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41 以諾與拉麥的對話高在度重視良好秩序和邪惡人類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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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的飯菜很快就準備好了，邀請的人開始到場;這些桌子被鋪設和訂購根據拉麥的附帶條件。 

 

2. 但以諾對拉麥說：“弟兄，有秩序總是好的，我們不應該在某種秩序之外做任何事 - 因為秩

序是主的能力;出於祂的順序，祂創造了萬物 - 但儘管如此一個人在他們之間建立起來或者至少

想要建立起來的命令，即排名，對主來說幾乎是完全無法忍受的！ 

 

3. 如果你把類似物品放在一條直線上，有人來移動這些你的設置直線上的物品，的確，你會生

氣，你會用憤怒的眼睛看著扭曲者！ 

 

4. 但如果主創造了所有人完全平等並將他們放在祂自己的面前直線，怎麼能我們開始按照我們

的喜好彎曲主的直線？！ 

 

5. 我們當然可以做到這一點，並且就某些活動考慮而言：'他這樣做，他做那個'！由主任命兄弟

建議另一個誰主沒有要求，那他會做的！ 

 

6. 這是正確排名我們收到從主祂自己那裡;但是在我們為兄弟們提供盛宴的場合，我們不應該有

三個單獨的桌子而只有一個，這樣我們就像完全平等的兄弟姐妹一樣可以吃它們！“ 

 

7. 當拉麥從以諾那裡聽到這個時候他命令桌子被推到一起，三張桌子就成了一張單獨的兄弟桌

子。 

 

8. 但以諾讚揚了拉麥對他的意志和對主的愛的順從。 

 

9. 但非常秘密從高度的拉麥來到以諾面前，對他說：“聽，以諾父親，你現在和我同名的朋友

們談過的話，這是非常好的和好的;但是在你關於人與人之間等級的簡短演講中，我有些不明白。 

 

10. 看，孩子肯定低於父母;因為在孩子想要與父母等同的時候，在主面前肯定是不對的！ 

 

11. 此外，我記得有些事情在高處，主祂自己在人與人之間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區分，並沒有對

待所有人平等！ 



 

12. 因為在頂峰上的三個食物籃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他讓你成為高級牧師，也明顯地提拔

了普利斯塔以及蓋米拉！誰可以否認這個？！ 

 

13. 因此，它表明主在人民中建立了一定的等級，因此我無法對你的言論作出任何結論！ - 所

以多開導我一點吧！“ 

 

14. 以諾轉向拉麥，說道：“我的兒子，你是相當距離偏標記！主在做什麼，肯定與人類應該

做的事情截然不同;因為獨自祂才是主！ 

 

15. 然而，排名，主在人民中所建立的只是基於我們對祂的愛，並且在那裡說：“你愛我的越

多，你的聖父在心中，你越接近我;越少愛我，你也遠離我！ 

 

16. 看哪，其中有以諾作為指定的大祭司，巔峰上的三個籃子，普利斯塔和蓋梅拉，以及孩子

對父母的責任，誰是上帝賦予的第一位高級牧師對他們的孩子！ 

 

17. 因此是這只是愛上帝的比例;但在人們中，這種愛的積極立場不應該存在以使他們彼此分開，

正如一個人更多地考慮自己而不是另一個人！ 

 

18. 只有在上帝面前，我們會不同由於對祂的愛，但在我們中間並沒有自我差異應該存在！ 

 

19. 對於想成為大人的人，在上帝面前要小;但如果我們只是彼此愛兄弟，我們也會在上帝面前

像那樣！ 

 

20. 因此明白這一點，我的兒子！ - 然而，桌子是合併的，所以讓我們坐在相同！阿門。“ 

 
 

HoG V3/42 在寶座室中設置第二張桌子。宴席。第二張桌子上陌生人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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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嘉賓的人數很多，因此不能容納在一張大桌子上;因此拉麥來到以諾並問他： 

 



2. 但 “聽到，親愛的，崇高的兄弟，獨一主的高級牧師，超過一半的受邀嘉賓，如你所見，在

合併的桌子上沒有座位！如果我們現在必須通過準備第二張桌子將他們分開，如果他們不能坐

在我們將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以及你實際上已經選擇坐的地方，他們會不會感到評價較低？“ 

 

3. 以諾對拉麥微笑然後對他說：”看哪，親愛的兄弟，必要性不減少！但是為了盡可能少地做

一些事情，還要在這個大廳裡準備第二張桌子，這個大廳有足夠的空間供至少一萬人使用，我

們將坐在哪個桌子上沒有任何區別！因此，讓它發生，這將是完全正確的！“ 

 

