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71 拉麥的精神視野對他內在思想創造及其對應於人類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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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立刻開始悠閒地說話，說道：“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問題如下： 

 

2. 然而，創造者如何以及以何種方式將祂的思想作為祂的永生粒子出自祂自己作為完全自由，

有自我意識的生物，他們就像我現在在您面前，噢主啊，並且可以和您說話，好像我是第二個

永恆的上帝一樣在你身邊的？ 

 

3. 那就是是的問題！這是真的 - 我認識到白晝清晰;但答案，非常困難的答案，尚未與世界之光

的問題結合在一起。 

 

4. 但我現在看到了一些東西我裡：他們是偉大的想法！ - 通過混亂，他們像個別的星星一樣向

前衝，有時候在一個陰雲密布的夜晚以類似的方式突破，然後輕輕地，溫柔地向下看透過撕裂

的雲層裂縫，到達黑暗的表面地球。 

 

5. 噢想法，想法，你精彩我精神的小創造！什麼是非凡形式你是？您有力地填滿我的胸膛;星星

按壓星星和照亮形式對抗形式，我的靈魂變得更自由和更自由！ 

 

6. 現在夜間雲層在我前胸移去，他們移動的地方，他們遇到強大的光流，光流正在吸收撤退的

雲層，被吸收的雲層自身變得輕盈，在流中它們變成了形狀， - 是的，它們確實變得美妙，光

榮的形式！ 

 

7. 噢，現在！我看到豐富光的形態在我裡，那難以形容地流淌在一起像明亮的閃閃發光的星曆

蜻蜓在美麗的夏日里當陽光開始下降，或者如果它升起並開始慰問迎接位於較深的谷底用它們

最輝煌的光線首次！ 

 

8. 是的，所以我現在清楚地看到了很好的答案;但我怎麼可能用語言來表達這個？！ 

 

9. 但是發現我可憐的傻瓜現在？！形式改變它自己根據我的意願！ 

 



10. 看，我想要人們像我一樣，他們形成按照我的意願！而且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從我思想的一

個光原子到另一個光原子;我的意志掌控他們在我自己的形式，並要求那他們活著，他們像我一

樣生活並自由活動，因為我想要那樣。 

 

11. 但是我看自己根據我的意願在完全相似的形式，就像他們在他們，這我自己的形式說出什

麼我想的，我說在這我自己原來的大小。 

 

12. 所有其他形式在完美的人形式群體對這我的形式在他們中間並聽它並與它交談以他們自己

的體質的方式，那我呼它們通過我的意志！ 

 

13. 但是我找到了巨大的快樂在這些形式中，它是我的意願保留他們。但這種喜悅是強烈愛為

這些形式在我裡的;我愛他們！ 

 

14. 看，從我的形式火焰射出像閃電，這些閃光穿透了許多形式的胸膛！形式開始移動他們自

己，相互看待並認識他們自己;而且我看到他們互相做各種各樣的事情，那我不再要的！ 

 

15. 哦，主啊，什麼偉大奇蹟是這個現在在我裡！如果我只已經有答案！“ 

 

16. 耶和華對拉麥說：”我對你說：你不再需要它了;因為你已經給了它！ 

 

17. 因為它是就像你現在在你身上看到的那樣 - 但當然，我完美地認識到與我，什麼與你是的

只是一個暫時的，稍縱即逝的形象！ 

 

18. 但要更多地談論它將是一個無目的的嘮叨，因為生物可以像徵性地理解造物主的力量，但

從未在現實中。 

 

19. 但你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在背景裡;從而向我們揭示它！阿門。 

 
 

HoG V3/72 身體的痛苦。痛苦作為恩人和生命的守護者。如何生活無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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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拉麥聽到主的這種新的邀請時，他仍然可以提出另一個問題，雖然它已經開始顯著

黎明在東部，但他喜出望外，沒有太多的猶豫，他題出了以下問題，說： 

 

