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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潔米普萊絲  INTRODUCTION by JAMYE 

這副牌經歷多年年才創造完成。⼀一開始是多次出現的靈感，⽽而最後完成版本和最初想像也有許多
不同。透過13年年來來的學習、療癒和轉化，才讓我有能⼒力力帶來來這副牌。


因為精微界域不像我們處在線性時間中，聖靈們經常在適合完成的時機之前，就會先給我⼀一些
點⼦子。⾸首先是⼀一種覺察，接著便便起始⼀一種可能性-對參參與的同意。這就開始⼀一段釋放與擴展的旅
程，如同建立/打破/再重新建立的形式，所以這樣持續成長讓基礎非常穩固。


這些牌卡依循這種有機的演進過程來來設計與創造，幫助你走過獨特的演進之路路-你的揚升。


⼈人類正在揚升的過程。這僅是⼀一個⾃自然的演化過程，讓我們將焦點從物質，轉向更更精微的意
識。我們總是在與精微界域互動，但現在開始，我們會更更有意識的去做。


精微界域是⼀一個廣袤、無形的引擎，⼀一切型態皆由此⽽而建立。我們的思想、情緒和直覺⼒力力，就
是我們與精微界域直接溝通的⽅方式。我所傳通的、來來⾃自天琴星時間議會的存有Areon，稱這是我
們的「精微之橋」。


⼈人類正要從以⼈人類/物質法則為主的世界畢業，進入以精微/宇宙法則為主的世界。所以你必須
改變內在共振，以及你內在與外在世界互動的⽅方式。精微界域法則，讓你能與這個建立型態的
界域直接溝通。這會強化你的創造⼒力力，但同時也需要更更清明的內在。


揚升的核⼼心就是「賦權」。當你療癒無意識和意識層⾯面的恐懼和不實訊息，就開啟了了提昇創造
⼒力力、愛、和有勇氣活出真實的過程。


這套牌卡就是協助你揚升之旅的⼯工具。它們幫助你觀察並發現內在的動機與限制。它們也會增
進你對於賦權與愛的真理理的新觀點。根本來來說，它們能幫你更更加對準⾃自⼰己本質神性的頻率。


卡片上的光語會起始療癒，因為你的⾼高我會運⽤用這些符碼去釋放、並啟動當下最適合你療癒的
振動訊息。每次與牌卡互動，光語都會回應你當前的振動頻率，來來提升你的療癒。


潔米普萊絲的  

宇 宙 意 識 揚 升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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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與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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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語⾔言】LIGHT LANGUAGE 

這套牌卡是以每個星際種族的共振光語來來創造的。「光的語⾔言」是⼀一種深刻⽽而⾃自然的宇宙交流
形式。這是⼀一種多次元的語⾔言，所有⼈人在靈魂層次都能理理解。你的⼼心能流利利的運⽤用它。「光的
語⾔言」總是以適當的⽅方式療癒，因為你的⾼高我會運⽤用這些符碼去釋放、並啟動當下最適合你療
癒的振動訊息。


「光的語⾔言」直接與你的DNA運作。隨著你的⾼高我運⽤用光語符碼，會啟動並記錄你的個⼈人振動
特徵。它的多數訊息隱含在對未知的信任當中：藉由敞開⼼心的屏障，來來打破思想和⼼心智的屏
障。通常，它們無法被逐字解讀-它們是層層深刻加疊的煉⾦金金性信息傳訊。


「光的語⾔言」僅是⼀一種獨特的傳訊型態，⽽而每個⼈人都持續以不同⽅方式在傳訊。我們在不同的覺
知層次收發訊息。要存取光語，傳導者要進入與我們⼀一般使⽤用記憶性語⾔言不同的溝通能⼒力力與腦
部功能。


「光的語⾔言」主要透過兩兩種⽅方式來來傳導。「神恩之語」（glossolalia）是超越凡俗知識的通靈
語⾔言。「特語⼒力力」（xenoglossia）是傳遞⼀一種地球上已知、但傳導者並不知道的語⾔言。「光的
語⾔言」可以像這副牌卡⼀一樣，有著星際性的共振；也可以有著天使或元素靈（精靈與仙⼦子）本
質、或以地球為根基的...也可能來來⾃自我們意識尚未察覺的其他時間線。


「光的語⾔言」是更更⾼高頻率的愛之訊息，會在你與之互動時帶來來療癒和擴展。它不會踰越你的界
線，因為它是透過你的⾼高我來來互動。⾼高我的交流總是為你的最⾼高善服務。


這個時代有更更多「光的語⾔言」來來到，因為我們正揚升進入第四密度，意識焦點已超越物質領
域。光語是⼀一種非線性的交流形式：⼀一座連結實體與非實體世界的橋樑。它幫助⼈人類以⼀一種深
刻和慈愛的⽅方式來來療癒和擴展。


你受到這副牌的吸引，很有可能是因為已準備好和「光的語⾔言」互動。若若你還不確定，或你是
和⼀一位尚不熟悉光語的客⼾戶共同運作，請清楚陳述以下句句⼦子：


「我只允許符合我最⾼高善的⼀一切來來到。」 
這個意圖會紓緩意識⼼心智的疑慮、確認你的安全感，讓你能更更加敞開、在療癒之途上有更更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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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際種族】THE GALACTIC RACES 

這副牌卡依四個星際種族，劃分成四組。若若這對你不具意義，則不需要關注這部份。星際種族
非關特定⾏行行星，⽽而是關乎那些來來⾃自宇宙區域，並與某些星群有連結的發展。


