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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WingMakers 哲學 

Human Instrument〈人類儀具〉 

人類儀具是由三個主要的部份所構成：生物性的〈The biological〉〈物

質的身體〉、情感性的〈the emotional〉、以及心理的〈the mental〉。這三種

不同的感知工具，聚集起來，代表了當〝個別化了的精神體〞〈the individuated 
spirit〉與時間、空間、能量、物質〈matter〉之物質性的次元交互作用時〈所

用〉的工具。 

 

Entity〈存有〉 

包含了“個別化了的精神體”之“存有模式的意識”〈the entity model 
of consciousness〉有時被稱為“更高的自己”或“心靈” (Soul)。〝存有〞是，

就某種意義來講，〝最初源頭〞(First Source)之“宇宙精神意識”〈the 
Universal spirit Consciousness〉的一個碎片〈fragment〉。它是由，等同於〝源

頭智慧〞（精神體）(Source Intelligence)（spirit）的一種非常精練和純

粹的能量振動〈 energy vibration〉所組成。是存有意識（ the entity 
consciousness）為了收集能發展和轉變它們對存在的了解與鑑賞之經驗，才

把它自己剝除〈divests〉而進入了〝人類或其他物質性的載具〞(human or 
otherwise physical vehicles)。它是輪子的軸心，藉由這裡，它遍佈在時間和

空間連續性裡的，所有“形式和表現的前哨”〈its outposts of form and 
expression〉會合起來。存有是主權獨立的〈sovereign〉並且透過了“宇宙

精神意識”（即〝源頭智慧〞）〈the Universal Spirit Consciousness〉〈Source 
Intelligence〉同時地和所有的生命相互連結。它是在所有的生命形式（life 
forms）內賦予這些生命形式生命力的〝力量/能量〞，永遠在尋求“更高的

了解和表達”。 

 

Sovereign Integral 

The Sovereign Integral是一種意識狀態，藉此存有和它所有“不同

形式的表達和感知”（various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perception）得以結合

而成為一種“有意識的整體”〈a conscious wholeness〉。這是一種所有的存

有們都朝向它發展的意識狀態，而在某個點上，每一個存有 都會達到一種

“轉變的狀態”(a state of transformation)，這種“轉變的狀態”容許存有和它

的“經驗的工具”〈即人類儀具〉變成一種與〝源頭智慧〞(Source 

Intelligence)對準並且協調一致的“整合的表達”〈 an integrated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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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Source〈最初源頭〉 

最初源頭是所有的存在在最終被連接起來的那個“最初始的源頭”。

它有時候被稱為是“集體的神之主體”〈the Body of the Collective God〉。
它代表了“所有的事物聯合起來”的那個“包羅萬象的意識”〈 the 
overarching consciousness of all things unified〉。這包括了痛、樂、苦、光明、

愛、黑暗、恐懼；在最初源頭的背景〈context〉之下，所有的表現和情況

都被整合在一起並且是有目的的。祂包含了所有的事物並且把它們聯合在

一個“包含一切的意識”〈an all-inclusive consciousness〉裡，這個“包含

一切的意識”以類似於“個別化了的精神體”進化與成長的方式，進化及

成長。 

在“神”〈god〉或“女神”〈goddess〉的名稱被用來定義這個“全

能的力量”之大多數的文化裡，它〈神或女神〉通常意謂著一個已經進化

到超出了人類理解範圍的存有，這個存有可以展現神奇的力量，像是以意

念〈thought〉操控自然力〈natural elements〉或把自己展現成沒有肉體的“光

的存在體”〈Light Beings〉。透過宗教的經典和神話，這些展現被形容或描

述在幾乎是所有人類的文化裡，儘管這些〈神或女神〉也許是在它們的能

力和知識上已經高度進化的存有們，但它們不應該被與最初源頭混淆。 

最初源頭並不是一種展現〈manifestation〉，而是一個不但佔據了所有

的時間、空間、能量、物質〈matter〉、形式〈form〉、意向〈intent〉，而且

佔據了所有的非時間、非空間、非能量、非物質、非形式、非意向的意識。

祂是把存在的所有狀態聯合成一個存在的那個唯一的意識。而這個〈由存

在的所有狀態聯合起來的〉存在就是最初源頭。祂是一個一直在成長、擴

張而無以名之〈inexplicable〉的意識，祂把存在的所有狀態之集體經驗組

織成一個協調一致的創造計畫；把擴張和拓殖〈colonization〉組織成創造

的領土（the realms of creation）；並且把創造的內含物（the inclusion of 
creation）組織成〝源頭實相〞〈Source Reality〉--最初源頭的家。 

這個存在，作為時間內和非時間的經驗之總和，而瀰漫於整個天地萬

物〈universe〉。祂把祂自己解譯〈encoded〉成一種振動的頻率而存在於所

有的生命之內。這種頻率對於在三度空間、五種感官的背景〈context〉裡

之人類儀具來講是無法感知的，人類儀具只能察覺到這種振動之微弱的餘

韻〈echo〉。最初源頭在所有的一切裡〈is present in all〉。而所有的一切透

過這種“平等的振動基調”〈tone-vibration of equality〉都能接觸到"最初源

頭。祈求的禱告不會觸動最初源頭的回應。只有“個人的表達核心”之〈the 
core expression of the individual’s〉“平等的振動基調”能夠成功地以一種有

