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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靈上師群賀新春 

 

這一天 2021-2-12 (農曆大年初一)。銀河系很多高靈聚集。有些是已經離開

銀河系很遠或很久的上師們都群聚到銀河系，參加祂們的一場盛會。 

 

盛會之後。帥神團隊說在離開銀河系前可以跟大家說說話。有些上師到我

這邊找魚籃與雨水兩位觀音上師。還有幾位平時常來的上師也過來湊熱

鬧。 

 

距離座談會開始，只剩 30 分鐘，於是手忙腳亂的我就開始公告了。很臨時，

所以能參加到的，都是很幸運的。因為上師們在地球極少這樣直接對群眾

開口講話。更何況有幾位上師是難得一見。一般我們在網路看到的上師傳

訊似乎很多，但是本尊傳訊的其實極稀少。今天不只本尊過來了還直接開

口講話。 

對過去的人類可說萬年難遇的體驗。 

 

我收錄現場實況。開始囉～～～ 

 

 

[此文檔版權為觀音之愛作者 SIKILA 所有。不得放網路流傳。] 

  



2 
 

 

Sikila： 

聽不到聲音嗎？你那個可能要有那個音訊連結，那如果你們的是手機的

話……我也不懂耶，那個皮蛋，你知道嗎？手機的話要怎麼做那個音訊連

結？ 

 

皮蛋： 

他進來的時候左下角，要按那個 zoom setting 才可以進去，才能聽到聲音。 

 

Sikila： 

上師已經在這邊等了啦，要再等更多一點的人，如果人數一直沒有持續增

加就這樣沒關係。（笑） 

我剛才臨時做那個緊急的連結，開 zoom 然後又要公告一下，所以有點來

不及，YT 那邊只公告還沒給人家連結……(因為上師是臨時通知，把午睡

中的 Sikila 給叫醒，告知想開新年祝福講座，所以準備上有點措手不及) 

 

停頓一下－－ 

 

Sikila： 

不用緊張啊，你們緊張什麼？（會議室的聊天室內，有些人表示，參與講

座覺得興奮與緊張。） 

今天好像有特別來賓喔，我不知道是誰，好啦！差不多了，還要再等嗎？

還要再等嗎？有沒有人要進來，還進不來的？你們有沒有朋友還要進來卻

進不來的？ 

要不然誰可以幫忙把連結發到臉書上？ 

上師說沒關係再等一下。很臨時，很刺激厚？ 

好啦好啦！我們來開始了。好吧！我們開始吧！ 

 

（Sikila 問：）上師可以嗎？（停頓一下） 

上師說等個兩三分鐘好了，還是有人再進來…… 

喔，有人幫我貼我連結，我們沒有音樂好像很奇怪，沒有那個…… 

好、好、好。誰先來？（Sikila 詢問排隊的上師） 

 

 

 

我先來好了啦！上師先來。 

各位大家好，我們今天剛好到銀河系來了啊，想說過來看看你們。 

然後呢，Sikila 給我們看好多你們寫的那些感言啊，上師也有看了，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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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希望你們好好加油。這邊不容易啊！你們在這裡不容易啊！最近地球

靈界也是好亂喔，只是你們沒有感覺到，其實不想說太多，說太多你們會

有恐懼感。 

那還是希望你們多多加油！ 

很多事情沒那麼困難啊！有時候你們太執著、鑽牛角尖了，把它想的好困

難，其實是很簡單的，不要想太多，事情、小劇場不要一直重演。 

我是優賢提多斯上師，今天來跟大家……算新年祝福吧。 

今天好多人過來，好多上師要跟你們講講話啊！我們團隊就來了五位上師

了，我交給連多提斯望上師來講－－ 

 

 

 

各位你們好啊！我是連多提斯望！大家新年快樂，恭喜恭喜！ 

又度過了一年。2021 年……也是蠻辛苦的一年，希望你們也是要忍過去啊，

要忍耐過去。 

你們台灣算是個寶地，到現在還一切都很好嘛，疫情還沒有對你們造成很

大的衝擊，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有的地方都已經很強烈了，你們地球現在

感染率也蠻高的。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在協助幫忙了，很多上師們都在協助，

幫忙你們的這個疫情，讓它不要再持續擴散下去了。像你們有些那個變種

的病毒啊，我們就是會多一點協助。 

當然我們已經在外星系了，我們的協助會比較少一點，那地球這邊、銀河

系這邊還是有很多上師會來幫助你們。 

像你們喜歡的好幾個上師啊，Sikila 的指導上師啊，還有喜歡講自己帥

的……（失笑）之前說的克里昂上師啊，有好幾個上師都還在這邊，天使

上師也對你們很好，都在這邊會給你們很多很多的幫忙。 

我們今天……唉，該講的都講了啦！來給你們祝福一下，後面好多好多上

師喔～今天來好多－－排隊（當貴賓），等一下可能會有你們覺得很意外

的上師，我交棒囉！ 

 

