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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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霍爾德跟著幸福無言 ; 因為這次與阿貝達的相遇是為霍爾德得到一些令人無法形容的

聖潔和偉大的東西來充分地緩解他的感情。他是徹頭徹尾的快樂;只有最樂意的順從感動了他的

四肢。 

 

2. 只有當他們已經覆蓋了大約一半的距離時，霍爾德開始從他過度的愛情 - 喜悅的昏迷中恢復

一點，深吸一口氣，在這種新情況下說出一個認真，偉大的話語。但是阿貝達立即對他說：

“我的親愛的霍爾德，讓你的舌頭平靜;無論你用舌頭表達你內心的感受多麼好，你仍然可以完

全放心，儘管這一切都是你的語言因為舌頭的粗糙而失去了大部分的自然魅力，只有心臟更受

歡迎，更令我感到愉悅。雖然真相可能不會受到影響。看哪，無論你看什麼，都要不斷地向你

宣講永恆的真理;但是，只有愛就是被造物眾生最內在的，無形的生命。 

 

3. “因此，要保留在你裡面，不要無所事事地分散你的心靈收集的;時間會到來你不得不傾向於

我的田地，我會任命你。因此，儲存你光榮生命的種子出自我的為我任命你的時候。 

 

4. “所以，讓我們平靜地回家;在那裡，你將學到許多東西。阿門。” 

 

5. 因此，這個團體，包括父親走向了早晨的山丘。當他們到達山頂時，他們在兩百個大籃子裡

等著他們準備充足的一餐，包括最美味，最新鮮，最美味的菜餚，如水果，蜂蜜，麵包等。罐

裝最純淨，最美味的漿果汁。 

 

6. 當阿貝達看見一切都井然有序時，祂祝福食物和飲料，然後對獲得食物的族長們說：“叫你

們所有的孩子，讓他們快速隨身攜帶，把食物和飲料分發給所有的孩子，所有人都應該吃喝它，

並以我的名義快樂，並且從口到口聽到我，他們所有的父，在他們中間明顯可見。 

 

7. “但三個滿籃子將留在我們身邊在山頂上;現在去做我的吩咐。 

 



8. “而你，拉梅爾，朝著傍晚的方向看去。看見那裡，三座高大的雪松裝飾在山頂上，你會發

現一個可憐的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七個孩子，其中三個是男孩和四個少女。家人仍然全神貫注

於舊的，最令人沮喪的，卑微的尊重，以至於沒有一個人敢於從亞當的小屋變得可見的地方再

邁出一步。 

 

9. “所以快去那裡帶他們一切到我身邊。現在去做我的吩咐。 

 

10. “但你，拉麥，把這個中等大小的籃子帶到亞當;而你，加比爾，為你的家庭拿第二個;然而，

第三個將留在我身邊，為以諾，賈里德，拉麥和他的妻子，為了我的同名，為了 Kisehel 和

Sethlahem 以及他的其他兄弟，為了 Zuriel 的妻子，為了你，我的霍爾德和奈梅，為了 Jura，

Bhusin 和 Ohorion 以及拉梅爾將很快帶來的家庭。 

 

11. “所有其他人都應該坐在亞當的籃子周圍 - 或者，如果他們是從早上開始，圍繞著加比爾

的籃子。” 

 

12. 但是亞當秘密受傷因為阿貝丹不打算分享而他的籃子。 

 

13. 阿貝達立即對他說：“亞當，籃子之間可能有區別嗎？ - 你不能為貪婪我的愛而悲傷，因

為我把弱者聚集在我身邊。 

 

14. “無論如何，這三個籃子都在這里安排，以便它們之間的空間很小;那麼，為什麼，這個關

於你的等級的悲傷？” 

 

15. “我不是父親，我不在這裡你們中間？因此，要有良好的歡呼，不要在等級方面統計籃子，

而是要想到我的宇宙的父愛，而且無論我或你到達哪個籃子去拿都無關緊要。 

 

16. “你可能認為你的籃子不那麼祝福嗎？ - 擺脫這個錯誤。阿門。” 

 

17. “於是，在亞當的心裡，它變得更加溫暖和明亮，他問阿貝達的寬恕。但是 阿貝達回答說： 



 

18. “亞當， - 我怎麼能原諒你對我的愛，好像是一種罪？因此，要保持冷靜;為此，你的悲傷

是由你對我的愛所產生的。所以請你思想休息，享受美食在平靜中。阿門。“ 

 

19. 在這些話之後，勤奮的拉梅爾已經和他過分虔誠的俘虜在一起了。 

 

20. 阿貝達走上前去迎接他們，因為他們非常害怕，並對他們說：“來吧，我親愛的小孩子，

不要害怕我，你的永恆，聖潔，非常好的父親！” 

 

21. 他們很快就認出了祂，在祂面前俯伏在地，並大聲讚美和榮耀祂。 

 
 

HoG V2/40 主和不羈讚美。在愛與生命有無數等級在創造範圍。亞當說恩典。阿貝達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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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達等到他們到達他之後，告訴他們要停止他們過分大聲的讚美;但他們更大聲哭地喊道：

“讚美您，聖父，讚美您最聖潔的名字！讚美您，全能，偉大的上帝，永恆無限！只有您所有

的愛，敬拜，榮譽，感恩，在您面前讚美，榮耀和我們最大的謙卑！只有您一個人值得從我們

這裡得到這一切！“ 

 

2. 他們繼續喊叫，這樣就不可能以自然的方式使他們沉默。 

 

3. 當高阿貝達姆獲得了足夠的讚美之後，即使是族長們也不知道該怎樣做才能使這些咆哮者沉

默，祂舉起祂的手，指著祂的食指從日出到日落;隨著巨大的閃電照亮了整個巨大的穹蒼，接著

是如此巨大的雷聲，幾乎整個地震都在其基礎上。 

 

4. 這種現象使我們的喧囂失去進入謙卑的沉默，所有的族長都搥胸頓足，認為這次的高阿貝丹

非常生氣。 

 



5. 因此，亞當開始譴責那些因不服從主的話而大聲喧嘩的新人。 

 

6. 然而，高阿貝達迅速對亞當說：“亞當，為什麼你這麼興奮，看到我在你們中間？ 

 

7. ”只要把這件事留給我，因為我一個人知道這一切是什麼;至於你，坐在你的籃子邊，和孩子

們一起享用美食。 

 

8. “儘管你已經認識了我很長一段時間，但你從來沒有讚美過我正如這些九個人做過的。為什

麼你感到沮喪因為我用手指刻畫他們的讚美用偉大的火焰標誌在整個無限 。從而向你表明他們

讚美的所有無窮無盡重要性！ 

 

9. “我告訴你，現在誰認為我充滿了憤怒：快樂的他將被我的憤怒擊中;因為它很快就會把他喚

醒到永恆生命。 

 

10. “你能猜測如此我的父親愛的這種憤怒對那些小的孩子誰在他們對我的愛，他們的父親，

不禁他們自己因為他們的喜悅變得過度，他們的耳朵聾了正如過度的愛讓他們囚禁在聖神過剩？ 

 

11. “實實在在地我告訴你們：無論誰對我的愛都沒有變得過分和不守規矩，他的名字就不會

像這九個世界上的可憐的名字一樣寫在星空下面，但是， 過於豐富在愛情。 “亞當，你現在理

解這個標誌和我的憤怒嗎？ 

 

13. ”因此，請保持安靜，並讓你的孩子快樂地吃你的飯。阿門。“ 

 

14. 這些話迅速觸動了亞當，所以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大聲說道： 

 

15. ”父啊，如果是這樣的話，誰將能夠達到永恆生命？“ 

 

16. 但阿貝達回答說： 為什麼你徒勞地嘆息，不理解我的方式？ 

 



17. “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球上的所有植物都是一樣的嗎？每當一顆恆星閃耀時 - 不管它

是大還是小 - 它是不是會刺激你的眼睛的光線，使它在你體內被大量反射？你見過的什麼植物

從土壤中長出死的？ 

 

18. “因此，也會人愛用少熱心的人生活;然而，他的生命將像他的愛一樣，並且會有無盡巨大

差異在生命與生命。 

 

19. “看哪，沙蟎還活著;但它的生命和你的生命有什麼不同！ 

 

20. “因此，不要擔心愛的果實，而要愛情正如這樣;因為水果會像愛情一樣。理解這一點。阿

門。“ 

 

21. 亞當是在平安，並且非常感恩和讚美，叫孩子們吃飯，也指示加比爾以主的名義做同樣的

事。 

 

22. 然後當所有的預期客人聚集一起在兩位籃子邊，亞當用舉起的雙手說： 

 

23. “孩子們，現在讓我們先榮耀並讚美這位盛大的食物和飲料的神聖賜予者，讓我們向祂祈

求祂的祝福。 

 

