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2/53 在道路去高处。 贝塞叠的安靜反思對自然和思考耶和華人性的觀點。  

加比尔的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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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迅速起來，充滿了最崇高的敬意，並跟著阿贝达和亞當到已經熟悉的高处。他們全都

在顫抖，部分是過度的幸福，部分是對上帝的聖潔，强大，力量和权力的過度恐懼，但也部分

地被他們心中對聖父的不斷增長的愛所催促。 

 

2. 加比尔的哥哥，走在他身後，非常安靜地對加比尔 說：“聽著，兄弟！當我看到這個鑲滿無

數星星的蒼穹時， - 我們都聽過塞思，伊诺斯並且很清楚地通過以诺聽到這些星星都是令人難

以置信的偉大，光明的世界， - 兄弟，我受到這個想法的啟發：'贝塞叠，看，在我們前面，無

所不能，極其神聖的人創造了所有這些無數和極其偉大的奇蹟，正在走路！祂的一個神聖的想

法浩瀚無邊的空間很快就會空無一人，埋葬在自己永恆無盡的夜晚。再次出現在那裡的神聖的

思想，新的榮耀創造將開始在無限的無限中閃耀！'， - 兄弟什麼難以形容的感覺佔據了我的心！ 

 

3. “你剛才問我們，我們是否仍然沒有看到陌生人是誰。 

 

4. “哦，我告訴你，我已經註意到當祂第一次到來時，我很清楚，在祂身後必須隱藏著一些無

法形容的東西。因為祂的眼睛和祂的嘴甚至在祂說一個最神聖的詞之前告訴了我們。 

 

5. “或者你見過這樣的眼睛和嘴巴嗎？ 

 

6. “最清楚地表達了什麼尊嚴，什麼聖潔，什麼力量，强大，力量和權威。 誰就不會想要幸福

到期一旦祂給他一個仔細觀察; 祂的面容是多麼的充滿愛心和吸引力在短距離！ 

 

7. “在距離祂更遠的地方，祂的表達越來越神聖真诚，因而是一種難以形容的東西。 

 

8. “我幾乎不知道什么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更多是一種神聖的，崇高的敬畏或更多的最深刻的

懺悔和最大的渴望更接近祂，事實上，如果可能的話，與祂完全合而為一。 ！ 



 

9. “一旦你越來越接近祂，你多快就會失去所有不熟悉的感覺，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聖

潔的愛開始充滿了內心，使生命和滅絕表达它们同時在無盡的幸福。 

 

10. “哦，兄弟，我問你，誰比我更聰明：你沒有同樣的印象？ 

 

11. “我已經告訴了我這麼多，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對自己的感情信任有多遠，或者它可能與

錯誤混在一起多遠？如果你有所了解，請及時告訴我！” 

 

12. 加比尔 對他的兄弟贝塞叠 l 說：“哦，兄弟！相信你的感受;但同時又相信這不是出自你，

而是它流所有聖神入你的心出自於祂，祂將我們所有人帶到神聖的高度，是的，兄弟贝塞叠，

到了一個高度，不僅是屬世的高度，但無窮無盡更多： 最內在的永生的高度出自祂的。這是我

的感覺。 

 

13. “兄弟和你們所有兄弟們，迅速擴展你們的心靈，拋棄一切無用的塵世之物，使它們更加

寬敞，更加空虛，接受所有巨大寶藏那已經是，將來是，沐浴了我們在丰富！ 

 

14. “但是，最親愛的兄弟，暫時忘記你的崇高思想;因為在我看來，太無盡的崇高也可能是無

窮無盡的聖潔對於我們尚未潔淨的心靈。” 

 

15. “然而，如果我們所有人都是，或者想要是，他心被某些東西所佔據，讓他積極地潔淨它

通過真正的悔改和對主的愛祂正在領導我們。 

 

16. “看，我們所有都很近離我們的目的地;所有的族長们都已經摔倒在他們的臉上在看見祂正

在領我們時 。” 

 

17. “看，他們現在如何被聖潔光所包圍;高度如何光明照耀！ 

 

18. “兄弟啊，請哭泣祈禱;因为這裡它是神聖的，聖潔的，神聖的！ 



 

19. “噢，你我可憐的，有罪的心， - 你能承受即將來臨的啟示，永恆的上帝之光，聖父嗎？” 

 
 

HoG V2/54 族长们收到十二个人。塞思的講話在意外得到了阿贝达的愈合。餵養十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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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加比尔和贝色叠在路上討論事情一樣，所有其他人都在做，因此，在我的帶領下，他們

都達到了頂峰，他們精心準備的心靈充滿了熱情。 

 

2. 當他們到達那裡時，阿贝达吩咐族長們自我提升，並接受由祂和亞當親自領導的十二個人。 

 

3. 一旦族長聽到阿贝达表達了這種願望，所有的父親，妻子和孩子都向十二个人張開雙臂，他

們以最愛的方式接受了他們。 

 

4. 只有塞思留在後台;現在他害怕那些人他曾經如此嚴厲斥責過的。 

 

