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2/61 塞勒爾犯錯。阿貝達的偉大見證對塞勒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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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這些話，塞勒爾就被充滿了，言語就是力量，精神和生命出自上帝的，上帝就是每一句

話出自聖父口中的，因為上帝是愛中的能力，稱為父，正如愛是 無窮力量，強大和權柄在所有

上帝權力。 

 

2. “因此充滿了這些言語，這是上帝之靈的力量，塞勒爾留在阿比丹不放棄他的位置給另一個

人也被呼召。 

 

3. 然而，對於塞勒爾，他留下來的理由絕不是對地方或野心的驕傲，但僅是他孩子般的愛堅定

地與我聯繫 。這就是為什麼我，作為阿貝達對他說只是為了騰出空間： 

 

4. “塞勒爾，看，其他人也必須來到我當我呼召你的時，你來到我身邊時。因此，你肯定可能，

而且可以騰出一點空間;因為現在你可以沒有恐懼失去我。 

 

5. “到這裡來吧 - 為此感到高興！你是出於自己的力量或根據自己的意願做到的。因此，只要

你能夠去，你就一個人去。 

 

6. “當你靠近我的時候，我匆匆走向你和所有其他人。 

 

7. ”但是現在你完全和我在一起，不需要再邁出一步，但留在我身邊和平地或積極地跟著我無

論我走到哪裡。 

 

8. “但我在這裡所說的僅僅涉及內心和精神，同樣是它的後果，而不是身體。因此，無論你可

以身體何處你喜歡; 如果你的心與我在所有愛你的精神，你到處都是與我同在。 

 



9. “但即使，從物理意義，你是坐在我的背上，而你的心臟反映在海洋的深處，或者你的靈魂

在星空中漫遊或者在地球的某個偏遠地區，實際上，你將遠離我，正如你的心靈和你的精神的

愛一樣。 

 

10. “因此，我親愛的塞勒爾，你現在可以平靜地離開我身體稍遠一點的地方，這樣你的兄弟

們也可以首先時間身體接近我，同理與你最初身體接近我。 - 你明白這一點，親愛的塞勒爾？

“ 

 

11. 塞勒爾心裡回答了這個問題是肯定的， 阿貝達回答說：“所以採取相應行動。阿門。” 

 

12. 塞勒爾在心裡興高采烈，讚美並稱讚阿貝達父，歸給上帝的一切榮耀在他的精神並撇開。 

 

13. 現在，他避開 阿貝達的眼睛，他倒退了，沒有看到他正在踩踏的地方，碰巧他用腳後跟踏

上了加比爾 的腳。 

 

14. 關於這一點，加比爾變得有點生氣，斥責塞赫爾，說： 

 

15. “告訴我你為什麼不以你的腳應走路的方式行走？ 

 

16. ”為什麼倒退，不要踩兄弟們的腳，就像它們是車道和道路上鋪路石一樣，因為你的膝蓋

向前彎曲而不向後彎曲？ 

 

17. “此外，無論你轉向何處，都沒有離開地點！你是否可以想像一個人可以耽誤主像我們這

樣的人煩人地堅持？ 

 

18. ”看，塞勒爾，怎樣你再次愚蠢了！我從阿貝達的臉上遠遠地看到了這一點，祂是聖潔的，

聖潔的，極其聖潔的，是我們所有人中最慈愛的父，你已經用你的愚蠢使祂生氣了，祂肯定用

祂的最後一句話清楚地向你表明了這一點。 

 



19. “但是你沒有註意到它，甚至現在表現得好像你的感覺有點紊亂，笨拙地倒退，至少沒有

考慮到祂是誰在我們面前，以及你笨拙的腳踩到了什麼。” 

 

20. “我懇求你， 塞勒爾兄弟，把自己拉到一起成為另一個人至少在上帝面前，如果你不應發

現它的麻煩在我們面前，在你的兄弟們，成為一個我們可以感到高興的人， 真的，我為你感到

羞恥！“ 

 

21. 可憐的塞勒爾在他的尷尬中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此時他不知道先要問誰原諒。 

 

22. 雖然他試圖談話，他的舌頭失敗他。過了一會兒，他盡可能地把自己拉到一起，他沖向阿

貝達 熱切地懇求祂原諒他，因為他以前忽略了祂的存在，他肯定是由於笨拙的踢腿，他也懇求

阿貝達醫治他的兄弟加比爾的腳，如果後者因為笨拙的踢腿而痛苦。 

 

23. 但阿貝達 彎下腰，迅速將可憐的 塞勒爾從地上抬起，然後將他逼到祂的心。對 他以及所有

其他人一起說： 

 

24. “塞勒爾，我告訴你，你不再是一個男人，而是一個純潔和最崇高天堂的天使！ 

 

25. “是的，我告訴你：你現在是什麼，你已經在你母親的子宮裡了，就是來自最高天堂的不

朽的原始後裔，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居住，但卻是最小靈魂中最純潔的最愛的人，他們是最有力

而聰明，因為他們住在我心中最深處，最神聖的深處！ 

 

26. “噢，塞勒爾，你我的大愛人，你現在認出我，正如你已經認出到我已經從永恆，即，我

是你的親愛的，神聖的父親？ 

 

27. “你還記得飄浮在我身邊通過是無盡的，仍然完全空的空間，當我對你說：”我的愛的忠

實兄弟！看哪，一個兄弟陷入無盡的深淵，這是無盡的，永遠充滿了我最無限，最永恆的神的

火焰！ 

 



28. 在這裡，讓我們從我眼中的淚水中找到第一個太陽！你回答說：'最神聖的父親！你的聖潔

意志將會完成！' 

 

29. “告訴我這個，你還記得有一滴眼淚落下從你的眼睛，我祝福你的眼淚說：'親愛的，我的

永恆，無盡的愛的兄弟，看，通過這個你的眼淚，這個太陽，第一個和最偉大的，應該是結果，

這樣，通過它，整個無盡的空間將來會被無數的孩子從他的類別所充滿，直到我的神的永恆之

火開始永恆的開始！？ 

 

30. “然而，親愛的兄弟塞勒爾，現在不再這樣了！因此也沒有恐懼;因為我們的熟人和愛是長

久的。現在你還必須清楚地意識到你為什麼倒退，無法把目光從我身上移開。 

 

31. “塞勒爾，這是你的最後一次試探，除了將來的短暫時間，然後另一次，最後一次，當我

送你作為我的先行者。現在保持你的身體，只要你願意;但我的面容你永遠不會錯過。 

 