24. “哦耶和華的父啊耶和華阿貝達啊，我們感謝您; 您我們榮耀，讚美;您所有的榮耀，一切的

榮耀，一切我們的愛，一切我們的謙卑，在充滿最深刻愛的精神和一切真理的敬拜。 

 

25. “啊，聖父，祝福我們和祝福飯給我們根據您的至聖意志。阿門 。“ 

 

26. 阿貝達 走到亞當的籃子裡，祝福它和加比爾的籃子一樣。於是他回到他的籃子裡，召喚那

些被選中的人，並圍著籃子坐下來;然而，他沒有祝福這個籃子卻說： 

 

27. “無論哪裡我在場，還有最崇高的祝福。 



 

28. “所以，不要小心吃喝;因為我，你的父親，與你同在，在你們中間和你們裡吃。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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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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誰在阿貝達籃子周圍坐下來的人都再一次感謝主揀選了他們為祂的籃子，從而為他們提

供了無可估量的恩典，就是從一籃子裡與祂吃著如此榮耀父親的愛和飲酒從一個的一樣。在同

一器皿一樣，永恆生命中最甜蜜的果汁。 

 

2. 因此，他們繼續讚美阿貝達一段時間，因為祂崇高的恩典;雖然周圍的籃子已經被清空了近三

分之一，但還沒有人接觸阿貝達籃子裡的水果。 

 

3. 當榮耀和讚美似乎沒有結束時，阿貝達看著祂的客人告訴他們吃水果，就像其他籃子周圍的

客人一樣，於是他們懇求祂成為第一個進入籃筐的人。當阿貝達遵守他們的願望時，他們都將

手放在籃子裡，非常高興和尊重水果，並清空裝滿果汁的容器。 

 

4. 因此，這頓飯持續了將近一個小時。儘管如此，籃子和容器都沒有變空，而水果變得越來越

芳香，容器中的果汁逐漸變得更加美味和甜味，因此在用餐結束時它就像在一開始，沒有人想

成為第一個把手伸進籃筐的人;現在沒有人想成為第一個從籃筐中抽出手的人。因為他們看到 阿

貝達經常進入籃筐，所以沒有人想到停止;只有亞當注意到太陽已經接近落山了，他向高阿貝丹

詢問了要做什麼，因為通常是初步燃燒的時候了。 

 

5. 但高阿貝達反過來問亞當說：“亞當，用簡單的語言告訴我，為誰的紀念在這種燃燒發生，

無論是在我，還是為了紀念藍天及其後來可見的恆星和靜止，可見的太陽和月亮，或者是為了

紀念人民，還是獨自為了紀念你？ 

 

6. “看哪，我幾乎不知道什麼意義你曾經依附它，希望現在能夠依附，或已經附著它;因此，我

想從你這裡了解更多。 



 

7. “這種無所事事的關注很難針對我;因為，如果我想要這樣的東西，我很久以前就會要求你。

因此，既然我不想要並且任何類似的東西，這不是我的關注，請誠實地告訴我對誰這個初步燃

燒將要發生。“ 

 

8. 在這裡，亞當的舌頭使他失敗了，所以他說不出一個字：“ 

 

9. 但阿貝達 作出如下評論亞當：“亞當，是不是一個事實，你在這個初步的燃燒過的最大的快

樂，偷偷實際上這涉及到自己，希望從而表明通往生命之門的道路只能通過你？因此，為了你

的榮譽燃燒必須在我的燃燒之前，你更加重視初步燃燒的正確時間，而不是燃燒之後，注定要

以我的名義進行燃燒。 

 

10. “看哪，因為這個秘密的緣故，我燒我準備了燔祭當它還是早上，如此自由它遠離你的愚

蠢;然而，你似乎不願意放棄你的舊愚蠢。” 

 

11. “和我一起吃飯可能不值得代表你的初步燃燒嗎？ “因此， 就讓所有人都留在籃子周圍吃

喝只要你願意，只要你喜歡它。亞當，你也可以這樣做的。但，如果你喜歡燃燒這種生活用餐，

你甚至可以沉迷於這種快樂;然而，這樣做你必須非常小心，以免火勢變得太強大，然後輕易抓

住你並消耗你！ - 你理解這些話嗎？ 

 

12. “但是，我告訴你：理解它並考慮地球的最裡面是空洞的，充滿了最憤怒的火焰，然後按

照你的意願去做，無論是朝著死亡 - 還是走向生命。阿門。” 

 

13. 當亞當聽見阿貝達的這些話時，他變得非常驚慌，並對祂說了幾句充滿恐懼和顫抖的話： 

 

14. “啊阿貝達，您是聖潔的，善良的，充滿了愛，恩典和憐憫;但是禍害對他的人因為侵犯你

的意志的邊界，因為那時他已經註定要死，因為你在那裡沒有中庸之道，只有兩個極端，即生

命的極點和死亡的極點。 

 



15. “因此，您的生命之道也構成了，不知道任何溫和的箴言，要么通過它的全部建立世界 -超

越溫柔，反之亦然，同樣迅速地摧毀它。 

 

16. “因此，我要求您對我軟弱的人慷慨仁慈;對於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能輕易被視為未完成。

所以，對我溫柔，不要讓我比現在更低。您的聖潔將會完成。阿門。“ 

 

17. 阿貝達簡短回答亞當說：”亞當，亞當，你談論你自己很多;但我，你完全忘記了。 

 

18. “你抓住意味著什麼我在這裡，在我無限創造中最悲慘的地方嗎？ 

 

19. ”你怎麼知道什麼上帝永遠無限的聖潔？ 

 

20. “因此，要快速改變心，不要沉浸在死亡的領域更多，而應沉浸在我的愛和我現在非常偉

大的恩典和憐憫中。” 

 

21. “如果到目前為止你只發現了兩個極在我的，這只是你自己的錯;但問這些新人， - 他們會

告訴你偉大奇蹟關於第三個中間極的。阿門。“ 

 
 

HoG V2/42 帕里霍利代表耶和華告誡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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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簡短的講話之後阿貝達 迅速轉向父親在晚上地區九個可憐人中的，這個叫做帕里霍利 

和他的家人帕里霍利 Garthilli（用簡單的語言表達了那些沒有任何東西，甚至沒有任何野心，

並且幸福的人 - 幸運的信任態度就像上帝的空氣中的鳥兒一樣，並對他說： 

 

2. “聽著，你我仍然在一起是非常可憐的帕里霍利，你敢說，如果這是我的意願，用最溫和的

話語告訴族長亞當，這正是那個他到目前為止沒有找到我的金色手段，這是我永恆的愛的最順

利的道路 – 你會嗎？“ 



 

3. 帕里霍利 一直以來都非常尊重地回答道：“哦 – 您 - 非常 - 非常神聖的耶和華，萬物的上帝

和創造者，父親以及所有聖天使和許多人喜悅你的！ 

 

4. 什麼其他意願他自己的應在粉塵蠕蟲具有保存它從你所有的時間問題？“所以，我一定做你

的最神聖的意志認為是好的，肯定非常有利的。 

 

5. ”即使這對您來說肯定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屈尊俯就，黃金手段的所有黃金手段意味著你的溫

和問你在哪裡因為您的強大而必須命令。 

 

6. “然而您仍然想要成為可見我們所有人的父親 - 無論我們是否值得，或者大多數情況下，肯

定是完全不值得的，以便向我們展示所有生命中唯一的，真實的，最光明的黃金手段所有生命

出自您的，帶著一些人在善良的意志，最神聖的父親，帶到您的心，根據我仍然微弱的認識，

獨自是，並且將永遠保持永生。 

 

7. “因此，你最 -最，最神聖的父親， 慷慨地避免問我我將來是否會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實

現您最神聖的意志，因為我在您面前更加虛無，但是根據我的能力給我一個命令，我的脖子將

會在任何時候都跪向您最神聖的意志。“ 

 

8. 於是阿貝達對帕里霍利說：”聽著，因為你自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你非常適合作為我

的愛和生命的使者。所以以我的名義去亞當;亞當會問你為什麼要來找他，告訴他你對我的了解。 

 

9. “你現在可以去;但與此同時，我會喚醒你的家人聽！ - 到永恆生命。 

 

10. ”當你回到這裡時，你的孩子會準備好的手臂接受你 。 - 然後去行動吧！阿門。“ 

 

11. 帕里霍利迅速起身，向三十步走向亞當，在他面前停了下來，凍結在一根柱子上，主要是

因為他非常尊重亞當，也因為他的沉默，他有一個沉重的舌頭。 

 



12. 因此，他非常惶恐地等待著名的亞當問題。最後，亞當看著他問有關的問題（因為這是亞

當的一個古老習慣問題），以前的支柱幾乎變成了一個蘆葦一段時間，開始大力搖晃和顫抖，

一開始無法發出聲音只有當亞當第二次向他發出同樣的問題時，他才被他的靈魂驚醒，失去了

他以前的所有恐懼並開始向族長亞當發表以下非常值得注意的演講，說： 

 