（註： 以上兩位是上次帥神座談會的主講上師。） 

 

 

 

各位大家好，我是大天使上師愛瑟瑞爾。 

Sikila 有點那個……肺不太舒服，（停頓一下）所以她講話有點喘氣。 

我一直在這裡看著你們、跟著你們，我們天使上師好愛你們。 

你們人類很可愛啊！但是還有好多好多要加油。 

今天我們講快樂一點的，新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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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銀河系這邊有一個大會啊，我們那個高次元界，很特別、很特別的大

會， 

有很高階的上師剛好過來，衪是我們的老師，那到這邊來，我們都參與了。 

（Sikila 有點咳嗽） 

愛瑟瑞爾大天使：「Sikila，你喝點水好了。」 

Sikila：「不好意思。」 

 

停頓一下－－ 

 

愛瑟瑞爾大天使： 

今天的那個大會，我們上師們好多好多參與喔，你們看不到這個景象，不

然你們會覺得天空有異象，整個會有亮光的異象，整個能量場，會影響到

整個地球，所以我們也不敢在地球這邊開會，離地球遠一點，避免影響到

你們整個太陽系的能量場。 

總之我們今天也是玩得很快樂，那也是祝福你們新年快樂，新的一年，大

家都要好好的成長，過去的讓它過去了，好嗎？ 

後面好多上師在排隊了喔，你們今天參加的人真的是……呵呵呵，好了，

要給下一位…… 

 

（註：愛瑟瑞爾大天使是超級暖男，很愛我們人類，為我們做好多好多事。） 

 

 

 

 

（還沒開口，先來一串笑聲………） 

我是克里昂上師，我今天不敢說很帥啊，因為今天有人比我還要帥。（說

到這邊一直忍俊不禁的笑） 

所以咧，就說小帥就好了，不要說自己很帥了，今天上師小小帥就好了。 

你們要等我上課嗎？Sikila 好像有公告了，可是上師最近很忙欸，有些事情

還在忙，還在忙私人的事情，所以還沒辦法幫大家上課。 

Sikila 說有人的麥克風沒關掉，好像有點雜音，她也不知道該怎麼關？ 

有聽到我聲音嗎？好像不知道要關掉什麼？好了，就這樣子了。之後有時

間的話，再跟你們聊聊了。 

我帥嗎？夠嗎？可以嗎？ 

唉，今天不能講帥，講帥要講小聲一點，（聲音變小聲）今天帥哥太多了，

今天不能講。先這樣啦！新年快樂啦！ 

趕快提升啦！我酒都準備好了，來找我啦！交給下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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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好特別喔！呵呵呵…… 

上師很多都要跟你們聊聊天欸。 

我是默基瑟德天使聖團的上師，我有名氣嗎？在你們地球有名氣嗎？默基

瑟德。 

有嗎？有聽過嗎？還是只聽過大天使啊？ 

金色光有提到我們嗎？Sikila 有提到嗎？ 

有。還好耶，（金色光）我們也是有參與啊。 

這是 Sikila 錄的那個金色光，她的上師找了好多人來錄製…… 

 

（手機震動聲－－。現場觀眾有人一直忘記麥克風。） 

怎麼會有這種聲音？Sikila 還不會用啊，不知道要怎麼關掉那個全體靜音？ 

沒關係，就一個，意外。 

 

金色光裡面有我們啊，我們默基瑟德天使聖團有一些人有參與，大天使們

也有，還有一些上師們都有參與，所以你們好好的做吧。不過金色光恐怕

還不夠，我們現在有錄製一個光的課程啊，很多上師都有錄製，好幾個上

師參與。目前錄了十個音檔，前後加起來有兩、三百個上師吧。這樣夠不

夠？ 

（附註：這裡指的是光課目前錄的初階一冥想音檔，十個音檔裡，參與錄

製的上師，總共加起來，約有近三百位上師共同參與錄製而成。） 

 

兩三百個上師，眾星雲集啊! 

