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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灵上师群贺新春 

 

这一天 2021-2-12 (农历大年初一)。银河系很多高灵聚集。有些是已经离开

银河系很远或很久的上师们都群聚到银河系，参加祂们的一场盛会。 

 

盛会之后。帅神团队说在离开银河系前可以跟大家说说话。有些上师到我

这边找鱼篮与雨水两位观音上师。还有几位平时常来的上师也过来凑热闹。 

 

距离座谈会开始，只剩 30 分钟，于是手忙脚乱的我就开始公告了。很临时，

所以能参加到的，都是很幸运的。因为上师们在地球极少这样直接对群众

开口讲话。更何况有几位上师是难得一见。一般我们在网络看到的上师传

讯似乎很多，但是本尊传讯的其实极稀少。今天不只本尊过来了还直接开

口讲话。 

对过去的人类可说万年难遇的体验。 

 

我收录现场实况。开始啰～～～ 

 

 

[此文檔版权为观音之爱作者 SIKILA所有。不得放网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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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ila： 

听不到声音吗？你那个可能要有那个音讯链接，那如果你们的是手机的

话……我也不懂耶，那个皮蛋，你知道吗？手机的话要怎么做那个音讯链

接？ 

 

皮蛋： 

他进来的时候左下角，要按那个 zoom setting 才可以进去，才能听到声音。 

 

Sikila： 

上师已经在这边等了啦，要再等更多一点的人，如果人数一直没有持续增

加就这样没关系。（笑） 

我刚才临时做那个紧急的连结，开 zoom 然后又要公告一下，所以有点来

不及，YT 那边只公告还没给人家连结……(因为上师是临时通知，把午睡

中的 Sikila 给叫醒，告知想开新年祝福讲座，所以准备上有点措手不及) 

 

停顿一下－－ 

 

Sikila： 

不用紧张啊，你们紧张什么？（会议室的聊天室内，有些人表示，参与讲

座觉得兴奋与紧张。） 

今天好像有特别来宾喔，我不知道是谁，好啦！差不多了，还要再等吗？

还要再等吗？有没有人要进来，还进不来的？你们有没有朋友还要进来却

进不来的？ 

要不然谁可以帮忙把连结发到脸书上？ 

上师说没关系再等一下。很临时，很刺激厚？ 

好啦好啦！我们来开始了。好吧！我们开始吧！ 

 

（Sikila 问：）上师可以吗？（停顿一下） 

上师说等个两三分钟好了，还是有人再进来…… 

喔，有人帮我贴我链接，我们没有音乐好像很奇怪，没有那个…… 

好、好、好。谁先来？（Sikila 询问排队的上师） 

 

 

 

我先来好了啦！上师先来。 

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刚好到银河系来了啊，想说过来看看你们。 

然后呢，Sikila 给我们看好多你们写的那些感言啊，上师也有看了，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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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希望你们好好加油。这边不容易啊！你们在这里不容易啊！最近地球

灵界也是好乱喔，只是你们没有感觉到，其实不想说太多，说太多你们会

有恐惧感。 

那还是希望你们多多加油！ 

很多事情没那么困难啊！有时候你们太执着、钻牛角尖了，把它想的好困

难，其实是很简单的，不要想太多，事情、小剧场不要一直重演。 

我是优贤提多斯上师，今天来跟大家……算新年祝福吧。 

今天好多人过来，好多上师要跟你们讲讲话啊！我们团队就来了五位上师

了，我交给连多提斯望上师来讲－－ 

 

 

 

各位你们好啊！我是连多提斯望！大家新年快乐，恭喜恭喜！ 

又度过了一年。2021 年……也是蛮辛苦的一年，希望你们也是要忍过去啊，

要忍耐过去。 

你们台湾算是个宝地，到现在还一切都很好嘛，疫情还没有对你们造成很

大的冲击，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有的地方都已经很强烈了，你们地球现在

感染率也蛮高的。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协助帮忙了，很多上师们都在协助，

帮忙你们的这个疫情，让它不要再持续扩散下去了。像你们有些那个变种

的病毒啊，我们就是会多一点协助。 

当然我们已经在外星系了，我们的协助会比较少一点，那地球这边、银河

系这边还是有很多上师会来帮助你们。 

像你们喜欢的好几个上师啊，Sikila 的指导上师啊，还有喜欢讲自己帅

的……（失笑）之前说的克里昂上师啊，有好几个上师都还在这边，天使

上师也对你们很好，都在这边会给你们很多很多的帮忙。 

我们今天……唉，该讲的都讲了啦！来给你们祝福一下，后面好多好多上

师喔～今天来好多－－排队（当贵宾），等一下可能会有你们觉得很意外

的上师，我交棒啰！ 

 

