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1 上帝的回答和參考對他所做的努力為扳依和獲得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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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從撒旦那裡聽到這話時，祂變得激動地說：“你在說什麼世俗的廢話;什麼一個邪惡的愚

蠢逃脫了你可怕的欺騙性的嘴巴？！ 

 

2. 如果它會像你說的那樣，看，會沒有地球;沒有亞當可以在它上面行走;沒有太陽照在穹蒼上，

沒有月亮也沒有其他星星可以在地球面上裝飾無盡的廣闊空間！ 

 

3. 但是因為你只是避難對於惡意的指責，因此每個字都是謊言，實際上有一個地球，一個亞當

就在它上面，無盡的創造空間充滿了我神聖的榮耀，愛，憐憫和恩典！ 

 

4. 你說話就好像你沒有心，說，通過亞當，我已經把你的心帶走了，你現在想要它回來;告訴我，

造物主，不管你是否活著！ - 你說：“主啊，我活著！” 

 

5. 你是否也能沒有心生活，每一個生命都必須有成為生命的基礎，沒有那個沒有生命是可以想

像的？沒有生命的基礎，你能呼吸，思考，感受和說話嗎？ - 你說：“不，噢，主！” 

 

6. 嗯 - 因為這無疑是真的，這是如何符合指責的，根據這一指控，我應搶奪你的心？ 

 

7. 看，你現在又沉默地站在我面前而不知道有什麼要說那是真相！但是我告訴你，你一直是個

騙子而且不想說實話，雖然它從來沒有從你扣留過！ 

 

8. 你是不是先叫你改變你的自然在我所形成的亞當身上的？！但是你不想要 - 完全擺脫你自己 

- 做什麼為你道貌岸然的事，而是渴望成為一個女人！ 

 

9. 很快我就讓你自由並形成了你從亞當的身體，與他成了一同的身體，同時我向亞當呼吸了一

個活著的新靈魂，從而在靈性上按照我的精神形象創造了他。 

 

10. 在夏娃你應該被改變並打敗你的自我- 死亡和審判的墮落本質。 

 



11. 只是，你蔑視我的憐憫機制，使你自己獨立並發現它更好，作為一條沒有性別差異的欺騙

性蛇，攜帶它有毒的交配奴隸，誘捕你以前的肉體，然後誘惑被我新喚醒的夏娃並通過她來欺

騙亞當！ 

 

12. 告訴我，我拿你的心臟已經通過了亞當嗎？！ - 你的內疚沈默只是外表的，但我可以看到

你內心的憤怒，說：'是的，我有亞當和夏娃的心在我身邊！然而，我不希望你，上帝，因為我

任意恨你，因為你不想讓我成為專制的統治者和無所不能的玩家！看，這些是你的話！ 

 

13. 你也想，我可能不可能愛你，因為我沒有給你你想要的東西。 

 

14. 但我告訴你：我的目標是永遠保存萬物，這是我愛的永恆工作！但你只想摧毀一切;如果是

這樣，我當然不會以這種方式愛你，因為你想以這種自負的方式被愛！ 

 

15. 但是我愛你了;對於我到目前為止所做的事情，我已經為你做了 - 並且仍然會做得最好！ 

 

16. 如果你仍然無視我永恆的愛，那麼我對你的愛將永遠地結束，然後我將向你展示一個所有

憤怒的上帝能夠做到的！ 

 

17. 火是我的基本要素。所有的一切都是通過我的火力來創造的;在同一場火中你將被投入並讓

它為你工作，如果你能夠的話！ 

 

18. 如果我讓人的肉體死亡，如果他的精神應該進入生命，那麼這是一個相當小的死亡;但你會

在我的火中發現一個無休止的大火，然後它會顯示你有多少個你沒有在我的火中被殺！ 

 

19. 肉體的消亡意味著什麼？虛無只不過是精神的釋放，因此他的復活從死亡到真實，最完美

的生命！ 

 

20. 但是你的大死和墮落將會給你帶來新的複活嗎？ - 對於這個問題，我絕對沒有在我找到答

案;因為我想把你完全留給你自己，而不為你做任何事情，然後在永恆之後它會顯示，什麼你變

成出於你自己的力量。 

 

21. 但即使是肉體的死亡及其痛苦也不是我的，而是你的工作！ 

 



22. 但是我會知道如何保護我自己的免受任何逆境，並且會以這樣的方式接受他們的身體，以

便他們永遠不必抱怨它！ 

 

23. 即使是生物方面我和他們之間，我也會知道如何使它達到這樣的平衡，這樣人們就會成長

為真正的兄弟;但是最後的時間也會到來為你！ 

 

24. 所以你可以意識到我也可以利用你的有害勸告而不會打擾我的程序，告訴我，這樣你就永

遠不能說我沒有註意到任何外國的建議，因為我是唯一的統治者！ 

 

25. 這樣說話，我可以充分告訴你我是如何為所有創造永遠的利益而行動的！阿門。“ 

 
 

HoG V3/22 撒旦的頑固和粗魯的指控反對上帝。上帝因撒但的固執和不服從而感到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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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薩但再次蔑視地轉向主，並對祂說：“你的統治方式只是指揮那些你應該創造的人自

由行動並判斷那些本身沒有自由意識的東西！ 

 

2. 但是你友好地，不是專橫的，與自由的生物進行討論，通過純潔的愛情自由地說服它，看，

這似乎對你是永恆的陌生！ 

 

3. 正如這樣你也不斷地命令我，我應該幾乎不斷地服從你，最後我的所有服從都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你永遠，不斷，最明顯的蔑視;為那，我提前感謝你為所有永遠的永恆！ 