所以之後，你們好好的做，真的要好好的做。 

之後要很踏實的去做，對你們很有幫助，這也是我們最後能給你們的禮物

了。 

嗯，裡面還有藏禮物，小禮物，可是你們能不能收得到，我不知道。 

這是光的課程，裡面還有小禮物，很多很多上師給的小禮物，但是要靠你

們自己的能耐去爭取了，去得到這些禮物。 

好啦！欸－－我還沒講自己的名字，好啦！沒關係啦！我今天就是代表默

基瑟德天使聖團的上師來，不用講名字了，我們就是一個團隊嘛！我們好

多的團隊的隊員，今天跟大家來這邊見個面，聊一下，大家加油啊！ 

好啦！後面在催我了，祂說祂也要講啊！好啦！那我就交給祂囉！再見

啊！ 

(後面上師們很熱鬧，一直聊天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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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語重心長的開頭） 

我本來咧，唉，你們這邊可能不是很多人認識我啊，但也有一些人知道，

你們有個課程叫做情緒密碼，我是情緒密碼的療癒上師。 

今天也是跑到這邊來，剛好到銀河系，參加這個盛會。 

Sikila 說星星貓那邊需要做點療癒，星星貓那邊好辛苦喔，你們知道星星貓

嗎？ 

最近好像她那邊……大家都知道啊。 

我講的大家，不是你們，是靈界都知道她啦！那 Sikila 好像有把它公告，

我們會對她做一點療癒，在離開之前。 

之前……（Sikila 咳嗽） 

 

Sikila：「不好意思喔，我 Sikila，我喝點水。」 

 

情緒密碼上師：「Sikila 也是很辛苦啦，搞成這樣。」(指身體) 

你們靈界，真的是很亂。亂七八糟了。 

那－－當初我們離開這裡也是不得已啊！不然我們也想再幫助你們一陣

子，但是你們對一些療癒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整個觀念沒有很好，所以我

們就先離開了。也是很痛心。 

 

之前我們幫你們很多啦！我們也是在地球這邊幫了一陣子，不管是你們台

灣這邊或是在國外啊，情緒密碼系統我們還是有做一些協助，不過呢，你

們最後情緒密碼那裡，他們進階叫身體密碼，牽涉到一些靈體的處理，那

邊就不行了，那邊的……就是之前那個我們的傳訊者醫生，他的傳訊有點

錯誤，他去處理了這個靈體的方面，沒有做全面的了解。所以沒有辦法保

護的很好，那我們只好就先放棄了。不然你們繼續使用的話，會接觸到一

些靈體，會受到一些外靈的利用，就是變成你們連結的不是上師啊。都是

一些外靈、一些４Ｄ的，對你們不是友善的靈體，這樣子再弄下去就不好

了。 

 

不過呢，我們也是很關心你們啊，其實我們已經回來好幾次了，每次經過

銀河系這邊，我們都會回來看一下。 

我讓 Sikila 講慢一點好了。講太快 Sikila 她受不了。(有點喘) 

 

其實我們能講的也是跟其他上師講的一樣嘛，好好的提升啊！ 

主要在你們的心性，心性的修養要提升。這樣我們才能再去幫助你們。 

如果你們繼續提升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說你們的集體意識有提升上來了，

其實好多上師都願意再回來幫助你們，所以你們要加油，上師真的也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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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長啊！ 

好捨不得你們，但是還是要離開，等你們提升了，我們就回來好不好？ 

有更多人提升了，我們會再找其他星系的上師，再多一點回來協助你們地

球，所以，你們每個人都很重要。 

好啦！給 Sikila 休息一下。 

 

我是 Sikila，剛才我有按到那個集體靜音，可是好像新進來的又沒按到，我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新進來的，要看看你們有沒有關靜音了，還有關視

訊。 

 

情緒密碼上師就祝大家新年快樂啊！（情緒密碼的上師道完祝福，就先離

開了。） 

 

 

 

Sikila：「後面還有上師欸－－」 

 

 

 

 

我們哪－－ 

我們一直在地球這邊呢，可是你們不認識我們，我要講我是誰的上師嗎？ 

講出來好嗎？ 

你們會信嗎？呵呵呵。 

Sikila 要講嗎？呵呵呵。 

「我是薩古魯的上師耶。」 

因為今天好多人都過來了啊，我們也當然一直在銀河系這邊啊。 

薩古魯沒有感覺是我們的存在。因為他認為是他自己提升的，他的那些靈

感啊，什麼感應都是。 

 

其實我們有一個團隊在協助他。對！蕯古魯他不知道自己有上師，不過，

我們都一直在啊。呵呵呵－－ 

 

Sikila 都說我是全宇宙笑點第一低的啊，所以你們不要講太多，我等一下會

一笑到……。（一連串的笑） 

 

