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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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
確?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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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求朝造物者
造物者進
造物者
展的螺旋光線. 這是靈性事件或活力性狀態的顯化.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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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你可以透過質量等物理特性 來
計算大多數物體的重力, 解釋物理現象.
然而, 我們覺得有需要指出重力相對應的形而上特質, 並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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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靈性)重力比地球
地球大還是小?
地球
RA: 我是 Ra, 重力[容我們說], 這股吸引力量, 我們也將它描述為 一股朝向造物
造物
造物者這方面有
者的向外衝壓力量; 靈性重力在金星上比地球大, 由於它在尋求造物者
造物者
較大程度的成功[容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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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開始新
的造物, 這現象你們稱之為黑洞
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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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造物者
發問者 那麼黑洞大概是一個點, 在那兒, 週遭的材質已經成功地與太一造物者
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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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地球完全進入第四密度之時,
會有更大的重
發問者 謝謝你, 那麼當我們的行星地球
地球
力嗎?
RA: 我是 Ra, 將會有更大的靈性重力 產生一較密集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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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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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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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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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猜測由於水晶是智能能量的精確結晶構造, 應該有可
能透過一些技術來擷取智能能量, 透過水晶將智能能量帶到物理幻象中.
說是否正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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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並不想偏離主題 談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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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RA: 我是 Ra. 清楚地正確.
發問者:
智能能
發問者 一定有一個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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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陳述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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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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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是 Ra. 每個心/身/靈複合體都是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獨特的一部分.
造物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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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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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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扭曲程度的需要, 從振
動的角度而言, 是固定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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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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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是 Ra. 通往智能無限的大門[容我們說]源自於平衡狀態中的和諧共振, 伴
隨著服務與尋求的意志.
發問者:
發問者 你能否精確地告訴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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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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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聯邦
聯邦之前做過這樣的事, 如你所知, 人們使用水晶於治療, 權
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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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請參考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卷一,
第 24 場集會, 亞特蘭提斯文明使用水晶武器.)
一的法則
亞特蘭提斯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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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的主銀河中創造十分大量的星球, 當這些行星發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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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使用它很大一部分的接合材料反映造物者
造物者的存在性. 以
理則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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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的一部分.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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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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結束這次集會之前, 有任何簡短的詢問嗎?

發問者:
發問者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或改善通訊品質?
RA: 我是 Ra, 這器皿被良好地調整,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現在 我於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
造物者
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慶祝.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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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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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實體或合一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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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服務他人兩個平等的概念. 理則
理則被細分後 每個部
分可以選擇其方針(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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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服務他人 的
選擇可能性. 這標記了 非自我-知覺 或 有意識覺知的天真階段 的終結.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分別定義心智、身體、及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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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稱, 做為你們在特定的 空間/時間 或 時間/空間中所經驗的(第
三)密度材料;

這些材料的複合體呈現的變貌 你可稱為肉體顯化.

心智是一個複合體, 它反映出靈性的湧入(in-pourings) 以及身體複合體的上湧(uppou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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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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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移動到心智(之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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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直接-接觸者, 我們稱之為靈性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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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的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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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系列對於心智、身體、靈性的決定性陳述無可避免地糾結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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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複合體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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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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一個.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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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所稱
的肉體[複合體]其實只是更加密集、更通曉智能與強力的身體複合體的一個顯化.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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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或容我們說, 情
感與偏向(biases)或變貌與智慧[如果你願意如此說]的純粹蒸餾物第一次變得明顯[容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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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知道 心/身/靈複合體(複數) 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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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你仔細考量 你正嘗試追蹤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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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身體複合體 只是語意上的問題. 我們稱呼它為心/身複合體, 始終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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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全體性;
這個
造物者
心/身複合體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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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愛與光之向上螺旋.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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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完成它自己. 當心/
身/靈複合體開始覺察到服務自我或服務其他-自我的可能性, 心/身/靈複合體便
被啟動.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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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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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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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兩足(bipedal)實體們在同樣的空間/時間中存在, 我們稱之為恐龍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這兩種實體似乎十分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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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無意識地感覺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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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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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可以這麼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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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發問者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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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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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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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獨立實體沒有的機會.
發問者:
造物者經驗的機會?
發問者 這個機制的基本原因或起初原因是否為了增加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不只正確 更是所有密度中(事件)發生的關鍵.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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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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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知道(我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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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E LAW OF ONE: BOO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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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是十分希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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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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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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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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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將經歷的狀況. 你應可理解其他星球是理則
理則的一
理則
部分.
我們從金星
金星(
金星 Ven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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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和諧的互動.
你們所知的火星
火星(
火星 Mars)實體, 我們先前曾討論過, 這個實體停頓於第三密度中期,
由於缺乏可居住的環境 無法繼續進展. 這個行星將經歷數千年到數萬年的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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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星(
土星 Saturn)與無限智能有很親密的關係 因此那些想要保護你們(恆星)
系統的實體們居住在土星
土星的時間/空間磁場中.
土星
你們所知的天王星
天王星(
天王星 Uran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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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理則之中,
理則
發問者 謝謝你. 你昨天陳述主銀河系有許多部分靈性地(spiritually)處於理則
成為理則
理則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是否指 在主銀河系的中心附近, 恆星們沒有行星
理則
系統?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理則將它自身分布於整個銀河系.
無論如何, 你
理則
們一些更接近中心的恆星系統 其時間/空間連續體是先進許多.
發問者:
發問者 好吧, 一般而言 是否可以說 越靠近主銀河系中心的區域有著更大的靈
性密度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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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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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願意耗盡此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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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靠近銀河螺旋中心的區域, 這個空間/時間的過程發生得較早.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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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器皿平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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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sm), 於是造成她在靜止位置中感到不舒服. 我們離
開器皿.
我是 Ra. 你們做得很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
造物者
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喜著.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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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太陽系九大行星列表
[譯註: 前有星號者為 Ra 認為, 該行星的地表上有眾多生命或有生命發展的潛力.]
1 水星 Mercury
2*金星 Venus
3*地球 Earth
4*火星 Mars
5 木星 Jupiter
6*土星

Saturn

7*天王星 Uranus
8 海王星 Neptune
9 冥王星 Pl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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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5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譯註: 以下問答是發問者從第 26 場集會搬過來的, 到 4 顆星的標記為止)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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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行為中.
她陳述: 請解釋這些能量的阻塞與轉移, 重點放在一個人在這個領域尋求與一的
一的
法則正面地和諧相處? 你是否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法則
RA: 我是 Ra, 這是部分可能的, 基於我們曾建立的背景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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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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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將造
成一個阻塞, 從而造成該實體這個區域性慾的振動, 產生永不-終止的性活動胃
口. 這些(實體之)振動水平其實尋求綠色光芒的活動.
橙色或黃色的能量轉移是有可能的; 這個情況將極化朝向負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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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情勢的主人.
在綠色光芒中有兩種可能性, 首先, 如果雙方都在綠色光芒中振動 這將是互相
強化的能量轉移; 負極或女性[如你所稱], 從存在性的根部 透過(各個)能量中心汲
取能量, 於是肉體上恢復生氣; 正極或男性[依照你們幻象的定義], 在其能量轉移中
找到一種靈感去滿足並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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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極/直覺能量, 以及 正極/
肉體能量[依你們的稱謂]; 如果有一方或雙方害怕佔有或被佔有; 渴望佔有或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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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散發綠色光芒的實體增加挫折或(性慾)胃
口; 散發綠色光芒的實體則稍微極化朝向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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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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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到能夠毫無保留、毫無恐懼地表達自我.
靛藍光芒能量轉移在你們人群中極為罕見. 這是身體複合體的聖體(sacramental)部
分, 並透過紫羅蘭光芒 與智能無限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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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無法被看見, 轉移或阻塞都不會發生. 這
好比一個強有力的引擎被拿掉了配電器(distributor).
****
(譯註: 以下標楷體段落為 Tobey 先生的貢獻, 在原文出版品中沒有這個段落.)
做為此次工作的範例, 這個器皿在 [錄音帶空白片刻] 經驗中 能夠使獵戶
獵戶集團受
獵戶
挫, 如你對這個內容的稱呼, 這是由於它有效地、完全地開啟其他-自我到達第
三光芒— 我們更正這個器皿, 她的生命能正在下降— (應該是)綠色光芒能量, 並
且部分開啟其他自我到達藍色光芒互動.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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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走走, 她要求知道這舉動是否合宜.
RA: 我是 Ra, 這是可以接受的.
***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 性能量轉移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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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ted)空間[容
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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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轉移發
生的例子中, 你可以把它比擬為一個封閉的迴路.
如同所有經驗活動, 你也可以將這個活動視為 造物者
造物者體驗祂
祂自己.
發問者:
造物者體驗它自己的原初(
primal)機制?
發問者 那麼 這個活動是否為造物者
造物者
RA: 我是 Ra, 這不是個恰當的用語. 或許該形容詞可改為"適當", 即造物者
造物者知曉
造物者
造物者在體
祂自己的一種適當方式. 因為在每一個互動中, 不管有何扭曲, 都是造物者
造物者
驗祂
造物者以這種兩性方式認識祂
祂自己. 造物者
祂自己有兩個潛在的好處:
第一, 啟動綠色光芒產生一股潛能 直接簡單的類比是你們所稱的喜樂, 存在於
智能能量中的靈性或形而上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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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智能無限
的大門相連結[容我們說]; 藉著適當的準備, 你們所稱的魔法工作可以被完成, 可
以體驗到智能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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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導向的個人, 透過尋求或意志的行動, 專注在這個方法上觸及智能無限, 便
能夠導引這無限智能到達該實體渴望做的工作中, 不論是知識的服務或治療的能
力或任何(他)渴望的服務他人方式.
這些是造物者
造物者以這種特別的方式體驗祂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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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具有開啟大門的力量, 容我們說,
一扇通往個別心/身/靈服務渴望的大門, 個體以無限多種方式服務其他自我, 於
是朝正面極化.
發問者:
造物者更了解祂
祂自己 同
發問者 你可否詮釋一下這個概念, 關於性行為不只讓造物者
造物者
時也在我們密度中創造一個後代, 或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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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光芒中 性能量轉移是隨機的 它是第二密
度實體的機能, 容我們說, 嘗試去成長、求生存. 這是性互動的一個恰當的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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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肉身進入這個密度.
從事兩性繁殖能量轉移的雙方有潛能在這方面提供很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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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阻撓了服務其
他-自我層面的能量轉移, 以及隨後服務其他-自我的機會.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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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各個實體的黃色或橙色光芒的關鍵(vital)部分沒有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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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或靈方面的報酬. 綠色
光芒是一種完整的普世愛 也就是給予而不要求回報.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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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純粹是隨機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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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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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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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在先前的資料 你提到"磁性吸引",
語?

