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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會讓您感到驚訝的故事，甚至可能會讓您難以接受

實際發生的事情。如果你已經經歷了一個“奇蹟像”事件自己，

或者見證了一個，現在你知道你並不孤單，它“沒關係談論它。

許多這樣的奇蹟發生了，人們因為周圍人的態度而忽視它們。

我很幸運有一位相信奇蹟並在我心中培養奇蹟的母親。 
  
這“不是個牛逼只是一個故事，它' S 上的機會，讓你學習，任

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在你自己的生活。通過這個故事，我將談

論我學到了什麼，以及我是如何練習和發展這些技能的，我相信我們都擁有這些技能。 

我不只是猜測需要什麼，雖然在我生命的早期我相信我直覺上知道的東西，並且在 28 

歲時我開始積極訓練、練習和發展這些技能，以至於這個故事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

許，也許，甚至不可避免。我的目的是要告訴你的是，你可以學習這些技能，創造你

的生活變化，無論在情節你發現自己。 
  
如果您有興趣重新控制您的生活和環境，請繼續閱讀並與我聯繫，以便我們也可以為

您開始這個過程。如果你已經是在控制一切，這是一帆風順的你，那麼你也和我一樣。

我不是在尋找像我在這裡提供的東西，因為我已經成功並且已經在我的生活中創造了

更小的奇蹟。我意識到是那什麼是提供給我時，我是 28啟用 ð 我輕鬆地教別人做什麼

我做什麼。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都會與其他人談論這件事，但他們並不接

受或理解我所分享的內容。這也許你也是。對於我們中的一些人，我們的教訓是變得

更好地與他人分享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對於你們中的一些人來說，為自己學習這些

信息是首要任務。 
  
我向你保證，這對你來說是有價值的，即使只是為了打破僵局，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

情實際上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成為可能...... 
  
好吧，故事是我在我的汽車的方向盤上睡著了，然後迎頭撞到了一根桿子，那天晚上

結果在重症監護室，醫務人員沒想到我能活一夜。第二天，他們想取出我的肺和其他

一些器官的 1.5 個…… 2.5 天后，我沒有做手術就出院了。  
  
所以 ….. 
  
當……時有什麼可能 



  
•        我知道我自己的目的 

•        我相信自己，我願意追隨我的激情和內心的渴望，我重視自己的敏感性和靈

感 

  
車禍前的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我知道我會幫助人們相信自己和他們的內在直覺。我創辦了一家企業，

教人們從哪裡來，去哪里以及為什麼在這裡，在精神上了解自己。自 1987 年以來，我

一直在教這個兼職。  
  
我沒有發展這種精神業務，而是分心並開始了另一項業務。 

當我的業務增長並真正騰飛時，那是因為我專注於幫助人們改善健康，同時為自己的

健康努力工作。我正在服用非常強大的營養補充劑，並與大家分享我的結果（這可能

是這些補充劑的結果）。 

在我開始服用這些補充劑後，我的身體似乎開始發生變化。我很久以前就知道，當有

人服用補充劑而他們沒有註意到任何區別時，補充劑可能不足以滿足該人的需要。看

著人民生活的變化，看看荷蘭國際集團他們看似恢復健康，消除丁疼痛本身，他們是

來簡單地接受，很是為我鼓舞。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痛苦中度過，沒有人能夠解

釋一些簡單的事實，當我實施它們時，對我的健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在那時，我

變得非常專注於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向自己承諾，當我從這項健康業務中獲得的剩餘收入達到每月 5000 美元時，我會回

去幫助人們在精神上了解自己以及他們的人生旅程。我的收入繼續增長，每月超過 

10,000 美元，我忘記了我的承諾。我的整個重點都變成了創造更多收入。不知何故，

我開始傾聽周圍的人，他們的生活重心是金錢。我不知道我偏離了軌道什麼我想和做

我的生活。 
  
多少次發生我們內心所渴望的事情，我們推遲到其他事情發生。對於今天的大多數人

來說，這通常與金錢有關。 
  
那個時候…… 
  
車禍 2003 年 6 月 29 日 
  
那個週末，我在鄉下為我們健康行業的領導者組織了一個領導力訓練營。每個人都累

了，週日中午就回家了。 

我在下午 4 點左右離開，因為我在回家的路上約了一些客戶共進晚餐。Lynette（我當

時的妻子）、Helen（我妹妹）和其他一些人一直堅持要有人陪我一起旅行。我很清楚

我要一個人去。 
  
我興高采烈地出發了，對我們週末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週末是關於幫助人們為

自己的成功負責，並意識到他們可以控制生活中的結果。 
  



在三小時的旅行中，我大約一個小時到達了一個小鎮，感到非常疲倦和困倦。在這個

城鎮的另一邊，我在方向盤上睡著了。顯然有人跟在後面，他們說我開始編織，但留

在我的路邊，並且也開始放慢速度。 
  
我的車在迎面而來的車流中衝過馬路，當我撞到馬路另一邊的溝渠時，安全氣囊膨脹

了，我醒了。當安全氣囊充氣時，汽車充滿了白色粉末，所以我什麼也看不見。我不

明白為什麼我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我什麼也看不見，我不知道該把車開到哪裡去，我撞到了右手邊門上的一個樹樁，