13. “聽著，父親亞當，你是未出生的第一個完整的地球人，誰通過你的孩子教導我們所有人，

他們更接近你比在像我們，最神聖的耶和華是上帝，也是最有愛心的父，對我們所有人，只有

祂應該得到所有的讚美，所有的榮耀，所有的榮譽，所有的愛和所有的敬拜，以及所有的犧牲。

你現在怎麼可能在所有的孩子麵前，無一例外地被教導，轉過身來向我們展示一個完全不同的

面孔，這個面孔是我們應該有權看到的你對我們所有人指示的時候，因為在沒有凡人眼曾見過

耶和華？ 

 

14. “現在，他想知道，在恩典上恩典，在善良上善良，在仁慈中仁慈，明顯地走在我們中間，

教導，引導，餵養我們，讓我們從祂無限的父愛之愛中汲取飲酒， - 現在，在祂巨大的善良中，

祂帶給我們最悲慘的孩子，給我們死去的人帶來如此偉大的應許，如果我們接受它，那就是永

生， - 只有現在你才敢向我們展示你的教學是多麼空虛。以及有多少你對上帝的尊重，沒有完

全認識到祂那個帶祂到我們在個人的主？ 

 

15. “父啊，你的心改變了;因為你已經轉離了你的眼睛，祂是出於最大的愛和憐憫來到我們，

以便拯救我們脫離永恆的死亡之夜。 

 

16. “看哪，父親，當我們軟弱的時候，你用你的力量支持我們所有人。所以，在你這弱點的

這個時候，也不要拒絕我們的手，因為我們想幫助你，按照父親的聖潔意志會再次站起來的。 

 

17. “那麼迅速轉向祂，誰在我們所有人之中，而不是在某個地方離我們一個巨大的距離。 

 

18. “父啊，看，祂在我們中間！所以很快就轉向祂，阿門;是的，是的，趕快，阿門，阿門，

阿門！” 

 
 

HoG V2/43 亞當的自我認知，悔改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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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當聽到帕里霍利的話後，他就開始反思自己的人，他完全意識到在上帝面前仍隱藏在他裡

面的罪的嚴重程度，這就是為什麼高阿貝達不想坐在亞當的籃子的原因。;他也意識到他為自己

贏得的巨大恥辱，一個未出生的人，在上帝面前敬拜。 

 

2. 他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但除了這種認識之外，他還問了他的心：“我現在該如何在我的生命中

抹去這個，這是我眼中最愚蠢的污點？” 

 

3. “現在誰將拯救我，阻止我在最神秘的恥辱中最深的泥潭中窒息 - 現在在我的上帝和我所有

的孩子麵前？“ 

 

4. 看到這些想法後，他轉向信使帕里霍利 並對他說：” 帕里霍利，你之前提到過的東西迅速

改變心意;然而，我問你，如果那些在變得如此無法形容遠離上帝的情況下的人，你會發現它和

你一樣容易，你缺乏經驗，想像一下嗎？ 

 

5.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對我的問題？但請充分考慮我目前完全悲慘的落下的深

不可測的深度。” 

 

6. “你最不幸的想到，你最不光彩的想法是最不值得我的上帝！ 

 

7. “你最悲慘的初步焚燒，誰曾經激勵過我的心，因此我不得不讓你為我現在的垮台？” 

 

8. 噢。太陽，加速你的路線，讓你的光芒不再照亮我的巨大恥辱在全地之前！ 

 

9. “噢帕里霍利，你現在從哪裡聽到一個令人安慰的消息？你能告訴我什麼能在上帝面前再次

提升我？現在哪裡可以快速改變你所提到的心臟？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什麼以及什麼給予什麼？

以免我面對巨大的恥辱而徹底滅亡，這讓我囚禁在這個我現在完全悲慘的生活的最深處？ 



 

10. “帕里霍利，哦，說話，說話，現在說話，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和將！ 

 

11. “從你胸前傳來的聲音掩蓋了我的面容，以免它太多暴露在祂的眼中，現在誰在我們中

間！” 

 

12. “於是 帕里霍利回答亞當：”父親亞當，所以請聽你的和我的上帝耶和華的名義，祂是聖

潔的，非常聖潔的，現在在我們中間，任何孩子的眼睛都可以看到，但是沒有受洗過的人： 

 

13. “你怎麼能質疑快速改變心主意的可能性，作為祂無盡的憐憫的第一個自由呼吸的見證，

因此知道耶和華的無盡的愛比我多幾百年 - 然而你仍然可以質疑它？ 

 

14. “看，你所做的習慣性的初步焚燒，你已經被我們，你們的孩子不間斷地尊敬了三百年，

在上帝眼中肯定是你心中的秘密愚蠢。看到你在沉重負擔的壓力下憔悴，祂現在向你表示憐憫，

從你的心中拿走了這沉重的負擔，現在已經完全解放了你。“ 

 

15. ”這麼，你，老父親，誰是我們所有人的原始老師，現在仍然有疑問快速改變心靈的可能

性，因為祂很久以前就已經改變了你的心，當你還在和自己討論這個初步燃燒背後可能存在什

麼邪惡的時候？ 

 

16. “你為什麼在你的心中生氣，因為主，聖父，強行摧毀你強大的，隱藏的邪惡之心？” 

 

17. “或者你可能認為祂打算毀了你因為慷慨地撫養你？ 

 

18. “噢，父親， - 看向最神聖的地方;看見祂的眼睛，祂的嘴;看見祂的雙臂，在父愛和善良中

伸展開來！父親亞當，多麼崇高的愛從祂最神聖的面容中發出！但你可能質疑快速改變心意的

可能性！ 

 



19. “父親啊，我不可能告訴你更多關於在最神聖的存在祂誰呼喚你每一聲巨響都是出自祂的

每一根頭髮 。 

 

20. 亞當，我的兒子，你為什麼這麼長時間停留，不急於進入你永恆的，最神聖的父親的懷抱，

自從永恆以來，無盡的愛已經與你同在？ 

 

21. “噢，父親亞當，你或許仍然不理解這些話嗎？” 

 

22. 在這些話之後，亞當跳起來，高興地發光，並擁抱帕里霍利 ;然後他對他說：“帕里霍利，

誰給你這些話要說？” 

 

23. “真的，傍晚並沒有把這種天上的果實帶給你。” 

 

24. “因此，讓我們匆匆忙忙去祂用我們最愛的最耀眼的愛火焰抓住祂;事實上，事實上，現在

祂已經在我心中點燃了初步燃燒和跟隨燃燒的燃燒。從來沒有像以前那樣感受到這種愛的衝動;

所以，讓我們快點趕到祂，最親愛的，最神聖的父親！阿門。“ 

 
 

HoG V2/44 阿貝達的講話關於父親和法官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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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帕里霍利 陪伴亞當到了高阿貝達。 阿貝達以最友善的態度接受了現在最懊悔的亞當，

並對他說：“亞當，是時候到了嗎當你認出我是父親並且不僅僅是越來越多作為一個法官？” 

 

2. “昨天你看到了我從最謙卑的一面開始，我讓我自己逐漸被你和也被你所有的孩子所認識，

這樣就沒有人可以通過我的可見存在來阻止他的內心自由。 

 

3. “但是，因為我讓自己逐漸得到認可，以至於在我之前不應該限制他生命領域的自由，你確

實認識我，並且用你的嘴承認我是聖潔，最慈愛的父親 - 但是你的心永遠沒有完全獻給這位父



親;因為在父進入的地方，法官也與祂一同進入，然後他強迫你的心愛我，雖然害怕我三倍於愛

我。 

 

4. 在這種模棱兩可的關係中，你一直持續到這一刻，永遠無法用你所有的愛來抓住我，因為你

害怕我，在這種恐懼中永遠看不到我的父，但總是只有法官。 

 

5. “然後我大聲喚醒你，現在你作為一個慈愛的兒子來到我身邊，但你現在熱心的愛不是你自

己的;因為我已經在你身上點燃它，以便完全喚醒你。我告訴你：父親和法官尚未在你內部分開。

現在尋求用自己的力量抓住你的父親。是的，要完全抓住祂，將可憐的法官與祂分開，因為在

你和所有孩子從你發出，他一直阻止你在最明亮的光線中看到父的無盡的愛。 

 

6. “現在意識到我並沒有作為一個法官來到你面前，而是作為一位最有愛心的聖父，在地上給

予用我自己手已經在地球對所有孩子 最光榮，最神聖的種子為永恆生命。然後你一定會和在你

自己的熾熱的心中深深地認識到，法官和父親在孩子們的愛心中永遠不會和解，但在任何時候，

只有這樣的父親或者這樣的法官必須成為他們生命的主人;父親對永恆生命 - 以及法官對愛的精

神永恆死亡。 

 