你可否定義並詳述這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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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每個實體的男性/女性而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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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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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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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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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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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地球
表面這些部分的稱呼]會產生大量的靈氣(aura)侵害, 在這些狀態下 混淆將發生.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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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 減少對於紅色光芒生殖能量的渴望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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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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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與目前身體複合體相反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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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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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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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別的]綠色光芒的愛之中, 大程度的服務他人, 從而調整
或減輕了該實體在性方面的損傷.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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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地 一些早期(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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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他日後生命經驗的一組偏好.
發問者:
好銘印一些屬於負面極化的偏好
發問者 獵戶集團是否使用這點做為一個入口
獵戶
在實體上?
RA: 我是 Ra, 正如我們星際聯邦
聯邦把握任何機會
嘗試照耀我們的愛與光, 包括
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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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
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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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性偏見而能增加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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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獵戶集團可能影響第三德意志帝國
第三德意志帝國(
發問者 我所想的是獵戶
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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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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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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個例子, 這是
性能量阻塞的例子.
發問者:
這是起初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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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
生在這個星球的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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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戶(集團),
而是你們人群的自由選擇. 這有些難
獵戶
以解釋, 我們將嘗試.
性能量轉移及阻塞比起其他途徑是更為根本的顯化或範例.
因此, 當你們人群向 好戰與擁有權的貪婪[等概念]敞開, 這些各式各樣的扭曲
開始滲入心智之樹 進入身體複合體的表達, 性是該複合體的基本表達. 所以這
些性能量的阻塞, 雖然有獵戶
獵戶集團的影響與強化, 基本上是由你們人群自由選擇
獵戶
的存在狀態的產物.
這將是最後一個問題 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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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作用是否會進入種族記憶 並以某種方式感染所有人
群?
RA: 我是 Ra, 種族記憶包含所有曾被經歷的事情. 容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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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會稱呼它們
為婚姻(制度), 而非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自由地互相給予.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這正是我想陳述的重點. 非常感謝你.
我不想使這器皿勞累, 我只問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讓這器皿更舒適, 或
改善通訊(品質)?
RA: 我是 Ra, 請覺察到器皿有些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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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榮譽/責任去提供一股能量交換. 所以我們忠告這個器皿在提供自己為開放管
道之前 要小心地評估目前的生命能.
一切都好,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這個器皿與你們,
那麼, 向前去
造物者
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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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2 月 27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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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這個主題, 我想填補一些缺口,
那是我們可能還不大了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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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或權力的振動型態.
因此凌駕(其他)個人的權力可以被視為橙色光芒. 這個光芒在你們人群的一些個
體中相當地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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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 非常強而有力, 它涉及該實體與群體、社會, 或大數
量心/身/靈複合體的關係. 這個橙色— 我們更正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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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需要去主宰其他群體, 並
迫使他們的意志向主人們的意志屈服.
負面途徑[如你所稱]併用黃色與橙色光芒在它的極化形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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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無限的接觸.
如果一個實體的主要振動型
智能無限
態為黃色或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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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飢渴. 如果兩個自我都在這個區域振動, 則透過性的互動產生極化的潛能, 其
中一個實體經驗到被奴役, 羞辱或綑綁的喜悅; 另一個實體經驗到主宰與控制對
方的喜悅. 以這種方式, 負面極性的性能量轉移被體驗.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在二月 17 日陳述 "在第三光芒有兩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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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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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這裡指的是第 31 場集會, 在相關段落中 第三 已經更正為綠色
綠色;
綠色 此外發問者說的日期
是二月 17 日, 但該段落已經被移動到第二冊, 也就是第 31 場集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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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發問者 所以我應該將第三改成第四或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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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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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來到這個偉大的轉折點,
這點如同每個其他的經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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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允許接受
藍色光芒能量轉移的一方有機會感覺到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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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的光芒能量轉移是不可能的.
發問者:
發問者 好的, 接下來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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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靛藍色是, 容我們說, 覺察造物者
造物者如同自我的光芒;
從而, 一個靛
造物者
藍色光芒振動已經啟動的實體, 可以提供造物者
造物者到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之間的能量轉移.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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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ness)、整體性(wholeness)、合一(unity).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最終的, 紫羅蘭色光芒與其他光芒能量轉移有什麼不同?
RA: 我是 Ra, 紫羅蘭色光芒, 如同紅色光芒, 在性經驗中是固定不變的. 其他自我對它的經驗可能被扭曲 或完全地忽略 或無法領悟. 無論如何, 紫羅蘭色光
芒, 做為心/身/靈複合體的總合及實質, 告知並圍繞著一個心/身/靈的任何行動.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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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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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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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奠基於極性. 在第七密度 沒有這種特定的能量交換 因為不需要再利用身
體複合體.
發問者:
流浪者,
發問者 我假設今日地球有著第四, 第五, 與第六密度的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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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能夠影響感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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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需要愛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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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時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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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的方式提供自己. 這種實體不大可能涉入, 容我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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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其繁殖方式你們可以比擬為融合(fusion), 很有可能 避免肉體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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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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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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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靈 都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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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們說], 在對方的存在性中得到喜樂與愉
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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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稱]的可能性/或
然率是相當大的. 它不必然成為問題[如果你要如此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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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處境下 抱持的獨特態度.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不同顏色的知識... 這是個困難的問題 我在尋找字眼上有困
難. 我想獲取的知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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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觀察]
這個不容易被知性心智理解的題材. 振動的特質可以被視為數學上筆直或狹窄
35