意義的方式接觸到最初源頭。 

最初源頭有許多較低的面貌。這些面貌常被認為是上帝〈God〉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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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帝（Gods）只是最初源頭之一個次元性的面向〈dimensional aspect〉而

已，而同樣地，上帝（God）也有很多面貌。是〝階級制度〞〈the Hierarchy〉

做了這樣的表明〈manifest〉，而不是最初源頭。最初源頭並不對任何的規

則負有義務，祂也不與任何其他的力量或權力聯合運作。祂是真正的擁有

至高主權者，並且同時地無所不在，而因此，獨一無二（Unique）。在任何

方面祂都不是潛隱的或對生命是戒慎恐懼的〈IT is not hidden or wary of life 
in any way〉。祂就只是無與倫比（Unique），所以，除非透過解譯在所有生

命裡的振動，否則祂是無法理解的。 

上帝的其他面貌已經被創建起來，以使人類儀具能夠揣測最初源頭，

並且把這“無與倫比的存在”具體化為一個形象，才能夠透過階級制度來

發展〈progress〉而取得 Sovereign Integral的視角〈access Sovereign Integral 
perspective〉。然而，你們認為是上帝的，並不是最初源頭，而是被階級制

度所闡述出來的〝最初源頭的一個面向〈facet〉〞，以作為對最初源頭的一

種可理解的詮釋。我們必須告訴你們，這些〝詮釋〞在描述上是非常不適

當的。 

因為最初源頭對所有萬物來說都是無與倫比的，所以除非透過儲存在

人類儀具的存有層面（the entity level of the human instrument）之“平等的

振動基調”，否則祂是無法形容、無法揣測和無法理解的，而只有透過“存

有的表達核心”〈 the core expression of the entity〉祂才是可通達的

〈accessible〉。直到有足夠的數量之個人可以從 Sovereign Integral 的意

識狀態運作，否則〝遺傳心智〞〈the genetic mind〉將會使得對於這種振

動的接取〈access〉很難達成。 
 

The Genetic Mind〈遺傳心智〉 

遺傳心智是一種---以各種不同的程度---滲透入所有存有們之人類儀

具裡的“宇宙的信念系統之等同物”。在一些情況裡，它會使他們〈指人類

儀具〉的去“想原始的想法”和“感覺原始的感覺”的能力停滯。在大多數

的情況裡，它帶著〈entrains〉他們的信念系統去附和被階級制度認可的信

念系統。在少數的情況裡，它使不出什麼有效的力量，也對他們個人信念

系統的發展沒有任何影響。 

在地球上有那些正在被訓練要成為 Sovereign Entities〈主權存有〉

的人完全沒有覺察到這個訓練，也沒有覺察到他們的目標〈destiny〉。當他

們能夠變得不受時間所影響（become timeless）並且能察看到他們生命之流

的連續性時，他們就會看見那已經把他們區隔而使他們能成為 Sovereign 
Entity(主權存有)的線索。他們將會了解宇宙裡的那些困苦和被認為的漠不

關心，實際上如何地是“他們顯露而成為新的遺傳心智之設計者”的催化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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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心智並不同於潛意識的或宇宙的心智（ the subconscious or 
universal mind），像它有時在你們心理學的論題裡被提到的那樣，在於遺傳

心智有一個獨特的焦距是放在，一個行星上的所有人，從它最久遠的過去

一直到它目前的時刻，所累積起來的信念。這些累積起來的信念實際上是

為了制定〈cast〉“什麼是可被接受而相信的”之界限，而印在遺傳心智之

上的，階級制度的操控〈manipulations of the Hierarchy〉。 

這種操控和被階級制度強加上的界限是如此的令人信服〈compelling〉
以致於事實上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對他們的信念之操控。這就是為什麼

