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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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的時間裡發生了沉默，在人民以及三位偉大的天才領導人之間。 

 

2. 但在那一小時之後，拉麥轉向以諾並對他說：“以諾弟兄，既然一切都已經完全按照全能者

和最愛的天父和天地的創造者的意志和秩序完成，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回到這個城市，在那裡可

以立即安排向所有其他城市傳達這種最神聖的信息！“ 

 

3. 以諾回答拉麥說：“是的，兄弟，今天仍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救恩和上帝之光對人們來

說永遠不會太早！因此，你的關注是最有價值的，因此我們希望立即作出安排。讓我們所有人

回到這座城市。 

 

4. 我們仍然只一件事需要做，作為主在這裡的存在的明顯見證，以便我們的後代也會被提醒主

耶和華為這座聖殿祝福為人類精神的智慧，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帶來七塊白色的石頭 - 每個都

是人頭的大小 - 並將它們以不可移動的方式放置在祭壇的台階上，在那裡主已經休息並教導我

們祂自己整個晚上，精神的真實，內在，聖潔的智慧，為永恆，最自由，最完美的生命。 

 

5. 看，拉麥兄弟，這仍然必須完成，我們希望立即去城市執行你非常光榮的善意！“ 

 

6. 當拉麥從以諾那裡聽到這樣的話時，他立刻高興地跳出了聖殿，立刻打電話給穆拉和簇然爾

誰也在場，並告訴他們以諾的願望。 

 

7. 他們倆都立即去了山的一個地方，那裡有許多白色的石頭躺在周圍，沒有用來修建寺廟，選

擇了最美麗，最純淨和最公平的七個，並將它們帶到拉麥，並與然後拉麥也進了寺廟。 

 

8. 完成這件事之後，以諾對拉麥說：“看哪，我們只有五個人！但是為了證言，讓另外兩個人

進來，然後每個石頭都必須用我們的七個名字標記，然後再放在祭壇的一步。 

 

9. 但是我會以主的名義觸摸石頭，從此以後，一股力量將從這些石頭中散發出來，所有接觸它

們的人都會一段時間被智慧控制！“ 

 



10. 所有這一切都是立刻發生的。這就是“智慧之石”的真正起源，這個地方的力量根據我的

意志保存，直到以色列先知的時候;那座掃羅在短時間內接受了預言恩賜的那同座山，當人們從

山上下來時，人們說：“這是什麼？先知中的掃羅也是先知？” 

 

11. 但是當放置石頭時，它也被所有人所知。拉麥隨後大聲宣布退出;然後他們從山上回到了城

市。 

 
 

HoG V3/82 發送信使。國家和以諾市的神聖模式。以諾和拉麥奇王的離任到了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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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城市後，拉麥早餐後作出安排，在同一天，上帝的偉大奇蹟的消息被帶到所有其他十個

城市，由於這些城市都不是更多一短途旅行天從首都漢諾克出發，以及通往每個城市的道路都

是相當直的。 

 

2. 在信使被送到後，拉麥在以諾的幫助下，在三天的時間裡，在漢諾奇城下令所有東西，在上

部寺廟放置警衛，甚至指示穆拉和簇然爾在寺廟的正下方建造一個小的，但是，足夠大的山峰

在同一個三天內，一個中等大小的房子，這對你來說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對當時的地球居民。 

 

3. 漢諾克現在在很短的時間內按照我的命令完全組織起來，所有的人都沒有其他誡命，只有愛

上帝和愛鄰居的誡命。每一個人都毀滅了他的精神，也因此破壞了所有的力量，而且不聖潔被

傳講為邪惡。 

 

4. 同樣地方式，許多其他弊病也被消除了，但是，不是通過人民教師的製裁法律，而是通過明

智的教導，即教師以最清晰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必然必須產生的惡果。 

 

5. 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人，在精神上變得更加強大，以及每一個更加精細和理性的女人，都

意識到教師的智慧教學開始在她們中生存。 

 

6. 通過這種方式，這些人生活在正義一段時間內只通過教學，最初當然是通過教師，然後是他

們自己，沒有法律。 

 

7. 因此，明智的教育，是人民整個精神和莊嚴行為福祉的基石。 



 

8. 但是，遺憾的是，以下將顯示出，在洪水氾濫的過程中，人類完全脫離了我，因此他們通過

他們被俘獲的意志，完全超越了生命進入大敵的力量。 

 

9. 但是在拉麥的轉變之後的時期，高度和深度都是如此完美，甚至在天堂中也幾乎沒有找到更

好的純粹的精神秩序，正如它在地球上存在。 

 

10. 當時那條蛇甚至如果已經提交，地球將被轉換回舊天堂;但蛇很快就悔改了，它只接受了我

的條件中途，所以它很快就開始了，根據它的自由意志，再次發揮其舊的，邪惡的伎倆。 

 

11. 但是，如果它在大約七百年的時間裡只是為了善的考驗，那麼它的試驗開始呈現出一種完

全不同的特徵;它成了一種邪惡的，越來越狡猾的俘虜性質，人類也會故意被抓住！但以下將遺

憾地表明這一切;因此暫時足夠了！ 

 

12. 然而，在三個重要的日子之後，以諾又回到了高地，但這次他帶著拉麥和幾個來自漢諾克

的受人尊敬的人與他一起，以便他們能夠了解原始的父親亞當和原始的母親夏娃;同時深化政府

被委託給侯若德。 

 
 

HoG V3/83 山洞裡火焰海在山路上達到了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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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再次選擇了這條路，就像已經知道的那樣 - 在最命運的洞穴中經過。 

 

2. 當大篷車到達那裡時，以諾停頓了一會兒，並用幾句話告訴拉麥，他和他的前同伴在他們第

一次回家的時候在主的面前遇到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怪異。 

 

