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總統、獨裁者和其他統治世界的人的

公開信！

也許沒有總統或這個世界的任何統治領域會回應我的信，因為他們不

想了解如何克服現在出現的危機。儘管如此，我還是試圖激發他們思

考自己的命運。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誕生，他們的精神意識是為了達到最大的高貴和開

悟，以便在他們的未來命運中成為其他靈魂的老師，獲得永恆的勝

利。

我不知道如何讓獨裁者和總統變得可信，以便他們了解世界上真正發

生的事情。然而，我想讓他們明白，地球是一個病態動物精神意識的

醫院，通過輪迴從動物有機體轉移到人體。我們的身體被我們的造物

主賦予高貴，力求完全治愈生病的動物精神意識。

也許你們中的一個人是某個國家的獨裁者，沒有意識到對權力的過度

熱情干擾了我們造物主的計劃，他不斷爭取盡可能多的靈魂從動物的

身體中解放出來，爭取完全的啟蒙。

你只要考慮到我正在寫的東西是有一定意義的就足夠了。只要你嘗

試，你就會明白你參與了這個陌生的世界。

激活你的想像力，就會出現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我們從動物生命

開始的文明導致了什麼？

幾十萬年，甚至幾百萬年，各種動物的物種都在滅絕，其他物種從它

們中進化出來，最終，一個人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對於細心的人來

說，一個願景會立即出現，在這一切的背後，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神

秘的精神組織。

你可能需要事實來支持我的消息。因此，想像一下您面前有一台破舊

的舊計算機，其硬盤驅動器出現故障並且系統不完善。這個例子可以



比喻為某種動物的病態靈識。

問題是如何在這台破舊的電腦上修復硬盤，以免破壞編碼後的殘留記

錄，這些記錄告訴我們精神意識是誰，它來自哪裡。這類似於決定治

愈動物的精神意識。如果我們像舊電腦一樣無意識地進入動物身體的

結構，我們可以破壞它的記錄，讓它不復存在。 

如果我們將硬盤，即動物的精神意識，轉移到現代計算機，即人體，

那麼我們將逐步消除所有錯誤和動物習性。這就是新出生的現代人體

所發生的事情，生病的動物靈魂在其中化身並逐漸使自己變得高貴。

當一個孩子在某個時候成為人類時，另一個精煉的聖魂會被納入身體

系統，以完成最終的治療工作。因此，通過完善的製度，我們相互改

進。唯一的條件是我們的行動必須與我們造物主的計劃相協調。我們

治愈靈魂的行動必須是完美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耶穌的門徒使徒彼得這個人。

使徒彼得是耶穌最喜愛和信任的門徒，他多次發現自己處於不幸的境

地。他被稱為撒旦，意為耶穌的對手，並曾三度否認他是他的門徒。

 