我向左轉向了更多，然後撞到了一個插有管子的路堤（車道） ) 並且兩個前輪胎爆胎。

然後我撞到了我右邊的一個門柱，然後再向左轉。我感覺到汽車沿著一條大路堤的一

側行駛。這是一個深“V”型排水管。我在沿著它前進的排水管的底部。 
  
安全氣囊的灰塵現在已經降到足以讓我看到電線桿出現在我面前......非常快。我試圖轉

向，但汽車對方向盤完全沒有反應（後來我發現輪胎已經爆了）。 

看到桿子升起的那一刻，我的生命從我眼前一閃而過。我看到了 Lynette（當時的妻子）

和 Amber（3 歲的女兒）和我的目標，我知道現在不是我死的時候。 

我鄭重地對我的天使說 

“這不是，我的時間沒到！” 
  
說這話的瞬間，白光從上方射入車內，漩渦環繞著我，將我包裹在保護能量的繭中。

與此同時，我看到了汽車撞到桿子上並和我一起停在其中的景象，然後我在兩個人的

幫助下走到車前，一個在我的兩側。然後我知道我會沒事的。 
  
我放鬆並投降了事故，知道我會沒事的。  我完全沒有恐懼，完全信任。 
  
我一直保持清醒，當汽車停下來時，我知道我的胸部受傷很嚴重，但我從不允許，哪

怕是一瞬間，任何我會死的想法。我相信我從我的精神助手團隊那裡得到的願景，即

我從事故中走出來並平安無事。 
  
汽車撞到了汽車前部中央的桿子（警方估計時速為 85 公里/小時），然後停下來。跟

在我後面的人說我加速沖上桿子。顯然，這是因為人們沒有意識到他們踩的是油門而

不是剎車。 
  
汽車停下來了，我拼命掙扎著讓空氣進入我的肺部。就像被纏繞（後來我發現我的肺

部充滿了血液）。 
  
任何地方都沒有血跡。事實上，我從事故中得到的唯一傷口是我右脛骨上的一個小傷

口，隻流了一厘米的血。 
  
兩個男人跑到我的車邊，我大喊車著火了（安全氣囊上的灰塵看起來像煙），他們試

圖打開車門並被電擊向後甩。 
  
我們認為汽車是由汽車電池供電的。 
  
我現在可以小口呼吸了。 



  
我小心翼翼地從控制台和手機裡抓起一卷 700 美元的現金。 
  
他們多次嘗試打開車門，直到他們將手指放在車門扣住的頂部，然後拉動車門，從而

打開了司機的車門。在他們扶著門的整個過程中，他們都在遭受電擊。汽車上的每個

面板都被扣住了。車子稍微短了點！司機的車門也被溝裡的樹樁損壞了。 
  
門打開後，他們說不要觸摸任何金屬部件。所以我非常小心地一寸一寸地左右擺動，

然後自己出去了。兩個人各拉著一隻胳膊，引導我走到車前，我坐下。這就像我的願

景一樣發生了。 
  
我心裡知道，如果我躺下，我就會死。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坐著我會沒事的。我坐在那

裡，膝蓋向上，雙手托著胸口，頭向前傾。我坐下的那一刻，我開始將能量導入我的

身體，在我的腦海中看到裡面的一切都比以前更好地自我修復。每一秒我都專注於手

頭重建身體的工作。 
  
到處都是汽車。 
  
安全氣囊在多次碰撞事故中無效，因為它們在第一次撞擊時展開，在我的情況下是溝

渠，而不是在我需要的時候。當我撞到桿子時，安全氣囊就沒有用了（實際上，在我

撞到方向盤的地方有螺栓伸出方向盤）。 
  
那是冬天的周日下午 5 點，仍然有些光，但很冷，陰天，吹著冷風。 
  
人們跑過來。 
  
一個女人走過來蹲在我身邊說她是一名護士。她問了我幾個問題，我記得我說我沒事，

但很疼，呼吸困難。 
  
有人在我周圍放了一條銀色的“太空毯”取暖。冷風吹在我的背上。 
  
Lynette 在我身後行駛大約一個小時，所以我知道我需要給她打電話。我也知道她不在

移動範圍內。在她的車裡有 Amber、April（繼女）和我懷著雙胞胎的姐姐 Helen。 
  
我打電話給我留言， 
“嗨，親愛的，只是讓你知道我有點不舒服，他們要帶我去醫院檢查。一切安好。” 
  
然後我給邁克爾打電話，他住在營地裡，住在我剛經過的小鎮上，距離我只有 10 分鐘

的路程。 
  
我打電話說， 

“邁克爾，我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禍，我需要你的幫助。麗奈特很快就會過來，她來的

時候我需要你在這裡，我正在某某關閉。” 
  
邁克爾在大約 10 分鐘內到達現場 
  



我讓邁克爾尋找把我從車裡救出來的兩個人，因為我想感謝他們。邁克爾回到我身邊

說 NOBOBY 應該碰汽車，因為我撞到的電線桿上有 66,000 伏電壓，絕緣體已經損壞，

3 根電線在電線桿上短路並穿過汽車。他說任何接觸汽車的人都可能會死。 
  
他在人群中走來走去，問每個人是否知道讓我出去的那兩個人是誰。他找不到他們，

人們說沒有人離開事故現場。 
  
警察來了，問我是不是一個人在車裡。我不自覺地說“不”，根本沒有想他們為什麼要

問我。他們走了又回來，又問我是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車裡，我又說“不”。他們第三