2. “噢主，您聖潔，最慈愛的父親和所有天使和人民的創造者！看，地球上的生命作為試探對

精神可能在裡面和它本身服務於它的崇高目標很好，如果只有一個最不愉快的事情不會被耦合

的話，然而，是能夠感受到可怕的痛苦！ 

 

3. 為什麼必須這個身體能夠感受到疼痛？為什麼它必須引起我疼痛如果我碰到某些東西，或者

如果我跌倒在某處或者如果我割傷，捏或刺我自己？為什麼必須經常在體內產生非常惱人的疼

痛？為什麼火燒得我如此難以忍受？為什麼女人必須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下生育？ 

 

4. 看，噢你您親愛的，聖潔的父親，我絕對不能容忍這種領域的生活與這種我的認可，因此我

想知道從您，創造者，這種悲傷現象的原因！ 

 

5. 因為我非常自信地認為那精神的生命是完全沒有痛苦，因此身體的生命也可以以類似的方式

確定完全沒有痛苦！ - 我是對還是不對？ 

 

6. 耶和華非常憐憫地看著拉麥，對他說：“聽著，我的兒子拉麥，這次你甚至沒有真相和正義

的外表！ 

 

7. 告訴我在你的思想：會不會生命方式甚至可以想像，如果它不能接受各種印象？如果你沒有

感覺，你還活著嗎？ 

 

8. 但我們假設人們認為所有的印像都是令人愉快的，例如如此就像生育行為。男人通過不斷地

撞擊，毆打，刺傷，切割和燒傷自己，人類不會很快開始摧毀自己，並且在一年之內，他整個

身體都不會留下四肢？！ 

 

9. 沒有任何感覺 - 是否愉快或痛苦，只是絕對的死亡。 

 

10. 因此，痛苦確實是生命中最大的恩人和最值得信賴的保護者，沒有它，生命就無法想像存

在。 

 

11. 而且，無論如何，如你被賦予了無痛的身體！如果你按照我的次序維護它，並且在躺下同

時保持專心，坐著，站著，走路和跑步，你將完全沒有痛苦地度過生命;如果你的飲食適中，你



也可以免受任何內在的痛苦;如果你不把自己太多地應用於肉體的工作，你永遠不會知道肢體有

什麼疼痛！ 

 

12. 然而，痛苦確實是生命中最真實的屬性，沒有它，你就沒有感官！這是愛的真實感受和感

知;如果這種情況超出了它的順序，那就會感覺到疼痛的本質，但順序總是作為一個令人愉悅感

受。 

 

13. 因此，永遠不希望離開痛苦;因為它是你生命中最忠實的守護者，曾經也將成為你精神生活

的承包者和收藏家以及完全救世主。 

 

14. 但是，在程度上也最純粹的精神無法體驗到痛或不，一個精神會立即告知你！阿門。“ 

 
 

HoG V3/73 祖瑞爾證明了思想對疼痛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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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主還沒完成講話時，祖瑞爾已經站在寺廟裡那個小小的座位中，在主面前鞠躬到地面，然

後對主說： 

 

2. “噢主，您偉大上帝，您最有愛心的，聖潔的父親和所有精神的全能創造者和來自您原始天

堂的舊精神的人們，這些精神永遠存在，就像您永遠存在高於所有天堂的天堂在永恆無法進入

您的光的聖所！ 

 

3. 您最慷慨地呼喚我用您無盡的父愛溫柔;然後讓我知道您的聖潔的愛，什麼甜蜜工作在我面前

要完成！ 

 

4. 耶和華說：“祖瑞爾，我知道你的忠誠！但看，這裡在我身邊的是你知道的拉麥;這樣他就能

成為你的全兄弟，為他解決他的問題在精神部分，所以他能夠發現最純潔精神中的完美生命是

否也能夠痛苦或不！看，這就是為什麼我召喚你;然後示範這位兄弟根據精神的方式！阿門。 

 