7. “因此，冷靜而愉快地分隔在你內將最慈愛，最神聖的父親從不愛，憤怒，最嚴厲的審判者

那裡，你將停止地震在我面前顫抖，反而大喊跳躍帶著喜悅和無所畏懼的，愛孩子般的愛對我，

你永恆，最有愛心，最神聖的父親。  

 

8. “請確保所有懇求我為父親的人永遠不會將我視為法官，而那些在任何時候都更願意將最恐

懼的父親視為最嚴格，最可怕的法官的人將會不幸在我身上找到無情的法官;如果他們心地善良，

他們會永遠在愛心中找到最慈愛的父親。 

 

9. “請注意這一點，亞當我的兒子：你會找到什麼，你會發現，要么愛，聖潔，善良的父，永

恆的愛，通過它和永恆的愛，或者，正如在這裡充分證明的那樣，法官，永恆的，非常無情的，

譴責在地球上拒絕的死者的法官，他們的試探地方，將轉交到無畏，忠誠和純潔的愛對我，他

們的最慈愛的父，以便我可以完全加速並在精神上接納他們進入永生。 

 



10. “請注意這一點在一顆充滿愛心的心中，你和每個人，法官很快就會消失和在他的心裡在

最愛的，聖潔的父親將為自己建立在你愛心中最愉快和最幸福的居所。 

 

11. 你明白我剛才誠實所說的話嗎？ 

 

12. 是的，亞當，要理解它們在內心的愛的深處和最內心的生命出自我和在我裡 ; 要聆聽並觀察

和永恆地感知這一點。阿門。“ 

 

13. 在演講結束後，亞當沉入了阿貝達的懷抱，在最幸福的愛情的最高境界中哭泣;因為只有現

在他才能完全清楚地認出聖父，所以他無法說話，不知所措對他的巨大幸福。 

 

14. 阿貝達如此緊緊地按壓他到祂的懷抱，從這個行為中，每個人都必須看到並認識到耶和華

是所有人類中最真實的父親。於是他們都開始信任地圍繞著祂，整個人身高很快就被籠罩在明

亮，溫暖的火焰中，朝著最聖潔的父親的方向燃燒著。 

 

15. 在這個神聖而莊嚴的場合，阿貝達發表了這樣的評論：“亞當，看，這是之前地球上真正

的初步燃燒，或主要的燃燒將在一天這一生之後跟隨在我無盡的國度永恆的生命 。 

 

16. “因此，永遠遵守這一點;這是唯一一個取悅我，父親。 - 你們所有人都要理解。阿門。” 

 
 

HoG V2/45 人的最高獎勵：被允許愛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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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後，阿貝達轉向帕里霍利 並對他說：“帕里霍利，看，每個誠實勤奮的工人都完全值

得他的獎勵。 

 

2. ”與此同時，我已經為你加快了你的家庭，你必須說服了自己你的妻子和你的七個孩子用開

放的，已經不朽的手臂接待了你，當你帶著這個我的兒子（意思是亞當）來到這裡時。 “ - 這

個獎勵必須對父親的愛情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但是父親可能會問一個與他自己有關的更深刻



的問題，例如：“我自己真正受益於我的家庭已經變得不朽，擁抱不朽的手臂，因為我知道我

在這方面的所有份額包括在了解我的家庭不朽的偉大父親的喜悅中，在我全身和四肢清晰地感

受到我自己的死亡之後立刻感到高興嗎？ 

 

3. “看哪，這肯定是一個公平的問題，問你自己的心。由於這個問題結果實際上並非來自你，

而是完全來自我在你內的，所以你的家人應該做些什麼以及當你所愛的人把你抱在懷裡時你所

做的一切。你已經成了不朽的事實那在因為我已經召喚你攜帶我的話在你，無論何處我的愛送

你去的地方;但儘管如此，作為我對亞當的意志的忠實信使，你還是值得進一步獎賞。 

 

4. “看哪，我把它留給你完全自由的意志。問你的心;不管它想要什麼，很快就會對你完成。 

 

5. ”如果你想要太陽在你腳下，我告訴你：真的，它必須及時遵守我的意願。 

 

6. “或者你想要月亮嗎？它會服從我最輕微的暗示。 

 

7. ”或者你想要所有的星星？我保證你會像雪花一樣落在你的腳下。 

 

8. “或者你想要地球的大腸？當我說：你可以相信我：一個強大的，像蛇一樣的大線圈會立即

在你的腳下蔓延開來。 

 

9. ”因此，無論你想要什麼，都應該 - 如同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 對你做了。阿門。“ 

 

10. 但是在這個 帕里霍利撲倒在阿貝達的腳下，哭泣，懇求祂：”你最愛，最聖潔的父親，上

帝，耶和華啊！因為您，我心中的大妄想會問您什麼在您的恩典中，已經賜給我了，在您面前

塵土的蟲子，不朽？ 

 

11. “您是最聖潔，最好的父親，即使是您最小的一部分聖潔禮物，我也永遠無法感謝您對我

來說不值得的;因為即使每一次呼吸都是從您給我們這些人的巨大善意，所有的天使都無法充分

讚美，更別說其他事了！ 



 

12. “我，一個可惡的蠕蟲最髒的灰塵在您面前，應該如此大膽地認真地問，作為一種獎勵到

期給我好到沒有了，因為事情被提起您最神聖的舌頭，或者甚至是其他聞所未聞的 。 

 

13. “不，不，父親，最神聖的父親！讓我變成怪物在你之前被地球上所有的蛇和毒蛇撕裂，

以免我的心臟懷有最微弱的想法，要求您獲得更多的比您已經給的。通過您不可思議的，永恆

的，無盡的，無法形容的父的愛，我非常最不值得！ 

 

14. “最神聖的父親，慷慨地看著我對您無盡的祝福的微弱的感激，接受它並允許我最愛您！

看哪，最聖潔的父啊，這是我內心渴望的。您的聖潔意志將會完成。“ 

 

15. 當帕里霍利 說這話時，阿貝達用手蓋祂的眼前隱藏著祂的眼睛，在其他的父親面前隱藏祂

的眼淚。但很快祂暴露祂的眼睛，並且很快地移動，彎下腰向仍在哭泣的帕里霍利，舉起他來

對他說： 

 

16. “帕里霍利，你似乎要求至少的了;但實際上，我告訴你，這是最偉大的。 

 

17. “因此，你將有非常充分地衡量我的愛，以及你的整個小家庭，不僅在暫時，而且在永恆。 

 

18. 你的女兒將像晨星一樣美麗，你的兒子我將賦予力量在他們的眼睛使他們能夠看到星星的

寫作並閱讀它的意義。 

 

19. 你的妻子將分享我的心，正如你在我的愛中得到最充分的分享;我不會離棄你在永恆。 

 

20. “所以來到我父親的心裡，你們所有人！阿門。“ 

 
 

HoG V2/46 關於如何祈禱。關於上帝的本質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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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他們全都趕到阿貝達，熱切地愛著祂;祂接受了所有人，祝福他們，並將他們壓在祂的心

上，對站在周圍的所有人說：“孩子們，看看你們在場的所有人：正如亞當和 Garthilli 家族現

在在我懷裡呼吸著永生以他們偉大的愛和極大的謙卑精神，以及以諾，雅瑞，拉麥，塞斯，瑪

土撒拉，伊諾斯，凱南，馬哈拉勒，已知的阿貝達，塞特拉姆，基謝爾及他的兄弟，汝拉，布

斯金，奧拉里翁，祖爾，Uranion，Gabiel 和他的兄弟 Lamel 和 Hored，以及他們的妻子，嬰

兒和孩子，因此所有人都將以對我的愛和所有真理的精神呼吸永生！ 

 

2. “實際上，我告訴你們所有人：沒有人不被我召喚。然而，我再次告訴你們所有人：將來，

沒有一個人召喚會來到我的懷抱，除非他會在所有的愛和謙卑中自願出現，然後在他心中在我

面前見證我是他的父親！ 

 

3.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所有人：無論誰不通過內心承認我作為他的父親 - 意思是唯一真正

的父親 - 不會來到我懷裡！ 

 

4. ”但是當你召喚的時候：'阿爸！ “呼喚在你的心中，在謙卑，愛和所有的真理中，我會聽

到你的。 

 

5. “但是，你們中的哪些孩子會隨時稱呼：'主，上帝，所有正義的上帝，恩典的上帝，愛的上

帝和所有的憐憫！'雖然我不會否認他並奪走他的生命，但是他將很難到達這個最幸福，最自由

的生命的地方。 

 

6. “因為上帝不能被擁抱，並且由於祂無盡的宇宙性聖潔所有正義的主都不能允許如此接近對

祂這樣的方式，但只有父親，祂對祂的孩子的無限的愛包含一切，能夠和鼓勵他們能夠完全接

近祂，並且在精神上甚至比你更親密看到他們在這裡做的，以便在祂父親的心中永遠享受父親

的一切。 

 