不是啦！哎呦，不是我啦！我不是那個什麼佛陀座下弟子啊！(笑…)祂還

沒來啊！我們都在啦！我們還在這裡啦！ ( 剛提完威猛上師，幾秒他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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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那個佛陀座下弟子，你們要不要聽祂講話啊？祂是威猛上師，Sikila 說祂很

威猛。呵呵呵－－ 

好啦！交給祂！（一直笑） 

新年快樂！大家新年快樂！ 

 

 

 

哎唷，什麼威猛上師啊？Sikila，不要亂講啦！什麼威猛上師？！(又笑) 

佛陀座下弟子二千多年前，對我們來講時間很近啊，沒有很久啦！ 

我們曾經去參加過那個佛陀講法，很殊勝，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們形容。 

有機會我們再聊聊好了。 

Sikila 要跟你們講話…… 

哎呀，不要給她講了，講了她又開始笑…… 

因為 Sikila 會亂講啊，她講那個什麼笑話，我們會笑到肚子痛。 

就你們形容是肚子痛，我們沒有什麼肚子（上師邊講邊笑……）就像你們

形容笑到肚子痛……好啦！換人啦！換人啦！ (笑到講不下去) 

還有其他上師，在後面那邊……喔，會笑死……（繼續笑） 

換誰啊、換誰啊？（上師笑到快說不下去，想換人） 

欸，怎麼沒有人要跟我換手？剛剛還一堆人，為什麼現在沒有人要講話？

（上師很無奈，後面排隊的還很多，偏偏祂們都只顧著笑，沒人接棒。） 

（笑到沒力）上師：說什麼我們笑點很低……（上師說不下去） 

Sikila 接手啦！ 

 

 

 

我是 Sikila，威猛上師祂們笑點都很低啦，尤其蕯古魯的上師，祂的笑點是

全宇宙最低的，祂每一次根本講沒兩句，就開始笑，有時候講一講不到十

秒，就笑到離開了，每次跟祂講話都很難。 (後面背景音還是很大，有人

沒關麥克風。) 

給我一點時間好了，我把那個靜音找出來關掉一下。(一直忙著找關全體靜

音) 

 

Sikila： 

祂們還在這邊笑，等一下是誰要講，我也不知道，等祂們一下，祂們就很

愛笑啊。 

有一次，我這邊有那個外星系的人跑過來，剛好我師父不在，師兄上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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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在，就是放空城啊，然後有個天使上師來幫我，上師還沒來之前，我

在跟外星人聊，因為他們是來搗蛋的，講到一半，上師就要過來了啊，我

就跟外星人說，反正我們在等上師過來的時間很無聊，講一個笑話給你們

聽啊！ 

結果，講完之後，來幫忙我的天使上師也不見了啦！原來祂聽了笑話後，

祂就笑到受不了先離開了，人家那個外星人根本沒笑好不好，他還罵我無

聊。 

真是的，結果天使上師自己先受不了笑點低，就先離開了。 

厚，真的是－－祂們弱點就是太愛笑了啊，那個笑話根本就沒什麼，反正

厚，你們隨便講個冷笑話，祂們也覺得很好笑。 

是什麼樣的笑話喔？ 

反正你要跟上師打仗厚，跟祂們講個笑話，祂們就會笑到軟腳了，根本不

用打。呵呵呵。 

 

(笑意無法遏止的上師們……片刻後  ) 

 

 

Sikila： 

上師、上師還有誰要來講？呵呵呵。 

上師們還在笑啊！我真的受不了，祂們真的很愛笑。 

你們以後不要講笑話給上師聽，真的。在打仗的時候，跟那個外星人對敵

的時候， 

講笑話外星人都沒動啊，祂們已經笑到打不下去了。 

上師還有誰要來講？ 

喔猛男，現在來的是猛男上師，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威猛不一樣。 

好啦！給你們猜一下猛男上師是誰？我檢查一下你們的麥克風…… 

(還沒找到怎關麥克風，繼續找… )  

 

很熟悉的人，大家都很熟悉。 

約書亞上師不是猛男，是暖男好不好。( 聊天室有人打字猜約書亞 ) 

欸～有人猜對了。 

就是我們印像中，拿著寶劍的那個啊。 

今天大家輕鬆一點就好了，不要像上次那個帥神團隊上師祂們來那樣…… 

喔，大天使當然帥啊。麥可大天使當然帥啊！偶像欸。 

你看克里昂上師，今天都不敢說自己今天很帥。嗯，講小聲一點。 

克里昂上師說，跟麥可大天使比，祂不能比啦，祂不敢講自己帥。 

麥可大天使好像笑點也很低，一直笑。  (後面一群上師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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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麥可大天使。 

