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51 以諾與拉麥國王談論真相。心的服從和秩序。人民遷徙到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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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麥之間匆匆忙忙地問以諾以哪種順序遊行到山上。 

 

2. 但以諾用下列話語召喚拉麥：“拉麥弟兄，我當然可以告訴你;但我和主更願意，如果你要么

自己找到它，要么被智者告知，以便他能告訴你正確的順序！ 

 

3. 對你來說這將是更加虔誠的，因為你要么找到它完全在自己的基礎上，要么至少從你的智者

那裡獲得它，誰比你更接近你， - 尤其是智慧人更貼近你比我！“ 

 

4. 但是拉麥對以諾說：“以諾弟兄，但真相仍然是真理，它肯定會沒有不同，從誰的嘴裡出來

的？！如果你能給我同樣的建議，就像智者可以給我的那樣，所有的嚴肅性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智者口中的同樣真理應該比從你嘴裡出來更好！“ 

 

5. 但是以諾回答他說：“人一眼就看不到一切;因此，它不應該讓你感到驚訝，如果你現在不理

解所有事情，但只要按照我的建議去，在適當的時候洞察力會發生對你，根據這一點，你會發

現為什麼更容易理解附近的演講者比遠距離說話的人！“ 

 

6. 拉麥回復以諾：“最親愛的兄弟，雖然你的話聽起來有點令人費解，但在深層次的背景下讓

我期待一些大事;但是我堅持我的原則，即真相總是保持不變的真相，無論它是否來自於此或者

從那個嘴裡出來！ 

 

7. 例如，如果你，我，納梅，智者甚至蛇都說：'上帝是天地之主！'，那不是同一個永恆的真理

每一個嘴巴？“ 

 

8. 以諾對拉麥說：“兄弟，我告訴你們，不要被吸引到那種思想從那很少好的果實可以生長！ 

 

9. 服從在甚至小事上比最深刻的分析沉思更好;因此，如果你馬上去做我所勸你的事情，你會好

起來，而不是開始優雅地思考！ 

 

10. 但如果你想以明智的方式在我面前思考，我會提前告訴你：你將無法生存和我一起戰鬥！ 

 



11. 因為正如長久以來你不知道為什麼石頭又硬又重，不知道風來自何處，不知道他們的祖國，

以及海洋的營養和地球上的食物，也不知道探索地球上的泉水的方法，也不知道火的發源地，

也不了解動物和植物的語言以及許多比深淵更陌生的偉大的大海，因為正如長期放下所有的思

考;因為你不抵達任何地方，這是一個事物為主的而且祂可以把它交給祂想要給的任何人！ 

 

12. 因此，請跟隨我，按照我的建議你的去做;因為只有順服的方式，這是謙卑的真正果實，你

才能得到上帝真實的，內在的智慧！ 

 

13. 但如果你想在人們面前證明自己是正當的，那麼你就是在尋找他們的讚美;但我告訴你，這

是虛榮，正如男人的讚美是虛榮。 

 

14. 但如果你想取悅上帝，你需要盡可能低地謙卑自己在祂之前;從而你帶給祂最高的讚美，祂

會愛你用祂神聖的豐滿！ 

 

15. 看哪，這是正確智慧那我們應該首先愛上帝！因此，按照我的話去做！阿門。“ 

 

16. 在這裡，拉麥認出以諾的力量，並且非常懊悔心聽著以諾的建議，直接回到智者那裡，向

祂詢問遊行到山上的順序。 

 

17. 那人對他說：“聽，兄弟，在上帝面前最好的秩序是心靈的秩序！按此順序你也應該和我

們一起上山！ 

 

18. 然而，任何其他秩序只是一種外在的等級，這是憎惡對上帝。看看上帝如何安排草藥和草

地，你將能夠清楚地得出上帝最舒服的秩序！ 

 

19. 因此，不要在遊行中造成任何差異，主會和你在一起！這是我的建議;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更好的，遵循它！“ 

 

20. 這里拉麥保持安靜，但立即宣布自由離開上山;所有人站起來，不分青紅皂白地移動到山上。 

 
 

HoG V3/52 山上人山人海的人群。拉麥的尷尬由於即將到來的日落。 

智者關於聖殿真正奉獻的忠告和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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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所有人現在都沒有絲毫限制地到達山上時，那裡有一個足以容納數千人的高原 - 當然還有

一大群人，他們的感覺渴望和好奇心驅使，他們的到來時間早於拉麥帶著他的隨從，包圍著這

座宏偉壯觀的寺廟--拉麥和他的隨行人員不可能到達寺廟。 

 

2. 這使得拉麥成為一個重大的尷尬，因為太陽已經非常接近落下，並且寺廟的就職典禮應在日

落之前發生。 

 

3. 於是他轉向以諾並問他：“以諾，你最聰明的，主的唯一大祭司，看，我們該怎麼辦呢？看，

太陽已經非常接近下降了，沒有辦法辦到如果這應該在日落之前發生，那麼有條件的就職典禮

將會變成什麼？“ 

 

4. 但是以諾對拉麥說：”兄弟，我認為我們面前的障礙阻礙了我們去寺廟的道路比寺廟本身更

值得;因為這裡有一千個上帝的愛與憐憫的活殿堂，但那只有一座用石頭砌成的死寺廟！ 

 