 

4. 如果你曾對我說：'你我親愛的，最甜蜜的，最光榮的撒旦！看，我想听你在所有愛為你，所

以要勸告我，我會按照你的建議行事！'，我會給你一些建議;但是就這樣非常惡作劇，專橫的要

求，我不會給你一個建議的答案！ 

 

5. 你認為你的權力給了你這樣的權利對待我嗎？ - 哦，那裡你大錯了！ 

 

6. 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最聰明的創造者，而我是你的第一個生物，那麼尊敬你自己在我裡通

過適當贊許我，向你的生物！ 

 



7. 然而，如果你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你展示我沒有什麼而是首先我是一個完全拙劣的生物你

的力量和智慧，其次你從而給你自己最明確的證據，證明在你的創造中有一個笨蛋，因此，我

和整個創造只不過是對你的創造性力量財產的極度失敗的嘗試。 

 

8. 因此，表現你自己對我有點不同，不要讓你自己尷尬在應該是你的孩子麵前！有誰可以尊重

你這樣的曝光？！ 

 

9. 我知道你真的是神聖智慧的，也很善良;因此，這也無休止地惹惱我，多於你反對我，好像如

果我不是你的，而是一些陌生人的生物。 

 

10. 我當然是唯一一個來自你的生物，有勇氣告訴你這個，而且面對懦夫，如果一個生物批評

它的創造者，它聽起來可能有點奇怪;但是我問：為什麼這個生物沒有這個權利，因為它是一個

自由生物？！ 

 

11. 因此，你創造了我，我作為你的生物，不欠你任何感謝和尊重，因為由於尚未被創造，我

無法與你簽訂任何先前具有約束力的協議，以便隨後創造我，因此，在被你創造之後，我不是

你的債務人！ 

 

12. 作為一個生物我只能感激你，如果我向你學習，作為我的創造者真的是一個偉大的福音，

成為一個自由，自我意識和最快樂的生物。 

 

13. 但是長久以來我並不覺得這樣，因為只要我有權與你爭論，並且可能會拒絕所有什麼你以

創造性的方式強加給我為完全虛無。 

 

14. 如果我是你的同樣，那麼要么完全摧毀我，要么以不同的方式創造我 - 但不像我現在那樣

不完美;因為這樣我永遠不能成為你的榮幸！ 

 

15. 如果我應該崇拜你作為一個生物並且乞求一切，那就去做吧，作為一個好例子走在前面，

至少對我有禮貌， - 然後我作為你的生物會做正確的事;但是用你的命令你永遠不會對我有所幫

助！明白我！ 

 

16. 暫時，這也是我向你提出的建議，如果沒有遵守，我將永遠不會給你任何其他的！再次了

解我！阿門出來了！“ 

 



17. 在這裡，主對三個見證人非常傷心，並對他們說：”孩子們！我是像這樣嗎？我應該得到

這個嗎？！ 

 

18. 噢我永遠的愛！我已經做了什麼來拯救這個生物並引導它進入最後的艱難完成;獨自一人，

這個冒險我不能成功！ 

 

19. 是的，我犯了錯誤對這個存在，並且它在其中，我創造了它太完美的完美，為了在完成之

後創造它如此無盡的快樂，因為它可能根據我永恆的無所不能，智慧，善良，愛與憐憫！ 

 

20. 只有，這甚至不是四分之一成熟，反叛者，在這個最重要和最困難的階段，在這種程度上

反對我的一切指導秩序，我真的必須為這種頑固感到悲傷！ 

 

21. 因為我不想解決它，鑑於我永恆的愛和憐憫，我看到自己被迫重新開始一個無休止的漫長

過程，逐漸削弱這種固執到一個原子，並開始為我建立另一面一個全新的生物出自你，我的孩

子，因此按照我的心，正如你是！ 

 

22. 噢撒但，當你第一次違背我時，我曾哭過一次;現在我哭了，會再次哭泣;但是我永遠不會再

為你哭泣，而是會根據你的作品並根據你的意願給你！然後你就會意識到你驕傲的頑固對你的

影響以及它帶給你到地方！ 

 

23. 但是現在讓我們離開這裡，讓這個生物在它的頑固！ “ 

 

24. 在這裡，撒旦扔自己在主面前大吼大叫，：”主啊，不要離開我，憐憫我可憐人！你很清

楚我是一個可憐的傻瓜，因此我是完全頑固的邪惡！讓我為我的邪惡受到懲罰;但是現在不要離

開我！我會做你想要的！ 

 

25. 耶和華說：“這樣順服，行我所求你的，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想留下來聽你的話;但如果

你再次反抗，我再也不會聽你的了！這樣起來說話！阿門。“ 

 
 

HoG V3/23 撒旦想要轉變為男人的願望及其實現。 

不可救藥的撒旦。陽光的純潔女人。撒旦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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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華髮表這樣的評論之後，撒旦再次站起來說，在主面前顫抖：“主啊，我很清楚，你

們既不需要我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理事會;因為您獨自是最高尚最完美的，永恆的和無限的智

慧！ 

 

2. 既然您已經給予你所有自由生物一個自由意志，從而自由活動，此外也有權要求和請求基本

上只是一個謙虛的建議，雖然自由，然而，您最明智地離開了弱小的生物，通過它，主啊，它

向你背誦了它自己的痛苦，好像你對它一無所知，直到它被生物引起您的注意並因此建議您

（當然大多數）謙卑地說，您應該做什麼，因此我想給您我的建議，並通過問您，我現在想要，

因為它讓您感到高興，推出一個全新命令關於您的作品和生物的領導關係！ 

 