32. “因此，你也要像其他任何人一樣理解你的異象;但要保守它對你自己。” 

 

33. “因為你踩到了加比爾的腳，他將成為這些標誌的老師 - 而你他的主人。這對他來說是一

種謙卑的教訓，就像他所有其他人一樣，他現在已經知道他認為是傻瓜的人實際上是我永恆之

愛的一個非常老的兄弟，並且存在於之前所有恆星，太陽，月亮和大地！但是，親愛的兄弟，

讓我們現在聽聽所有其他兄弟在他們心中所看到的願景。阿門。“ 

 
 

HoG V2/62 塞勒爾的轉型及其和光彩繽紛奧妙和明智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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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話之後，塞勒爾變成了變形，包括亞當在內的所有族長都沖向他，以便在阿比丹旁邊迎

接一位尊貴的客人。 

 

2. 作為塞勒爾的父親，塞思也趕到塞勒爾，他是他最小的也是最後一個兒子，抓住他的手並對

他說： 



 

3. “我的兒子塞勒爾，你在這小時的男人仍然是一個男人，從來沒有和一個女人同居，不願躺

下來並給我們一個活著的種子從你，所以我隨後生你的氣，讓你走向中午，你現在怎麼原諒我

這個我是一個可憐的，瞎眼的父親對你犯下的罪？ 

 

4. “什麼是伊諾斯和整個祖先的線與你相比單獨？ 

 

5. “耶和華啊，你是最聖潔的阿貝達，為什麼這個可憐的父親的眼睛必須這麼晚才被打開？ 

 

6. ”是的，我可能因為我不認識你早些時候而感到癡呆，塞勒爾！ 

 

7. “哦，請原諒我，原諒我，回到我身邊然後讓我稱你為我的兒子身體所在的！然而不是我的

意志，但是最高的阿貝達以及你的意志都會被完成。阿門。“ 

 

8. 當塞勒爾聽到他的父親塞思因此在他面前哀嘆時，他從他偉大的回憶中回來，勇敢地對父親

塞思說： 

 

9. “親愛的父親塞思，不要擔心！當然我永遠不會推翻最神聖的父親的命令;正是祂極其聖潔的

秩序使我的身體在地球上隨身攜帶了幾百個多年來，那是由你生下的。 

 

10. “為什麼原因你現在不再被允許成為它的父親？ 

 

11. “哦，無論如何，你仍然留在我身邊，也就是說，我親愛的父親，以祂的名義，祂已經生

了我們所有人和誰的孩子我們從永恆，甚至在所有可見的事物出現之前！ 

 

12. ”看哪，我們都開始的新生活是為了那個因自由意志下落的人。因此，根據我們的精神，

我們現在或者更確切地說，無論如何，這對於這世俗的生命來說是不重要的;因此，你是我的父

親賽斯，我是你的兒子！ 

 



13. “因此，讓其他人完全不關心我的敘述。 

 

14. ”因為永恆的，最聖潔的父親已經向我們和所有其他人展示祂自己，與我們一起吃喝，和

我們說話，就像一個聰明的兄弟和另一個人一樣教導我們所有偉大的秘密藝術，如何從祂拿到

永生，儘管我們所有人和整個無盡的創造都與他相比毫無意義 - 那麼，我們應該在我們之間做

出什麼區別，讓所有人以同樣的方式出現通過祂全能人的意志會出於祂的愛？ 

 

15. “無論我是一個天生的原始天使精神還是後來從這同樣的愛中出來的人，它在上帝面前對

我們有什麼不同？ 

 

16. ”因為上帝出於祂的永恆秩序和無盡的智慧那我沒有成為你的父親，但你成為了我的父親，

為什麼我現在想要自己優於你，因為最溫柔，最溫和友善的最慈愛，最神聖的父親在祂的思想

向我展示了我當然崇高的精神原始狀態？ 

 

17. “我親愛的父親賽思，讓這遠離我和我們所有人！ 

 

18. ”獨有祂是聖潔的;但我們都是祂所愛的孩子，祂提供他們是正如他們應是。 

 

19. “如果他們偏離了祂的神聖道路，祂就會相遇他們以無限無限的憐憫。” 

 

20. “對於頑固的人，祂會對他的判斷，無論是對生活還是為了任何形式的死亡; 這只有祂知道！ 

 

21. “但是，既然我們都是祂的孩子，那麼讓我們保持祂最神聖的名字，也忠於祂的條件將我

們放在地球上三秒鐘。 

 

22. ”因為無論如何很快就會結束在這世俗的生命，祂很久以前就會照顧到我們將面臨的新情

況。 

 



23. “至於回到你家裡，或者可能是關心的，就像其他一切一樣，我們會留給祂那位聖潔，極

其神聖，現在在我們中間的主。 

 

24. ”我現在只有一件事感到自由嚴格要求你們所有人，即為了他自己，永恆的救贖和生命，

你們中沒有一個人敢向我展示任何這麼少的崇拜，因為最神聖的父親稱我為祂的兄弟！ 

 

25. “因為你們都知道，無論如何，所有的榮譽，所有的讚美，所有的榮耀和所有的敬拜都應

該到期給誰。 

 

26. ”然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讓這是最偉大的榮耀那我們榮耀最神聖的父親通過最忠誠滿

足祂最神聖的意志。 

 

27. “因此，我要求你，你看我只不過是老塞赫爾！阿門。” 

 

28. “還有你，親愛的弟弟加比爾，我是以我身邊的祂的名義說的，很快就從地上起來;因為我

只是一個像你一樣的男人。我們都有塞思作為我們的父親;為什麼你對我這樣做，這只有對上帝

應該得到？ 

 

29. “聽著，一個人不應沉溺於灰塵之中在人面前，將來，哪個自私的心靈會承受一瞬間看到

一個兄弟在塵土中人在他面前，將犯最大的罪在上帝眼中！ 

 

30. “看哪，親愛的兄弟，你從來沒有冒犯過我;因此，我反過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原諒你，但

只能給你我兄弟般的愛心。 

 

31. ”但是，如果有的話壓迫你的心， - 看哪，在我們身邊 - 站的祂，我們都虧欠。 

 

32. “所以，只要轉向祂;祂一定會讓你擺脫負擔，解除你心煩意亂的心！阿門。” 

 
 

HoG V2/63 謙卑，人類最大的光輝。通過愛得到尊敬。加比爾驕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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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達加祂的阿們到了塞勒爾的阿門，然後說： 