5. 但是亞當召喚塞思並問他說：“亚伯－塞思，你為什麼要遠離，當一切都在這個高度上呼吸

遵循最神聖的父親的聲音時？” 

 

6. “或者你的手臂可能變硬了不想把它們伸展到神聖的阿贝達親自帶來的人身上嗎？ - 或者你

可能错过祂的呼召嗎？“ 

 

7. 但塞特立刻在亞當和阿貝達之前跪下懇求他們， 來：”哦，請原諒我，不假思索的傻瓜！我

做了什麼。“ 

 

8. 在這裡阿貝達 打斷了他並且說道：”那，我做了，因此它是正確的！ 

 



9. “但是你的恐懼現在已經無所事事，這使你無法接受那些人我自己領在這裡的，然後誰呼召

你們所有在這裡，展示你们該怎麼做。 

 

10. ”因此，拋棄你的愚蠢恐懼並效法所有人的样子，你會釋放自己的心靈，保護自己免受任

何良心的責備，特別是因為你站在我作為一個沒有罪的人的面前;  - 理解這一點，然後採取相應

的行動。阿門。“ 

 

11. 塞思迅速起身，非常友好地向十二个人伸出雙臂。 

 

12. 當他們注意到以前被激怒的父親塞思向他們張開雙臂時，他們幾乎所有人都在他的腳下跪

拜，要求他的原諒，因為他們相信通過他們的魯莽愚蠢激怒了他。 

 

13. 但塞思，在他的愛情－狂欢中，卻無法說出一句話;然而，他的舌頭暫時無法做到，他的雙

手和他的胸堂表現得更好，因為他努力地用自己的雙手一個接一個地舉起，通過標誌將他抬起

來，然後將他壓在胸前。 

 

14. 通過這種方式，他積極地表明，實際上他從來沒有被激怒過，而他以前對他們做過的事情，

當然只是為了他們永生的幸福而被更高的衝動所促成;但是，意識到十二人可能不完全理解他的

跡象，他很快就轉向阿贝达指著他的舌頭和胸前。 

 

15. 因為塞思從出生就受到了折磨，每當他的靈魂深受感動時，他就常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裡說不出一句話。 

 

16. 阿贝达立即觸摸了塞思的嘴巴和胸堂乳，並對他說：“塞思，我告訴你，張開嘴，你的舌

頭永遠不會再讓你失望;這樣可以減輕你的心臟。阿門。” 

 

17. 從那時起，塞思就流出了最為光榮的一句話，其內容如下： 

 



18. “噢，孩子們，聖父之愛的孩子們，我以前沒有在一種公正，聖潔，內心的衝動的驅使下，

更大聲，更強烈的聲音不得不讓你遠離我的心那愛你超越一切，真的，我的朋友們，我的心會

因為我最熱切的愛而吞噬你們！ 

 

19. “孩子們，朋友們，當你們逃離在我话前指示你们到亞當和如此匆匆從神聖的高度跑下來，

我為你們感到悲傷，我的孩子和朋友，因為你拒絕遵循我認真的忠告，並沒有向亞當尋求建議，

所以你必須艱難而恐懼地爬上坡！ 

 

20. “看哪，只要親愛的，聖潔的父親，在亞當的指導下，尚未到達你的團體，我感到困擾，

在我的愛心中對你，我的朋友和孩子極為困擾！ 

 

21. ”但很快，我看到聖父如此親切地吸引並將你們全都壓在祂的心上，一塊像地球一樣沉重

的岩石突然從我仍然痛苦的心中摔下來，因為我必須看到你們孩子如此悲傷地逃离我面前，你

們慈愛的父親。 

 

22. “但現在讓我們忘記這一切。這就是聖父想要的;因此，永遠感恩祂，用我們心中最純潔的

愛！ 

 

23. ”現在，孩子和朋友，我可以看，今天你還沒有用食物和飲料加強自己;所以來到這些籃子

裡，無論你在那裡找到什麼都吃喝，因為這一切都得到了聖父的祝福！ 

 

24. “哦，來吧，吃這食物为永生！” 

 

25. 此外，阿贝达也吩咐他們遵循賽思的建議。 

 

26. 从塞思到亞當的籃子之後，他們快樂地吃了它的內容並且喝了它們。 

 
 

HoG V2/55 加比尔對膳食的讚美。 阿贝达關於過分感谢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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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二個人吃飽了之後，他們從籃子邊站起來，迅速地走到阿贝达，亚当，塞思身邊，感謝

他們從他们內心深處为巨大的恩典，正如他們所說的那樣，被允许安撫他們的飢餓从亚当的食

物籃中最美味的菜餚。 

 

2. 然後加比尔大聲對其他人說：“兄弟們，我相信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有口味。如果你感覺到我

已經感覺到了的味覺，你們都必須同意我的說法： 

 

3. “從我們所看到的那些貧窮的地球土壤來看，它不會產生這樣的果實，它的光榮形式，首先

超過了迄今為止看到的任何東西，就像太陽的光線超過月亮的光線一樣。當它開始或最終停止

閃耀。 

 

