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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常早的時候開始，我就對關於生命的方方面面的事情特別感興
趣。這包括與自然的聯系，以及一切創造性的事物，其中，當然也
囊括了生命的深邃哲理層面。不僅如此，其本身所蘊含和具有的創
造性，對我來說也尤其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因為它代表了我思想
的最重要領域。因此，我會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深入探究這些內
容寬泛的議題，並（由此）遇到（那些）成年人無法回答的問題，
又或是（成年人）只能給出部分答案但卻並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
——直到我自己找到答案，並自己解決了那些問題，但這也越來
越多地是透過鼓舞人心的力量所呈現的。

所以，我對關於創造性的、靈性的和有意識的，以及（關於）創造
性的法則和戒律的知識，積累的越來越多，由此產生的結果是，這
些事成為了我生命中占主導地位的一部分。這又反過來讓我變得認
知自我，並意識到我在地球的這個領域有一個使命要去完成，而
這，對地球人以一種靈性-意識的方式（實現其）進化具有重大的
意義。於是，我開始琢磨（達成）這一實事的方式、地點和原因，
並由此發現，我已然在這個使命中活躍了幾百萬年，甚至是數十億
年，（這期間）歷經了無數次的化身。我意識到，我在涉及「心靈
教誨」，「意識教誨」，「創造性的自然法則和戒律的教誨」，以
及「進化的教誨」等事務上，曾經是一位博學且有教養的導師，而
這也是我必然要走的道路。我必須要走履行使命的道路，但首先，
我需要來自人類的巨大幫助，這些人類並非來自地球，而是具有高
度靈性以及物質外在屬性的人類。由此，伴隨時間的推移，我被給
予了這種幫助，以便我能夠開始（繼續）履行我的人生使命。這種
幫助，在我還是一個尚未入學的小男孩時，就已經到來。它來自另
一個世界（宇宙）空間的深處，以一位外星人的形式出現，後者成
為了我的第一位高階導師，通過他，我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了海量
的知識，這些知識涉及創造及其法則和戒律，以及自然之法，還有
心靈與物質意識的事實與聯系等。
… （這是一段非正式且未獲認可的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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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m Zukünftigen lernen

Der Mensch lernt
nichts aus

seiner
Vergangenheit,

weil er effectiv alles,
was geschehen ist, schnell

vergisst und es ihn nach dem
ersten Grauen nicht abschreckt,
sondern weiterhin gleichgültig

macht, folglich er einzig dadurch
lernt, was er in Zukunft für sich
selbst sowie allgemein für die

Umwelt besser macht und
an neuem Guten selbst

erarbeitet und
erwirbt.

SSSC, 16. Dezember 2015, 22.50 h, Billy

• https://beam.figu.org/zitate/1589199512/aus-dem-zukünftigen-le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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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llybooks.org/book/english/symbols-of-the-spiritual-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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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
環球興趣自由社區

- 邊緣和靈性科學以及飛碟學研究學會 -

https://www.figu.org/

• SSSC（Semjase 銀星中心）：

   ￫ FIGU 瑞士       https://figu.org/ch/

• FIGU 國家組：

   ￫ FIGU 國家組 ‧ 澳大利亞       https://au.figu.org/

   ￫ FIGU 國家組 ‧ 加拿大       https://ca.figu.org/

   ￫ FIGU 國家組 ‧ 德國       https://de.figu.org/

   ￫ FIGU 國家組 ‧ 意大利       https://it.figu.org/

   ￫ FIGU 國家組 ‧ 日本       https://jp.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FIGU 研學組 ‧ 奧地利       https://at.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捷克       https://cz.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法國       https://fr.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俄羅斯       https://ru.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西班牙       https://es.figu.org/

   ￫ FIGU 研學組 ‧ 瑞典       https://se.figu.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加利福尼亞       https://californiaforfigu.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卡羅萊納       https://figucarolina.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科羅拉多       https://coloradoforfigu.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英格蘭       https://figu-england.co.uk/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俄亥俄       https://figuohio.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美國在線       https://creationaltruth.org/

   ￫ FIGU 任務知識興趣組 ‧ 紐約大都會和新澤西       https://figumetronynj.org/

info@figu.org

https://beam.figu.org/

https://shop.figu.org/

除 FIGU 瑞士外，FIGU 還包括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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