5. 當主還沒有完成講話，祖瑞爾已伸出手，把它放在拉麥的胸口然後對他說： 

 



6. “兄弟，按照主的最聖潔的旨意，在短時間內走出你腐敗的住所，體驗活著，它是怎麼樣，

那你的堅定信念讓你相信！“ 

 

7. 拉麥一聽到這些話，他的身體後倒就像一個垂死的男人， -但是他的精神站立在祖瑞爾面前

是白色的。 

 

8. 祖瑞爾立刻握住他的手並徹底擠壓它。 

 

9. 但拉麥大聲哭了在精神，並在他的強烈抗議中說：“但是為了主的緣故，你在對我做什麼？！

你粉碎了我的手，給我一個非常可怕的痛苦！“ 

 

10. 但是，祖瑞爾鬆開拉麥的手，然後對他說：”兄弟，你現在正處於精神裡;看，你的住所在

祭壇的台階上暈倒了！但當你早先斷言純粹的精神無法忍受痛苦時，你怎麼能痛苦地哭出來？

“ 

 

11. 拉麥回答了祖瑞爾：”哦，兄弟，你是一個強硬的老師！即使經驗是最好的老師，我也肯

定會以一種更為溫和的方式理解它，以至於在精神上比在體內更難以形容更敏感！ 

 

12. 不，對於這個講座，我可以感謝為所有的未來;因為手還在燃燒我，好像我會把它藏在熔化

的礦石裡！主啊，除去痛苦，否則我必須絕望！“ 

 

13. 但，祖瑞呼吸到拉麥的手上，他的痛苦消失了，回到他的身體裡充滿最強烈的意識。 

 

14. 但是主啊然後問拉麥他現在怎麼想到精神的敏感性。 

 

15. 拉麥說：“主啊，正好與我先前的觀點相反！” 

 

16. 主說：“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如果感覺屬於生命，它確實需要最強烈那裡生命是被連結

在它的原始的豐滿！順便說一句，“一種無感受的精神”這句話將是最大的矛盾！ 

 

17. 但是讓我們把它留給祖瑞爾告訴我們更多關於它的信息，這就是他在這裡的原因！所以你

可以說，祖里爾！阿門。“ 

 
 



HoG V3/74 生命的本質。痛苦和祝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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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林瑞開始向拉麥講述以下的話，並對他說：“弟兄拉麥在耶和華裡，我們全能的造物

主和最聖潔最慈愛的父親！看，可以這麼說，展示它向你 - 在精神狀態下–那精神有真的強大感

受對精神印象那在效果具有實際上非常類似於自然反應，這，但不是在意義上！ 

 

2. 但你仍然不知道你的精神痛苦感覺有其道理。但那你也可以理解如此清楚，我會按照主的旨

意最忠實地告訴你，所以要聽我說出來！ 

 

3. 看，你感受到了世界的印象，因為你生活在其中，無論是痛苦的，還是舒緩令人愉快的;痛苦

的如果印象超越住在你體內的力量，舒緩和愉悅的如果印像是沒有超越你的固有內在能力但是

和諧地對應的印象。 

 

4. 如果印象較弱，以至於你的能力表現得足以征服它們，你會註意到它們非常冷漠，因為你會

發現你的固有能力必然在低於容量的反制狀態下被激活。 

 

5. 只有在你的力量和諧對應對外來的印象是愉快的感覺，這也是所有幸福的本質。 

 

6. 現在，看，如果你感到身體有任何疼痛，它不是感覺由你的身體，但僅由你的你的精神，誰

獨自有能力感受到它！ 

 

7. 然而你，感到疼痛就好像是被你的身體感覺到了，有它的原因，因為你的精神住在裡所有你

的的身體部位以完全相應的方式。 

 

8. 然而，如果，你的精神或你的實際我，可以被強烈地激動由粗糙的物質身體通過外部印像，

因為它是正如盡可能地被覆蓋和保護在所有方面，它將仍然更加興奮在絕對的狀態！ 

 