4. “但就香氣和味道而言，在我看來，整個地球沒有適當的比較， - 除非我被允許比較他的話

語的含義，現在誰在我們中間（最神聖，最愛父親！），跟我空虛的嘮叨的意義，這種差異對

每一個創造的舌頭來說都是無窮無盡的。 

 

5. “相應地判斷，親愛的兄弟和朋友們，這些水果必須具有不可思議的高度比我們的水果那都

知道是常見的。 

 

6. “既然這不能被駁斥，什么接下是我們永恆的職責嗎？ 

 

7. ”看著我：這顆心在我的胸膛中跳動，我將被最大可能的愛點燃进入一個永恒的感恩犧牲給

最高的賜予者为這些禮物，並儘我所能榮耀和讚美聖父，每天，每小時，每時每刻。 

 

8. “因為這些水果過度甜蜜，而且它們的味道更加光榮。所以，讓我們一生榮耀和讚美聖父;因

為祂非常善良，充滿了至高無上的愛，恩典和憐憫。這一切永遠持續著祂。所以，祂的聖名永

遠得到榮耀和最大的讚美！阿門。“ 

 



9. 他們都回答說：“是的，我們偉大聖潔的父親最神聖的名字永遠得到榮耀和讚美！阿門。” 

 

10. 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跪拜自己在阿贝达從他們內心深處讚美並讚美祂超越测量 。 

 

11. 但是高阿貝达很快就吩咐他們起來，當他們逐漸全部提起時再次對他們說： 

 

12. “孩子们，父親肯定會對感恩的孩子們感到非常滿意，他們越來越多地充滿對父親的真實，

孩子般的愛。 

 

13. ”但你怎麼判斷這一點：假設有些父親給了他的孩子一個小熟透的蘋果孩子因為這個禮物

而變得如此感動，以至於他永遠不會停止讚美父親日夜，當好父親試圖平息他時，孩子仍然只

要聲音持續一聲讚美父親，只有在它不能再這樣做時才停止讚美， - 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看？ 

 

14. “好父親的心有多麼重，在給他下一份禮物，祂必須預見到殉道他將再次揭露祂親愛的孩

子的！ 

 

15. ”並且，記得給祂的孩子更多的禮物，多麼痛苦祂的心會哭出來，因為已經是一件微不足

道的禮物，幾乎要從純粹的感激中消耗他的生命！ 

 

16. “而且，应该一個更大的禮物有一天真的會給孩子，那麼这將如何能夠給予同樣的感恩，

已經筋疲力盡已經感謝過去，幾乎不值得注意的小禮物了？ 

 

17. ”如果現在你想永遠地感謝我用你的最大的愛，因為我給了你一個蚊子的翅膀和你的身上

的一點點頭髮，我也想听聽你， 有多久你會感謝我多久一旦我將賦予你至高無上的寶藏，即最

幸福，最幸福的永恒生命！ 

 

18. “或者，既然你想帶著我给堅果已經整個地球，月亮，太陽和所有的星星作為感恩犧牲，

那麼，什么，你能為我提供为禮物它包含一個整個地球？ 

 



19. “所以看，我最重要所有心愛的孩子们，因此感恩也必須是一種公正的感激之情，因為這

是愛的認可對某人所接受的那種 。 

 

20. “如果有人感謝一根稻草就好像它是一棵雪松，那麼他要么是傻瓜，要么就是從他心裡掏

出假承認对他從未收到的東西。 

 

21. ”所以結束你的讚美並準備好讓你的心從我的手中接受無窮無盡的高於所有這些果實。 

 

22. “但首先進入你的心中，在那裡環顧四周;然後一致告訴我你會在那裡找到什麼。阿門。” 

 
 

HoG V2/56 以诺說明如何探測自己的心靈 。智慧之光與心靈之光的差異。時間愛與永恆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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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贝达發表演講之後，十二人退後幾步，按照以諾的指示，與他們在一起， 陪伴他們進入

他們的心靈在精神上，並通過一個簡短的演講向他們展示探究自己的內心並意識到是意味著什

麼，或什么繼續在心裡。這是他的演講： 

 

2. “聽著，親愛的兄弟們，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阿贝达耶和华以玛内利阿爸已經和你說過

了，不得不聽你冗長的孩子般的讚美。” 

 

3. ”探索你的心;並忠實地告訴我你在那裡找到什麼！這是最神聖演講的意義。 

 

4. “但是，最神聖的父親也預見到你不會理解這個意思。因此，他在我心中秘密地指示我，引

導你進入你的心靈，從而也進入祂最後一句話的隱藏意義那祂對你們所有人說在結束 。  

 

5. “這肯定會給你一點驚喜;但是你們都會很快意識到，这是不太容易轉自己的眼睛进入自己的

心裡不费力并探究同样完全地 。” 

 



6. “看哪，直到現在，你的大腦的智慧主要是你们所有人的靈魂之光。但永恆生活精神，住在

靈魂的心中，是唯一真實，內在的，活的生命之光，從來沒有在你身上被喚醒過。 

 