今天，大家喔，不是笑點很低啊！怎麼會呢？ 

Sikila 亂講，沒有啦！我們笑點很高的。怎麼會…… 

今天太歡樂了啦！ (呵呵…) 

今天好多人過來喔！ 

而且我們的老師也來了啊！我們的老師，還有老師的老師。 

所以對我們來講很特別，要見到我們的老師，我們的上師，有時候好幾千

萬年、 

幾億年才遇到一次，所以這次也是好特別。到銀河系這邊來，剛好銀河系

有事情就過來了啊！ 

我還是經常在銀河系這邊啊，我們大天使聖團有一部分已經離開銀河系，

在外星系，那還有一部的上師，還在這邊，像是愛瑟瑞爾上師啊、加百列

上師、烏列爾上師，好多個大天使都還在這邊。 

我？我很忙啊，銀河系、外星系，唉呀，到處走，就算要休息一下，也很

難得。 

開講座？……我沒辦法，沒時間了，兩個小時，我們就可以做好多好好多

事情。 

愛瑟瑞爾上師可以啊！你們如果喜歡愛瑟瑞爾大天使，祂應該可以。 

祂經常在地球這邊，去幫你們開個講座。 

約書亞上師祂已經不在地球了，也不在銀河系啦！如果你們自己跟祂要求，

每天念著祂就好，其實約書亞上師對你們也很有感情啊！約書亞上師對地

球有好深厚的感情。所以你們叫祂來，也許會過來啊！ 

好多上師啊！還有剛才那兩個愛笑的上師，超級愛笑的上師。祂們來的時

候，你們不要心裡面講笑話給祂們聽。 

 

sikila 說，祢說別人，祢自己也是啊！大家都笑點很低。我們上師就是這樣

子啊。 

我們５Ｄ、６Ｄ上去都很忙啊！忙得要死，不是像你們講的說去那邊就每

天快快樂樂、吃喝玩樂的，不是這樣啊。 

因為你們４Ｄ、３Ｄ，還有好多人需要我們啊！好累喔！ 

尤其４Ｄ每天打來打去、殺人殺去的，怎麼辦呢？ 

我們還是要去幫忙啊，那就等於到處都要跑，難得休息一下。 

佛陀？連看都沒看過，太遙遠了，還好、好、好、遙遠喔。 

所以你們地球佛啊，全部都是假的啊！不過，佛陀真的有來到你們地球，

那個是真的是很特別很特別，超級不可思議的經歷，祂不是整個能量過來，

祂是一點點點點的小意識過來，小小的意識過來你們這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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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已經很不可思議了，對我們來講也已經很不可思議了。 

後面的上師們，總算安靜一點了。 

 

大家都很歡樂的，我們雖然很忙，很多事情要做，也累的要死，因為整個

宇宙不是你們想的那麼簡單，你們在三Ｄ看到的宇宙，跟真正的宇宙，就

是說，宇宙的整體面貌，你們三Ｄ用你們望遠鏡所看到的，沒辦法看到全

體，看到的只是一個小小部分，因為還有很多次元空間嘛！ 

宇宙裡面包括好多次元空間，光是地球就好多次元的生物在這邊，很熱

鬧。 

尤其你們講的４Ｄ或是 3 跟４，４跟５之間，都有好多好多的生物。 

好多那樣的頻率的生物，都不同頻率，就有不同的生物啊。 

所以，好忙。整個宇宙的事情好多、好多…… 

我們的老師，祂們的服務是跨宇宙的，經常要從這個宇宙飛到那個宇宙，

很難想像吧？ 

 

你們人類算最單純的啦，如果以我們來看的話，算非常非常單純。尤其你

們現在，在一些在和平的國家，真的很幸福。 

 

要把握，不要在那個小事情、小細節啊，在那邊鑽。要把心胸放開一點、

放大一點，因為你們已經在最好的環境了，就是說你們現在有些人，應該

已經是在很好的環境裡了，也沒有很很多的煩惱了啦，那你們就是盡量去

提升自己，不要在一些人際關係，尤其你們好像很喜歡在人際關係裡面，

那樣小小的事件嘛，放不開來，真的是沒有必要啦！真的不要把你人生放

在哪裡，你們的機會很多。 

 

那也不要想要有特殊能力，你們一直想要神通啊，特殊能力，就讓這些靈

體有機可趁，那這些靈體，在地球也是很混亂啊。 

 