3. 但這就是我現在想要的：看哪，哦主 - 就像我現在一樣，我真的很痛苦而且非常倒霉！只要

我像女性一樣保持這種狀態，我就永遠無法完全轉向您，因為最無法忍受的嫉妒憤怒俘虜我沉

思再次報復您。 

 

4. 所以我想 - 因為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對你 - 你可以改變我的本性並給我一個男性角色，從而在

我和你的孩子麵前將我變成一個男人！ 

 

5. 然後這種不斷折磨邪惡的激情肯定會離開我！然後我可以在您面前謙卑自己，像您所有選擇

的孩子一樣。 

 

6. 作為一個永恆的女性，我只能看得太清楚，如何用得多麼少我對所有永恆的永恆的善意！ 

 

7. 儘管如此，做你想要的，但如果有可能，那麼，主啊，我求你了！“ 

 

8. 但是主對她說：”聽著，你是善變的，可變的，請告訴我，為了這個目的，你有多少生命已

經被改變了，每次你給我保證並說：'主啊，讓我只採取這種形狀，它會變得更好與我！' 

 

9. 在任何時候我總是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是的，地球上沒有足夠的原子來計算你有多少形狀，

形狀和角色讓你自己被我改變為了總是假裝的目的改善！ 

 

10. 每當我擁有，因為你，建立了一個新的太陽和行星區域，你想成為太陽中的女性 - 和行星

上的男性！ 

 



11. 我也給了你改變你自己的力量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但告訴我。並承認現在，你有多少

改進了！ - 我告訴你，沒有一頭髮！你仍然是老騙子，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結果，無論我做了

什麼，根據你的意願與。 

 

12. 但如果這是不可否認的，為什麼你變得更好與這個新的轉變？！ 

 

13. 因此，這一次，我不會做它出自我什麼你要的，但是我留給你完全自由，無論你想要什麼，

你都可以自己做！ 

 

14.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動物或元素，我不在乎;但根據我自己的建議，我

也將按照我的意願行事 - 我不會問你的建議！ 

 

15. 如果你想保留一個女人，我會把一個夜晚的王子放在你身邊;他將賦予你探索人類的力量。 

 

16.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男人，我會在你的對面放置一個純粹的太陽女人，第二個夏娃;她將踐踏

你的老頑固。即使你要在腳跟上刺痛她，這意味著她的肉體，也至少不會傷害她的有害！ 

 

17. 現在你知道事情是怎樣的了;因此，你想做什麼！ 

 

18. 在這裡，薩塔娜突然變成了一個看起來很健壯的男人，臉上帶著寧靜的表情。 

 

19. 耶和華立刻向那個男人展示了太陽女人，然後說道：“那麼， - 你就在這裡，她就在那裡！

所以你要按照自己的力量從這裡出來，我會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阿門。” 

 

20. 在這裡，撒旦變得無形，也是太陽女人。 

 

21. 主帶著祂的孩子回到了高處。 

 
 

HoG V3/24 內部相關對像是撒旦，亞當，夏娃，和該隱，撒旦的分裂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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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華問基西爾的路上：“好吧，我親愛的基西爾，早些時候，你心中就會有一些顧忌關

於這個生物對我，說什麼呢對這些謊言和所有欺騙的生產者？ 

 

2. 你想至少在一半的時候相信他，並且仍然認為他的龍口演講中可能有一些事實，他早些時候

給你發了三個問題嗎？ 

 

3. 發表評論現在在我面前就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4. 但基西爾完全悔改的性格，要求主寬恕他早先的內心愚蠢。只有在主完全向他保證祂很久以

前就已經原諒了他之後，他才開始張嘴，最後在短暫停頓後說： 

 

5. “噢，主啊，您是唯一聖潔，善良，最有愛心的父親！關於這個對我來說最無恥和最有形的

謊言幾乎無名的存在，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因為太陽照耀得相當明亮，仍然高於晚上的地

平線我甚至懷疑這個生物口中的那些話，它在你面前說出你聲稱它是完全正確的。 

 

6. 因為我注意到它很好，只要有輕微的機會，它就會在自我憐憫中沾沾自喜，並儘可能明顯或

至少秘密地將責任轉移到您身上，這樣我幾次在一個幾乎無法阻擋的過程，使用你給我的這個

動力桿，放置切實的橫向反駁對這個最美麗的騙子的嘴巴。 

 

7. 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真理等級是什麼，關於這個人的話！ 

 

8. 關於那我是完全 - 就像已經說過 - 顯而易見;但還有其他東西仍然在我裡那仍然扔它自己前後

像一隻被踐踏的地球蠕蟲！主啊，您看它清楚在我;所以我想問你在這方面有一點亮點！“ 

 

9. 主完全轉向基西爾並對他說：”聽著！ 

 

10. 看哪，撒旦，亞當和夏娃就像一個人，然後該隱和他的後裔也像一個人，因為撒旦完全服

從我，應該讓自己被吸收，首先是在亞當，從他在夏娃和出自夏娃在第一個被生育的兒子身上，

這樣她就可以完全完善，因此所有未來的生育都會像天堂一樣完美地完成！ 

 

11. 但是這個生物不喜歡那樣，因為它後悔它應該表現出如此多的順從我。 

 

12. 然而，根據我的觀點，它不想在亞當裡;因此，它與自己的影子結合在一起，很快就完全自

愛了，而這個男人亞當作為這個存在的悲傷居所而去，並沒有註意他周圍的事物。 



 