基於我的密教體驗、通靈、以及其他訊息傳遞者的內容證實，我相信，我們是來來⾃自宇宙各處
的。有某些星際種族與我們的歷史有更更直接的聯聯繫。這副牌並未將其全部涵蓋。


我們知道⼀一些特定的種族，所以你可以尋求⽀支持、交流、以及關於⾃自⼰己廣⼤大星際傳承的深刻資
訊。⼈人類即將成為宇宙公⺠民。這並不會取代寶貴的⼈人類經驗；這只是提昇⼈人類經驗的⾃自然演進。


接下來來是對每個種族為你的揚升之路路所帶來來的共振，所做的簡單介紹。你可以享受、讓⾃自⼰己浸
入它們慈愛的協助，並且明瞭：你⼀一直受到愛與⽀支持-以⼀一種無形的⽅方式。


[天琴星] 
天琴能量量帶給我們的課題就是，將物質與純然潛能連結的深刻覺察。當你變得覺察，就會開始
有意識地加速改變。或許我們看似能抗拒改變、維持原貌，但改變已然啟始，這是過程中的下
⼀一步。在這裡，要讓成長或衰敗發⽣生，取決於你在⼆二元經驗中的流動。

這組卡片會深化你的理理解，⼼心智體會將⼼心的想望線線性化。天琴星⼈人會⽀支持你，在你整合物質
經驗、⾃自然地演化進入宇宙法則時，以平衡的⽅方式轉化⼆二元性。當你能體現這個過程，你所啟
始的改變，就會是你成長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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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星] 
這組卡片是關於啟始/點化，因為天狼星⼈人的焦點在改變和進展。天琴能量量深植的宇宙訊息，會
透過天狼能量量的聚焦和⾏行行動，⽽而從潛在的可能性中誕⽣生。如同花朵綻放以揭⽰示⾃自⾝身的美好，你
在地球上展開的偉⼤大改變，意味著你欲在實相中綻放。改變是創造過程的下⼀一步，通常意味著
要釋放那些過去認為固守才安全的事物，帶來來主動的內在改變。

天狼星⼈人透過點化⼼心智與情緒的平衡，讓你保持在對事物誕⽣生潛能的聚焦，來來協助你的進化。
隨著你開始運⽤用宇宙法則創造，這會開啟你智慧演進的核⼼心。


[獵⼾戶座] 
獵⼾戶能量量是改變的強⼒力力觸媒。他們療癒的勇氣，協助⼈人類成長，進入⾃自然的連結，提昇萬物的
⽣生命。⼈人類通常抗拒痛苦的能量量，但那卻是改進的直接道路路。就像⼟土壤要被翻開透氣，種⼦子才
能⽣生長並熟成，獵⼾戶⼈人能幫你成為更更清明的載體，在⽣生命中歡喜創造。

獵⼾戶座的釋放（轉化）能量量會在深刻的層次，與你的賦權⼯工作共同運作。這允許你的神性本質
綻放，擴展⽣生命的潛能。擴張是揚升過程中的下⼀一步，也是你勇氣與清明的結果。⽣生命總是會
⽀支持你走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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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宿星] 
⼀一開始的潛能，會透過你的互動來來擴展。昴宿星能量量會協助你的旅程盡可能的平順。就像⼀一對
平衡的⽗父⺟母滋養孩⼦子成長，成為賦權的個體⼀一樣。這需要耐⼼心、愛、紀律律與勇氣，在適當的階
段放⼿手。

昴宿星能量量創造出賦權的個體，準備好⾃自由⾼高⾶飛。你帶著無限潛能出⽣生。這些潛能無法被停
⽌止，因為時間不斷流過這段物質旅程，前往宇宙連結的核⼼心。昴宿星⼈人提醒：你擁有神性的核
⼼心，⽽而且完全有能⼒力力將神性潛能擴展到⼈人類型態中。

【如何使⽤用卡片】HOW TO USE THESE CARDS 

這套牌卡可以當做神諭卡使⽤用，給你⼀一個與⾃自⼰己的精微⾯面向（你的⾼高我）以及宇宙（精微界
域）⾃自然交流的機會。這裡提供⼀一些有效的牌陣，但你仍可以發展適合⾃自⼰己的牌陣來來運作。


這些牌卡攜帶「光的語⾔言」的煉⾦金金性共振，是⼀一種以聲⾳音和光編碼的動態頻率。「光的語⾔言」
就像幹細胞，會在⾼高我指引下，基於你當下振動頻率的需求來來起始療癒過程。光語會起始淨
化、啟動、平衡，並與新的悅樂振動校準。每次與牌卡互動，都是在⼀一個新的潛能層次療癒。


我們建議，把每次運⽤用牌卡當做⼀一次療程。你可以問特定問題、詢問療癒、或某些主題上的進
程，或是敞開接收與你此刻最⾼高善⼀一致的訊息。


你也可能從與牌卡的冥想或記錄中獲益，或是關注你的內在反應與外在互動。你也可以把卡片
放在你的神聖空間、聖壇、或其他容易易注意到的地⽅方⼀一段時間。這可以在視覺上提醒你專注的
焦點，並讓光語的療癒頻率在你的空間中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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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卡片分成四組。[天琴星]是「覺察」，要你從內在聚焦於卡片主題，來來理理解與平衡。[天狼
星]是「啟始/點化」，卡片主題會指出你需要參參與的部份。[獵⼾戶座]是「釋放」，要求你去療癒
並釋放那些圍繞卡片主題、被埋藏的痛楚，但這不需要是⼀一段創傷的經驗。[昴宿星]是「擴展」
⼀一個有關新的覺知與選擇的持續過程，幫助你具顯新層次的內在清明。