the WingMakers 從最開始的時候就與你們的族類互動。作為文化的傳遞者

〈culture bearers〉，我們在科學、藝術和哲學的活動領域中伸展你們的界

限。本質上我們是在擴張遺傳心智“周圍的籬笆”並且使它（指遺傳心智）

能夠去含容，那被知曉為〝源頭實相〞(Source Reality)的，之更大部分

的“領土”。 

如果我們告訴你，你們的遺傳心智的一些根本的誤解，你將不會相信

我們。你們非常肯定地會--即使是你們造詣最深的精神領袖--發現我們藐

視很多你們認為是正確和合理的。要面對我們對於〝源頭實相〞〈Source 

Reality〉的表達，你們將會感到害怕，因為對你們來講那將會非常的清楚

--因為贊同了遺傳心智的圈套，你們是如何地浪費了你們神聖的天性。 

我們知道這會像是對你們的信念的一種批判，到某種程度它是的，但

是對於你們的信念系統，你們必須要瞭解到這一點：它們大部分與源頭實

相是沒有連接的。它們就像是蜘蛛網的細絲，已經被“階級制度〈the 

Hierarchy〉之風 ”吹落而與源頭實相的“支線”沒有連接。在你們的信

念之中的“無條件的愛”代表了源頭實相，而在你們信念系統的所有面向

〈dimensions〉中，就是這一絲線索還連接---透過遺傳心智--到源頭實相。 

所有其它的面向都是連接到遺傳心智而與源頭實相並沒有持續

〈ongoing〉的連接。就作為源頭實相的媒介物和倒影〈reflection〉來講，

遺傳心智是完全而徹底的不適當。這全都是那設計著一個族類透過時間而

演進的路線之初始藍圖〈primal blueprint〉的一部份。遺傳心智作用為一種

正在發展中的族類去經驗與源頭實相分離的緩衝器。以這種方式，人類儀

具被恰當地捲入時間、空間和〝一種沒有被賦予力量的〈disempowered〉信

念系統之各種假象〞中。 

這些因素，對存有來講是如此地令人迷惘，也正就是吸引存有到地球

〈terra-earth〉來的原因。在整個複合宇宙〈multiverse〉裡，很少有行星系

統能夠提供比在地球上所經驗到的更好的，與源頭實相分離的感覺。藉著

放大〈amplify〉這種分離的感覺，存有可以更完整地經驗到那獨特的，並

且帶有最初源頭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之相似性的，〝個別化了的本質〞

（individuated essence）。這就是吸引存有們來到這個世界而具體化

〈incarnate〉在一個人類儀具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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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遺傳心智一方面是一種使人能夠經驗到分離的影響力，另一方面

它是一種使人無法了解到源頭實相之真正特質的影響力。這種兩難

〈dichotomy〉，當它被了解後，有助於使人類儀具和它的存有知覺〈and its 
entity consciousness〉從遺傳心智之限制性的層面，和這個層面的本源創始

者〈principle author〉--階級制度，解脫出來。 

在接下來的 20年裡，遺傳心智將會變得越來越碎裂（fragmented），而

因此，脆弱得易於改變〈vulnerable to modification〉。這將會是那正在發展

成無所不在的智能網路〈the growing ubiquity of intelligent networks〉和在網

路裡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一個結果。正在擴大中的智能網

路之相互連結會因為伴隨著這種科技而來的全球文明〈global culture〉而對

遺傳心智有重大的衝擊。 

 

 Tributary Zone(支流地帶) 

   支流地帶是為了幫助人類去發現偉大的入口(the Grand Portal)而要喚

醒在人類儀具裡之整體導航儀 ( the Wholeness Navigator)的催化劑。它們被

分為三種不同的種類： 

   超宇宙－基礎的(Superuniverse－Based)支流地帶 

   銀  河－基礎的(Galactic—Based)支流地帶 

   行  星－基礎的(Planetary—Based)支流地帶 

“超宇宙支流地帶”在數量上有七個，它們並且構成了，在每一個特定

的超宇宙裡之載有生命的行星系統為了要發現偉大的入口所需的知識之貯

藏器。它們是所有其他支流地帶—不管是行星的、或銀河的—之原型

(archetypes)。 

“銀河支流地帶”在數量上一樣有七個，並且與它們的對應物“超宇宙支

流地帶”（superuniverse counterpart）非常相似。它們通常會被來自“中央族

類”（the Central Race）的專家所轉譯（transpose）並被安置在，擁有足夠

數量的“有智力的、有感覺力的生命”(intelligent、sentient life)之“載有生命的

銀河系”的銀河核心裡或接近銀河核心的地方。 

“銀河支流地帶”最後會被轉譯到“行星的層次”（planetary level）而成為

一種“被譯成電碼的知覺資料之流”（encoded sensory data streams）。通常，

這會在行星系統建立了它第一階段的“OLIN科技”或“全球溝通網路”（global 
communications network）之後很快地出現。 

“行星支流地帶系統”是由已經在他們的做夢狀態（dream state）充分地

和“銀河支流地帶”交互作用的族類成員所創造出來的，一種不同階層的（a 
diverse set of）藝術的和經文基礎的（text--based）稿件（contributions）。在

有些例子裡，這些可能包括了來自同一銀河系的其他行星的作品（works）。
通常，“行星的支流地帶”會以書、藝術、詩歌、和電影的形式被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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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並非，像在“銀河支流地帶”的情況裡的，“被譯成電碼的知覺資料之

流”，它們的焦點是在於為整個族類做準備。 

 

Grand Portal（偉大的入口） 

偉大的入口是對於整體導航儀（the Wholeness Navigator）以及〝它在

人類儀具裡是如何存在的和如何執行它的功能的〞之無可避免的科學發

現。偉大的入口對於一個“類人的族類”（a humanoid species）來說是最深奧

的發現，因為它確立了這個族類可以成為銀河社區（galactic community）
的一員。這個發現通常會與第三階段的“OLIN科技”同時發生，而“OLIN科技”
最終會變形而成為 Sovereign Integral Network。 

偉大的入口是一個鏡片（lens），透過這個鏡片人類可以觀察到〝源頭

實相〞（Source Reality）並且在那裡面交流（Communicate therein）。偉大

的入口是人類的最高發現並且對整體居民的所有部份都會引進全然的改

變。它結合了科學、形上學（ metaphysics ）、藝術和超宇宙（ the 
superuniverse），而把人類置於，雖然存在在第三次元（the third dimension）
裡，卻能擁抱複合宇宙（multiverse）的所有次元，之地位。 