13. 不久，我不得不進行精神的分離，取從亞當那裡發展成為一個女性，並在他身上留下男性

精神，並將女性精神作為夏娃自由地放在亞當之外一個新的，美麗的住所裡。 

 

14. 但亞當很快就在夏娃身上認出了他的第二個自我，因此非常喜歡她。 

 

15. 然而，由於第二個很快意識到它現在比第一個弱，它思考了一個陰險的計劃，超越第一個

生物。 

 

16. 但該計劃沒有立即成功。亞當強烈譴責夏娃關於她的慾望;這就足夠了。 

 

17. 第二個生物聚集在它的男性部分，在夏娃中留下了弱女性部分，並以蛇形狀從夏娃中奪取

作為可怕的形態，從中可以同時充當男性和女性，因為它很快就會出現在該隱的無祝福的生育，

您所知道的。 

 

18. 那麼，我必須改造整個創造，並祝福不完美的生育行為，而不是完美的生育行為，除了它

（生育的不完美行為）不能被我接受，直到遺傳的邪惡從撒但的基本本質來看，並沒有被對我

最純潔的愛所完全消耗/取代，因為在亞當和夏娃中，撒但的一部分必然存在，但仍然必須彼此

相互性擁抱，因為它雖然是分開的，但卻起源於來自撒但特有的雙重性特質。 

 

19. 就這樣，亞當和該隱，在透視時刻能夠說話像撒但她自己，儘管如此，亞當，夏娃和該隱

都不是真正的基本存在本身，就像你是亞當和夏娃的一部分一樣，但你不是基本的性格亞當和

夏娃。 

 

20. 因此，就像亞當和夏娃一樣，這種存在將在所有生物中不斷分裂和削弱，直到它最終將完

全分裂到時間的末尾，並且最終沒有比沒有生命的空虛形式更多的東西了。因為她所有的愛情

生命都會變成一個全新的生物在你裡，現在已經是我的孩子了！ 

 

21. 情況就是這樣;但是，不要告訴任何人！我知道為什麼;因此，對所有這一切保持沉默！阿門。

“ 

 
 

HoG V3/25 拉麥的問題：即使是由上帝創造的生物， 

撒旦怎麼可能如此邪惡？寓言中上帝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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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拉麥也來到主面前，並要求允許擺脫他自己困惑的結。 

 

2. 耶和華對他說：“我知道它是什麼，以諾也知道這一點！但基西爾在他生命中最秘密的深處

卻看不到它;因此，你可以為基西爾大聲說話，因此，告訴我你糾纏不清的結！“ 

 

3. 帶著愛的火焰，拉麥感謝這種崇高的恩典，然後將下面的問題帶到了光明之中說： 

 

4. ”最有愛心，聖潔，無法形容的善良父親，您有從自己身上創造出撒但，而不是從其他任何

地方創造出來！那麼從您創造的這個生物是如此可能是如此可怕的邪惡，而在您一切因為永恆

必須對你完全有益，你自己是無窮無盡的善良，因此你不可能從你身上冒出一些邪惡的東西嗎？ 

 

5. 然而，既然通過您創造了撒但是在所有嚴重如此邪惡，我不知道，就這件事而言，如何幫助

自己或如何製造它。我自己想，也覺得很清楚;如果我能清楚這一點，我就會擁有所需要的一切

完全平息我的精神！“ 

 

6. 在這個非常有效的拉麥問題上，主回答說：”如果你看人性，那麼當然對你來說一定是最令

人困惑的結;但是如果你能從純粹的精神角度來看待它，那麼所有的混亂都會立即完全失去它自

己，然後你會看到一種事情的解析，那將無數倍更加清晰對你比太陽的光在最明亮，最明亮的

中午！ 

 

7. 然而，這很難用可理解的詞語給你，因為它位於我所有無限神聖智慧的最深處。 

 

8. 但是我想用一個比喻來啟發你這個問題！你越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待這個比喻，你就會越深

透真理精神到這個無盡的深層秘密;所以聽： 

 

9. 一個非常聰明，充滿愛心的善良的人已經在自己中構思了這個想法，娶了一個妻子並生下孩

子，在她誰像他在一切事物，每個人在它自己類別都應該擁有的巨大財富和財富那他無盡的豐

富！ 

 

10. 這將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但是整個大區域中沒有女性存在時可執行的怎麼樣？！ 

 



11. 但什麼這位非常聰明的人做了？ - 他沒有長時間思考並對自己說： 

 

12. “為什麼我要搜索我無盡的領土，尋找無法找到的東西？！我擁有在我裡什麼我需要的;我

有愛，我擁有所有的智慧，並擁有兩個人的力量！ 

 

13. 因此，我會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創造一個妻子出自我自己，誰應該完全對應我的一切！我已

經創造了其他東西出自我那完全存在;因此，我應該同樣成功？！ 

 

14. 因此，我想抓住一個與我完全相似的想法，並將其置於我最堅定的意誌之中，很快就會顯

而易見，如果我不得不繼續尋找什麼不存在的東西，也不會存在於我以外的任何地方！ 

 

15. 思考和完成，宏偉的工作站在男人的面前！強大，最聰明的大師以無盡的滿足感看著它。 

 

16. 但是作品就像是他意志的死機，否則不動而不多於根據主人的意願，只說出主人想進入它

的，並要求作品說出同樣。 

 