THE LAW OF ONE: BOO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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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被視為修正版的顏色(光譜).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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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該實體集中瞄準於一個顏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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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的意思是一個人主要啟動區是綠色光芒 在綠色光芒的兩邊是否多少
也有能量的啟動 或者主要只有綠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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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如同一個具有無限價值
造物者
的實體. 這將啟動靛藍色光芒.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RA: 我是 Ra, 在我們結束前 你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任何我想問的問題都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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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須的生命能 讓器皿與接觸層級沒有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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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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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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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在我們上次集會中 你說 我們每一個參與集會的人應該好好看顧必須
的生命能 好讓器皿與接觸水平不受損耗. 那是否意味著我們[也就是 Jim 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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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複合體及伴隨
的材料 之使用有關 這是為了能夠發聲說出這些話. 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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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小組的機能有二: 可以被視為這個通訊的保護; 以及供給器皿能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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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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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不能持續這個通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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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各種機會及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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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非常謝謝你. 這個器皿有個裝置 其用途是所謂的顏色療法. 既然我們
在過去的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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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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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告訴我一些這方面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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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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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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會造成不同(的影響).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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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藉由一個狹縫, 使我們想要它通過的部分得以通過. 這個結果是否
為真實?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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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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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說得不對 請要求更
進一步的資訊.
已經意識到降生過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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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我們說] 生命經驗的學生掌握到被
給予的課程 並著手學習它.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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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重新
編寫他的經驗程式, 好讓他有機會透過平衡(過程)減輕這個偏見. 這是正確的嗎?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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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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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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的起因, 這完全是真實的. 我們可以觀察一個雜
貨店的場景: (結帳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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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站在窮人的後面, 可能
感到侮辱; 可能覺得慷慨; 可能漠不關心.
你現在是否在這個類比看到更適當的表現方式?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想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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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衛行動與攻擊行動的概念在我們目前的密度被使用得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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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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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第九配置 (the Ninth Configuration)?
發問者 我要問你是否熟悉一部電影叫做第九配置
你熟悉這部片嗎?
RA: 我是 Ra, 我們掃描你的心智複合體, 並看到第九配置
第九配置的輪廓.
第九配置
發問者:
發問者 這部電影帶出我們談論到現在的重點. (在影片中)該上校必須做個決定,
我想知道他的極性.
他可以屈服於負面的力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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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密度的視野中來看待,
而它的最佳解答可以看 Jehoshuah, 你們稱為耶穌
耶穌,
耶穌 的行為. 這個實體被他的朋
*
友防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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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請參考聖經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第
馬太福音 26 章 52 節; 約翰福音第
約翰福音 18 章 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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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憐憫心的密度. 其他的 我們不能 也不需要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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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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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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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
現象是否會創造更多的極性 藉此獲得稍微多一些正面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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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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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相對於可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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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將會是它本然
的樣子. 有意識催化劑的真正機會並不是地球變動的函數 而是老靈魂 (seniority)
降生系統的結果, 這個系統在收割時刻 給予靈魂最佳的機會去使用生命經驗
成為可以收割的狀態.
發問者:
發問者 這個老資格系統也用在服務自我那一邊 使靈魂成為可收割狀態?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你可以在此時再問一個完整的問題.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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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在 自我 或 自我之道 這個標題下, 你能否列出一些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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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我與其他-自我所創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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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在想可能還有肉體病痛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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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底下. 未顯化自我 也就是
不需要其他-自我來顯化 或 作用 的自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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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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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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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其他-自我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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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 自我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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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等同(
as)自我 也等同其他-自
造物者
我. 你可以進一步發問 如果你想要特定的資訊.
發問者:
發問者 以目前而言 我相信這些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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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唔, 等我一分鐘, 我此時想不到什麼簡短的問題, 等我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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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ed)綠色、
藍色、靛藍色三和弦(triad)能量. 這個色調可以看做是彩虹或三稜鏡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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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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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做為上個問題的補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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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顏色架構都有顯著的不同.
描述第五密度 或許最佳的形容是極度的白色振動.
第六密度是一種包含著金色品質的白色, 以你們可能觀察到的樣子而言; 這些顏
色與(以下過程)有關: 調和慈悲[在第四密度中學習]進入智慧(第五密度); 然後在第六
(密度) 以智慧(之眼)觀看 調和智慧重新進入一個對慈悲的統合理解.
這個金色不屬於你們的光譜, 而是[你們會稱為]鮮活的(顏色).
你可以再問一個簡短的問題.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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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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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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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
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
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譯註: "你們的液體" 背後的故事: 有一天, 我們三個在開玩笑, 我們討論 Ra 群體在集會中可能
會做什麼, 其中一個猜想他們大概開著一台敞篷跑車, 上下顛倒地在空中行駛著, 車上幾個"人"
互相傳遞罐裝啤酒, 當一個問題進來, 他們會說 "誰要接這個問題?" 他們其中一位就會接手, 開
始回答問題... 他們喜歡這種無厘頭蠢話! ☺ -- Carla 憶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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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四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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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級或智能無限層級允許一個心/身/靈複合體被收割, 只要這個實體在任何時間/
空間有此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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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實體認知智能無限的經驗是獨特的. 在肉身狀態中, 這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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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渴望極度地強烈.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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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動態)平衡的方式 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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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ked). 行動慣性的停止可以被稱為寬恕.
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的.
發問者:
發問者 如果一個實體在其一生中發展了所謂的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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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任何牽連的其
他-自我可以在任何時刻 透過理解、接納、與寬恕的過程, 改善這些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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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業力.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在上次集會提到不顯化的自我, 你可否告訴我: 不顯化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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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保持)輕快步調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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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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顯化自我 有進一步的機會去發現 自
我 為 全然自足的造物者
造物者 包含一切萬有並充滿喜樂.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們所稱的傳染病 從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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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提到你會經驗到的一般事情運作的方式.
發問者:
發問者 天生的缺陷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RA: 我是 Ra, 這是心/身/靈複合全體(totality)程式的一部份顯化在第三密度心/
身/靈(複合體)之中. 這些缺陷被心/身/靈複合全體計劃為一些限制, 它們是經驗
的一部份. 這包括基因的素質, 如你所稱.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給予我關於 自我 與 社會自我關係的同類資訊?
RA: 我是 Ra, 不顯化自我可以在發展任何心/身/靈複合體能量流入(influx)中心的
(過程中)找到它的功課. 社會的(自我)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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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 這些實體, 無論如
何, 是極少數. 因為第四密度光芒的理解[容我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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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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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沒有生活於你們的物理時間/空間. 一個是亞伯
亞伯(
亞伯 Albert) 走入一個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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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金
錢. 這個實體耗費了許多綠色光芒能量 用在醫療者與風琴[你們的一種樂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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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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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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
馬丁 Martin), 這個實體處理很大程度的負面橙色與黃色振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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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舊)忠實地服務他人.
發問者:
亞伯與馬丁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亞伯
亞伯 馬丁的姓氏?
馬丁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為你們所知 全名為亞伯.史懷哲 以及 馬丁.路德.金恩.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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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資
訊, 即 自我 與 小器具, 玩具, 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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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所謂的通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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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activated)的變貌, 於是黃色與橙色光芒活動減弱許多, 於是慢慢地減少最終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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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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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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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在這個類別中 你可否給予我們關於 自我 與 戰爭及戰爭流言的關係
之資訊?
RA: 我是 Ra, 你可以看出這與你們的器具有關係. 戰爭與自我關係 是成熟實
體的一個根本感知. (實體)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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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可以這麼稱呼], 即保存其他-自我心/
身/靈複合體的行動, 朝正面極化一些程度, 啟動橙色、黃色, 然後是綠色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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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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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當中, 有很大百分比的進展有著創傷的催化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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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嘗試形成收
割時 其資歷的指標.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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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比強烈的紫羅蘭色光芒(的功用)?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對於第四正面密度收割或畢業而言 紅色光芒
只被視為, 一旦被啟動, 一個所有振動層次的基礎, 振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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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估第四負面密度的收割時, 紅色
還有橙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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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需
要這些條件達成第四負面密度的收割.
發問者:
將軍*為例, 告訴我 在他發展的過程中, 戰爭
發問者 你是否可能以我們的巴頓將軍
在他身上的效應?
(*譯註: George Smith Patton, Jr., 巴頓將軍, AD1885~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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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在
前幾世的經歷中 創造出一個無法抵抗的型態或慣性 在你們的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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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偶爾發生
的藍色光芒開啟. 無論如何, 它不能打破先前 敵對本質的創傷經驗所塑造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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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之道或法則; 也就是說, 看見普世大愛 卻依然繼續戰鬥.
之道
發問者:
大戰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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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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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地正確.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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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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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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全體中的全體]的愛
太一
與光中. 我在永遠持續的和平中離開你.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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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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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
你可以說些關於該實體的事情嗎?
克林 D. 羅斯福開始,
羅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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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關於那些晚近降生的實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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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誤解.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 談論這個被知曉為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的基本參數.
當任何實體降生到
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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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
在年幼時期[如你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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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取得進一步成長的催化劑 並且堅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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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體載具為此付出了代價, 如你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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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的理想
或普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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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價是綠色與藍色光芒能
量(減弱), 接著 由於加諸於肉體複合體的痛苦限制 產生催化的效果 使得該實體
又重獲極性.
這個實體的本質並不具敵對性 但處於衝突的年代* ,
振動, 工作藍色光芒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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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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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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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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發問者:
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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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其次, 富蘭克林自己將物理限制放在他的身體上?
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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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蘭克林能夠避免過度享
富蘭克林
受或依戀於競爭性, 競爭可以被視為他的職業中固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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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愛戀權力的變貌 導
致(這類)機會停止時 這個實體的限制因素便被啟動.
發問者:
阿爾道夫.希特勒
發問者 我想要求相同類型的資訊 關於阿爾道夫
阿爾道夫 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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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否完成這個資訊?
RA: 我是 Ra, 說到阿爾道夫
阿爾道夫 我們有些困難 由於這個實體生命型態中劇烈的混
淆量 同時迎接任何討論這個實體的混淆也是大量的.
這裡 我們看到一個例子, 嘗試啟動(幾個)最高的光芒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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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使得心/身/靈複合體無法被收割 並需要許多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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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連續體的具體事件.
這個實體嘗試沿著服務自我的途徑服務造物主
造物主, 以到達可收割的程度. 這個嘗試
造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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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 嘗試快速極化的速率
超過其整合經驗的速率.
我們已經在先前的通訊中 忠告並建議謹慎與耐心 並在此重述一次, 使用這個
實體做為例子: 一個過度急躁於開啟極化過程、而沒有適當地留心於整合與綜
合心/身/靈複合體 的案例.
知曉你自己就是將地基建立於堅實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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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阿爾道夫的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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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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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你們知道的赫曼(
赫曼 Hermann); 另外一個是, 你們知道的希姆勒
(Himmler), 這是該實體喜歡被稱呼的名字.
發問者:
亞伯拉罕-林肯
你是否
發問者 謝謝你. 之前 我們討論過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林肯這個相當獨特的個案
林肯
可能告訴我們 為什麼第四密度存有使用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林肯
它的志向是什麼,
亞伯拉罕 林肯的身體,
林肯
以及該事件發生在我們社會的那個時期?
RA: 我是 Ra, 這是可能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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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亞伯拉罕-林肯
發問者 好吧 在這個案例中 我想知道在那個時候, (該存有)使用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林肯
身體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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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伯拉罕
命感到厭倦, 但沒有自我-摧毀的傾向. 在你們的時間, (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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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黑
暗勢力的戰鬥.
這個實體接受了完成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業力型態的
榮譽/責任, 亞伯拉罕發現這個實體嘗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試去做那些亞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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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體, 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 被帶到一個暫時停止的次元平面, 直到它肉體載具的中止,
這個過程很像我們 Ra 安排這個器皿的方式: 在出神狀態 將器皿的心靈移出, 將
器皿的心智與靈性複合體保存在暫時停止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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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之原則運用及信仰. 這個負面的觀念在你們密度是相當嚴重的, 於是這個實體
挺身而出, 投入它看到的光之戰爭, 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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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ch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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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被奴役的實
體們. 這個實體的極性有些被減少 但情況不嚴重 原因是戰爭的創傷造成大量
的實體離開物理層面 這些實體累積的感覺與思想形態影響了該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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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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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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
造物者
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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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六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發問者 在先前的通訊中 你曾說到心/身/靈複合全體, 你可否給予我們這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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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該心/身/靈複合體那時成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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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全部(allness) 之
造物者
前, 該實體在其全體性中知曉它自己.
這個心/身/靈複合全體的功能, 容我們說, 是你所稱的高我
高我(
高我 Higher Self)之資源.
依序地, 高我
高我是(該實體的)資源, 用以檢視第三密度經驗之蒸餾物, 以及進一步
編寫經驗的資源. 這個過程在第四、第五、第六密度皆為如此, 協同心/身/靈複
合全體在第七密度期間進入意識.
發問者:
心/身
身/靈複合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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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那麼心
歷程中催化劑的變動, 因此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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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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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的人生經驗編寫[如你所稱].
心/身/靈複合全體是一個可以被高我
高我層面呼求的對象
如同心/身/靈複合體呼求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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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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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層面取得. 這個(高我)層面可以使用這些被投射的或
高我
然率/可能性漩渦, 好更佳地協助未來的生命編程[以你們的說法].
發問者:
賽斯資料(
發問者 在賽斯資料
賽斯資料 Seth Material)中 我們找到一句陳述 賽斯說每一個在地球上
的實體都是高我
高我或超靈
超靈(Oversoul)的一部分或一個層面. 高我或超靈
高我
超靈
高我 超靈在許多次元有
超靈
許多部份, 它們全體學習功課允許高我
高我以平衡的方式進展. 就我的理解 有許多
高我
高我所治理? 這是否正確?
(其他的)經驗類似於我們在第三密度的經驗 由單一的高我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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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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被探索
的平行經驗 可能性/或然率漩渦就越少.
發問者:
如果必須[我們
發問者 我是否可以理解為: 高我或超靈
高我 超靈可以分解為眾多的單元
超靈
所稱的]同時地經驗不同型態的催化劑, 然後(高我)監看這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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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的情況是從宇宙到宇宙之間 然後高我
高我從心/身/靈複合全體取得的資訊來編
高我
寫平行存在 關於在任何一個關鍵點的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譯註:Ra 這段回答,根據 Carla 的解釋, 平行存在意指一個靈魂"同時地"在不同的時代過著不同
的一生. )