 

2. “是的，因此，我心愛的塞勒爾真的說過了！在所有的罪惡中自我追求是最偉大的。但是，

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榮耀是謙卑，從而在世人面前讚美我的名字。” 

 

3. “心裡充滿負擔的人來到我身邊;事實上，我現在說正如我親愛的塞勒爾之前說過的那樣，他

無處可尋釋放，但只能和我在一起！ 

 

4. “因此，你，加比爾，並沒有錯誤地問你的兄弟的寬恕，而塞思也沒有犯錯，因為他對兒子

塞勒爾生氣後意識到他的老錯誤，塞勒爾跟隨的內心衝動，拒絕踩到亞當的腳步但是，想要保

留他一生的天堂原始純潔出於他的巨大秘密之愛對我。 

 

5. “但是，正如塞勒爾不久前說的那樣，當一個兄弟在塵土中跪拜在另一個兄弟之前，這太過

分了。 

 

6. “因為我甚至不要求這樣做。那麼，你要多少少一個人，就像一個兄弟是另一個人的上帝一

樣。 

 

7. ”這並不是說你不應該尊重彼此，但只要你不會像蠕蟲一樣在彼此之前爬行。 

 

8. “如果你互相尊重，給榮譽僅通過愛，不要讓任何人提升他自己，但讓每個人在我的愛中成

為另一個真正的兄弟。” 

 

9. “這樣的榮譽標誌只是一個， - 這是你們彼此欠的;然而，誰超越它的是再次反對我的命令，

因此你將留下它獨自。 

 



10. “通過愛來尊重某人就足夠了在你們之間的任何關係，無論是兄弟之間，還是兒子與父親，

父親與兒子，妻子與丈夫，丈夫與妻子，姐姐的妹妹，姐姐的兄弟，或兄弟的妹妹，或母親的

女兒，或女兒的母親，或母親的兒子，或母親的兒子，和父親來女兒，簡而言之，在所有事物

中出售真愛是足夠，主要的原因在於，即使我自己也不要求你們所有人多於你的愛在精神和所

有真理的真理。 

 

1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即使你們日夜祈禱，像骯髒的豬一樣沉溺於骯髒的灰塵之中，

但我仍然不會批准你們的要求，除非你們在心真誠地充滿了愛對我，聖潔，最慈愛的父親！ 

 

12. “既然我，誰是聖潔的，非常聖潔的，接受你真實的，懇切的孝順的愛，作為我最喜歡的

最好和最真實的崇拜， - 你們之間有什麼區別應該讓你在彼此之前在塵土中爬行？ 

 

13. “因此，再次一勞永逸：愛是足夠了，對你們所有人來說已經足夠了！ 

 

14. ”但是你，我心愛的塞勒爾，將在石頭上刻上愛的唯一誡命，這樣每個人都會看到它的全

部意義什麼是萬物的宇宙中心。 

 

15. “你也是如此，嫉妒加比爾，不再擔心，因為我沒有呼召你第一個人告訴我你的願景。 

 

16. ”你是否認為我故意這樣做是為了取笑某人讓他覺得他在我之前的虛無，因為他想成為他

不應該成為的東西？哦加比爾，你錯了！ 

 

17. “我告訴你，我的永恆秩序，我的愛和無盡的智慧肯定不同與那些只有你的愚蠢才能掌握

的東西！ 

 

18. ”因此，你應該有一個謙卑自由的心，而不是一個充滿驕傲的人。地點;因為，如果你很謙

虛，你不會擔心看第一個，第二個或第三個被叫的優先順序，但他都會很好與你無論你什麼時

候被叫。 

 



19. “看哪，你是充滿了驕傲的地方，因此你兄弟的腳踢傷害了你，在其他情況下你幾乎不會

注意到。 

 

20. ”現在完全清理你的心臟，然後在你被召喚時來找我。因此，再去以諾，讓他告訴你正確

的方式到我。阿門。 

 

21. “現在你，堀田，來到我面前，像其他人一樣，告訴我你所看到的一切，並忠實地感知到

你內心。阿門。” 

 
 

HoG V2/64 堀田的願景。男人內心指導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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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達一呼召他，堀田就走上前來，就像一頭勇敢的獅子一樣，開始說話。然而，他的勇氣

沒有任何推定，但只是因為他對我的愛而灌輸，正如一位母親的愛充滿了勇氣，如果她的孩子

的生命受到威脅，她甚至會遇到火災 - 唯一的區別是母親的這種勇氣將是一種悲傷，痛苦，恐

懼和恐慌的勇氣。對於堀田，事實並非如此，因為他的勇氣只源於他最內心的喜悅，因此，與

征服的喜悅一般頭暈的勇氣相當。 

 

2. 由於這種愛 - 歡樂的勇氣，堀田開始說話如下： 

 

3. “噢，你是聖潔的，最有愛心的父親！你還慷慨地呼召我，一個可憐的罪人，我可以在這裡

宣告所有我所看到和感知的東西。 

 

4. ”然而，我很清楚我所看到和感知到的一切都完全來自您。我是否應該告訴您，無數的永恆

不可理解的清楚對你比太陽在最亮的一天中？ 

 

5. “不，不，換句話說，這只意味著要么將一滴水倒入海中，以便擴大相同的水平，或者在最

亮的一天點亮一個火炬或蠟的火炬，以增強太陽的光線。 

 



6. “因此，告訴我的願景僅為了你的利益- 至少就我可見 - 是人類最大的胡言亂語，在您面前

放下他的心，好像您不知道什麼隱藏在相同。 

 

7. “因為，站在你面前，就像我現在一樣，只有一件事需要在精神和在一切事實，即擊打一個

人的胸膛說： 

 

8. ”您是我偉大的上帝，您我的聖潔，最愛父親，恩典和憐憫我，一個可憐的罪人！ 

 

9. “為了所有的罪，我所有的瑕疵和缺點都會被揭示出來在你之前就像最亮的一天，您知道我

的想法和所有的慾望都會在您的帳上。 

 

10. ”但我也知道這一點：您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您之前變得雄辯，就好像您一切都認真地不知

道任何事情，或者一直在某個人心中所做的一切，讓他在您面前作為一個真正的孩子在單獨真

實，聖潔，最慈愛的父親面前說話。 

 

11. “所以我也將在心中所有的愛和喜悅中揭示出預言和肯定奇妙的異象，以及我在這個像中

所看到的異東西;所以我請大家借給我一個願意傾聽的耳。 

 