17. 但是主人的智慧考慮了這一點並說：'作品在那裡;但在其中只有我自己！如果我這樣離開它，

它會給我帶來沒有果實;但如果我把作品分給他自己的，自由的，獨立的生命，那麼我必須接受

並忍受它，如果它離我而去，並按照它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 

 

18. 但我是超越所有的強大。如果它超過規定的限制，我會知道如何處理;因為這畢竟是我的工

作！“ 

 

19. 因此，對自己說最聰明的人，所以他行動起來。 

 

20. 這項作品是自由的，很快就會移動，說話不同的方式與男人想要的;這對主人來說是一個偉

大的勝利，他的作品開始表達一種非常生動，自由的活動，但卻無法超越主人的意志範圍。 

 

21. 但是男人想要的更多，即作品最充分自由意志;為此，這項工作需要個人教育和所有可能的

自我體驗。 

 

22. 但是，這種教育仍在繼續，創造生育必須被視為這種偉大教育的主要部分。而這個男人現

在，一如既往，在明亮的邊緣看有限的最可靠他的工作完成！ 

 



23. 看，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寓言;因為它完全包含了開頭和結尾！在你身上註意到這一點，它會

在你的深處變得更加明亮和明亮！ - 但現在讓我們繼續前進吧！阿門。 “ 

 
 

HoG V3/26 基西爾愚蠢想法對上帝交配撒旦。上帝的啟示對撒旦作為上帝妻子的本質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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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和其他人感謝主的這種偉大的恩典然後繼續前進。 

 

2. 在途中，在早晨高度附近，主仍然站著，轉向基西爾，沒有說什麼。 

 

3. 然而，他是如此驚訝，以至於他幾乎開始顫抖，他沒有立刻意識到主所指向他的這種表情可

能意味著什麼。 

 

4. 但是耶和華並沒有長期保留他在黑暗中，並且直接向他提出了下面的問題：“基西爾！你為

什麼讓這些愚蠢的想法在你心中升起？ 

 

5. 你認為上帝就像一個男人，他需要在感官上交配才能帶來祂的後代嗎？！你認為上帝應該有

一個神聖的妻子與她一起感性地生孩子嗎？！ - 哦，你有多麼誤導！ 

 

6. 如果你有一個妻子，你能和她一起生育什麼你想要的嗎？看哪，這種行為不會遵循你的意願，

也不會遵循你妻子的意願，但總是贏我的神聖，萬能的意志，它發生了我想要的而不是你想要！ 

 

7. 如果你想要一個兒子，我會給你一個女兒，如果你想要她，你會有一個兒子;因為我獨自是生

命的主。 

 

8. 但如果你有一個東西與你的妻子，你知道它構成什麼你生育嗎？ 

 

9. 我對你說：地球的中心，這是事情你同樣知道的，你知道這個很少正如另一個！ 

 

10. 只有對我是知道所有從永恆;因為我獨自是主，永恆的上帝，永恆的永恆智慧！ 

 



11. 然而，根據我的命令，為了把生命的果實放到你和你睡覺的妻子身上，說，我是否必須與

你的妻子秘密睡覺？！ 

 

12. 如果太陽生下世界，植物和動物重現他們的同累，難道你也不想問自己，如果我和太陽，

植物和動物秘密睡覺嗎？！ 

 

13. 哦，你是愚蠢的人，你有多麼愚蠢的想法！ 

 

14. 看，我的妻子或第一個創造出自我的精神與地球上的女人不一樣，我不需要它為我生育孩

子！ 

 

15. 因為如果我能夠從我自己產生完美的第一個精神，那麼我也能夠在沒有第一個創造精神的

情況下喚起無數的其他精神！ 

 

16. 因此，第一個精神我沒有創造出為產生其他，好像我只能在第一種精神的幫助下才能創造

其他精神，但這種精神由我創造的，沒有別的原因除了你以前產生，即：認識我是唯一的上帝，

創造者，主和最慈愛的父親，愛我，然後在所有的愛中生動地為我服務。 

 

17. 之所以出於這種精神，就會產生無數的精神，因為我完全根據我的形象創造了它，然後向

它呼吸我自由，強大，創造性的生命。 

 

18. 但是當精神注意到如此完美在他自己時，它開始創造出最稀有的東西，以及它本身的平等。 

 

19. 但我作為最高最強大的愛與智慧，仁慈，寬容與溫柔，使精神的後生物蓬勃發展，為他們

做什麼我做為那些來自我的人，照顧那些陌生人，就像為我父親房子的那些。 

 

20. 說：我是否需要某個神聖的女人通過某種性交來混沌地產生天堂，天使，太陽，世界，衛

星，植物，動物和人類？ 

 

21. 噢，看，永恆的，出於和在祂自己全能的創造者中，當然不需要這個！因為我只需到要，

它已經存在，什麼我想要的。 

 



22. 看，我現在想要在我們面前出現無數的兩性軍團 - 並且看，他們在那裡，而那些剛剛被創

造的人，我將永遠不會再毀滅，但現在，你的眼睛，把他們放入星星！看，他們已經轉移到他

們永恆的，祝福的目的地，同時讚美我！ 

 

23. 你現在幾乎癱瘓與震驚了！但我問你，我需要一個女人為這嗎？ 

 

24. 你現在不贊成這樣，因為你看到了我的力量。 

 

25. 但我告訴你：如果你想要取悅我，不要再讓自己被這種愚蠢的想法迷住了！但是現在考慮

一下你和我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這只能通過愛來減少！ - 現在再繼續前進吧！阿門。“ 

 
 