發問者:
達
發問者 你可否給予一個例子 說明 高我如何藉由這個編寫平行經驗的程序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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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只有一個自我在同樣的時間/空間]: 超靈(
高我,
超靈 Oversoul), 如你所稱, 或稱為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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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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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
發問者:
時空)運作. 換句話說, 我的高我
高我會在我
發問者 那麼就我們的理解 高我從未來(
高我
高我
所認為的未來工作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從你們的空間/時間觀點,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因為它知道什
發問者 那麼說 高我在了解什麼是需要的這點上有很大的優勢,
高我
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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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六密度的過程中 覺察到(自我)學習到的功課.
進展速率被良好地理解. 到達高我
高我本然狀態過程中必須做出一些選擇, 這些選擇
高我
出自於該心/身/靈複合體自身.
於是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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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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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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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的自由意志決定. 此為 已知 與 未知之間的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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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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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高我
高我是否有某種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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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當心/身/靈複合體順利地全面進入第七密度之後 就完全地成為一個心
心/身
身/靈複
靈複
合全體 並開始聚集靈性質量 朝第八音程(octave)密度逼近; 於是向後的看顧在
那一點終止.
發問者:
高我都屬於第六密度?
發問者 每一個實體的高我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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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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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巴頓
巴頓. 那麼, 在他做為喬治
喬治-巴頓
差不多
喬治
巴頓
喬治 巴頓的那一生
巴頓
四十年前 他的高我屬於第六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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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ulous)的集合, 包括
一切在理解中可能發生的事物; 高我
高我自身是心/身/靈複合全體之投射或顯化, 然
後高我
高我可以在心/身/靈離世的時候與之通訊
或 在世的時候, 如果心智根部的適
高我
當途徑或通道敞開, 也可以通訊.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這些通道可以藉由冥想敞開, 我假設強烈極化對於這點有幫助. 是
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強烈極化並不必然在心/身/靈複合體中發展出
意志或需要去接觸超靈
超靈. 每一條生命經驗的途徑都是獨特的. 無論如何, 若有這
超靈
樣的極化, 該意志可以被大幅地強化, 反之亦然.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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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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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靈的顯化(階段),
那是心/身/靈複合全體於
超靈
第六密度晚期[以你們的時間量度]的榮耀/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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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從第五密度畢業後 取得了智慧 但必須以等
量的愛調和. 當追隨負面途徑時 想要達成合一的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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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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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超靈是朝向正面的,
提供它的理解, 讓所有準備接受這類幫助的實體得以
超靈
取得. 無論如何, 個體的自由意志是至高無上的, 任何高我
高我給予的指引可以被視
高我
為正面或負面極性 端看該心/身/靈複合體的選擇.
發問者:
高我在那個時候屬於第
發問者 那麼以希姆勒為例, 當他降生於 1940 年代 他的高我
高我
六正面密度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高我?
發問者 在 1940 年代 希姆勒肉身存在的時候 他是否以任何方式接觸他的高我
高我
RA: 我是 Ra, 我們要提醒你 負面途徑是一條分離的道路. 什麼是首先的分離:
自我與自我. 希姆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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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高我屬
發問者 好吧 比方說 當希姆勒抵達第六負面密度, 他是否會領悟到他的高我
高我
於正面導向 為了這個原因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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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愛造物者
造物者 並在某一點
領悟到: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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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能量重新定位, 好讓它可以繼續其進化(旅程).
發問者:
流浪
發問者 那麼, 當一個實體抵達第六正面密度, 他可能選擇成為我們所稱的流浪
者 重回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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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的實體以流浪者
流浪者身分重回人間?
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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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less) 而是自私的 並具有
智慧理解到這類"流浪
流浪"(
流
流浪 Wande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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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發問者:
流浪"更加地負面極化,
發問者 那麼 這個不尋常的第六負面密度實體希望透過"流浪
流浪
其背後的激勵因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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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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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選擇冒遺忘的風險
流浪者
好藉由放射愛給他人 達到服務他人的目的. 如果遺忘(罩紗)能被穿透, 第三密度
的催化劑量跟更高、更和諧的密度相比, 具有更大的效能來極化流浪者
流浪者.
流浪者
同樣地, 負面導向的流浪者
流浪者敢冒遺忘的風險
為的是能加速其演化的進度 藉由
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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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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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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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資訊可能會造成傷害. 我們無法透露. 請嘗試將這些實體看
做是造物者
造物者的一部分. 我們無法進一步解釋.
造物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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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因為我們覺知的限制, 但我認為冥想關於今天獲得的資訊 將幫助我們有系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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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在我們結束之前 我再問一個簡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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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有良好定義的徵狀, 指出他們並不屬於這個[容我們說]"瘋狂"(世界), 的實體
們 佔有較大的百分比, 合計總數略大於 50%.
剩下的實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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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 有著許多不同的覺醒階段.
我們可以附帶一點, 在這三個群體中, 我們的資訊對於第一個及中間的群體才顯
得有意義[容我們說].
該器皿狀態良好. 休息的地方是有害的 會影響器皿背部的舒適, 這點我們之前
曾經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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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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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高我 當需要的時
發問者 你曾說到 每一個第三密度實體都有一個第六密度的高我
候 高我
高我會移動到該心/身/靈複合體處. 這個高我
高我是否也從第一密度依序進化經
高我
過各個密度, 每一個高我
高我是否又有一個對應的高我
高我
高我 位於更高的密度?
RA: 我是 Ra, 簡化這個概念是我們的意圖. 高我是一個顯化,
由它未來的自我
高我
性(selfness)送給第六密度晚期心/身/靈複合體做為一個禮物.
(這是)第七密度中期(實體)在轉向造物者
造物者的全體性(allness)與持續增加靈性質量之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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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們
衡量時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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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使用它全體鮮
活記憶庫中的已經驗思想與行動; 以及使用心/身/靈複合全體留下來的資源, 一
種無限複雜的思想-形態.
如此, 你可以看待你的自我, 你的高我或超靈
超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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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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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靈複合)全體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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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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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靈
並不是所有成員的超靈
超靈之加總
而是以我們稱為的平方之道來運作 我們理解到
超靈
*
你比較喜歡稱之為倍增之道 .
(*譯註: 請參考 卷一 第七場集會關於平方法則
平方法則的解釋.)
平方法則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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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及持續-進行的振動性振盪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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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上而言]重力井. 這個重力井屬於大中心太陽、核心、或無限宇宙的造物主
造物主.
造物主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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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改善這個通訊?
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現在離開你,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
造物者
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造物者
Adonai.

(譯註: 這場集會特別短的原因是因為有一部分被刪除, 其主旨是 L/L Research 在出版與推廣
一的法則叢書過程中遭逢的困難與挫折等.
在卷五
卷五中有完整的全文.)
一的法則
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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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八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3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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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爾戴克(Maldek)毀滅的實體們有關, 為了給他們
馬爾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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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們人群的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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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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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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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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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 伴隨著開啟及信賴[你們可以稱為]直覺的能力.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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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器皿, (她的)光芒可以被視為極度地均勻分布於紅色,
橙色, 黃色之間. 綠色光芒極度地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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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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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平衡 以及 完美的平衡. 對於後者的理解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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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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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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整賦能的實體中 一個光芒鑲在另一個光芒之上 兩者有著同等的振動光輝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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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賦
能平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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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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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us)是個例子 該星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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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參閱卷一
卷一,
卷一 第八場集會.)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在想那個來自天狼星的特別社會記憶複合體 是否從樹木演化而來?
RA: 我是 Ra, 這個陳述接近事實, 那些第二密度植物形態在以天狗
天狗*(Dog)為名的
行星上畢業進入第三密度, 如你所知, 它們和樹木很接近.
(*譯註: 天狼星在天文學中又被稱為
the Dog Star, 位於大犬座之中.)
天狼星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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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我假設他們對好戰性的探究主要方式如同他們從查理(Hixson)的記
憶取出來觀察 而非在他們之中進行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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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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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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活動.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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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查理(Charlie Hixson)所述 這些實體不需要移
動雙腳即可移動自如. 我假設他們使用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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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假設他們移動的方法並不是像我們採用機械槓桿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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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半是正確的. 這是一種電磁現象 由思想發出弱電子脈衝來
控制.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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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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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給我一些觀念, 關於第四負面密度或服務自我的行星上頭是怎樣
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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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橙色、與黃色光芒能量接觸智能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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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主宰的型態.
早期第四(負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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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記憶複合體
於焉開始.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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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
架構的頂峰.
這一點, 如你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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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密度實體設法聯合
起來, 然後透過如獵戶
獵戶十字軍提供的自我服務來極化.
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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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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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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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一切都好.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
造物者
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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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三十九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6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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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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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設定的造物中 起初 完整的潛能被創造, 同時包含電性
理則
[以拉森的觀點]與形而上(的潛能).
在這個敘述中 形而上的電流在理解[容我們說]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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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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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聲明都是正確的. 賦能態
能量的真實質量是場域的力量. 就形而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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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大入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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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假定當一個質量
這裡有個類比 一個實體可以觀察你們知道的亞伯的工作成果
亞伯
(的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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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曉它自身的造物者
造物者, 累積質量 並再一次地緊密地塞入太一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之中.
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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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 (1 - v2 / c2)½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九"傳達這句話的意思-- "CH 原則是知識與律法
發問者 謝謝你. 你可否告訴我"九
的啟發性原則"? 你可否告訴我那個原則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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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這個原則是如此地被隱蔽 其實只是關於 常數或造物者
造物者 與 過渡
性或具肉身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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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意志變貌之中, 作用於這個受到幻象束縛的實體.
發問者:
九"以這種形式來傳遞這個原則 是因為第一變貌嗎?
發問者 "九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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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九的議會"描述他們自己為"上帝
上帝的九個首長(
principals)". 你可
發問者 我懂了. "九的議會
九的議會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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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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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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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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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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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較無靈性上的生產力, 因為它是基礎光
芒.
下一個主要光芒是黃色, 這是偉大的踏腳石光芒, 在這個光芒裡 心/身的潛能達
到最完整的平衡. 強健的紅/橙/黃三角形成為一個實體進入綠色光芒中心的跳板.
這(綠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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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
得以進入賦能態.
(綠色)是第一個靈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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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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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活力, 與其他實體溝通這個存在性質的全部.
靛藍色光芒, 雖然珍貴 卻只有行家方能工作這個光芒. 它是通往智能無限,使智
能能量通過的大門. 這個能量中心工作的教導被運用在內在的、隱藏的、與玄
奧的教導方面,因為這個光芒具有無限的可能性. 如你所覺察, 那些醫者、教導
者、為造物者
造物者工作的實體們, 不管以什麼方式 只要可以被視為光輝與平衡的, 那
造物者
些活動是靛藍色光芒.
如你所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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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以上這一大段討論七色光芒之原文相當令人混淆, 與 Carla 討論之後 決定加上一些詞彙,
以增加其清晰度, 此外主要光芒指的是三原色: 紅, 黃, 藍.)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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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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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負面實體而言 在紅色光芒上沒有差異.