（注： 以上两位是上次帅神座谈会的主讲上师。） 

 

 

 

各位大家好，我是大天使上师爱瑟瑞尔。 

Sikila 有点那个……肺不太舒服，（停顿一下）所以她讲话有点喘气。 

我一直在这里看着你们、跟着你们，我们天使上师好爱你们。 

你们人类很可爱啊！但是还有好多好多要加油。 

今天我们讲快乐一点的，新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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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银河系这边有一个大会啊，我们那个高次元界，很特别、很特别的大

会， 

有很高阶的上师刚好过来，衪是我们的老师，那到这边来，我们都参与了。 

（Sikila 有点咳嗽） 

爱瑟瑞尔大天使：「Sikila，你喝点水好了。」 

Sikila：「不好意思。」 

 

停顿一下－－ 

 

爱瑟瑞尔大天使： 

今天的那个大会，我们上师们好多好多参与喔，你们看不到这个景象，不

然你们会觉得天空有异象，整个会有亮光的异象，整个能量场，会影响到

整个地球，所以我们也不敢在地球这边开会，离地球远一点，避免影响到

你们整个太阳系的能量场。 

总之我们今天也是玩得很快乐，那也是祝福你们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大

家都要好好的成长，过去的让它过去了，好吗？ 

后面好多上师在排队了喔，你们今天参加的人真的是……呵呵呵，好了，

要给下一位…… 

 

（注：爱瑟瑞尔大天使是超级暖男，很爱我们人类，为我们做好多好多事。） 

 

 

 

 

（还没开口，先来一串笑声………） 

我是克里昂上师，我今天不敢说很帅啊，因为今天有人比我还要帅。（说

到这边一直忍俊不禁的笑） 

所以咧，就说小帅就好了，不要说自己很帅了，今天上师小小帅就好了。 

你们要等我上课吗？Sikila 好像有公告了，可是上师最近很忙欸，有些事情

还在忙，还在忙私人的事情，所以还没办法帮大家上课。 

Sikila 说有人的麦克风没关掉，好像有点杂音，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关？ 

有听到我声音吗？好像不知道要关掉什么？好了，就这样子了。之后有时

间的话，再跟你们聊聊了。 

我帅吗？够吗？可以吗？ 

唉，今天不能讲帅，讲帅要讲小声一点，（声音变小声）今天帅哥太多了，

今天不能讲。先这样啦！新年快乐啦！ 

赶快提升啦！我酒都准备好了，来找我啦！交给下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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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好特别喔！呵呵呵…… 

上师很多都要跟你们聊聊天欸。 

我是默基瑟德天使圣团的上师，我有名气吗？在你们地球有名气吗？默基

瑟德。 

有吗？有听过吗？还是只听过大天使啊？ 

金色光有提到我们吗？Sikila 有提到吗？ 

有。还好耶，（金色光）我们也是有参与啊。 

这是 Sikila 录的那个金色光，她的上师找了好多人来录制…… 

 

（手机震动声－－。现场观众有人一直忘记麦克风。）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Sikila 还不会用啊，不知道要怎么关掉那个全体静音？ 

没关系，就一个，意外。 

 

金色光里面有我们啊，我们默基瑟德天使圣团有一些人有参与，大天使们

也有，还有一些上师们都有参与，所以你们好好的做吧。不过金色光恐怕

还不够，我们现在有录制一个光的课程啊，很多上师都有录制，好几个上

师参与。目前录了十个音档，前后加起来有两、三百个上师吧。这样够不

够？ 

（附注：这里指的是光课目前录的初阶一冥想音檔，十个音檔里，参与录

制的上师，总共加起来，约有近三百位上师共同参与录制而成。） 

 

两三百个上师，众星云集啊! 