12. ”首先，我覺得有些像很硬的敲打我的胸膛。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其中大約有七個。這

些敲聲並沒有傷害到我，但儘管如此，我卻被它們各自震動到我生命的最核心，因此我充滿了

害怕，不知道這些什麼敲聲導致。 

 

13. “然而，當最後的敲門聲讓我感到震驚，以至於我所有的外在感覺都讓我失望，它在我心

中變得越來越活潑。 

 

14. ”起初它讓我覺得無數的星星在混亂中閃爍著閃電沒有雷聲。這變得更快，更暴力，以至

於最終我的整個心臟像閃爍的物質一樣進入閃電，就好像一個人可以強迫閃電持續而不是一瞬

間就出去。 

 



15. “然後，這種光開始擴張我的心臟，以至於它開始擴大其界限，超越所有可見的天空。 

 

16. “隨著它不斷擴大其極限，漸漸地，這個巨大的星體閃電和光線開始溶解成單閃的閃電，

最後變成單獨的固定恆星，每顆恆星在最明亮的光線下比晨星更光亮在春天的一個寧靜的早晨。 

 

17. “當所有的都安靜下來，我再也無法察覺我的心是否繼續擴張，靜止不動或再次收縮， - 

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當我發現自己時，我發現自己是一個完整的男人並且想著問自己：我現在在

哪裡？ 

 

18. “看哪，有三顆最輝煌的星星從巨大天堂中閃過我的心那原來如此擴張的，這三顆恆星是

三個完美的圓形球體，就像太陽一樣，有一個過強的光線。” 

 

19. “然後我再次問自己：這是什麼意思？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 

 

20. ”在我完成這個想法之前，這三個球體中的每個球體都突然大幅度地退回到一個無法估量

的深度，所以最後，我看到的只有這三個無限大的領域在我面前。 

 

21. “中間的那個打開了，吸收了外面的兩個，接近了我;但接近它我感覺到巨大的雷聲，聽起

來像是清晰可聽的單詞，一聲如下： 

 

22. 你現在在你自己的內在精神心中;你所感知的一切都在你裡的，也沒有什麼在你之外。 

 

23. “但這意味著將來你要探索跡象內在人的，而不關心世界外在污穢的事物。 

 

24. 因為，什麼在外面的世界出現死了，所有你攜帶在你裡活著的無數 “，因此，努力在內心

生命後;在那裡，你會發現揭示所有曾經感動你，或最常沒有碰到你，外在的！ 

 

25. 看哪，這是上帝的內在世界，永恆的，聖潔的父親;在這裡你可以，應該，將永遠活著！阿

門。 



 

26. “在這些話之後，偉大的發光球體再次變得相當小，很快就消失了與所有其他的東西，我

又發現自己在這裡地球上;而整個願景對我來說並沒有留下什麼，只有生動的回憶。 

 

27. “親愛的，聖潔的父親，慷慨地接受這個非常不完整的報告，正如我在開始時已經說過的

那樣，憐憫對我，一個可憐的罪人;當然，我不是純粹的塞爾赫，而是一個最不純的堀田！ 

 

28. “父啊，您的聖潔意志將會成就！阿門。“ 

 
 

HoG V2/65 堀田是被任命抄寫自由科學對應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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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達向堀田伸出手，告訴他抓住它， 堀田用雙手抓住它，充滿了愛，用他能召集的所有力

量將它壓在他的心上。 

 

2. 於是阿貝達對他說了下面的話：“堀田，你給我忠實地你在你裡面所發現的東西;因此，我會

使你成為內心生命隱藏的寶藏的追求者。 

 

3. ”因此，你將擁有科學對應的跡象，並通過它們宣告萬物的內在的，甚至是最內在的，生活

的，精神意義在所有事物。 

 

4. “但這就是你的願景的意義，即對我的愛將越來越充滿內心，然後擴展它通過精神來溫暖在

方式你看到的無數閃爍的星星逐漸融合進入集體發光，並僅在他們團結在你裡之後擴展你的心。 

 

5. “這項偉大的工作實現了在你裡，看，它變得平靜在你裡，你又看見了星星，星星照亮了你

的內心世界讓你發現自己是一個完美的男人。但是找到了你自己，你不知道你在哪裡，所以你

問過它。 

 



6. “你自己天堂的三顆星在你的異象閃耀之前脫離了它們自己並漂浮;然而你仍然不明白這個標

誌並再次問。 

 

7. ”然後三顆星後退了，中間的那顆星打開了併吞噬了外面的兩個。只有這時，你才能感受到

一種偉大，雷鳴般的聲音，為你提供關於你自己的第一個基本知識，以及你將要成為和要做的

事情。 

 

8. “但是現在你再次問：'但是星星，星星，我內心的星星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他們起初如此暴

力？為什麼以及如何成為一個然後再次隔離和休息？” 

 

9. “看，起初，星星只不過是靈魂從外部世界吸收的知識，或者是狹義的文字和意義中的智慧。 

 

10. “但是，關於星星的閃爍表示搜索它自己的靈魂對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11. ”星星光的合併意味著靈魂抓住我用所有的力量 

 

12. “當那時候星星分離並變得靜止，這意味著通過對我的銷售之愛，生命尋求它自己在它的

原始來源，那是無限的像生命已經發現它自己再次在它裡和通過它。 

 

13. “這就是為什麼你在那裡認出自己，從你的存在的核心問：'我在哪兒？' 

 

14. “三個隔離的星星給了你答案;但是你仍然不理解它。然而，在你之前，從取出中間星的答

案意味著你現在在你自己的愛中，你是愛和生命你自己，準備好吸收我的所有光芒。你可以收

集這從事實那：在你的第二個問題上，星星無限膨脹，從你退去，以便你可以衡量它們無窮的

大小，於是中間的星星象徵著最純潔的愛吸收外面的兩個，就像你的信仰，像你以前的智慧。 

 

15. “既然這些成了一個，你也會感受到第一個偉大的，活的詞彙你裡的;只有這個詞教會你理

解你自己在自己生命中的偉大願景。 

 



16. “這個詞就是我的話語你裡的，或者那必要話通過你，就像所有的事物，通過這個詞來生

存。這個詞教會你理解內在對應與外在世界和內在，生命，永恆之間的偉大關係。 

 

17. “因此，你也將成為一個抄寫員，但其他人不一樣，但一個抄寫相應的生命跡象從從所有

有形的和無形的東西填滿了整個無窮無盡的，從最小到最大的。 

 