5. 你覺得這方面怎麼樣？如果我們將就職典禮在這些活著的寺廟出自神之前，因為它們是真正

的神廟，並且會這樣思考，那將是多麼有效：因此，死神殿將最有效 - 即通過我們的許多兄弟

姐妹 - 而且最有效的奉獻上帝！？“ 

 

6. 拉麥吃了一驚，然後對以諾說：“是的，最心愛的兄弟，你當然是對的，我理解你在這方面

的偉大智慧！但只要看看太陽的位置！如果它的存在是這個寺廟就職典禮的一個條件，我們今

天肯定無法結束它，但不得不推遲這個崇高的儀式到明天！情況不是這樣嗎？“ 

 

7. 以諾回答拉麥說：“兄弟，看，你背後是聰明的人！再次問祂建議，應該做些什麼，我自己

也會服從祂的決定！” 

 

8. 拉麥立刻做了什麼以諾曾建議他的。 

 

9. 智者回复拉麥說：“親愛的朋友和兄弟！以諾所賜給你的奉獻，是上帝在上帝面前唯一真正

的奉獻寺廟，但是關於現在已經落日的太陽，它只將光照在死物上，它的存在並不像你想像的

那樣重要對寺廟的就職典禮。 

 



10. 因為存在另一個更有效的太陽 - 這是我和以諾所指的 - 就像這個自然的太陽一樣，對你而言，

這個太陽正好位於天頂，現在仍遠離日落。 

 

11. 但是，如果這個太陽活躍在你精神正午的天空，正如它已經從永恆中閃耀出來以前，那麼

你可能確實完全有效地在上帝和所有的人面前 -奉獻聖殿通過人們根據以諾的忠告，即使自然

時間是半夜。 

 

12. 看哪，上帝不算世界的日子和歲月 - 因為一千年在祂面前一天- ;但祂算你內心的思想，有一

個愛 - 善良的思想更有價值對祂來說比世界上千萬年和幾天！ 

 

13. 因此，不要注意外在的時間，因為它已經不可馴服地審判正義需要對地球上生活，而是尊

重人類的生命之心，那裡有一個真正的上帝生命的殿堂。 

 

14. 因此，讓你的陽光照耀之前在你兄弟姐妹的心中，你將永遠喜悅於上帝，在你最光明的一

天中行走，即使它是地球上最密集的夜晚！ 

 

15. 看，現在已經下來的太陽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世界，那些在它上面行走的，有一個永恆的

日子;但是如果你走在你的精神太陽的光線下，你就會以類似的方式永遠不會在自己身上感受到

一個夜晚，但你會在上帝的生命中度過永恆的日子！ 

 

16. 因此，在這些人的心中奉獻這座聖殿，你的奉獻在上帝面前是合理的！ 

 

17. 祝福他們正如兄弟姐妹，上帝祂自己將在你們的眼前祝福由人手所造的聖殿！ - 看哪，這

是事情的方式，因此採取相應的行動！阿門。“ 

 
 

HoG V3/53 拉麥國王對他的兄弟姐妹的熱愛使神殿奉獻生動。廟宇上方輻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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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被這個人的偉大智慧徹底粉碎，並讚美並稱讚上帝，祂已經賜給了人類如此偉大的智慧。

在傾瀉他的心臟之後，拉麥立即轉回智者並問祂： 

 



2. “上帝和他的大祭司以諾之後最聰明的朋友和兄弟！既然你說我要在人們的心中奉獻聖殿，

並且我的獻身在上帝面前是正義的， - 是的，我應該奉獻並祝福在座的所有人作為兄弟姐妹，

上帝親自頌揚和祝福由人民手中建造的聖殿在我的面前 - 以及以諾在早些時候給了我一個非常

強大的暗示，當他說，'怎麼會這樣如果我們開闢這些活著的神殿，因為他們是真正的神廟，並

且會這樣思考：死神殿將因此最有效 - 即，通過我們的許多兄弟姐妹 - 而且最有效地獻給上帝！ 

'，你也向我保證，我不必擔心已經沉沒的太陽，但是應該只關心精神的生命太陽，在我們心中

有上帝的愛！ - 我現在可以看到了很明顯，您和以諾，完全從上帝那裡得到一切真理，絕對正

確！ 

 

3. 但是 - 這應該以何種方式發生？看，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我該怎麼辦呢？我應該怎樣

做，從而人們的心可以奉獻一種方式取悅主上帝呢？“ 

 

4. 智者回答拉麥：“聽著，你我親愛的朋友和兄弟！當你看著這群活著的兄弟姐妹時，你的心

在告訴你們，他們是如何看著我們的，充滿愛和歡樂的醉漢眼睛？” 

 

5. 拉麥回答說：“是的，是的，強烈的光芒開始在我身上閃耀;因為我的內心因為對他們的強烈

的愛而點燃，所以我想要永遠地擁抱他們為所有的永恆，並且想要按下他們反對我的心，想要

為他們所有人做這麼多好事，並希望提升每個人和每個人的榮譽，這樣任何凡人都不可能說出

的把所有的好處付諸實施！ 

 