4. 拉麥看到它很好，因此命令他的僕人設置一切，就像以諾建議他做的那樣。 

 

5. 而且容量過大的客人他們全都坐在這第二張桌子旁，他們感到非常高興，他們坐在寶座間的

桌子旁，坐在崇高的客人和上帝的偉大朋友旁邊。 

 

6. 當拉麥聽到歡呼時這樣的安排得到了很好的接受，他自己變得開朗，充滿了幸福，也坐在桌

子上，以諾和拉麥從高地已經佔據的座位。 

 

7. 因此一切都井然有序;食物服務了並從所有客人的心靈和口中都向主獻上了大聲的讚美。這些

桌子隨後受到以諾的祝福以主的名義，所有人都伸出手來獲取祝福的食物，並且在這里和那裡

一起吃喝，並大聲聽到讚美主。 

 

8. 在所有人飽和之後，一個第二桌的受邀嘉賓站起來，將下面的話引導到他的桌子上： 

 

9. “兄弟，朋友和姐妹們！什麼人可用他心中最偉大的熱情和火焰，敢於說他能足夠感謝上帝，

全能的天地之主，永遠充分地感受到他所擁有的這種無法形容的偉大憐憫那祂賦予我們的，通

過把以前如此堅硬的國王拉麥變成這樣一個美好的兄弟和人民的超大朋友，的確，我想不出更

大的東西！ 

 

10. 對於全能的主它可能是容易創造一千個世界，但改變一個自由人精神而沒有判斷，正如已

經改變了拉麥並通過他所有的追隨者，是確實多於比通過萬能的神聖意志在瞬間創造太陽，地

球和衛星！ 

 

11. 因為在創造事物的過程中，它肯定只取決於上帝的意志，而且它將存在，什麼上帝想要的！

一個由祂宣布全能的“它將會是！”是已經足夠，無數的太陽和世界已經在全能的主面前轉入

他們超大的軌道！ 



 

12. 但是憑藉自由精神全能的“它將會是！”已經是一種精神的死亡的判斷！而不是全能，偉

大的愛，同情，耐心，溫柔和無盡的最明智的上帝指導必須取而代之，必須領導，引導和教導

人的精神作為第二位上帝，因此，他通過他自我-認識在他成為什麼他被命定的東西是按照神聖

秩序。這多於創造世界和太陽！ 

 

13. 噢，所以主應該受到我們的讚美和愛戴正如祂沒有被愛和稱讚直到現在;因為直到現在我們

才認識到上帝的偉大！ 

 

14. 起來，兄弟們，讓我們讚美並讚美主，因為祂賜給我們如此偉大的恩典！ “ 

 

15. 大廳裡的所有客人都被這個講話嚇了一跳，每個人都被這些話語的力量所抓住。 

 
 

HoG V3/43 拉姆國王對這位不知名客人的話感到驚訝。 

未知陌生人關於倆倍人的倆倍食物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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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拉麥在當下匆忙中，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於是他轉向以諾並對他說：“聽著，我最

親愛的，高尚的朋友和兄弟，在主的愛中，這個人說話，好像他也被主選為領袖一樣！ 

 

2. ”事實上，這樣的話肯定也不會帶來恥辱對你的嘴，我也把自己當成無盡高興，如果我的嘴

將能夠說這樣的講話;！但要實現這一點，我仍然有一個非常長的路要走。 

 

3. 請告訴我，你是我親愛的以諾，如果你認為沒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立即邀請這位非常聰明

的演講者來到我們的餐桌上？！ 

 

4. 以諾回答拉麥說：“但如果你，我的親愛的兄弟，做這件事，你不會因此帶來更多榮幸在這

張桌子比其他桌子嗎？！ 

 

5. 因此，如果我們認真傾聽祂的話語並保持它們的良好意識，我認為這就足夠了！ 

 



6. 如果你想一點，那麼告訴我你是否同意;此外，你在家裡，也應該對你有一個自由的意志建議，

並採取相應的行動！“ 

 

7. 在這裡拉麥稍微沉思了一下，很快就說出：”哦，親愛的，光榮的兄弟以諾，為什麼我仍然

按照我自己的意願行事那我首次看，如何從你的話語中散發出一種非常明亮的智慧？！ 

 

8. 因此，我想要很好地記住演講者，並希望在用餐結束後讓他更接近我，並與他坐下來更熟悉

他！我的意思是，這肯定不會是錯的？” 

 

9. 以諾對拉麥說“最親愛的兄弟，你已經打算做什麼，這將在上帝和世界前天經地義。 

 

10. 在以諾的這些話之後，另一張桌子上的客人又站起來，開始說話，他的話聽起來如下： 

 