因為不只是你們地球的那些４Ｄ靈體，還有些外星的靈體也來湊熱鬧，不

止外星人，外星系的、銀河系外星系的都過來。 

對他們而言要來這邊也很快啊。他們那邊存在體太多，到處搶人、搶資源

啊。 

蜥蜴人。我看有人留言版在講蜥蜴人，蜥蜴人是你們三Ｄ的啊，跟我們講

的４Ｄ不太一樣。 

４Ｄ的物種更多，到處搶人、搶資源啊！ 

你叫他不要打仗啦！不要搶了，他們也不知道做什麼。很多都要重新再教

育。 

那剛好地球這邊，你們地球又要提升了嘛！你們地球的能量場又要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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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哎呀，好多啦！今天不講這個了啦！ 

過年嘛！你們過年。 

 

你們要連結我們喔？其實你們那個能量都有連結到一點我們，好像你們有

我們的電話，但是你們打過來，我們要不要接，是一回事，了解嗎？ 

就是說你們做一些光的課程啊，或是我們寫的訊息啊，有能量，但是，打

過來我們會有感覺，會有一種連結，我知道有人在找我們，但是我們不一

定會接電話，除非我們感覺到，那一頭的那個人的能量蠻特別的，我們會

去看一下這個人是誰。 

想聽上師們唱歌……（一連串的笑） 

Sikila 說不要，Sikila 說用她的聲音唱歌不好聽，哈哈哈！ 

Sikila 很辛苦，對啊！ 

因為他的上師，還在這邊幫助她，可以守住她，而且她的那個頻率是在第

五次元了，她已經可以去第五次元了。所以那些４Ｄ靈體丟晶片，丟不上

去啊。了解嗎？ 

你們如果已經到達 5 次元的頻率，有那個振動頻率，他們要丟你晶片，丟

你那些術法，就丟不上去。他可以在你的肉體放晶片、放術法，可是他放

到你的靈體，放不上去。 

所以你們就做那個光嘛！盡量提升自己，這樣你們就不用怕誰丟我晶片啊，

不用怕啦！自己要提升，就不用怕。 

 

不然整天恐懼也不好，恐懼會把你們的振動頻率降低，你們就是快快樂樂

去學習啊！我們這邊很快樂，每天很快樂，雖然很累啊，但是也很快樂。 

好，就這樣子好了啦！ 

怎樣讓人類壽命延長？(聊天室有人提問。) 

壽命延長？該有多少命就多少命啊，我們比較沒有管這個…… 

祝大家新年快樂！祝大家一切如意！ 

我先離開了。 

 

 

 

我是 Sikila，我又回來了。(呵呵) 

我不知道下一位是誰，哎呀，你叫祂們唱歌，還不都是我唱歌。我唱歌又

不好聽，我平常又沒有在唱歌。 

欸，星星貓有來嗎？ 

星星貓那邊，有一個超級愛唱歌的……。 

不是上師，那個４Ｄ的黑道老大，最近他說他要改邪歸正了，跟我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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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厚，他超愛唱歌的。(呵呵) 

我看星星貓有沒有上來，等我一下。 

超級愛唱歌，給他唱幾首。 

對啊！這位黑道老大，他要放棄他的統治，他寧可當歌手唱歌。(笑…) 

我叫他來講話，他講話超好笑的，每次我都會笑到流眼淚。我用 FB 找一

下星星貓。 

 

我們今天自由進出啦，然後可以用隨喜，之後我再給你們帳號。 

如果你們之前有繳費的，就用那個扺也沒關係啦！ 

因為最近好像都沒有人來判斷，我這邊不知道哪個上師一直在笑啊，祂笑

我也跟著笑，我根本沒那麼愛笑好不好？ 

改天叫那個老大來講話給大家聽好了，他說他要開 YouTube，然後問我的

YouTube 多少訂閱，我說 2000 個啊，他笑得要死，說 2000 個! ? 笑死人了。 

他說，他在大陸的那個小弟，他們隨便開一個什麼 YouTube，他們就給一

些通靈者來接，假裝他們是高靈啊，我問他們是大陸哪一個，他也不講，

他說不能破梗。他說，我們隨便開就十幾萬個訂閱，妳才兩千個？然後說

我太遜了，還不止一個老大喔，小弟聽到一直笑一直笑，說什麼才兩千個？！

笑死人了。這樣也敢做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位老大說，他要來幫我發展 YouTube，最近他的小弟都說，他們

老大瘋了，老大整天在逼問我，企劃 youtube 要怎麼做？ 

 