次回來，用相當關切的聲音問道：“車上有人嗎？” 我意識到他們為什麼在尋找屍體時

問我。我很驚訝我說不，現在說“不，車裡沒有人和我在一起”。 
  
救護車到了。 

救護人員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後他決定我需要去最近城市的大醫院 
  
救護人員試圖將我放在脊柱板上。他們只將我向後移動了 2 厘米，我就大喊要停下來。

疼痛令人難以置信，我知道他們不能那樣降低我，因為我身體的所有緊張。然後他們

又讓我回到直立位置。 

我不得不緊緊抓住我的身體，用明顯的肋骨來保護它。我知道如果他們按照他們的意

圖降低我的水平，將會發生可怕的事情，甚至可能導致我的死亡。 
  
我在腦海中問我的天使“我要做什麼？” 

我的天使們說我需要堅定並接管，並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我的天使對我說，“對人們重

複我們對你說的話。” 
  
所以我非常堅定地向救護人員重複我的天使對我說的話，但沒有告訴他指示來自哪裡，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幾個男人將脊椎板垂直靠在我的背上，然後慢慢地越來越用

力地推動，直到我能夠放鬆我的所有肌肉（因為握住我的肌肉而變得非常緊繃）身體

在一起），我會讓董事會承擔我所有的重量。當我感到放鬆並放鬆肌肉時，我就會完

全靠在板上。然後根據我的信號，你可以開始非常緩慢而平穩地放下板子，這樣我就

不會再次收緊我的肌肉。一旦我被降下，你就可以沿著棋盤讓我寸步難行。這將需要

大約 15 分鐘” 
  
我在精神上振作起來，因為此時放手，我必須完全相信這些人和我的天使。我知道我

正在把我的生命交到他們手中。他們這樣做了，我說開始降低我和滑板，但它必須平

穩緩慢！花了一段時間。一旦我被放低，我告訴他們沿著板子按我一點。 
  
他們這樣做了，然後把我抬上了手推車。 

男護理人員和我一起來到後面。 
  
有一次在救護車上，他說他要給我嗎啡，我說“不”。 

他問我“你不痛嗎？” 我說，“你無法想像的痛苦，難以置信的痛苦”。  

“那你為什麼不想要嗎啡？” 他問。 
  



我回答說：“痛苦是唯一讓我紮根於地球的東西。我 KN Ø w 的我的心臟，如果我有嗎

啡，我只想昏昏死亡。我 KN Ø W 上的痛我關於防範接地我在地球上，讓我存在的事

實，我還是公頃已經肉身“。 
  
“當我們到達醫院時，我想'與它同在'，並且能夠感覺到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這樣我

就可以確切地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 這麼說也是讓自己置身於未來，我會活著到達

醫院並準備好向工作人員提供重要信息。我從沒想過要死。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天裡，

我不斷地談論我的未來和將會發生的事情。這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而是我堅信自

己會活下去的結果。 
  
{作為一個孩子，我經常被踢傷腳趾並因那種強烈的疼痛而受傷。有一天我問我的天使

我怎樣才能消除這種痛苦，我的天使說“你不能消除痛苦，但你可以接受它，與它合而

為一，意識到它有一個功能。” 所以我心裡想，痛苦的目的是什麼？我意識到疼痛是

告訴我出了什麼問題，我身體的那個部位需要注意。所以我再次問我的天使“疼痛是否

表明我身體的某個部位需要注意？” 答案是“是”。  

然後我問，“所以如果我承認疼痛已經完成了它的工作，我現在完全意識到該區域需要

關注並開始採取必要的行動，那麼就不再需要疼痛了嗎？” 答案是“是”。 

我從小就開始練習這個，我想我和我的精神助手（天使）進行這次談話時我還不到 10 

歲，我學到的關於疼痛的知識奏效了。我了解將能量引導到需要治療的區域，因為我

了解按手以及這對治療的強大作用。我可以踢我的腳趾並立即接受痛苦的信息並採取

堅定的行動 

1）接受痛苦的信息並感謝它的工作，      

2)向區域輸送能量      

3）完全放鬆，放下任何認為疼痛是“傷害”的想法，只是因為它正在發送一個現在

已經被接受的信息。      

4）疼痛會立即減輕，通常會完全消失。}      
  
和我在一起的救護車人說到下一個小鎮的旅程很艱難，我說好。 

我們走得很慢，沒有警笛（不確定燈光） 

旅程緩慢而痛苦。 
  
我感覺每一個顛簸，每一個動作都非常痛苦。我一直專注於我希望自己的身體如何，

健康、強壯和健康。我想像我的身體已經痊癒和完整。 
  
我們出發去醫院後不久，我的手機響了，我看到這是我發生事故時要去的預約。我說

我必須接電話。我需要讓她知道我不會來，因為她和她的家人正在等我吃晚飯。他說

他不會解開頸托。當電話響起時，我非常嚴厲地說要撤消它，他說只有在我保證不移

動頭的情況下才可以。我說是的，他解開了它。我接了電話，我說我無法預約，我必

須重新安排兩個星期的時間，她還好。我道歉並說再見。我下意識地設定了我有一些

事情要去，因為我非常清楚我會在一周左右的時間內康復並參加那個約會。 
  
我還通過手機與邁克爾通話。 
  
我與 Lynette 和 Amber 同時到達醫院。而邁克爾也坐上了他的車。 
  



當我被滾進去時，我聽到男救護車的人告訴護士們關於我的事，但聽不清他說了什麼。 

我們在急診科。 
  
他們想剪掉我的衣服，我告訴他們我不會讓他們剪掉我的 polo 衫，因為我穿的這件襯

衫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襯衫，我想繼續穿著它。他們解釋了把它取下來有多麼

困難，我說好的，然後讓我們開始吧。 
  
把它取下來非常疼，因為我不得不抬起我的胳膊扭動它們。 
  
我的肋骨骨折了，胸骨骨折了，但仍然沒有止痛藥。 
  
Amber 和 Lynette 進來了，Amber 拉起我的手問我：“爸爸，你沒事吧？” 

