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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 7 月 9 日 

 

你問我三個字它們的解釋，不用說。好吧，我給了你這三個重要的詞：天堂，地獄和地球。現

在我們將看什麼可以從這三個詞中提取出來，那可能會提升，啟發和指導你，也可以為整個人

類。 

 

三個單詞中的第一個表示最偉大的，所以即使你在說這個單詞時，如果你想以它應該發音的方

式發音這個單詞，你必須提高你的聲音並給你的聲帶帶來更大的張力。 

 

在你發音這個詞時，你知道什麼你真正說的是嗎？不，你不知道它，但只能猜測;看起來，“天

堂”是最高的居所，是最高靈的住所，也是我的永久居住地方。天堂是所有八福的總和，那裡

所有的靈魂，在最純潔的光中，沒有缺點，只為我崇高的個人屬性而奮鬥，過著幸福的生命，

在這裡你無法理解，幾乎無法想像。 

 

在這些地方肯定有各種程度的完美。事實上，完善的過程從未停止過因為我，不斷創造新事物，

允許新的行動領域發展。 

 

從天上發出，所有的生命火花出自我旅行通過我的最偉大天使精神到最低層，只有我自己的火

花微微閃爍，被重物包裹著。在天堂，位置遠遠超出所有貝殼地球和物質創造的太陽系的天空

中，永恆的平安和永恆的愛正在輻射，因為崇高的精神生命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模仿我的屬性，

並出於對我的愛來實現我的命令和願望，最高的幸福在那裡統治著。 

 

在最高的天堂中，精神的永恆和諧盛行，在那裡他們最高的完美中也有簡單，謙卑，和睦鄰的

愛，我自己的表達。 

 

在那裡，我已經安排了我的住所，正如它應是符合我的思想和願望在整個創造裡，正如它將是

在無數的時間之後，當所有那些在精神上失去，找到它自己，並被淨化通過試煉，通過衝突將

發現它的路回到我身邊。 

 

一旦是這種情況，所有的世界，正如我曾經說過的， 將被改變。因為那時他們都有試驗和淨化

學校實現了他們的目的，並完成了一切。當然，對於更高的靈性存在，他們必須有不同的安排，



並配備更大的光輝，輝煌和八祝福，以便這些完全相同的淨化精神將找到新的材料為他們的進

一步完善，他們更高的精神成熟。因為無限是空間，無限是完美的等級，無限是我，我自己 - 

作為至高無上的全部！ 

 

這個屬靈的天堂，那裡永恆，溫和的恩典之光出自我，流入所有的靈魂精神，那裡最純淨的和

聲呼吸到精神的耳朵和心，最大的渴望對我，是我的無限愛的精髓，表達用聲音，顏色和話。 

 

在那裡，所有人都生活在一起，每個人都只為另一個人的幸福而快樂！ 

 

最大的提升，是他們在祈禱裡，在詩歌還是在歌曲，你們在地球上的人類都是有能力的，而且

正如你表達它， “攜帶你到最高的天堂，提供你更美好生活的預感 – 那裡在我的天堂裡，它是

最低程度的幸福，且作為永久性的，不是瞬間的感覺。 

 

我無法解釋，更少使你感受到什麼一個精神感受在那裡。因為你無法承受它在你的塵世的身體

中，地球上的一切都會讓你感到厭惡，如果你能保留在你的記憶中，只有一秒鐘如此的幸福。

這再一次我告訴你只是為了鼓勵你，以便你可以理解什麼八祝福等待痛苦試探作為獎厲為他的

堅持和他對我的愛。 

 

正如我告訴你在這裡最高的天堂，那裡的白日不會與夜晚交替，寒冷與溫暖，或生命與死亡，

一個均勻，永久，永恆的光海環繞著幸福的靈魂精神，照亮他們周圍的一切，那裡一切創造的

在其他世界是在反回顯示精神上。例如，你看到一朵花誰的顏色讓你的眼睛高興，它的氣味取

樂你的神經，但你不知道它的精神意義，它的精神實質，精神流動上下在它的小管或靜脈中，

所有發散更高的自然，從太陽開始，它的光是這些花卉色彩和氣味的母親，達到最高和最精緻

的效力。 

 

