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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對我說和在我里為每個人，這是真實的，忠實的，確定的： 

 

1. 當塞思做出關於缺乏愛情的簡短評論時，凱南，馬哈拉萊爾和傑瑞德親切地向他們打招呼並

感謝我再次參加會議的恩典。賽斯以我的名義祝福他們，使他們能夠說話面對我的愛，以及在

塞思的面前，這是亞當的高度祝福線中的第二個，最後，我自己在偉大的時代中完成了物質。 

 

2. 當這三個人得到祝福時，凱南是第一個說話的人：“親愛的父親和孩子們，聽取並仔細聽我

的話，因為我會忠實地告訴你我在夜晚的異像中所看到的。在這個異像中，我被展示了十根柱

子聳立在巨大的水面上，水經常在他們身上猛烈地拍打著他們。在第一列，亞當站在那裡，對

著海浪說：'聽著，孩子們，上帝，主人澤巴斯， 強大，偉大和神聖的所有孩子們的父親由我生

是唯一的上帝。因為他使我成為地上唯一的人，他是永恆的唯一上帝，除了他之外，沒有任何

其他的上帝。因為無限是從永恆到永恆充滿了他的榮耀，因此，你們應該相信主是唯一的，偉

大的，永恆的，全能的，聖潔的，公正的，極其聰明的，最有愛心的，仁慈的，仁慈的，至高

無上的善良和崇高的上帝，因而也是我們的父。所以請保持冷靜，你快速的波浪，並變得清晰

那光的只有上帝可以發光通過你的生命基礎！阿門“。 

 

3. “看哪，亞當柱子周圍的波浪變得平靜，一股強大的光芒從上帝的高處照射在水面的光滑鏡

子上，於是表面像太陽一樣閃耀，從水底發出一首讚美之歌。從一片光亮的雲中，隨著光芒越

來越大，朝著全能的父神，唯一的上帝的永恆聖潔的高度上升浮出水面. 

 

4. “並且進一步聽到，親愛的父親和孩子們，我在我看到的晚上的異象，不是我的身體的眼睛，

但我看到了這一點，欣喜若狂，用我的靈性眼睛。 

 

5. “距離亞當的一列不遠處就是一個類似的地方，幾乎是莊嚴的。輕快的波浪猶豫著將他們閃

閃發光的頭抬到莊嚴的柱子上，在這個高貴的柱子周圍輕輕擺動，充滿敬意，好像在說：'看，

凡人，看到至高者的名字，聖潔和慈愛，被稱為“耶和華”！這個名字永遠不會被基舌虚說。

聖父的名字是神聖的，最神聖的！O 人，O 孩子們，盤旋的海浪在呼喚，“哦，請記住祂的名

字！在你的心中考慮一下，這是一個有這個名字的上帝！” 



6. “看哪，只有當我驚奇地從輕輕移動的波浪中聽到這一點時，我才能膽怯地將精神驚奇的視

覺提升到柱子頂部，我看到 - 哦，我無法描述我感到多麼溫暖和高興 - 親愛的父親塞思，我看

到站在柱子的光輝頂端，帶著認真的風度你。你跟我剛剛告訴你的輕輕盤旋的波浪說話了。因

為我相信從所有盤旋的波浪中聽到了你從神聖的高度到海浪輕輕地在柱子周圍晃動的聲音。我

完全按照我看到了這一點的說。 

 

7. “現在再聽进，你們是最親愛的父親，也是你們總是顺服的孩子們！ - 離塞思的柱子不遠，

周圍有閃亮的波浪，我看到了第三根柱子。它站在那裡，沐浴在微紅的光線下，比所有其他的;

所有的波浪，越來越輕快地在其他柱子周圍折騰，其他柱子在這裡靜止不動，從他們輕輕振動

的犁溝蒸氣，充滿敬畏和愛，一首讚美主和永恆的火熱的歌曲，聖父. 

 

8. “我想調查火熱蒸氣朝哪個方向走去， - 看哪，我的眼睛幾乎被高舉的歌聲從純淨水域的平

靜中發出蒸氣所蒙蔽。發現第三柱子的神聖高度，被閃亮的雲彩包圍著，你們三分之一，親愛

的父親，他們是伊諾斯。 

 

9. “你，伊諾斯，站在第三柱子用嘶嘶的話說著靜靜波浪的聆聽：'哦聆聽地上所有的水，從高

處聽到的話，聽聽聖言的聲音！六日夜你可以移動並投擲在歡樂的漣漪中，但是當第七天到來

時，有聖潔的安息，主的安息日，一個聖日，請注意你，這一天你必須永遠地慶祝，因為你欠

了聖父讚美並榮耀祂。因為按照永恆的順序，所有擁有上帝的生命氣息，以一顆充滿愛心，有

思想的心靈感受永恆聖潔的父愛的人，都要觀察聖日的安息和慶祝。永遠是聖父最聖潔的旨意：

“六天之內，所有的水都可以工作，流動和折騰，但在聖安息日，聖潔的安息日，在寂靜的，

聆聽的水面上飄蕩著像火雲一樣的雲，邀請他們到慶典。' 

 

10. “聽著，你們最親愛的父親和順從的孩子們，聽到我在這裡對你所說的話，忠實而準確正

如我聽到的。 

 