6. 的確，如果我知道那個我的死可以提供他們一種永恆的，祝福的生命，出於純潔的愛，我想

死為所有在這里的和不在這裡的人！ 

 

7. 朋友，這是我的強大愛情不是一個開始這已經是上帝值得奉獻人民的心靈了嗎？！ - 但是還

有什麼可以取悅上帝？“ 

 

8. 有智慧的人對拉麥說：“看看聖殿，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9. 拉麥立刻看著聖殿，雙手緊握在他頭頂上;因為他和百姓看見聖殿被包裹了在一片白雲中，在

雲層之上，在太陽穴之上，比最明亮的正午的陽光還要強烈發光的心。 

 

10. 但是這個視野讓我們的拉麥完全無言以對，而且他不能說出一個單詞。 

 



11. 聰明的人對他說：“我認為你已經祝福用你的活的愛為上帝和所有這些你的兄弟姐妹他們

的心在上帝之前以一個完全值得的方式，並奉獻他們的活寺廟，因為耶和華你的神用祂的恩典

和憐憫點燃了死了的聖殿！ 

 

12. 是的，兄弟，你因此以最愉快的方式完成了神殿的奉獻，因此主也祝福你和聖殿！ 

 

13. 出於愛，你將所有的武器都變成了有用的家用器具，並且你已經被許諾在這個聖殿奉獻期

間體驗到主的喜悅。 

 

14. 看哪，殿前的廣場已經變得自由了;因此，與我和以諾一起走，這樣你就可以體驗到所承諾

你的一切！阿門。“ 

 
 

HoG V3/54 拉麥國王謙卑的自白和他的害羞進入聖殿。 

智者的話語關於上帝和人類神聖精神。奉獻聖殿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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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者的這些話之後，拉麥,沒有說出了一個字並像醉漢幸福與以諾和智者一同前往聖殿，那

裡仍然被白雲包裹著。 

 

2. 當他們到達時，拉麥，在途中變得更加清醒，不敢進入寺廟，雖然寺廟四面開放，因此對他

的兩個朋友說： 

 

3. “聽著，親愛的兄弟和朋友們，我現在從一個崇高的夢中醒來，仍然以完全睜開的眼睛看到

同樣的東西，我以前只想到在一個崇高的夢中看到的東西！ 

 

4. 但是你說我現在應該繼續與你進了聖殿，但是我告訴你，我從來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太

神聖了這個地方那寺廟建造的，我作為一個完全不聖潔的人永遠不能用腳褻瀆它。 

 

5. 你的建議和你的願望本身可能是非常好的 - 因為你用自己深刻的智慧認識到什麼是最好的 - 

但我現在已經受到主的無盡偉大憐憫，也得到了一顆虔誠謙卑的心，這顆心現在告訴我：“你

到目前為止還不值得進入這個地方，特別強烈地描繪了主的榮耀，誰是唯一的，全能的上帝，

永遠聖潔，聖潔，聖潔！”因此，我也必須遵循我內心的好概念！ 



 

6. 你當然非常值得進入上帝的聖所，你可以隨時按照你的秘密指導行事 - 因為主上帝呼召你在

高處，永遠不犯罪，在上帝面前褻瀆你的心，因為你總是用最虔誠的靈魂走在主的眼前- 但這

不是我的案例！ 

 

7. 我一直是最偉大的可怕的罪人在上帝面前，因此遠遠不夠純潔，無法以更好的良心進入這樣

一個神聖的地方。 

 

8. 因此，這次不要試圖說服我進一步，所以最終我會被強迫你的天國智慧的大能，進入由上帝

如此偉大榮耀的聖殿！“ 

 

9. 但是，聰明的人拿著拉麥拉著手對他說：“聽著，你充滿了謙卑的心！兄弟姐妹的心不多於

是這個聖殿嗎？！然而你剛才走和我們一起經過他們中的許多人！為什麼你感到如此焦慮地被

限制進入這個聖殿那上帝只有呼吸的，用祂永恆的聖潔的愛，恩典和憐憫使兄弟姐妹的心活躍

起來？！ 

 

10. 但更重要的是：主的旨意和祂基本的生命之道的呼吸，從祂的心中湧入兄弟姐妹的心中？！ 

 

11. 看，世界，太陽和萬物都來自於主的意志-呼氣;！但這不是案例在人心的精神，因為這是上

帝的永恆精神的實質部分，居住在神的心臟和來自同一個。 

 

12. 現在自己判斷一下，是否它是明智避免，即，出於偉大，合理的謙卑，也要明智地做出決

定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考慮到至少要做更大的事情！ 

 

13. 此外，你並不害怕把你的手伸向我，正如我已經把我的手伸向了你， - 我，你可以相信我，

多於比這座寺廟還有白雲和寺廟上方強大的光芒四射的心臟，仍然把寺廟緊緊包裹著的白雲！ 

 

14. 但如果所有這一切都是絕對正確的話，那麼你可以帶著我們最好的良心跟隨我們進入聖殿

並聽取什麼承諾給你的！ “ 

 

15. 在這裡，拉麥鼓勵他自己，並非常高興地將兩人帶進寺廟並沒有任何恐懼;但智者仍然不為

他知。 

 
 