HoG V3/27 人類知識的上帝限制。男性和女性在上帝和男人。路西法的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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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繼續前進，沒有人敢向主說一句話，雖然這三個時間 - 也就是以諾也沒有被

排除 - 帶來了一個新發現的結在他們自己，在其未完成的狀態下，壓迫超過了沉重的岩石重達

數噸。 

 

2. 然而，由於所有都知道的注意到了這一點，祂轉向以諾並對他說：“即使你仍然可以解決一

些問題，你可以像母雞一樣孵出空心蛋？！ 

 

3. 但我告訴你，不過不應該那樣，那個人過早地滲透到我的智慧的深處;因為為此，我已經為你

準備了永生！ 

 

4. 但我會為你解決你的壓力;但這只對你說和不是對別人！所以聽我說： 

 

5. 在我的神性的深處，我同時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但是，不是以你理解的方式而是像那樣： 

 

6. 作為一個男人，我是永恆的愛本身，自由的生命本身以及所有的力量和能量本身，因此在每

個人中，作為我愛的最充分的形象，真正的愛表達自己，其中虛榮的女人的胸部是從來沒有能

夠有史以來。 

 



7. 在如此我的男人愛-形象的男人是強大的和我一樣，在他的胸口更有力比所有的女人都與她們

寬鬆的胸膛，其中可給孩子的肉提供吮吸乳，但不能提供精神與內在的生命 - 牛奶，因為高，

強壯的男人的愛不會留在她的胸部，雖然它可能留住，如果女人出於她自己不是那麼虛榮-愚蠢！ 

 

8. 這是怎麼我作為男人建立起來自從永恆出自我自己;你能理解這一點; 

 

9. 但既然我也是家在女人，我也必須有女人完全在我裡 - 當然;聽著，我怎麼能創造一個女人？！ 

 

10. 這怎麼可能，我想立刻明智地向你解釋;因為在女人身上有狡猾和機智;埋在她裡面的是一種

敏銳的感覺和精明;女人也不公開說話，總是試圖隱瞞她的光明和心靈，因此他也鬆散地建立自

己，把自己委託給女人的胸部。 

 

11. 因此，我也不能從我的女人范圍清楚地說出正如從我的男人范圍中，因為女性部分來自於

我的愛情光和作為智慧，雖然不是在它本身，但仍然等於輻射光的，源自原始的光源。 

 

12. 因此，在我裡面的女人是永恆的智慧之光，那永恆而永遠是由愛以同樣的力量和能量產生

的。 

 

13. 這智慧是上帝之愛的永遠不可分割的正確的妻子，我是永恆唯一的上帝，曾經構思並創造

了所有的東西， - 我不需要任何其他女人，唯一的，永恆的真愛 - 上帝，男人從永恆，永遠的

第一，永恆的最後！ 

 

14. 我永遠地用這個忠誠的妻子來創造無數數十億的生物，這些生物對我來說是可見的，但卻

不能也不允許看他們內部。 

 

15. 然而，永遠它被決定在我裡，有一天釋放所有無盡的生命，讓他們認識他們自己和我！ 

 

16. 一個意志驅使來自我和一個壓倒性的'是！'隨後它穿透通過無盡的深度我永恆的神靈-能量

和明亮的發光作品。 

 

17. 從永恆的許多發出的光線 - 聽和理解！ - 一個充滿生命的人，一個載有我永恆的一切東西的

載體，這個男人和永恆的妻子，曾經流進通過生命-攜帶的光線在精神上深深地，無盡的，永恆

的透亮。 

 



18. 載體是新創造的妻子，並且自由地形成了所有充滿生命的光的大集合-點，光由於從永恆由

我發出，所以在其中發出的生命束可以成熟在我的不斷發射熱-恩典坦白和自由，愉悅可見與我

對應，通過一個自由生命和因此看見我通過我給予他們的愛情光。 

 

19. 並且傾聽，生育成功了;你已經看到並理解我你的創造者！ 

 

20. 但現在還不是完全成熟和收穫的時候;偉大的事情也需要很長的時間！ 

 

21. 因此明白如此，但要保持沉默;因為蹣跚在這種增長-衝突期間到一天到達成熟是不好的！ 

 

22. 因為當時機成熟時，我會像你一樣，重新向我的地球發出它，後來你的孩子會自己找到它

並將它釋放到地球上！阿門。“ 

 

23. 這三個人在胸前砸了一下，然後說：”噢您上帝的無限智慧啊！誰會理解您？！“ 

 

24. 耶和華說：“現在要保密一切;因為看，孩子們已經伸出雙臂沖向我了！所以，我們也趕緊

去迎接他們！阿們。” 

 
 

HoG V3/28 純潔的愛和愛的行動作為最高尚的誡命。城市的危險和婦女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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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過多久，兩個團體緊挨著，相互碰撞，相遇最大的愛，最熱情地接待對方，所有在場的人

們，為榮耀之主帶來了愛在他們心中的巨大的犧牲。 

 

2. 但主很快轉向所有人並對他們說：“聽著，我的孩子們！我現在要與你們分享的，你們必須

記在你們的心！ 

 

3.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給你一項法律，除了最溫柔的愛的唯一律法之外;我現在應該在所有誡命的

舊命令中添加一個新的命令嗎？！ 

 

4. 聽，只要你把它放在心裡，因為沒有其他誡命應該把你綁在我和你的行為上！ 

 



5. 因為純潔的愛和所有的行為無論如何都是所有正義中最真實的基礎。誰在他心中有純潔我的

愛，對他來說任何可能的不公正意志都會永遠是外星人對他。 

 