發問者:
發問者 這點在其他所有光芒上 也都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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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光芒形態是紅/橙/黃直接移動到藍色, 這個光芒被使用只是為了與智能無
限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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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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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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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造物者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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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18 日
RA: 我是 Ra, 我在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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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或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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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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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另一個理則
理則 或太陽, 開始另一
個八度音程的體驗. 你可否評論我這部分的聲明?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 評論這個聲明. 子理則的白光被稜鏡分
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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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形成明確的子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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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造物者的過程持續著,
直到所有無限的造
太一造物者
太一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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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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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屬於無時過程的這部分.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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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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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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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四密度, 並對應到顏色振動的增加.
RA: 我是 Ra, 這(裡頭)比你已經陳述的有著更多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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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曾懷疑 但沒有詢問的
事情也是真的, 即每一個密度屬於其光芒的形而上特性複合體. 因此 在第一密
度中 紅色光芒是所有將來事物的基礎.
在第二密度 橙色光芒屬於移動 以及 個體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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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加上不同的漸層.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一個個體的身體能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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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氣輪(chakra)是否會被活化到完成態, 並具有
最大的強度?
RA: 我是 Ra, 以邏輯的假設而言, 這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被完全啟動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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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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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密度所有粒子的核心]的振動頻率 是否從橙色或第二密度的對應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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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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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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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平
均橙色頻率 到 中間或平均黃色頻率?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有點含混. 我們嘗試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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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以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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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套疊或輕微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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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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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以你們的紀年法 大約是 1,350(年).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在這個星球上 從第三過渡到第四密度的過渡期 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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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了這個過程. 在這個特別的連結點 可能性/或然率
漩渦 指出的過渡期時間 大約在 1,00 到 7,00[你們的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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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光子振動的頻率是否早已增加?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這個影響開始促使思想變成東西. 你可以觀察到的
一個例子: 憤怒的思想變成那些肉體複合體中失控的細胞 你們稱為癌症.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假設這個振動增加大約在二十到三十年前開始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一波的先鋒大約在四十五年前來到,
在振動物質[容我們說]透過量子跳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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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從四十五年前開始 計入我們密度改變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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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刻 重度地與全球意
識的橙色光芒交織在一起. 無論如何, 量子的本質是通過邊界的移動屬於離散的
振動層次定位.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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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它完整的目的?
RA: 我是 Ra, 第四密度是個揭露資訊的密度, 自我不會對自我 或 其他-自我隱
藏什麼. 因此 具有破壞性特質的不平衡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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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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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該實體原諒 其他-自我, 他憤怒的對象,
癌症就會消失. 這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有部分正確. 治療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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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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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 你的基本假設是正確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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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對於身體、心智、靈性的心理輕觸. 因此對於自我的照顧與尊重才是
真正重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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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沒有對這個器皿提到 因為它不需要
淨化, 對於那些需要洗滌一個有毒的 思想-形態 或 情感複合體 的實體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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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的益處不是針對身體複合體 而是
做為心智與靈性的連結. 因此自我向自己揭露自我.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 我們現在經驗的是綠色真實顏色
或第四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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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現
象是由於真實綠色光芒作用在那些實體的心智結構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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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只有兩個, 關於你剛才所說, (我推測)那些降生於此且走在服務自我路徑
上的老資格靈魂,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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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寧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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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影響之侵襲.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好增加這器皿的舒適度, 或改善通
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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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複合體
更加溫暖 增加其舒適度. 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太一無限造物者
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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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一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0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太一無限造物者
訊.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有一個後勤的問題, 我知道那是個愚蠢的問題, 但我必須確定一下.
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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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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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潔淨你們認為不適當的污點 或粉刷該牆壁表面.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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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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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說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是的.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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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目
前存在的狀態 我想我應該回頭探究我們的太陽 因為它是個子理則
理則 創造我們在
這個獨特的行星系統經驗的一切.
你可否給予我們一個關於我們太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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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對這些球體的稱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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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與已賦能智能無限[使用智能能量]的關係: 容我們說, 它是一個(大)理則
理則的後代.
理則
該理則
理則包含著為數龐大許多的子理則
理則. 這關係是階層性的, 子理則
理則使用由理則
理則發
理則
理則
理則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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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智能能量, 並用它的自由意志去共同創造(co-create) 你們各個經驗密度的完
整細微之處, 容我們說.
與密度的關係: 從物理觀點, 太陽體可以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氣體元素體, 經歷核
融合(fus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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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共同實體(co-ent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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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片刻到(另一)片刻.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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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無限造物者更接近的
發問者 那麼 你能否說 第六密度使用那機制, 以成為與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
共同-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RA: 我是 Ra, 十分地正確. 這可以視為 第六密度後半段部分尋求入口
入口(
入口 gateway)
密度的經驗.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我現在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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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 太陽本身是否有個密度 或者它是所有密度 這個問
題有意義嗎?
RA: 我是 Ra, 該子理則
理則屬於整個八度音程,
它不是那種, 好比你們, 經驗學習/
理則
教導的實體.
發問者:
發問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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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聲明的正確已經到達你推理的最大限度. 無論如何, 我們指出
理則的計畫是: 在空間/時間連續體進入第一密度之前, 八度音程的所有密度已
理則
經潛在的完成. 因此, 在能量中心顯化之前 它們已經存在.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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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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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最簡單的顯化存有是光 或你曾稱為的光子(photon), 它與能量中
心的關係可以被視為所有清晰能量場的 中心或基礎.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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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ob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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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稱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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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rt)化學物質, 以如此這般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於是愛與
光開始(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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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flagal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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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這個專有名詞在字典上查不到,查詢微生物相關網站之後, 發現該單字應為 dinoflagallate
之筆誤, 並獲得原作者 Carla 之認可.)

發問者:
發問者 我記得, 多形態腰鞭毛蟲的細胞成分是鐵 而非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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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剛才提到這點的原因是因為它擁有我們動物[帶有銅基細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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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並不是不正確 而是不應該從這類資訊推斷出任何結論. 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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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子理則
理則的行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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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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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理則
理則在某個片刻的選擇.
理則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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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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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顏色的確是一樣的. 無論如何, 第二密度起初的意識是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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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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或綠色光芒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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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真實顏色橙色是沒有差別的, 然而, 這個或任何一個光芒的顯化卻是極為多
樣化 這是由於表現該光芒能量的 心/身 或 心/身/靈複合體有著不同的振動層
次與平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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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發現須以某種方式依賴其他自
我求生存及成長.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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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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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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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永恆性.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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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的尚未
啟動?
RA: 我是 Ra, 精準地正確.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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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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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 由光構成的動物形體 與 活躍能量中心 與 非活躍能量中心的關係
以及這一切與理則
理則的連結.
這是個難以發問的問題 你可以給我某種的答案嗎?
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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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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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各個能量中心的啟動與平衡之速率與嚴謹性, 且是唯一的度量.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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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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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越活躍地旋轉. 在自我-覺察的實體中 能
量中心並不需要依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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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為什麼能量中心的明亮度或旋轉速度並不被認為比平衡的紫羅蘭光芒顯
化更重要 以收割性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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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足以通過收割之程度的智能無限的愛與光衝擊.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 空間/時間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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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不可見 之間, 或者 物理
與 形而上 之間. 用數學術語說, 如同拉森(Larson)之著述, 差異在於 s/t 及 t/s .
(譯註: 這裡的 s = 空間/space, t = 時間/time)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在上次集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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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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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不需要的東西 可以類比為去除
心智或靈性中 不需要的東西. 因此 這種否定不需要部分之修練, 做為自我的一
個恰當角色, 透過心智之樹 經過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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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對於靈性或心智 多餘 或 不需要部分 的
否決.
這一切都脫落之後, 實體理解[如果妳願意這麼說]並欣賞 這些被排斥的東西 是更
大自我的一部分, 儘管如此, 透過意志的行動 淨化並精練 心/身/靈複合體, 然
後將渴望的心智或靈性複合體態度 具體地呈現出來.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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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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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劑是由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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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我
來, 這是否可以類比於 一個實體有意識地規劃這個解放 使用禁食做為與自身
溝通的方式?
RA: 我是 Ra, 這不僅是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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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信心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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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有一本書, 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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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Jim 已經讀完整本書, 我只讀了該書的一部分, 我在想本書中關於平衡
的教導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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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可發現.
發問者:
發問者 為什麼 紅色, 黃色, 及藍色能量中心被稱為主要中心? 從先前的資料
我想我了解這點, 但追溯這些主要顏色到智能無限 這個過程是否有些更深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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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光芒是自我-意識 與
互動 的光芒. 綠色光芒透過各式各樣的能量交換經驗, 主要與 憐憫、原諒一切
的愛有關, 移動前往藍色光芒. 藍色光芒是不管他人行動 放射自我的第一個光
芒.
面臨其他-自我的阻擋時, 綠色-光芒實體是不起作用的. 藍色光芒實體是共同造物者
理則的功能,
做為無限
無限
造物
者. 這或許只是先前活動的重新聲明, 但如果你考慮理則
理則
造物者的代表 達成藉由造物者
造物者知曉造物者
造物者的目的 你或許可以看出需要被完成的
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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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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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光芒啟動的角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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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星上經驗的振動
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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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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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花了許多時間/空間, 如果你願意(接受這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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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啟程
出發 成為星際聯邦
星際聯邦的成員 以更迅速的步伐接近第七密度的畢業典禮. 然而, 我
星際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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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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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離開你們, 我的朋友們,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
太一無限造物者
中,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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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二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2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太一無限造物者
訊.
***
發問者:
發問者 我有個關於平衡的問題, 它是個相當長的問題, 我現在唸出來.
第一個問題, 我們會將問題直接拷貝到書中, 一字不漏, 如果你可以不用聽我
唸完 直接作答 可以節省時間, 否則的話 我將接著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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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我將很快地把問題唸完.
***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將做個聲明 並要求你評論它的正確程度: 我假設平衡的實體不會被
正面或負面的情緒所左右 不管在他可能遭遇的任何情況下. 藉由在任何情況下
都保持毫無感情, 該平衡實體可以清晰地分辨適當及必須的回應 且在各個情況
下都與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和諧.
一的法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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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中心 與 反應. 下一步是有意識地觀察並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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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感情 與 無扭曲[關於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方面]的狀態;
就好比是一個看電視-電影的客
一的法則
觀的觀察者.
***
這樣說正確嗎?
76