11. “朋友，兄弟姐妹！我們都用這頓美餐加強了自己。我們的身體部位在那里以愉快的感覺

畏縮，我們的靈魂現在是一項輕鬆的任務，讓身體得到柔順的活動。為此，向所有美好禮物的

最崇高，神聖的賜予者，所有的感謝和我們所有的愛永遠永遠！ 

 

12. 但身體不是人類的主要原因，而只是一種工作手段，以達到永恆的聖潔目的，這種目的是

建立在永恆的神聖秩序之上。 

 

13. 但是，如果這對我們的身體來說是必然的，而且不可能的話，就像白晝一樣明顯，在人類

中有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因此一個完全不同的，更高的人必須居住，為了他們身體的緣故，

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那個身體有效地排隊，實際上存在，並且對誰來說最有利的餵養我們應該始

終非常關注。 

 

14. 你現在在心裡說：'這確實非常好，有用;但是人們還需要知道什麼必須餵養內心的人！ 

 

15. 我們看到地球上各種各樣的果實長大成熟到滋養身體;但是，一棵樹上的果實長出成熟，為

內心的人提供營養，我們無法找到！ 

 

16. 沒錯，我心愛的朋友，兄弟姐妹;但在這裡，我想對你說些別的話，所以請聽我說： 

 

17. 看哪，主以這樣的方式安排了一切，物質餵養物質，靈魂餵養靈魂，愛餵養愛，精神餵精

神！ 



 

18. 但是，愛是內在人的精神的原因和最實際存在內心的人，因此我們可以給予內心的人沒有

更好的食物，而不是用對上帝的愛來使其飽和。通過這種愛，他變得強壯有力，並成為他的家

中的主人，這是不朽的靈魂和凡人的身體。 

 

19. 然而，身體的食物製備必須按照自然或人們的烹飪藝術來，以便適合人類食用;在更高的程

度上，精神的食物必須很好準備！ 

 

20. 這個詞在我們裡就是準備的食物為精神的;因此，我們也想用這個詞來準備食物，然後用它

來加強我們的精神！“ 

 

21. 拉麥拉扯了以諾，並對他說：”兄弟，你對此有什麼看法？然後他像先知一樣說話！“ 

 

22. 但以諾對拉麥說：”祂還沒完成;因此，我們希望聽祂的說完，然後才設定考慮它！ - 祂開

始說話;讓我們聽！“ 

 
 

HoG V3/44 自然，思想和精神上的飽足感。無聊是靈魂的飢餓，好奇心是精神的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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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者在另一台繼續說：“這個詞，來到我們心中活著，但，是什麼我要已經特定作為籌備

對神的愛，其中有真正食物為精神。 

 

2. 我對你說：這個詞，是的，從我們的內心深處的生活真實的，正確的話，是這一切的一切，

它滲透，它溶入了精神，然後滋養與精神的物質意圖。 

 

3. 這就是 - 正如我之前已經提到的–即，只有精神滋養精神，靈魂滋養靈魂，物質滋養物質。 

 

4. 對於這個詞在我們，正如它自己明確表達思想在心，抓住物質，分裂它並思考其奇妙的結構。

在這種沉思中，靈魂已經飽和了;因為靈魂的愉悅感在思考奇妙的美麗形態時是飽和的！ 

 

5. 然而，男人由造物主以這樣的方式安排，即他飽和了一部分，總會引起另一部分的某種飢餓。 

 



6. 但要深入了解這一點，一個例子將有助於我們，因此請密切關注！ 

 

7. 如果你的身體是很餓，你總是在吃完飯後喘氣，如果你坐在一張完全擺滿的桌子上，你也會

很開心;現在你可以滿足折磨飢餓。 

 

8. 但如果它意味著：你現在必須在餐桌上呆上整整八天，或者一個月甚至一年 - 比如說，你不

會被最可怕的無聊所吞噬嗎？！ 

 

9. 是的，我告訴你，我親愛的朋友，兄弟姐妹們，你肯定會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絕望！ 

 

10. 但是，如果這是不可否認的情況，我可以問：為什麼無聊和絕望，因為身體飽和然後？ 

 

11. 因為身體的飽和確保了靈魂的某種渴望，這種渴望總是在痛苦的絕望無聊中表現出來！ 

 

12. 但什麼是人體需要做，身體飽和之後也會讓靈魂飽和？ 

 

13. 一個人從桌子上站起來，走到外面，例如在一個小山丘上，或者在一個美麗的花園裡，那

裡的靈魂可以用美麗的形狀，如鳥兒的歌聲，或者花朵的精神香氣來使自己飽和，以及其他類

似的靈魂設施。 

 