7. “但是，如果这沒有被喚醒，那麼探究內心是徒勞的;因為，沒有光線的地方，那裡可能會看

到什麼？或者在漆黑的夜晚，任何人可能看到跨度的前方？ 

 

8. “這更加適用於精神願景在自己內心那里没有人看不到任何東西除非他的精神首先在他身上

被喚醒。 

 

9. “但是，你現在會問，精神何時如何以及被喚醒呢？ 

 

10. ”看，這就是為什麼我被指示在這裡引導你。而且，在安全到達這里之後，我們將，在祂

的幫助下祂給我們所有這神聖指示，達到目標我們所有人必須按照祂最高，最好，最完美的聖

潔旨意 。 

 

11. 這是喚醒精神的方式和唯一手段，即你們所有轉向心那是，在最完美的愛，对最神聖的父

親，充滿信任，無私和真誠。 

 

12. “但是當你将意識到那它會變得熱和更熱在你的心，那麼就要注意看你的心臟;因為這是點

火和光明的時間。一旦你的心在愛上帝，最神聖，最愛父親，轉向内，你將看到永生的奇蹟內

在你。 

 

13. “但請注意這一點，即，你不能仅因為這個而開始愛最神聖的父親;對於最神聖的父親，祂

希望被愛為祂自己。而且，你的愛可能不能從今天持續到明天;因為，只有暫時的愛，甚至弱女

人都不滿足，更不用說永恆的上帝了！ 

 

14. “你的生命就像你的愛。如果愛是暫時的，那么生命也會像愛一樣短暫，這是生命的唯一

條件，而這種愛是沒有光的。 

 



15. ”然而，如果愛情是一種永恆的本性，生命也是如此。看哪，這永恆的愛只是光明覺醒永

恆精神，這種精神只不過是純潔的愛。 

 

16. “現在你知道一切;相應地做，你很快就會有能力考慮你的內心。阿門。” 

 

17. 贝塞叠立刻抓住了以諾的手，對他說：“我最高親愛的兄弟！我心裡有什麼樣的吶喊，我

現在感謝你為我們最需要的人心中提供的這種極其光榮的服務？ 

 

18. ”看哪，说我自己，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對這個時刻視而不見;因為你已經精確地聚集在一

起，至少就我思考，直到現在，我一直在尋求訓練智力和分析我所遇到的一切，就像我自己想

的那樣： 

 

19. “上帝的完美不同於我們的不完美，僅僅是在單獨的超級完美的智力方面， - 因此我們只

能通過我們的智力的專屬發展來接近上帝。 

 

20. ”在這裡，我不需要用空洞的話語向你強調由於這種誤解，從來沒有註意過內心，因為無

論如何你已經註意到了我們內心的傾向。 

 

21. “但是現在我才知道多麼的愚蠢和無用這種經常可怕的努力是;因為這些巨大的知識對死者

有什麼好處？ 

 

22. ”對於一千次空洞的呼吸，夜晚將是難以形容的更好;但生活不需要世俗的知識。 

 

23. “或者石頭盲人應該從光中受益，生命，它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種極其明亮的光芒？ 

 

24. ”看哪，兄弟，這對我不知;但是既然你已經通過最神聖的父親的恩典擊打了我的胸膛，我

的心迅速回應並說： 

 



25. “愛，愛，愛是所有存在的偉大詞彙;如果你永遠愛上帝，你有也所有生命進出上帝和所有

的那屬於它的一切。 

 

26. ”如果你沒有那个，那么你只有純粹的死亡。 

 

27. “哦，兄弟，現在，死亡已經離開了我; 什麼巨大的禮物你給了我和我们所有人通過向我們

揭示我們死亡的主要原因！ 

 

28. “多麼感激从我們所有人，你是值得的！ 

 

29. ”但現在我知道对谁所有的感激之情到期了;所以現在讓我趕往最神聖的父親。“ 

 

30. 但以諾告訴他：”只要有一點耐心直到其他人像你一樣，在你的內心就會變得完全發光。

阿門。“ 

 
 

HoG V2/57 以诺發言在加比尔准备多话。加比爾的內心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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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加比尔也加入了以諾，因為他想與他交換幾句話，但更多的是出於渴望談論而不是真正

的內在需求。 

 

2. 但以諾，参与他，對他說：“加比爾，聽著，主和我們所有人最親愛的父親送你话，如果你

也想要被喚醒，你現在要保持沉默。” 

 

3. “或我曾經說，通過在我們中間行走的主的聖潔指示，向你推薦了快樂的舌頭煽動作為覺醒

手段嗎？。 

 



4. “我告訴你：要好好記下所說的話，你會找到道路進入自己內心，但是從來沒有通過你的舌

頭敏捷，這將阻止而不是向你敞開通往永生的道路。 

 

5. “看哪，到現在為止，你是第一個，或者說你想像成為你兄弟中的首領。但，这在所有聖潔，

愛，溫柔和忍耐的主之前沒有任何價值，但只有充滿悔恨的充滿愛的心，痛悔的心。 

 