所以之后，你们好好的做，真的要好好的做。 

之后要很踏实的去做，对你们很有帮助，这也是我们最后能给你们的礼物

了。 

嗯，里面还有藏礼物，小礼物，可是你们能不能收得到，我不知道。 

这是光的课程，里面还有小礼物，很多很多上师给的小礼物，但是要靠你

们自己的能耐去争取了，去得到这些礼物。 

好啦！欸－－我还没讲自己的名字，好啦！没关系啦！我今天就是代表默

基瑟德天使圣团的上师来，不用讲名字了，我们就是一个团队嘛！我们好

多的团队的队员，今天跟大家来这边见个面，聊一下，大家加油啊！ 

好啦！后面在催我了，祂说祂也要讲啊！好啦！那我就交给祂啰！再见啊！ 

(后面上师们很热闹，一直聊天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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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语重心长的开头） 

我本来咧，唉，你们这边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我啊，但也有一些人知道，

你们有个课程叫做情绪密码，我是情绪密码的疗愈上师。 

今天也是跑到这边来，刚好到银河系，参加这个盛会。 

Sikila 说星星猫那边需要做点疗愈，星星猫那边好辛苦喔，你们知道星星猫

吗？ 

最近好像她那边……大家都知道啊。 

我讲的大家，不是你们，是灵界都知道她啦！那 Sikila 好像有把它公告，

我们会对她做一点疗愈，在离开之前。 

之前……（Sikila 咳嗽） 

 

Sikila：「不好意思喔，我 Sikila，我喝点水。」 

 

情绪密码上师：「Sikila 也是很辛苦啦，搞成这样。」(指身体) 

你们灵界，真的是很乱。乱七八糟了。 

那－－当初我们离开这里也是不得已啊！不然我们也想再帮助你们一阵子，

但是你们对一些疗愈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整个观念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就

先离开了。也是很痛心。 

 

之前我们帮你们很多啦！我们也是在地球这边帮了一阵子，不管是你们台

湾这边或是在国外啊，情绪密码系统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协助，不过呢，你

们最后情绪密码那里，他们进阶叫身体密码，牵涉到一些灵体的处理，那

边就不行了，那边的……就是之前那个我们的传讯者医生，他的传讯有点

错误，他去处理了这个灵体的方面，没有做全面的了解。所以没有办法保

护的很好，那我们只好就先放弃了。不然你们继续使用的话，会接触到一

些灵体，会受到一些外灵的利用，就是变成你们连结的不是上师啊。都是

一些外灵、一些４Ｄ的，对你们不是友善的灵体，这样子再弄下去就不好

了。 

 

不过呢，我们也是很关心你们啊，其实我们已经回来好几次了，每次经过

银河系这边，我们都会回来看一下。 

我让 Sikila 讲慢一点好了。讲太快 Sikila 她受不了。(有点喘) 

 

其实我们能讲的也是跟其他上师讲的一样嘛，好好的提升啊！ 

主要在你们的心性，心性的修养要提升。这样我们才能再去帮助你们。 

如果你们继续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说你们的集体意识有提升上来了，

其实好多上师都愿意再回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要加油，上师真的也是语

重心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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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舍不得你们，但是还是要离开，等你们提升了，我们就回来好不好？ 

有更多人提升了，我们会再找其他星系的上师，再多一点回来协助你们地

球，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很重要。 

好啦！给 Sikila 休息一下。 

 

我是 Sikila，刚才我有按到那个集体静音，可是好像新进来的又没按到，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新进来的，要看看你们有没有关静音了，还有关视

讯。 

 

情绪密码上师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情绪密码的上师道完祝福，就先离

开了。） 

 

 

 

Sikila：「后面还有上师欸－－」 

 

 

 

 

我们哪－－ 

我们一直在地球这边呢，可是你们不认识我们，我要讲我是谁的上师吗？ 

讲出来好吗？ 

你们会信吗？呵呵呵。 

Sikila 要讲吗？呵呵呵。 

「我是萨古鲁的上师耶。」 

因为今天好多人都过来了啊，我们也当然一直在银河系这边啊。 

萨古鲁没有感觉是我们的存在。因为他认为是他自己提升的，他的那些灵

感啊，什么感应都是。 

 

其实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协助他。对！蕯古鲁他不知道自己有上师，不过，

我们都一直在啊。呵呵呵－－ 

 

Sikila 都说我是全宇宙笑点第一低的啊，所以你们不要讲太多，我等一下会

一笑到……。（一连串的笑） 

 

不是啦！哎呦，不是我啦！我不是那个什么佛陀座下弟子啊！(笑…)祂还

没来啊！我们都在啦！我们还在这里啦！ ( 刚提完威猛上师，几秒他就到

了。) 