誰還要講話？ 

等那個老大來唱歌。上師你們還要講話嗎？ 

哎唷（擋不住的笑意貫穿） 

上師祂們一直在笑啦，我也不知道笑什麼，祂們就是一直笑一直笑。 

現場還有好幾個上師啊，祂們有的說，你們不認識祂們。 

觀音上師喔。 

觀音上師祂們說，祂們是主人啊，我上師說，祂們是主人，給客人先講。 

 

哎唷，星星貓沒進來，我要等老大來唱歌。那個老大每次來，開頭都要先

唱一首歌，然後唱完要離開了，還要再唱一首。就是前面、後面他都要唱

一首歌，才願意離開。 

老大他都唱我們地球的歌啊，你們跟他去 ktv，可能全部都是他在搶歌。

我這邊去中秋節，我就邀請上師們來我家這邊唱歌，好多上師過來嘛！ 

我都幫祂們點歌啊，我就點那個伍佰的【墓仔埔也敢去】，點給威猛上師

唱，結果祂一上台就從頭笑到尾，根本就沒唱，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

笑…… 

星星貓沒進來，沒辦法了，我請哪個上師來講話做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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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祢們誰要來講？ 

停頓片刻後－－ 

 

 

 

好吧好吧！我是伊蘭上師  (上師一直笑..好像是被推上來的) 

我是聖母瑪利亞團隊的上師。今天我們好多人過來，我們不止在這裡啦，

聖母瑪莉亞上師今天有來啊，不過沒有到 Sikila 這邊。 

 

我的學生在地球上，在你們台灣。 

要知道，你們如果有一些人有五次元連結的上師的話，可以找 Sikila。 

我的學生你們不認識啊，Sikila 知道，她是一個比較年長的女性。 

我的學生在地球，台灣這邊。 

 

跟 Sikila 認識啊，她們很早就認識了，也是我們安排一些因緣，讓她們認

識，她們兩個已經認識一二十年有了， 

 

嗯，你們不認識，她是一個比較年長的女性，對你們來講比較年長，快 60

歲了吧。 

 

那她可能對這些 3C 的……，她今天沒進來，她沒收到消息，所以她沒進

來這個會議室的空間，那我過來了。 (這學生對 3C 不熟，比較少參與線上

座談會。) 

她還是有待努力啦！ 

 

你們也是。你們如果有連結到上師的人，不一定說連結到上師，就可以去

5 次元啊，我們還是會提早的來幫你們。 

那……能不能上去五次元，也是要靠你們自己努力啊，我們盡量拉一把

嘛！ 

我這個學生，我跟她很久了，不止這一世喔，好幾世，我都會去看看她。 

那她有幾世的表現不錯，但是還不到提升到五次元的程度。 

那這一次過來，也是她到了一個臨界點，能不能上去，也是靠她自己，上

師也是盡量幫忙。 

 

其實你們好多人的上師都會看著你們啊，有的都看著你們好幾世了。這是

真的。但是，也不代表說祂看著你們，你們就及格了。 

 

Sikila 有講過。我記得她有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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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學生，有看過 Sikila 那些文章，我就知道講過一些東西。 

Sikila 是已經到五次元了啊，在這邊留一陣子。 

對啊！她之後會去仙境幫忙。就她講的仙境啊。 

 

好幾世……嗯，不一定啦！有時候我們學生遇到危險啊，不想要他太早掛

掉，我們也會幫幫忙。 

 

有些被靈體攻擊，像有些人他過去可能是一個驅魔師，你們講的驅魔師，

他可能得罪一些靈體嘛，然後靈體會來搗蛋啊，可能會來要他的命，然後

我們上師也也是要來幫忙一下，不然，每一世讓學生太早掛掉了也不行。 

那你們的上師們，可能有的已經出現在觀察你了啊。 

每個人都有上師嗎？其實，靈魂啦！算我們的靈魂家族吧！ 

我們上師，就是跟我的學生，算同一個靈魂家族，那我們會去看看他。 

你們不用說有沒有上師在觀察你們，不用整天想，有沒有上師啊？上師在

哪裡啊？不需要。 

 

有時候，就是時候還沒到的話，上師也不會跟你講話啦，就看看你啊！ 

有時候距離提升，還差蠻遠的話，祂也不會干涉。 

你們有些人，會感覺到，好像我這一生，好像有什麼助力讓我躲掉一些危

險，剛好我的狀況、災難就突然解掉。 

 

那你們也不要想，我上師在哪裡？也不要說，我做了一些靜坐冥想啊，想

上師趕快過來，你們這樣想，有時候就會招來一些搗蛋鬼，這樣就不好。 

反正該來的時候就會來，該給你們就會給你們，不要一直想要去求，這樣

就不好。 

那之前那個帥神團隊不是有講過了嗎？你們有幾千個嗎？三千五千嗎？ 

地球可以提升的啊，這些人都有上師會幫忙看著，但不是說有上師幫忙看

著，他就一定能過關。 

 