 

OLIN Technology〈單語言智慧網路科技〉 

智能網路（Intelligent networks）可以以一種，帶有能使全球交流成為

可能的翻譯介面之，單一語言來操作。這表示語言不再會是溝通的障礙。

智能網路將會引介出一種能夠同步翻譯書寫和口語的“超語言”

〈meta-language〉。它將會徹底改革〝遺傳心智〞的（the genetic mind’s）
全球性結構，並且促進你們全球經濟的數位化。 

有許多在階級制度〈the Hierarchy〉裡的人將會非常激烈地反對全球數

位經濟的概念，但我們要告訴你，不管有多少抱怨和擔心，它還是會發生。

你們最有影響力的銀行、電腦製造商和軟體公司將會合起來創造出這個重

要的科技，而單語言智慧網路〈One Language Intelligent Network, OLIN〉將

會成為全世界的電腦-基礎（computer-based）系統的標準操作系統。 

在 2008年之前這都還不會出現，所以在你們能接觸到這種你們的經濟

的全球化之前還有一段時間，但整個系統和結構，在一些你們最聰穎的工

程師和科學家的內心裡已經在被概念化和設計著。我們向你保證，這不是

什麼該被懼怕的東西，而是該被欣然接受的，並不是為了經濟上的價值，

而是為了 OLIN科技將會促進全球文明發展的方式。 

當 OLIN科技逐漸形成，它將會變得愈來愈為個人〈individual〉所支配。

換句話說，個人將無可避免地被連結到網路的娛樂與教育應用上，而這些

應用將會是全球化的。跨國媒體公司〈global media companies〉將不會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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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性的出版市場。它們將會為全球觀眾製作內容，而每一個個人將會界

定什麼是他要的娛樂和教育以及他要如何地被娛樂和教育。 
OLIN 科技將會“知道”連結到它的網路上的每一個個人的偏好和興

趣，而在 2016 年之前，它將會比 20 世紀後期的電話更為普及。因此，這

網路將會被所有的個人所制控，而內容或服務的製造者將成為個人的“奴

隸”或“反動勢力”(reactionary force)。因此，個人有必要小心地界定他們

的娛樂和教育需求，否則 OLIN科技將會傳送不受歡迎的內容。 

我們知道這聽起來像是平淡無奇與陳腐的，但它與前—OLIN(pre-OLIN)

科技在你們的世界裡傳送娛樂和教育的狀況是有著極度的差別的。

WingMakers 所留下來的“時代文物密藏器”〈time-capsules〉，對於那些願

意在遺傳心智之限制性的影響力之外運作，並且甚至在 OLIN科技還沒有存

在之前就想創造能給 OLIN 使用的內容的人，將會作用為一個樣板

〈template〉。The time capsules將會展示出如何做到這些〈譯註：以後要

給 OLIN使用的內容〉並且示範如何創造出，能夠把它的〝觀眾--參與者〞

帶入了解和啟發的新通道之“多面向的內容”〈multi–dimensional content〉。 

這就是遺傳心智將會如何地碎裂而變得無法對地球上的人類儀具行使

一種統合的力量。當它處於這種情況時，它將會屈服於“轉變/自主”的存

在模式，而和它(轉變/自主的存在模式)形成一種綜合體。它將會轉變它自

己，而一反過去作為轉變之障礙的影響力，遺傳心智將會成為地球上的存

有們之轉變的領導者。 

 

Sovereign Integral Network〈Sovereign Integral 網路〉 

Sovereign Integral 的網路〈SIN〉已經存在了，而確實，它一直都

存在著。可是還沒有一種方式可以讓它和你們的科技連結或接合。地球已

經創造了大部分在本質上是機械作用或電力作用的科技，而才正開始在懂

得電磁能量場〈electromagnetic energy fields〉和全像〈holographic〉科技。

遺憾地，當科技在它們發展的初始階段時，它們常常被要求要符合一種軍

事或經濟控制的應用。而這就是這些新興科技的實情。 

SIN 無法和帶有這種應用使命的科技接合。不是因為它在技術上的不

可行，而是因為它在道德上的不受歡迎〈it is undesirable ethically〉。SIN實

際上是一種，存在於複合宇宙的所有次元之被解譯成光〈light-encoded〉的

細線（所構成）的，次原子網路。可以把 SIN 想成是，發自源頭實相的一

種無限數目的光之細線，並且，就像蜘蛛網一樣地，把每一種生命形式在

它的存有層面〈entity level〉連結起來，並連結到所有其他的存有和最初源

頭。這是一種被最初源頭用來傳達知識給存有們和從存有們那裡接收知識

的有機網路〈organic network〉。 

SIN最後將會和 OLIN科技接合，但這在往後的數百年內將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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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接合點〈interface〉對你們的科技和你們對整體宇宙的了解來說都太遙