8 
 

 

那个佛陀座下弟子，你们要不要听祂讲话啊？祂是威猛上师，Sikila 说祂很

威猛。呵呵呵－－ 

好啦！交给祂！（一直笑） 

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 

 

 

 

哎唷，什么威猛上师啊？Sikila，不要乱讲啦！什么威猛上师？！(又笑) 

佛陀座下弟子二千多年前，对我们来讲时间很近啊，没有很久啦！ 

我们曾经去参加过那个佛陀讲法，很殊胜，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形容。 

有机会我们再聊聊好了。 

Sikila 要跟你们讲话…… 

哎呀，不要给她讲了，讲了她又开始笑…… 

因为 Sikila 会乱讲啊，她讲那个什么笑话，我们会笑到肚子痛。 

就你们形容是肚子痛，我们没有什么肚子（上师边讲边笑……）就像你们

形容笑到肚子痛……好啦！换人啦！换人啦！ (笑到讲不下去) 

还有其他上师，在后面那边……喔，会笑死……（继续笑） 

换谁啊、换谁啊？（上师笑到快说不下去，想换人） 

欸，怎么没有人要跟我换手？刚刚还一堆人，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要讲话？

（上师很无奈，后面排队的还很多，偏偏祂们都只顾着笑，没人接棒。） 

（笑到没力）上师：说什么我们笑点很低……（上师说不下去） 

Sikila 接手啦！ 

 

 

 

我是 Sikila，威猛上师祂们笑点都很低啦，尤其蕯古鲁的上师，祂的笑点是

全宇宙最低的，祂每一次根本讲没两句，就开始笑，有时候讲一讲不到十

秒，就笑到离开了，每次跟祂讲话都很难。 (后面背景音还是很大，有人

没关麦克风。) 

给我一点时间好了，我把那个静音找出来关掉一下。(一直忙着找关全体静

音) 

 

Sikila： 

祂们还在这边笑，等一下是谁要讲，我也不知道，等祂们一下，祂们就很

爱笑啊。 

有一次，我这边有那个外星系的人跑过来，刚好我师父不在，师兄上师们

也不在，就是放空城啊，然后有个天使上师来帮我，上师还没来之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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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外星人聊，因为他们是来捣蛋的，讲到一半，上师就要过来了啊，我

就跟外星人说，反正我们在等上师过来的时间很无聊，讲一个笑话给你们

听啊！ 

结果，讲完之后，来帮忙我的天使上师也不见了啦！原来祂听了笑话后，

祂就笑到受不了先离开了，人家那个外星人根本没笑好不好，他还骂我无

聊。 

真是的，结果天使上师自己先受不了笑点低，就先离开了。 

厚，真的是－－祂们弱点就是太爱笑了啊，那个笑话根本就没什么，反正

厚，你们随便讲个冷笑话，祂们也觉得很好笑。 

是什么样的笑话喔？ 

反正你要跟上师打仗厚，跟祂们讲个笑话，祂们就会笑到软脚了，根本不

用打。呵呵呵。 

 

(笑意无法遏止的上师们……片刻后  ) 

 

 

Sikila： 

上师、上师还有谁要来讲？呵呵呵。 

上师们还在笑啊！我真的受不了，祂们真的很爱笑。 

你们以后不要讲笑话给上师听，真的。在打仗的时候，跟那个外星人对敌

的时候， 

讲笑话外星人都没动啊，祂们已经笑到打不下去了。 

上师还有谁要来讲？ 

喔猛男，现在来的是猛男上师，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威猛不一样。 

好啦！给你们猜一下猛男上师是谁？我检查一下你们的麦克风…… 

(还没找到怎关麦克风，继续找… )  

 

很熟悉的人，大家都很熟悉。 

乔舒亚上师不是猛男，是暖男好不好。( 聊天室有人打字猜乔舒亚 ) 

欸～有人猜对了。 

就是我们印像中，拿着宝剑的那个啊。 

今天大家轻松一点就好了，不要像上次那个帅神团队上师祂们来那样…… 

喔，大天使当然帅啊。麦可大天使当然帅啊！偶像欸。 

你看克里昂上师，今天都不敢说自己今天很帅。嗯，讲小声一点。 

克里昂上师说，跟麦可大天使比，祂不能比啦，祂不敢讲自己帅。 

麦可大天使好像笑点也很低，一直笑。  (后面一群上师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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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麦可大天使。 