這時候大家都停了下來，全場靜默等待我的回答。 
  
我轉過頭，看著她的眼睛，指著身邊所有的護士和醫生說：“看到這些人都跑來跑去了

嗎？” “是。”琥珀回答。 

“他們都跑來跑去，因為此時他們沒有意識到我會沒事的！” 

你可以在那個急診室聽到一根針掉下來的聲音。在大約 15 秒的時間裡，沒有人移動或

說話。 

Amber 微笑著放鬆了下來，我們繼續手牽著手。 
  
我不自覺地想講積極，自覺地利用技術，像在談論我的我的未來，但是這是發生了什

麼事，最談話和思考，我有大約我是我的未來做與別人的東西。直到幾年後我才意識

到這一點，這就是我所做的。 

我做了很多工作來建立我的內在紀律，以有力和積極地談論我所處的環境。 
  
我不允許任何消極情緒進入我的意識。我打算將我周圍的所有人都帶入我的“這就是事

情將如何發展”的領域。我感受到了來自精神的巨大支持，並感覺到我周圍的精神存在。

我的視覺感覺敏銳而清晰。完全沒有恐懼。我繼續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相信我所做的對每個人都是可能的，無論你是相信上帝、耶穌、佛陀、穆罕默德、

聖靈還是任何人，甚至沒有人。實際上，是與您的上帝或您自己的深度聯繫，使您的

想像成為可能。 
  
只有當您允許自己變得脆弱並允許自己無條件地愛自己時，才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真

的需要一些東西，尤其是勇氣。 
  
它需要放下所有的阻力。 
  
{當我抗拒時，我實際上是在專注於我抗拒的對象。 

向我走來的東西被吸引是有原因的，大多數時候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當我抗拒某事

時，我就會推遲體驗它。我抵制的這件事是基礎的一部分，它使我能夠在此基礎上建

立我的未來。當我不允許它進入我的生活時，我的生活就會進入一種控制模式，而我

所抗拒的東西不斷出現。 
  



下意識地，我繼續吸引那些能幫助我成長為我在未來某個時候需要成為的人的經歷，

那個人將能夠應對此時此地的你還沒有準備好的未來情況。 
  
我們多少次到達我們生活中的某個地方並對自己說“我過去的經歷幫助我為我生命中的

下一次冒險做好了準備”。當我接受那些被吸引到我生活中的經歷時，我就會自由而輕

鬆地度過一生，並在正確的時間到達正確的地點。 
  
有時我們會抗拒別人給我們做某事的理由，通常是因為這是他們的理由，並且使他們

受益而不是我們。當我觀察時，當然我會發現，我擁有某種體驗的原因，然後我接受

這種體驗並停止抗拒。 

有時我會抗拒，因為我不清楚我更大的目標，這就像在黑暗中被推著走，我什麼也看

不見，也不知道我面前是什麼。 

想想看……當我不知道我面前有什麼時，我會想走得更慢，但如果我知道我面前是什

麼，而且天很黑，那麼我就能更自信地向前邁進。 
  
當我回想我曾經有過的一次我處理得很好的經歷時，我問自己“是什麼讓我為這一刻做

好了準備？” 然後我將獲得靈感，幫助我理解、看到、了解和感受以前的經歷如何讓

我為我現在正在反思的經歷做好準備。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教授這些東西，並致力於實現它。} 
  
我在那裡躺了一會兒，握著安伯斯的手，和萊內特交談。 
  
有一次，我被推到了急診室的一側，手推車的兩邊有兩個護士站在我旁邊。他們正在

互相交談，一個人說她很難懷孕。我聽著說：“我可以幫你！” 兩人的神色都十分震

驚！我解釋說，我分發了可能對她有幫助的神奇健康產品和出色的個人護理產品。我

解釋說，這些產品現在正在滋養我的身體，幫助它自我重建，而且這些不是普通的產

品。我解釋了從她體內去除毒素並停止注入更多毒素的重要性。我解釋說，許多個人

護理產品中可能含有潛在的有害成分。我還解釋說，我們的食物所含的營養與以前不

同。 

我解釋說，許多夫婦在開始使用這些產品後成功懷孕，這些夫婦認為可能是產品有所

不同。所以我給了她我的電話號碼，並建議她過幾天給我打電話，我會為她整理產品。

我這樣做就好像我只是躺在手推車上準備回家一樣。她拿了我的號碼，但從來沒有給

我打電話…… 
  
他們做了貓掃描和許多 X 光檢查。在 X 光檢查完成之前，我仍然堅持不服用嗎啡。 
  
然後他們又做了所有的 X 光片和貓掃描，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在第一批 X 光檢查期間，我一直在思考疼痛并努力保持清醒。當他們告訴我他