6. “對於世界上突出的一切，在上帝的視線中是在背景中。但無論誰在這裡完全被忽視，在這

個世界上的最少居住的民，是出於這個原因，最受上帝尊敬的。” 

 

7. 但是，不要讓任何人成為最後一個可能出於自私，而只是為了讓他能夠在這樣的隱居中更愛

最慈愛的父親，並且更加渴望回到永恆的家園，在那裡最神聖的父親是永恆地居住作为上帝在

所有强大，權力，權柄和力量。 

 

8. “在你案例，親愛的兄弟加比爾，不應該知道這一點，現在要好好記下它，這樣你也可以很

快參加覺醒！ 

 

9. ”因為你将不能夠接近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直到你完全探究你的心。 

 

10. “但你知道的，同样多對我的，什麼不同在成熟的和過早收穫的果實之間 。請很好照顾那

你可能不被認為是過早收穫的果實！ 

 

11. ”這是一個神聖的事實那偉大的，神聖的完美是活在和教導我們在我們中間，但無論誰以

不成熟的心來到祂身邊，祂都會獨自離開，直到他的心完全成熟。一旦發生這種情況，精神的

完善也不會太遙遠。 

 

12. “但这是不夠的为一个人被喚醒僅一年，一天或一小時，每當有人被喚醒時，他就會被喚

醒为整個永恆。” 

 



13. “然而，精神並沒有住留在舌頭，但只在心臟。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個舌頭被喚醒的人心中

也有一種覺醒的精神;因為舌頭是頭部的一部分，对腳和手背是同样。 

 

14. “當精神被喚醒時，頭部的舌頭更喜歡安靜而不漫無目的的運動。只有這樣，頭腦的智慧，

作为靈魂的自然物质光，才能理解無窮差異在精神的舌頭與肉體的。 

 

15. “因此，親愛的弟弟加比爾，你也應該遵循最神聖的父親的指示，並保持沉默舌頭。相反，

讓更多的愛在你心中說話以喚醒你的精神，從而獲得永恆的生命。 - 理解並註意這一點！ 阿门。

“ 

 

16. 但當加比爾聽到這個演講時，他內心受到驚嚇，不知道現在該做什麼，他開始思考問題。

他越是思考著它 越亮在他心裡，那麼他變得沉默了。在這沉默中，他凝視著，看著一個接一個

的光從心底開始出現，以及心臟如何開始擴展到一個世界的大小;而現在看來它的中心無盡的世

界，他看到一座高高豎立的祭壇，在它上面是一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強大青年。 

 

17. 這個青年仰望天堂，其中有一股極強的光芒從他身上湧過;出自這個光，它清晰地響起可聽

見的話，如下： 

 

18. “加比爾，加比爾，看看你手中的標誌，這是你心中的標誌，並用這些標誌在石碑上寫下

這個詞，並教給你的兄弟們。“ 

 

19. 年輕人變成了一個男人，檢查了他的手，發現了二十五個標誌（字母; e d。）同樣的，以

及他們的名字和起源以及他們的內在意義。 

 

20. 所有其他人都發現了類似的跡象在他們。 

 

21. 以諾被指示喚醒他們在經過近一個半小時的過去在內心的沉思過程中 。 

 

22. 很快，以諾也喚醒了他們，並且非常友好地將他們帶到了阿贝达。 



 
 

HoG V2/58 VRATAH 字母性質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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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們回到阿贝达並向祂表示他們的讚美和衷心的感激時，阿贝达問十二個中的一個，說： 

 

2. 那麼，我親愛的 Vratah，簡要地告訴我你在心裡所看到的以及你從中得到的結論。“ 

 

3. Vratah 被他的謙遜和顫抖到他最內心的核心而不堪重負，花了一點時間來恢復然後說： 

 

4. “您永恆的，聖潔的，無窮無盡的強大的，力量的，權力的，溫和的，溫柔的，最有耐心的，

崇高的，聰明的父神，充滿恩典，憐憫和愛，萬物的創造者，應該是有必要用舌頭告訴你，什

么从永恒更清晰，更明顯对您比对我在最明亮和最平靜的日子裡？“ 

 

5. 阿贝达回答說：“你怎麼能這樣問我？ 

 

6. ”我沒有要求你這個嗎？但，知道我最清楚地預見到你所看到和感知到的東西，你現在怎麼

能沒有意識到我必須從永恆中預見到我所問的是什麼，儘管我在每一分鐘都清楚地看到你所看

到的並感知到你的內心？ 

 

7. “既然你現在必須至少意識到這一切，不要再問，但回答問題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要問的那樣;

因為你可以完全放心，我知道為什麼我問你， - 為什麼你将會給我一個我所知道的答案，這也

是我所知道的从永恒，我也知道。 

 

8. “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你回答我的問題，就好像我完全不知道你的答案會給我的一樣。 

 

9. “你們所有人都要注意這一點;無論你們中間有誰會被問到，讓他回答這個問題！ 

 



10. ”然而，我不想和你說話像对石頭，而是像父親對祂的孩子一樣的。 

 