每⼀一組卡片都以類似⽅方式來來釋放與啟動。最能為你帶來來效益的⽅方法，是藉由你的⾃自我關照和意
願，去轉換你內在及⽣生活上的覺知。建立於你的理理解之上，依照卡片提⽰示，採取步驟去改變你
的⽅方法。優雅⽽而從容的設定意圖，去釋放並啟動。


你可以為⾃自⼰己或他⼈人解讀。當你為他⼈人解讀，卡片應該朝向你。當卡片相反時，其意義不變，
只是需要多⼀一些注意，因為那表⽰示更更深層的改變是必須的、或即將發⽣生。對此不⽤用有任何批
判，因為進步總是以⼈人類的形式存在。宇宙總是⽀支持你的進步，以及更更多喜悅。


⼀一旦解讀完成，你可以⽤用⾃自⼰己的療癒⽅方式，像是冥想，或尋求必要的協助，來來協助你理理解並實
⾏行行你的療癒。這套牌卡也可與其他神諭卡共⽤用，協助定義那些牌卡的情緒層⾯面。當你持續與這
套牌運作，可能性是無限的，也能接收到⼤大量量的療癒。這些卡片不能取代醫學或⼼心理理照護，也
不能⽤用於診斷任何⾝身體或⼼心理理上的疾病。


【牌陣】CARD SPREADS 

這套牌卡是⼀一種療癒⼯工具，會回應你或客⼾戶的振動性意念念。你可以⽤用直覺去發展⾃自⼰己的運作⽅方
式，或採⽤用下述的⽅方法。


運作這些卡片沒有錯誤的⽅方式。你總是會選到正確的卡片。只需把牌打亂、並帶著對你當下最
適合的療癒意念念來來選擇卡片。你可以詢問有關特定狀狀況或關係的問題。記得，你⽣生命的所有關
係和經驗都是以你為中⼼心圍繞的。藉著改變你的內在振動並散發出新的信號，你可以改變它們
對你的影響。你會很驚訝周遭⼈人們的改變，但這都只因為你的改變。


下⾯面是⼀一些有關牌陣的建議，但還是有許多不同的變化可⽤用，像是塔羅牌經典的居爾特⼗十字。
也可以設計你⾃自⼰己的牌陣！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療癒之路路上保持樂趣，因為那是你的⽇日常⽣生
活。物質界域就是改變的界域。所以，與其把療癒視為修復損壞，不如當成是改善進入不斷擴
展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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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卡牌陣-聚焦] 

可以每天或每週使⽤用。單張卡片會指出你在能量量上最聚焦的事物。留留意你的⽣生活與卡片的關
連，尤其是正向⽀支持的觀點。⽣生命不斷為你帶來來機會，去改變那些削弱你⼒力力量量的想法、字句句和
⾏行行動，並帶來來讓所有⼈人都受益的解決⽅方案。你是強⼒力力的創造者，有能⼒力力為周遭世界創造正⾯面改
變，⽽而這⼀一切由你開始。


[三⾓角牌陣-觸媒] 

第⼀一張卡（左下⽅方）指出來來⾃自過去的療癒或⼒力力量量。當你反思第⼆二張卡（右下⽅方）的主題時，你
的現在就會轉變，去協助你的創造⼒力力量量。上⽅方的卡會指出對你未來來有益的焦點。牌卡顯⽰示「釋
放」或「擴展」並不重要。當你聚焦在卡片主題時，就是聚焦在清理理和允許，這會讓你的創造
⼒力力增強。冥想並記錄，或是將卡片放外⾯面，作為視覺上的提醒。隨著療癒過程⾃自然展開，你將
享受到共時性的發⽣生。


[四⽅方牌陣-新的基礎] 

這個牌組幫助你建立穩定發展、且不斷演進的新基礎。下⽅方兩兩張卡顯⽰示你⼒力力量量（或⽋欠缺）的核
⼼心當中有什什麼。上⾯面兩兩張則顯⽰示出通往下⼀一層次成長的路路徑，或是當你轉變之後可能的結果。
左側的卡代表開放、滋養或接收-屬於⺟母性能量量。右側卡提供聚焦、⾏行行動或⽅方向-屬於陽性能
量量。當兩兩側平衡，你的根基就建立了了。


[新⽉月牌陣-改變之道] 

我們推薦配合新⽉月使⽤用這個牌陣，但你當然也可以在⽉月初、或任何感到內在呼喚的時候來來使
⽤用。它會指出對你最有益的⽉月度焦點，可搭配每⽇日記錄來來發揮最佳效益。這個鐮⼑刀狀狀的⽉月形
（代表我們看⾒見見新⽉月的最近點）有許多意義，讓你對改變開放，同時深度清理理內在。每張卡片
都代表⼀一個在旅程上協助你的禮物或挑戰。藉由在夜晚聚焦其上，可以增進你的療癒，也可以
在睡眠時設定優雅釋放的意念念，並讓夢境指引你的療癒。卡片由上⽽而下的意義為：

最終決議（最上卡）、外部協助、核⼼心訊息、當前的⽣生命或此刻的問題、過去世或之前的狀狀況
（最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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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意】CARD MEANINGS 