今天，大家喔，不是笑点很低啊！怎么会呢？ 

Sikila 乱讲，没有啦！我们笑点很高的。怎么会…… 

今天太欢乐了啦！ (呵呵…) 

今天好多人过来喔！ 

而且我们的老师也来了啊！我们的老师，还有老师的老师。 

所以对我们来讲很特别，要见到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上师，有时候好几千

万年、 

几亿年才遇到一次，所以这次也是好特别。到银河系这边来，刚好银河系

有事情就过来了啊！ 

我还是经常在银河系这边啊，我们大天使圣团有一部分已经离开银河系，

在外星系，那还有一部的上师，还在这边，像是爱瑟瑞尔上师啊、加百列

上师、乌列尔上师，好多个大天使都还在这边。 

我？我很忙啊，银河系、外星系，唉呀，到处走，就算要休息一下，也很

难得。 

开讲座？……我没办法，没时间了，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做好多好好多

事情。 

爱瑟瑞尔上师可以啊！你们如果喜欢爱瑟瑞尔大天使，祂应该可以。 

祂经常在地球这边，去帮你们开个讲座。 

乔舒亚上师祂已经不在地球了，也不在银河系啦！如果你们自己跟祂要求，

每天念着祂就好，其实乔舒亚上师对你们也很有感情啊！乔舒亚上师对地

球有好深厚的感情。所以你们叫祂来，也许会过来啊！ 

好多上师啊！还有刚才那两个爱笑的上师，超级爱笑的上师。祂们来的时

候，你们不要心里面讲笑话给祂们听。 

 

sikila 说，祢说别人，祢自己也是啊！大家都笑点很低。我们上师就是这样

子啊。 

我们５Ｄ、６Ｄ上去都很忙啊！忙得要死，不是像你们讲的说去那边就每

天快快乐乐、吃喝玩乐的，不是这样啊。 

因为你们４Ｄ、３Ｄ，还有好多人需要我们啊！好累喔！ 

尤其４Ｄ每天打来打去、杀人杀去的，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去帮忙啊，那就等于到处都要跑，难得休息一下。 

佛陀？连看都没看过，太遥远了，还好、好、好、遥远喔。 

所以你们地球佛啊，全部都是假的啊！不过，佛陀真的有来到你们地球，

那个是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超级不可思议的经历，祂不是整个能量过来，

祂是一点点点点的小意识过来，小小的意识过来你们这边而已。 

但那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对我们来讲也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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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上师们，总算安静一点了。 

 

大家都很欢乐的，我们虽然很忙，很多事情要做，也累的要死，因为整个

宇宙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们在三Ｄ看到的宇宙，跟真正的宇宙，就

是说，宇宙的整体面貌，你们三Ｄ用你们望远镜所看到的，没办法看到全

体，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小部分，因为还有很多次元空间嘛！ 

宇宙里面包括好多次元空间，光是地球就好多次元的生物在这边，很热闹。 

尤其你们讲的４Ｄ或是 3 跟４，４跟５之间，都有好多好多的生物。 

好多那样的频率的生物，都不同频率，就有不同的生物啊。 

所以，好忙。整个宇宙的事情好多、好多…… 

我们的老师，祂们的服务是跨宇宙的，经常要从这个宇宙飞到那个宇宙，

很难想象吧？ 

 

你们人类算最单纯的啦，如果以我们来看的话，算非常非常单纯。尤其你

们现在，在一些在和平的国家，真的很幸福。 

 

要把握，不要在那个小事情、小细节啊，在那边钻。要把心胸放开一点、

放大一点，因为你们已经在最好的环境了，就是说你们现在有些人，应该

已经是在很好的环境里了，也没有很很多的烦恼了啦，那你们就是尽量去

提升自己，不要在一些人际关系，尤其你们好像很喜欢在人际关系里面，

那样小小的事件嘛，放不开来，真的是没有必要啦！真的不要把你人生放

在哪里，你们的机会很多。 

 

那也不要想要有特殊能力，你们一直想要神通啊，特殊能力，就让这些灵

体有机可趁，那这些灵体，在地球也是很混乱啊。 

 