11. “繼續耐心傾聽，親愛的父親們，以及那些愛我們的孩子們，多麼神奇神聖的愛和閃耀的

恩典，我更加忠實地看到用驚訝的精神眼睛哦父親和孩子們，正如你所看到和聽到我的熱情告

訴你我的願景，真的，在那裡，我站在這個異像中，沐浴在微紅的光線中，作為第四個在一個

只有少一點的莊嚴的柱子上，就像前三個被四射四射，盤旋波浪，我驚訝於這突然高舉的位置

那我佔據就像父親一樣，我註意到我的悲傷地越來越遠離柱子的波浪越來越黑，越來越洶湧，



在無數的地方燃燒的熱情不安地抬起它們的泡沫頭像冒煙的高山高過我站的柱子在那上方滿是

悲傷和焦慮，好像他們不聽話，頑皮的孩子們努力推翻父親和母親的柱子。虐待它在墮落時用

舌頭褻瀆，用腳踩著它們，最黑暗的忘恩負義的大量骯髒的塵埃粘在上面。 

 

12. “當我用一顆流血的心臟看了一會兒時，突然從柱子裡冒出一股強大的風暴，像颶風一樣

洶湧澎湃在抬起的波浪起伏的頭部。看，從柱子發出的這場強風暴，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在

被颶風的懲罰力量驅使的洶湧浪潮中，洶湧的波浪定居在一片祝福的平靜之中， 只是在這里和

那裡沒有不愉快打擾被偶然隨意柔軟地在浩瀚的水面上，接下光輝層層的完全平靜從神聖的嘴

裡流出的呼吸 。當永恆的，神聖的父親用如此神奇的手段忠實地實現完全的祝福平靜時，一種

美妙的聲音開始從我的嘴裡流出來它聽起來像聖潔的話語，從聖潔，永恆的父親的慈愛之心，

從永恆的光明之光的高度，在無盡的閃亮的球體中流淌，倒出豐富，閃亮的光芒有力而且遠遠

地穿過無盡偉大聆聽水域的表面。而且，正如我所聽到的那樣，我忠實地告訴你這神聖聲音的

光輝聲音的意義。意思是以下列方式精美而奇妙地表達出來： 

 

13. “聽著，神聖的聲音說出，你暴風雨傾斜的洪流。你欠順從和愛對凱南的柱子，你會顫抖

的波浪，如果你想長時間滋潤悲傷的地球的死亡和堅固的裂縫 。但是，禍發生對波浪起伏不定，

那它們往往會上升和泡沫如果它們應該越過凱南閃亮的柱子！ 

 

14. “不管它們有多高它們會升起，我將通過我的憤怒的永恆力量和燃燒的憤怒變硬和將它們

固化為打呵欠的山脈，因為它們的世俗和精神上永恆受折磨在我永恆的詛咒的燃燒坑中 。 

 

15.“但是，安靜順服水應很快就會從我的憐憫中出來，永恆享受澎湃的光芒在所有父的聖潔父

親的永恆的愛在祝福，快樂，幸福中悄悄流淌到永恆生命的海洋。” 

 

16. “所以，要升起高過凱南聖潔閃亮的柱子。這是永恆的，父親們的聖潔的父親和法官的意

志，生命之海在洶湧浪潮，無盡的行和 火流的神！ - 看，最親愛的父親們和你可愛的孩子，我

已經用我的內心視覺看到了這一點，就像我忠實真實地告訴你，充滿了驚奇，並通過更高的工

作永恆的愛在上帝內和在上帝外的 。 

 

 



17. “進一步聆聽神聖之愛的奇蹟，我驚奇地看到，好像這些不尋常的東西基本上站在我身體

敏銳，睜開的眼睛前面. 

 

18. ”我還站在閃亮的柱子上，看著走向第五柱子。我對這位永恆聖潔的父神神聖之愛的新奇

蹟感到驚訝！ 

 

19. “柱子從底部到頂部都是黑暗的，周圍的波浪猛烈地推動，看起來像發光的鐵，似乎瘋狂

地相互摧毀。 死亡正在匆匆而洶湧澎湃通過熾熱深處憤怒的水域，被發光的憤怒抓住，一波又

一波凝固。 

 

20. “我凝視著匆匆的死亡的那些夜晚夜，以及我在那裡看到的，聽著，人類的舌頭會變得麻

木，而不是描述洶湧的波浪在整個致命的憤怒中燃燒的恐怖！ 

 

21. ”當我足夠長久凝視它用睜開的精神眼睛在靈魂的心中， 我用沉重的心情抬起我的眼睛到

黑暗的柱子頂部，在那裡我看見了你，賈里德，我兒子的兒子 Mahalaleel 的第一個祝福愛，

熱切地祈禱永恆的，聖潔的父親為愛為憤怒的波浪推動，扼殺和謀殺彼此。 

 

22. “正如你，我的賈里德，祈禱，就像突然沖向寬敞的天堂，大量的仁慈的愛情湧向起伏的

波浪，這些波浪已經被致命的憤怒的熱量硬化了。哦，聽著，現在硬化了致命海面急轉直奔，

死亡之中已經凝固的波浪再次從他們沉重的硬度中鬆開，像兄弟姐妹一樣流淌，輕輕地澎湃，

起伏，穿透，互相幫助，心滿意足地進入了懷抱和心靈，新的溫暖被永恆愛 。 

 