們必須重新做一遍時，我記得放鬆並簡單地接受它，然後進入一個禪宗的地方。我不

太記得第一批 X 光片，但記得第二次貓掃描和 X 光片相當清楚。 
  
我姐姐海倫進來和邁克爾說話，邁克爾也是，但因為這是急診室，他們一次只允許一

個人進來，除了安伯，他們允許麗奈特和她一起進來。 



  
我聊了很多東西，除了我確定談話是關於正常的日常事情之外，我真的不記得了，沒

有關於事故或我的狀況。 
  
我總是很清楚並致力於將如何進行。 
  
很晚了，我想是午夜左右，當我被捲進重症監護室時，到了這個階段，我想我正在接

受嗎啡，因為我不記得疼痛了。 

我姐姐的一個朋友是這家醫院重症監護室的護士，幾週後她告訴我姐姐，外科醫生告

訴照顧我的護士只是讓我舒服一點，因為我將在夜間死去…… 
  
他們把我抬到柔軟的空氣床上，醫生直接在胸骨上給我注射了嗎啡。他說“這會幫助你

入睡”。 

我對他說：“我不睡覺，我有太多工作要做”。他奇怪地看著我，問：“你什麼意

思？” 我回答說：“我有一個身體要重建！！”  
  
我不斷地將能量導入我的身體，以到達所有需要癒合的部位。我專注並想像內臟自我

重建並“正常”。我整晚都在不停地這樣做。我從不眨眼……太忙了。 
  
Lynette、Amber、April、Helen 和 Michael 都分別進來道晚安。我特意說我會在早上見

到他們，我一直在談論他們以及他們住在哪裡。他們已經把自己訂到了汽車旅館，已

經吃過晚飯了。我說晚安，並特意對他們說我愛他們，我會沒事的。我想讓他們放心，

這樣他們就不用擔心了，因為我知道我會沒事的。 
  
我和床尾的護士聊天，不記得對話了。（她可能記得）。 

有一次我說我真的需要小便。她把瓶子給了我，不管我怎麼努力，我躺著都尿不進去。

她說如果我無法控制，他們就會插入導管。我說這不可能發生！ 
  
我試了一個多小時在瓶子裡撒尿，但不能。我從星期天的午餐時間開始就沒有小便了，

早了 15 個多小時。 
  
然後我有了站起來的想法。我問護士：“你能幫我下床嗎？” 她問：“為了什麼？” 我說

“我要站起來尿尿了”，她說“我絕不會讓你站起來！” 

我說：“我站起來，要么你幫我起床，要么我自己做！” 

然後她幫助了我，花了大約 5 分鐘才讓我站起來。 

我站在半黑的地方，左臂扶著點滴架，向護士為我拿著的瓶子裡小便。 

我把它填滿，它開始溢出到地板上。她說“等一下，我再拿一瓶”我說“我不能停下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次這樣做”。我不想停止流動。瓶子繼續溢出到地板上。 

護士笑著說：“我從來沒見過有人補過這些！我想我只需要把它擦乾淨！” 
  
我對自己笑了笑，因為在這一點上笑不是一種選擇。我內心的那種笑對我來說意義重

大。 
  
又過了 5 分鐘，我才回到床上。護士和我開始聊天，我記得她問我在做什麼，我需要

醒來。我解釋了為什麼我沒有睡覺以及我正在做的工作。 
  



我特別在我的身體周圍引導能量，看到我的身體散發出明亮的光，並填充任何缺乏光

線或不如其他區域明亮的區域。 
  
我就是這樣做的。 
  
我看著宇宙，想像我的手臂伸向宇宙，就像我把宇宙抱成一個擁抱。這樣做是在吸收

能量，以至於它不斷地溢出我的手臂，所以每次掃過我都想像著這種能量絕對豐富，

所以我知道這比我自己需要的要多。我想像它進入我頭頂的松果體（在樹冠處），並

在我的身體周圍移動到我覺得需要它的地方。我看到它使用了大量的營養物質，我的

身體儲存在我身體的各個地方，來自我一直服用的美妙的補充劑。幾年來，人們常常

對我說：“你為什麼要服用這麼多補品？” 我曾經微笑著說“因為我可以”。每次我被問

到我只是相信自己並繼續接受它們。直到事故發生後，我才意識到服用補充劑以預防

和預防事故的重要性。大多數人都缺乏營養，因此在緊急情況下，當他們的身體需要

立即進行修復工作的原材料時，身體需要從它認為不重要的其他地方進行清除。我相

信這是我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時在晚上，我設置了一個巨大的漏斗，我要求我的天使為我引導這種能量並將其發

送到漏斗中。這樣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想像我的身體重建和做所有的活動在我的未來，

我想我可能想做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我徒步穿越了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非常喜歡它，一直想回去。從 

Amber 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向她展示這次旅行的幻燈片，並談論當她大約 20 

歲而我快 60 歲時我們一起去旅行會有多棒。我一直都知道我需要保持年輕的心態才能

做到這一點並擁有強壯健康的身體。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生病或疼痛，背痛或

頭痛等。我認為這是我比以前更好地重建身體的機會。（我從來沒有在我生命的早期

提到“事故發生之前”。） 
  
在重症監護室的那個晚上是我有史以來最專注的，也是我持續專注的時間最長的。 
  
第二天早上，胸外科醫生來了，他身邊有很多人（醫生），大約 12 點。我猜他們很驚

訝我還活著。 
  
他站在我的床尾，看著我的圖表。他抬頭看著我說：“你受了很重的傷” 。 

我回頭看了他一眼，“是嗎……” 我很清楚不接受他陳述的前提。 

他回答說：“我需要拿出一個半肺小號和你的脾臟。當我操作時，我將能夠評估我是否

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 
  
我指了指他說：“你是胸外科醫生吧？” 
  
他回答“是” 
  
我再次用手指指著他，然後直接對著他說：“好吧，你的工作是告訴我我需要做什麼來

確保這永遠不會發生”。  當我說我我指出來我自己，然後回到他的句子的其餘部分。 
  
跟在他身邊的人，都後退了一步。 
  



他沉默地看了我幾分鐘，我在問我的天使們確保他得到他需要的信息，然後他平靜而

平靜地說，“讓護士教你如何做支持性咳嗽，我想要你要咳出盡可能多的血。我還希望

你四處走動，深呼吸，盡可能多地咳出鮮血。” 

我說了可以”。 
  
他離開了，護士和我只是看著對方。 
  
我胸骨骨折，肋骨骨折…… 

咳嗽和深呼吸的想法...... 
  