14. 但是，如果有人長時間考慮這樣的事情並因此使他以前飢餓的靈魂充分飽和，那麼這些令

人愉快的菜餚很快就會開始讓他厭煩，他很快就會開始長時間回家讓他的身體再次飽和，這就

變成了在靈魂飽和的情況下再次飢餓，用很咬一口，或者在更好的情況下，精神將開始激動並

通過靈魂告訴身體：“我非常餓！” 

 

15. 但這種飢餓將如何表現呢？ - 通過越來越多的燃燒好奇心。 

 

16. 他想要理解物質及其美麗的形式;因為正如他們是，他們不適合他享受 - 他們必須通過火，

光和充足的真理來解決。 

 

17. 但什麼是火？這是慾望愛。什麼是光？這是心中明確的闡述思想。真理是什麼？它是呈現

和發聲的話產生火和光！ 

 



18. 通過這個詞我們然後採取固體物質及其可愛的形狀，解決問題，並在解決的問題中找到形

式的解釋和精神意義。 

 

19. 從而我們的精神變得高興，這種滿足，幸福的狂喜已經成為精神的強化飽和;因為他找到了

他的家，他的休息，他的物質;他的源頭，以及在他對上帝的真愛和上帝全能愛對他！ 

 

20. 精神就落下在所有的愛和謙卑在上帝無限的愛之前，感謝上帝並真正地向上帝祈禱，然後

上帝就是他主要飽和為永恆生命。 

 

21. 因此，我們要看看上帝的作品，並在其中尋求祂的大愛和憐憫。如果有人找到了某些東西，

他就會通過善良，真實的話語讓他所有的兄弟聽見，然後他和他們就會在精神和真理中得到提

升，這種提升就是精神的真正生活食物。他開始大力行動在愛上帝，那作品是那麼也真實的，

永恆的生命！“ 

 

22. 這裡說話者停止。但是，所有的人都驚訝有關祂的智慧和拉麥幾乎失控。 

 

23. 但以諾向他保證並說：“請耐心等待，因為說話者還沒有結束;但是，如果祂已經說完了，

那麼我們只想要 - 正如我已經註意到的那樣 - 交換一些關於它的話！“ 

 
 

HoG V3/45 硬核的批評家對這個詞的力量的質疑。 

明智的演說者所說的關於內在的，活潑的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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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演講者席位上的一些人理解起來有點慢。他們向發言者提出以下有些愚蠢的問題並

說： 

 

2. “善良，聰明的朋友和兄弟，你有很多啟發在你，說出智慧的話語！我們絕對不能否認這一

點;因為我們也充滿了智慧，因此能夠恰當地判斷某人所說的是明智的還是愚蠢的！ 

 

3. 與你同在，我們不能說，你沒有明智的說話，但我們認為你的智慧是完美的。 

 

4. 但其中有一點讓我們的精神飽和聽起來不對。至少不在道路上，正如你已經把它送給了我們！ 



 

5. 看，你說：這個詞解決了固體物質在其內在的基本形式，通過思考靈魂已經被飽和;當形式被

解散時在最裡面的基礎上，我們因此可以在其中理解精神的意義，從而滋養精神。 

 

6. 我們同意你的意思;然而，那個用虛弱的話語的人可以像溶解固體物質紅熱的礦石一滴水 - 兄

弟，你自己想一想，你會馬上認出來的你白費吹進空氣了！ 

 

7. 與石頭交談一千多年，如果你可以活得那麼久 - 石頭仍然是一塊石頭正如它被創造的，當然

通過一個比我們更強大的詞！ 

 

8. 因此，我們想請您為我們磨平這個缺口，因為我們也關心您的榮譽，儘管我們不知道您來自

哪個社區;當另一桌上的高級客人似乎關注我們的談話時，甚至兩個強大的人從高處的，更是如

此！ “ 

 

9. 但是發言者站起來對善意的批評者說：”真正的智慧是否符合永恆的真理或世界的弱點？ - 

你想給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誰有智慧的應該說話！ 

 

10. 你保持沉默並尋求答案;但我堅持認為，這次你找不到能滿足我的人！我已經談到物質的物

理或機械溶解嗎？ 

 

11. 你們是所有和-善尷尬對我的榮譽在另一張桌子的高級客人面前，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來挽

救你的榮譽，因為通過你的問題和你對我的演講的批判性評估對你對你的利益，你真的帶來了

不僅僅是一個老婆婆的愚蠢到最明亮的陽光？ 

 