馬太福音 16 章 23 節。

但他轉身對彼得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

馬克 14 章 72 節。

就在這時，公雞又叫了一次。他想起了耶穌對彼得說過的話：在雞叫

兩次之前，你要拒絕我三次。而他淚流滿面。

基督教對這些令人不快的事件沒有找到答案，並且在理解真正發生的

事情方面存在問題。令他們驚訝的是，這些事件的原因是一個生病的

撒旦靈魂控制了彼得的身體，彼得無法反抗。事實證明，相反的靈



魂，導致 Piotr 否認他，救了他的命。她可能阻止彼得被釘十字架，這

會使我們的造物主的計劃複雜化。

因此，在我們所有人中都有一個邪惡的、精神病患者的靈魂，這在翻

譯中意味著相反，有時令人無法忍受，使我們的生活複雜化。

如果我們考慮據稱在這裡也將耶穌交出來為他辯護的猶大的個性，人

們可能會認為猶大作為精神意識是可以的。另一邊，被高貴的猶大神

識控制的病態神識，被命令接管了他們兩人的身體。

我知道沒有偵探想像力的人不會考慮到，有時撒旦精神意識會在絕對

程度上壓倒他們的身體。

如果我要告訴你，我內心的撒旦是如何反復向我介紹各種可能導致我

被殺或入獄的問題。你不會相信，當我對自己採取行動時，我將自己

從一場巨大的災難中拯救了出來。

誰知道呢，也許滅世之子以某種方式操縱著這個世界，向造物主發出

熱情的懇求，讓他們在某些身體中化身成妖獸。就這樣，墮落的滅世

之子想要用最背信棄義的手段來考驗每一個人。 

路加福音 21 章 31 節

西門，西門，看哪，撒但要求像麥子一樣被篩；

以他的獨生子首先道成肉身，然後是造物主、造物主、父自己的人子

身體為例，他向我們展示了世界上的系統是什麼。當然，獨生子並不

是他父親的對手，而是順從地做著造物主吩咐他做的一切。

約翰福音 14 章 10 節。

你不相信我在父裡面，父也在我裡面嗎？我告訴你的話，不是我自己

說的。住在我裡面的父，他獨自執行這些工作。



約翰福音 4 章 34 節

耶穌對他們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

在當今向我們講述遠古外星人的媒體世界中，也有人猜測這個世界是

為某種特殊目的而設計的。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充滿不可預測

事件的人類混亂中，有某種神奇的力量在起作用，它控制著世界上所

有的大屠殺。

不需要戰爭、人類分裂和一些荒謬的意識形態。治愈靈魂是整個宇宙

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即使某個瘋子導致世界末日，人類將不復存在，但總有一天會創造一

個新的地球。一切都將重新開始，就像在我們的星球上一樣。遺憾的

是，數十億年的時光將逝去，那時生物體將從最初發展，直到出現像

人類這樣的智慧生物。被治癒的精神病患者獲得高貴的靈魂會治愈他

人。這已經發生在其他現在是空的行星上。已經滅絕的星球也以金字

塔輪迴的方式治癒了病態的神識，就像我們的文明世界一樣！一些瘋

子因戰爭事件毀了這些星球。如果你們總統和獨裁者對我的信沒有反

應，有一天我們地球上可能會發生一場巨大的悲劇。損失將是難以想

像的巨大。

也許你會明白，你今天的獨裁使命正在再次轉世為你繼續履行的角

色。塵世生活的精神組織者了解您的性格以及您控制不服從國家的能

力。結果你還是投胎到了總統或獨裁者身上，如果你對你的臣民表現

出墮落，這不一定是光榮的。你的問題是，在你的一生中，許多人從

這個凡人的世界中被拯救出來，而你卻不斷地回到這個世界。你可以

打破你不幸的命運，以避免在所有靈魂的最終審判中產生任何後果。

可以與您領導的國家進行交流。你可以讓他們意識到我們的地球和世

界生命系統只不過是對從動物轉世的生病靈魂的治療。這樣的協議將

使您能夠與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您的情況的人建立積極的聯繫，您可以

控制國家以防止某些愚蠢的人類意識形態提升像希特勒這樣的人，他

們通過破壞我們造物主的計劃而殺死和摧毀. 



向人們推理你知道你的力量終有一天會終結就足夠了，但人類是時候

了解地球上的生命是什麼了。您需要協調所有活動，以便在治愈精神

意識的背景下生活會更好。

人類尚未了解，也不了解造物主本人和他的獨生子出現在人子基督的

身體中。通過這種方式，他想向世界展示一個真相，即有一個計劃可

以治愈被困在動物有機體中的靈魂。

在新的精製動物人體系統中，外表開朗，智慧高大，生病的精神意識

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似乎真相永遠不會向人類揭示，但仍然發生了一個奇蹟，也許是偶然

出現在我個人身上，我將為我們的創造者繼續勝利，他創造了一個美

妙的計劃，從動物習慣中治愈所有精神意識！

沒有人意識到治愈精神意識最重要的部分只能通過生活在人體中才能

發生。

在我們看不到的精神意識世界中，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是一個難以想

像的巨型機器，它為人類身體中的活靈魂工作。這台無形靈魂的偉大

機器將靈魂從屍體中帶走，屍體繼續他們的命運。

難以想像的無形靈魂數量也可以用來確定已故動物的靈魂在哪裡轉世

到人體中。他們還處理那些尚未痊癒，必須投生為人的人。

此外，不幸的是，對於一些人體來說，那些被判處取代總統、獨裁者

和其他管理機構的人的靈魂，野生動物的精神病精神意識已經體現了

它的體現。

不幸的是，總統和其他統治者的做法並不是很值得稱道，因為它可能

在某個時候成為致命的結局。一個例子是多少墮落的統治者進入了世

界的歷史，留下了所有的邪惡！

路加福音 17 章 34 至 37 節。



我告訴你，那天晚上會有兩個人睡在一張床上：一個被帶走，另一個

離開。

兩個將一起研磨：一個將被帶走，另一個將被留下。

 他們問他：主啊，在哪裡？

他對他們說：“哪裡有腐肉，哪裡就有禿鷲聚集。”