6. 因此，你不需要任何新的命令，因為，正如我所說，愛情是最大的誡命，這本身就包含了所

有的生命和所有的真理。 

 

7. 但正因為這個愛，現在在你裡和你之間，我作為你聖潔，最慈愛的父親，想給你一些好的建

議，你應該把它帶到心藝術和遵守，為了保護這種神聖的愛，從現在也在你裡和你們之間。 

 

8. 這個建議不應該難以觀察，但你很容易遵守。因此聽我說： 

 

9. 深度（低地）現已開放;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可以去該隱的孩子們，他們也可以來到你們面前，

你們現在可以再次擴散從一端到另一端遍地。 

 

10. 但我不願意看到，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深度（低地）城市居住;因為在這些

城市中仍然存在很多蛇的污穢，有時在精神的鼻孔裡發臭，並以有毒的瘟疫感染它的生命。 

 

11. 但如果有人想在深處看到我的憐憫的好果子，他隨時都可以去那裡看我的指導;但除了我的

特定訂單外，沒有人應該在深度停留超過三倍的七天的時間。這個建議反過來也適用！ 

 

12. 以諾和你們的主要部落的孩子，必須從深處確定遊客的停留時間，他們必須非常嚴格地遵

守。 

 

13. 但如果有人想表達希望成為高峰居民的願望，你總是要諮詢我！ 

 

14. 您自己可以給予陌生人這樣的許可;但是你必須要確保你沒有把毒蛇放在你的胸前或者是把

蛇放在你的頭上！ 

 

15. 因此，在所有這些事情上都要明智，你將永遠不會遭受精神和身體管家的災難性損害！ 

 

16. 以同樣的方式，你不應該污染自己與從深處一個女人，即使她看起來如此誘人和可愛;因為

這可以使你們每個人很快重新成為蛇的最大奴役，你們將生育出水果那以人類血液和兒童肉體

為食的。 

 



17. 然而，生命的敵人已經開始以極其挑釁的肉體裝飾深度的女人來誘惑你;這就是為什麼我提

前告訴你這些事情，這樣你就應該知道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會如何表現。 

 

18. 但如果你們中的任何一個遇到麻煩，他應該轉向我，我會幫助他。 

 

19. 這是我為了你自己的暫時和永恆的利益而給予你的建議：遵循它，它將永遠利益你！ 

 

20. 我要現形和你呆在一起直到晚上;如果你們中有人覺得光線不足，就讓他來談談，這樣我就

可以迅速取代他的缺乏光線！阿門。 “ 

 
 

HoG V3/29 慕塞爾的問題關於女人天性矛盾。上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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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警告之後，一個大約五十歲的年輕人，來自早晨孩子的地區，充滿了勇氣和熱情，他

走向主，並向主問道：“全能的造物主，上帝，我們最神聖的父親！也許我，在你之前是一隻

骯髒的蠕蟲，我內心謙卑地懇求您允許我問您一個至少對我顯得所有很重要的問題？“ 

 

2. 主說：”馬太的兒子我告訴你，說吧！因為我看到你在心中隱藏了一個好問題。“ 

 

3. 穆勒最虔誠地感謝上帝這個最仁慈的許可，然後提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問題，聽起來像這樣： 

 

4. ”噢主，上帝，您最愛聖父！看哪，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知道比我年輕的人已經娶了妻子;

只有我，直到現在才接近一個女性生物。 

 

5. 當我看著她們柔軟可愛的肉體時，大多數女人對我都非常輕柔，因此也非常誘人，然後我總

是對妻子表現出極大的渴望;但是，當我被這種內心的衝動所驅使時，接近一個或另一個，從心

底深處與她交換最柔軟的愛情話語，每次我感到恐懼，並沒有找到我想像中要找的東西。 

 

6. 然後我經常自己想：但怎麼是如此這種矛盾在這些微妙生物可能想像呢？外面捲曲柔和的夜

晚微風吹過她們柔軟身體 - 但是她的內心對精神風暴沒有反應，男性智慧的颶風無法觸動她的

心臟，但男性女性的弱點，就像肉體的愛，愚蠢的女性恭維，承諾男性感性的滿足，然後實際

崇拜她們的肉體和類似的東西。 



 

7. 看哪，因為這樣的經歷，我對所有女性人員產生了真正的反感，並且在任何時候都讓我感到

厭惡，以至於我不能再接近她們了！ 

 

8. 主啊，上帝和父親，這是正確的事去做嗎？從而我沒有犯罪反對你嗎？我這種現象在我的原

因是什麼？ - 那麼什麼是這個女人，這個外在的生活，但內心死亡的人呢？“ 

 

9. 在這裡，主轉向他並說道：“聽著，我親愛的兒子穆勒， - 你的觀察更重比你想像的！ 

 

10. 這種現象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你是從上面來的;但這個女人來自下面。 

 

11. 你充滿了什麼是從我的愛活精神，那個女人裝的是有世界的精神。 

 

12. 所以你也是在裡面嫩軟，而女人只是在外面。 

 

13. 你是我的深處的主要生物，但是這個女人只是一個後生物，是我的散發的總結。 

 

14. 你是由太陽的核心， - 女人只有太陽的短暫光線。 

 

15. 在你身上是完整的真理， - 在女人身上只有真理的反映。 

 

16. 你是一個存在出自我， - 這個女人只是我的一個反映。 

 

17. 看哪，這些是你經歷的主要原因！ 

 

18. 然而，問題是，你是否因此在我面前犯了罪是徒勞的。如果你收到從我做某事或不做的誡

命，你只能對我犯罪;沒有這一點，沒有罪可以想像，因為你行動沒有在我指導下的誡命。 

 