我在那裡躺了一個小時，鼓起勇氣站起來四處走走。  

然後我對護士說我需要她的幫助才能下床，她說“我不允許你起床。” 

我說：“醫生說我需要站起來走動，深呼吸，這就是我要做的”。 

她強調“他不是現在的意思” 

我回答說：“我現在正在做，你可以幫我起床，也可以我自己起床。” 
  
她的臉上帶著淡淡的笑容，開始幫助我。幫助我起床和站立大約花了 5 分鐘。站在那

裡感覺是一種相當大的成就。我非常緩慢地出發。每 5 秒走一步。我深呼吸，咳血，

就像我在床上已經做過幾次一樣。每次我咳血，我都會停下來。然後又出發了。我離

床大約有 15 步之遙，我完全被消滅了。我已經沒有力氣了，我轉過身來，簡直不敢相

信這張床看起來有多遠。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樣解決了回到床上的 15 步。把我的目光放

在它上面，想像我的身體做出反應。我回到床上躺著恢復。 

我的身體異常虛弱。我一生中跑過許多馬拉松，這 15 步比任何馬拉松都讓我筋疲力盡。 

在事故中，我身體的每一塊肌肉都失去了力量，就像我是一個嬰兒，必須重建每塊肌

肉的力量。 

我繼續努力將能量導入我的身體，並想像我的身體在自我重建。 

護士仍然坐在我床尾看著我，就像另一個人整夜做的那樣。 
  
一個小時後，我說我準備好再做一次。她幫了我，我就出發了。我最終在重症監護室

轉了一圈。 

我再次回到我的床上，完全用完了。 
  
當我躺在那裡時，護士問我：“你知道你有多幸運嗎？” 

我回答說：“我想不是，這可能就是你問我這個問題的原因” 
  
她說：“對於某些車禍，我們稱之為死亡速度，這意味著對於這種速度，車上的每個人

都會死亡。對於與靜止物體（如桿子）正面碰撞，死亡速度為 60 公里/小時。本週我

們有兩個不同的人在這裡發生了與您完全相同的事故，頭部直接撞到了桿子上。他們

都以每小時 60 公里的速度跑，他們都死了，而你以每小時 85 公里的速度跑，你卻活

了下來。你很幸運。” 
  
我知道這不是運氣，但也感覺到她不想知道我是怎麼做到的。我躺在那裡問我的天使

“為什麼我活了下來而他們沒有？” 

他們的回复很明確，是“你尋求幫助” 

我反問他們：“其他人做了什麼？” 



他們說：“他們小號 EE 極來了，說'哦，不！我就要死了！' 然後他們就死了。” 
  
我躺在那裡想了一會兒。 
  
我想到了幾十年來我對自己所做的所有個人發展工作，以及我如何努力發現自己的極

限（或自己的無限）以及我如何學會信任自己和我的感受。我想，在我成長的過程中，

我是如何如此關心其他人對我的看法，以及我是否在做“正確”的事情。我想了很多東

西。我知道這不是運氣... 
  
我回顧我的生活，意識到當每個人都告訴我不要做他們不喜歡的事情時我所做的選擇，

但我知道這對我來說是正確的。 

事故發生 5年後，我正在為大約 100人進行業務培訓，並開始講述我去跳傘時的故事，

然後在培訓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如果我沒有跳傘可能已經在事故中死亡。我站在房間

的前面，明顯地被感動了，我很感激我的力量和願意堅持我心中所知道的適合我的事

情。讓我和你分享這個故事…… 
  
早在 80 年代中期（我 20 多歲），我住在維多利亞鄉村的一個大城鎮，有一天晚上我

正在觀看其中一場生活方式表演，並且有一段關於雙人跳傘的片段，你把自己綁在已

經做過的人身上幾千次跳躍，這樣他們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後你從一架完美的飛

機上跳下來，自由落體墜落到地球上。多年來我一直想跳傘，但我知道如果我一個人

跳，我可能會死。我對繩索無法正常工作和滑槽無法打開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因此，