23. 然後，突然火焰的劍被一雙強有力的手扔到祈禱賈里德的顫抖的手誰迅速抓住它，並根據

神的命令，把它甩到據他能夠繼這一點，我可以清楚地聽到這些話： 

 

24. 你們在地上，沒有信仰的喧囂波浪永遠不敢殺死 創造的存在作為永恆之愛的孩子，因為我

是生命和死亡的主！無能誰生氣的心殺死他的兄弟姐妹，必定會受到精神和靈魂的永恆死亡的

懲罰。因此，不要讓任何人敲打或毆打，詛咒，謀殺，或殺死他人，因為我是生命的主和偉大

的上帝，以及暫時和永恆的死亡！ 



25. “並且聆聽並看到，最親愛的父親們，還有你，可愛孩子，正如我現在忠實而真實地告訴

你，所以它已經發生了從一個符號到符號和從一個字到字。 

 

26. ”聽到並清楚地看到這， 我朝著 的第六柱子我看到- 哦，聆聽，親愛的父親們，還有你愛

孩子，哦，凱恩的可怕舌頭，在你尋找眼睛之前不敢告訴你恐怖那我，你凱恩必須看到的恐怖

放在第六柱子。 

 

27. “我看到柱子被血液和可怕的粘液所包圍，而不是輕快的波浪，繞著之前柱旋轉，這裡最

令人作嘔和無比令人有病的，可惡的蠕蟲正在四處爬行. 

 

28. ”聽著，甚至是柱子，輝煌的柱子，沒像其他柱子，破壞從恥辱的血液，骯髒的，可怕的

蠕蟲的血液從它的基部到頂部弄髒。它們常常爬到頂端，群眾群眾正在興起，以至於沒有人能

看到神聖意志的光輝印記。 

 

29. “無論精神的目光能夠到達多遠，它都看不到任何東西，只是堆積在這蠕蟲的堆積物上，

以可怕的渴望相互擠壓，然後再次與更大的蠕蟲結合，爬過其他蠕蟲，扭動並扭向粘糊糊的

Mahalaleel 柱子，圍繞著它直接纏繞在頂部。它們想要剝奪它的神聖形式，通過永恆的，神聖

的父親的神聖意志將被宣告為生命的偉大水的和平波浪在的無盡的海洋， 聖潔的愛在永恆的，

聖潔的父親的心中，. 

 

30. “但是聽聽那時發生了什麼！突然，反亮的天空響起，太陽失去了它的光芒，月亮再也不

能溫柔地散發它忠實的光芒，星星也不能，因為它們從緋紅色的天空中落下無數的數個。 

 

31. “聽著，發生這種情況時，無聊的粘液的所有深處無數死亡開始哭泣和尖叫：'哦，遮住我

們，所有你破碎的星星，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看到 Mahalaleel 的臉，祂以永恆的，憤怒的上帝

的名字來，作為懲罰我們可憐的蠕蟲的禍害，它們正緊緊抓住高尚而光榮的柱子！ 

 

32. “當這些吶喊從黑暗的死亡深處升起時，天空爆裂，從它們開放的裂縫中，強大的神聖之

火流湧向 Mahalaleel 的柱子。 



33.  “但是，被耶和華的靈開悟的瑪哈拉勒說：'聽著，你們臭浪花以蠕蟲的形狀，主的愛是永

恆的，聖潔的，純潔的;因此，你們也應不要練習不道德的。 

 

34. “時候到了從天上的聖火在永恆的憤怒之火中洗你臭蟲，如果你事先沒有洗淨你們自己變

成和平，輕快的波浪充滿愛和恩典之光。” （1840 年 10 月 2 日） 

 

35. “當這些強有力的話語來自 Mahalaleel 火熱的口中不斷閃過的閃電和伴隨的雷聲時，堆積

如山的大量蠕蟲開始下沉，在達到平地之後，這些可怕的，令人作嘔的形狀流淌像金屬明亮火

在黑暗，強大的鍛造的閃耀的火焰最初仍然陰雲密布，但逐漸越來越清澈的波浪和平靜的潮流. 

 

36. “聽到，順序，光榮的秩序已經恢復，我急切地讓我的眼睛在無盡的距離穿過現在清潔過

的水域的白色表面。我現在沒有看任何地方看到堆積和群眾相互推動，但只有在這里和那裡，

較暗的波浪接近較淺色的波浪，於是它們自己變得更淺色更淺色，最後甚至自發光。當我再次

看向 Mahalaleel 柱時，我看到它已被洗掉了所有血腥的恥辱，並在白色漂亮的光下閃閃發光，

周圍閃亮的波浪。 

 

37. “聽 Mahalaleel，我看到你跪在地上，感謝上帝，閃耀著波浪的聖父。看哪， 來自你顫抖

的嘴唇感謝永恆之父的每一句話，都向上浮動到永恆的永恒高度，聖潔的父親就像一個容光煥

發的太陽. 

 

38. “聽著，親愛的父親們和你可愛孩子，我現在忠實而真實地向你報告我所見所聞。 

 

39. “既然你現在已經情願地認識到這在你心里，那麼讓我，凱恩，告訴你更多關於神聖之愛

的夜間奇蹟，以及永恆聖潔的父親的超級光榮的光輝. 