你看，這朵花也可以找到在我的天堂中，作為所有創造物的精神反映。如果你能在那裡看到這

朵花 - 它的形狀只有光，它的顏色只有光彩，它的氣味在最高的精神對應中是永恆讚美詩對造

物主的讚美！ 

 

只有那裡你才能理解什麼精神沉思的意義，然後才會意識到你的感官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麼沉悶。

但，不要擔心你的這種感官狀態當你在地球上; 記住，只有你最慈愛的父親的智慧之手已經安排

它如此，雖然你沒有，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他的目的，但他們總是基礎於最高的智慧和愛，且必

須有嚴肅的理由為那些事實。所有這些幸福將是你的只有在長的衝突和時間段之後，甚至不是

為所有人，但僅限於某些人（根據他們的愛）。 



 

我的親愛孩子，如果我允許你一次享受這一切（我只保留那些真正愛我並努力成為我的孩子的

人），沒有衝突，這些無法形容的偉大的八祝福會沒有很大的價值和永久性吸引力，因為它們

不是你自己的成就，而只是一種禮物，可以說，沒有任何努力在你的部分，只有一半的價值和

短暫的持續時間。 

 

只有什麼是獲得通過努力的才能充分享受，作為獎勵對功績！ 

 

什麼功績有，一個王子或國王作為國王的兒子出生，一旦他的頭被冠冕裝飾？你可以假設它是

遠低重要對他比那些較低級別的人相信。什麼是這樣一個世襲君主比較與一個男人誰，已經戰

鬥所有身體和精神的逆境，最終達到了他的目標，他從來沒有失去視力石油後者是一個精神巨

人，而另一個可能相當於很少有時儘管他的崇高站只是一個非實體。 

 

為這原因，無論誰想要成為我的孩子誰我已經保留最大幸福，必須獲得這個名字，只有這樣，

他才會祝福所有的痛苦和衝突，那領他到那種程度的幸福那裡中開始嶄露頭角所有存在的靈性

那裡，在天使的所有職責的完成和表現中，更高的幸福創造的精神開始。 

 

正如我曾經說過，每個人攜帶整個宇宙帶到他體內，他也帶著，儘管規模最小，現在描述天堂

內在。 

 

與每一件好事，每一次勝利獲得超越他的激情，這個小愛 - 天堂的一束光來自精神領域的滲透

到他的心中。它是一種瞬間的光束，一種預知，一種靈魂歡呼為喜樂，但（唉）不是永久的。

它只是一刻當精神向人展示什麼他攜帶內在，什麼將會有一天成為他的，如果他忠實堅持生命

的艱難道路。 

 

人的精神留給靈魂只有在微風吹過它之後，沒有別的。光束來自天堂的只是一個警告電話，意

思是： 

 

“不要動搖，但要忍受！有一天你將會有永遠什麼這裡只衝過你以閃電的速度！“ 

 

所以，不要絕望，我的孩子！天堂對你開放！為了鼓勵你，我讓你感受到它有時，只要你的身

體和精神基本原則允許的。更多你不能忍受; 如果你們中的一個人能夠承受更多的責任，那麼在

其他人中間，他就會不高興，而不是努力地追求他的道路，他會因疲倦和絕望而戰勝。因此，

記住，我，你的父親，在我的智慧裡安排了一切在如此方式，我的孩子能夠承受它並從中獲利。



現在讓我們轉向地獄。什麼我告訴你關於天堂，或多或少同樣你可以認假設地獄，但 - 不言而

喻 - 在相反的感受。 

 

我不會告訴你如此多關於地獄，它的組織和性質，因為它讓我不愉快地想到它，並詳細描述它

並沒什麼好處。只需知道它確實存在，並為我的和你的劣勢。然而，為了告訴你至少與天堂形

成鮮明對比的事情，我只會暗示它的存在，也就是說，在撒旦本人居住的中間，在不同程度上

代表邪惡的幾個部門和等級。 

 

與我相比，撒旦是人格化的邪惡，是所有激情的化身，與我的屬性相對立。然而，例如我，出

於愛努力保護一切，他想要摧毀一切，出於仇恨反對所創造的一切，首先，因為它是由我創造

的，其次，僅僅因為它是被創造的。 

 