接下來來會簡短描述卡片代表的主題。讓這些主題指引你，聚焦在⾃自我療癒的意圖上（或是對他
⼈人，如果你是幫客⼾戶解讀）。觀察⽣生命中出現的同步性和訊號，它們總是在對你說話並招⼿手，
邀你邁向改善之路路。你是⼀一個神性存有、⼀一位強⼒力力的創造者、為⾃自我⽣生命、以及周遭世界帶來來
正⾯面改變的觸媒。對於每個主題更更深入的解析，可以透過冥想和記錄來來進⾏行行。


譯註：查找⽅方式：


1、先看卡片下⽅方，確認是哪個星際種族（LYRA-天琴、SIRIUS-天狼、ORION-獵⼾戶、
PLEIADES-昴宿）。


2、找到該種族的解說區塊，然後依照排⾯面上⽅方的主題，查找對應的翻譯（依照英⽂文字⺟母順序排
列列）。


———————————————————— 

【天琴牌組-覺察】 
LYRA-AWARENESS

BELIEF SYSTEMS

[信念念系統]：我的信念念在任何時候都反映出我的最⾼高真實。

-留留意你未說、但散發出的振動

-作為正向之聲來來⽀支持⾃自⼰己與周遭的⼈人

-重複不切實際的陳詞濫濫調是無法永續發展的

-將你的信念念轉變成合理理的進步


CONFIDENCE

[信⼼心]：我的信⼼心⽀支持我的成長。

-對此刻的⾃自⼰己感到驕傲，並享受這個感覺

-⽀支持那些覺得⾃自⼰己不值得的⼈人

-放掉對完美的需要

-審視⾃自⼰己的無價值感，並創造正⾯面肯定語來來⾃自我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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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ERNMENT

[辨識⼒力力]：我的辨識⼒力力為我創造出選擇。

-審視你界線之後的動機

-放掉匱乏和不安全的感覺

-真誠⾯面對⾃自⼰己的感受，並利利⽤用情緒波動來來識別不健康的判斷

-容許其他⼈人作⾃自⼰己


DIVINITY

[神性]：我是神性的。所有⽣生命都是神性的。

-放掉「比較好」或「比較差」的感覺

-避免負⾯面感受並不會榮耀你的完整神性

-你是有能⼒力力的，並受到廣⼤大無形能量量的⽀支持

-你的神性是原本固有的；你本就值得。


EMPATHY

[同理理⼼心]：我理理解痛苦並知曉演進。

-⾃自在的釋懷並保持健康的界線

-試著去理理解與你不同的觀點，並釋放想改變他⼈人的需求

-你有強⼤大的感覺能⼒力力，⽽而且這麼作是安全的

-說「不」或做出困難的決定，都是沒問題的


EXPRESSION

[表達]：我是讓⽣生命表述進入物質的載體。

-讓⾃自⼰己以各種⽅方式表達

-上⼀一堂創造相關的課程，享受新的表達⽅方式⽽而無需意圖完美

-⽀支持其他開始表達⾃自我的⼈人們

-擁抱你的獨特表達，並更更欣賞⾃自⼰己


HEALTH

[健康]：我的整體存在都在好轉中。

-從⼩小步改變來來創造健康習慣

-排解你的不安全感與恐懼

-透過在⽣生活中、甚⾄至挑戰的處境中找到愛，來來促進靈性成長

-找些有趣的⽅方式來來健全⾃自我，像是跳舞、藝術和團體活動


HONESTY

[誠實]：我⾜足夠堅強，來來成為真誠的⾃自⼰己。

-明確你情緒反應之下的不安全感與恐懼

-尋求療癒，以協助你移開阻礙勇氣的過去創傷

-要認清，有些時候並不需要分享你的真實

-⽤用正⾯面⽅方式來來釋放負⾯面情緒，利利⼰己⼜又不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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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意向]：我的深刻意向是純粹且慈愛的。

-辨識他⼈人的意圖與操控慾，並在⼼心中保持平和

-堅守你的陣地，放掉周遭世界對你的控制

-清晰、慈悲且完整的說話

-細⼼心關注你的情緒，看它們要教你什什麼


LOVE

[愛]：愛是⼀一切⽣生命的核⼼心。

-放掉證明⾃自⼰己價值的需要

-讓其他⼈人做⾃自⼰己

-對某⼈人或某事的愛挑戰你維持安全的界線

-療癒不安全感與恐懼，你才能對愛敞開


PATIENCE

[耐⼼心]：耐⼼心是⼀一種開放、和平、創造性的狀狀態。

-⽣生命的無形之流正創造改變，以越來來越好

-需要更更多時間來來讓額外的訊息加入

-在這個當下放鬆，對你有多樣的好處

-你有能⼒力力⾃自在地處理理任何挑戰


PERCEPTION

[感知⼒力力]：我感覺⾃自⼰己很強⼤大，且⼀一切⽣生命皆是愛。

-取回你的⼒力力量量來來檢視內在

-思考並說出你真正相信的正⾯面可能性

-允許新的內在覺知，就算改變尚不明顯

-對數據有效性、明確的聲明、或被認為是事實的信念念，都保持質疑


POWER

[⼒力力量量]：愛是轉化⽣生命的真實⼒力力量量。

-你的神性是天性，不是掙來來的

-你做的所有決定都讓你更更好

-他⼈人的負⾯面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非你的

-當你去愛，⼀一切就會轉化，儘管你看不出它們如何顯化


SAFETY

[安全]：我⾃自在地辨識出安全，我的清明持續成長。

-審視你的恐懼，並決定哪些已不再適⽤用於你

-現實⽽而樂觀的看待⾃自⼰己的安全、以及保護⾃自⼰己安全的能⼒力力

-觀察媒體基於恐懼的操控，並拔掉插頭

-別讓被拒絕的恐懼阻⽌止你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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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WORTH