9. 但為什麼？ - 因為精神在一個完全絕對狀態的恢復到相應的相互作用與地面力量，並且必須

感知它們的力量甚至從偉大距離倆者在時間和空間，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意識，它很容易陷入無

法挽回的囚禁，它可能不得不忍受非常重要，而且經歷了更糟糕的經歷比你握手時經歷的！ 

 



10. 如果精神是不完美的，因此沒有完全發展和在它的感知的方式實踐，它仍然是盲目和聾對

真理的形式和聲音，並且它的絕對狀態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取的，因為在這種狀態下它將無

法在適當的時候躲避滾滾的印象，或者積極地與它們相遇。 

 

11. 但是，當然，有了完美的精神，這一切都完全不同;因為他總是與祂聯合， - 誰正坐在你身

邊！ 

 

12. 因為祂準備了精神的力量以這樣的方式，所以它總是尺寸標準很好地反對所有的印象和興

奮，通過它，只有永恆的最幸福的愉悅感可以出現，但從來沒有痛苦的感覺。 

 

13. 很好注意這些話;它們會用主永恆的愛和恩典引導你進入最深奧的生命奧秘！ 

 

14. 噢主，我已經用您的恩典實現了您的意志;那麼讓我再去在平安！“ 

 

15. 然後主指示祖瑞爾撤退，但要求以諾對此說一些深刻的話。 

 
 

HoG V3/75 以諾的演講關於精神生命作為必要極性力量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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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諾聽到父的這樣的要求在外和在內，他起身站在拉麥麵前，他開始說話： 

 

2. “拉麥弟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是，祖瑞爾用人類的方式對你說過的話，我不能在這個

領域給你一個更好的詞！ 

 

3. 但我知道它是什麼，如果精神以人的方式說話;但你不知道，因為你仍然堅持舌頭，而不是精

神。 

 

4. 因此我想輕輕地把你帶過來；按照最神聖的意願我們非常親愛的聖父，從舌頭到精神，你自

己可以在那裡看到並理解，精神中的生命是如何呈現它自己！所以聽我在你的心裡！ 

 



5. 當兩個陣風吹來的時候彼此相對，一個與另一個一樣強大，從而在空中實現平衡，地球表面

有一個愉快的休息;空氣變得清澈 - 純淨，太陽的光線可以不受阻礙地照亮農村和溫暖它與它的

無雲的光。 

 

6. 但是，如果平衡後一個風是意外加強，它的對手變弱，然後，強者會立即開始強行向前推進，

並以這種方式隨意地拖拽和推動較弱的風。 

 

7. 但是，只要風力較弱每一個地方和那裡都會試圖掌握更強大的風，因為它必須忍受它，被更

強大的風推動和推動，直到它最終被擊敗;但是如果它立即放棄，那麼所有的推動和拖拽都已經

停止了 - 但是由此也存在了弱小的風！ 

 

8. 你現在對自己說：'是的，但為什麼主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對於祂，全能者，很容易阻止這樣

的鬥爭！ 

 

9. 你是對的;因為對於上帝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如果祂不允許力量相互對抗，他們最終會癱軟，

就像山上的石頭一樣躺在地上，而這些石頭本身就是這種力量，但在最高程度上判斷和約束，

因此是不動的，因此完全死亡，沒有敏感性。 

 

10. 看，這與人的生命是一樣的！在他的器官裡來回吹。精神吹進物質，想要拖著它;物質或世

界吹入物質正如血液和其他更精細的果汁中，它們反過來吹入精神並想要隨身攜帶它。 

 

11. 如果精神比物質更強大，它就會催促它並使它完全屈服於自己;但如果物質征服了精神，精

神就會消失，當實際生命遭受嚴重而痛苦的痛苦時，不斷承受著最壓迫死亡負擔，這就是精神

上的死亡。 

 