12. 我是不是說了內心生活的愛的話語，它首先以清晰的思想或心理形式表達自己，然後轉化

為異象的語言並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因為只有粗糙感覺的人的弱點而轉變。它滲透到口

語中，使這些弱者的粗糙感覺通過他們精神的頻繁飽和而變得精緻，然後他們以精緻的方式，

從而以更生動的感官思考事物的真相，從而不斷地他的精神越來越飽和，所以他，作為人類的

真實生命在人裡的，可以在他的家裡出現並成為完美的主人，而現在，就像你現在的情況一樣，

他只不過是一個最純粹，毫無意義的物質的僕人，判斷因此也死亡？！ 

 

13. 如果我那時只談這樣的話，那麼告訴我，怎樣是在你的上帝之前和所有全世界理解構成，

你無法理解這一點，而是想要區分你自己用你粗俗的愚蠢，而不是要求友好的-卑下-謙虛問題

關於我演講某一點，那出現有些暗淡對你？“ 



 

14. 在這裡，前評論家們非常困惑地看著對方，沒有人能夠產生最輕微的理由。 

 

15. 但是拉麥對以諾說：“歐哥以諾，如果我的城裡有更多這樣的智者，我會在他們身邊看起

來很奇怪; - 因為他說話好像直接從天堂到我們！“ 

 

16. 但是以諾對拉麥說：”兄弟，請耐心等待！演講者尚未完成;但如果祂準備好了，那麼我會

告訴你你要做什麼！但它會變得更好;你可以完全放心。因此，要耐心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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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會兒，然而，其中一位評論家站起來，將下面的話引導到演講者面前說：“聽著，我

親愛的朋友和兄弟！你顯然比我們這桌子上的所有人都聰明，我當然是我們現在所有人都從你

的言語中學到了。因此，我事先已經確信你將為我們所有人解決我的下一個主要問題;因此我請

你們聽我說。“ 

 

2. 但主講人對那個想問他的人說：“聽著，真正的智慧來自主上帝澤巴斯應既不應該問，也不

應該被問！因為對於真正聰明的他內在的生活用語告訴他一切真理的原因。真正明智的存在要

求做也不需要被要求;因為精神告訴他他的兄弟需要。 

 

3. 但是，如果你想問我，那麼，如何它是與你的著名智慧你自己作為一個尖銳的批評者，對我

自誇？ 

 

4. 看，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智者，你應在你智慧的光很快看到，我作為一個智者沒有你自然人

類問題，必須知道什麼困擾你！ 

 

5. 但你想問我;因此，你是一個聰明人，並認為我是一個智者，在你非常生命的基礎上？ 

 

6. 你認為高級客人不知道這嗎？哦，只要去找他們，他們會告訴你我現在告訴你的事情！“ 

 



7. 這裡，評論家非常尷尬，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很好地辨別它從主要發言者，那祂一定已經

註意到了，他的意思是設定祂一個小陷阱用他的問題。 

 

8. 但是當他發現要勝過這個主要發言人並不那麼容易時，他逐漸開始完全開始表演不同的調子。

在他心裡。 

 

9. 當主要發言者註意到這樣的話時，祂立即將下面的話引向評論家並說： 

 

10. “聽著，我想給你一個很好的答案對你意圖的問題那你想要抓住我，因為你現在允許一種

不同的精神在你心中升起;但這是我的回答： 

 

11. 你以為那沒有一句話的人不能在他的同胞面前全面地表達自己，而口頭的話語就是內心的

靜音思想的完成，因為人類因此將自己區分為人類與地球其他所有生物的區別。因此，人們將

必須只用完美的話語來敬拜主，而不是用內在的唯一精神飽和的思想或感情來敬拜，感謝，讚

美和稱讚祂。 

 

12. 看，這恰恰是非常錯誤的方式！事實上，人已經成為一個感覺和世界的服務器並且已經把

他自己轉向外面，他也是開始使用外口語言，現在無法理解他的兄弟除了通過口中話，那在它

本身是不多於樹的最外面的樹皮。 

 

13. 然而，由於這種明顯的優勢，他因此失去了不可估量的東西;因為如果人類保留了他內心的

精神語言，那麼整個創造就會呈現它自己作為言語-能夠為他。並且他能夠理解事物的本質。但

是現在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沉默的觀察者，並且在他自己污染了所有他的感官通過他轉向外面，

因此他變得聾，盲目和麻木不仁，類似於樹的樹皮，並且在本質上什麼都不懂;是的，他甚至都

不認識他自己，他也不知道他哥哥的悲泣心！ 

 

14. 你現在也想要把祂是人類最內在生命的上帝的認識和敬拜轉向外面，這樣你就可以失去上

帝，成為一個異教徒，甚至是一個完整的無神論者嗎？！ 

 