[⾃自我價值]：我本完美且總在改變。

-放下完美，抓住展現獨特性的機會

-挑戰⾃自⼰己別再害羞

-別讓別⼈人的意⾒見見或是否接納，來來決定你的感受

-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本來來⾯面貌


SURRENDER

[⾂臣服]：我讓我的(⼈人類)意志⾂臣服於(我的)神性意志。

-放掉想掌控⼀一切的需要

-信任⽣生命正在提昇你

-先觀察⽽而非反應，以便便找出雙贏的解決⽅方案

-允許他⼈人觀點是可以的，就算你並不認同


TRUTH

[真理理]：我的真理理與我⼀一同演進。

-真誠的說話⽽而不試圖操控結果

-不帶評斷的去判定他⼈人⾔言⾏行行背後的動機

-允許他⼈人有與你相異異的真理理

-對當前處境尋求擴展的真理理


UNIVERSAL FLOW

[宇宙之流]：我跟著⽣生命的⾃自然演變⽽而⾃自在流動。

-將你的負⾯面觀點，轉為與時俱進的改變過程

-保持中立來來⽀支持改變中的環境穩定

-信任善意的無形之流會⽀支持你的需求

-更更加放鬆的享受⽣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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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牌組-啟始/點化】
SIRIUS-INITIATION

ABUNDANCE

[豐盛]：我朝更更加豐盛的⽅方向持續成長。

-要知道你是值得的，因為你成為了了你

-對現在的情況感到滿意，因為它正帶來來進步

-聚焦你的情緒和⼼心智旅程，它們通往欣賞和賦權

-保持耐⼼心，讓⽅方式和時機⾃自然⽽而喜悅的成形


ACCEPTANCE

[接納]：接納是改變的強⼒力力基礎。

-更更加放鬆並享受；⽣生活的起伏和流動都以完美的節奏流動

-對抗不想要的經歷更更費⼯工夫，且造成內在的怨懟

-現在這樣就很好；它正幫助你完善道途

-放下怨懟與失望，對流動敞開


AUTHENTICITY

[真實]：真實的做⾃自⼰己並⽤用愛改變是安全的。

-對⾃自⼰己的感覺保持真誠

-觀察你所依附的事物，它們通常指向深層的恐懼

-清楚的表明想法，⽽而不期望他⼈人的同意或贊許

-學習帶著慈悲說「不」


BALANCE

[平衡]：我的平衡⼀一如舞蹈，總是在移動並調整。

-⽣生命不停改變，⽽而你的耐⼼心⽀支持著進展

-花更更多時間冥想、以及與⼤大⾃自然相處

-更更常選擇靜默並關照

-聚焦在更更好的飲食、運動、休息，以及更更多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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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SENSES

[超感知⼒力力]：我的超感知隨著我的平靜持續擴展。

-在⽇日常⽣生活中對你的超感知⼒力力更更加覺察

-信任你的內在指引

-別僅依賴通靈訊息就做決定；榮耀⾃自⼰己創造的能⼒力力

-更更常冥想來來強化超感知⼒力力


COMMUNICATION

[交流]：我對⾃自⼰己和他⼈人都能真誠交流。

-注意你字句句背後的真實意圖

-觀察他⼈人間的無聲交流來來磨練直覺技巧

-⽤用慈悲和⽀支持性的態度來來交流

-別為了了避免對抗⽽而犧牲⾃自⼰己的⼒力力量量


COURAGE

[勇氣]：我的勇氣是⼀一趟慈悲的內在之旅。

-耐⼼心與中立性可以掃蕩恐懼，並創造平靜的勇氣

-發展⼀一種能看著⾃自⼰己或他⼈人缺點、卻仍保持培育愛的勇氣

-有勇氣讓別⼈人做⾃自⼰己，同時保持你⾃自⼰己的界限

-嘗試冒險並分享你的獨特觀點


CREATIVITY

[創造⼒力力]：我的創造之流就在我⽣生命的每⼀一刻。

-欣賞⾃自⼰己的才華與弱點，並將它們同樣視為有益的

-開始追逐創造⼒力力；不是為了了成功，⽽而是為了了喜悅

-將⾃自⼰己推出舒適圈，並享受創造未知的興奮性恐懼

-將對話和關係作為⼀一種創意的交流


EARTH CONNECTION

[連結⼤大地]：我與⼤大地的連結⽀支持我的氣⼒力力與喜悅。

-整合有關食物、你的⾝身體流程和時間週期的正⾯面感覺

-⽀支持對環境負責的公司

-實踐永續性的⽣生活⽅方式，並更更常與⼤大⾃自然連結

-觀察⾃自然界如何反映於你的存在上


FORGIVENESS

[寬恕]：我能⾃自在的寬恕，並從內在的⾃自由來來創造。

-讓⾃自⼰己擺脫受虐的處境，並從安全之處來來寬恕

-藉著守住界線、並帶著慈悲拒絕，來來為⾃自⼰己發聲

-⾃自在的寬恕，並從內在的⾃自由來來創造

-從你現在已有的⼒力力量量，來來欣賞過去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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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