12. 然而，如果這種精神在如此死亡變得麻木，那麼它將永遠失去救贖之外;但壓力不斷增加的

痛苦感使它不斷地保衛自己並對抗物質。因此，它的權力得到行使並不斷加強。 

 

13. 通過這種方式，在一段時間內，它仍然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贏家，也可以達到永生的自由，

就像石頭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摧毀通過它的休眠和痛苦沉重最後被迫讓位於沉重處於溶解狀態，

當這股力再次被釋放並成為所有物質所受的一般力量時， - 風也是如此，那裡最終被征服的勝

過以前的勝利者。“ 

 
 



HoG V3/76 每一種關係的三方面性在生命，基於自然人， 

精神人和神性人。難以捉摸最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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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下這些話之後，以諾問拉麥：“拉麥弟兄，你明白我的話了嗎？” 

 

2. 拉麥回答說：“是的，以諾兄弟，對主所有的讚美，榮耀，榮耀，所有的感謝和我所有的愛！

到目前為止，你的演講中沒有任何內容我沒有立即從理由中抓住;但是，如果有關於精神痛苦的

能力以及疼痛本身是什麼的話還有待討論的事情，我問你，親愛的兄弟，多談一談，因為你的

話很清楚，讓我自己非常恢復活力！“ 

 

3. 拉麥方面的這樣的話使主和以諾都感到高興，主向以諾指示繼續說話。以諾對拉麥說了下面

的話，說： 

 

4. ”拉麥我親愛的兄弟，看，我們所有人實際生活的每一段關係都有三個方面：一方是自然-人

類方面，第二方面是精神-人類方面，第三方是神性-人類方面。 

 

5. 前兩個對我們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三個從來沒有;它是無限的，因為它純粹是神聖的。但

我們是有限的生命，因此無法看到和触及上帝無盡的深度和高度。 

 

6. 因此，一個人，即使他是智慧出於上帝的，也可以回答關於他自己的本性及其關係的兩個問

題;但他永遠無法回答的第三個問題。因為它的答案隱藏在上帝不可言喻和永遠難以理解的深度

中，我們永遠不會完全破譯它！ 

 

7. 因此，從我們這邊討論關於精神痛苦能力的問題很少！ 

 

8. 但是我認為我們對此知之剛好足夠正如它必須為我們知道的;然而，第三部分，我們將永遠留

給主。 

 

9. 我們從經驗中知道，精神作為人生命的基本原則，只能包含自我意識，因此既有生動的感情

和感覺，也有痛苦的能力！ 

 



10. 既然我們有和知道了這一點現在完全活著並徹底，我們也有完美足夠，可以容易安排我們

的生活相應地，這樣我們將永遠無關與令人不快的痛苦能力。 

 

11. 但關於精神的這種生命屬性的第三方面 - 本身就是痛苦或感覺，或者其原始基礎中的生命

力是什麼 - 兄弟，就像我說的那樣，我們留給祂誰最聖潔的可見呈現如此豐富的祝福和復活我

們所有人現在！ 

 

12. 我的意思，關於它的更多的話可能是多餘的，因此，讓我們感謝祂為什麼我們從祂那裡非

常慷慨得到的，並且肯定會得到更多！ - 是的，所以永遠！阿門。“ 

 
 

HoG V3/77 拉麥國王奉獻給這座山寺的大祭司。上帝安慰性應許在殿中不斷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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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諾完成這些話並且太陽非常接近出現在地平線上時，拉麥起身，走到主面前，跪在地上，

開始敬拜主用他所有的愛火，並感謝祂所有無法估量的恩典，禮物和憐憫，並用他心中所有的

愛心向主求問，祂應該留在他身邊而不是從此消失，再次變得無形。 

 

2. 但是主也站起來對拉麥說：“起來，我心愛的兒子拉麥！我只看你的心，而不是跪在地上;如

果這是有序的，那麼身體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但是你的心臟現在是最完美的秩序;因此也是你