18. “因此，我也會給你其他跡象;你確實應該有相當自由的跡象，通過這些跡象表明什麼，其

他人的跡像是精神的，也就是內在的，永恆的生命，或換句話說：其他人將記錄的為眼見的肉

體，在這里和那裡也有為靈魂的，但在精神的眼中也不一樣，在那裡你將見證最內在精神的真

理。 

 

19. “所以你已經收到了免費標誌科學相對應的！在這個階段你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們，甚至不

知道這些標誌;但不要擔心這一切。 

 

20. ”看哪，在學校在你自己的心裡，你今天第一次見到，你會發現一切。你內在的愛的精神

將引導你進入所有的秘密，並將向你展示到目前為止隱藏在所有眼睛之前的東西;完全放心這個！

“ 

 
 

HoG V2/66 阿貝達關於真正崇拜上帝的講話。福音正確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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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貝達的這次演講和神聖教導之後，堀田感受到了他的巨大的感恩之情，摔倒在阿貝達之

前為偉大的愛和由此產生的快樂而哭泣。高處上沒有人的心臟和眼睛仍然乾的。 

 

2. 但是，無視這一切，阿貝達立刻吩咐堀田起來，說： 

 

3. “堀田，起來！如果你是在你心中充滿了愛和謙卑，那就足夠感激了 – 躺在地上可以完全免

除。 

 



4. ”就外在的姿態而言，它們是一種可憎的在我面前，而不是一種令我滿意的美德，特別是如

果有人可能會認為痛苦的時刻帶來的眼淚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那時心臟自己已經與我很少佔

據了;或者其他虔誠的身體姿勢，靈魂的內心和內在的精神往往是完全沒有意識到的，因此，除

非有這種虔誠的身體姿勢的真正生活和卑微的原因，否則它們至少得不到注意。 

 

5. “但我告訴你和所有人我是一個最完美的靈。 

 

6. ”因此，無論是誰沒有到我身邊來以他的愛的精神，以同樣的愛的精神懇求和感謝我，實實

在在，我不要看著他並且賜予他的要求，直到他徹底謙卑自己進入他的內心世界，為我帶來一

種新的活潑的犧牲純潔的愛在他靈魂的心靈中，那裡活著的靈魂居住，一個我永恆的愛的古老

後裔！ 

 

7. “因為不能說你的精神無視所發生的一切並且仍然在發生的，所以情況恰恰相反，所以作為

一個精神，你現在是你家裡（身體）的完全主人，因此，在你所有的部分愛我，什麼意義是應

該躺在地上的？ 

 

8. “我告訴你，我親愛的堀田，只留下那些古老而又空虛的習慣，這只屬於低地的人，起來成

為一個自由的人！ 

 

9. ”但是在我面前屈膝的人，讓他彎曲它們在精神和一切真理，這意味著內心永遠適當的謙卑，

但不是他身體的膝蓋，無論是保持筆直還是彎曲，都不重要。 

 

10. “因為在步行中，每個人都表明，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彎曲身體膝蓋。因此，如果彎曲身

體膝蓋對我來說足夠，走來走去而不關心任何其他事情就足夠了禱告。” 

 

11. 什麼應彎曲膝蓋，躺在地上意味對我在部分你們這些孩子們，所有的人我都給活的精神？ 

 

12. “看哪，這些動物也可以彎曲關節並躺在地上。 

 



13. ”如果你想以一種你和動物沒有區別的方式尊重我，那麼有什麼不同，那麼，你和動物之

間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嗎？ 

 

14. “所以，看，親愛的堀田和你們所有人，如此無知和愚蠢地外在服務對我，活著的，永恆

的上帝，是對我的崇拜，愛和敬拜，你的聖潔，最慈愛的父親，祂自己給了你一個活著的靈魂，

在靈魂裡一種永恆的精神，從它發出的所有愛和真理！ 

 

15. “因此，將來留下所有無用的東西，並在需要時明智地使用你的身體及其四肢;但在哪裡我

考慮，讓你的四肢休息就像你沒有任何東西一樣。 

 

16.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取悅我通過你的身體;因為我是一個精神。 

 

17. “但是，如果你想提升你的身體，包括你的精神，到我，使用你的四肢出於我的愛在你在

兄弟般的服務中，這對我來說是愉快的，我將把你身體作為的作品看作是你的精神的愛那我將

給你應得的獎勵。 

 

18. “要完全放心這個：只用你的四肢做，你就什麼都不能取悅我，但只用你的心和它內在住

的生活精神。 

 

19. ”我現在告訴你，無論誰給他的兄弟一塊麵包或蘋果，梨，堅果，葡萄，或綿羊，牛，閹

牛，驢，或衣服，或房子，但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某種必要的責任感，在我的眼睛沒有給

他的兄弟任何東西，我不會考慮他和他的禮物， - 比一座山更大！ 

 

20. 但是他很少，讓他高興地從他豐富的愛中給這個兄弟， - 我告訴你，如果它只是半個堅果，

我會把它看作好像它是一個整個地球！ 

 

21. “現在你們都知道你必須做些什麼才能尊重我;相應地採取行動，你們不會抱怨我沒有回答

某人的請求。 

 



22. ”所以，讓我們呼召 Purhal，聽聽他所看到的和忠實地收到的在那時間。阿門。“ 

 
 

HoG V2/67 普仁哈囉的內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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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貝達立即召喚了普仁哈囉並問他，正如祂已經問過其他人： 

 

2. “普仁哈囉，不管怎樣，現在輪到你在偉大命令了！所以你也告訴我們你在你身上所看到，

感受和感受到的東西，但沒有恐懼和害羞; 因為我們不是聚集在這里為害怕，而是單獨為彼此相

愛。 

 

3. “因此，不要害怕，大膽地告訴我們你在內心視覺的短暫時間裡所經歷的一切。阿門。” 

 

4. 這鼓勵了另一個膽怯的普仁哈囉，以便他失去所有的恐懼，並開始意識到內心的力量，如果

他被告知，他會接受所有的獅子，老虎，鬣狗和利維坦。 

 

5. 然而，他很清楚他對這種新力量的期望是什麼，他立即開始忠實地將他所發現，看到，感受

和感知到的所有事情聯繫起來。這些是他的話： 

 

6. “噢，您我的上帝所有聖潔的父親，充滿至高無上的愛！您萬能的，永恆的，偉大的上帝;您

萬能之耶和華和最極大明智的主在偉大的無限所有事物！” 