HoG V3/55 神殿奉獻中幻影的象徵意義。信仰貧窮。拉麥的偉大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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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者的這些話語中，三個人都進入了聖殿，就是它的中心，在那裡豎立了一個祭壇。 

 

2. 當他們到達祭壇時，智者對拉麥說：“好吧，親愛的好朋友和兄弟，請注意主會對你說的話！ 

- 看哪，他已經說話了，所以要緊張你的耳朵！” 

 

3. 拉麥聽了這裡;但除了智者之外，他什麼也聽不見。所以他過了一會就對智者說： 

 

4. “聽著，我親愛的，善良，最聰明的兄弟！無論我多麼緊張我的耳朵，我都聽不到任何消息，

當然只有你非常明智的話！ 

 

5. 所以請告訴我，我是否應該期待主的話語從您的口，或從最聰明的以諾的口中，或者我真的

值得在這個聖所聽到上帝的聲音嗎？！“ 

 

6. 智慧的人對拉麥說：“但我告訴你們：這就是為什麼寺廟籠罩在小雲中，因為你沒有認識誰

是那一個誰正在與你說話的！ 

 

7. 你不是看到一顆光芒四射的心在上面，那是自由所有云彩？看哪，心臟不代表你的上帝的心

臟，而是你自己的心臟。 

 

8. 為什麼如此？ - 因為你仍然在尋找上帝在高度，從而將你的愛和對上帝的認可置於你自己的

聖殿之上，因此這個雲密布，使你在這片雲中無法辨認出誰與你說話的人！ 

 

9. 但你沒有在寺廟上方建造祭壇但在裡面;告訴我它是怎麼與你的，你是在神殿之上尋找上帝，

卻帶著一顆非常愛情的心，它的光芒超過了太陽的火焰，但仍然建祂祭壇在聖殿內的！ 

 

10. 這個問題讓拉麥大吃一驚，他問聰明人對他說： 

 

11. “聽著，你最聰明的兄弟和最光榮的朋友！這些你的話語聽起來是上帝的天地之王，無論

對多麼聰明的人，都有點太明智了！ 

 



12. 因此，我非常認真地問你：你是誰，你是從哪裡來的，你可以說話，好像你的口中有上帝

的舌頭，你的每一句話都像一個最強大的最熱的光束穿透我的心臟？！ 

 

13. 事實上，你從未出生從一個女人，但你要么直接從上帝的手中出現，作為一個具體的精神，

或者你是來自上帝的光明的最高天使，在誰的心中擁有無盡的神聖智慧！ 

 

14. 告訴我，我應該怎樣看待你，以便我認出你！ 

 

15. 智者回應驚訝的拉麥：“我告訴你，從高處拿下你的神-尋求和愛心到低的祭壇上，你很快

就會清楚地看到什麼你想要識別的！ 

 

16. 你是否認為上帝在高處找到快樂？我告訴你：當然不是;但祂只把祂的心轉向了低和小的！ 

 

17. 上帝不希望是一個高高在上上帝，不是偉大的上帝，不是富有的上帝，而是一個只有謙卑，

小小和貧窮的上帝獨自在祂的孩子麵前。因為祂已將一切都獻給了祂的孩子;什麼祂有他們也有。 

 

18. 但是，如果如此是一個永恆的真理，你怎麼能在星星之上尋找上帝，上帝，對誰它似乎是

善良的，即為祂自己甚至在人小心中建立一個居所？！ 

 

19. 回想一下，主最近是怎麼來找你的？ - 看哪，作為一個乞丐！你當時用祂的智慧認出了祂！ 

 

20. 那麼一個令人目眩的云如何讓你的視力已經變暗了這麼長時間呢？ 

 

21. 看，貧窮才是真正的智慧！無論誰想要像上帝一樣，以便他能看到祂，他自己必須是窮人;

只有在他最大的貧困中，他才會認識到那上帝獨自，正如祂自己貧窮，找到祂最大的樂趣在貧

窮中，因為只有在生活貧困中才能獲得最大的自由。 

 

22. 因此，也要把你的心從高處拉下來，你很快就會認識到什麼你現在還沒有認識到的，即上

帝對你的自卑感的讚美！“ 

 

23. 在這裡，一個偉大光開始放彩在拉麥裡，他開始期待一些大事。 

 

24. 他即將在智者面前跪下;但是祂阻止了他這樣做並對他說：“首先安排你的心臟，然後根據

你純潔無瑕的承認來做！阿門。” 



 
 

HoG V3/56 拉麥對神殿上方心臟的錯誤看法以及上帝的勸告。如何以及在哪裡尋找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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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人的這些話語之後拉麥思考，如何他不得不使心從高處下到聖壇。 

 

2. 因為他仍然不理解智者的話，他認真地認為他實際上不得不爬上屋頂用手伸向心臟，如果手

太短，就要用一根長桿附著的鉤子最好像從一棵樹上把蘋果拉下。 

 

3. 但是既然懷智注意到了拉麥的這種想法，祂就對他說：“但是，聽著，你，拉麥，誰已經筋

疲力盡我的智慧，甚至將上帝的舌頭放進我的嘴裡，這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告訴我，怎麼辦？

怎麼發生那你收到我智慧語言是如此扭曲！ 

 