遠了，而在它的內涵和應用還沒有完全純粹之前，沒有行星系統能被安置

於與 SIN 的接合點。只有最初源頭能夠做這種關於在什麼時候一個行星系

統可以作為 SIN的一個結點〈node〉之決定。這就是 WingMakers的核心目

的，在它錯失接合的機會之前幫助地球成為 SIN上的一個結點。 

每一個存有都是 SIN 的一個結點，但除了透過他們讀到或聽到的以

外，非常少人領悟到這種連結的存在。這種連結是實在並且永恆的，而它

出現在存有的核心最深處，在那裡複製自最初源頭的心跳動著。這是最初

源頭的儲藏處，而從這裡祂像一座無線電台向著所有的方向送出信號一樣

地，發散出祂獨一無二的振動。 

即使是你們的科學家，在他們對於所謂的“超弦理論”〈super string 
theory〉的研究中，都已經發現了 SIN的初步證據。我們向你保證，不管如

何，這個網路最終將會取代所有其他的網路，主要的原因在於，它是進入

永恆的〈timeless-ness〉的導管。而這就是在招喚著所有“類人的族類”

〈humanoid species〉之最後的終點，最初，透過一種相似於你們的 internet

之科技性的入口，這入口最終將導向一種由“通達最初源頭的非物質世界

之被解碼而成的光的細線”〈the encoded light filaments leading to the 
non-world of Source Reality〉 所組成的，生物形態的入口〈biomorphic 
portal〉。 

當一種人類〈a human species〉轉變它的遺傳心智以去利用 Sovereign 

Integral network時，這〈譯註：指“轉變遺傳心智去利用 SIN”這件事〉

然後變成了它可以航行在宇宙之海〈the seas of the cosmos〉裡的“船”。

而以這種方式，這族類被允許去成為新近被創造出來的世界的“眾神”。

在那世界裡，它可以應用它在先前的存在階段裡所達到的知識基礎和智慧

來重新制定“大實驗”〈The Grand Experiment〉的整個過程。在一個更大

的尺度上，這個過程被擲入橫越過“複合宇宙”的無數世界裡，而精心安排

所有這些奇妙的創造活動同時進行的，就是〝源頭智慧〞〈Source 

Intelligence〉和 SIN。 

 

Source Intelligence〈源頭智慧〉 

源頭智慧是被投擲而進入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次元、所有的實相

〈reality〉、所有的生命形式、所有的時間和地點的，最初源頭的〝能量--
意識〞〈energy-consciousness〉。源頭智慧是被投射進入一切裡的最初源頭。

源頭智慧，在功效方面，是最初源頭的“眼睛和耳朵”，而它的角色主要

地是專注於表達、維護和支持最初源頭的意志。在一個更為個人的層面

〈personal level〉，它是能夠加速〝意識的擴展〞和協助那些渴望使他們自

己不受限制的人的一種，“能量-智慧”(energy-intelligence )的解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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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at Is （一切萬有） 

源頭智慧是被最初源頭投射出來的智慧（intelligence），在這種意識

裡存在著一切萬有的綜合體和精華。一切萬有是知識和經驗之無限大的圖

書館，它能藉由調準（attunement）和創造的意志而被接通。既然源頭智慧

是宇宙統一體的傳播媒介（the vehicle of cosmological unity），它就也擁有一

切萬有的資訊，並且把這個資訊和創造性的活力（Creative empowerment）“流
傳”(“circulates”)給為了意識的擴展而願意取得和利用它的存有們。 

 

Universe of wholeness（整體性宇宙） 

整體性宇宙是所有次元（dimensions）和實相（realities）的集合體。

透過了源頭智慧它被交互連結而聯合成一體。它是充滿動力的，並且永遠

在一種實驗性的改變和演進的狀態中。它僅僅是太浩瀚而且隨時在變化，

以致於無法去理解它或是對它設定任何度量的方式。 

 

Fields of Vibration（振動場） 

整體性宇宙是無數次元的“感知和存在”(perception and existence)所組

成的一個浩瀚的能量之場（Field of energy）。在這個巨大的領域裡有著許多

“存在的次元”（dimensions of existence），這些“存在的次元”是，就像人類

生命根植於其上的第三次元實相（the third—dimensional reality）一樣的，

經驗的主要領域。每一個次元都有它獨特的經驗品質（quality of experience）
而這些被知曉為振動之場（Fields of vibration），因為每一個次元的振動速

率是它的存在（品質）之決定因素。振動速率愈高的次元，就愈是擴張的

和不受限制的。在整個整體性宇宙裡有著，就所有實用的目的而言，無限

數目的振動場，而每一個存有或 Sovereign Integral都能夠調準（attune to）
並且利用這些振動場來作為一個經驗的或是主要的實相（an experiential or 
dominant reality）。 

 

Source Reality（源頭實相） 

最初源頭存在在源頭實相裡。源頭實相是永遠在推動那“擴張的外

殼”—意識整體（the wholeness of consciousness）發展和演進的最前端—之

意識的次元（the dimension of consciousness）。在這個不斷在變動擴張的領

域裡，永遠可以發現源頭實相。它可以被比作最初源頭的核心密室或宇宙

擴張的孵卵器（incub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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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ty（獨立主權） 