在地球為新的生命系統做好準備期間，持續傷害我們造物主的靈魂將

得到淨化。

有惡靈冒充高貴出現在靈界。它們以一種欺騙性的方式導致墮落靈魂

的化身，就像阿道夫希特勒作為反基督者的例子一樣，在某種程度上

破壞了運作良好的靈性意識治療系統。為了彌補這失去的時間，被墮

落者殺死的靈魂必須重生以獲得完全的貴族。現在這個時期，出現了

許多墮落的統治獸，其中一些還冒充宗教人士。 

想一想創造一個生而死的人的生活有什麼意義？

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在為某事而奮鬥，死後又失去了一切，他的人生還

有什麼意義？

創造我們的文明以摧毀它而沒有任何成功有什麼意義？

只有人類會死，然後沒有任何目的地以另一個化身復活，這有什麼意

義？

其他人在極度貧困中掙扎求生，而其他人則不斷地享受財富，這有什

麼意義呢？

有時會有成噸的問題和毫無結果的答案！

所有動物有機體的精神意識都需要通過轉世進入人體來啟蒙。這不是

讓精神意識回歸智力生活的好主意嗎？



我們看到動物理性主義是多麼虛弱。人類小孩就是一個例子！科學已

經說過，任何沒有精神意識的物質有機體都只是一堆肉。

轉入人體的動物覺悟，再加上高尚的精神覺悟，進行啟蒙教育。另

外，撫養學校家長和所有生活經歷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

考慮到有一天動物開悟的神識會成為他人的老師。這真是一個很棒的

系統。

完成任務後，高貴的神識會前往其他星球，那裡的教育水平最高。有

一天，他們將能夠化身為永恆的生命體。想想地球上這樣的存在系統

有沒有意義？

動物意識如何達到開悟的境界，明白自己活著的意義，有機會與另一

個已經高貴的神識交流？

當羅馬人在那裡統治時，這個系統的創造者可能想通知當時的以色列

人。他知道，當我們今天的知識壓迫時代到來時，這個信息會變得更

加困難！

請注意，人體就像完美的計算機，但它們會死亡。雖然它們比動物更

完美，但不幸的是，它們有致命的基因缺陷，曾經有人退化為它們。

但為什麼這種生活會在世界上發生？答案是明確的！造物主使人類的

身體變得高貴，以便下一個更加完美的身體誕生。他們所體現的健康

高貴的精神意識治癒了其他精神疾病的靈魂！

它從世界開始就持續如此，以至於我們生病的精神意識通過恢復到它

們最初的形式而變得更加完美！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我們看到人類的身體處於滅絕的危險之中。有一

個連續的系統，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亡，而其他人以驚人的速度出

生，從而增加了人類的人口。

你沒有意識到世界和我們的地球有多少未解決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

人口過多，不時出現一些動物有機體。



人類沒有意識到，如果它不回應造物主的建議，他已經通過永生展示

了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

生活在一個類似於基督之子的身體裡，我們造物主的獨生子的精神意

識永遠投身其中，將使我們擺脫所有的折磨。

約翰福音 8 章 35、36 節。

奴隸不是永遠在家，而是兒子永遠在家。

所以，如果聖子讓你自由，那麼你就真的自由了。

致命的有機殘留物正在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是世界乃至整個宇宙的

禍根。

我們互相吞噬。同類相食在歷史上出現過不止一次，這意味著它可能

會重演不止一次。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幾乎 100% 的人類無法通過想像來思考命運的未來。

也許我的信息不會完全傳達給你。但是你有機會不斷地思考它們並祈

求造物主幫助你理解這一切！

人類生產的東西通常是不可生物降解的。甚至大自然也向我們表明，

生物體的殘餘物已經變得有些危險且不可破壞。有時它有助於人類行

善。然而不幸的是，它也助長了非常危險的行為。這就是煤炭和石

油，經過加工處理後成為一種有益於人類福祉的解決方案，但這種慈

善事業的浪費卻變成了塵世的污染。

人類更進一步，已將原子反應用於戰爭目的以及創造清潔能源。但是

這種純粹的能量以切爾諾貝利和日本大災難的例子顯示了它的不好的

一面。



操縱基因和體細胞是下一個病毒炸彈。在世界歷史上，病毒曾多次威

脅要消滅全人類。 

在我的想像中有一個驚人的事實，即數十億年前聖經稱其為魔鬼的沉

淪之子，通過操縱他身體的細胞，對它們進行了解碼。當時他創造了

第一個致命的病毒來摧毀我們的造物主王國。

您可能想知道在類似於人子的身體中永生會是什麼樣子，其中體現了

我們造物主的獨生子的精神意識。

記下第 3 章 22 節。

因為隱藏的事沒有不顯露的。

記下第 3 章 25 節。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誰沒有，他們就會剝奪他擁有的。