11. “所以你，Vratah，無論如何回答我以前的問題。阿門。” 

 

12. 隨後 Vratah 鼓起勇氣，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開始揭示他心中所看到的一切。 

 

13. 這些是描述 Vratah 願景的詞，即： 

 

14. “噢，您的名字，我的舌頭幾乎不敢再說了，如果您願意的話，任何其他人都必須屈服，

首先是我！ 

 

15. “我看到心中出現了強烈的光芒，在最明亮的中心，它比太陽更明亮。當我感覺到我內心

的光線時，它變得黑暗之我之外地球，以至於我再也看不到了任何東西。 

 

16. “這光不斷增加越來越多，最後變得如此強大，它照亮了我在我所有的部分，以至於我的

外皮覺得自己好像在太陽的光里洗澡和然後，大部分地球通過我的皮膚光照亮了。 

 

17. “當光線落在地上時，所有東西看起來都不同與它們用肉眼看到的。  

 

18. ”因此，例如，我看到一棵樹上的傳單，直接吹到我的右手被一陣輕微的，微妙的微風，

上面刻著最奇特的標誌。美麗的標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傳單放在左手上，以便在閒暇時檢

查它。 

 

19. “但是當我正在檢查它的時候，它突然襲擊了我，傳單顯示，我會說，與我手上發現的完

全相同的標誌;唯一的區別是我手裡只有二十五個這些標誌是單獨的，而在傳單上，相同的標誌

在多種組合中重複多次。 

 

20. “並且傳單的尺寸開始變大，變得越來越大，在我看來幾乎在整個地球。 

 



21. “但是，隨著傳單不斷擴大，標誌組合也越來越多，以至於即使是無數行和分組中最微小

的部分，也幾乎不可能進行調查。” 

 

22. 但是當我成為在這張我最光榮，最奇妙的畫面中，越來越多的迷失，看，突然間，我的天

堂之光消失了，傳單隨著光明和耀眼的伊奧利亞聲音消失了，然後以諾的聲音召喚我們來到您

身邊啊，最聖潔的父親。 

 

23. “這是我根據您最神聖的意願和您最仁慈的許可所見到的。對您，所有的讚美，榮耀，所

有的感激，所有的榮耀，所有的愛，以及为它所有崇拜永遠！阿門。“ 

 

24. 在此，阿贝达稱讚他的忠誠，然後說：”看哪，親愛的 Vratah，你所看到的是 我的恩典王

國在地球上！ 

 

25. “我不能永遠保留和你在一起，就像你現在看到我這樣;此外，如果我做了或者可以留下，

那麼 不會有益對任何人朝向永生 。 

 

26. ”但是我會給你留下跡象諸如你和所有人你們的兄弟們已經看到了，借助於你們，你們將

能夠在“我的靈”的幫助下，從我的口中向你們所有人發出的每一句話，甚至是最新的後代。

在這個記錄的單詞中，我將永遠在你們中間，聖潔，仁慈，強大和有權力！ 

 

27. “這些跡象必須如何執行，我的靈將通過加比爾教你！阿門。” 

 
 

HoG V2/59 塞赫爾可怕的視景及對應諾亚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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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atah 滿足阿贝达的意願時，阿贝达給了他最內心的視覺解釋，Vratah 從內心深處感謝

阿贝达，阿贝达 在十二個名字中叫另一個名叫塞赫爾的人，用同樣的話問他，說： 

 

2. “塞赫爾，請告訴我你在你心中看到和看到的東西。” 



 

3. 當塞赫爾聽到這個問題要他回答時，他像被閃電擊中，無法說出一句話，特別是因為天生他

有一種不太靈活的舌頭。但這不是巧合，因為它現在已經說過並且以最盲目，愚蠢的方式相信，

但是通過他沉重的舌頭，我的名字應該得到極大的榮耀。 

 

4. 儘管可憐的塞赫爾儘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和努力，卻無法說出任何東西，因為這種理由被強

烈的焦慮所困擾，阿貝达走近他並問他： 

 

5. “塞赫爾，你怎麼解釋說你可以毫無恐懼地對你的兄弟說話，與我相比，他們根本不愛你？ 

 

6. ”看哪，我對你和你們所有人的愛是如此之大那從它的火焰中，無數的太陽能區域被無限的

創造空間點燃。然而所有這些太陽只是我對你和你的愛的最微小的火花，出於你過分的恐懼和

焦慮，不敢給我所要求的答案！你怎麼解釋這個？ 

 

7. “當你回答他的一個問題時，”在心裡告訴我，是否有任何兄弟將卡車在你的口。 

 

8. “看哪，你在心裡否認這一點。 

 

9. “既然你的兄弟，就像你一樣，是一個軟弱的人類，從來沒有打過你，那麼我是更少，誰是

全能的，永恆的上帝，你的真實，聖潔，最慈愛的父親，將會打擊你！” 

 

10. “因此，要控制你的閒散，愚蠢的恐懼和徒勞的焦慮，並在我和所有的族長面前以開放的

心態說話！ 

 