THE LAW OF ONE: BOOK II

RA: 我是 Ra, 關於我們討論過的平衡, 這是不正確的應用.
(平衡的)練習首先體驗感覺 然後有意識地在存有中發現其對立面的感覺 這個
練習的目的並不是在正面與負面感覺中平順地流動, 同時保持毫不動搖. 毋寧說
保持毫不動搖才是目的. 這是一個較為簡單的結果 但需要許多練習, 容我們如
此說.
經驗的催化劑的作用是為了使這個密度的學習/教導得以發生. 無論如何, 只要
有個回應, 即使它是單純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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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視一切事物為愛. 這樣的看見便不會
因為催化劑而有所反應, 因此該實體現在能夠成為人生經驗事件的共同-創造者
創造者.
創造者
這是較為真實的平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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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反應皆為視他們為造物者
造物者 愛他們並理解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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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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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要來
得複雜許多 如同你剛才的例子. 因此 該平衡實體會開放更多的機會來服務 第
三密度的其他-自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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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在我們經驗的幻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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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甚至失去肉體生命, 也應該維持這種
反應. 這是正確的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進一步說, 在理解[容我們說]平衡原則的過程中, 具有
主要或原則重要性, 容我們說, 平衡不是漠然, 而是觀察者不被任何分離的感覺
所矇蔽, 而且完全地被愛充滿.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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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剛才討論的題材 你可以詳
述這個概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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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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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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進入)第五密度的收割完成 我們發現振動層次的瑕疵可
以看做是未經緩解之憐憫心的作用.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空間在沉思造物者
造物者之道
造物者
將智慧灌注到愛之中.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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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我地從事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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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幫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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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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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設綠色光芒不如被智慧灌注的光來得精練 這是正確
的. 智慧讓一個實體能夠從自身存有的品質來欣賞它對地球意識的貢獻, 而不會
特意進行某種活動或行為, 期待在可見次元平面上有結果.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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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背
後是否有任何形而上的原因, 或者純粹是隨機因素?
RA: 我是 Ra, 關於這個飢荒以及不健康現象的催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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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逐漸增長的愛
以及對其他-自我的服務.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一個人面對充滿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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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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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個認知, 我們可以說以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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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會承受極化減少的後果. 因此逐漸增加觀察自身反應的
能力 並知曉自我 將不斷把自我帶向更接近真實平衡的境地. 我們要求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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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耐心, 因為催化劑在你們的層面是強烈的 必得經過一段前後一致的學習/
教導時期 它的用處才能被辨別出來.
發問者:
發問者 一個人如何知道他不被充滿情緒的狀況左右 或者 他正在壓抑情感的
流動, 或者他處於平衡 真正地不動搖?
RA: 我是 Ra, 我們曾經提及這點, 因此, 我們將簡短地重述, 對於一個平衡的
實體, 沒有一種情況會是充滿情緒的 如同任何其他情況 只是單純的一種狀況
該實體可能會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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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抑制對於催化劑的反應 除非如
此的反應不符合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 而會成為其他-自我的絆腳石. 遠遠(比壓抑)為佳的選
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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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一個人如何評估它內在哪些能量中心已被開啟, 沒有需要立即去照顧,
哪些能量中心未被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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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最後的行為都是自我教
導/學習的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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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了解需要工作哪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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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會被第三密度的自我[位於我
高我
們第三密度的人生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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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稱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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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保
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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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可能產
生修練的結果.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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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對於個人而言有靈性作用的圖形及顏色, 這是你們所稱的具象化
之宗教層面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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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顏色, 這個舉動形
成你們所稱的魔法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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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心中想像的是玫瑰或圓圈都不重要, 無論如何, 我們建議選擇一條具像化
的途徑好鍛鍊這個機能.
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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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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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設計過程中必須學習的. 這個能力是否對於你剛才說的具像化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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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會適當地增加集中(注意力)的能量.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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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有鼓舞個人靈性作用的形象是適當的,
不論那靈感是玫瑰象徵的完全之美, 十字架象徵的完美犧牲, 佛陀象徵太一
太一之內
佛陀
太一
的全體
全體-存有
全體 存有(
存有 All-Being), 或不管什麼可以激勵該個體的東西.
發問者:
發問者 以親子之間的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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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所稱呼, 並不是一件拿來彈奏的樂器. 親子間的適
當教導/學習方法是雙親開放心胸 並且完全接納孩子的存在性, 這包含孩子實體
在這個次元平面所帶來的任何生活題材.
除了雙親接受孩子的基本前提, 有兩件事在親子關係上特別的重要.
首先, 不管是什麼方式 雙親用來敬拜並感謝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經驗, 如果可能
太一無限造物者
的話, 每天與孩子實體分享這種經驗.
其次, 雙親對於孩子的憐憫心大可被一個認知所鍛鍊, 即孩子實體將從父母親
[其他-自我]身上學習到服務他人或服務自我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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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自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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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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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皿狀態良好, 我的朋友們, 我在無限造物者
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
無限造物者
們, 向前去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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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三場集會
1981 年 3 月 24 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在我們開始通訊
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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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造成我們通訊的一些干擾.

發問者:
發問者 是指那個枕頭或別的東西? 你說的是在(她)脖子下的枕頭嗎?
RA: 我是 Ra, 有一條干擾線橫跨頭頂.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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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請增加它與頭頂的距離.
發問者:
發問者 [將縐摺的床單沿著邊緣弄平, 一直到器皿頭部附近] 這樣是否符合要求?
RA: 我是 Ra, 是的.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很抱歉 我們未能注意到這點.
RA: 我是 Ra,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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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有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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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註: 這些被肢解的部分為舌頭, 嘴巴, 以及柔軟的生殖器部位, 它們看起來像是被精密外科
手術所切割, 感謝 Carla 的資訊.)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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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更正, 思想-形態實體 以某種
方式利用?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如你後半段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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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另外一種第二密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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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實體)需要[你們稱為的]血液.
發問者:
發問者 這些第二密度型態(實體)需要血液以維持肉體? 它們是否來自較低的星
光層面, 可以在我們的肉體中進進出出?
RA: 我是 Ra, 這些實體是, 容我們說, 獵戶集團的生物工具.
它們不像思想-形
獵戶
態存在於星光層面中 而是在地球表面中等待著. 一如以往, 我們提醒你 我們認
為這類資訊是不重要的.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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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光被分離或分
造物者
割成不同顏色與能量中心 以獲得經驗, 那麼為了重新與造物者
造物者結合 能量中心
造物者
必須被精確地平衡 好變得跟當初源自造物者
造物者的分離光芒一模一樣. 這樣說正確
造物者
嗎?
RA: 我是 Ra, 要給予這個詢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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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我們有許多次說到平衡的相對重要
性, 以及最大程度活化各個能量中心之相對不重要性. 這原因你已經正確地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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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著極度能量與活動的服務他人實體更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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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之上的密度給予最低限度平衡的個體許多 時間/空間 與 空間/時間 繼續
精練這些內在平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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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密度使用心智與靈性痛苦為催化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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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敘述在第四密度空間/時間中 一個實體的平均壽命?
RA: 我是 Ra, 在和諧的第四密度空間/時間中 一般的降生期間以你們的時間尺
度而言約為 90,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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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發問者 在第四密度中 (一個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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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第四密度的一個經驗週期有多少年?
RA: 我是 Ra, 該經驗週期大約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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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無限造物者較為透明的變貌
太一無限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第三與第四密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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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密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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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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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體或以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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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與其他-自我打交道.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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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智慧將憐憫心與智慧調和在一起, 是否正確?
RA: 我是 Ra, 這是相當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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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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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在第四密度之中需要進食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由於需要餵養身體 社會催化劑的機制因此活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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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彼此增加的交流 在準備食物方面極度地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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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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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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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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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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載具所需的食物可以用
思想來準備.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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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神之饌(ambrosia), 或
金白色的光之高湯.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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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在第三密度 攝取食物不單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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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也教導我們一些什麼?
RA: 我是 Ra, 在第五密度 分享這個高湯 對於那些聚集在一起 心智相近的人
是種慰藉, 藉由這個實質的活動 他們在光與智慧中合而為一, 同時在物理活動
中手牽手 心連心. 因此在這個密度,它成為一種慰藉,而非學習的催化劑,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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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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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回答你詢問的重點.
發問者:
發問者 在這個星球上 當收割完成之後, 第四密度存有是否會降生在我們現在
所知的地表上?
RA: 我是 Ra, 或然率/可能性漩渦指出這是最有可能的(情況).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在那個時候 是否有任何第五密度或第六密度存有待在地球的表
面上?
RA: 我是 Ra, 這個時間不會太久, 因為第四密度存有需要將他們的學習/教導
空間/時間花在與他們相同密度的實體身上.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基本上 你是說在那個時點 第五或第六密度存有的教導無法讓第
四密度的新手良好地理解?
RA: 我是 Ra, 你想要詢問我們這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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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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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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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正
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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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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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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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相對的重要性? 我列舉如下: 靜默、溫度控制、身體的舒適、篩網 如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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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第罩
化一個人在冥想時的專注程度. 換句話說, (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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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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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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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嘗試獲得法拉第罩
法拉第罩背後的原則及其相對重要性, 建造這
法拉第罩
個東西是相當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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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拉第罩以及孤立
法拉第罩
槽都只是小玩意兒.
讓自我被茂密的森林圍繞, 遠離分心事物, 處在一個專門用於冥想的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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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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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造物,
以及處於其他自我的
天父
愛與支持之中. 在工作結束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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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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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我是 Ra, 一切良好,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太一無限造物者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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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四場集會
1981年三月28日

以及

RA, 第四十五場集會
1981年四月6日

[這兩場集會只包含個人資料, 因此被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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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六場集會
1981年四月15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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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時間度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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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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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不確定我了解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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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當然可以.
RA: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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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隸屬於靈性熵數(entropy)的能量, 一種隨機
無秩序的能量*.
(*譯註:熵數在物理熱力學上表示無法做功的熱能, 靈性熵數即等同於無法用來做靈性工作的能
量. – Carla.L.R.)

