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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人知的太陽系歷史 

地球的心靈改造(揚升) 

 

 

在 1994 年，我在冥想中出現了一個的會議，我發現

我在一個山谷裡，成千上萬的人圍著我，人類和非人

類都有，其中我認出了長得像保羅 Twitchell 和叔叔 

Odin 的人，這是他們第一次告訴我揚升程序的時候... 

 

自 1930 以來他們就一直在為此工作著，一步一步的

在這裡創造能量。 

他們為此開了很多會議並需要很多眾生的協助，有些

不想參加、 有些參加，還有一些從其他星系來的眾生

並不關心此事，但他們相信地球是一個特殊的星球，

由於所有不同的生命形式都能在地球上生存著。 

 

好多不同的外星人拜訪並促進(貢獻)了這裡的生活，

如果要瞭解揚升和過程是什麼，你必須理解此太陽系

的歷史、 人類和地球上不為人所知的歷史。 

這是由在這次會議上大師和這些眾生顯現讓我得知的

資訊：  



 

約 4 千萬年前（這是無法剛好精準的 因為時間不是

最重要的，只有事件才是重要的，而時間是人所創造

出來的概念）來自四個不同的星系的四個不同種族的

人類被送往此太陽系。 

他們被宇宙最高靈性統治階級告知要在這裡旅行並將

此星球殖民較年長的星球，他們遠比你可以想像更先

進，他們不僅可旅行到不同星系還有擁有可進入未來

或過去的不同維度的能力。 

 

他們有心靈感應能力以及不需使用語言除非必須與未

進化的眾生溝通，他們與所有的生命形式、 動物、 植

物和礦物溝通，他們也與其他維度溝通，例如之前曾

生活在物理身體的眾生、天使、 揚升大師等等。 

 

他們的技術是完全和諧於造物的自然法則，他們已掌

握了用他們思想的能量作為創造力的概念，這來自於

使用它的責任在於為了正面積極和建設性的用在有益、

和諧而不是利己的理由，例如獲得權力和財富。 



 

他們完全領會了什麼是宇宙萬物及造物主， 

他們知道自己是靈魂與永恆，不被物理身體限制，死

亡對他們來說並不存在，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從一個存

在過渡到另一個，他們選擇自己壽命長短是依據他們

希望去擁有的經驗或他們想要完成的任務。 

 

他們來到此太陽系帶來人類的生活，並成為所有星球

上所有生命的保護者。黃種人殖民的是如你所知的火

星、 紅種人是土星、 黑人種族是木星和白人是金星。 

 

地球那時只是一顆彗星飛來飛去，因為它還沒形成一

個行星或設定入環繞太陽的軌道上。當地球終於成為

一個行星時，她成為了擁有大量水的美麗星體。 

 

四大種族去了遙遠的星系和帶來許多形態的動物、 魚

類、 鳥類、 植物和礦物，並在和諧中創造出了獨特

的天堂，一個所有的生命都處在彼此和諧中的地方。 

 



其他星系內還有人類和其他非人類(不同於人類的種

族)的眾生，並不像這些四大種族一樣先進。然而，他

們擁有太空旅行的技術，但卻有更具侵略性和征服性

的意識層次。他們聽說了這個美麗的新地球。在此同

時，地球有兩個月亮平衡著天氣狀況並控制星體的潮

水。 

 

首先來到地球的生物是來自於太陽系以外的兩個不同

的星系的恐龍族和蜥蜴人的種族。他們很聰明並和人

類一樣用兩腳走路的而且喜歡戰爭並認為他們更優越

於所有的生命形態。 

在過去，人類的四大種族曾在他們擴張這種行為之前

跟他們起過幾次衝突，他們來到地球搶礦物和有價值

的寶石。很快地，他們引發了一場可怕的戰爭，他們

被來自母星的強制軍事行動結合起來，一個設置其基

地在地球的其中一個月亮上，另一個則設在地球上。

它是一場使用原子彈與雷射武器的可怕戰爭，就像你

看的科幻電影一樣，這戰爭持續了很長時間。 

大多數的生命死在焦黑的荒地並且其中一個月亮被摧



毀了。對地球不再感興趣，他們回到各自的星球並留

下他們的傷兵，傷兵對他們來說是沒有用處的。 

 