 

40. ”現在聽！當我充分地看到這一切在恩典的光芒中，從聖潔的上帝和愛的父親的永恒高度

以及所有平靜而閃耀的波浪中流淌出來時，我突然看到了一個紅色發光的第七柱子;和以諾，敬

虔，誠實的以諾，正站在這個發光的柱子上，或者更確切地說，懸掛在它上面。 



41.  “波浪在伊諾克的柱子周圍洶湧澎湃，這一列高高聳入火焰般的氣氛中。我不會長時以驚

訝於這種奇怪的景象，當我開始注意到在惡意的波浪下，部分在泥土覆蓋的地方，有外國，被

盜水邪惡束縛 

 

42. “他們是愛與恩典的水，也是生命之水和光明之水以及各種其他水。所有這些無數的水都

被凝固了，就像透明的石頭，充滿了臭名昭著的自愛的羈絆。 

 

43. “看哪，你們父親們和孩子們，這種無愛的搶劫和偷竊行為是如何發生的。我應告訴你們

正如我看到它。 群體被大量的熱情驅使， 升起像美麗雲彩從兇狠洶湧澎湃的大水面周圍在以諾

的柱子灑所有方向。這些雲團漂浮在他們的柱子區域的極限之外，在大水域的其他區域看到平

靜的表面，他們以超過閃電般的速度撲向它們，用貪婪的匆忙抓住了寧靜的海浪，減少它們變

成氣霧，將它們抬起來，然後以颶風的速度將它們趕到他們惡毒的烏賊的陰險深處。在那裡，

它們沉沒在如此惡毒的被搶劫，平靜水域推倒它們並用它們被盜的威力壓縮它們到最堅硬的石

頭，然後，以一種令人髮指的方式，用泥土和謊言的塵土覆蓋它們，謊言出於可恥的自身利益. 

 

44. “然而，這種惡意和壞的活動並沒有持續多久，我很快就看到以諾變得比陽光和灼熱的光

芒更加容光煥發，從伊諾克的腦袋中流淌出強大的溪流，瞬間翻過來，照亮了巨大水域的泥濘，

渾厚的深邃，充滿了貪婪。 

 

45. “當從以諾的頭部流出的灼熱光線剛剛觸及惡意水域的表面時，它們開始匆匆而咆哮。無

盡的表面是蒸汽，被強烈的熱光線強迫，在脅迫下所有惡意偷走被帶回來和通過自愛和貪婪在

泥濘的地面凝固外國水。 後者，大量地迅速摔跤它們自己從下面黑暗和惡毒氣流，和陰天蒸氣

中掙脫，升起像火熱的雲朵進入更加純淨，明亮的氣氛。看哪，當他們從死亡的深處上升時，

活躍的風從以諾的柱子中流出，帶著旋轉的喜悅新被釋放的孩子們小心翼翼地經過惡毒的水域

肆虐的蒸氣，回到已經成為充滿愛的等待的水域之中通過神聖恩典所賜的誡命而變高貴。當這

件事發生時，由於上面聖潔的愛的奇蹟，以諾突然伸出雙手強有力地說話，命令，強制，雷鳴

般的聲音： 

 

 

 



46. “你是惡毒的，貪婪的，波濤洶湧的海浪，直接聽到泥濘和黑暗的深處在永恆的，強大的

上帝的意志。用平靜的表面聽到強大的救贖之言，呼喚：每一滴都是重複數過在永恆之愛的心

臟，因此，每個人都屬於它自己和永恆的愛。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殘忍地捕獲另一個人成犧牲

品。因為禍是小偷，惡毒的強盜和兇手其他更純淨的水和眾生的財產，事實上，禍所有的波浪

只能自愛！注意：劫匪和盜賊的惡意絕不會在寧靜，洶湧的圈子裡湧動，但它會在僵硬的死亡

中凝固成永恆詛咒的發光石頭，被扔進去地球的最低深度通過誡命的致命力量，現在或有一天

肯定是 。“你不能搶劫和偷竊！”永恆聖潔的上帝的強大意志說道. 

 

47. 記下這個，並留意它，你惡意波！“並傾聽，最親愛的父親們和你可愛孩子，這些是以諾

最後的話語，從閃亮的柱子中咆哮，作為神聖意志的最光榮，永恆的印記。隨著這些光榮的話

語消失在遙遠的可怕，洶湧的黑暗表面之外即使對精神的眼睛，我也能清楚地聽到從深處升起

的字。 “這些字直接向上指向柱子， 有順從的聲音：'要潔淨我們，你照亮聖潔，永恆的上帝

的大能的意志，這樣我們也可以變成取悅光芒四射，像永恆之愛的光芒四射的聖潔之眼喜樂悅

其他水！“ 

 

48. “然後聽到，蒸氣從閃亮的柱子流出來，強大的火風開始吹動，奇妙地將永恆之愛的火焰

以璀璨的豐富感融入聆聽的無盡表面的波浪中。波浪和潮流通過這種閃耀溫和被淨化，它們看

起來像太陽的表面一樣明亮，讚美並榮耀恩典之王，在柱子周圍閃耀著明亮的光芒。聖潔的迴

聲沿著閃耀波浪的無邊空間和諧地響起。 - 這正是我 看見的，我已經忠實地報告給你了. 