於是正面的態度提供意志與信心繼續這個密集的心智經驗 讓憤怒被了解,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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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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適應的對象, 這一切被再度整合的過程, 使用憤怒起始的偉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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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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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藏著使這股未被導引且無方向的能量創造出身體複合體
的類比 你們稱之為(肉體)組織的癌症腫瘤.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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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確的嗎?
RA: 我是 Ra, 這只有部分正確. 首先的接受或控制屬於自我, 依照實體的極性
而定. 如同許多事物 憤怒需要被愛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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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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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法在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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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相當地正確. 負面的極化對於控制及壓抑有很大的需求.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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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有機會與其他-自我進行性行為時 該實體能更有效率地執行這件事.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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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之道.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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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子-理則
理則在你們空間/時間開始之前即設定了.
理則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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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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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如何發揮學習/教導的作用?
RA: 我是 Ra, 在許多情況下, 該催化劑沒有被使用.
發問者:
發問者 使用癌症催化劑的計劃(藍圖)是什麼?
RA: 我是 Ra, 這個催化劑 以及所有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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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控制. 這裡有兩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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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與愛或分離與控制.
在這裡, 不缺空間/時間讓催化劑發揮功用*.
(*譯註: 此處也可以解釋為— 多的是空間/時間讓催化劑發揮功用.)

發問者:
理則或理則
發問者 我假設子理則
理則 理則的計劃是為了正面與負面極化的社會記憶複合體,
理則
含第四密度及更高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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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侖定律或正負電性的關聯,
或以任何方式告訴我們?
庫侖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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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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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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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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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 你們是謹慎認真的, 一切都好,
我們提醒你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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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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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造物者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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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七場集會
1981年四月18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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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造物者
造物者了解自我方面來說
它們對於進化有什麼價值? 以及
造物者
為什麼理則
理則計劃了這些?
理則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隱含有不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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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則或子理則
子理則所計劃, 這是不正確的,
理則
子理則
因為造物者
造物者的合一性存在於任何被愛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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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種可
能性.
促使實體們形成社會記憶複合體的目的或考量是對於造物者
造物者了解自我這個基本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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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了解更多祂的造物.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你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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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與負面傾向兩者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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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藍色能量, 在第四及第五負面振動形態或行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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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振動形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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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收割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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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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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造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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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黃色/橙色,
直接移動到靛藍色大門(gateway), 從這個智能能量的管道帶來智能無限的內流.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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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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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成為歷史. 因此,
我們在一個幻象的時間連續體中談論 正面對比負面(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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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從負面移動到正面; 大約有 8%順利畢業
進入第五負面密度.
發問者:
發問者 我真正想問的是如果從正面第三密度到第四密度需要 50%(服務他人), 負
面密度的畢業則需要 95%(服務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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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覺察你的詢問了.
給你這個答案容易產生誤解, 因為第四密度有視覺或訓練上的輔助工具 它們會
自動協助實體的極化 同時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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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定義你所指的"結晶化實體"?
RA: 我是 Ra, 我們使用這個特別的名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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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分子中的元素以規則的方式
與其他分子的元素鍵結(bond)在一起. 因此這結構是規則的 當完全且完美地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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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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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放射的; 將光轉換為美麗的反射 給予許多實體肉眼的喜悅.
發問者:
發問者 在我們的祕傳(esoteric)文學中 表列許多(形)體. 我列舉如下: 肉體、乙
太(etheric)體、情感體、星光(astral)體和理性(men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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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的用途, 目的, 效果等等, 以及其他任何
可能在我們心/身/靈複合體的(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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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各式各
樣(形)體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及不同情況中 每一個(形)體的效應 是個龐大的研
讀. 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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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你們八度音程不同的密度.
我們已知從大宇宙到小宇宙 重複著號碼七的架構與經驗, 因此 我們只期待有
七種基本的(形)體 以最明白的方式表示 如紅色-光芒體, (橙色-光芒體)等等. 無論
如何, 我們覺察到你希望將剛才提到的(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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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甲, 另一個老師則將同一個微妙體命名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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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 它是未建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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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體載具內的元素有基本的理解, 治療就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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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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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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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被看見, 你們給予它一個名稱—通靈體
綠色
(ectoplasm). 這是個較輕的身體 包含更稠密的生命 一些其他派別的導師稱呼它為
星光體. 還有人稱呼它為乙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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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靈複合體.
光體或藍色
devachanic body), 這個身體有許多其他的名
光體 藍色-光芒體可以被稱為提婆體(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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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你們這個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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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靛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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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中 形態是(種特殊)物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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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
紫羅蘭色
佛陀 Buddha)體或完整體.
這些形體, 每一個對於你們的心/身/靈複合體[在你們的生命存在性之中]都有其效應.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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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靛藍色
它的意識置放於乙太狀態. 對於醫者而言 紫羅蘭色-光芒或佛陀
佛陀體具有同樣的功
紫羅蘭色
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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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體是每個實體
的一部分, 適當地使用並理解它們, 這(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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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當我們肉身死亡 離開這個黃色-光芒體, 我們立即擁有哪個(形)體?
RA: 我是 Ra, 你擁有所有處於賦能狀態(potentiation)的(形)體.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處於賦能狀態的黃色-光芒體被用來創造我們現在肉體的化學排
列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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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即是所顯化的(形)體.
發問者:
發問者 那麼 此生結束 死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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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否顯化綠色-光芒體?
RA: 我是 Ra, 不會馬上(顯化). 死亡之後 第一個啟動自身的(形)體是"形態-製
造者"或靛藍色-光芒體. 你們曾稱呼它為"ka"— 這個(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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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
是綠色-光芒, 那麼它將被顯化.
發問者:
發問者 讓我做個聲明 你告訴我是否正確. 肉身死亡之後, 如果一個實體沒有
覺察, 他可能成為所謂的地縛靈
地縛靈直到他能夠獲致必要的覺察 以啟動他的(形)體之
地縛靈
一. 於是 有可能啟動任何一個(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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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地縛靈或留連不去的鬼魂?
發問者 什麼刺激會造成我們所謂的地縛靈
地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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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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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體, 雖然已經
不再啟動, 無法完全被解除; 在這樣的意志被釋放之前, 心/身/靈複合體等於被
94

THE LAW OF ONE: BOO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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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東西 或 某個其他-自我的情況.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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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於該存有的一些外觀停留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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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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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大部分的地球人類, 當他們肉身死亡後 會啟動什麼(形)體?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的最後一個完整詢問.
正常的程序, 假設和諧地解除黃色-光芒體顯化, 心智與靈性複合體會安歇在乙
太或靛藍色(光芒)體之中 直到某個時間 該實體開始準備下一次的降生, 乙太能
量鑄造一個形體, 顯化並啟動它. 這個靛藍色體, 做為智能能量, 能夠給予該剛
死去的[以你們的詞彙來說]靈魂一個全盤性的觀點及一個地方去觀察最近一次顯化
的經驗. 此時 是否有任何我們可以回答的簡短詢問?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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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物被肉眼與靈性謹慎地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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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弱點是由於自我的自由意志帶來的.
我是 Ra, 朋友們, 我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在太
造物者
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造物者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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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八場集會
1981年四月22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
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
造物者
訊.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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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如果你, Ra, 做為一個個體化實體 含有你所知的完整覺知與記
憶, 現在降生於地球
地球上. 你這一次在地球
地球上的目標會是什麼
就各種活動而言?
地球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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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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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我們自己為教導/
學習者.
***
發問者:
發問者 你現在已知道我們地球的狀況, 溝通的方式..等等; 如果你自己,以個
人的身分經過降生(投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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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
知到這點, 為了這個原因, 我們不能冒犯你的混淆.
***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就怕你會這麼說, 我昨天的演講只有幾個人參加 如果這個演講舉辦
的時候發生飛碟鼓動(UFO flap)事件 應該有更多人會參加. 既然獵戶
獵戶實體造成
獵戶
這類鼓動事件, 獵戶(實體)確實創造更多散佈資訊的機會,
好比這份資訊, 那麼
獵戶
他們製造飛碟能見度有什麼報酬?
RA: 我是 Ra, 這個假設是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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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那些可能是正面的大眾報導談論的卻是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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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誤稱]之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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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覺察到還可以進一步延伸這個話題, 被獵戶
獵戶-型態之公眾事件所吸引的觀眾有
獵戶
大部分不具有老資格振動的種子. 不需要公眾事件刺激也能接收教導/學習的讀者
們有更多的可能朝向啟悟. 所以, 你就忘卻數人頭(counting)吧.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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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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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整合自我, 然後向前協助那些尋求幫助的 較少正面傾向的實體們. 因此 他們
的服務就是他們的工作, 在社會自我 與 其他-自我之間的動態關係中工作, 這
是愛的目標, 在這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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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性與心智複合體變貌之催化劑份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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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接觸, 即社會自我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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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
段 情況仍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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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
再一次, 第五密度存有的工作重點是密集強化(intensify), 而非增加位能(potent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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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送光到造物之上; 其次, 遣送一些小組以協助光的器
皿 好比你們目前透過(通靈)管道熟悉的那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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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僅剩下與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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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
非常、非常地稀少, 因為他們害怕遺忘(過程). 第五密度的獵戶
獵戶成員也十分、十分
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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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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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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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THE LAW OF ONE: BOOK II

亡過程 以及 各種(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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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為我完成這個例子嗎?
RA: 我是 Ra, 你的詢問十分地扭曲 因為它假設造物都是相似的. 每一個心/身/
靈複合體都有它自己的啟動型態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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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提到的東西只有相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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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者的實體們
心/身/靈複合
流浪者
體擁有綠色, 藍色, 或靛藍色之真實顏色核心 他們會居住在其中.
進入降生過程需要投資或啟動 靛藍色-光芒 或 乙太體 因為它是"形體製造者".
年輕或幼小的心/身/靈複合體在出生之前 即具備七種可能的能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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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準備的經驗, 它好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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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移動到綠色-光芒層次, 那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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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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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大
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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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感覺到它們聖化或神聖的本質.
肉體複合體死亡[如你對這個過渡期的稱呼]之際, 實體將立刻認識到它的狀態, 返回
靛藍色(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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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體 進入紫羅蘭色-光芒顯化 如同在真實顏色黃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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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時間/空間中 正確的真實顏色位置, 在
那兒 決定必須的醫療 與 學習/教導 時間, 以及是否需要更多的降生 2.
( 1. 譯註-- 這裡的黃色跟第三密度應該是同義詞.
2. 譯註-- 這裡或可通俗地翻譯為 "是否需要到人間再次輪迴".)