如果它按照它的方式行事，它就會不斷創造各種生物，但不是為它們的存在感到高興，而是為

歡喜（撒但）在它們的毀滅中，然後再次恢復遊戲，開始重新創造。 

 

它的低屬精神誰，由我創造作為生活生物，變得如此黑暗以至於它們只享受黑暗，就像我的天

使享受光明一樣，根據它們的邪惡程度接近，或遠離，撒旦和在各個部分放在地上和地上。在

那裡，它們追求它們的（惡魔）的快樂，努力盡可能地效仿它們的主人; 因此它們最大的樂趣，

在所有可能的藉口下，將人類從好的或更好的道路轉移到它們的寬闊的高速公路。 

 

因為在它們和它們的主人中只有一種撒旦的愛，它們樂於將同樣的種植植入那些人的心中誰願

意傾聽它們的。 

 

那裡它們不忽視向它們的受害者描述世界和其盡可能愉快的快樂，使他們產生狡猾，欺騙，慾

望，和所有低調的味道，從而使他們準備好成為它們有價值的“兄弟”。 

 

你會問我：“但如何你可能，創造者，允許這些強大的邪靈和他們的主人繼續存在？你為什麼

不用一句命令話來摧毀那些如此生物誰反對你的愛溫柔吸引和你的神聖屬性，此外 - 為什麼你

把它們驅逐到地球上所有地方，而數百萬其他的地球和繞行太陽在無限，其居民可以不受阻礙

地走上他們的道路來改善和淨化，沒有暴露到這折磨？為什麼只有我們，你稱之為“你的孩

子”，為了那些人的緣故，你來到這個小地球，那裡你為他們而遭受痛苦; 為什麼我們誰一方面

是 有特權的人，另一方面是最嚴厲的試探和暴露於所有誘惑和試探？“ 

 



我親愛的孩子們！這種抱怨由你提出作為人民這個你的地球是，從你這邊看，非常自然，我必

須辯護我自己為它以便你，儘管它看起來不像它，仍然認識到我永遠是最有愛心的仁慈的父親，

在任何時候安排一切都只為了你的利益，並總做所有事情是為了我的孩子的福利。 

 

在早先（前面）的一個詞中，我提到了一個墮落的天使，他在墮落時拉著無數的其他精神。在

“上帝的家”中，我也向你解釋說， 所有他的靈魂物質都從他身上奪走，分成粒子並被束縛在

物質中，現在正回到我逐漸在完美之路上; 此外，所有出生在這個地球的人，除了精神來自其他

世界的，誰被移植到這裡為了成為我的孩子，都是墮落者的一部分，也必須走相同的道路作為

所有靈魂束縛在物質中。 

 

我還說，這個非常同樣墮落的天使精神被禁止到我的植物托兒所我的天堂所在的地方，即，進

入地球，並他在那裡最活躍，對立與我和我的條例相。 

 

看，所有這些我向你們解釋過的早些時候，以及“為什麼” - 為什麼最大的誘惑和危險必須正

是那裡精神和靈魂在已經完成任務到達我的王國，通過地獄和譴責十字架的苦難和我愛在我的

榮耀裡和恥辱我的偉大對手; 儘管所有的誘惑和看似舒適的東西都被撒但堆積在未來的學生身上，

以便誘捕他們，而後來讓他們用一千個地獄的痛苦付出一切的快樂和每一種安慰，這個地球上

仍有靈魂無視所有他的誘惑， 轉他們的背對所有他的偉大承諾，不想屬於他而只屬於我，在痛

苦和衝突中高舉旗幟信仰，謙卑，和愛！ 

 

當撒旦背叛我的時候，我不得不離開他和他的全部追隨他們的個人自由，每一種精神都需要這

種自由，以便作為一種自由精神，他可能變成值得我的人。 

 

轉換到我必須發生從內部和自願，而不是在脅迫下。出於這個原因，我必須容忍這 個我的最偉

大對手的行為，包括他的孵化，讓他們行事按照他們的意願，只要他們不干涉我建立的秩序。 

 