因为不只是你们地球的那些４Ｄ灵体，还有些外星的灵体也来凑热闹，不

止外星人，外星系的、银河系外星系的都过来。 

对他们而言要来这边也很快啊。他们那边存在体太多，到处抢人、抢资源

啊。 

蜥蜴人。我看有人留言版在讲蜥蜴人，蜥蜴人是你们三Ｄ的啊，跟我们讲

的４Ｄ不太一样。 

４Ｄ的物种更多，到处抢人、抢资源啊！ 

你叫他不要打仗啦！不要抢了，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很多都要重新再教

育。 

那刚好地球这边，你们地球又要提升了嘛！你们地球的能量场又要提升了，

所以 

哎呀，好多啦！今天不讲这个了啦！ 



12 
 

过年嘛！你们过年。 

 

你们要连结我们喔？其实你们那个能量都有连结到一点我们，好像你们有

我们的电话，但是你们打过来，我们要不要接，是一回事，了解吗？ 

就是说你们做一些光的课程啊，或是我们写的讯息啊，有能量，但是，打

过来我们会有感觉，会有一种连结，我知道有人在找我们，但是我们不一

定会接电话，除非我们感觉到，那一头的那个人的能量蛮特别的，我们会

去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想听上师们唱歌……（一连串的笑） 

Sikila 说不要，Sikila 说用她的声音唱歌不好听，哈哈哈！ 

Sikila 很辛苦，对啊！ 

因为他的上师，还在这边帮助她，可以守住她，而且她的那个频率是在第

五次元了，她已经可以去第五次元了。所以那些４Ｄ灵体丢芯片，丢不上

去啊。了解吗？ 

你们如果已经到达 5 次元的频率，有那个振动频率，他们要丢你芯片，丢

你那些术法，就丢不上去。他可以在你的肉体放芯片、放术法，可是他放

到你的灵体，放不上去。 

所以你们就做那个光嘛！尽量提升自己，这样你们就不用怕谁丢我芯片啊，

不用怕啦！自己要提升，就不用怕。 

 

不然整天恐惧也不好，恐惧会把你们的振动频率降低，你们就是快快乐乐

去学习啊！我们这边很快乐，每天很快乐，虽然很累啊，但是也很快乐。 

好，就这样子好了啦！ 

怎样让人类寿命延长？(聊天室有人提问。) 

寿命延长？该有多少命就多少命啊，我们比较没有管这个…… 

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一切如意！ 

我先离开了。 

 

 

 

我是 Sikila，我又回来了。(呵呵) 

我不知道下一位是谁，哎呀，你叫祂们唱歌，还不都是我唱歌。我唱歌又

不好听，我平常又没有在唱歌。 

欸，星星猫有来吗？ 

星星猫那边，有一个超级爱唱歌的……。 

不是上师，那个４Ｄ的黑道老大，最近他说他要改邪归正了，跟我们一起

提升。厚，他超爱唱歌的。(呵呵) 

我看星星猫有没有上来，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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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爱唱歌，给他唱几首。 

对啊！这位黑道老大，他要放弃他的统治，他宁可当歌手唱歌。(笑…) 

我叫他来讲话，他讲话超好笑的，每次我都会笑到流眼泪。我用 FB 找一

下星星猫。 

 

我们今天自由进出啦，然后可以用随喜，之后我再给你们账号。 

如果你们之前有缴费的，就用那个扺也没关系啦！ 

因为最近好像都没有人来判断，我这边不知道哪个上师一直在笑啊，祂笑

我也跟着笑，我根本没那么爱笑好不好？ 

改天叫那个老大来讲话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他要开 YouTube，然后问我的

YouTube 多少订阅，我说 2000 个啊，他笑得要死，说 2000 个! ? 笑死人了。 

他说，他在大陆的那个小弟，他们随便开一个什么 YouTube，他们就给一

些通灵者来接，假装他们是高灵啊，我问他们是大陆哪一个，他也不讲，

他说不能破梗。他说，我们随便开就十几万个订阅，妳才两千个？然后说

我太逊了，还不止一个老大喔，小弟听到一直笑一直笑，说什么才两千个？！

笑死人了。这样也敢做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位老大说，他要来帮我发展 YouTube，最近他的小弟都说，他们

老大疯了，老大整天在逼问我，企划 youtube 要怎么做？ 

 