 

7. 幾乎每一個在我之前的人都提出了一些謙虛的藉口，因為不敢談論他所見過的內容，我知道 

- 以及我和我們每個人 - 在您之前也是我們最秘密的想法被揭示如在最亮的一天，甚至比太陽

本身更加顯露出來。 

 

8. “所以，您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在這方面我將是一個例外，不碎事物並直接從內心說

話： 



 

9. ”因為，就像所有其他人，我知道所有的一切我已經看到和聽到獨自來於您，因此，您一定

會知道您的工作。 

 

10. “蘋果樹應該沒有水果，因為您 - 甚至我 - 都知道它的果實會是什麼樣子？ 

 

11. ”我認為要求甚至相信可能這肯定是愚蠢的。 

 

12. “因此，我將毫無羞怯和恐懼立即處理果實那您，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的，將生命和

精神放在我本來如此貧窮的心中。 

 

13. “但這就是我所看到的，感覺到的和感受到的： 

 

14. ”起初我從一個想法跳到下一個想法來回：'那麼你應該看看你的心並觀察那裡發現的所有

東西？ 

 

15. “如果可能的話，那就太好了;但現在， -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16. “然後我又想：'耐心，有耐心;對於那些向你提出要求的人，如果這是祂的神聖意志，肯定

會向你展示道路在精神上公開或秘密地。 

 

17. “如果這不是祂神聖的意志，那麼它將肯定是祂的意志為你保持什麼你是和總是現狀：一

個可憐的，盲目的可憐人： 

 

18. “但是在我的反芻中突然發出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報告;地球立即消失在我的腳下，我漂浮在

一個永恆的夜晚的中心，在那裡我什麼也看不見，甚至沒有絲毫的痕跡，幾乎沒有能力對自己

說：'這就是我內心的樣子？ 

 



19. “噢，您聖父，在您的憐憫看顧我，呼我回來;因為在這個夜晚，我必須滅亡！” 

 

20. “但是，我剛剛完成這個想法，而不是第二次強大的爆炸發生了， - 我立即在各個方向看

到巨大的火焰從無盡的深處向上升起;只有在這些火焰的明亮光線下，我才能感覺到這個昔日的

夜晚是我自己的心靈之夜，第二次爆炸產生的火焰只不過是我自己的愛情，直到那時才快速入

睡。 

 

21. “但是現在還有另一次爆炸 - 比之前的兩次更可怕。 

 

22. ”於是太陽升起，火焰熄滅了哦，太陽在整個無限的天堂里肯定沒有它的相似！ 

 

23. “在這個太陽的照耀下，一切都有了實質。我的愛的火焰變成了像我一樣的生物，它們的

數量似乎沒有盡頭。所有這些生物都朝著我的方向前進並與我完全團結;但在這次合併中，我被

這種喜悅的狂喜所抓住，現在我無法將它與任何東西相提並論。 

 

24. “這種合併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因為所有的生命很快，我獨自留下了一個人。相反，我感

覺到很多聲音，從我內心傳來，聽起來像光榮快樂牧羊人的早晨歌曲; 聲音聽起來像一個一句話，

如下： 

 

25. “看哪，我是一切的一切，並一切都在我裡面出自我！但你是我的樣式;因此，認識你自己，

你是誰，誰是你的父親，上帝和創造者是！' 

 

26. “在這些話之後，它再次成為我的夜晚，而且在這個夜晚，我很快再次上升或下降到地球

上。 

 

27. “這就是我所看見，感受和感知的全部。聖父，在這裡，我把它帶給您作為一個犧牲; 慷慨

地接受它， - 您的神聖意志！阿門。” 

 
 



HoG V2/68 阿布達訓誡和警告對不真誠普仁哈囉 。對普仁哈囉的願景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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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仁哈囉告訴他的故事之後，高阿貝達以非常友好的方式環顧四周，然後張開嘴向所有人

說，包括普仁哈囉： 

 

2. “真的，你拋給我們所有你的果實沒有恐懼和羞怯，沒有留一個蘋果掛在你內心認知的樹上，

按照你慣常的習慣而沒有顧及你的智慧，所以你先把所有的都交給了我們那少熟和不可口的果

實，只在最後從你已經註定的內心認知樹中非常成熟和可口的果實。 

 

3. “看哪，我讚美你;因為，正如我所說，你的帳戶非常正確。但是我仍然想把你的注意力吸引

到某個東西上，所以看：在你的部分，就像每個人一樣，以你的方式行事並不是一件罪，因為

它是一個毫無意義的無關緊要的談話。或者真的很糟糕，就像一個腐爛的蘋果 - 但是看，誰想

要在蘋果中享受腐爛雖然它不是 - 嚴格來說 - 有些壞？ 

 

4. “這就是問題如何在你的，在描述你的勇氣時，你幾乎把我們拉太長時間重要性拖. 

 

5. ”你，普仁哈囉，理解我和我現在想告訴你什麼嗎？ 

 

6. “只在你心裡回答我！ - 那麼，你完全不理解它。看哪，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引導你去理解它，

所以你要理解它以便注意。 

 

7. ”在提到在你之前的那些謙卑的藉口之後，你說在這方面你做了，或者更願意做出例外。 

 

8. “看，這真有例外;因為我沒有問過，也從沒有問過，多於那你應該根據我的意願行事如果你

想找到永生。” 

 



9. “儘管如此，一些在他們無法自拔的偉大的愛和尊重中，他們無法張嘴，並將他們所要求的

內容聯繫起來。 

 

10. “所以，注意到你面前的人的態度，你認為這是愚蠢的事情並秘密地在你思想提到它如果

我像其他人一樣召喚你，告訴我找到了什麼在你裡。 

 

11. “看哪，你被立即召喚;但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與兄弟分開，以便讓他們有點難堪。 

 

12. “而且 - 理解這一點 - 在你的報告中讓你自己看起來更勇敢比現實中的你。 

 

13. ”看，一方面你說你和其他人一樣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如此，如果我要求別人說出我

給他的東西，他就不必為此感到恐懼，因為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從我那裡得到了什麼， - 你用一

個非常合適的比喻證實了這一點。 

 

14. “你怎麼那樣，假裝知道這一切，另一方面不知道我肯定也會意識到你內心的任何缺點那

讓我感到不悅？ 

 

15. ”看，你是偉大錯了。 

 