 

49. “正如你們，最親愛的父親們和可愛的孩子們，如此耐心地聽我說話，精神發言人凱南，

繼續聽到神聖之愛和恩典的進一步奇蹟我忠實地看到了。在很短的距離，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光

滑的柱子，看起來幾乎像閃閃發光的金屬。周圍洶湧澎湃的沙海。 

 

50.  “從距離我相信我看到洪水氾濫，但是接近這個塵土飛揚的洪水越近清澈，對我來說它不

是這裡的水那在水柱周圍洶湧澎湃，而是乾涸的沙子被提升並被風旋轉，因此給了凱南的眼睛

看到了水的虛假印象. 

 

 

 



51. “看到這令人生氣的驚奇，甚至無法在任何地方發現一滴水，我抬起眼睛向天堂，懇求永

恆，聖潔愛的父親，祂的恩典，幫助和明智的忠告。但是天堂保持沉默，籠罩在白色的光線下，

到處都帶著淡淡的微紅光澤，沒有絲毫的聲音從越來越多的陰霾聖潔，永恆的高度的永恆，聖

潔的父親的居所， 通常是如此自願地傳播愛和恩典。 

 

52. “看哪，沙子的欺騙性波浪繼續升越來越高，可以理解的是，它們變得越來越密集，當它

們越高，所以即使是最耀眼的光線也無法穿透欺騙性的沙子，讓人眼前一亮。 

 

53. “但幸運的是，頑皮的模糊事件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心裡很高興，我很快就看見瑪土撒

拉站在那個被黑沙包圍的柱子上，他手持一把雙刃劍。火劍。他被一條亞麻繃帶蒙上眼睛，上

面沾滿了閃閃發光的灰塵，耳朵裡塞滿了粘性樹脂。但是，看，突然出現了，在天堂般的光輝

中眩目，在快速飛行中是一隻強大的鷹。它以更小的圓圈繞著瑪土撒拉的頭部飛過，從他的眼

睛里松開眼罩，小心翼翼地從耳朵裡撿去粘稠的樹脂。當瑪土撒拉的感官得到釋放時，強大而

明亮的鷹，在遠處仍像星星一樣閃耀，飛到了天堂的聖高地，從那裡而來。但是，忠誠而真實

的瑪土撒拉抓住了這把雙刃劍，揮舞著劍，在他威脅的右手中揮舞著它，在所有可以想像的方

向像閃過一道道閃電。 

 

54. “當他熱情地擺動它時，火紅的，閃亮的舌頭正在從火焰之劍中分離出來，就像在山腳下

生長的樹木強烈燃燒樹幹中閃閃發光的火花一樣。” 

 

55. 無數舌頭以最快的速度四處飛行在的塵土飛揚的表面，導致它們的火災混亂觸碰到欺騙性

的沙子，並且不清楚會有什麼好處 

 

56. “用非常期待我看著這個特殊的場景，火焰舌頭與欺騙性的沙子混合了很長一段時間，然

而長久的希望結果是虛無但沙子已經從燃燒的熱量變成白色。 

 

57. “但看，在如此渴望的等待願望的中間出現了瑪土撒拉，看起來非常嚴厲，他開始有力地

傳道永恆的，最聖潔的父親最神聖的意志到整個發光的沙子。強大的話語，從瑪土撒拉的熱情

流淌嘴巴像大水一樣傾瀉而下，極其洶湧澎湃，在所有可以想像的方向上拖著沙子 - 就像早期

的舌頭一樣。匆匆而肆虐的聲音發出清晰可聞，是威力的話語，實際上，強有力的話語 永恆偉

大聖潔的上帝. 



58. “聽到，你父親們和孩子們，這些話是：'你徒勞無功塵土，聽到上帝聖潔的旨意！你永遠

不要進行虛假的，欺騙性的醞釀，但你應該轉變為流動的，最純淨的水，並因此在永恆閃耀的

波浪中保持澎湃;因只有通過謊言，你才有一天會完全滅亡！“ 

 

59. “看，當無盡的表面聽到這一點時，微小顆粒溶解成純淨的水滴，在閃亮的真相中快樂地

運行在一起，加入到最純淨的水的無邊的表面，並且充分地湧動通過犁溝，愉快地讚美永恆之

神的最神聖的名字。他們洗滌仍然抵抗的瑪土撒拉柱子牢固地粘的沙子，讚美它並環繞著它在

閃亮第欄在用愛裝飾以他們熱情的光線，閃亮，擺動和折騰的頭部閃亮的行環繞著柱子。 

 

60. “看到和聽到，有價值的父親們和你這麼親愛的孩子們，我忠誠地看到和聽到的耳朵，我

現在正如忠實而真實地向你報告。這是真理，只不過是真理，這實際上是愛的愉悅本質。因此，

謊言來到虛無沒有任何其他，因為只有謊言與父愛的永恆真理完全相反。  

 

61. “現在，大多數心愛的父親們和可愛的孩子們，進一步了解 所有奇蹟，我，你的凱南，驚

奇眼睛看到了所有奇蹟。 - 我感覺好像我和我所站立的柱子一起被推得更遠而且就像之前的情

況一樣，現在也是如此，因為我從我的高位看到了第九柱子. 