4. 事實上，更多的愚蠢和物質，精神幾乎無法被理解！ 

 

5. 你認為聖殿上方的光芒四射的心是在全部認真你的肉體心臟嗎？ 

 

6. 看，我們當然不能使用肉體的心臟在你的胸膛在聖壇上，這對你的自然生命是絕對必要的;但

只有你的精神的心臟才對上帝的愛你可以在祭壇上使用它！ 

 

7. 但是這個心臟既不能用肉體的手也不能用鉤子拉下來，而只能用自己的愛的力量，那在它裡

面。 

 

8. 然而，寺廟上方的光芒四射的心臟無論如何只是一種只能通過精神的視覺看到的外觀，並不

意味著其他除了你愛一個無盡的遙遠的上帝，並尋找祂在所有的星星背後;但是上帝永遠在你身

邊，你無法認識和愛！ 

 

9. 你的心真的散發出對上帝純潔，高度激烈的愛;但是從這種愛中你可以獲得一點點或者根本沒

有任何東西，除了你可以看到它在夜晚破碎的光線中比在完全黑暗中看得更好。但這已經是你

所能獲得的。 

 



10. 然而，只有生命才是主要的關注點，它將永遠持續下去，而不是暫時生命之光那隨著時間

的推移逐漸衰落。 

 

11. 因此，精神的核心或你對上帝的愛，必須最接近你，這意味著，它必須在你的內心。你必

須在你裡面尋找上帝，認識並最重要的是愛祂高過所有，你將擁有永生;看，上帝本身就是生命，

因而擁有它，從而賦予生命！ 

 

12. 但如果這是一個永恆的真理，那麼請告訴我什麼用可以一個無盡的遙遠的上帝或無盡的遙

遠的生命是到你！ 

 

13. 你必須擁有永恆的生命，這是上帝永恆的愛，只有在你裡如果你想生活但不在所有的星星

背後！ 

 

14. 此外，重要的是要注意，無限的上帝對你沒有用，因為你作為一個有限的存在，無法掌握

實際無限存在的上帝。 

 

15. 這就是為什麼上帝創造了人類的心靈作為祂自己的居所，所以沒有人應該生活與上帝分開

或沒有上帝。 

 

16. 看，地球的太陽被放置得如此遙遠，以至於地球上的任何人都無法到達它並且被製造得如

此之大，以至於與你居住的地球相比，它可以被視為不超過拳頭大小的兒童遊戲球，從他們的

角度來看！ 

 

17. 告訴我，到什麼好處那偉大太陽對你有，即使你可以用你的手，你的眼睛和你的身體到達

它，但是身體沒有被創造和安排，以便吸收整個太陽進入你高度錐形的尺度？！ - 看，你那時

既沒有熱也沒有光！ 

 

18. 但是你的眼睛是由上帝建造的，你可以俯視整個太陽，從而獲得它的生動畫面，你也可以

利用它的熱量和光線;但是你不會被遙遠的大太陽溫暖，而只能被你攜帶的那個溫暖！ 

 

19. 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情況，你無法抓住祂在無限;是的，祂是為你幾乎不存在。 

 

20. 但是這位無限的上帝已經在你的屬精神心中放置了祂完美的樣式;這是你的生命，在你裡。 

 



21. 你對上帝的大愛是上帝在你身上的這種令人振奮的形象;所以要住在你裡面，不要把這個聖

所抬到你外面，而要堅持它牢固在你裡，你總是有上帝發揮作用在你最近的地方，你不需要問：

“在什麼星後生活上帝？” ，但你會在自己身上認出你自己的神聖之星，在那之後你的上帝居

住，而在你裡不斷創造 - 當然還是在不知不覺對你 - 生命。 

 

22. 因此也喚醒你的愛在你裡對你身邊的上帝，即使沒有杖，你的心也會在祭壇上，你會認出

附近的上帝和正義謙卑的讚美！阿門。“ 

 
 

HoG V3/57 拉麥承認他的愚蠢和上帝在明智演說家中。上帝演講關於人類聖靈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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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現在，拉麥完全理解了智者的話，打了他的胸膛，對自己說： 

 

2. “上帝啊，是多麼的愚蠢男人在他的特質中，是多麼極大的耐心從極高,神聖智慧的一面帶來

了，直到出於像我這樣的男人，至少開始理解一個關於最崇高，最神聖的神聖秩序的一點點。 

 

3. 但什麼這個被創造的人能做出於他自己？ - 沒有什麼更好了比生活按照公認的神聖秩序！誰

認識到這一點，生活在此之中，肯定沒有做錯！ 

 

4. 你，噢，上帝，但最了解一個人能承受多少;因此你只能逐漸讓他更深入地了解您無盡的智慧，

這樣他就能在行動中與您一樣！ 

 

5. 因此，我想要愛，讚美和榮耀你我的生命！“ 

 

6. 然而，雖然拉麥在他自己身上進行了這些獨白和冥想，而不是用嘴，但是，寺廟周圍的雲突

然消失了以致它站在那裡完全純淨自由，光芒四射的心很快就降臨到祭壇。 

 

7. 所有在場的人都敬畏之情跪到地上說：“噢，偉大的，全能的上帝，對我們的罪人是慷慨和

仁慈的！” 