[療癒]：我以強⼒力力的⽅方式來來療癒所有層⾯面。

-尋求專業協助

-如醫者般的對道途敞開

-將每個⾝身體和情緒挑戰視為機會，去擴展為更更加的習慣和進步

-醫者，療癒⾃自⼰己


INNER GUIDANCE

[內在指引]：我的內在指引總是引導我的進步

-⽤用內在指引來來平衡外界資訊

-信任直覺，因為它們是知識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

-內在賦權將協助你，辨認出是恐懼或真正的直覺訊息

-你有能⼒力力做出好的決定


JOY

[喜悅]：我的喜悅增益⽣生命⾊色彩。

-釋放過去的傷，以及想掌控結果的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找尋⾃自然的喜悅，像是⼀一朵花、動物、歡笑或清新的空氣

-找⽅方法在你和他⼈人的互動中增進愛的流動

-常微笑


NEUTRALITY

[中立性]：我是中立、深刻慈悲，並對改變保持開放的。

-放下對於改進會如何或何時發⽣生的期待

-對改變保持耐⼼心；享受當下

-知道⾃自⼰己能創造改變，並接受發⽣生的步調

-當你被恐懼控制時，誠實⾯面對⾃自⼰己


NEW PERSPECTIVE

[新觀點]：我在每個處境下都敞開⾃自⼰己看⾒見見新觀點。

-欣賞⾃自⼰己能量量流的深刻⼒力力量量

-觀察外在世界的同步性，它會指出合適的⾏行行動時機

-你可以保持實際但夢想遠⼤大

-想像⼀一個⽀支持你和他⼈人的新實相


PAST LIFE INTEGRATION

[整合過去世]：我的過去是我現在⼒力力量量的完美基礎。

-即便便持守健康的界線，也要寬恕那些讓你或他⼈人委屈的⼈人

-從任何過去的挑戰中找出有益的觀點

-對於愛的擴展來來說，所有⼈人和體驗都是有價值的

-要知道，你已比任何過去經驗時更更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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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信任]：我信任我的能⼒力力、辨識⼒力力和選擇。

-更更信任你的直覺

-將你的思緒焦點從擔憂移開

-信任⾃自⼰己的能⼒力力

-⽤用總是會變得更更好的觀點來來看待⽣生命，就算當下形式嚴峻


WISDOM

[智慧]：我的智慧總是在成長。

-放掉對特定結果的情緒依附

-對學習保持開放，就算對某些看似知識不如你的⼈人

-靜默並觀察

-增加直覺，並學習看得更更遠


———————————————————————- 

【獵⼾戶牌組-釋放】
ORION-RELEASING

ADDICTION

[成癮]：我本然地值得愛，並在改變中受到⽀支持。

-尋求諮商、治療或/和醫學上的⽀支持，協助你釋放成癮

-⾃自在地原諒⾃自⼰己，並從希望的觀點看待進展

-欣賞今天決定更更愛⾃自⼰己的你

-找些關於希望與⽀支持的故事，來來協助你的成長


ANGER

[憤怒]：憤怒是要告訴我對於內在賦權的渴望。

-關照內在那些被憤怒保護的恐懼和悲傷

-⽤用⼒力力量量和慈悲持守界線

-別回應他⼈人的憤怒，也別讓他們將這種情緒丟給你

-為憤怒尋找創造性的出⼝口，像是⾳音樂、舞蹈、寫作、繪畫或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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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ME

[責備]：我釋放責備，並對我的賦權敞開。

-如果你開始責怪，向內在尋找讓你感到無⼒力力的事物

-容許他⼈人做⾃自⼰己並⾃自在的原諒；這會創造⾃自由

-⽤用⼒力力量量與慈悲持守界線

-為了了體驗喜悅⽣生命⽽而控制外在世界是不必要的


COMPARISON

[比較]：只有當它們幫助我從愛當中選擇時，我才會去比較。

-釋放和他⼈人比較的需求，直到你更更強壯且沒有匱乏的恐懼

-每個存有都是獨特、有價值且不斷變化的

-找出對他⼈人成功的喜悅，因為他們也為你開拓拓新路路

-在情感上培育⾃自⼰己，每次踏出⼀一⼩小步


DENIAL

[否認]：我觀察⾃自⼰己真實的反應是安全的。

-要釋放無意識的習慣，⾃自我觀察很重要

-讓⼩小我意識進入療癒中滋養；感謝它做好讓你維持⽇日常⽣生活的⼯工作，並讓它⾃自在地
放鬆進入賦權

-意識到⾃自⼰己的真實情感讓你更更敏銳

-引導你的思想和情緒聚焦朝向感激


FEAR

[恐懼]：恐懼只是在告訴我，可以⽤用來來變得更更堅強。

-要知道，你有很多⽅方法可以保護⾃自⼰己

-擁抱所有改變，它們是有益的

-注意那些經常出現的細微信號

-別把拒絕當做針對你個⼈人；贊許⾃自⼰己的勇於冒險


HOPELESSNESS

[絕望]：希望是⼀一種推動改善的運動狀狀態。

-審視你的恐懼並決定那些已不適⽤用於你

-接受當下⽽而無需立即知道未來來會如何

-這也將會過去

-耐⼼心點；許多療癒正在幕後運作


JUDGMENT

[論斷]：我放下論斷並開放所有的選擇性。

-⾃自在地原諒，並尋求⼀一種改進的觀點

-提醒⾃自⼰己：⽣生命是仁慈的，⽽而愛會創造改變

-避免涉入嚴峻的狀狀況，直到你感覺夠堅強去維持內在平靜

-在你不認同的⼈人和處境上找到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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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PULATION