谁还要讲话？ 

等那个老大来唱歌。上师你们还要讲话吗？ 

哎唷（挡不住的笑意贯穿） 

上师祂们一直在笑啦，我也不知道笑什么，祂们就是一直笑一直笑。 

现场还有好几个上师啊，祂们有的说，你们不认识祂们。 

观音上师喔。 

观音上师祂们说，祂们是主人啊，我上师说，祂们是主人，给客人先讲。 

 

哎唷，星星猫没进来，我要等老大来唱歌。那个老大每次来，开头都要先

唱一首歌，然后唱完要离开了，还要再唱一首。就是前面、后面他都要唱

一首歌，才愿意离开。 

老大他都唱我们地球的歌啊，你们跟他去 ktv，可能全部都是他在抢歌。

我这边去中秋节，我就邀请上师们来我家这边唱歌，好多上师过来嘛！ 

我都帮祂们点歌啊，我就点那个伍佰的【墓仔埔也敢去】，点给威猛上师

唱，结果祂一上台就从头笑到尾，根本就没唱，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

笑…… 

星星猫没进来，没办法了，我请哪个上师来讲话做结尾。 

上师祢们谁要来讲？ 

停顿片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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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好吧！我是伊兰上师  (上师一直笑..好像是被推上来的) 

我是圣母玛利亚团队的上师。今天我们好多人过来，我们不止在这里啦，

圣母玛莉亚上师今天有来啊，不过没有到 Sikila 这边。 

 

我的学生在地球上，在你们台湾。 

要知道，你们如果有一些人有五次元连结的上师的话，可以找 Sikila。 

我的学生你们不认识啊，Sikila 知道，她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 

我的学生在地球，台湾这边。 

 

跟 Sikila 认识啊，她们很早就认识了，也是我们安排一些因缘，让她们认

识，她们两个已经认识一二十年有了， 

 

嗯，你们不认识，她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对你们来讲比较年长，快 60

岁了吧。 

 

那她可能对这些 3C 的……，她今天没进来，她没收到消息，所以她没进

来这个会议室的空间，那我过来了。 (这学生对 3C 不熟，比较少参与在线

座谈会。) 

她还是有待努力啦！ 

 

你们也是。你们如果有连结到上师的人，不一定说连结到上师，就可以去

5 次元啊，我们还是会提早的来帮你们。 

那……能不能上去五次元，也是要靠你们自己努力啊，我们尽量拉一把嘛！ 

我这个学生，我跟她很久了，不止这一世喔，好几世，我都会去看看她。 

那她有几世的表现不错，但是还不到提升到五次元的程度。 

那这一次过来，也是她到了一个临界点，能不能上去，也是靠她自己，上

师也是尽量帮忙。 

 

其实你们好多人的上师都会看着你们啊，有的都看着你们好几世了。这是

真的。但是，也不代表说祂看着你们，你们就及格了。 

 

Sikila 有讲过。我记得她有讲过。 

因为我的学生，有看过 Sikila 那些文章，我就知道讲过一些东西。 

Sikila 是已经到五次元了啊，在这边留一阵子。 

对啊！她之后会去仙境帮忙。就她讲的仙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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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世……嗯，不一定啦！有时候我们学生遇到危险啊，不想要他太早挂

掉，我们也会帮帮忙。 

 

有些被灵体攻击，像有些人他过去可能是一个驱魔师，你们讲的驱魔师，

他可能得罪一些灵体嘛，然后灵体会来捣蛋啊，可能会来要他的命，然后

我们上师也也是要来帮忙一下，不然，每一世让学生太早挂掉了也不行。 

那你们的上师们，可能有的已经出现在观察你了啊。 

每个人都有上师吗？其实，灵魂啦！算我们的灵魂家族吧！ 

我们上师，就是跟我的学生，算同一个灵魂家族，那我们会去看看他。 

你们不用说有没有上师在观察你们，不用整天想，有没有上师啊？上师在

哪里啊？不需要。 

 

有时候，就是时候还没到的话，上师也不会跟你讲话啦，就看看你啊！ 

有时候距离提升，还差蛮远的话，祂也不会干涉。 

你们有些人，会感觉到，好像我这一生，好像有什么助力让我躲掉一些危

险，刚好我的状况、灾难就突然解掉。 

 