四大種族送出幾個部隊看是否他們可以幫助受傷的恐

龍族和蜥蜴族，並且看看他們能做什麼來修復地球，

他們很快就發現由於核子輻射的關係，在清除它之前

待在地球是非常危險的，甚至他們必須留下，以避免

他們的星球（地球）被汙染。 

 

由於輻射的關係，恐龍族和蜥蜴族的倖存者突變成為

恐龍和巨型蜥蜴，如你所知的歷史故事，而被困在那

裡的人類突變成為你所稱知的尼安德特人。 

 

地球仍然是個遭受嚴重破壞的廢墟，被巨大的核烏雲

所涵蓋著，剩下的植被被巨大的生物吞光、 也被人類

和動物吃掉了一些。在巨型彗星撞擊其中一個海洋產

生另一個龐大的雲之前，這種狀態延續了數百年。 

雲造成的黑暗使太陽輻射熱量不能與地球的引力場交

互作用而形成一個冰河時期。這個災難突變了生命形



式，也給了四大種族用他們的技術與能量淨化、 治癒

地球的機會。 

 

再次，他們帶各種形式的生命到地球，再創造一個天

堂，除了極端的天氣條件和極端的潮汐活動。 

 

在此期間他們了解到他們的行星進入一種自然休眠階

段，他們將不能用物理的方式生活，所以他們決定將

同胞移民到地球上。他們擔心一個月亮，因為它會影

響地球地震、 海嘯和暴風雨及其他給地球的結構造成

的問題。他們知道如何喝液態的東西來保護和平衡自

己，這些第一批移民者就像是亞特蘭蒂斯和利莫里亞

的移民者。 

 

其餘的人留在他們的星球等待他們天命的指示，他們

知道他們會毀滅與死亡，他們已經做出了決定，只帶

更年輕一代和一些靈性導師與長者到地球來。地球此

時對所有人來說都太小了，但他們並不怕死，他們再

一次創造了天堂，他們依指示在這裡建立特別寺廟作



為通往其他維度的門戶（時光隧道）。有鑑於那些侵略

性的生物，寺廟被隱藏起來，為未來的重要時刻做準

備，在那裡他們可以做他們的冥想和成為更高的生命

形式(存有)。 

 

他們被告知要建造兩個防護罩環繞在地球的冰粒子

（冰組成的最外層、最小單位）外，以平衡一個月亮

對地球的影響。他們為地球創造了熱帶氣候，那時候

沒有沙漠。他們持有特殊水晶開啟這些維度門（時光

隧道）並且他們可以降低振動頻率來通過這些維度門

（時光隧道）。美麗星球的消息傳開來了，所以黑暗勢

力（軍團）再次來到這裡，那時他們已是人類，但與

當時的高智慧人類不一樣。他們有不同的基因結構，

他們都非常強大，但想要使用這種強大力量進行操縱

和控制。 

 

想離開別的行星(即將休眠)的人們做著最後的冥想連

結，宇宙最高靈性統治階級告訴他們，作為補償性的

鼓勵－他們的文化將可以存在該行星的其他維度裡，



並且這將能保護到這裡的生命，這對他們來說是美好

的，並且這將在未來會有一個任務要完成。 

 

其他人類的種族從鄰近的星系來到這裡，並試圖談判

想獲取資訊和技術，但當他們被告知他們不能得到它

以免誤用和破壞宇宙法則，於是他們向移民者的宣戰，

移民者不但沒有還手，還只是將大多數的人民藏起來

之後才重建殖民地。他們摧毀一切以免它落入黑暗勢

力的手中，利莫里亞和亞特蘭提斯就是因此而被其居

民摧毀的，使他們的知識和科技不會被黑暗勢力所濫

用，有些人則躲在地球的中心，至今他們仍然居住在

那裡。 

 

在這一過程中，水晶結構遭到破壞，並且一部分躲藏

在地球表面的人獲悉了一些關於在地球上將會有洪水

的消息，這是因為水晶結構將要倒塌、融解而導致了

巨大的洪水。所以他們建造巨大的船隻並保存盡可能

多的生命形態(各種生命)，有數以百計的方舟，不只

是像《聖經 》中告訴我們的只有一個。他們等待洪水



消退，那些黑暗勢力也一樣，他們再次來這裡捕捉這

些人，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些人的基因不同，他們拷打

他們以取得盡可能多關於隱藏寺廟與他們的能力的訊

息。 

 