 

62. “父親們和孩子們，看起來有多奇特！從永恆之夜的無邊深處，一個可怕的柱子，被各種

骯髒，閃閃發光的顏色弄髒，升到了一個不再能被眼睛辨認的高度。沒有任何水域或任何塵土

飛揚的沙子，也沒有看到任何有名的生物的任何攪動和爭取。只有永恆的夜晚默默地圍繞著這

個斑駁無盡的第九柱子。看到這個可怕的，無盡的，無生命的沙漠，我想：'這意味著什麼？這

個無盡的柱子是誰站在這裡？ 

 

63.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但是儘管我的所有徒勞的想法都沒有最微小的火花會照亮永恆無

盡的夜晚在無盡的斑駁的柱子周圍 。父親們和孩子們，我變得害怕，因為我的柱子也是如此不

停地褪色，以至於我幾乎感覺不到我的腳仍然站在它微弱閃爍的巔峰上。這種悲傷的經歷使我

倒落在我的臉上，我開始全心全意地祈禱永恆的聖父並懇求祂不要讓我在這裡滅亡. 

 

64. “當我認真地做到這一點時，我突然聽到一個告誡的聲音，說：'凱南，用純潔的愛將你的

思想降低到我，你的父親和上帝，你很快就會用不同的眼睛看東西！'所以我立即做了神聖的聲

音叮囑我的完全沒有思考它在愛聲音。 



65.  “當我這樣做的以心中充滿了愛，那對我來說無窮無盡的，那柱子開始越來越深入到永恆

之夜的深淵中。這種沉沒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當一片遙遠的沖刷著非常大的水域時我聽到了

敏銳的聆聽耳朵，這種聲音與球體的雷鳴聲不同。在我能夠正確地環顧四周之前，哦父親們和

孩子們，我已經看到大量的泡沫湧入前者永恆的黑暗，無盡的空間在斑駁的柱子周圍的夜晚。

不久，我看到前永恆之夜的地方充滿了泥濘，但卻無休止地洶湧澎湃的水。我也看到了柱子的

盡頭，對我來說似乎無窮無盡，從天空的永恒高度中浮現出來並且下降到閃閃發光的巔峰新水

域的洶湧的波濤洶湧的波浪中，在瑪絲撒拉的小兒子拉麥，作為一個神聖的，神聖的意志的令

人愉快的先驅，站在閃耀的榮耀之上。當他也看到了我的，他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如下： 

 

66. “聽到，你們偉大的水域，不要浪費你自己在你的慾望;因為你們擁有上帝的愛和恩典，是

你們擁有永恆的時代，並且對你們來說是充足的。因為，多於一件事不能佔據同一個地方因此，

不要試圖通過外國慾望來摧毀你自己，而是在你自己的領域中激盪和循環，來讚美和榮耀永恆，

聖潔的父親！ 

 

67. “聽著，當拉麥說出這些明智的話語時，水迅速洶湧澎湃，清理它們自己，被神聖意志的

永恆之光所穿透。但我，凱恩，忠實地看到了這一點，正如我所看到和聽到的那樣，我現在已

經忠實而真實地向你匯報了這一點。 （1840 年 10 月 19 日） 

 

68. “聽到，親愛的父親和可愛的孩子，哦，繼續耐心地聽到我演講的結束。看著我，你的凱

南，深入神聖的憤怒和恩典，在憤怒的火焰中微弱地閃爍，地球上沒信仰的人！ 

 

69. “哦聽到並看到在第十柱子所在的最黑暗的地方。所有以前的柱子都或多或少都有它自己

的光，即使是第九柱子也被斑駁的彩色閃光所包圍。然而，這一個，十分之一，甚至沒有最微

弱的閃光點。它是如此黑暗，我只能感受到它，但即使是最敏銳的精神視野也看不到它。無論

是被洶湧的水或沙子所包圍，還是被黑暗，空虛的虛無所淹沒，由於第十柱子周圍令人難以置

信的黑暗，黑夜，所有這一切都被掩蓋從凱南的夢探索之眼 。 

 

70. “我等了等很長時間，用了三倍努力，看不清楚有些微弱的光線，但我的努力是徒勞的，

甚至我的耳朵都聽不到微風輕輕的微風。” 



71.  “哦，聽，然後我害怕在這黑暗被遺棄的和平，充滿了永恆的死亡。我無法祈禱或懇求永

恆的愛之父迅速將我從這個淒涼的死亡之夜中解放出來。我才感覺到，不僅是我的眼睛和耳朵，

甚至我的舌頭都癱瘓了，無法說話。 

 

72. “當我不得不體驗這在自己身上，突然猛烈的閃電從永恆之夜的無底深度射到金屬般的高

度完全封閉的天堂. 