通過雙人跳傘，我不必擔心，因為經驗豐富的人可以處理任何情況。 

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電視台，發現他們在哪裡進行雙人跳。它在悉尼以外。好吧，

因為我父親住在悉尼，所以我可以上樓和他一起借一輛車。我訂了機票，給他打電話，

告訴他我要來（我很聰明，沒有告訴他我為什麼要來）。 

我在看完演出四天后到達悉尼，借了一輛車，開車兩個小時到達他們運營的簡易機場。 
  
我可能會補充說，此時我在一段關係中遇到了很多麻煩。我愛這個女孩，但它並不奏

效。我還在讀理查德·巴赫 (Richard Bach) 的一本書，名為《永遠的橋》。這本書是關

於靈魂伴侶的概念，以及我們是否真的注定要與某個特定的人在一起。我到達悉尼時

碰巧正在讀的這本書的一部分是理查德無法處理與他的靈魂伴侶的關係並乘坐小型單

引擎飛機上升。它墜毀了，滑槽不起作用。情況與我為自己準備的情況非常相似。我

想知道 Spirit 是否試圖告訴我不要堅持下去，因為我會死在我的時間之前。在我心裡，

我知道堅持到底很重要。我知道我想征服對死亡的恐懼。我知道這很重要。我花了 20 

多年才明白它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在悉尼的那兩天在我的生活中樹立了強大的力量

去克服恐懼，而不是被未知所控制。 
  
當我到達簡易機場時，那裡正忙著飛機起飛和到處走動的人。這是一個美好的一天，

很少有云彩，陽光明媚。 
  
我註冊並支付了我的錢。他們解釋說這筆錢是不能退還的。他們帶我參加了培訓，讓

我適應了。 

風大了，然後我被告知，超過一定的風速，他們不能串聯潛水，儘管常規的跳傘仍在

進行。白天等風停了，看書看別人跳傘，去廁所看了很多遍，什麼都沒有了…… 
  



我從上午 10 點左右一直等到黃昏。他們非常抱歉，說如果我早上 5 點回來，早上那個

時候風總是很小，我可以跳下去。我說好就回家了。 
  
我回到家吃了晚飯，整夜看我的書，我想知道理查德是否死了。我試圖弄清楚書中是

否有給我的信息。這個故事發生之前，我學會了如何溝通這麼清楚，因為我現在做的，

與我的天使/精神的幫手。 
  
我早早起床吃了一點早餐，知道此時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直接通過我...... 
  
我早上 5 點到達簡易機場，空氣靜止。伙計們對我的出現感到驚訝。他們說，沒有人

曾經回來的第二天。他們把我帶到飛機上，在飛機頂部，我被告知要走出車輪頂部的

小金屬板。盤子只夠一腳半。我被掛在金屬條上絕對嚇壞了。我真的覺得我要跳樓了。 
  
我不打算退出，如果我打算死在這裡，現在就這樣吧。綁在我身上的那個人大喊“跳”，

我放手了。那時我陷入了半意識狀態。我的眼睛是睜著的，但一切都是黑色的。我沒

有意識到我的環境，或者我在哪里或正在發生什麼。但我能聽到遠處有一個聲音。當

我們在翻滾時，那個聲音對我大喊大叫，讓我收起我的腿。他的嘴就在我耳邊，但聽

起來像是在一英里之外。過了一會兒，我蜷起腿，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或為什麼。感覺

就像做夢一樣，我蜷縮成胎兒的姿勢，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不知道我在哪裡。當

我收起我的腿時，我們在旋轉中變平了，他對我說“再等一秒鐘，我要拉開拉索”。 
  
我們自由落體，我知道在這個階段我絕對無能為力。如果我要死在這一點上，我無法

阻止它。所以我決定享受這次旅行。我接受了我的處境。 
  
我環顧四周，無法相信仍然體驗著墜落和加速的感覺是多麼奇怪。 

最終他拉下了撕裂繩，我發出了“嗚嗚聲”！！！。他對我說“他們都這樣做”。我們下

來並降落在小圓圈內。所有其他跳傘運動員都走過來問我：“你喜歡它嗎？” 

我回答：“當然！” 

然後他們說：“那你要再做一次嗎？” 

我回答“沒有” 
  
他們都問我， 

“為什麼不？” 

我回答說：“因為現在我去過那裡並且做到了！” 
  
那次經歷讓我得以釋放對死亡的恐懼。 
  
回到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白天，我仍然非常專注於治愈自己。 

第三次我起身行走並深呼吸時，我開始繞過重症監護室。每次我去散步時，護士就在

我旁邊，隨時準備在需要時提供幫助。走路時她從不抱我，我猜她感覺到我為自己做

這件事的重要性。 

第三次她對我說：“你在你周圍看到了什麼？” 

我回答“很多昏迷的人” 
  



在我在重症監護室的 16 個小時左右，這是我唯一一次看其他病人，並不是我忽略了他

們，而是他們不在我的意識或意識中。 
  
然後她說：“你認為這是為什麼？” 

我向她伸出手，伸出手掌說：“我不想知道，我專注於康復！” 
  
然後她對我說：“我每 15 分鐘就給你的外科醫生打電話，告訴他你不屬於我的重症監

護室”。我微笑著同意她的看法。 
  
這次在我的步行中，我在大房間裡走了整整兩圈。在第二圈，她問我“你想洗個澡嗎？” 
  
我看著她說我願意，而且我相信這會讓我感覺更好，感覺很好，精神煥發。 
  
當我回到床上時，她說她會稍微準備好一切，很快就會來接我。她現在要獨自離開我

了。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她可以看到我變得更好（儘管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半小時後，她回來接我。我起床仍然需要她的幫助，然後我們去洗澡了。 
  
她脫掉我的衣服，讓我赤身裸體地坐在其中一張白色塑料椅子上，將手持花灑放在我

手中，說她很快就會回來。我不能動任何東西，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她和我一樣的位

置。我根本無法移動水。 
  
當她回來並在門周圍探出頭來時，她似乎已經離開了一段時間。她問我是否過得好，

我說是。 

然後她說：“我這裡有一些護士，如果他們進來可以嗎？” 

我臉上掛著燦爛的笑容，問道：“他們想看什麼？” 

她笑著回答說：“他們想見你洗澡！” 

我回笑道：“我也是這麼想的……把他們帶進來！” 
  
其他護士都擠進了淋浴間，我赤身裸體地坐在那裡，手裡拿著淋浴玫瑰。我的護士

說：“多久 d o你覺得這個加護病房一直在這裡嗎？” 