[操控]：我釋放操控，並發現⾃自⼰己愛的⼒力力量量來來⽤用於創造。

-寬恕⾃自⼰己的操控⾏行行為與執迷

-發現創造⾃自⼰己所欲的⽅方式，⽽而無需脅迫他⼈人

-當他⼈人試圖操控你時，慈悲、堅定且冷靜地持守界線

-清明地選擇，⽤用真誠和實在來來創造你的未來來


MENTAL BODY DOMINANCE

[理理性體主導]：我擴展進入⼼心腦的平衡。

-轉換你的負⾯面思想，進入你相信的進步

-若若你無法轉換成通⼒力力協作的觀點，問問還需要什什麼才能學習跨越

-擁抱你的情緒，因為他們是有效的⼯工具

-讓⾃自⼰己分⼼心直到你能更更放鬆


PAIN

[痛苦]：我正優雅且⾃自在的轉化。

-⽤用更更好的營養、運動、休息和玩樂來來⽀支持⾃自⼰己的⾝身體

-要知道你有能⼒力力承受改變

-找⼀一些⾳音樂或⽀支持來來協助你，安全度過許多的情緒

-為你的痛苦尋求外在協助。

-耐⼼心看待進展，因為他們需要時間來來建立


SCARCITY

[匱乏]：我接收並創造豐盛。

-找⼀一些你喜歡的、能⽀支持你的朋友和活動

-耐⼼心且欣喜的改善你的觀點

-⽤用感恩來來轉化你對豐盛的理理解

-⽀支持那些想要改進的⼈人們，這樣你也可以放下競爭的感覺

-⽤用⼤大⾃自然、動物、⾳音樂或創造⼒力力，協助你聚焦在正⾯面感受


SELF HATRED

[⾃自我憎恨]：我正在放⼤大⾃自我之愛，並影響所有⽣生命。

-悅納你的過去，因為它有益你的慈悲和勇氣

-看待⾃自⼰己和他⼈人，如同宇宙源頭看待你⼀一樣，本然完美且不斷改變

-當你⾃自我批判時，觀察，並找出正⾯面的潛在可能

-每天⽤用感恩、欣賞和愛的思維來來滋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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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DYSFUNCTION

[性功能障礙]：我對健康和令⼈人⿎鼓舞的性保持開放。

-尋求⽀支持來來釋放過往的受虐

-療癒有關性⽅方⾯面的不安全感

-弄弄清楚你想體驗怎樣的親密關係

-⽤用⽀支持性的態度來來與伴侶分享你的慾望

-以各種⽅方式享受感官⽣生活


SHAME

[羞愧]：我釋放羞愧並對⾃自我賦權的愛敞開。

-從感覺到的錯誤或不公中，找到有益的觀點

-對那些因不夠堅強、⽽而無法看⾒見見你、他⼈人、甚⾄至⾃自⼰己最好⼀一⾯面的⼈人們，慈悲以待

-⾃自在地原諒⾃自⼰己，才能更更快速的轉化

-看待⾃自⼰己和所有⼈人，都是壯麗且獨特的


SPIRITUAL DISILLUSIONMENT

[靈性幻滅]：我是在⼈人類形體中的神性宇宙。

-珍視輕鬆的片刻、感謝挑戰的片刻，⼀一切都⽀支持你慈愛的賦權

-你所有的選擇，共同組成這個完美的時刻

-⾃自在地原諒，因為這會加速改變

-感恩⼀一切的⽣生命循環


TIME

[時間]：我是耐⼼心且強⼒力力的當下。

-感謝你的過去，讓你成長為現在這個有能⼒力力和經驗的⼈人

-展望未來來並享受當下的片刻

-就算在變動中，你仍有能⼒力力欣賞當下

-釋放社會上對於年年齡的信念念，並找到你⾃自⼰己的智慧真理理


VICTIMHOOD

[受害者情結]：我本是具有⼒力力量量且⾃自由的。

-找出你的寬恕來來看待那些傷害過你的⼈人，如此⼀一來來，你就⾃自由了了

-別為⽣生命中的負⾯面經驗責怪⾃自⼰己；你已勇敢地選擇了了前進的⽅方向

-找出希望的觀點來來讓新的解決⽅方案據以建立

-提醒⾃自⼰己，你是有能⼒力力的，這是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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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昴宿牌組-擴展】
PLEIADES-EXPANDING

BRAIN CIRCUITRY

[⼤大腦迴路路]：我的理理性明智地跟隨我的勇氣之⼼心。

-安靜，讓⼼心來來引領腦

-同時樂觀⽽而不失現實；這是絕對可能的

-真實看待你的感受，並逐漸邁入療癒觀點

-放鬆，你的⼤大腦需要透過重新接線來來休息和滋養


CHOICE

[選擇]：我帶著勇氣選擇去榮耀內在之愛。

-培養內在平靜，這樣你的選擇才不會是出於恐懼的

-來來⾃自愛的創造，⽀支持著更更多愛的成長

-尋求雙贏解⽅方，即使他們要隨著時間推移才逐步出現

-放掉預期⼼心理理，並持續⼩小步邁進

-選擇⼀一種你相信的、關於改進的觀點


CLARITY

[明晰]：我的明晰隨著我的平靜覺察⽽而增加。

-注意周遭的訊號，尤其重複的

-你的耐⼼心會容許新的創造以奇蹟⽅方式形塑

-信任直覺⽽而不帶失衡的依賴

-挑戰能幫助你釋放模糊或講不出來來的錯誤信念念


COMPASSION

[慈悲]：我的慈悲為我的創造⼒力力度服務。

-選擇⽤用滋養成長的⽅方式來來⽀支持⾃自⼰己和他⼈人

-將所有⼈人視為有⼒力力的存在，儘管他們當下可能看似衰弱

-沒有錯誤的選擇；每條道路路都提供了了改進

-對⾃自⼰己和他⼈人的改變保持耐⼼心

-帶著為演進服務的勇氣來來守住你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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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連結]：發現⾃自⼰己能夠連結的無限能⼒力力是安全的。