因為他們知道，人民可以重建地球，只要他們可以有

其他維度的溝通管道（維度門或稱時光隧道），他們將

他們抓到人的大腦基因分成兩半腦，如此他們將不再

有能力與其他的維度進行通信或記住他們前世或技術、

寺廟或任何東西。 

人類被重新程式設計並按照不同的種族和顏色給了人

類宗教並將自己(黑暗勢力)設置為應受崇拜的神的位

置。戰爭持續發生著而這些黑暗勢力成為富人，他們

擁有所有知識和權力，情形變得越來越糟並且就跟現

代沒什麼兩樣。情況持續被提升到一個更狡猾的層次，

並且人類不再對此有察覺。儘管內心深處有一種感覺

應該還有更多東西，他們真的想尋找天堂並且相信他

們來自其他地方，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存在在這裡的是

不正確。當然，那是他們的靈魂記住這件事的，但在



這裡的大腦程式設計是如此完整。 

 

揚升(轉型)是自那時就轉世的眾生與高度發展的宇宙

靈性統治階級都想要更正這個錯誤。祂們做的第一件

事是要在地球上介紹心靈知識(心靈活動方式)。地球

上有大量的訊息湧入，隨著資訊的湧入原本秘密的活

動在社會中成長並成為更受歡迎和一般常見的。祂們

還聯繫所有國家的領導人，但被拒絕了合作，因為他

們都不打算放棄他們的控制(權力)。靈性的存有知道

祂們必須將地球從即將毀滅中再次拯救出來，祂們知

道在這裡將有更多的科技發展用於基因操縱。 

 

更進一步地，原子彈的發明可能讓地球在完全被毀的

風險中。這將產生巨大的影響，不僅是此太陽系，更

會影響到整個星系，並且可能會傷害到無數眾生。 

 

銀河兄弟會(無數靈性高進化生命來自不同維度的一

個聯合會)因此決定結束掉此控制、 操縱和濫用。 

幾十年來，他們致力於改變這個星球上的整個能量讓



既定的技術最終停止運作，但當揚升完成以及地球和

其居民的頻率已更改時新的技術會被介紹出來。 

所有銀河兄弟會的成員、許多種族(人類和非人類)的

高階靈性階層、揚升大師、非物理身體的眾生例如天

使，以及大自然的靈性力量正在進行著合作。對地球

來說蓋亞女士本身就是個特別的守護神(天使)。 

 

隱藏的廟宇已重新啟動，如此，能量也能藉由它們從

更高維度流送過來。 

太空船被安置在地球四周以發送震動更改頻率，這些

太空船的震動頻率使得他們不被人的眼睛看到或雷達

檢測到，並且他們不斷地向地球發出它們特殊的能量

的頻率。大自然靈性力量通知所有的自然界，以更改

其頻率-鳥叫聲、 蜜蜂、 水、 風-一切都對我們的環

境產生影響。 

 

頻率的增加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大約自 1993 年，當

重新啟動隱藏的寺廟，它確認了這個過程將會成功。 

他們之前並不知道這件事，但這影響了很多不同的層



面以及這裡的人類，越多的參與能促使揚升越快發

生。 

他們讓揚升逐步發展，因為太快的變化會損壞生物的

細胞結構。 

 

你們有個可以人為做出來的支援系統，這是一個新的

脈輪系統，它以新的頻率協調同步兩個半腦功能成為

一個，並將他們祖先原來的能力還給他們－有心靈感

應、直覺、記得過去的生活，並接收個人的靈性指導

訊息。 

 

脈輪是針對每個維度能量的小型門戶-在身體裡每個

脈輪代表每個維度。自 1993 年以後出生的兒童已經

有其身體機構內的變化，他們天生就有完整的基因和

新的脈輪系統。 

 

當開始新的脈輪系統時，可能有一些生理上不舒適的

感覺，例如短暫的刺痛像某人在你的身體黏了一根針、 

你會有視覺模糊、 你會有耳鳴、你會有快速的心跳、



你會好幾次有點驚慌的感覺、你會感覺累得要死即使

你已經充分休息，有時你會僅幾個小時的睡眠就醒來

並且你會感到非常有活力。 

食欲會波動，你有時候會一直覺得飢餓，有時候你又

一點都吃不下，所有這些不尋常的現象是暫時性的。

喝充分的水將毒素沖出體內是很重要的。 

 