我說：“我不知道，我猜可能是 70 年。” 

她說：“是的，你是第一個在裡面洗澡的人。我們無法想通了，為什麼他們把淋浴在重

症監護病房裡的人都給出擦浴！“ 
  
我們都笑了。 

他們接著解釋了淋浴間如何一直被用作儲藏室，因此他們不得不將其清理乾淨。 
  
Lynette 和 Amber 白天經常來看我。 
  
下午 4 點左右，醫護人員來了，把我從重症監護室裡推了出來，帶我去了病房。 
  
我被推到病房後，Lynette 和 Amber 推著我去了醫院的食堂，我們一起吃晚飯，聊著平

常的事情。 
  
那個星期一晚上我本來想睡覺的，但是病房裡有一個來自地獄的護士，她敲打著所有

的托盤、拖把和水桶，整夜大聲地走來走去。 



  
我在胸前塗抹了一種非常特殊的治療霜，並服用了我通常每天服用的特殊營養補充劑。

Lynette 為我帶來了它們。 
  
星期二早上，治安官又來了，又帶我去拍 X 光片，他們拍了更多的胸部 X 光片，然後

又把我推到床上。 
  
我每隔一個小時，有時甚至更頻繁地在走廊上走來走去，仍然深呼吸，仍然咳出少量

血液。我是獨立的，以比正常步行速度稍慢的速度移動。 
  
我有幾個電話和幾個訪客。其中一位來訪者是重症監護護士，她是我姐妹的朋友。 
  
當我在病房時，一位護士進來了，她正在研究導致嚴重車禍受傷的原因，以便汽車製

造商可以調整汽車的設計，以盡量減少這些傷害。 
  
她問了很多問題 

一個問題是“有什麼東西擋住了我的視線？” 

我的回答是“是” 

她問：“那是什麼？” 

我回答：“我的眼皮！” 
  
她把它寫下來，沒有意識到我開了個玩笑，然後她抬頭看著我，我可以看到她在評估

我。然後她笑了。 
  
然後我說“安全氣囊的灰塵使我無法看到將汽車轉向安全的地方” 
  
護士也是修女。她跟我說我還活著真是太不可思議了。當她採訪我時，一位工程師正

在評估我的汽車。一周後，當我和我的朋友邁克爾去看車並從中收集一些東西時，存

放它的人問“有多少人死在裡面？” 邁克爾說，沒有一種二 é d，而你正在尋找誰倖存下

來的人。他很震驚，說我還活著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或類似的話） 
  
星期三早上，胸外科醫生來看我，拉開我的窗簾，左右搖頭說：“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

的事情……” 

在這一點上，我實際上想，“也許這比我讓自己意識到的更糟糕......” 
  
他說：“我不相信我昨天拍的 X 光片，我打電話給墨爾本的頂級胸外科醫生，他和我從

周日晚上和昨天早上開始，24 小時都醒著，拍著 X 光片，他同意我最初的診斷，即取

出你的一個半肺。他也同意我目前的診斷，你現在有一個從未吸煙的青少年的兩個全

新的肺” 
  
我說“我今年 43歲” 

他說：“我知道……” 
  
我太興奮了……我成功了…… 
  
我問：“現在怎麼樣了？” 



他回答說：“你可以回家了” 

我問：“多快？” 

他回答說：“盡快。  我聽說你正在做治療的技術和 Ÿ 歐都還服用補充劑，而這顯然是

工作給你，你會在家過得更好。“ 
  
一小時後我的電梯到達接我回家的時候，我靠著自己的力量走出了醫院。 
  
在事故發生後的兩週內，我能夠像泰山一樣拍打我的胸部。 

我骨折的肋骨和骨折的胸骨癒合得很好。 
  
如果我們都相信自己以及我們所獲得的想法和靈感，這不是很棒嗎？ 
  
我們對自己真正信任到什麼程度？ 
  
我知道，多年來自 1987 年以來的信念和信任我有我自己，我能有什麼，增加了不少。

這主要是因為我現在通過 www.enjoyinnerpeace.com.au 分享同樣的工作。在這個網站上，

有許多項目可以讓您在家中或通過與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分享來追求自己的精神成

長。    
  
  
  
  
如果你希望如何學會與你的指導靈像約翰的工作或者是想了解你是誰，你有來自，你

要去哪裡，以及為什麼你在這裡，然後去^ h 是網站  WWW。 enjoyinnerpeace.com.au 
  
一旦到達他的網站 

首先在我們的故事標籤上觀看 20 分鐘的視頻 

其次購買電子書。  

第三，你可以購買一個家庭學習計劃，你可以通過努力在自己，在自己家裡 

第四，為您與您的精神助手建立/完善明確的雙向溝通，為您預訂一對一諮詢。 
  
根據您追求靈性成長的程度，有超過 600 門靈性課程和許多其他可用服務。  

瀏覽網站 www.enjoyinnerpeace.com.au，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隨時提問。  
  
  
約翰環遊世界，教人們如何與他們的精神導師交談、相信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

並有勇氣去追求它。 

如果您希望約翰來到您所在的地區，請通過 www.enjoyinnerpeace.com.au   網站聯繫他

或他的員工。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TW&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此外，如果你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有錯誤的翻譯上從英文版這個翻譯版本，請讓我的辦

公室知道而且如果你樂意重新檢查翻譯對我們那麼我們會很樂意前進的 word 文檔版本

你來編輯。預先感謝您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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