的身體！ 

 

3. 但我現在對你很高興，因此奉獻你作為這座神殿的大祭司。 

 

4. 在這個夜晚，我向你展示了多種程度的真正的內在智慧來自我的，這個由你的見解和手所建

造的神聖的聖殿，從而成為一個智慧的殿堂，在這個殿中，地球人類應該永遠記住我，天堂和

世界的創造者，我自己教導了你在這個地方，並在祭壇的台階上和你一起休息，從而製造並奉

獻了一些步驟，在它人們應該認識到他的虛無在我之前在他的精神絕對平靜;如果他已經這樣做

了，那麼他就在這個寺廟中給予我一個合理而愉快的犧牲，就像你現在帶來給我的一個犧牲從

你心底的火熱！ 

 



5. 但是現在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你眼前和大多數人一直在我們身邊醒來的人眼前，但是他們

仍然不知道我是誰，也不知道我從哪裡來，我現在對你說：當太陽的第一縷陽光開始使山頂變

紅時，你就可以到達寺廟門檻開放，然後公開向人民宣布那我在這裡。 

 

6. 並加上如此宣布向人們：他們應該聚集在寺廟周圍;但是，沒有人應該把腳放在寺廟裡！ 

 

7. 然後我將會我自己給予人們，從寺廟中，一個重要的教訓，誰跟隨我這裡與愛和極大的好奇

心，同時仍然不認識我，因此將跟隨我在精神甚至更加親密地。如果他們打算認識我！ 

 

8. 看，東方已經非常光明了;因此，收集你自己為第一個任務，你將為我表演在這個寺廟！ 

 

9. 但是我告訴你因為你要求我今後和你在一起：哪裡有一位忠心的僕人，那麼主也不會遙遠;孩

子們在哪裡，還是父親！ 

 

10. 你會在這些步驟中找到我;即使你不會總是用你肉體的眼睛看到我，你仍然會聽到我的生命

之道！ 

 

11. 看，這是一個偉大的承諾！但是現在去執行你的指示！阿門。“ 

 
 

HoG V3/78 拉麥的講話對人民聚集在聖殿周圍。關於神的可見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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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承諾之後，拉麥按照指示去工作。在開放的聖殿的門檻上，他向現在全都清醒的人

們說了下面的話，說： 

 

2. “聽我說，親愛的弟兄們，你們所有的姐妹們，從上帝明亮的天堂的無盡的恩典和憐憫來到

我們所有人！ 

 

3. 我們都，是的，整個世界將永遠無法充分發揮感謝，讚美，讚美，誇讚，敬拜並感謝上帝賜

予這種恩典和憐憫的偉大，同樣也不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尊敬祂！ 

 



4. 兄弟們，昨天你們在你們中間見過和聽到了智慧的男人和你對祂高尚而深刻的智慧感到非常

驚訝！但是你們中沒有人知道這個智慧人來自哪裡，所以你們也在彼此之間來回問問題而沒有

得到關於祂的令人滿意的答案。 

 

5. 你們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因為你和我一起經歷了這一切。但是你知道這個聰明人是誰嗎？ 

 

6. 你否定了這樣的事情並且對你靈魂的興奮充滿了疑惑：'什麼是它然後突然與那個男人誰的偉

大智慧我們欽佩如此高超越測量？ 

 

7. 是的，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這個男人有一個無休止的高級奇蹟解釋，那無法用一個字告訴

你興奮的靈魂而沒有傷害！因此，我要求你們所有人：非常冷靜地聽我講，理解最偉大的，最

高的！ 

 

8. 你們就在場當下層聖殿被奉獻並且活潑被祝福為最值得稱呼的最高名稱耶和華，受到熱烈歡

迎時，這樣我對最高尚最神聖的名字的恥辱就能被隱藏了！ 

 

9. 你還記得誰是祂和以諾一起走的人像天堂的先鋒？ 

 