11. ”所以不要把你的大腦擱置太長時間為找到最適合我的話語。 - 因為這根本不會讓我高興 - 

但是你的心會告訴你什麼，以同樣的方式傳遞給我，我會真誠地感受到你內心純潔，真實的講

話。阿門。“ 

 



12. 來自阿贝达最神聖之口的這些話語非常鼓勵我們的塞赫爾，很快不僅所有的恐懼和焦慮都

完全離開了他，而且還有他舌頭的其他沉重感。因此他開始把所有的他在這個特定的時間裡所

看到的奇妙的東西。 

 

13. 但這就是他在心裡所看到的，因此他把它聯繫起來，說：“您永恆的，親愛的，聖潔的父

親！真的，真的，我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傻瓜;它在我眼前和我所有的感官之前仍然如此清晰透明！ 

 

14. “父親，您無盡的愛，善良，憐憫和恩典 - 以及我在您面前的極其愚蠢的恐懼和焦慮！哦

原諒，您親愛的，聖潔的父親！ 

 

15. “看，在我案例，不僅是您聖潔，可見的存在阻止了我的說話，而且我所經歷的極其奇妙

的視覺對我的强烈影響了我重舌。 

 

16. “但是，您的萬能的話語已經完全強化了我，現在我沒有任何恐懼，因為我第一次深刻地

了解到，只有您是我們所有人的聖父。所以我很高興能夠把在我所有的感官之前，它仍然是如

此奇妙和令人敬畏地漂浮和發出聲音。這就是它： 

 

17. “我的心臟開始變得像一朵美麗春天的玫瑰一樣發紅，當它是被黎明的第一縷曙光迎面時 。 

但這並不是全部，因為紅色不斷變得越來越強壯，正如你在光輝燦爛的太陽升起之前的一個非

常美好的春天早晨所看到的那樣。 

 

18. “而且，我不可能想像的那樣，很快就會有一顆最輝煌的太陽在我的心中冉冉升起，超乎

想像。” 

 

19. “但是我的心臟本身也在膨脹，以至於我完全看到了新天堂裝飾著無數新星，白天在最輝

煌的星座中閃耀著光芒。然後我看到了一個新的輝煌的地球是如何出現的，好像是從大量的水

中出來的，帶來了一個和平的一代人，在一個長長的房子里站在滾滾的波浪上。 

 

20. “是的，所有這一切都是我看到的在我自己的心，甚至更多，如下所示。” 



 

21. “這個和平的一代從長屋下船，立刻向您獻上了一個芬芳的犧牲。但犧牲所散發的煙霧聚

集在空中，很快形成了一個最輝煌的拱門，位於廣闊的，現在光彩奪目的閃閃發光的地球之上。 

 

22. “從拱門傳來的聲音與您完全一樣的聲音 。聲音傳達給了這一代的父親，向他保證和平，

並表明拱門是一個明顯的跡象，表明地球不應再被這樣的洪水所訪問。  

 

23. “聲音對這一代的父親說了很多話;但這些話對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24. “在房子裡可以看到奇怪的標誌，老人去把這些標誌複製到一塊紅色的石碑上。當他完成

後，他走到他的孩子麵前，向他們展示平板石碑並對他們說： 

 

25. “孩子們，這裡刻有上帝鐫刻的東西在這個避難所：從此以後我將不再與人發生戰爭;這是

最後一個。 

 

26. ”但是你們中間的任何人對我不忠，對他我將通過一個审判直到偉大時间的所有时间。

“因此，平安對地球及其那居民，他們有一個善良的心，同時對我充滿忠誠！阿門。” 

 

27. “看哪，我已經看到並且很好地感知到了;除了我已經看到外和別的沒有感覺到。 

 

28. “噢，聖父啊，慷慨地接待它;您的聖潔意志！阿門。” 

 

29. 於是阿贝达說：“塞赫爾，你忠實地表達了你所看到的;但你的視野更接近於時間，邪惡，

將被揭示。 

 

30. ”但我希望這場戰爭不會發生;但並不像我想要的那樣，但正如人類所希望的那樣，它将會

發生！ 

 

31. “但对这个跡象你，很快就會知道更多！阿門。 



 
 

HoG V2/60 渴望知識是合理。真理，精神的食物。愛，所有真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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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塞赫爾聽到阿贝达對這些跡象所說的話時，他很高興並期待著熟悉他們;但是，就邪惡時期

揭示的戰爭而言，他無法理解，無法理解為什麼，除了启示標誌之外，他也不應該有所述戰爭

的視野的意義向他透露。 

 

2. 他全神貫注於這種尋找和沈思，甚至忘了給予應有的感謝。 

 

3. 經過幾次這樣的沉默時刻，阿贝达問他：“你允许的心裡充滿了無用的東西有什麼好處对你？ 

 

4. ”如果你對知識的永不滿足的渴望得到滿足，你會變得更加活躍嗎？ 

 

5. “既然你已經非常擔心地球上可能會遇到的一些東西，看過一些東西，那麼，如果你有凱南

的願景並在你內部看到十大支柱，你會怎麼做？ 

 