7. “要時刻關注所有這一切，只有父擁有生命並賜予生命;獨有父是 永恆生命在神。 

 



8. “上帝祂自己不是生命。祂只是天父的光，就像父獨子是生命在祂的光中一樣。主也沒有生

命;但生命是獨一無二父親的， - 因為主是只有父的無盡的力量，這是祂永遠的唯一。 

 

9. “因此，凡不完全轉向父的人，將實際上不會來到父那裡;但是不會來到天父那裡的人，會感

覺到他內心的生命很少！因為生命與生命之間存在著無窮的差異！ 

 

10. “岩石，也，是活著，因為它存在;因為存在和生命是同一個東西， - 因為所有生命都是兩

種力量之間的永久衝突，其中一種力量旨在破壞，另一種力量則是保護;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理

想的安息狀態 - 單獨存在於父裡面。 

 

11. “因此，岩石還活著;但什麼，對於你，岩石的生命和蟎蟲的生命之間存在著不可思議的差

異。有什麼不同相比- 與生命愛情完美，最幸福，最自由的天使精神的生命！ 

 

12. “因此，他們都將有生命在上帝和在主裡，但獨自真實生命在完全自我意識生僅是只存於

父親，與所有其他生命相比只是一種死亡。 

 

13. “你們要所有人好好留意這一切，如果你們轉向父親如想擁有真正的生命。 

 

14. “你們都被召喚到我的生命中;所以你們所有人都來到我這裡，從我這裡接過來，讓你們自

己被我選擇，以免有一天會說：“只有少數人被選中在那些被呼召的人。” 

 

15. “讓你們所有人抓住這個在你們仍然非常冷酷的心靈的深處 。阿門。” 

 
 

HoG V2/47 大膽查詢信使的謙卑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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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話之後，太陽已經完全落在山後，因此安息日已經過去了。由於所有部落從早晨的宣

言中知道，這一次，以及將來，不再有任何焚燒的犧牲將在晚上進行，因此，不知道現在該做

什麼，是留下還是回家， - 他們從各個方向派遣信使詢問高處現在應該做什麼。 



 

2. 當所述信使到達高度打算靠近亞當時，亞當仍然躺在阿貝達的懷抱中，阿貝達立刻問他們： 

 

3. “孩子，你的意圖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來這裡？” 

 

4. 但是使者還不知道 阿貝達。偉大的跡象無法喚醒他們，因為在他們自己準備的過程中，他們

已經看到了以諾，賈里德，凱南，伊諾斯和塞特表現出類似的奇蹟。因此，他們的回答是相當

無禮和尖銳的，如下： 

 

5. 你為什麼問我們？你既不是亞當，也不是賽斯或伊諾斯，也不是先祖的神聖路線之一，也不

是我們先問你的，因為這取決我們信使應該問求助！ 

 

6. 你出生在哪裡，在哪里長大，你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事實，並且在高尚的族長的確定

存在下完全不合時宜地用一種輕率的舌頭來預見他？ 

 

7. “你怎麼敢稱我們為'孩子'， - 從你的外表判斷我們很容易成為你的曾祖父？ 

 

8. ”此外，這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問題：我們的意圖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我們來這裡？ - 我們的

意圖不應該和我們來這裡的原因完全一樣嗎？ - 看，多傻啊！ 

 

9. “但是現在大多數年輕人已經認識到他們非常前瞻並且沒有意識到他們說一個又一個愚蠢的

東西;所以你們在未來也會更加明智並保護你的舌頭！ - 記住這一點未來！” 

 

10. 在這些話之後，他們繼續尋找亞當，但沒有找到他。 

 

11. 與此同時，所有高處的人都在他們心中阿貝達指示不要顯示祂，而是向那些尋找的人指出

亞當的下落。 

 

12. 不久，他們來到塞思，向他詢問首席族長的下落。塞特立刻指著亞當。 



 

13. 因此，他們非常驚訝於他們如何能夠在沒有認識到真正可識別的亞當的情況下過去。 

 

14. 塞思就這麼簡單地告訴他們：“真的，孩子們，一個人必須非常可怕盲目地忽視這一點，

並且可怕的聾人無視這一天偉大，神聖，全覺醒的聲音！所以去那裡，你肯定會找到所有族長

的祖先族長。阿門。“ 

 

15. 這個答案嚇壞了十二個使者在他們的智慧，以至於他們像石化一樣站在那裡，不知道該怎

麼做。 

 

16. ”然後塞思又發出一聲小雷聲說道。對他們說：“你還在尋找什麼，安息日是不是為了什

麼？我沒有告訴你亞當在哪裡嗎？ 

 

17. “所以不要在這裡等到地面自動運送你，至少離開我的視線。” 

 

18. 當信使被提示時，他們就像人們著火一樣衝了出來，不知道現在在哪裡飛;因為他們被巨大

的恐懼和無比的敬畏所抓住，所以他們也失去了接近嚴格的亞當的勇氣，因為溫柔的父親塞思

已經如此粗暴地接待了他們。 

 

19. 沒有所需的信息，他們也不敢回去。 

 

20. 現在要做什麼？ - 但是其中一個人說：“好吧，有什麼好處對我們耽閣無緣故什麼難百步

的距離離開父親？ 

 

21. ”讓我們完全脫離父親的視線或者讓我們其中一個人去那個長金色頭髮的男人首先向我們

講話並問他，無論如何他首先想知道我們的意圖，應該做些什麼，然後告訴我們。 

 

22. “這是一件好事對於這個有點前鋒的人來說， 因為亞當通常不容易接近，所以在他背後肯

定會有一些特別的東西，因此他被帶到了他的懷抱中！ 



 

23. “我們中的哪一個會接受這個令人不快的任務？” 

 

24. 其中一名同意前發言人的小組對周圍的人說：“是的，真的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任務！我不

知道我寧願做什麼比這更好！ 

 

25. 真的，你可以用你的拳頭訓練我，直到我是藍色 就像穹蒼的中心一樣在日落之後不久 - 而

且我會比不得不再次去見尊貴的父親更好。 

 

26. “兄弟們，我現在感覺很奇怪;真的，我感覺好像對一些愚蠢的孩子氣惡作劇的最愚蠢的懲

罰已經給我了。 

 

27. ”在這個心態我應該接近父親，他們總是在安息日被極度崇高。 

 

28. “不，這應該是我一生中的最後一個想法，即使我不得不在地球上度過一個完整的永恆，

除之外酸蘋果別無其他可吃的東西。 

 

29. ”因此我將為等到它變得更暗，然後，靜靜地從我的腳上晃掉這些麻煩的灰塵，離開我的

家園，沒有被觀察到。 

 

30. “這是我非常權宜的計劃;但我不會影響其他任何人，但讓你們每個人按照他認為合適的方

式行事。然而，暫時，我會堅持我宣布的計劃， - 是的，確實，我堅定地堅持下去！“ 

 

31. 然後第三個人也在發言者說：”真的，朋友和兄弟，你的想法對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想

做同樣的事情;但是有一種想法讓我退縮，這就是把我們送到這裡的父親，兄弟和孩子，現在卻

徒勞地等待答案。 

 



32. “既然不太可能我們其中一個人在這方面敢於接近亞當，我認為堅持真理並直接回到我們

所愛的人身上仍然會更好，告訴他們我們在這裡的表現如何。既然他們都熟悉族長們極其奇怪

的崇拜安息日行為，我相信沒有人會採取例外在沒有達到我們目的的情況下對我們的回歸 。 

 

33. 但是，就像你，兄弟一樣，我也會因此決定沒有人，而是留給每個人形成他自己更好的意

見。“ 

 

34. 此時也是第四個男人開始說話，好像對他自己說：”這些想法並不壞;但是，第一個似乎更

好對我，雖然它是最令人不愉快的。 

 

35. “如果一個人在完全謙卑地再次走向亞當，那麼究竟會發生什麼呢？他肯定不會因此而奪

走他的生命！ 

 

36. “如果我們從他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那就是好的， - 如果我們什麼都沒有成就，那麼我

們至少完全沒有罪惡感在我們送到這裡的人眼睛。因為即使是七歲的孩子也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一個人不能從亞當那裡得到一個理想的答案，就像從樹上摘下一小塊樹皮一樣。 

 

37. “如果他回答了一個問題，那就好了;如果他沒有回答，那麼偉大的地球母親將不會從東到

西得到一個裂縫！ 

 

38.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最恭敬地鞠躬並繼續前行。 

 

39. ”最後，就目前未知的年輕人而言，亞當抱著他的擁抱，他似乎並不是一隻老虎，儘管他

有非常相似對這個陌生人，奇怪說，我昨天看到騎虎的。 

 