事實什麼無論他們做，結果總是相反與他們原先的意圖，是好事業的勝利，因為邪惡，甚至是

最壞那創造必須表現出來，必須且只能貢獻為它的（和他們的）自己的改善和什麼是普遍好的

進一步。 

 

由於這個原因，撒旦帶著他的王國被禁止到那個地方，在那裡他有機會盡一切可能來捍衛他的

生命 - 理論反對我。事實上，他甚至被允許在我的世俗逗留期間親自誘惑我，我，誰不是一個

創造的精神，而是所有創造物（包括他自己）的創造者。因為我沒有避開他，當他遇到我作為

一個男人時，暴露於所有人類的激情，他敢於誘惑，也最高，這被允許他。但什麼結果你知道，



即，他可能會逐漸意識到，在大和小範圍所有他的努力都是徒勞，並通過億年多時間，他一直

在徒勞抵抗那一個人誰創造他， 誰，他今天會回來懺悔，會接受他用張開雙臂像“浪子一樣”，

正如我已經告訴過你在“十二小時”裡，它將不會一下子發生，而是逐漸地，肯定地。 

 

當我說到我的天堂時，每一個人的精神攜帶它們在他體內小規模，因此鐘聲的細菌或犯罪和傾

向於違背我的秩序，或者地獄的縮影，是在每個人的胸中。 

 

它在那裡因為美德，沒有承認它的對立，惡，不會是一種美德，愛沒有相反的，不是愛！如果

不存在黑暗，你就不會欣賞光線，如果不是因為寒冷的冰凍效果，你就無法理解逐漸進入溫暖

的愉悅感受。 

 

因此，在我的“兒童植物苗圃”所在的地方，也必須是學校克服和製服所有激情的！ 

沒有衝突會有什么生命？一段時間的單調經過，沒有意識到一個人的到來和另一個人的過世。

生命沒有目的，沒有香料！ 

 

正如鹽在所有你的食物中，在所有草藥，在金屬，在植物，在甚至空氣和在你的胃中，因為適

當的消化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煽動生命，並通過這種煽動進一步加強，鹽的精神生

命是誘惑，或傾向思考和行動不同於以實際應有的。通過這種對比或這種煽動，你的自我的更

好的部分得到加強，你內在的身體和精神生命得以維持通過這種食物，它的持續性得到保證，

並享受到達到另一種，新的完美程度，並通過衝突和克己，你就不會意識到進步如果你前進沒

有障礙。 

 

當太陽在早晨發出它的第一縷曙光在地球的牧場 時，整個生命大自然都在高興地回答。每個存

在，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嘰嘰喳喳，咕咕叫，哼唱讚美光和讚歌它的賜予者。即使是附著在苔

蘚植物葉子上的露珠，衣服本身也帶有鑽石般的光彩，鏡似在它上面拱起大半球和它的光芒照

耀正如它歡喜白晝時回歸在黑暗之後！ - 為什麼？因為從一個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夜晚，或黑

暗，讓所有的生物都感受到光的價值！ 

 

因此，它也是精神方面。只有當知道了在審判道路上威脅的裂痕和錯誤路徑時，一個被創造的

人的靈魂才能認識到屬靈的愛，屬靈進步，和屬靈，更高靈魂生命的甜美意識。只有在靈魂向

前邁出一小步之後，它獲得樂趣在相同並更新所有它的力量為實現下一個目標。所以激勵，享

受，和幸福被加強，不是為更好的條件獲得，而是為克服障礙。 

 



你看，我的孩子們，什麼會是所有的天堂意義沒有地獄！還有其他太陽和地球中的其他生物錯

過了幸福，這只留給了我的孩子，因為其他太陽和世界中的其他生物只知道光明，很少或根本

沒有黑暗！ 

 

你是否還想抱怨地獄離你如此近，甚至在你裡面？或者你不願意，感謝我，問我可能更多的地

獄，以便你可以戰鬥並遭受更多的痛苦，以便在更大程度上值得被稱為“我的孩子”？ 

 

所以讓你的思緒安靜。我知道什麼你需要為你的學校; 不要求更多的比什麼我給你的，並放心，

你已經足夠與什麼我的愛手給你的 ; 那裡它更多，它將是一個懲罰的手，我，作為你的父親，

沒有！ 

 