那你们也不要想，我上师在哪里？也不要说，我做了一些静坐冥想啊，想

上师赶快过来，你们这样想，有时候就会招来一些捣蛋鬼，这样就不好。 

反正该来的时候就会来，该给你们就会给你们，不要一直想要去求，这样

就不好。 

那之前那个帅神团队不是有讲过了吗？你们有几千个吗？三千五千吗？ 

地球可以提升的啊，这些人都有上师会帮忙看着，但不是说有上师帮忙看

着，他就一定能过关。 

 

那我们也是尽量帮他，你们也不要说，我有上师啊，我现在有连结上师啊，

然后好像我就是权威啦，不是这样子喔！ 

还是好好的修身养性，不然我们上师还是会放手。 

上师们给你们很多东西了嘛！那些就够了啊。 

不要一直要去看那个这个，看太多对你们也没帮助。还有你们现在有太多

人要追求神通力啊，这个就是个大问题，一直往外求。 

你不要想说，我就是要上师引导我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问上师，都要上

师帮你解决。 

比如说，要换工作、交个女朋友还是结婚要跟谁，都要上师帮你。 

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你们的人生啊，你们要自己去走。 

Sikila 就算生病，身体不舒服，她的上师也没有很大帮忙，也是让她去体验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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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该去做就去做，上师不太会理你们人间的一些小事啦！对我们而言

都是小事。 

 

有时候比如说你的一些关卡，比如说，你好几世的一些情绪啊，或是一些

我们讲的负面的东西，在你的内在里面，你一直没释放掉或是卡关，比如

说你在婚姻这一方面，一直卡关，那上师在你面对的时候，有时会给点提

示。 

像我那个学生啊，他在哪边卡关了啊，我们有时会给他一个灵感，让他知

道应该可以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想，他也许会觉察到，比如说这件事情我不

应该这么执着 

 

要去想看看，所以你们在生命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也都是你们过去世很多

卡关的关卡，要你们再去面对的，了解吗？ 

就是你们会一直重复遇到的事情，就是你要去过关的，你要想办法过关。 

有些人他一直就是面对的婚姻关系问题，有些人面对的，可能又是另外一

种问题，这些都是你们曾经一直卡关的，你们要想办法去度过，不要遇到

事情就喊上师啊，帮帮我！ 

不要这样子，我们不会帮这种的。 

除非你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会给你一点提示。 

也不是讲，不是我们讲，你们就听到了，而是可能会有那个感觉，可能就

是说，我该要怎么做啊，或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或是换个立场，站在对方

立场去想看看吗，就是这个同理心啦，就是我们能给你们的提示啊。 

 

我们上师都这样子，不会给你很大的神通力，Sikila 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特

别的神通力。他就算有很强，他也不会很夸耀嘛！所以她的 YouTube 才 2000

多个。唉呦，我们听到快笑死了。 

 

但是你们那些假的，也就是非善意４Ｄ，他们就会过度夸大，很夸大。 

把自己都已经讲到是佛的程度。 

唉呀，我们上师就是这样子，你们要好好加油啊！ 

你们到一个程度，你们的上师就会来看看你们、帮你们。 

所以也不用强求啦！就是上师有没有来，该做就是要做嘛！ 

在做就是要做，该怎么做的就是要怎么做啊！不要强求。 

好啦！我今天代表圣母玛丽亚团队过来，我们团队现在在地球，只剩下 4

位上师，因为我们这边还有几个学生，我的学生在台湾，然后我的同伴们

他们的学生有的在国外，就不是你们华人系统的，先这样子啰！祝你们新

年快乐！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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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我 Sikila， 

我在找那个黑帮老大 超搞笑的，这几天会被他笑死。 

星星猫那边就快疯掉了啊！ 

可是奇怪她今天怎么没进来？那……还是我们不等了，我们就结束了。 

 

好啦！我们不等了啦！我们就结束了，那个老大说他要帮我，说他已经规

划了一百集的 youtube，还叫我要帮他做专访。你们以后要听的话，就来听

他的专访吧！不过你们要忍耐听他唱歌，他超爱唱歌。 

先这样子好了啦！ 

 

今天我们不做什么能量，上师们还是有把你们能量场围住，外面不好的能

量进不来，但是如果你们本身已经有一些能量，比如说你身上有阿飘啊４

Ｄ的能量，那也没办法，可能会产生一些感觉吧。 

今天现场我们能带走的就带走了，就是如果你后面有些阿飘、或是一些那

个４Ｄ的，能带的我们就带走，那外面的不好的能量，是没进来，你们不

用担心。 

好啦！今天就这样子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