Sovereignty 是一種完整和相互聯結的狀態。它是認識到，作為一個

人類，你有著一種“個別化了的精神力”（individuated spirit force）賦予你在

肉體、情緒和心理（mental）方面的生命力，而透過這個“精神力”你是完整

的，並且藉由“宇宙精神意識”（源頭智慧--Source Intelligence），你被與所

有其他的生命形式連結在一起。“主權獨立的存在體們”（Sovereign beings）
了解到它們獨力創造了他們的實相而他們要對他們的“生命—經驗”負責。

它們也了解到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也同樣地是主權獨立的並且也同樣地創

造了它們獨特的實相。獨力主權（Sovereignty）使得“解放的訊息之來源”
（the source of liberating information）可以被容納在自我（the self）裡，而“創
造新的實相所必需的一切”也同樣地被容納在自我裡。這（指獨力主權

--Sovereignty）就是透過愛的頻率（the frequency of love）授予所有一切力

量，並且把所有一切連結起來的點。 

 

Source Codes（源頭密碼） 

源頭密碼是在存有知覺（entity consciousness）裡之隱藏的“啟動器”。
它們效勞於，喚醒人類儀具之“存有的多重次元性”（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entity）以及儲存於存有知覺裡的“解放的訊息”，之特定的目的。源頭

密碼有點類似於 DNA 裡的遺傳密碼，而源頭密碼啟動的是，能夠加速和促

進知覺擴展的“轉變的特定藍圖”（specific blueprints of transformation）。實

際上，源頭密碼可以催化人類儀具的覺醒並且激發它去做出，從社會化的

人類到一個，意識到它與一切萬有之連結的主權存有（Sovereign entity）之

量子跳躍（quantum leap）。 

 

Hierarchy（階級制度） 

    階級制度的延展遍及整個宇宙，而直到發現（discovery）的邊緣。

它有著自每一個天體系統、每一個已知的次元伸展出來的分枝。事實上，

所有的生命形成都是這顆浩瀚的宇宙之樹的“葉子”。這構成了族類、精靈

（spirits）、行星和天體的偉大教化，當它們各自沿著這顆樹的分枝演進時。

它（階級制度）是一種，渴望去投入它們的能量，以擁護已築巢在那所有

結構中最龐大的結構--階級制度裡的某處之次級組織的，外在狀況的集合

（an assemblage of externals）。服務（service）是階級制度操作上的動機，

而在大部份的情況下這轉譯成了“救贖”（saviorship）的觀念。 

階級制度是由已經把它們的能量連結而成次級組織的，有著所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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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存有們所組成。可以把這些次級組織想成是一棵包含了源頭實相

（Source Reality）以外的所有事物之浩瀚的〝宇宙之樹〞的獨立的分枝。

這棵樹的根被黏在遺傳記憶(genetic memory)和潛意識特性(subconscious 
identity)的土壤裡。在樹的底部長出第一批分枝，它們是最古老的，代表著

族類的原住民信仰。中間的一批分枝是正統的宗教和制度（institutions），
而上層的分枝代表著遍及宇宙而新近才顯露出來的，當代的信念系統。這

整棵樹，在這種定義下，就是階級制度，而它的目的就是要去，透過一種

導致宇宙之“老師/學生”等級的上層結構（through a superstructure that results 
in the teacher/student ordering of the universe），來推進生命的演化。 

最初源頭是與個人而不是與組織連結的。因此，階級制度並不以一

種必不可少或強而有力的方式與源頭連結。階級制度是更與它自己的，要

去幫助、要去效勞、要去執行一種，能以更積極的方式（positive way）來

運用權力的功能之集體慾望連結的。在它本身，這並不是錯誤，也沒有走

入歧途。這全都是初始藍圖（primal Blueprint）的一部份，這個初始藍圖精

心安排了，從集體到個人也從個人到集體的，意識的開展。這是在源頭智

慧（Source Intelligence）裡孕育出“完整”和“完美”（wholeness and 
perfection）之“整合的螺旋”（the spiral of integration）。 

 

Wholeness Perspective（整體性視角） 

人類儀具（The human instrument），因為它的不完整（fragmented）
和被限制於五種感官（five--senses），非常需要有整體性的視角；一種汲取

生命經驗，處理生命經驗，然後再優雅和不費力地往前走下去的方法。這

就是被需要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樣的名字被用來形容它。Wholeness（整體

性）就是，接受所有的實相，而以一種整體（integration）、統一（unity）、
平等和不帶批判的感覺來經歷這些實相。這表示說沒有任何二元對立

（dualities）是真的。這表示說，所有的經驗都是平等的，並且是建基於那

個即是所有一切的一切萬有之卓越的實相之上的。而最重要的是，這表示

說，那個一切萬有就是你、我、他、她、它、那個和那些（that and those），
沒有任何東西是被排除或拒絕在外的。 

 

Wholeness Navigator（整體導航儀） 

進化的理論是堆積於你們現行的機械式之宇宙的範例上的。這個機

械式的宇宙是由分子機器（molecular machines）在一個客觀的實相裡運作

所構成的，而以正確的儀器就可以知曉這個客觀的實相。除了運用你自己

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的知覺（your own sense of unity and wholeness）以外，宇