16. “是的，正如我之前所說，這次這個錯誤不應算作罪。但是，將來要小心，你的心不再受

到這種不合時宜的心情控制，或者美好夜晚你心沒有照亮很長一段時間被愛情火焰突破，光輝

的早晨太陽你看到升起的將會更長時間出現。 

 

17. “看，親愛的普仁哈囉，在我面前沒有秘密;因此在我的背後玩耍絕對不可取。 

 

18. “將來把它作為你生活的一貫指導，你在這個地球上的進一步逗留將容易。 

 



19. ”這是你的願景的意義應該始終是一個偉大而永遠警告的標誌，即首先你對我和你兄弟的

愛都不純潔，因而不是完整。 

 

20. “火焰破撒從你心靈的夜晚出現在無數不同的方向，見證這一點並告訴你，震動你通過一

個暴力爆炸：'看，你的愛仍然是多麼分散，從而是你的生命！ 

 

21. “當我讓太陽升起對你，我的聖潔的恩典陽光，你意識到這些沒有光的火焰只不過是你無

數分散的自己，那散落通過你昔日最多樣化的慾望，關心和激情。 

 

22. 但如何將這分散的成為一個存在呢？ 

 

23. “你也看到了這一點，當你觀察到在我的愛情和恩典之光中，所有這些親近的生物很快就

與你緊密相連，只有在這個團聚中，作為一個如此完美的人，你才能感知到再一次，我的靈的

父親的聲音告訴你我是誰，我在哪裡，在哪裡，從哪裡來，最後，你是什麼或將成為你自己。 

 

24. “積極地體驗這一切，收集你自己的真實，純潔，無私的愛對我，你會活著，事實上你自

己會與內在的偉大標誌相對應，從而成為一個活生生的學者為我，並詮釋愛情的跡象在在兄弟

的心中在任何時候。阿門。“ 

 
 

HoG V2/69 訓誡和警告直接對普仁哈囉的影響。 阿貝達加強恐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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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普仁哈囉和所有其他人從阿貝達那裡聽到這些話時，他們幾乎失去了講話的力量，所以除

了以諾和亞當之外幾乎沒有人敢向阿貝達直言不諱，儘管阿貝達看著所有的孩子非常友善作為

唯一真實，善良，最有愛心的父親。 

 



2. “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在心裡想：'祂當然看起來難以形容善良;但是祂能被信任嗎？因為在一瞬

間祂抓住了一個人生命中最核心的東西！這一切都是真的， - 但這一切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誰

可以躲閃祂？ 

 

3. 祂肯定對每個人都有最好的意圖 - 如果只他沒有瞄準在最大的純潔，仍然可以在祂面前擁有

自己的;但純潔，純度，這是可怕的事情！ 

 

4. 如果這是缺乏的，那就是，在這個詞的真正意義上的，一個不能心安理得地接近祂；因為祂

不忽略在心臟哪怕是一丁點的錯。 

 

5. 有 什麼可以做的？祂，沒有人可以改變， - 在永恆中，祂將保持不變，像祂現在一樣純潔和

聖潔;所以必須服從。“ 

 

6. 但是阿貝達很清楚孩子們的這些想法，轉向普仁哈囉並問他： 

 

7. “普仁哈囉，告訴我，我是否可能會砍掉你的頭當我，用最溫柔的話語指示你並以最小心的

方式潔淨你，以便你和所有其他人可能很快準備接受永恆，最自由的愛和生命來自我的！ 

 

8. “告訴我：你的身體父親曾經和我現在一樣寬容地處理你了嗎？ 

 

9. ”請告訴我你們中間的父親們，他們並沒有孜孜不倦地揮舞著有時非常痛苦的杖對他的兒童。 

 

10. “看哪，你們都不知道;因為你們自己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父親，並且知道你們是如何養育

你們的孩子的。” 

 

11. 但現在告訴我，我現在帶著什麼棒來找你？誰屈服於我的毆打？ 

 

12. “看，我教育，教導和解放你沒用如何東西除了我的至高無上，非常真實的父愛之外，你

在心裡說我不能被信任。” 



 

13. “哦你多於瞎眼睛的人！那麼，如果你這樣，我不能被信任，我是最真實，最忠誠，最有

愛心，最溫柔，最有耐心的父親，對你們所有人來說， - 在誰你們還能信任呢？ 

 

14. “如果你對我感到不安和恐懼，那麼最純潔聖潔的父親，我充滿了的最好，最真實，最誠

實的父親的意圖，出自我永恆，最無私的愛為你，你怎麼能相互感受彼此，與我相比，你充滿

邪惡和壞鬼計，因為我糾正了普仁哈囉心中的一個錯誤而變得如此徹底沮喪？ 

 

15. “噢，你們是瞎眼的人！在我面前，永遠獨一的父親，當我把你們抬到我身上，即從死亡

到永生時，你顫抖並充滿恐懼: 

 

16. ”但這個世界，那如此虛無，除了僅是死亡，但沒有灌輸任何恐懼到你心裡！ 

 

17. “看哪，你仍然有多麼錯誤的想法！ 

 

18. ”誰讓你害怕祂，對祂你只應該愛高過所有？然而，那你應該以你所有的力量恐懼和避免，

你卻非常舒服地充滿你的心！ 

 

19. “普仁哈囉，告訴我，什麼邪惡我對你做了在清凈你通過我偉大的熱愛為你？ 

 

20. ”你知道生命是什麼以及它必須如何構成為永恆和無限的持續時間嗎？ 

 

21. “看，沒有創造的精神知道這一點，但是我，無盡的，永恆的萬物之主，知道！如果我，

作為你的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我現在正在完善你我自己為了這個，永遠深不可測的生命在

我裡面，祛除和拿走你所有那屬於死亡的東西， -  普仁哈囉，怎麼它能進入你的思想和所有其

他人的思想 – 那我不能被信任？ 

 

22. “告訴我，如果我不想幫助你，還有誰可能幫助你從死亡到生命？ 

 



23. “為了讓我幫助你是，它不對和不合適即使是你最隱秘的想法和欲望也必須向我透露，一

目了然，以便在接近致命的危險時，我可以隨時幫助你？ 

 

24. “告訴我，普仁哈囉，因此我應該不值得你的信任嗎？” 

 

25.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都開始抽泣和哭泣，亞當他自己像孩子一樣大聲哭泣然後說，深受感

動被我的好父愛： 

 

26. “您聖潔的，親愛的父親，直到現在我才認識到您是多麼無限善良！ 

 

27. “誰不應該最愛您高過所有，所有，所有？ 

 