現在我已經展示你，如何即使完全邪惡，甚至，最邪惡在整個創造中的，其所有的行為仍然被

我利用和剝奪，為了所有生命的利益以及如何撒旦與他的心腹，不能傷害我，總的來說必須貢

獻最大的利益。所以，讓我們現在轉到你的居所“地球”，作為第三個字，上面提到的，這樣

你就可以再次看到愛和明智謹慎在你父的全部榮耀裡。 （譯者註意：為了清楚起見，以下段落

中保留了“天堂”，“地獄”和“地球”的原始德語術語，並在括號中加上英文術語）。 

 

當發出單詞“Himme1”（天堂）時，你必須提高聲音的音高，同時在發出“Hölle”（地獄）

時不得不降低聲音，你會注意到這些單詞中的每一個都需要不同的運動。聲音肌肉，看，

“Erde”（地球）這個詞的發音再次不同，你必須張開嘴巴（三種不同的聲音.Ed。）。看，在

你的語言中這些詞的發音，包括發聲器官的運動，一切都以這樣一種方式排列，即比你更熟悉

的靈魂與創作的對應公式，發現在動作中充分錶達口腔肌肉是一個或另一個明顯的詞所代表的。

當發出單詞“Himmel”（天堂）時，你已經看到聲音音高的提升對應於對它的更接近的描述。

當發出“Hölle”（地獄）這個詞時，嘴巴必須像洞穴一樣被關閉，你會發現這個肌肉運動與地

獄描述之間的緊密聯繫，順便說一下“Himmel”這個詞（向上一瞥，“Hölle”（地獄）這個

詞向下一瞥 - 當然從不向上，最後“Er die”（大地）通過張大嘴巴直視前方。在討論了前兩

個之後，還有待審查的內容僅是最後一個詞，廣泛宣傳的，其精神對應，以及地球本身作為你

的居所。 

 

事實上，在發出“Erde”（地球）這個詞的時候，嘴必須水平地拉到角落，嘴唇必須向上移動，

顯示出白色的牙齒，有精神對應與地球，那裡，在精神意義，什麼是柔軟的，即肉體，受到約

束，開放考慮更堅固，更緊湊的部分 - 道德，或牙齒。現在看，我親愛的孩子們，在精神上的

對應，牙齒，堅固，骨頭樣部分，象徵永久和第一支持，在人與地球，給一種美麗的形象，賦

予道德美對人的整體外在 。同樣，這種支撐創造了地球本身的內在生命力和美麗的東西在它的



表面。牙齒也意味著道德精神，是消化的第一個精神器官，在世俗的生命中應該從壞的篩選出

好的。而在口腔中，鹽在唾液的消化液中是在食物通過牙齒擠壓後添加的，相應地，鹽是誘惑

總是相反的行為與好的，它是你的主要任務抵抗這種誘惑。並最終成為勝利者。 

 

在這個地球上，你會得到一切混合，好與壞，愛與恨，生與死; 那是，兩者都很容易改變彼此的

角色，換句話說，每一個都很容易變成它的反極點。如果你有足夠的力量來消滅惡人和壞人，

那麼邪惡，無論它多麼頻繁地攻擊你，都不能給你的靈魂留下永久的印象，並會完全消失在超

越裡，只有什麼是好的將是你的實際價值！事實上，當發出“Erde”（地球）這個詞時，你必

須在水平方向張開你的嘴，這意味著在精神上尊重你的地球 - 儘管身體很小 - 遠遠超出所有太

陽系，甚至遠至我的天堂因為這個小小的星球首先成為了我的孩子的居所，其次也是我的，在

那裡，通過痛苦和死亡，我成為戰勝邪惡的勝利者。 

 

如果你稍微熟悉一點對這種精神語言，你就會在每一個詞中提到我的發現重要的，更大的精神

意義而不滿足於對詞語的理解 - 樹皮，可以這麼說，但感覺更多的喜悅和幸福在它的內容比你

想像的。那麼你會發現其他事情那每個人根據其精神層次會揭露它自己在話裡和表達與我有關

的，或者你認為語言是發明的，正如你的語言學家認為他們可以證明的？哦，你非常錯了！這

些詞語並不總是與發明的物品和人們的新要求同時發生，但語言 – 是一種精神產品 - 總是並行

發展與人們的精神感知。你們可以自己看到從國家的歷史中，隨著一個國家的精神進步或回退，

它的語言同樣進步或退步，隨著一個國家的停止，它的語言（作為一種生物）也完全停止。 

 