 

8. 而拉麥對這種新的非同尋常的現象完全懊悔 - 儘管它實際上是有智慧的人預定的 - 現在也在

智者之前跪倒在了地上，就像他早先的意圖一樣，他對祂說： 



 

9. “根據你的教導上帝的精神在我裡面 - 我現在非常活潑地感知到;但在您裡面，它肯定比我更

強大，更強大！所以我跪在您面前，讚美和讚美在您裡面讚美神聖的愛和智慧，我也在我裡讚

美並讚美它，就我所認識到它在我裡，為了我的人民的福利！ 

 

10. 榮耀，讚美和我所有的愛因此歸於上帝，我們的主，造物主和最聖潔的父，誰已經下到目

前平台為止，表現出偉大的跡象在我們眼前，只有我們能認出祂然後生活按照祂的聖潔，對我

們所有人都自由地顯示神聖的秩序，以獲得永生！“ 

 

11. 在這裡，聰明人彎下腰，抬起拉麥。在祂幫助了他之後，祂對他說：“拉麥，我告訴你們：

直言不諱對你的靈魂，並認識到現在對你說的是誰：'在你的靈魂中挺直！' 

 

12. 因為人們不應該在別人面前跪下或躺在地上，天使不會在彼此面前鞠躬，眾神知道他們是

一體與一個人！ 

 

13. 或者看在白天進入你兄弟的眼睛，在每一個人眼中，你都會看到同一個太陽！儘管每個男

人肯定只能看到一個太陽，但是對於很多人和其他生物來說，沒有存在太多的太陽，但只有一

個太陽的光芒輻射並影響每一個人的眼睛，因此一個精神傾倒從一個大光明者！ 

 

14. 同樣地，只有一個上帝的精神在每個人的心中發揮作用;因此上帝在人類中表現精神不是任

何的第二個上帝，但只有一個精神具有上帝無限精神，就像所有的太陽從人眼中反射出來一樣，

是完全一個與主太陽從那它們所散發的太陽一樣。 

 

15. 但我是主；你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我面前摔倒在你面。 

 

16. 但是我對你說：如果太陽會為自己燃燒，它也會自我毀滅;但太陽將它的熱量和光線驅散到

寒冷的地球和溫暖熱並照亮它們，因此它的大面積令人愉快。 

 

17. 以同樣的方式，我將轉移我所有神聖的尊嚴給我的孩子們，以便有一天他們能夠和我一起

生活得非常幸福！ 

 

18. 因此，我不希望孩子們在我面前跪下，而應該只愛我一個人作為他們善良的父親用他們充

滿活力。 

 



19. 但我永遠不會迴避謙卑的人，而是隨時都會和他在一起，每當他在我面前跪倒時都會把他

抬起來;因此，我現在也讚美你，因為你很謙虛。 

 

20. 但是現在就留在你的謙卑和愛中，你永遠不需要從屋頂上放下你的心！阿門。“ 

 
 

HoG V3/58 為什麼上帝顯示祂自己正如人類只向少數人。 

拉麥徒勞無功提起躺在地上的人們。孤獨拉麥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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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然而，在拉麥在智者中完全認出主，他想開始向所有人大聲呼喊，向他們宣告天地之

主最神聖的存在。 

 

2. 但耶和華對他說：“拉麥，不要做你想做的事情，而要為自己思考：如果這樣做是好的和必

要的，我肯定不會阻止我自己做這件事！ 

 

3. 但是它會使已經非常興奮的人付出生命，這是現在的秩序所無法避免的。 

 

4. 因此，我們希望安全如此無用的工作在更有利的時期;但是，如果我不得不離開你再一次，你

可以向人們宣布我，並參考這個我的存在。 

 

5. 但是現在我只會在你們中間作為一個聰明人在短時間內逗留，所以沒有人應該有一個審判在

我在他自由的靈魂。 

 

6. 但你現在可以做的就是你出去要求人們站起來，這樣他們就不必在地上躺著，並繼續在他們

的強大失明中敬拜使心靈的形象，彷彿它是對最高尚，最明智的上帝的形象化表現。 

 

7. 向他們解釋這張形象。真實地告訴你們，人們應該理解你，並且在一個完全清醒的狀態下，

在他們的心中，賜給我，上帝，公平的讚美！ 

 

8. 看，這是一項正義的任務;去做，然後再回來，工作完成後，可以休息好！阿門。“ 

 



9. 拉麥去執行耶和華勸他去做的事。但當他以自己的方式指示人們從地上起來時，沒有人移動，

所有人都堅持不懈當他沒有指示他們從地上升起時，就像以前一樣。 

 

10. 這一事件使拉麥焦慮不安，他自己想：“我現在該怎麼辦，所以不要回到聖殿裡空在主面 -

交上並成為一個主要的尷尬？ - 我想抓住每個人的手臂，然後將他抬到主面前，然後告訴他我

要告訴他什麼！“ 

 

11. 思考並完成！但不幸的是無濟於事;因為正如許多人他冉冉提起，許多人在他們以前的職位

上再次倒地，如深睡。 

 

12. 第二次發生使拉麥感到更加尷尬;但他想：“我想去找我自己的家人;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