發問者:
發問者 誰監督這個過程? 決定誰需要更多的降生 以及為了降生設置 老資格
(seniority)清單?
RA: 我是 Ra, 這個詢問有兩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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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對於那些自動降生的實體們, 守護者(
守護者 Guardia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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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 你也可以
稱呼守護者
守護者為天使, 容我們說, 他們是"地方性"的 或 屬於你們地球的.
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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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課程與(周圍的)實體, 目的是在一生的經驗中獲得最大的成長
以及 表達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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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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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一個可能的類比是: 一個大學生選了太多課程 那是他不可能在一學期
內消化吸收的, 這樣說正確嗎?
RA: 我是 Ra, 這是正確的.
發問者:
發問者 你能否告訴我 各種(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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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做法必須伴隨著極度的謹慎小心 因為(實體)處於肉身
中. 我們特別提到將紅/橙/黃迴路與真實顏色藍色迴路相連接的危險 因為有可
能重度地擾亂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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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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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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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一個單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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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向前去吧! 我的朋友們, 在
造物者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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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四十九場集會
1981年四月27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發問者 在先前的集會中*, 你曾提到左右耳的音調, 以及左右腦 與 服務自我、
服務他人有某些關聯. 你可以就此做評論嗎?
(*譯註: 這裡指的是第四十四場集會.)

RA: 我是 Ra, 我們可以就此做評論.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以開始評論這點嗎?
RA: 我是 Ra, 你們肉體的(兩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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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被理性分析主宰的實體相比, 以極性而言, 是相等的.
腦葉可以同時被用在服務自我 或 服務他人方面. 理性或分析的心智似乎有更
多可能性 成功地追尋負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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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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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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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部與上肩部的左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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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起因.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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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如同你們一般的實體 與 行星球體的能量場 兩
者之間有相互關係. 因為所有物質的建構都是藉由磁場的動態張力來達成.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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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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對心/身/靈複合體的稱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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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e); 正極是北極或較高的極地. 這(兩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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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靈性
身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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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黃色-光芒中心為例, 它的第二能量中心位於手肘, 膝蓋, 以及肚臍附近的微細體
中 這些點形成鑽石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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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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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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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能量進入它自身. 從那一點 能量向上移動 直到與正極螺旋能量相遇 並產生相
互作用, 這股正極能量是從內在向下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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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極內在螺旋能量 相遇之處.
當一個實體逐漸成長 極化程度增加 這個相遇點也會向上移動, 這個現象被你們
人群稱為亢達里尼(kundalini). 無論如何, 最好把它想成是宇宙與內在振動理解相
遇之處. 嘗試提升這個相遇點 卻沒有實現磁力學的根本形而上原則 將招致巨大
的不平衡.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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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什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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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要求你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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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
的一般, 將內在與外在本質相遇的地方 沿著能量中心 不斷向上攀升.
有兩個方法來逼近這個目標:
首先是理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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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學到)
自我-接受 與 覺察催化劑, 逐漸地成長 這些經驗安定的處所也將上升到新的真
實顏色實體. 這些經驗, 不管是什麼, (一開始)都會座落於紅色光芒 並依照其生存
價值被考量 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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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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個人本性(ident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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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每個經驗的
聖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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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者
藉由謙卑與信賴的接受, 透過冥想與沉思 自我與造物者
造物者,
造物者 產生這股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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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該實體的收割也就不遠了.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以推薦一種冥想技巧嗎?
RA: 我是 Ra, 不行.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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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哪一種會產生更有用的結果?
RA: 我是 Ra, 這將是此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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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心智, 清空你們人群
心智複合體中顯著常見的心智混亂, 它能夠有效地獲致內在寧靜 並做為聆聽造
造
物者的基礎. 這是個有用且有益的工具 迄今是一般冥想中 最有用的冥想類別,
物者
相對於沉思或祈禱而言.
具像化的冥想類別有它的目標 但不包含在一般冥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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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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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影響行星意識. 這是你們所謂的白魔法師
白魔法師的產生. 只有 那些想要
白魔法師
尋求有意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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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在冥想狀態中思考一個鼓舞人心的影像或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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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否真的為有益的活動
完全端賴祈禱者的意圖與目的.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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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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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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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你們是值得被稱讚的, 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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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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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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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造物者
Ado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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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第五十場集會
1981年五月6日
RA: 我是 Ra,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向你們致意.
我們現在開始通訊.
造物者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告訴我器皿目前的狀態?
RA: 我是 Ra, 如前所述.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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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盤地掌握上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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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ow)的經驗屬於南極流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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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這個方向, 你可以把南極的
物理位置與根源能量中心視為同一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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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是(刺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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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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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經驗催化劑現象的本質 以
及它進入心/身/靈複合體覺知的方式.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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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催化劑 以及該催化劑如何被提供 或被學習.
RA: 我是 Ra, 這樣的例子可以被給予.
發問者:
發問者 請開始?
RA: 我是 Ra, 我們停頓片刻 掃描這個器皿的意識, (確認是否)允許使用它的經
驗催化劑做為例子. 我們現在可以繼續進行.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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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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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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協議牽涉到好幾個實體, 在你們的時間/空間與空間/時間連續體中, 提供該
實體機會在工作上與同僚的經驗催化劑.
在這個(人生)計畫, 有些事件是可能性/或然率漩渦 與你們社會文化有關. 這些
事件包括生活特質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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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適用於你們百萬千萬的人群, 那些人覺察到演化, 並極度渴
望獲得愛與光輝之心, 不管課程是如何規劃, 這樣的心將給予理解(同理): 這些
課程與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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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刻致力
於分享他們的自我之愛.
有些實體尚未能夠理解心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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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演化過程由那些從未停止警戒看望服務的實體們守衛
著. 沒有一個實體是毫無援助的, 不管是透過自我-覺察 造物的合一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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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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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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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利益. 這些其他-自我被認為必須仰賴自我 並需要自我的指引與智慧.
發問者:
發問者 謝謝你. 心智保持視覺形象的能力如何允許行家做意識中極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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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
的入口. 行家不只是汲取智能能量做為收割的準備 而是同時汲取智能能量 與
智能無限 目的是轉化行星意識與(全球)收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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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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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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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正面能量; 或被負面行家使用 提升個人的力量.
發問者:
發問者 保留影像數分鐘之後, 行家做了什麼以影響行星意識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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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最有力量的連結 因為
它連結了整個心/身/靈複合體小宇宙 與 大宇宙. 容我們說, 這個連結允許時間/
空間中的綠色-光芒真實顏色顯化在你們的空間/時間裡. 在綠色光芒中 思想即
是存有. 在你們的幻象 通常不是這樣的.
於是該行家成為愛與光之鮮活管道 並且能夠將這光輝直接通導到地球能量鏈結
網. 這類的儀式總是在讚美與感謝中結束 使能量紮根, 接著將這股能量釋放 進
入整個地球
地球.
地球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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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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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問剛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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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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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問者:
發問者 我們每一個人在冥想的時候, 感覺的能量在頭部的不同地方. 你可否告
訴我它是什麼東西, 它代表什麼意思,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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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及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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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實體們就得到那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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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經驗到全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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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該實體在超心靈防禦上沒有良好的訓練, 即使他並不那麼由衷地請求這股
能量, 仍然會感覺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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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渴望經驗這些悸動、啟動、改變的實體們, 即使在潛意識層次上也不會
經驗到任何東西, 這是由於他們(內在)防禦的能力, 並且穿上盔甲抵禦改變.
發問者:
發問者 就在此時, 我在同時間有兩個感覺, 這是正常的情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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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存有的發光; 紫羅蘭色
光芒的刺激是靈性的施與受[來自造物者, 通往造物者], 從造物者
造物者到造物者
造物者. 這
造物者
造物者
是令人滿意的配置. 請再問一個完整的詢問.
發問者:
發問者 你可否詳述這個概念: 一個實體在它的一生需要極化 或 與其他實體恰
當地互動.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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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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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 在真實顏色綠色密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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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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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想像得到:
一輩子. 這些牌是: 愛、厭惡、限制、不快樂、愉快..等等. (有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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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知道你自己的牌. 你可以開始發現你內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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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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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
唯一獲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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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事無法被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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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離開這個器皿之前 是否有任何簡短的詢問?
發問者:
發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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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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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地放置在支撐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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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Ra, 我的朋友們, 我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愛與光中離開你們.
那麼, 向前去
造物者
吧! 在太一無限造物者
造物者的大能與和平中歡欣鼓舞. Adonai.
造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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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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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翻譯的注意事項
翻譯者已經盡其所能地提供最佳的翻譯。無論如何，L/L 研究中心不能逐一核對這是不是
最精確的翻譯。在英語原文和翻譯版本之間可能有些意義上的落差。在有所疑慮時，如果
可能的話，請比對英文及其翻譯，以嘗試澄清 Ra 的意思。
Ra 在分享他們的訊息時強調真實可靠的重要。舉例來說，在回應發問者渴望拍照和出版
通訊期間的照片時，Ra 回答：
88.12 我是 Ra。我們要求任何圖片說出真相, 每張圖片標上日期, 並閃耀著清晰度,
好提供不帶任何陰影、純正的表達 給那些尋求真理的人們。
我們來此的身份是一的法則
一的法則的謙卑使者,
渴望降低扭曲. 我們要求你們, 一直是我們
一的法則
的朋友, 工作這些上述討論的考量; 並非快速地思考將不重要的細節去除, 而是如同
在所有的道路上, 將這個工作視為另外一個機會去, 這是一個行家必要的(條件), 做你
自己並提供 你內在的東西, 伴隨你的東西, 不帶任何種類的虛偽做作。

請自在地聯絡 L/L 研究中心，透過 email 傳遞你的任何問題：關於字彙、片語，或概念上
的意義。而我們也是這門哲學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