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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親愛的讀者：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很異乎尋常的經驗。25 年以前，在雪士達山的一次靈性聚

會上，有三位看來平常的人坐在小路邊草地的毯子上，揮手招呼我和我的同伴

過去。

他們友好且坦率，直接切入話題。他們說，他們是利莫里亞時期的倖存者，居住

在雪士達山底下的一個城市/群落。一萬二千年來，雪士達山一直是他們的故鄉

之山。他們被派到地面上調查他們的「能量錶」讀數異常的原因，回去後要向當地

的長老會報告調查結果。地下人比我們科技先進的掃描設備發現地面能量異常，

他們要找出其中的致因。他們似乎很滿意地一致認為，三、四十名虔誠的修行人

傍晚在營火旁擊鼓唱誦了數小時，是造成能量異常的主因。

他們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於是我們坐下來交談了好幾個小時，他們很願意回

答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他們明顯的敏銳和清晰的思路是如此非凡，我們覺得像

是小孩終於遇到明智的大人。他們十分同情地表居民的困境，在回答和言談中，

總是深具洞見又極為幽默。他們友善而又才智洋溢，清楚顯示出他們進化的程度

遠遠超過我們，地表的凡夫看來是「太落伍了」。

告別了令人愉快的新朋友們（但仍在視野內），一位獨自走下斜坡的男子引起

了我們的注意。我的朋友說：「那人看起來像聖哲曼。」因為我從沒見過聖哲曼的

照片，腦海中沒有任何聯想。身穿淡紫色長袍的這位男子停住腳步，雙手合十微

笑著向我們點頭打招呼。以後看了聖哲曼的照片，我越發堅信是他。

後來我們再次同利莫里亞人坐下交談，又和他們走下山到潘瑟草原（Panther 
Meadow）的主要停車場，在那兒關於友善「外星人」的消息迅速傳開。很快地，

大約 30 來人將他們圍住，像連珠炮似地發問。他們同樣顯得優雅和睿智，並以

合理的回答讓每個人都感到滿意。

第二天，他們依照承諾再次出現，與我們會晤三次，共進行了四到六小時引人

入勝的對話。

最近當我偶然讀到《泰樂斯城》這本書時，我真是完全驚呆了，書的內容印證了

那時他們告訴我們的一切，闡明地球上的每一個問題並提供解決方法。也許其他

與他們的接觸也將公諸於世。



我鄭重預言，《泰樂斯城》這本書是人類一直在等待的書，會比歷史上所有其他

書籍更為暢銷。這是發自我內心的真心話。這份來自上帝的意外「禮物」，確實是

比「耶穌再來」本身更具戲劇性。我們身為地表居民，可以利用地心人類的神聖幫

助來做準備，使這個星球回復基督意識的時刻儘快到來。

依我的淺見，每個讀了這本書的人將有助於使大眾意識提昇三倍。請與你見到的

每個人分享《泰樂斯城》這本書，協助引導世界進入愛、和平、開悟和真正兄弟情

誼的第七個黃金時代。

艾利斯•普林斯頓‧溫頓（Ellis Princeton Winton）

2000 年黎明時分寫於美國加州



第一篇 開宗明義

第一章 歡迎　 

地心世界歡迎您

〔米可斯通過蘇珊娜‧馬提斯（Suzanne Mattes）傳遞訊息〕

握在你手中的這本書，是住在地下社區的我們和作者之間所匯集的奇蹟，也是

家屬和家庭之間的愛、奉獻與真誠渴望的奇蹟。我很榮幸能夠站出來，代表泰樂

斯城（Telos）和住在這個美麗星球地表下的居民獻上這個合作努力的成果。 

我叫做米可斯（Mikos），是凱薩里亞市（Catharia）的居民，我來自波薩羅格

斯圖書館（Library of Porthologos），這個圖書館正位於愛琴海（Aegean Sea）

下方的地心世界。這份公開聲明是為了祝賀來自我們姊妹市泰樂斯城的訊息就要

付梓出版了。   

我們的姊妹市泰樂斯城和地表人類已建立長期的聯繫，許多泰樂斯城的居民和

你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就像我們凱薩里亞市的居民一樣，而且已行之多年。

在愛的奇蹟中心心相繫，是多麼珍貴的事！

每當有顯著的考古事件揭露你們稱為「地球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地下城市的居

民都會感到欣喜不已，知道你們正在記起那段往昔的時光，那時我們許多地下

居民公開與你們生活在一起。每當你們了悟到萬物互相聯繫，從你腳下最微乎其

微的土壤元素、海洋中最渺小的生命形式，到佈滿無數閃爍星辰的無垠天空，我

們都為你們慶賀。

你們地面上的居民經常認為你們是孤單的，其實不然。我們不僅和你們在一起，

也像你們一樣。但不要認為每個和你們分享這個地方的人都長得跟你們一樣，或

代表你們的文化，或支持你們的科學、宗教和政治。我們任由這個錯誤的想法在

你們多數人之間傳遞，是因為我們不想給你們增加另一個衝擊，也不想因為我

們看法的歧異，而擴大彼此間時空的鴻溝。

每當你們忘了要善待自己、善待彼此，每當你們互相打仗、彼此敵對發怒，我們

就會傳送更多愛給你們和這個星球，好讓大家能和睦相處，而不管外貌、地域和

生活方式。

對我們而言，能夠在心靈上與你們同在，是我們最大的禮物和榮耀，現在如是，