40. “簡而言之，它不會讓我失去生命！我可以預見到一點點的雷鳴被參與;而且， - 對我來說

應該 - 或者可能 - 會產生什麼更糟糕的後果？ 

 



41. ”誰不知道亞當他的一生？他是一個總是充滿雷鳴般認真的人;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特別是在

安息日會發生什麼事情，當一個人在不合時宜的時候提出要求時。 

 

42. “因此 - 你知道什麼嗎？ - 兄弟姐妹們，我完全準備好去那裡試試運氣吧！谁愿意和我站在

一起，我肯定不會阻止他這樣做！ 

 

43. “不過，我相信有兩三個人能夠更好地抵禦像塞思那樣的攻擊，而不是一個他自己;所以讓

我們再試一次運氣！誰知道它還有什麼全部好處呢？ 

 

44.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句古老的諺語，所有的好事都有它的壞，而且所有的壞處有它的好，

就像沒有夜晚的那一天不會是白天，沒有白天的夜晚也不會是夜晚。 

 

45. “因此，不要讓我們動搖太久;無論誰有勇氣，都要讓他和我一起出去！” 

 

46.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開始大大地抓住自己的耳朵，一個接一個地說道：“你肯定是對的;但是 

- 如果 - 讓我們猜想！ - 我們， - 是的，我們都是，儘管你有所有只是說，應該聽到老亞當對我

們說詛咒 - 我們知道亞當的聲音和耶和華祂自己的聲音一樣好！ - 那麼怎麼樣呢？什麼呢？“ 

 

47. 過了一會兒，這位前發言者用一種非常優柔寡斷的語氣說： 是的， - 是的， - 我已經完全

忘記了。 

 

48. 是的，現在問題看起來完全不同了。確實，如果這不是一個困難的案例，那將永遠不會有

一個！  

 

49. “但是，看，看，有兩個人從山上下來 - 而且，在我看來，我們正朝著我們的方向前進。 

 

50. ”讓我們看看我們是否能與他們做一點生意。如果你害怕的話，讓我前進吧。“ 

 
 

HoG V2/48 害怕的信使及他們的提起通過阿貝達和亞當。加比爾對阿貝達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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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刻之後不久，我們的主要發言者再次轉向其他人並說，有點尷尬： 

 

2. “兄弟和朋友！就像我們都是亞當的後代一樣，只要我的眼睛不欺騙我拿一隻貓當山，真的，

如果 - 我會在嘴裡沒有牙齒 - 是的，現在很明顯， - 你能不能看到它嗎？ - 是的，現在它已經

完全清楚了：這兩個 - 是亞當和陌生人！ 

 

3. “現在幫助我們誰能夠和可能！現在逃避已經太晚了，在我看來似乎也不可能這樣做。 

 

4. “不，現在這將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 兄弟，你知道嗎？讓我們毫不拖延地把我們自己

扔在我們的臉上，以免我們犯下一個大錯誤！ 

 

5. ”因為亞當沒有一點幽默感，最少的結果肯定是一個持續至少十年的完全流亡。 

 

6.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盡力去追求他最好的能力，否則 - 我告訴你 - 我們完全已經完成完蛋了！ 

 

7. ”的確，看，正好朝我們的方向前進！他們已經非常接近;所以跪下和你在一起！“ 

 

8. 他們立即將自己扔到地上開始哭泣：”最崇高的父親亞當，對我們的褻瀆有憐憫和憐憫！最

崇高的族長，請饒恕我們從您的憤怒！哦，您是非常強大，未出生的，第一個完整的地球人，

不要您你的大怒來到我們身邊！ 

 

9. “您是耶和華的兒子，您是上帝的形象，諒解我們無休止的愚蠢行為！” 

 

10. 因此他們繼續哭泣，而高阿貝丹和亞當已經和他們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了。 

 

11. 但是高阿貝德在旁邊問亞當：“聽著，你怎麼喜歡這種喧囂？” 



 

12. 亞當回答說：“父親啊！這是哀悼的巨大哀號;我在他們其中產生了它。 

 

13. ”昨天早上，我仍然會非常高興我;但是現在我可以可憐地哭泣！ 

 

14. “可憐的人害怕我，而我卻不知道該怎樣為他們做出於愛！ 

 

15. ”噢，您這位聖潔，最有愛心的父親，也要在這裡表現出恩典和憐憫，彌補我的愚蠢心啊！

“ 

 

16. 阿貝達對他說：”看和相信我當我說這不是你在我面前犯下的最後一個愚蠢，我不得不彌

補，因為你導致我如此太多的工作通過你的自我失明，到末日時候我將有多於足夠的餘地將一

切恢復到原來的順序！ 

 

17. “看，正如這些正在萎縮，還有更多人在萎縮苦苦掙扎，他們在我們周圍紮營。 

 

18. ”讓 Garthilli 一家服務你作為一個很好的榜樣。 Uranion 和他的後代是如何成功登頂的？

然而他的房子是早晨最明亮的。 

 

19. “不過，對於你所做的事情，你將不再被借記;看，我已經在我自己的分類賬中輸入了它，

很好知道我將在所有時間內對它做些什麼。 

 

20. ”但是，現在仍然是你的小轉彎;叫那個名字的人，他躺在我們旁邊的地上，並用堅定的聲

音告訴他起來，我們將會看到我們能做什麼！阿門。“ 

 

21. 亞當立即向我們的主要演講者和領導者彎下腰，抓住他的手，向他的耳朵喊道： 

 

22. ”加比爾！起來， - 結束你空洞的大聲哭泣！“ 



 

23. 然而，加比爾仍然躺在地上，對其他人說：”兄弟，停止大聲哭泣 - 它不再有用，而是跟

我一起來，並讓每個人都做好最嚴厲的審判。對於你們都知道，每當最崇高的父親抓住一些懇

求者的左手讓他崛起時，就意味著：“在我的視線中快速完全地走開二十年，遠遠超過午夜地

區！” 

 

24. “噢，我們有禍了，禍患就是我們！所以我們甚至不允許帶走我們的妻子和親愛的孩子們！

唉，我們所有人都有禍了;因為現在我們迷路了！” 

 

25. “於是，亞當對加比爾說：”加比爾！你是一個偉大愚蠢的人;現在所有時代都已經過去了。 

 

26. “不要害怕;你們都不再流亡了;因為對你來說還是個未知的男人而且我現在不是來這裡來粉

碎你，而是為了完全提升你們所有人，如果可能的話，也會讓你們充分活躍起來。所以你們所

有人！ 阿門。“ 

 

27. 當加比爾從通常非常嚴厲的亞當的嘴裡聽到這些話時，他像一隻年輕的鹿一樣跳起來，過

分快樂不知道該做什麼。他立即擁抱了亞當並親吻了他的胸膛七次。然後他也擁抱了這個陌生

人，並對他說： 

 

28. “不管您是誰，總之，您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我現在無限的愛！耶和華甚至愛蒼蠅;為什麼你

的兄弟，我仍然不知道的，被排除在我現在宇宙的，熱情的愛之外？“ 

 

29. 因此，阿貝達也在祂的胸前接受了七次堅定的吻。 

 

30. 當他這樣的吻了他們，他向剛剛起來的其他人喊道：“兄弟們，來吧！哦，我剛剛在這個

陌生人的胸膛上感受到的感覺！ 

 

31. “言語還不夠它！ - 來吧，來吧，兄弟，並且你們所有人發現在祂附近是多麼幸福！ 

 



32. ”不，兄弟，朋友們， - 我會咬進我自己的心和剝掉皮如果這個光榮的陌生人出生在地球

的某個地方！ 

 

33. “我們有能力給這個答案對這天上的人！ 

 

34. ”在某個地方沒有飢餓的老虎會吞噬我們所有人為這個嗎？ 

 

35. “來吧，過來，感受什麼這裡！” 

 
 

HoG V2/49 阿貝達揭示最內在，真實意義對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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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十一個人立刻去了亞當，然後又去了陌生人那裡，雖然有點可怕，但確實做了加比

爾以前做過的事情，並且在這個陌生人的情況下發現奇蹟般地證實了加比爾引起了他們注意到

的。 

 

2. 當他們心中暗暗琢磨時，阿貝達召喚加比爾並問他： 

 

3. “加比爾，你還記得當你到達高峰時我問過你的問題嗎？” 

 

4. 加比爾有點困惑，經過一番反思後說道：“是的，對，對，你問我們一個關於高度的特殊問

題，於是我們給了你一個愚蠢而特別的答案。” 

 

5. “是的，是的，對;只有我現在不能記住問題是什麼。其中有一些意圖和意義，只有我不能再

記住意圖是在含義還是含義在意圖的。 

 

6. “然而，我確實清楚地記得問題的第二部分，即：'你為什麼來這裡？'但是第一部分我再也無

法聚在一起了 



 