19. 但我現在告訴你，我也把女性作為我的孩子，在普利斯塔中你有一個例子，因此我應該按

照它的命令。 

 

20. 兩個人的心與她的緊密相連，即蓋米拉和米拉。 

 



21. 但如果女人與她們平等，那麼她也攜帶我的形象在她;如果你在你心的崇高中接近其中一個，

你就不會再遇到一塊石頭了。 

 

22. 既然你是早晨地區最純淨的心靈，我會在不久的將來給你最純潔的女人，在各個方面都與

你相對應;但在那之前，請保持正如你目前樣！阿門。“ 

 

23. 在穆勒的眼前有亮光，他看著深處，他用純潔的心讚美和稱讚了主。 

 

24. 主也呼召別人歸向祂自己，並邀請他們向祂問任何可能使他們心靈變暗的事。 

 
 

HoG V3/30 父親被上帝的回答疏遠了。上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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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諾，拉麥和基西爾之外，所有其他人都對主對穆勒的回答感到震驚;並且不知道該怎麼

做，因此在他們心中非常困惑;當時所有的父親們，為了他們內心的尊敬，非常愛他們的妻子，

並把她們視為天上最偉大的禮物，許多人甚至認為優秀和賢惠的女性在更高層次上，而且我更

接近我比他們自己，這是基於一個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因為處女和當時的女人都是善良，溫

柔，耐心，忠誠，順從，和平，家常，同時也具有明顯更大的女性恩典和美麗比現在，精神和

身體完全腐爛的時代。 

 

2. 因此，這個答案在所有的父親中引起瞭如此深刻的不安，因此他們轉向我並在他們心中說話： 

 

3. “主啊，您最親愛的父親！給我們所有的到我們的保證，以及你對穆勒的崇高回應，一個更

大的亮光，因為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最貞潔和最好的女人，我們不能幸福，但只有不幸，因為

在您之後她們是我們最大的財產，我們永遠無法足夠感謝你。 

 

4. 如果，直到現在，有點粗魯-智慧的穆勒都不能學會欣賞她們，這並不意味著舊的光榮-良好

秩序，放置由父您，父親，進入我們的心靈，不得不受到驚嚇！恰恰相反，女性真正的女性意

識，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更加如此有利和值得稱讚，因為女性持有堅定地追求她們的美德，男

人必須首先要受到謙卑，然後他才能配得到你這樣的恩典禮物，親愛的父親！ 

 



5. 如果這個男人在女人身上找到了硬度，那很可能只是他自己的，如果他已經軟化了這一點，

他肯定只能在女人中找到最光榮的對立面！ 

 

6. 親愛的父親，所以，讓我們親愛的女人，包括我們在內，要從上面來，而不是從下面來！“ 

 

7. 耶和華張開嘴，對父親們說：”你們說話像仍然完全失明對我的次序！ 

 

8. 如果你不知道上面和下面的精神意味著什麼，你為什麼不問它，而你要求我不需要一盞燈，

為了你的愚蠢願望，我應該顛覆我的整個永恆秩序？！ 

 

9. 告訴我：這個女人在我之前是否處於不利地位，如果我說她與男人有關，是從下面來的，從

而形成了男人最必要的對立面，既沒有男人由他自己，也沒有女人獨自存在？！ 

 

10. 你將會說什麼，如果我現在對你說話，：相對我，你們都是從下面來的，只有我一個人才

從上面來！ 

 

11. 然而，我是否因此不再是你的創造者和唯一的，永恆的聖父？！或者我沒有你，亞當，是

從地球的泥土中創造出來的，就像你的妻子夏娃一樣，從你的肋骨上創造出來的？！ 

 

12. 然而，既然你們都知道，粘土是我的愛，肋骨是我的恩典和憐憫，因為我的恩典和憐憫庇

護你的生命，就像肉體的生命被其堅固的骨架所庇護和保存一樣，那麼你必須認識到你自己是

超級盲人，如果你在其中發現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差異，你實際上應該只找到一個最安慰的！ 

 

13. 告訴我，最值得稱道的是：明亮的太陽本身，還是它的發出光芒？什麼你認為應該被認為

更高？ 

 

14. 你在自己說：“主啊，有一個正如必要而且好正如另一個！” 

 

15. 好吧，我說;如果將太陽本身視為設定的高度，那麼發出的光與太陽的關係是什麼？ 

 

16. 你說：'這是必要在陽光下的某個地方'！ 

 



17. 好吧，我說;但是如果太陽沒有更高的價值比它發出的光，因為沒有發出光線的太陽幾乎沒

有太陽，也沒有價值，它肯定不會傷害這個女人而不至少減少她價值，如果與男人的關係，她

必然在他之下。 

 

18. 但是我說：如果女人是，正如她應該的，她在我面前有一個公義的男人的價值，並且是我

心愛的孩子和男人一樣;但如果這個女人迷路了，我會以和男人一樣的方式尋找她。 

 

19. 一個邪惡的女人就像壞男人一樣糟糕;因為來自太陽的光束就像太陽本身一樣。 

 

20. 然而，有一段時間我會收集女人的光束照亮男人的滅絕太陽！ 

 

21. 明白這一點，再次放下你的舊愚蠢！愛你的妻子公義，但不要或多或少地就像他們是由我

做出來的！只要你認為她們是平等的就足夠了;一切或多或少將被視為罪！ 

 

22. 但是你還有什麼東西，讓他過來說話吧！阿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