 

73. ”然而，由於閃電通常追隨雷聲，在這無盡的閃電之後，沒有絲毫的雷聲跡象。就像閃電

之前一樣，它也在它之後。最密集的夜晚從一個無盡的地方蔓延到另一個，我，你的凱南，開

始長時間地為光明和生命而努力，真實的我告訴你，我已經厭倦了無盡的死亡之夜。哦父親們

和孩子們，這個夜晚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最後，一個小小的星星出現在金屬天堂上，正如

後來閃電般的閃光從深處向天堂射出。 

 

74. “我的眼睛，失明如此長時間，現在正凝視著這個微小的閃閃發光的小圓點。當我驚訝地

凝視著它時，我聽到很清聲音進入我聾死的耳朵。這不是言語或人聲，也不是洶湧澎湃聲，這

種聲音就像牧羊人的吹管，當將亞伯將羊聚集在他身邊時，正如他們的習俗，當綿羊匆匆忙忙

來凝視著充滿愛心的牧羊人它們的頭轉向了天堂。 

 

75. “只有管我聽清楚了，但我沒有看到亞伯的任何羊。當我以幾乎消極的感官體驗到這一點

時，一句話像閃電閃過我靈魂，這句話，甜蜜語，說：“你的舌頭被釋放了，凱恩，現在祈禱

並懇求光之父，愛和生命之光，因為這柱子在死亡被打破！“ 

 

76. “然後我倒下，立即開始祈禱並祈求愛之父和一切動盪的生命放進祂的憐憫，一個明亮閃

耀的小恩典從上面賜予的火焰，使我的眼睛看到強大的巨大和黑暗的死亡。當我懇求聖父一段

時間，突然有一個強有力的聲音叫我的名字，說：'快速起來，看看最黑暗的死亡的巨大深淵！

是在第十個破碎的柱子通奸的地方，愛的下半部分在最深的死亡深淵中被摧毀，而恩典的上半

部分懸掛在無盡的，無恥弧型的天堂，並且不會下降到破碎的碎片在本柱子的基礎潔淨了蛇的

污垢之前，地面是地球，是一個有罪的房子，蛇的污垢是來自低地的以諾城的所有婦女如此有

吸引力的肉體。 

 



因此，禍已成為地球飽和了兄弟們祝福血液為女人們肆無忌憚殘忍地相互謀殺！很快我就會讓

大洪水從天上湧出來摧毀所有的肉體，因為女人們誘人的肉體，第十柱子周圍的所有水都被消

耗掉了。 做一個讓你精彩的節目，誘惑所有女人的肉體！哦，哦，作為龍的最陰險的孩子，做

一個節目，你從坑里誘惑蠕蟲的食物，你惡臭我的榮譽！你每天在用各種草藥和香料製作的最

好的水中洗澡和洗澡，用最好的油擦到你的皮膚上，使你自己更加誘人，這樣你就可以勾引永

恆的，聖潔父親的孩子。 

 

77. “永恆的詛咒必臨到你。這就是說，我，耶和華，全能的上帝，永恆的上帝。很快，我將

為你準備一個沐浴，這將服務你永恆洗澡，為你的心臟塗抹你自己的內容。” 

 

78. “這將如何發生我現在展示你，凱恩，根據永恆的光，聖潔的父親的恩典。因此，你應該

站在你現在也非常黑暗的柱子，俯視低地，在那裡你會看到即將發生的事情！ 

 

79. “聽到，你父親們和孩子們，我立刻起身，驚訝地註視著死亡的深度。我看到許多孩子離

開山區，快樂地趕到男人的女兒們，與她們團結，甚至生孩子，強壯的兒子和迷人的女兒。然

後我看到兒子們成了殘酷的統治者，謀殺和屠殺窮人，無助的男人和流兄弟們的血，流淌著無

辜的血液。這些無辜的血液很大哭掠過天上的無恥弧。 

 

80. “然後天堂四分五裂破裂，從光亮的違約出現一個天使以極快的速度飛往拉麥的愛和說：

“你現在應準備的恩典盒子，諾亞，正如耶和華忠實吩咐你已經很久以前了，並帶走避難所和

所有的主吩咐你 。看見已經充滿詛咒的地球在無數的地方燃燒，被永恆的上帝的審判忿怒所點

燃！正如你所看到，受詛咒血液現在已經極大地動搖了天國的恩典。因此，聖父決定洗淨這個

詛咒的大地，從而使它受益於一個更好的種族，這種種族將很快從你，祂的諾亞，唯一一個忠

誠的人那裡出來。  

 

81. “看哪，你親愛父親們和可愛的孩子們，當閃亮的天使匆匆對拉麥的愛說時，天上無恥的

弧線突然爆裂，從打哈欠的裂縫和火熱的裂縫中湧出巨大的洪流。熱氣騰騰的水，作為永恆的，

聖潔的父親的恩典，滅火，有一天在罪惡的地球上贖回罪惡。 

 

 



82. “當洪水開始填滿地球的低地時，我看到無數代人從他們身上出現，並哀嘆，尋求高山。

我看到最迷人的女人最白的身體，男人的女兒們，可怕而疲憊不堪用流血手指爬上最崎嶇的峭

壁，頭暈目眩的高度將他們流血的雙手伸向火熱天堂的打哈欠的裂縫，在絕望地呼喊著安慰和

幫助。但是他們所有的哭聲都是徒勞的，隨著洪水的到來，不斷增加的力量沿著厚顏無恥，熾

熱的厚顏無恥的天堂湧出，火熱的旋風吹著最溫柔的人類兒童，燃燒著它們，從如此艱苦攀登

的山脈峭壁洶湧而來的洶湧澎湃的洪流作為哀嘆死亡的食物. 