7. “意義和意圖肯定是非常接近的;但怎麼樣？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8. “真的，這是非常奇特的：它甚至在我們之前實際討論過，現在即使有人咬我的脖子，我也

記不起來了！ 

 

9. “不，在我的一生中，我從來沒有這麼愚蠢。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10. ”親愛的，對我來說還是不為人知的朋友！否則，我不是那麼愚蠢。但昔日的巨大恐懼使

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所以我肯定可以被原諒因為無法回答你問題的第一部分。 

 

11. 你一定會記住這個問題。你不能再告訴我們了嗎？ 

 

12. “或許我們現在可以找到一個更謙卑的答案對它比我們無限膨脹的愚蠢行為在高處。 

 

13. ”提供它只要是你的意志。但祈禱不要因為它而生氣或煩惱。“ 

 

14. 阿貝達，及時給予加比爾的請求，再一次給了他完整的問題。 

 

15. 現在加比爾高興地跳了起來，因為他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並開始了如下說： 是的，是的，

這就是它：'你意圖的意思是什麼;你為什麼來這裡？' 

 

16. 嗯，親愛的朋友，既然你問我，在你和善的幫助下我們再有了問題;那麼，什麼，應該怎樣

做呢？“ 

 

17. 於是阿貝達決定說：“好吧，既然你又有了問題，請給我答案。看，這就是我想知道你是

否還記得這個問題的全部原因。” 

 



18. 現在，加比爾開始思考它然後說：“是的，就問題的第二部分而言，我們所有人被派到這

裡尋求建議，我們是否應該留在這裡過夜 - 通常是習俗 - 或者不是，因為今天一切都以不同的

方式進行，晚上沒有燒的犧牲。 

 

19. “看哪，這就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全部原因，或者，換句話說，這都是關於我們走向高峰，

也可能是我們意圖的意義。 

 

20. “這個意圖背後可能還有其他意義，親愛的朋友，我無法向你解釋;因此，請和善告訴我們

你的目標是什麼。” 

 

21. 對此阿貝達 回答說：“聽著：你已經正確地回答了為什麼你到了最高處。但這不是你的真

正目的;它在於你的心充滿了秘密的憤怒;受到第二個問題的覆蓋，你想找到為什麼今天，在沒有

你的知識和意圖的情況下，在安息日的慶祝活動中有這樣的改變。看哪，不是這樣嗎？ 

 

22. “因為我很快認出了你，並參與了你，問你這個，你及時暗示了你的意圖通過粗魯地與我

交談。那不是這樣嗎？ 

 

23. “你只是想大聲問一下你是應該留下還是回家。但至於你意圖的含義，你只是想秘密詢問，

以滿足你在族長之後發洩的秘密憤怒，即，在下一個爭議日（星期二），族長們總是願意聽取

你的投訴。是不是這樣？ 

 

24. 而加比爾和他身邊的其他人一樣，大吃一驚，沉默寡言，再也無法說出一句話。 

 

25. 於是阿貝達對他們所有人說：“現在跟著我和亞當到你們這一切的高度;在那裡，你們要先

加強你們自己用食物和飲料加強自己今天還沒有營養，然後我們會愉快地交換一些關於意義在

我的意圖。阿門。“ 

 
 

HoG V2/50 陌生人的無所不知和智慧。驚訝的加比爾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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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比爾對這個邀請感到驚訝，然後才鼓起勇氣，因為他無法理解這個陌生人如何知道這些事

情每一分鐘細節中，他開始向陌生人講述如下： 

 

2. “聽著，你非常有價值的朋友，你對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謎！你怎麼能讀到我們心中最秘密

的想法，怎麼看到頭髮的寬度在同一個地方發生了什麼？ 

 

3. ”不，我說，不，這對我這樣的男人來說太過分了！ 

 

4. “看，你我現在是最受尊敬的朋友，現在我相信你不是你表現的樣子。 

 

5. ”對於這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首先，非凡感覺我有的前一段時間在你的胸膛，第二，更多

你的穿透的眼睛看透我們內心最隱蔽的深處。 

 

6. “我並不意味是要否認那通過上面的特殊津貼，可以有非常敏銳的人，例如以諾，凱南，賈

瑞德，伊諾斯和賽思，他們實際上工作了許多奇妙的事情，比如白天的閃電。提供這不是你的

行為！ - 以及亞當洞穴的快速恢復 -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參與其中！ - 以及昨天暴風雨的突

然平靜 - 除非你處理它。 

 

7. “的確，正如我所說，不可否認的是，當上帝在他的恩典中允許它非常虔誠人時，人們就能

做出偉大的行為。 

 

8. “但這也是確定的，完全正確的：到目前為止，我的心，無能如何已經被豁免了，甚至連最

高貴的族長都沒有成功地滲透到這個生命的最內層。 

 

9. ”所以我真的迷失了不知道你是怎能做到的。 

 

10. “但是，既然你能夠，誰可以把握他自己和你相比？ 

 



11. ”我現在已經徹底地對你充滿了恐懼;因此，我請求你們豁免我們所有人的邀請跟隨你到達

高處，在那裡享受我們不配的亞當碗中完全不應得的食物。 

 

12. “就我們的秘密憤怒而言，我們已經到達了理解;但是，至於你的意圖的含義，我相信你已

經清楚表明通過展示我們是真正偉大的流氓。但你可以完全放心在未來，我們既不會再也不會

再變得如此。既然你現在似乎是最高的最強大的人，最崇高的祖先亞當他自己看起來非常忠誠

於你，請向我們提供信息為我們來到這裡，以便我們可以在最後一縷黃昏之前將它帶到我們所

愛的人身上。 

 

13. “最心愛的朋友，只是不要把我的言論視為我們隱含的要求，直指你的意志和最崇高的祖

先亞當的意志，但僅僅是來自內心的最謙卑和盡職盡責的懇求。因為，如果我的請求讓你感到

不快，我們都會跟著你走到世界的盡頭，而不是在任何事情上至少抵制你！因此，你肯定最強

大的意志將得到我們所有人的充分尊重。“ 

 

14. 於是，阿貝達對非常健談的加比爾說：”聽著，我告訴你，你的舌頭是真正的傑作;因為你

對自己說話是盲目的，而忽略了你內心的喧囂要求，這基本上並不壞。看哪，你所說的一切既

沒有頭，也沒有腳，也沒有手或任何物質。 

 

15. “因為，你所說的只不過是一陣空風，你想要擺脫你的身體它的恐懼。 

 

16. ”你說誰能把握他自己除了我，因為我知道藝術調查生命中最神秘的一面。 

 

17. “因此，你被極大的恐懼所困擾;看，這一切直接來自內心！但我告訴你：把你的舌頭放在

牙齒之間，堅定地握住它，以免它再一次欺騙你自己的心臟，讓你相信你已經認識到了我對你

們所有人的意圖。 

 

18. “看，這是徒勞的;很快你和你的兄弟們就會意識到，即使是最高天堂最高最完美的天使精

神也尚不會抓住和理解我對你們所有人的意圖的全部意義 。” 

 



19. “至於你擔心自己作為信使的職責，他們現在已經充分了解他們必須今天，明天和後天留

在這裡，直到爭議日。 

 

20. “因此，你沒有理由留後，不遵循我的邀請。 

 

21. ”你的恐懼顯然是徒勞的，所有你所愛的人早已適當地提供，你將一定能跟隨我嗎？ “ 

 

22. 而加比爾，流下了歡樂的淚水，回答說：”是的，真的是的，現在無論你願意，我都會跟

著你。 

 

23. “因為我現在有了很大的預感因為我說你的意圖是多麼難以理解。 

 

24. ”我不敢用舌頭說出來;但是，通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愛，這聽起來更響亮，您是一位父親！ 

 

25. “因此，無論您在哪裡，我都將永遠跟隨您，永遠！阿門。“ 

 
 

HoG V2/51 阿貝達的講話在光。全能上帝和慈愛的父親在阿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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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達準備祂自己去和說，轉向加比爾：“所以跟著我！我告訴你們，無論是誰跟著我，都

走在真正的道路上，不會困惑在生命的道路上領到生命！ 

 

2. “誰會想要走在無光長的森林小路上在夜深人靜 ？ 

 

3. “但世界就是森林，人的塵世生命是路徑，身體的壽命就是密集的夜晚。” 

 



4. “沒有光明的人會走上正確的狹窄道路，那獨自在真理領流浪者到聖潔的愛情目標，這是生

命的永恆？ 

 

5. “我是一個真實的，絕對可靠的光明我自己，我是道路和是永恆的生命。 

 

6. ”因此，如果你想跟隨我，你就會擁有充足的光明，你將永遠不會失敗找到正確的道路，因

為光是這樣的道路。此外，你永遠不會錯過神聖的愛情目標，這是生命永恆，因為道路和光明

是聖潔的愛情目標，這是真正的永生。 

 