他們會聽從我的話！“ 

 

13. 他這樣做了;但他的努力也是徒勞的。但是現在他沒有選擇，除了直接回到聖殿裡去主和以

諾空手而歸;但是拉麥就出了一個大震驚當他再也找不到以諾和主時！ 

 

14. 這對我們的拉麥來說有點太多了。起初他已經接近絕望了;但是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對自己

說：“所以這將是主的意志，因此讓它成為祂想要的樣子！ 

 

15. 我無法完成任何事情，我無法幫助它;因為我做了什麼我盡我所能。但我無論如何做沒有驚

奇，上帝當然也知道。 

 

16. 但我仍想做點什麼，然後去並尋找他們在沉睡的人們中！如果我在那裡找到他們，我今後

確實要讚美並讚美上帝;如果我不再找到他們，我會把所有的東西都獻給主，然後再去睡覺！“ 

 

17. 所以他出去尋找兩個人 - 但也是徒勞的;因為他們不在人們中。 

 

18. 拉麥現在嚴重驚嚇讓他開始哭泣難過，他進了殿，並平躺在祭壇旁，並試圖入睡。但他沒

能做到這樣因為他的偉大的恐懼和悲傷。 

 

19. 所以七個小時過去了;但沒有人醒來，主和以諾都沒有出現。 

 
 

HoG V3/59 考慮到黎明時孤獨的拉麥，他的悲傷和對上帝的不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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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七個小時裡，拉麥再次站起來，對自己很沮喪說： 

 

2. “所以主對我說：'如果工作完成，那就很容易休息！' 

 

3. 我按照祂的話行事，做了祂曾建議我做的事，儘管不幸的是沒有成功，這當然不是我的錯;但

我怎麼能享受長達 7 小時的休息時間，那我正確測量星星的路徑從我的手上方的升起到接近下

沉的過程中？！ 

 

4. 確實，它已經開始曙光但沒有人在寺廟周圍的陣營中激動！沒有微風漂流，甚至沒有最柔軟

的噪音可以從任何地方都可以聽到！哦，真是太可怕了生活在活著的死者中！ 

 

5. 但是，在我這種悲慘的情況下，我該怎麼做？ - 等到太陽全面升起或者走下到城市，並向親

人的僕人宣布，這裡發生了什麼？ 

 

6. 我應該找一個草藥師，以便他可以告訴我在他的智慧這些人是否正在睡覺，或者他們是否嚴

重已經死了？或者我應該而是讓自己再次嘗試？ 

 

7. 但如果這次嘗試失敗而且沒有人會這樣做繼續移動在我強烈的召喚，我是不是會變得更加害

怕，以至於我或許不再堅強到城裡去安排這些睡覺或死亡被妥善埋葬了？！ 

 

8. 但我現在知道我會做什麼：我會非常熱切地，自信地問上帝 Zebaoth，祂應該幫助我;我想祈

禱並懇求半天不吃喝，直到主要聽到並安慰我，甚至殺了我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樣。 

 

9. 它在東方已經變得更加明亮和明亮，所以我已經可以辨別這個城市很少問題從挨家挨戶地！ 

 

10. 是多麼光榮這覺醒新的一天如果我不必單獨看待這，當這些人像我一樣醒來並且會給主帶

來歡樂，愉快，清爽的早晨讚美！ 

 

11. 但是，我必須獨自地看著我那些不可醒來的兄弟們在新醒來的那一天醒來時！ 

 



12. 哦，多麼倆倍悲傷你是現在，光榮的早晨，我必須獨自一個人活著看你，醒來，享受你的

偉大榮耀！我寧願不生活而不是感到如此痛苦，以至於我在這裡成千上萬的，仍然要生活並感

到孤獨！ 

 

13. 但是我做了什麼，以諾和主完全拋棄了我？畢竟我只實現了主的直言不諱的意志！ 

 

14. 而祂，聖潔，最有愛心，最仁慈的人如此突然拋棄我毫無準備！ 

 

15. 是他，也是以諾;我的家人他從高處帶來仍在那裡，也在死睡覺！ 

 

16. 或者他們不在了嗎？ - 我想親自去看看！因為對於一個夢從昨天早上起這整個事件都會有

點太多了！“ 

 

17. 這裡拉麥去了他離開家人的地方，他最大的驚奇發現沒有人。 

 

18. 然後他拍了拍他的雙手合十高過頭並高喊著，“按照主的旨意，這是什麼？！因此，我真

的只是一個騙過我的夢想的傻瓜？！我還在做夢還是我醒了？這是什麼樣悲慘的狀態我生命？ 

 

19. 我想，我想祈禱，但現在我不可能！我現在沒有上帝，沒有朋友，沒有兄弟，沒有妻子和

孩子，只有這種悲慘的生活，只能感受到對上帝的可怕懲罰，甚至感受到蛇的更可怕的複仇！ 

 

20. 我現在該怎麼辦？ - 祈禱？對誰？ - 對祂誰離開我或誰不存在的主？ - 不，我不會這樣做！ 

 

21. 我還是拉麥！大城市仍然屬於我和這個國家和所有人民！ 

 