永遠都如是。我們地心世界很歡迎這座建構在我們彼此社會間的橋樑，萬物眾生



都依靠它。

現在當你閱讀這些書頁上的訊息時，請互相慶賀，也和我們一起慶賀，它們代

表過去、現在和未來－很可能是你們後代和我們後代的未來。我們滿懷愛、敬意和

喜悅，開啟這座橋樑及通向一個聯合全地球的世界城之門。

作者的話

在度過大半輩子與社會格格不入後，我在 1989 年開始靜坐，那時我已經 50歲
了。我在學校教書很多年，即使身為知識份子，擁有高等學位，我還是不明白自

己在地球上的生命意義，直到與我的「雙生火燄」（Twin Flame）聯繫並開始接

收到內在的指引後，才有所改觀。在進行這個究竟的聯繫時，我記起自己是誰，

為何來這裡。

幾年後，我發現一份由夏如拉‧達克斯（Sharula Dux）執筆的通訊。在 1725 年

出生的夏如拉，從雪士達山（Mt. Shasta）底下的泰樂斯城來到三次元的地表，

目前與她的丈夫住在新墨西哥州的聖大非（Santa Fe）。

夏如拉在通訊中談及地面下的城市以及在泰樂斯城的生活。她提到，亞當瑪

（Adama）是一位光界大師（Ascended Master），也是泰樂斯城的大祭司。當

我看到「亞當瑪」這個名字時，開始不由自主地想了解這個人。有一天我在靜坐時

心裡想著亞當瑪，我的筆和筆記本就擺在一旁，剎那間，我感到一股愛力和溫

和的能量流遍我的全身，幾乎要將我舉到空中。然後我聽到這句話：「我是亞當

瑪，從泰樂斯城跟你說話。」

可見我們的思想會進入宇宙中，並瞬間連結到我們所想的人。當我想著亞當瑪時

他就接收到我的意念並做出回應。我們的思想就是光，這種光的語言就是宇宙的

語言，它會以次原子的形態和各種頻率從我們內邊傳送出去，穿越不同的次元

和時空。我們的注意力放在哪裡，我們的意識就隨之而至。亞當瑪感受到我的頻

率，並做出回應。然後我感受到他藉由光之語所傳送的回應，我的頭腦再將他的

頻率轉換成意念、影像和話語。

對我來說，這是很簡單的過程，我只是個接收器，將接收到的話語錄下來。我的

頭腦很不尋常，不會去分析、評價或評斷信息的內容。

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特有的頻帶（frequency band），宇宙中任何人都可以藉由

這個頻帶來識別我們，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識別標誌」。我們只需要送出一個意念

它就會抵達目的地。這種生動的光之語，讓所有眾生可以互相交融，從次原子到



銀河間，並聯繫所有地方的眾生。

請記得，我們全都同一體。當你心裡想著像亞當瑪這樣的光界眾生，他就會立即

察覺到你的意念，並馬上做出回應。你只需要消除電波就能聽到他的回應，這就

是關鍵所在。

亞當瑪開始在約定的時間傳送信息給我，我再將它們逐字寫在筆記本上。這些傳

訊仍持續在進行中，我被引導將這些信息匯編成書並出版。現在我知道我就是蕾

莉爾（LAILEL，我的星名），長久以來一直和亞當瑪一起工作，並曾在泰樂斯

城和利莫里亞（Lemuria）經歷過好幾世的生活。

關於泰樂斯城

泰樂斯城位於北加州雪士達山（Mt. Shasta）底下，這裡住著利莫里亞人，這個

光之城是由 12位光界大師和大祭司亞當瑪所組成的長老會議治理。「泰樂斯」的

意思是「與心靈溝通」。

這裡的居民就是以前的利莫里亞人，他們致力靈性的提昇，他們可以出體到任

何地方，也可以用心靈感應的方式傳送訊息給任何時空的任何人。在亞當瑪傳遞

的信息中，他談及我們的目標：「要成為靈性勇士，認識內在的光，並團結人類

成一個大家庭。一旦人類直接從內邊感受到上帝的愛，就會明白他們來到地球這

裡的目的，並不再感覺他們的靈魂和上帝的光隔開。」

所有行星都是中空的，而且有不同振動頻率的人住在那裡。太陽也是中空的，它

並不熱，反而很清涼。地球也是中空的，地心有一個太陽。

地心世界的首都稱為香巴拉（Shamballa），位於地球內部的中心，可以從南北

極通到那裡。我們在南北極看到的極光，就是地心太陽光的反射。

有超過 120 個地下城市位於地殼內部，這些距地表不遠的光之城組成阿加薩地

心聯盟（Agartha Network）。地心眾生是高度進化的眾生，住在地球內部的表面，

他們幾乎都是高等靈魂，選擇在隱密的地球內部繼續進化，因為那裡有非常完

善理想的環境。

雖然亞特蘭提斯和利莫里亞已成為地表世界的神話，但他們的人民卻在地下城

市興盛繁榮。這些城市的人就像你我一樣，而且也住在三度空間裡。

銀河系分成 12區，我們的太陽系位於其中第 9區，這一區包含了數百個太陽系。

阿席達指揮部（Ashtar Command）又稱為銀河指揮部（Galactic Command），



是由來自銀河系不同星系和不同維度的數百萬艘星船和志工組成。銀河指揮部是

星際聯邦的一部分，負責保護銀河系這個區域，他們的目的是協助地球度過目

前正在進行的星球提昇過程。我的雙生火燄是銀河指揮部的成員，他引導我藉由

覺悟和溝通的方式，協助整合地表和地心的地球文明。

阿席達是負責管理我們這一區的星際聯邦指揮官。銀色艦隊（Silver Fleet）負責
監管我們的太陽系，它在雪士達山內部設有太空中心。來自泰樂斯城的安東

（Anton）是銀色艦隊的指揮官。在銀色艦隊服務的人大多來自地下城市。

地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