那我們也是盡量幫他，你們也不要說，我有上師啊，我現在有連結上師啊，

然後好像我就是權威啦，不是這樣子喔！ 

還是好好的修身養性，不然我們上師還是會放手。 

上師們給你們很多東西了嘛！那些就夠了啊。 

不要一直要去看那個這個，看太多對你們也沒幫助。還有你們現在有太多

人要追求神通力啊，這個就是個大問題，一直往外求。 

你不要想說，我就是要上師引導我啊，然後什麼事情都要問上師，都要上

師幫你解決。 

比如說，要換工作、交個女朋友還是結婚要跟誰，都要上師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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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樣子的，這是你們的人生啊，你們要自己去走。 

Sikila 就算生病，身體不舒服，她的上師也沒有很大幫忙，也是讓她去體驗

啊！ 

對啊！該去做就去做，上師不太會理你們人間的一些小事啦！對我們而言

都是小事。 

 

有時候比如說你的一些關卡，比如說，你好幾世的一些情緒啊，或是一些

我們講的負面的東西，在你的內在裡面，你一直沒釋放掉或是卡關，比如

說你在婚姻這一方面，一直卡關，那上師在你面對的時候，有時會給點提

示。 

像我那個學生啊，他在哪邊卡關了啊，我們有時會給他一個靈感，讓他知

道應該可以用另外一個想法去想，他也許會覺察到，比如說這件事情我不

應該這麼執著 

 

要去想看看，所以你們在生命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也都是你們過去世很多

卡關的關卡，要你們再去面對的，了解嗎？ 

就是你們會一直重複遇到的事情，就是你要去過關的，你要想辦法過關。 

有些人他一直就是面對的婚姻關係問題，有些人面對的，可能又是另外一

種問題，這些都是你們曾經一直卡關的，你們要想辦法去度過，不要遇到

事情就喊上師啊，幫幫我！ 

不要這樣子，我們不會幫這種的。 

除非你已經做得不錯了，我們會給你一點提示。 

也不是講，不是我們講，你們就聽到了，而是可能會有那個感覺，可能就

是說，我該要怎麼做啊，或是換一個角度去想，或是換個立場，站在對方

立場去想看看嗎，就是這個同理心啦，就是我們能給你們的提示啊。 

 

我們上師都這樣子，不會給你很大的神通力，Sikila 我們也沒有給他什麼特

別的神通力。他就算有很強，他也不會很誇耀嘛！所以她的 YouTube 才 2000

多個。唉呦，我們聽到快笑死了。 

 

但是你們那些假的，也就是非善意４Ｄ，他們就會過度誇大，很誇大。 

把自己都已經講到是佛的程度。 

唉呀，我們上師就是這樣子，你們要好好加油啊！ 

你們到一個程度，你們的上師就會來看看你們、幫你們。 

所以也不用強求啦！就是上師有沒有來，該做就是要做嘛！ 

在做就是要做，該怎麼做的就是要怎麼做啊！不要強求。 

好啦！我今天代表聖母瑪麗亞團隊過來，我們團隊現在在地球，只剩下 4

位上師，因為我們這邊還有幾個學生，我的學生在台灣，然後我的同伴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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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學生有的在國外，就不是你們華人系統的，先這樣子囉！祝你們新

年快樂！再見！ 

 

 

 

 

又是我 Sikila， 

我在找那個黑幫老大 超搞笑的，這幾天會被他笑死。 

星星貓那邊就快瘋掉了啊！ 

可是奇怪她今天怎麼沒進來？那……還是我們不等了，我們就結束了。 

 

好啦！我們不等了啦！我們就結束了，那個老大說他要幫我，說他已經規

劃了一百集的 youtube，還叫我要幫他做專訪。你們以後要聽的話，就來聽

他的專訪吧！不過你們要忍耐聽他唱歌，他超愛唱歌。 

先這樣子好了啦！ 

 

今天我們不做什麼能量，上師們還是有把你們能量場圍住，外面不好的能

量進不來，但是如果你們本身已經有一些能量，比如說你身上有阿飄啊４

Ｄ的能量，那也沒辦法，可能會產生一些感覺吧。 

今天現場我們能帶走的就帶走了，就是如果你後面有些阿飄、或是一些那

個４Ｄ的，能帶的我們就帶走，那外面的不好的能量，是沒進來，你們不

用擔心。 

好啦！今天就這樣子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大家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