22. 我想全心全意地成為主的真正僕人，因此犧牲了一切給祂;但祂現在對我玩這個惡作劇，讓

我誤入歧途！ 

 

23. 因此，我不想再活下去;在這座寺廟裡，我想要餓死，這將是我為這位神秘的上帝獻上的最

後一次犧牲！ 

 

24. 阿門出自我了 - 沒有智慧應永遠不會改變我的想法！即使主自己現在來到我身邊，祂也將

無法與我一起完成任何事情！ 

 



25. 但你死了的人只是繼續在死亡中睡覺，成為螞蟻和蠕蟲的食物;在短時間內我也會在那裡！

最好不要在被上帝牽著鼻子徘徊！ 

 

26. 感謝你，我的心，為此目的;因為現在我再次自由呼吸！是的，更好，更甜蜜的是複仇的感

覺，而不是對上帝的愚蠢奉獻，對誰來說是如此容易沒有理由欺騙我！ 

 

27. 就這樣吧！我想死，不再在這個你的世界，你不忠的上帝！阿門出來了;不可撤銷。阿門！

“ 

 
 

HoG V3/60 拉麥國王的可怕異象並從中喚醒。拉麥從高處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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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愚蠢的迷戀之後，拉麥進入聖殿，坐在祭壇旁邊，他傾斜背靠對著它，他的臉轉向東

方。因為現在他在祭壇上找不到任何滿足感，因為光芒四射的心臟消失從同樣正如由於拉麥的

煩惱導致，留下祭壇空立。 

 

2. 拉麥打算保持這個位置直到他的結束;但是，除了拉麥所期待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太陽的近乎

崛起使他重新回歸自己。 

 

3. 但是這種上升有以下表現：沒有預期的太陽，巨大的巨蛇將其頭部推向地平線以上;當頭部上

升時，它背後拖著一個同樣巨大的蛇體。但這條蛇像太陽一樣明亮。 

 

4. 當這個巨大的怪物已經高出地平線時，跟隨著是無數的小蛇，它們一起，類似於主蛇，頭上

戴著強烈的光芒冠。 

 

5. 很快整個天空都被這樣的蛇所覆蓋，這些蛇在主蛇周圍向四面八方捲曲。 

 

6. 這些運動越來越暴力。一場真正的戰鬥正在形成主蛇位於較小的位置，被咬傷的地方倒在地

上，一落地，地球很快就被點燃了。 

 



7. 但是地球的表面開始大聲呻吟，因為這種困難，山脈猛烈地彎曲進入山谷，改變了河流，從

它們的裂縫和縫隙中，群眾和雲層上升，變得越來越密集，開始變暗整個天空，不久之後，無

法形容的強大洪水肆虐，將所有的土地都置於水下。 

 

8. 水漲了起來，很快就吞沒了城市以諾，幾乎在拉麥和他仍在睡覺的人們的山頂上發生了可怕

的衝擊波。 

 

9. 但是當這座山開始動搖並且寺廟威脅要下來並且在它之上時，所有巨大的雷擊以及隨後由強

大的雷聲使地球發抖，同樣自殺的拉麥也開始變得焦慮。 

 

10. 他站起來，立刻抓住他的眼睛，揉了揉它們，開始環顧四周。他看見在他面前的聖殿，主

和以諾在那裡，人們高興地坐在聖殿周圍，讚美和讚美上帝的榮耀;他在家人中間安然無恙。 

 

11. 當他看到自己和一切都按照良好的舊秩序時，他讓特霸卡站在他旁邊： 

 

12. “兒子，我的兒子，請告訴我，由主的全能意志，什麼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和你在哪裡，

智者和以諾，他們可能在殿裡等我？” 

 

13. 特霸卡回复拉麥：“父親拉麥，你在問我什麼？那麼你是否已經忘記了你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是如何在明智的人的指示下到這裡向所有人宣告他們應該從地上升起來的？ 

 

14. 看，然後你抱著我和納梅的母親，在滿足智者的指示之前沉浸在這種甜蜜的擁抱深深的睡

眠中，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睡眠，但我不能說多久。 

 

15. 看，就是這樣！如果你不相信我，還有更多的證人可以證實一切都是不可否認的事情。“ 

 

16. 當拉麥聽到這個時，他大聲喊叫說：”上帝，對您，唯一的聖潔，永遠所有的讚美，所有

的讚美，所有的感謝和我所有的愛，那這都只是一個虛榮的夢！ 

 

17. 但我怎麼可能這麼快就睡過了主的話呢，並沒有做祂要求我做的事情？！“ 

 

18. 拉麥從高處的，站在他旁邊，說：”看，兄弟，因為你沒有先實現主的旨意，而是偷偷地

在你身上培養了想在這座山上休息的思想，在你的妻子中度過了整個夜晚！ 

 



19. 因此主已經允許它那你無意識地成功地接近了你的妻子，當你在夜間的幻想中想要喚醒人

們但是沒有人注意你的召喚時，而你已經走出了聖殿在你的妻子之間幸福地睡著了。 

 

20. 因此，肉體欺騙了你在上帝面前，然後上帝允許它發生，你已經品嚐愛的果實在肉體。 

 

21. 但是，讓我引導你回到聖殿，主會向你揭示你的其他愚蠢，從而跟隨我！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