 

83. “火熱的風，一旦他們在這里和那裡殘酷地從招標中釋放出一塊山脈，最白皙，最有吸引

力的肉體，一直在肆虐令人毛骨悚然的蔑視：'所以洗澡，洗臉，塗抹自己，你臭名昭著，誘惑

魔鬼和他的助手的食物。在永恆死亡的芬芳的懷抱中裝飾自己，受到獎勵因為你的不懈努力，

這些努力使地球上的所有世代都墮落，從亞當開始直到載滿詛咒的地球的最後一個居民，走在

所有人的致死之路上誘人的肉體！' 

 

84. “因此，就會被稱為狂風，只要他們釋放了一個或另一個的高山和山脊的庇護岩壁， 陡峭

凜凜的風。” 

 

85. “但這種可怕的殺戮和謀殺性感女人的罪惡肉體和所有屬世的兒子和天上的孩子，被欺騙，

因而墮落通過他們誘人的狡猾，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很快我看到廣闊的海水洶湧澎湃，

在最高的山峰上聳立。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生物可以被看到或聽到任何聲音，除了新形成的

大水波浪在我微弱閃亮的柱子上湧動。 

 

86. “通過前面的九個案例，我已經習慣看，只要水已經充滿了無盡的死亡深處，一個閃亮的

柱子在水面洶湧的表面上高高地上升。如果以前是柱子，就像第九個，並沒有立即完全被看見

凱南的尋找眼睛，它仍然沒有花很長時間，從天上出現的拉麥，被看見在它上面放下了法律。

但現在沒有一個柱子可以被看到. 

 

87. “我等了很長時間，很驚訝當，不是柱子，我看到恩典盒子在寧靜的水面上向我游來時。

當它到達我覺得暗柱已經出現在我身邊，那瞎眼的先見者，洶湧的波浪消退了，恩典的盒子仍

然站在一個非常高的，現在輕微閃爍的柱子從水中升起。 

 



88. “現在，當光輝的盒子完全自由高距的水面時，屋頂上開了一扇閃閃發光的窗戶，很快就

出現了一些溫柔的鴿子，飛快地飛過了水面. 

 

89. ”然而，活潑的鴿子飛來飛去，並沒有長時間停留在水面上，因為除了恩典盒子柱外，它

們在長途飛行後需要休息時才能找到任何可能的地方。於是它們迅速飛回到恩典的盒子裡，尋

找閃閃發光的窗戶並進入它。 

 

90. “當閃閃發光的窗戶再次被關閉時，猛烈的狂風開始在各個方向上無休止地吹向我，在我

周圍無邊無際的水面上。由於暴風，熾熱的風，大量的雲層隨著閃電而上升從強烈的風中肆虐

不久，很快就會出現這里水面鏡子之上和那裡的高山峰開始出現在。其中一些甚至變成了綠色，

很快就像漂亮的花園。 

 

91. “當正在尋找，凱恩高興的目光看見這， 閃閃發光的窗戶的恩典合子再次打開，很快又一

次鴿子出來，快速地以極快的速度飛向已經變成綠色的山峰。然後它們盤旋，然後在剛剛生長

的樹枝上下來，在那裡停留了一段時間。但隨後它們又回到了等待的恩典盒子裡，和發芽的枝

條。 

 

92. “當這發生在短時間內，洪水迅速開始消退，山脈和肥沃土壤的宜人田地奇蹟般地很快從

水面沉沒中升起，變成綠色，受到太陽升溫的光線的影響變成了可愛的草地和充滿水果的花園. 

 

93. “在柱子的位置，土地奇蹟般地在柱子周圍生長，越來越高，直到恩典的盒子停留在萌芽

的土地上。看起來，恩典的盒子頂部的窗戶再次閃閃發光，一大群活潑的鴿子以極快的速度飛

出它，可能永遠不會回到恩典盒子頂部的敞開的窗戶。 

 

94. “然後諾亞，作為拉麥的愛在恩典之盒里，看到水已經完全消退，並開始敞開大門，讓出

所有被拯救的動物，以及逐漸他的孩子和女人。當他們恍恍惚惚的心和顫抖的腳踩在發芽的大

地上時，他們自己跪拜，並回顧光亮的開放的恩典盒子，感謝並稱讚上帝是唯一的仁慈救主， 

是從永恆聖潔的上帝忿怒審判所得的唯一的救贖。 



95. “當他們跪拜了很長時間，充滿了對聖潔，永恆的父親的感激和愛心時，出現了一個閃亮

的天使，帶來諾亞一個歡樂的信息，來自天堂般的光芒四射的天堂，周圍有一個色彩繽紛的蝴

蝶結纏繞著。聽到閃亮的天使說： 

 

96. “聽著，諾亞，你是我愛的唯一紐帶。有一天，從你我將喚醒生命的種子，它將有力地從

死亡中拯救它已經吞噬的無數獵物，因為我為那些現在已經變得堅硬的罪惡之下的肉體感到遺

憾。因此，有一天我會派遣一個強大的救世主，再也不會用這樣的判斷來懲罰這個震撼人心的

地球。繽紛的彩虹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告訴人們，直到時間結束，這種情況再也不會發生在地球

上。但那時會發生什麼，只有我這個永恆的父親才知道！ 

 

97. “聽著，親愛的父親們，你們可愛孩子們！這就是我所見過並忠實地聽到的;我真的把它傳

遞給了你們。你們最聰明的父親和充滿愛心的孩子可以解釋它，因為這意義出於上帝給我的奇

怪夢是隱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