7. “所以跟隨我你們所有人，不要問到哪裡去！因為，無論我在哪裡，都是正確的地方，到處

都是永生。 

 

8. ”假設有人在夜間開燈，放置它站在上面一座山，然後是一個在山谷，後來又在各個地方。

光看起來好像不在正確的位置嗎？ 

 

9. “我告訴你：光線適合任何地方。誰可以聲稱和說：這個或那個地方不適合白天的光線，不

適合太陽的光線？ 

 

10. ”這也適用因為精神的光，所以當光線照到他身上時，沒有人會問，無論是適合還是不適

合他，或者他是否值得或不配光。 

 

11. “當光線到來時，讓每個人都迅速抓住它並讓光線為他服務！因為，當光線在那裡時，它

就是為所有人提供服務;但是一旦它被移除或熄滅，無論是值得的人還是不值得的人都會遺憾地

想念它。 

 

12. “他將要求黎明來臨;但是黎明將會很晚才到來，這種延遲在任何時候都會給每個人帶來一

個非常艱難的絆腳石。 

 



13. “但是，禍發生那些人在白天墮落，沒讓他們自己被光提起當光走在他們中！ 

 

14. ”實在，我告訴你， 它將是很難為他們升起當夜晚超過他們時。 

 

15. “但是，如果有人在夜間墮落，他不是被人原諒了？ 

 

16. ”是的，我告訴你：那些在夜間墮落的人會發現是更容易上升當白日到來比那些人墮落在

白天的但是太懶不願及時提升他們自己，以便光可以帶他們進入神聖的愛情目標。 

 

17. “因此，我再次告訴你：用你的心抓住光明，當光在你們中間;因為光的時間很短，但是夜

晚的時間非常長。 

 

18. “他現在抓住它的人， 永遠不會缺少它在永恆中。 

 

19. ”確實要完全意識到我自己是所有生命之光和原始的，永恆的，唯一的生命！ 

 

20. “如果你在心中意識到這一點，你已經完全吸收了光和生命。 

 

21. ” 什麼是光和生命，聖潔，永恆？ 

 

22. “上帝祂自己就是光; 永恆的愛在這光中是生命永恆，是父，在你的，加比爾，在最後一句

話中告訴你的預感，見證我是一位父親。” 

 

23. “ 實實在在，我告訴你，我是唯一真正的父親， 你們所有都是我的孩子如果你認出我是你

的父親！ 

 



24. “但對於那些人沒有認出我作為他父親 - 完全在心裡 - 我將成為我對石頭的，即永恆地審判

上帝和造物主。” 

 

25. “我的力量，強大和權力是無止境的 - 因此說上帝為自己 - 誰會可能反對我？ 

 

26. “但是父親擁抱祂的孩子，躲避他們可怕的眼睛全能的上帝，以便所有人都可以在他們的

心中抓住祂，並遵循祂真實的父親的召喚。 

 

27. ”看哪，我自己就是父親並且在呼喚你跟著我！ 

 

28. “所以不要耽擱，你，我的小孩子，跟隨我，因為我真的是你們所有人的聖潔和最慈愛的

父親！ 

 

29. ”聽著，跟著我吧！阿門，阿門，阿門。“ 

 
 

HoG V2/52 加比爾的良好講話在父神精神在阿貝達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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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阿貝達完成這個演講時， 加比爾和其他所有人都摔倒在他們的臉上靠近 阿貝達的腳。 

 

2. 一旦加比爾有所聯盟，他就開始向兄弟和朋友們發表一個值得注意的演講，亞當親自給出了

一個很好的證詞，表彰加比爾的讚美如下： 

 

3. “加比爾，我聽過很多演講人用語言所做的;但是那些尚未被喚醒的人發出的這些話幾乎沒有

傳到我耳中！ 

 

4. ”很高興，為 阿貝達已經為你做了非常偉大的事！一旦你的心在純潔的愛中完全與祂的合而

為一，還有什麼等你呢？“ 



 

5. 這是亞當在後者講完後對加比爾說的話;但是加比爾的演講如下： 

 

6. “朋友們，兄弟們！你聽到了嗎，你聽到了嗎，你明白了嗎？ 

 

7. “誰有能力將這些話語引導到我們的耳朵和心靈上？ 

 

8. ”或者有沒有人，從主族教長到我們的嬰兒開始，無法說話的，曾聽過這樣的話？ 

 

9. “'不不不！'你們都必須說出來;因為這些不是人類智慧所發出的話語，也不是最完美的天使

精神的話語。 

 

10. “在整個無限所有永恆的永恆中，無論在哪裡，曾經有一個創造的存在有能力從他自己說

出這樣的話？ 

 

11. “朋友和兄弟，思考，想像！誰能做到，確實是誰必須永遠必須，誰能說出祂自己，確實

完全屬於祂自己：'我是光明，道路，聖潔的！ '？ - 是的，它必須是原始的，永恆的，唯一的

首要原因！ 

 

12. “朋友，兄弟們！你是否仍然不知道陌生人是誰？ 

 

13. “哦，那麼 你必須更加瞎眼睛比地球中心在最黑暗的午夜，必須更加聾比海底最堅硬的石

頭！ 

 

14. ”事實上，事實上，我現在完全相信，如果我們中的一個人說出這些話，甚至之前在他說

第二個字不會留下痕跡如此一個褻瀆者。 

 

15. “是的，如果大地球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它在一個巨大的嘴裡某處有一個舌頭，那麼，

真的，即使僅僅想到做出這樣的陳述就會永遠毀掉它！ 



 

16. ”的確，偉大太陽不會更好！ 

 

17. “或者你是否無法理解這一點？ - 如果你無法抓住它，讓一個人或另一個人秘密地想他自

己，確實認為他自己是最神聖的，實際上是所有生命中最神聖，最原始的永恆生命，萬物之光，

各方面的道路，萬物的聖潔終極目標。的確，讓他認為自己是一切力量的至高無上的力量，所

有力量的最高權力和一切權力的至高權力 - 以及如果可能的話，還活著！ 

 

18. “我從未成為先知;現在我是一個並預測以最大可能的確定性和充分的信念，他應該說：

“我是所有權力的最高權力！”，他甚至立即不可能撕下最好的蜘蛛網。 

 

19. “如果他應該說：'我是所有可能強大的最強大！'，太陽塵可以立刻將他擊倒在地永遠。 

 

20. ”如果他應該說：'我是所有人的至高無上的力量的力量！'很快，一個蚊子會打破他所有的

骨頭並消耗他所有的肌肉。 

 

21. “如果他應該說：'我是所有事物的最終目標！'，所有永恆的無底深淵很快就會把他吞沒到

永恆滅亡之火中。” 

 

22. “然後說：'我是所有道路的道路！'，地球會在憤怒的火焰中消耗他。 

 

23. “如果他說：'我是所有光明之光！'，最濃密的黑暗將很快圍繞著他。 

 

24. ”如果他最終還是要說：'我是最神聖的，最原始的 - 所有生命本身的永生！'， - 浩可以估

計最短暫的時刻的巨大速度，在這個瞬間，這個詞會毀滅並徹底消滅他的生命核心，好像他從

未存在過一樣？ 

 

25. “朋友和兄弟啊，既然我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一定能用我們的手腳抓住它，看到陌生人

誰宣稱那些關於他的個人在我們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前，在我們面前堅強有力，充滿力量。當他



把我們所有人都叫到他身邊時聽到他，正如一個真正的，獨自的真正的父親稱他的孩子，我們

的內心大聲呼喊：'是的，您一個人是一個真正的父親，並且禍害對他為了他自己的緣故，這將

是可惡褻瀆這個最神聖的名字通過讓他自己被稱為“父親”。 - 誰，什麼，以及從何處來的這

個陌生人？ 

 

26. “看，無限的天堂充滿了閃耀的奇蹟，地球充滿了奇蹟，我們的心中，最偉大的奇蹟，正

在大聲呼喊並向我們大聲宣告：“耶和華，上帝，萬物的永恆創造者，聖父， 在地上與祂的孩

子同在！” 

 

27. “兄弟們，你現在明白了嗎？” 

 

28. 在 加比爾的演講之後， 阿貝達吩咐他們從地上再次起身並對他們說：“孩子們，現在是時

候讓你跟隨我到達高處，以便我可以在所有族長面前展現你們在你們的心中不同意義我對你的

意圖 。 

 

29. “看，地球是一塊廣闊的田野，各種各樣的草和各種各樣的灌木和樹木生長。在地上爬行

了無數的爬行動物，所有的森林裡到處都是各種各樣的動物，水面充滿了它們，空氣充滿了它

們。 

 

30. “誰是知道這一切？在於誰的心裡命令存在所有這一切的？然而，心臟屬於這個秩序。 

 

31. ”所以跟著我，這樣你就可以熟悉我意圖的不同含義為了你！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