15. 在這裡，演講者的桌子上的所有人都被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所克服 - 除了以諾，上層拉麥

和霍爾德 - 還有那些坐在主要桌旁的人。 

 

16. 下層拉麥開始大大地抓住自己的耳後，並希望再次發表評論，但演講者尚未完成;因此，他

耐心等待事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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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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暫的停頓後，主演講者開始繼續說話：“你現在看著我完全困惑，因為我為你點燃了一點

光，你不知道你應該對我和我的話語做些什麼。” 

 

2. 你在裡面問自己：“如果我用嘴巴向上帝祈禱，我怎麼能成為異教徒或無神論者？”然後我

可以用口認出上帝，而不是在我的心裡認出祂，因此在我心中的思想？' 

 

3. 是的，我的朋友和兄弟，你現在認出了上帝，你的口中的話語表達了你內心的感受;但為什麼

呢？ 

 

4. 因為你看到了主，你的上帝，因此被迫相信它那存在一個上帝，以及祂看起來是怎樣的，你

從祂那裡聽到了祂想要與人達成的事情！ 

 

5. 但這種信仰不是精神的自由，而是一種殺戮的束縛，因為你現在必須相信耶和華是上帝，因

為你已經看見了祂，並且可以通過祂的言論和祂的行為來說服你自己。 

 

6. 但這種信念只能抓住你，但不能在此傳過去到你後代的說服力;因為你現在令人信服地認識到，

你的後代只有一半相信是真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口頭傳承，遠遠弱於你的視覺感受。 

 

7. 但是在十個時代人前進，這種你扭曲的傳統信仰幾乎不值得任何考慮並異教會成為你口中信

仰的結果，這種結果將完全否定上帝，並在此基礎上得到最可靠的審判，因為沒有與上帝交往

的人已經受到譴責在他自己的死亡之夜。 

 

8. 但是如果你在心裡承認上帝，那是通過你的活著的愛對祂，從而祈禱在精神和真理上對他，

你就會擺脫你現在被迫的信仰判斷，從那你永遠不會從中獲得任何救恩，但相反，你會轉向一

個活潑的信仰，這意味著你的精神的生命視野在你裡，最終你所有的生命力量必須團結起來，

如果你應活著永恆。 

 



9. 只有在這個活生生的異像中，你將真正認識上帝，並確認祂活著在精神和真理;你也會設法在

你的後代中保留這種承認，並且他們會效法你的榜樣，那異教，否認上帝，審判和死亡將遠離

你所有的後代。 

 

10. 因為這確實是非常確定並且非常確定那人的精神是最內在的，就像生命的火花是每個水果

的最內在的。 

 

11. 如果你這樣相信並向外祈禱，物質上感性，你也會將你的精神吸引到外在物質上，在那你

的判斷因此死亡。 

 

12. 但是，如果你這樣做，你正做在精神上同樣的正如你拿火炬，當它燃燒時，把它插到泥水

坑里！我問你：它會繼續燃燒，它會照亮你的黑暗道路嗎？ 

 

13. 你的精神就是你的光和你的生命;但如果你把它熄滅了，什麼是留下到你因此你可以為你成

長生命？ 

 

14. 你現在活著當然因為你已經看到了上帝，你現在必須相信祂的存在;但是我告訴你，與這個

生命，你將不會超越墳墓，如果你不會忘記你的事情，什麼你所看到的，被遺忘的不會重新找

到在你的精神通過對上帝的強烈愛心。 

 

15. 但是什麼我現在告訴你的是，把它保持在你所看到的高度，你將獲得永生，否則只有墳墓。 

 

16. 明白這樣解說，如果某些有點暗對你，如此這我就可以啟發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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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前評論家在短時間內對此進行了思考，對主要演講者的演講完全滲透和懊悔，關於什麼

要說或什麼要問主要演講者關於黑暗。 

 

2. 但突然間，在沒有經過太長時間的思考之後，它突然發生對他那拉麥仍想在山上開闢寺廟;因

此他對主要發言人說： 



 

3. “聆聽，你我尊敬的朋友和兄弟，我對你的演講中最深刻的真理絕對深入，充實和深信不疑，

因此我也非常渴望用一千次又一千個問題打擾你！看，拉麥仍然計劃今天在山上開闢新的寺廟，

並即將做好準備，因此我們不能再談論這個最神聖的討論了;但就職典禮後我想徹底壟斷你！“ 

 

4. 但主要發言人對評論家說：“聽，兄弟和朋友， - 我們的討論是否阻礙了拉麥及其行動？” 