你的直覺能力正在返回、以及你通過心靈感應與另一

個人進行通信的能力。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切都是有價值。 

甚至黑暗勢力所做的幫助了我們體驗我們的各種不同

特質或經歷這些特質和可能性。 

但是有些人變成傾向於擁有權力和控制並且使用一生

的精力去控制別人，它一直是個問題，人們不能克服

他們的自我意識和他們互相利用的偏好，並且這一生

的精力被用在一切為自己著想和自私上面。 

  

在將來，地球將服務以前不曾服務過的目標，在那裏



的人們可能會從靈魂裡感受到或多或少的對立(相對)

能量的衝突，-陰和陽、 消極和積極。 

當然，實際上它們都是來自相同的能量，這種區別來

自於觀念，藉由判斷這種行為是不好的並且一個不同

的態度是好的，你把能量分成好與壞，這種方式，你

也幫助支持了負面的程序(黑暗力量)。 

 

我們的祖先都是完全無私的人。 

他們不想摧毀或損壞任何東西，這觀念是來自造物主、

大自然，因為他們覺得與大自然是和諧共存的，跟所

有生命形式回應、溝通、合作在物質世界是很自然的

生存方式，這些都要在人類中重新被安置。 

 

在過去，在地球上的原始殖民地期間，女性(柔性的)

的特質是主導力量，人民常使用自己的直覺力和女性

(柔性的)的愛和關懷原則。 

然而自基因操縱後，男性的能量(剛強性的)控制社會

和個人，用在更多的武力、更多的破壞、更多的強權。

在將來，地球將作為一個地方，在這裡每個人的男性



及女性權力意識是平等而平衡的。 

 

此外，地球將作為讓人類在一次生命週期內就可體驗

一切的地方。 他們可以以自己意願表現身體，可以不

必是男性或女性，可以是兩個能量和特質在同一個身

體裡，因為物理身體在不同頻率裡將不是像現在一樣

的材質。 

 

人會朔造出和動物與不同的生命形式的社區、連結、

工作方式，地球將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你所知道的地

方。 

隨著負面權力的崩潰，侵略會消退，並會沒必要用權

力壓制別人或統治。每一個人將對自己負責並創造出

自己的存在，恐懼將被刪除，並且我們不會再需要人

造的法律，我們很自然地將服從靈性的法則，因為當

一個擁有全意識與覺知的先進靈魂，您將能夠管理自

己與一切存有和諧共存。我們以這種方式在其他行星

上生活數百萬年了，只需要遵從和諧的靈性的法則。 

 



這需要每個人自己很大的意願和接受這一過程在我們

的社會中發生的這些變化，你只需要想像並去創造這

些可能性，想像它可能像什麼或者你喜歡它像什麼，

並且最終你會擁有它的。 

我們可以期待實際地創造出我們是什麼、 我們希望成

為什麼、 我們希望新體驗而不是被迫去經歷已經存在

的事物。 

 

我希望這訊息可以鼓勵你並給你勇氣和能力去面對將

來臨的一切並且接受它來自於神的旨意，因為無論在

接下來的生活裡發生甚麼都是有意義的。 

你必須學會接受事物並且取決於你的創造力來看著你

如何渡過艱難時期。 

但你有其他存有的協助提供你能力和能量的一種替代

方法。 

 

 

在非常非常未來的地球，揚升完成後，它將是完全不

同的生活方式與完全不同的體認。 



 

我希望你能記住的一點是： 靈魂是完美、靈魂是美麗

的、也是獨特與完整的。你要記住你自己的美麗和特

質，在你意願的創造下曾經歷的每個經驗、你的生命

週期、都是構成特殊的寶石的一部分，那就是每個人

的靈魂。這種美和這些特質由你個人通過你的生活經

歷的過程和發展決定，你的存在沒有終點。 

你有永恆可以期待，當你可以克服時間和老化的概念。

如果你可以快樂並且非常感恩生活和經驗的珍貴，那

麼你有更好的機會得到美好的生活和享受。當然，你

應該享受你在物質世界的每個感覺，因為這些感官在

將來會是不一樣的，隨著物理身體將會完全的不同。 

您必須享受當人的不同面貌並創造你自己內在的一種

平衡與和諧，因為你是唯一一個能做到這一點的。 

 

我希望這資訊是有價值並且你可以與他人分享，因為

越多的人自覺地、 主動地參與揚升進程並且開始以積

極的方式使用他們的能量，它會轉得越快。 

 



我想給你們金星的問候語，這意味著"希望宇宙的愛和

祝福與你同在"： AMUAL ABAKTU 巴拉卡 BASH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