-更更好的榮耀你的所有連結，即使必須放掉不健康的連結

-期待更更好的連結機會

-在舒適圈之外做出健康的選擇

-你在避免或強迫什什麼樣的連結？


DIVINE UNION

[神聖的聯聯合]：我的神聖聯聯合，就是我與⼀一切⽣生命連結的愛。

-回到內在完整，讓你的互動與創造在神性之愛中滋養

-在未來來創造和當前片刻的平衡中選擇

-將性視為神聖的，並在你感到有真誠、享受和連結⽀支持的時候進⾏行行互動


EMPOWERMENT

[賦權]：我的內在是堅強、安全和⾃自由的。

-當你不帶期望的給予，就可⾃自由的接收期望之外的事物

-雙贏的解決⽅方案是存在的，去找到它

-保持健康的界線來來⽀支持你參參與⽣生命


FAITH

[信念念]：我的內在對於⾃自⼰己強⼤大的創造⼒力力深刻知曉。

-保持落落實態度來來應對⽣生命的本貌，就算是聚焦在改善時；你正⼀一步步的建立中

-釋放對「你的⽣生命會變得更更好」的疑慮

-如果事情讓你灰⼼心，更更寬廣的聚焦在正⾯面的可能性上

-別讓他⼈人以負⾯面⽅方式來來勸阻、或對你潑冷⽔水


FREEDOM

[⾃自由]：我的內在界域神聖且堅定，創造我的⾃自由。

-觀察你所啟始的反應，並放掉掌控外在世界的需要，來來達到內在平靜

-放掉對他⼈人肯定的依賴

-將無法讓你感到⾃自由和快樂的信念念系統轉換掉

-尋找⼀一種對每個體驗都可能有益的觀點


FUTURE CREATING

[創造未來來]：我的未來來正透過當下片刻來來形塑。

-要知道，⼀一切都好並持續變化；改善是可以的

-對未來來感到興奮，你現在正創造它

-讓⾃自⼰己圍繞在⽀支持你的⼈人們⾝身邊；（還）不要將你的夢想與所有⼈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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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ITY

[多次元性]：我的多次元性正隨著⾃自我的賦權⽽而增加。

-培養你的內在⼒力力量量，以便便從發現的欣喜來來與⽣生命互動

-耐⼼心點-在⼀一個積極且有⼒力力量量的狀狀態下，了了解⼀一切很好

-當你與⼼心連結，⾃自由就會增加

-療癒內在，並透過實踐來來增進你的直覺⼒力力


NOW

[現在]：我的完整⼒力力量量供我取⽤用，就在當下。

-⾃自在的原諒，讓你帶著喜悅，⾃自由創造⽣生命

-變化是恆定的，所以這也將過去

-你受到的⽀支持比你知道的更更多，敞開接受吧

-⽤用⼤大⾃自然、創造⼒力力、具⽀支持性的⼈人們或動物，來來讓你的現在感覺更更平靜


PEACE

[和平]：我的和平是⼀一種積極創造的狀狀態。

-信任⾃自⼰己、信任⽣生命，並知道⼀一切都很好

-容許⾃自⼰己⽤用健康的⽅方式來來表達情緒

-讓⾃自⼰己圍繞在⽀支持性的⼈人們中，來來強化你的成長

-放下想弄弄清楚顯化會如何、或何時發⽣生的需求


UNCONDITIONAL LOVE

[無條件之愛]：我是無條件的愛。

-讓豐富的情感貫穿你的⽣生活，來來療癒、⽽而非避免不合

-如源頭愛你⼀一般的愛⾃自⼰己

-⾃自在地原諒並守住健康的界線

-就算當下有些黯淡，仍在所有⼈人⾝身上感受到愛，


UNIQUENESS

[獨特性]：我的獨特性對進化是有價值的。

-⽤用⾃自尊持守界線，並對他⼈人慈悲

-試著去理理解似乎相反或不同的事物

-就算你要拒絕，也是有⼒力力的愛

-⾃自在地原諒，當你從怨恨中走出來來，就能容許愛的能量量⾃自由流入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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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Y

[聯聯合]：我是獨特並與萬物連結的。

-去榮耀並愛你的選擇、觀點和形式

-欣賞世界的多樣性；就算那些你不認同的，也服務於愛的進化

-找出希望的觀點，並持守這種進步的願景

-享受你與他⼈人的才華，來來激發⽣生命


UNIVERSAL CONNECTION

[宇宙連結]：我是整體⽣生命中⼀一個極具價值的⾯面向。

-更更常冥想；你將開始體驗並確認你的廣⼤大

-觀察同步性的發⽣生與否，來來校準你的⾏行行動

-要知道，你是⼀一個無時間、珍貴的⽣生命⾯面向

-帶著孩⼦子般的驚奇開始體驗⽣生活


WHOLENESS

[完整]：我是完整、圓滿的，並總是在改變。

-所有⽣生命都流向進步，因此所有經驗都有是益的，並⽀支持你的療癒

-你是有能⼒力力的，並且受到無形⽣生命架構的⽀支持

-對你的永恆本質更更加覺察

-⾃自在地原諒，能讓你⾃自由且內在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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