 

5. 批評者說：“是的，我認為只有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必須出席就職典禮，或者，正如我已經

註意到拉麥，以諾和他的同伴從高處似乎也密切關注您的話 - 我們的談話因此延遲了拉麥！ 

 

6. 這就是情況，我認為這會使我們談話的延續看起來有點多餘，因為我問你這個問題後我會回

答你。順便說一下，我在此之前不想在你的大智慧之前做出任何堅定的斷言;因為你將比我更深

入到這個問題的底層，因為你比我更聰明，因此，也要確定你在這裡做什麼，我想遵守你的智

慧！“ 

 

7. 主要發言者對評論家說：“但我的意見是這樣：我們被邀請到桌旁，因此也來到這裡;但是我

們還沒有被邀請去山上，我們也沒有被告知吃完飯後會發生什麼。因此，我們與山上新寺廟的

落成無關！ 

 

8. 拉麥和以諾已經知道，沒有我們，他們必須做什麼，或者他們想做什麼，因此不會受到我們

討論的妨礙！如果他們希望我們跟隨，他們會告訴我們，我們會在彼此交談時跟隨他們;然而，

在相反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做我們想要的事情？！ 

 

9. 告訴我，這個理由不是更正確和有效比你反對的言論嗎？ - 你現在怎麼看？“ 

 

10. 但批評者不知道該對這個問題說什麼，並開始更深入地思考;因為他非常好奇，並且急於在

就職典禮上傻盯。 

 

11. 但主要發言者註意到這一點，因此告訴尷尬的評論家：“聽，兄弟和朋友！它是如此難嗎

在所有事情誠實和生命條件的轉變？！ 

 

12. 看，它在哪裡在你的面前清楚正如日光為什麼說明了口語的最適合！口語遠更適用比謊言！ 

 



13. 你給了我情況那在應該妨礙我們的討論，但是出自你它們完全是不真實的;因為你既不關心

聖殿的就職典禮也不關心拉麥所分配的時間，也不關心他對我的話語的關注 - 但你只關心你的

熱情對傻瓜！ 

 

14. 因為你想要觀看儀式;但如此你不要錯過任何一個，你要我保持安靜。是不是這樣？！ 

 

15. 但什麼尊敬是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有什麼榮譽，如果他有一顆女人柔弱的心，充滿了秘密

的詭計，那厭惡我和任何一個真正聰明的人？！ 

 

16. 但我告訴你：更好你自己並也要潔淨你的心臟，這樣它就不要厭惡我繼續和你談論一切比

寺廟空洞的就職典禮更重要的事情！“ 

 

17. 這些話極大地震驚了我們的批評家，他開始感到非常慚愧，以至於他想逃離房間;但是主要

發言者阻止他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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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的內在等同物。拉麥國王邀請智者去聖殿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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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也在另一張桌子上聽到了兩人之間的對話，然後轉向以諾並問他： 

 

2. “聆聽，在主裡面的兄弟，這個男人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有點太明智了，也就是說，我的意

思是說：對於一個的人低地的。 

 

3. 他很可能也是由上帝派來從高度到我或者我的人民的作為一名教師在更高和更深刻的生智慧！ 

 

4. 因此我認為，因為他已經提到了對山上寺廟就職典禮的一般邀請，對我來說，親自去找他並

給他一個適當的邀請，這樣做會很有禮貌！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做是對的嗎？“ 

 

5. 以諾回答拉麥說：“我心愛的兄弟， - 現在按照你的心去做;因為現在是時候了！ 

 



6. 然而，這位智者必須出席就職典禮;因為山上的聖殿表明耶和華的智慧，是基於祂的偉大愛和

憐憫所賜給我們的，所以這殿必須就職典禮與神聖的智慧在我們和我們中間！ 

 

7. 淨化深處的聖殿屬於主的愛和憐憫並設定相等人的心，以前是一個充滿污穢和各種害蟲的水

坑。在這下水道中必須殺死被肉體的愛（見宮女的故事和信使基西爾！），只有這樣，泥濘才

能被強烈的熱風吹乾，然後地面必須被夷為平地，地球必須通過強烈的火焰，相當於以前的肉

體宮廷女性，轉化為純金，它需要平滑的雕刻石頭來建造聖殿，因此是一種全新的物質這是堅

固耐用的，不像一塊腐爛的木頭，像水坑里的泥濘一樣臟。 

 

8. 看哪，這就是上帝的內在的神殿在人的心中，由平地上的聖殿所描繪，並由上帝親自任命！ 

 

9. 但是主也命令你在純淨的山上建造一座寺廟。 

 