如果你相信有一個永恆的創造者和他的獨生子，還有我們作為精神存

在。你會明白，在你的想像中，有可能在改變後的身體中獲得永生，

這將與我們的精神意識非常相似。創造者可以應用某種代碼脈衝，通

過這些脈衝，細胞可以在瞬間實現和非物質化。這就是人子復活的身

體所發生的事情。

靈魂是不朽的，在我的想像中，它可以與無數沒有物質質量的人類細

胞相提並論。身體細胞在轉化為能量後，仍然違背身體個性仍然相同

的細胞密碼。

基督的身體看起來很相似，它通過某種衝動將所有人類細胞轉化為不

朽的能量。



記住！造物主和他的獨生子，我們是不朽的精神意識，穿著各種身

體，包括動物身體！

在永恆能量體中生活不僅對人類有益。消除使行星成為永恆墓地的必

死生物和其他未降解垃圾的堆積，對整個宇宙都是有益的。

人體，我們稱之為 Astral，不再需要氧氣或其他氣體，將它們轉化為地

球不需要的氣體。

當然，我不是科學家，但我確信造物主在將凡人系統轉變為不朽系統

的驅動下，主要是通過將我們聚集在安全的地方來拯救每個人，例如

在太陽。 

在我的互聯網門戶網站上，我展示了一個例子以及兩個地球大小的物

體如何飛入太陽的證據。當然，這是一個假設和虛擬的例子，但它很

有意義。來自太空對地球的威脅特別危險，把它藏在太陽下是個好主

意！

不要認為我是想讓你辭去領導職務。相反！如果任何力量使您成為現

在的樣子，那可能是有原因的。也許只有你才能控制你領導的國家。

其他弱者可能會導致一些國家的不幸。然而，有一種恐懼是，童年時

第一個轉世到你身體裡的靈體現在已經戰勝了你。它是一種無法估量

的，可能是從一種作為牧群嚮導的動物轉世而來的。現在他主宰了

你，讓你成為暴君和危險的野獸。然而，你總是有你的想像和回憶，

你曾經是一個高尚而慈悲的人。使用這些記憶並嘗試與國家溝通和和

解。你在演講中讓他們意識到你知道自己有一天會失去領導地位就足

夠了，但你首先想找到一個接班人，從世界是醫院的立場來看待人類

的生活為了從動物本能中提煉靈魂，更具體地說是精神意識。

當你的精神意識體驗到我所寫的一切的啟示和理解時。你會看到你周

圍的人假裝喜歡你，實際上他們是野獸，他們可以控制屍體並從中享

受物質資源，假裝是愛國者。



主意！遠古時代精煉的魂魄，大部分還存在於我們的世界中。從遠古

時代起，他們就使自己如此高貴，在我們造物主的智慧下，他們使地

球上的生活現代化。或許在治愈靈魂之初，該系統的基礎是將它們從

溫順動物的非攻擊性有機體中解放出來。就這樣，他們更快地與善良

和貴族融為一體。現在很明顯，因病魂而產生的邪惡是很難控制的。

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員，也許你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所支持的你的精神意

識開始發怒了。你已經失去了對她的控制，因此，你失去了整個自

我。考慮到世界是所有靈魂的醫院，您所要做的就是打破這場令人討

厭的鬧劇，並考慮如何高貴地擺脫這種愚蠢的局面。尤其是那些需要

掙脫的動物！

看看希特勒的處境，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種族滅絕。如果在適當

的時候，他放棄殺機，掌控坐在自己身上的這個墮落的靈魂，他就能

活下去，世人都會原諒他，他總能恢復過來。

日本獨裁者裕仁及時恢復了冷靜，他的頭上一根頭髮都沒有掉下來，

完成了他的一生。這些難道不是我所寫內容的明確證據嗎？

它是關於拯救所有糾纏在相互吞噬的動物身體中的精神意識。

你可以親眼看到，包括我們動物人的身體，我們要想生存，就必須吞

噬其他生物。

只有在基督般的身體里永生才能結束這個塵世的噩夢！那麼我們的精

神意識將不需要任何東西來生存！

他從精神世界收到的信息，我們看不到，也知之甚少。我嘗試根據聖

經中的新約來檢查我收到的每條信息。試著對新約產生興趣，你會發

現我所寫的一切。

最好的問候，傑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