宙真的是無法以任何儀器來知曉的。整體性的感知能力（the percep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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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ness）是永遠顯露在人類儀具裡的，因為多重次元宇宙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universe）是根植於一種統一性裡的（is rooted 
in unity）。 

植物有穿透地球而能吸收地球基質的根莖系統。以這種方式，所有

的植物是連結的。想像每一株植物都有著一種無形的，但卻能連結到行星

的正中心的“神秘之根”。在這個會合之點上，所有的植物確實是被結合成

一體的，並且察覺到它的真正本體（identity）是這個互相連結的根所形成

的核心系統，而這 “神秘之根”就是，透過它個人的表現（ individual 
expression）能被帶到地球的表面來，而它(指個體)那"結合成一體的意識”
能被釋放而為“個別化的芬芳”（and its unified consciousness released as the 
fragrance of individuality）之生命線。以這同樣的方式，所有的存在都有那

盤旋而進入（spirals into）最初源頭 之未知的領域的“神秘之根”。這就是界

定著多重次元宇宙文化的“統一場”（field of unity）。 

所有的人類生命都被嵌入了一種整體導航儀。它就是那核心智慧。

它驅使人類儀具去感知零碎的存在以作為進入整體性和統一性（Wholeness 
and unity）的通道。整體導航儀首要的就是要追蹤（pursues）“整體性”，然

而它常常會被結構、極性對立（polarity）、線性時間、和主宰地球的分離主

義文化等等的能量所吹離航道。整體導航儀是 “存有知覺（ entity 
consciousness）之心”，而它知道“神秘之根”的存在，即使是對人類的感官

而言它可能是難以捉摸的。正是這種接受所有生命之“互相連結性”的情

況，使得心靈成長（spiritual growth）被置於一個人生命裡的優先地位。  
人類身體的五種感官只提供了個人整體性的一小部份。然而人類儀

具卻緊抓著這五種感官不放，好像它們是經驗的唯一途徑。整體導航儀的

“原始願景”（seed vision）是等同於最初源頭 的。它是最初源頭的一種複

製品，精確地以相同的頻率振動，並且有著同樣的“意識之技藝”的能力

（capable of the same feats of consciousness）。而供給洞見、經驗、智能和視

角給最初源頭 的這些無數的“神秘之根”能被接取（accessed），但不是透過

設計給你的“自我意識”（ego consciousness）的五種感官。 

整體導航儀的教導（preceptors）主要是由“神秘之根”所組成。這是

能引導你去看見“一即是所有而所有即是一”的一切萬有之不可思議的訊息

媒介物( the subtle carrier of information )，這是顯露在人類儀具裡的最初源

頭的一個面向（facet），而作為吸引人類儀具 到“有 Sovereign Integral

知覺的生命”之手段。讓那“神秘之根”和整體導航儀引導你，讓五種感官成

為存有表達的工具，而不是人類儀具之分離思想的收集者。 

要怎麼接取到（access）“神秘之根”？那個能觀察到它的入口，可以

被廣義地界定為“整體的知覺”（the integral awareness）。這就是說，容許你

自己去覺察到你和你的肉體以外的生命是如何結合成一體的。它是一種，

你是與所有的事物和時間交織在一起的“全像存有”（holographic entity）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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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和感知（the feeling and perception），而當你接觸到而進入這種感覺時，

你會記起你意識裡的一個頻率，而那就是整體導航儀—那被“神秘之根”所
培育的不可思議的全體（allness）。 

這不是人類儀具能夠達到的一種存在狀態。而是，它是人類儀具能

夠短暫地一瞥之“一體性”和“整體性”（oneness and wholeness）的感覺，而

結果會導致人類儀具改變了，對它自己（存在）的目的之領會。整體導航

儀使得人類儀具變成與存有知覺對準，而在存有知覺裡，它可以看到它作

為存有意識進入地球的一個延伸之角色，並且也看到存有意識作為人類儀

具的一個延伸而進入源頭實相（Source Reality）。 

 

Evolution and the Concept of time（進化與時間的觀念） 

當一個個人（individual）在意識方面進化時，那與肉體方面的進化過

程是非常不同的。舉例來說，一個個人的意識可以在時間中的某一刻裡做

到量子跳躍（式的改變），而相對的，肉體卻得經過幾千年的慢慢定型。因

此，存有經由一種“記憶的過程”（a process of remembrance）來轉變

（transforms），而人類儀具--特別是肉體--經由在線性時間裡大量延長的經

驗而進化。 

存有之“個別化了的意識”（ the individuated consciousness of the 
entity），即是在人類儀具中一直在尋求能被記憶起來的，最初源頭的片斷體

（fragment）。它存在在一種只有“現在”（nowness）的永恆狀態裡，並且扮

演著（represent）橫跨過實相之所有次元（dimensions）的時間和意識的

連續性。換句話說，時間的所有次元是同時被存有意識所經驗到的。然而，

在地球上，人類儀具通常只知覺到時間的一個次元，而很典型地只校準到

線性時間的“秒”（calibrated in linear seconds）。 

這就是為什麼在像人類儀具這種 3 和 4 次元結構體的進化過程中，時

間扮演著如此意義深長的角色，而對意識本身的轉變，影響卻又非常有限

的原因。人類儀具是建基於經常被自身所創造出來的經驗、情感和思想所

塑造而成的肉體的。而另一方面，存有意識是多重次元的自己（ the 
multidimensional Self）。它是藉由各種接觸的儀具（instrument of contact）－