語言是靈魂的表達。語言越高越美麗，表達的強度就越大。然而，這只能被珍惜由靈魂，或那

些人受到我的愛和恩典啟發，他們發現口腔和喉部肌肉的各種運動背後，在這個和那個組合中

的嘰嘰喳喳，咔噠聲，顫音和哨聲。形成一個或另一個詞，一個更高，精神的意義，這對於你

來說就像象形文字一樣難以理解 - 一個迷失的天堂。 

 

因此，地球也不同與許多其他世界 。雖然這些只有一種語言盛行，並所有創造的生物都追求同

一條道路，但地球有成千上萬種不同的語言，作為單一語言的分支。通過這種方式，地球上的

居民，除了對他的耐心和毅力的許多考驗之外，還承擔著這項任務的負擔，即，當他想與其他

國家的兄弟交流時，他必須學習他們的語言為了傳達他的想法和感受 給他們; 或，如果他想從

他的外國兄弟那裡學到一些東西，或者告訴他一些東西，他必須使他自己理解那種語言。 

 

無論什麼你看在地球上，開始從最原始的民族到文明國家，你看小地球的不安精神傳播它自己

超越所有已知的。當然，主要動機總與人群的是自我追求。然而，通過這種方式，國家聚集在

一起，他們相互了解，學會相互欣賞和相愛。 



 

那些人誰調查自然，星球，地球內部和地表的，傳授他們的知識關於那些事情出於我的恩典，

我讓個人發現，作為人類的常識。沒有意識到它，他們只執行我的計劃，不是他們的，所以我

教育了這個地球的靈魂，這個地球曾經為很短的時間也是我的居所，到更好的生命。 

 

現在，人們的思緒競賽以閃電般的速度從一極到另一極，他們自己滾動鐵路，就像颶風從一個

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道路是用鐵製成的，大多數乘坐鐵路的人都有鐵心（至少對他們的人類兄弟）。但這不是物質; 

我的計劃更加先進通過快速溝通存在城鎮之間，以及聚集一起人們居住在那裡的，比鐵路所有

建築商和業主所認為。 

 

這裡，我常常混合一起在一場大屠殺 - 天堂，地獄和地球，或精神上好，壞或物質思想的人。

進入時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看法; 在離開時，地獄可能通過談話從天和地中提取出永久的知識火

花，經過這種生命不會被遺忘。 

 

因此，我實施了我的計劃，也利用了這種旅行一起，並且以前嚴格的規則分開人們，在那裡我

讓他們忘記了他們的偏見。即使是自我追求，緊急為了享受和貪婪為錢是動力為什麼人們來聚

集，前往其他國家暴露他們自己到各種危險，我仍然已經實現了我的目的，即兄弟會的目的。

現在它只需要一個強大的推動和精神衝動，人們就像兄弟一樣站在那裡，團結一致追隨我，永

恆的牧羊人。然後，地球的精神意義得以實現，那時我將再次親自到你們中間，在頑固的人被

除去之後，只剩下願意了。 

 

因此，我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看如何天堂，地獄，和地球，無論是偉大的還是小的，都必須服

務只為愛的目的，基本理念我的創造。 

 

但，不要按照年數來計算什麼我剛才告訴你的，因為與我沒有時間。我既不知道白天也不知道

夜晚通過時間來衡量; 與我在一起總是白天，愛的陽光永遠閃耀，並將發光，為所有人直到所有

人都能找到道路通往我，他們最慈愛，最仁慈的天父親。 

 

現在我認為你，也，可以滿意這個補充。這是另一個光在我創造的偉大山谷中。考慮很好如何

多少愛和恩典我賦予你，並我提供你瞭如此多的精神麵包，這樣你就不再懷疑所見到的一切都

來自天父的手！ 

 



這為你的安慰用我的祝福！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