10. 但是聖殿應該代表你的智慧和所有相同的東西。 

 

11. 因此，人們也必須在場，主出於祂自己設定這目的用極大的智慧為此服務。 

 

12. 但那個人是上帝真正的智者;所以去邀請祂參加山上寺廟的就職典禮！ 

 

13. 但你不應該邀請其他人;然而，如果這個男人想帶一個人跟祂在一起，那麼祂所帶的每個人

應該被你視為完全受邀請！ 

 

14. 因為智慧是愛的光，而這種光的發射是實質的，永恆的真理。因此，現在就按照你的心做！

阿門。“ 

 

15. 拉麥，在以諾的這些話之後，只說了一次跳到智者那裡，並邀請祂參加即將到來的山上寺

廟就職典禮。 

 

16. 那人說道。拉麥：“朋友和兄弟，既然你邀請了我，我會來，你可以肯定的;但是我會跟誰

一起去，應該和你相提並論！ 

 

17. 因為我向你走來，為你們帶來神聖不可思議的永恆智慧;因此，每一個被這種智慧所抓住的

人，都是上帝智慧的僕人，你應該永遠是他的兄弟！ 

 



18. 但是現在就把它報告給以諾，他會馬上了解你！ 

 

19. 但是快點開始，這樣神殿就可以白天在地球上開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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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拉麥聽到這些話時，他立刻在議長面前虔誠地鞠躬並回到以諾。 

 

2. 抵達後，他立刻向他匯報了他從智者中聽到的消息。 

 

3. 但這些話讓主桌上的所有客人感到高興，而以諾對拉麥非常友好說： 

 

4. “因此命令那麼我們起身，以便在白天沒有結束之前，我們就職典禮以主的名義開啟智慧的

殿堂！” 

 

5. 拉麥立刻從寶座上宣布了這一點，所有人都上升了。 

 

6. 但桌子上的人也給出了標誌，這使得拉麥感到有點尷尬;但是明智的議長去了拉麥並對他說： 

 

7. “孩子們還想走智慧的道路，這會讓你感到煩惱嗎？但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否認任何想要跟隨

我們走上正義道路的人。 

 

8. 即將到來的就職典禮只能在視覺上表現出來，應該發生事先由我們和由人們活著在精神里。 

 

9. 在死的聖殿之前是就職典禮由你，許多上帝聖靈（精神）的殿堂在我們的兄弟姐妹們，那是

他們的心，應當就職典禮了！看，這很重要，如果沒有它，寺廟的就職典禮是沒有用的！ 

 

10. 但是如果你想把人們留在家裡，沒有他們就職典禮為聖殿開幕，告訴我，那麼聖殿將為誰

開幕？ 

 

11. 你是不是一個不聖潔的人在上帝之前，祂希望聖殿是聖潔的，唯一的神聖？ 



 

12. 那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只有神聖的東西可以聖潔而不是邪惡的東西！ 

 

13. 上帝提供只為人民而不是為聖殿，並且由你建造聖殿為人民的緣故，但並不是那祂創造了

人民為了這個寺廟就職典禮！ 

 

14. 因此在即將舉行的儀式上，只有人民才是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在場，但不是聖殿。 

 

15.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主為祂自己就會就職典禮開啟人民活著的聖殿;但是在山上死的神

殿祂將否認它的神聖製造，並將山變回蛇和毒蛇的家！ 

 

16. 因此，通過向整個城市發送先驅來邀請人民;因為我之前告訴過你，讓允許那些想和我一起

來的人。 

 

17. 看，他誰我想要帶走的是人民！因此，您不必再煩惱了;因為主的智慧只有人獨自才能認識

到主的正確道路！“ 

 

18. 這些話幾乎殺死了拉麥;因為他完全被這個人的超凡智慧所震撼。 

 

19. 因此，他跑到了他的僕人們面前。爆炸他們，以便在整個大城市上講話，邀請人們參加山

上寺廟的就職典禮。 

 

20. 但當他快速地回到大廳時，以諾遇見了他並對他說： 

 

21. “但是拉麥兄弟，你為什麼不問我關於你是否應該做明智者的建議你做的事情的建議，這

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 

 

22. 拉麥是一個有點尷尬 - 因為他不知道以諾只是在審視他 - 因此對以諾說：“以諾弟兄，我對

這個人的大智慧感到驚訝，並且也相信他的話語的巨大而深刻的真實性，所以除了採取行動之

外，我不能不做！“' 

 

23. 以諾擁抱了拉麥，然後對他說：“你做得非常正確！但是，讓我們立刻離開，以便我們可

以在太陽下山之前完成成聖的程序;讓它以主的名義發生！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