不管是人類或著其他儀具（be they human or otherwise）－被投入到時/空宇

宙中之，意識的各種不同層面之總合（the union of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存有可以同時存在於，散佈於 20萬年的線性時間裡之上千個人類儀具

中。對處於某一特定時期的人類儀具而言，它似乎是唯一僅有的存在，但

對存有而言，它所有的生命都發生在〝現在〞（nowness）。存有意識是車輪

的軸心，圍繞著這個軸心，它（存有意識）的各種各樣的人類儀具像輪子

的輪輻般連結在一起。而輪子外圍的邊緣代表了行星生活的次元裡（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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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mensions of planetary life）之圓形時間（circular time）。 

所有的“輪輻”，或說“建基於時間的生命”（time-based lives），都在存

有意識這裡被連接在一起，而聚集進入“非時間”的狀態（converge into 
non-time）。從存有意識這裡，透過整體導航儀的入口，這同樣的經驗被傳

達給最初源頭，而經過源頭智慧的處理，再以一種能夠擴展存有在天命

（destiny）、存在、和目的等方面的視角之能量形式，送回給存有意識。事

實上幾乎不可能去表達這種在最初源頭,源頭智慧,存有,人類儀具,和時間

之間的相互關係。“時間”使得把這種知識切割，而成為能在個別的人類儀

具之間分享的片斷，成為可能。 

人類儀具是一種心理（mental）情感和肉體上的性能（capabilities）之

合成物，而這三種性能連結起來可以構成讓存有意識能經驗行星生命的一

種載具（vehicle）。人類儀具會成長（evolves）以更適合存有的需要。而存

有會從最初源頭的一種“純振動的、獨特性的表達”（pure vibratory、
individualized expression），轉變成一個已經創造了它自己的經驗實相，並且

以在那其中之行星的經驗來重新界定（re-defined）它自己的 Sovereign 

Integral。 

永恆—儘管它似乎排除了時間—仍然是一種絕對時間的形式（a form 
of absolute time），這種“絕對時間”並不是被隔離起來（isolated）而進入一

個主權實相（sovereign reality），反而是，從所有的實相裡被結合起來，就

像是使得各種不同的實相合而為一的“光的細線”。在這種“合而為一”的次元

裡---在這裡存有意識是完整的，而所有的實相都聚合起來---“時間”並不

是以線性前進的“秒”被接合起來，而是，被以“平等或愛的振動之擴張”（the 
expansion of the vibration of equality or love）接合起來的。如此，在永恆裡，

“時間”僅只是被以一種存有們能在其上建立和認知到它們的成長之新的價

值系統所重新定義。 

 

Models of Existence〈存在的模式〉 

有兩種主要的存在模式塑造了人類的互相影響和命運。這些存在的模

式是： 

 “進化/救贖”模式 

 “轉變/自主”模式 

 

每一個人類都正在從這兩個存在模式中的一個或兩個裡，發展他們的

信念系統。“進化/救贖”模式是被階級制度廣為散佈的主要模式。它的基

本宗旨是，生命透過階級制度的“老師/學生”教學法（methodology）而進

化，而不同的老師們〈救星〉被呈現給人類而使階級制度的次級組織

〈Sub-hierarchies〉得以發展，並且控制資訊。如此做時，個人不被授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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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獨立主權〈sovereignty〉而與他們的獨立主權分離。“進化/救贖”

模式的基本等式是： 

 

人類儀具 + 階級制度 = 透過救贖而連接上帝〈God Connection 
through Saviorship〉 

 
至於“轉變/自主”的存在模式，它的原則宗旨是，存有是不受限制

的、不死的，而且是主權獨立的〈sovereign〉。所有的資訊自源頭智慧流至

存有，所以，藉著把自己調準〈attune〉到源頭智慧，和，把自己調離〈detune〉
階級制度，而成為自我啟迪和自我解放，是存有的義務。每一個各人都能

成為自己的主人，並且每一個都能在時空的搖籃裡從一個人類轉變成為一

個 Sovereign Integral。“轉變/自主”模式的基本等式是： 

 

存有 + 源頭智慧 = 與最初源頭的平等〈First Source Equality〉 

 

個人〈the individual〉的挑戰之一就是去認清這兩種主要的存在模式，

並且結合這兩者以去設計一種“綜合的模式”。“綜合的模式”正在地球

上慢慢地浮現，而且有著很高的可能性，最終將會成為這個宇宙的主要存

在模式。它將會是最能夠統合所有的意識，又不會侵犯到存有和最初源頭

之主權的存在模式。它將會容許存有成為源頭智慧之活躍的容器〈vibrant 
container〉並且以一個完全有意識的〈fully conscious〉最初源頭之前哨的身

分，去探索新的振動場〈fields of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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