28. ”哦，請原諒我們盲目的人，在這偉大不公正我們所有人對您所做的！“ 

 

29. 阿貝達回答說：“小孩子們，要保持冷靜，不要關心，因為現在在我懷裡的人都不會丟失;

因為我，永恆的生命本身，在你的中間，來避免你所有危險的死亡。 

 

30. “但不管如何每當我訓誡某人像普爾哈爾一樣時，你不要失去對我的信任，但要記住，在

你心中，我是你的善良，聖潔的父親，他這樣做！ 

 

31. ”小孩子，要很好明白這為所有未來和永恆！阿門。“ 

 
 

HoG V2/70 據日巴鄂的講話關於人的偉大作為上帝的兒童。 據日巴鄂的願景： 

一個生命圈子無數的，無限的增長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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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貝達召喚據日巴鄂像其他人一樣問他，說： 

 



2. “據日巴鄂！你也像其他人一樣做，告訴我們你所感知，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3. 據日巴鄂從他的兄弟中恭敬地走出來，在阿貝達面前開始講話，鼓勵他的來自他對我的真愛： 

 

4. “您聖潔的，最有愛心的，難以形容的崇高，最好的父親！看，我，在您面前一隻可憐的蟲

子，在聖父，在您面前，在我最大的尊重和內心的謙卑之中。 

 

5. “你剛剛把我從睡夢中叫到了生命， - 是的，進入真實的，很清醒的，自由的生命您的無限

的父愛已經召喚了我，並將塵土飛揚的微弱盲目的蠕蟲變成了一個自由的人誰與他的眼睛注視

進入遙遠無限出現類似球體的球體充滿了不朽，看到他自己反射在每一個這些無限的球體正如

更多的榮耀，更相似，更貼近您，哦聖父！ 

 

6. “然而，不僅是一個不朽的人，而且進入更多地，甚至無限更多於一個不朽的人，你用塵土

做的蟲子從地球母親的塵土。 

 

7. “哦，誰能掌握您父愛的無盡偉大？ 

 

8. ”對於塵土飛揚的蟲子，這個軟弱，有罪的被允許稱您為永恆聖潔的上帝，“親愛的父親”！ 

 

9. “哦父啊， - 您讓我們成為您的孩子！ 

 

10. 聖父，我可以敬拜您，讚美您;我可以榮耀您用您賦予我一生的一切力量;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

為你獻祭眼睛可能會轉動到的; 我可以如此尊重您，於出於我最大的尊重，以至我的精神會想要

隱藏在最後，最低和最少的創造之中;事實上，我可以愛您根據我內心愛的力量，是的，所有這

一切我都可以對您做，我全能的創造者，對您，我的聖潔，偉大的上帝！ 

 

11. “因為只要您是為我只一個創造者，一個永恆的，無限的上帝，之間的關係我和您必須永

遠是一個完全虛無的在我部分，與您相比您的無限宇宙本質，您的神聖存在的所有無所不能 - 

正如之前所說我完全虛無。 



 

12. “然而，當我稱您為'父親'時，那麼，哦聖父，我們的關係完全改變了;然後我的心靈幸福，

我的精神顫抖，被一個難以形容的偉大預知抓住了，我有一種所有滲透的感覺，那是愛，唯一，

純潔的愛在您，父親，- 聖潔的愛那是獨自愛能力愛您獨自，您聖父。 

 

13. “這就是所有我能奉獻您的。在這愛中我甚至忘記了所有的崇拜，所有的感激，所有的讚

美，所有的犧牲崇拜都歸功於您，永恆的上帝，以及所有榮耀和讚美您無盡的偉大;真的，我沒

有任何東西在我面前而獨是您的，聖潔的父親，召喚獨一'父親！'並且獨一想您，聖父。 

 

14. “原諒我，您親愛的聖父，為我無法感謝，讚美和榮耀您，因為我的心裡充滿了對您最強

大的愛;因此，我現在什麼都不能做，除了愛你獨一高過所有的！ 

 

15. “父親啊，因為我的舌頭因對您的過度愛而不再能夠祈禱或榮耀您的名字而移動，因為我

的全部力量結合在我心對您的愛，請原諒我已經事先提前;因為我確信我的報告會變得非常笨拙。 

 

16. “幸運的為我現在非常笨拙的舌頭，我的這個虛弱的懺悔已經揭示了我所感知和感受到的

大部分內容，仍然感覺和真正應感受永遠，只增加如下的願景： 

 

17. “正如我在思考您是我們所有人中最神聖的父親，通過您無限的愛使我們成為您的孩子， - 

突然之間，它變得非常光明在我，以至於我看到自己內心地就像一個人凝視著靜止的，非常純

淨的水的底部。 

 

18. “但這種沉思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我就發現了我的心臟和在心臟中間的一個非常明亮的

戒指，這個戒指或圓圈不斷旋轉。在這裡我想：'戒指是什麼意思？' 

 

19. “我剛剛想到這一點，就像戒指開始擴張，就像戒指在水環上的一樣，擴張遠遠超出了我

的存在，直到它形成了一個無休止的大圓圈，我發現自己很孤獨。 

 



20. ”但這也是沒持續多久。很快，圓圈就會溶解成無數個圓圈，一個在另一個圓圈後面，並

且它們不斷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明亮。在每個圓圈的中心，我看到自己越來越光彩，越來越

明亮，越來越強大。在一個無休止的深刻的深度中，不斷地，無休止地擴展的圈子似乎永遠不

會結束，我看到了一個無法估量的偉大和強大的光。當我在光線下更加強烈地凝視時，我突然

意識到，哦神聖之父，是您你自己的光在光中！ 

 

21. “通過所有這些無數的圈子，我感覺到了輕微的沙沙聲，沙沙聲來自您的。 

 

22. ”我理解了沙沙聲。但是沙沙作為我內心的一個可聽見的詞，因此我理解了沙沙作響。 

 

23. “沙沙聲響起如下：'看哪，這是愛的道路到永恆生命，通過那對我，你的永恆，聖潔的上

帝和最慈愛的父親！' 

 

24. 然後突然一切都變得沉默，我的視景終於結束了。 

 

25. “因此我也走到了盡頭;因為這就是我所看到，感受和感知的全部。 

 

26. ”父啊，您親愛的，聖潔的父親，慷慨地接受它，不要拒絕我的當然非常不完美的愛心，

但是給我力量愛您更多熱烈和完美，永遠地，永遠地，永遠地！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