6. ”我告訴你你：去凱南，讓他告訴你十大支柱;但要特別注意最後一個。這會給你很多光;但光

線會讓你傷心。在那裡，現在告訴你的父將會變成一個無情的法官，你的眼睛會徒勞地試圖穿

透大黑暗;但我的面容你將尋找徒勞。 

 

7. 無論你在哪裡轉動你的眼睛和耳朵，你都只會發現我的憤怒。 

 

8. “所以，如果你想要詳細了解這一點，趕快去找凱南並讓他告訴你他看到了什麼;但是，如果

你願意的話，要明白這一點！阿門。” 

 



9. 在這個告誡之後，塞勒赫在阿贝之前迅速摔倒開始哭泣，哭泣並懇求我從這些啟示中拯救他;

因為，替代沒有我，是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即使只是片刻，他也寧願滅絕为所有永恆的

永恆。 

 

10. 而我，正如阿贝达，對他說：“現在看，我親愛的塞赫爾，一切都沒事。因為我對你比對

可怕的啟示更重要，留在我身邊;而且我實在告訴你，你應該永遠不需要尋求，或失去我，你最

慈愛，最神聖的父親，也是你們所有人中最慈愛，最聖潔的父親！ 

 

11. “但就你對知識的渴求而言，我不會認為這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每個人的第一個

跡象，表明更高的精神生活。 

 

12. “對知識沒有任何渴望的人仍然像一個樹樁，除了腐爛之外沒有生命;它消耗並最終摧毀周

圍的一切，就像在海底泥濘的地板上的笨拙的息肉，用它的許多笨拙的手臂消耗周圍的一切，

每個手臂都有自己的嘴，直到它死了之後，再次變成泥漿本身，這在其最高服務類似醜陋底層

為一些貪婪的食物者。 

 

13. “是的，我告訴你們所有人：一個不需要更多知識的人真正意義上的不是人類這個詞，而

只是一個人類形式的動物，沒有其他興趣，只能吃，當牠吃了它的填充和健康，無論是睡覺還

是交配，只關心它的自然功能和它的生物舒適性，例如有一個好的和柔軟的地方躺在床上睡覺，

是吃或交配。 

 

14. “是的，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是不好的，因為在他身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動物靈魂，它不想

放棄它的存在前狀態，在進食時總是表現得更好比在工作時為未來的覺醒的內的不朽精神。 

 

15. “看，這樣的人是一個純粹世俗的人誰沒有什麼是神聖的拯救他的肚子！ 

 

16. “然而，雖然所有這些都支持對知識的渴望，但在另一方面，我卻強烈反對它，這是世界

和所有星星，太陽，衛星和所有無盡天空的最佳理由。 

 



17. “這個最好的理由如下：看哪，每當有人渴望知識的時候，精神已經醒了，就像醒著嬰兒

吮吸母親的乳房一樣！但被喚醒的嬰兒想要什麼呢？哭泣和尖叫是什麼意思？ 

 

18. “看哪，它想要食物;它想要安撫！ 

 

19. ”精神，從長眠中醒來的精神，也想要這樣;它通過對知識的渴求表明了它的飢渴。 

 

20. “但請在心裡告訴我並回答我的問題：嬰兒或許被安撫如果母親不是提供充滿乳汁的乳房，

而是將手指放在它嘴裡吸吮，或其他缺乏營養的東西？ 

 

21. ”我告訴你：她可能會把成千上萬的最柔軟的手指放在嬰兒的嘴裡，而不是乳房，但是由

於所有的徒勞無益的手指吮吸，嬰兒將不可避免地滅亡，因為它不可能一無所獲。如此虛假的

滋養將失去生命。 

 

22.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 你聳聳肩膀啊;啊，看，你馬上就到了問題的底部。 

 

23. ” 不是牛奶嬰兒的真正營養，因此是一個完整的真理嬰兒的飢餓，要求胃渴望食物？ - 我

估計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 

 

24. “母親是不是把嬰兒按在同一個乳房上，在這個乳房中，她對嬰兒的無限愛情在最明亮的

火焰中燃燒，這火焰實際上已經準備好了？ 

 

25. ”看，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切;因此，精神也需要真理，它需要忠實，充分真理的食物 。 

 

26. “但是，如果你想安撫你的精神在空洞的知識，這通常沒有一個真正的露珠，告訴我精神

會在多大程度上進步？ 

 

27. ”正如母親的愛是基礎對嬰兒的真正營養，因此愛也是精神基礎對所有這些無窮無盡的真

理，所有這些都是一種非常真實，善良，永恆為精神。 



 

28. “但誰和哪裡是這愛？ - 看著我，在這裡的乳房;看哪，這裡有無窮無盡豐富的牛奶！ 

 

29. ”所以留在這裡;因為在這裡吮吸比試圖理解異象的意義更好，同時在精神上挨餓，最後，

與被揭示的異像一起消亡。 

 

30. “你現在明白區別在真假營養和”知識渴求“這個詞的含義嗎？ 

 

31. ”既然你現在明白了，那就行事吧，你就會有永生。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