10. 你在這裡說：'這是來自上帝光輝高峰的強大使者！' 

 

11. 但誰是那個窮人誰訪問我們在晚上，誰我的僕人們阻止進入餐廳，所以我自己不得不趕緊

到外面阻止我愚蠢的僕人虐待祂，然後把祂帶到我的餐桌旁？ 

 

12. 你說：'許多人說這是全能的上帝祂自己;但許多人不能接受這個，後來不能完全相信這個窮

人實際上是真正的上帝和創造者，耶和華祂自己！ 

 

13. 看，這就是你的心是如何構成的，因此人們不能與你談論最高級的話題;因為你還遠未成熟

到足以理解什麼上帝是，以及祂如何來到我們，祂的生物和祂的孩子們！ 

 

14. 但是，知道我們的上帝已經在智慧的人身上再次來到我們身邊，祂自己尋找我們，引導和

吸引我們歸向祂和為祂！ 

 

15. 因此，準備你們自己;祂將從這座神殿中顯露出祂自己！但是你們都不能把腳放在門檻之上;

因為自從神進入神殿之後，聖殿現在是聖潔的！ 



 

16. 有益對那些人誰將會聽到祂的聲音並採取相應行動！阿門。“ 

 
 

HoG V3/79 以諾的任命和兩個拉麥作為全國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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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有益的信息宣布上，拉麥回到了聖殿的中心，並以最大的愛敬畏對耶和華說： 

 

2. “聖父，看，只要有可能為一個偉大的罪人像我，我聯繫您最神聖的意誌與外面的兄弟！ 

 

3. 噢父親，慷慨地接受這個我不完美的工作，好像它意味著什麼對您和願您永恆最高尚，最神

聖的愛情和智慧總是能糾正我的粗暴錯誤在您面前，那是我反對您和反對可憐的兄弟姐妹的！

“ 

 

4. 在這裡，上帝打斷了拉麥，對他說：“聽著，我的兒子拉麥， - 誰認出他的錯誤像你一樣，

他們很久以前就已經被他帶走了，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個正在升起的早晨明星，這是一個明亮

閃耀的信使臨近升起的太陽！所以你現在也是並將繼續保持下去！ 

 

5. 但我告訴你：你已經說得很好，完全按照我的意願對你的兄弟姐妹說;因此我想盡快去找他們，

我將顯示他們天堂和世界的主和創造者，以及我所有真正孩子的唯一真實和慈愛的父親！ 

 

6. 但是還有你，我的三個心愛的兒子，和我去，你的永恆的真父一同去到聖殿的門檻，並以見

證通過你的出席從我的身邊，正如我將見證關於你那我，我自己，已經從成千上萬的人中揀選

了你並放置你作為基本領袖為所有圍繞著你的人民，兩個在高處還是在低處！ 

 

7. 只有三個部落讓我流離失所， - 關於那些你不必擔心的人，他們是該隱 Kahin，嚜杜赫的

Meduhed 和斯金 Sihin。然而，所有其他的人，我，主，最真實的父，都會放入你的手中，這

樣你就能帶領他們堅定不移地在那條路上，那永遠永遠地通致永恆的，不朽，最自由，最幸福

的愛情生命在我的愛！ 

 



8. 但不要擔心三個流離失所的部落;因為我也給了他們明智而公正的領導者，他們應該引導他們

的人民進入永恆的聖潔住所的門檻，在這個住所裡，我關心生活永恆地在我愛的所有強大和力

量中！ 

 

9. 噢，你我最親愛的三個人，我是你的真實，永恆，聖潔，最有愛心的父親！但，看，正如我

最愛你一樣，你對我更加珍貴，比所有天堂，太陽和世界更有價值，同樣也愛你所有的兄弟姐

妹;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孩子，就像你一樣！ 

 

10. 看，我非常愛你，如果現在有可能和有必要的話，我會放下我的生命，永遠地把它給你！ 

 

11. 因此，也愛我，你的善良父親和我所有的孩子為了我的原故因為我正如父親如此愛他們！ 

 

12. 不要評判他們;因為我確實不會評判任何人，而是永遠給每個人一個最自由的愛情生命。這

是我的意志;今後要尊重它！ 

 

13. 但現在跟隨我到寺廟的門檻！“ 

 
 

HoG V3/80 神在人們面前的變形和他們可怕的崇拜。上帝對百姓的父愛之言。上帝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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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華的這些神聖話語之後，以諾和拉麥都與祂一同前往聖殿的門檻。 

 

2. 但是當他們到達那裡時，主的長袍變得更白了比高山上剛剛落下的雪，和祂臉，祂的手腳發

亮比太陽的光強一千倍！ 

 

3. 但是當人們看到前面這個非常簡單的智者的威嚴時，他們跪倒在地上喊道：“耶和華澤巴斯，

憐憫我們，不要審判和懲罰我們正如我們應得的，如何我們一直贏得了它通過我們邪惡的思想，

慾望和行動！我們在您面前是偉大而嚴重的罪人！所以我們向您呼喊，因為我們在您無盡的榮

耀和威嚴中認出了您，耶和華澤巴，為了恩典和憐憫！ 

 

4. 在這裡，主將祂所有光的光吸入祂自己，然後對害怕和顫抖的人群說：“孩子，站起來;因為

我，你的上帝，創造者和父親，沒有來找你，判斷和懲罰你，但是為你喚醒正確的領袖，他們



應該引導你在你的軟弱走上通往真正的永生國度的道路！因此，站起來，不要害怕我，你的善

良好父親最愛你！“ 

 

5. 在這裡，整個人群從地上爬起來，好像剛剛加強，驚訝的目光看著主，他的臉上現在沒有輝

煌，非常善良地樣子，祂的長袍從閃亮的白色變成了天空藍色，在默默地他們問祂：“你是那

個無盡的強大光芒把我們扔到地上的人， - 或者你把天使長放在你的位置？” 

 

6. 耶和華又打開祂最神聖的口，對百姓說：“孩子啊，為什麼你不願意通過我對你的愛認識我

而是通過我的光來認識我，你的父？ - 愛是不是更多比光？ 

 

7. 看哪，我在我的光透露自己給你，你都倒在地球的地面上正如以為你是否已被判斷，但是當

我躲起我的光轉來我的愛情對你，你開始懷疑它是是誰以前站在你面前閃耀著光芒！ 

 

8. 但我，同一位主，上帝和你的父親現在對你說，我的孩子，我不是代表主，但是主和你的父

親，現在告訴你所有什麼關於我已經做的對你的祝福活著在精神。 

 

9. 但這就是我所做的：我喚醒了你們中間聰明的老師。聽聽他們在任何時候在所有時間都嚴肅

地遵循他們的忠告，正如在笑聲和在生命的痛苦中，你將跟著我，我會完全和你在一起，在親

自，和在精神在那些人誰我現在已經為你覺醒的！ 

 

10. 你們中的誰會看到並傾聽那些為你被我喚醒的人，甚至會跟隨他們由我開悟的眼睛最微弱

的眨眼，將完全看到，聽到並親自跟隨我！因為被喚醒攜帶我的身體和我的精神活著！ 

 

11. 因此，我現在祝福你們所有人;從此以後，除了那些我為你覺醒的人之外，你不會看到和聽

見我。 

 

12. 你，以諾，還有你，山谷裡的拉麥，和你，高地的拉麥，這是你誰我製成一個與我在這裡，

所以你總是應該為我作見證！我裝備了你用我的愛的全部力量和權力;在這種力量中，直到你被

釋放的時候，直到從這個住所進入我自己永遠生活的那個地方。阿門。“ 

 

13. 在這些話之後，主消失了，所有的人都哭泣，哭泣並向上帝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