3. 拉麥對此並不感到驚訝;但是他的驚奇並沒有持續一分鐘，當時，最可怕的咆哮，強大的火焰

從洞穴中噴發出來。 

 

4. 拉麥對此感到非常震驚，以至於他摔倒在地，彷彿昏迷不醒。 

 



5. 但是以諾去找他，把他抱起來，然後對他說：“但是拉麥弟兄，看看你的同伴！他們看到了

和你一樣的現象;但沒有人因此而倒在地上！最初有點害怕但是現在他們以冷漠的態度看待這場

空風斗毆！ - 因此，做你勇敢的同伴所做的事！“ 

 

6. 這些話讓拉麥恢復了理智，他現在也非常大膽地看著來自大洞穴的不斷增加的火焰，這個洞

穴高達一百人高，底部寬七十人。 

 

7. 然而，過了一會兒，拉麥對以諾說：“弟兄在主裡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想通過自然手

段到達今天的高處，我們將需要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因為在我看來，這將是相當的這個不斷增

長的，不斷增長的火海難以通過！“ 

 

8. 但是以諾回答拉麥說：“拉麥弟兄，看，你不知道這洞穴火的本質是什麼;但我從它的地面知

道得很清楚！ 

 

9. 看，這一瞬間，這火焰會出去，如果我們只是想要它出於主！但是這個火必須繼續增加再次

轉過一個陰影通過我的意志，所以首先這個打哈欠的差距將被摧毀，其次，在這個火的第一個

創造者發現他的正義懲罰;因為你現在從主知道精神能夠痛苦。 

 

10. 但是當這火在適當的時候服務其雙重目的時，上帝的對手也會必須表明他自己接受了我的

譴責，也是一個最有效的禁令，永遠不會以任何方式攻擊一個徒步旅行者！“ 

 

11. 有了這些話，拉麥完全滿意，並對以諾說：“聽著，兄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我就不介

意，即使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非常可怕的地方度過一整天！因為如果這個惡作劇是不受控制，誰

又敢再旅行上高峰？“ 

 

12. 你的同志 H.在飛快的飛行中不斷地問你，你將在哪裡指導飛行。但很長一段時間你沒有回

答他。但當他終於問你為什麼不回答他時，你才說：我怎麼能回答你這樣的問題呢？首先問你

的心臟裡面有什麼風吹，你想要去哪裡，然後我們將很快就會到那裡，你的愛仍然束到相當堅

固的繩索，這些繩索仍然非常強烈地錨定在海洋中如此眾多的世俗希望，世俗的憂慮。 

 
 

HoG V3/84 以諾摧毀了巨龍的巢穴並使他的同伴平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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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以諾轉向熾熱的洞穴，舉起右手，用強有力的聲音說話： 

 

2. “你死亡的黑暗居所，你住的是一個生命中一個古老的剋星，也是上帝最可恥的鄙視的人，

你可怕的門，通向深淵的深淵，自然而且在靈性上， - 我，一個僕人並且是上帝的孩子，命令

你立即坍塌到最深的深淵，並在你所有的峽谷，礁石，裂縫和各種各樣的洞穴中被關閉，你的

老居民逃走就像一個懦弱的小偷從他偷的房子裡了！ 

 

3. 噢我的上帝和我永恆的聖父啊！如此發生按照你最神聖的旨意，為您的孩子未來幸福在這個

石質地球的試探而發生的！阿門。“ 

 

4. 當以諾說出這些權力的話語時，熾熱的洞穴立即在最可怕的雷聲中坍塌，在悶熱的瓦礫中砰

砰作響，從地球的深處，人們可以聽到相當長的時間，由於洞穴中的洞穴而引起的極度沉悶的

混響。這個入口進入雙深淵的內部運作。 

 

5. 在整個地球上，沒有必要注意到這種崩潰的巨大影響，即地球表面上所有當時活著的人在他

們的性情和精神生活中經歷了一種安撫恐懼的狀態;因為只有少數智者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以及它

起源於何處。 

 

6. 這一非同尋常的事件也讓我們的拉麥失去了鎮靜。恐懼和恐懼籠罩著他的靈魂，他在整個地

球上與他的生命中的每一根纖維和細胞一起顫抖的就像暴風雨中白楊樹的葉子一樣。 

 

7. 但是拉麥的所有其他同伴，除了高地的拉麥，儘管他們非常勇敢，在看到這個恐怖場景時開

始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沒有人有勇氣與現在太強大出現的以諾交戰在談話中。 

 

8. 但以諾安慰他們所有人，並向他們展示，特別是對拉麥來說，每個人都有很大的能力在他身

上按照主的順序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完成這樣的事。 

 

9. 經過這樣的解釋後，所有人都再次恢復過來，因為強大的風開始吹起，迅速掃除倒塌地點上

升的蒸氣，拉麥現在可以看到廣闊，自由，堅定的地方，他又快樂又開心，讚美並榮耀上帝祂

把這種力量交給了人類。 

 



10. 但是，一旦這種恐懼的主要痕跡開始消退，在我們的徒步旅行者的眼睛已經出現了一些其

他東西，它們開始佔據我們的徒步旅行者的性格，甚至超過洞穴的破壞事件。不久之後，這是

撒旦以最凶悍的形式出現的最挑釁的外表。 

 
 

HoG V3/85 撒但的外觀很糟糕。以諾要求撒但透露他的基本邪惡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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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同伴們，真正好好看到所有生命中的巨大敵人時，注意到他那熾熱，最憤怒，

最可怕，獸性，令人反感的人物，他猛烈的頭部還是那個穿著蛇而不是頭髮的頭部，那猛烈射

擊周圍和頭部周圍翻，頭部像箭頭一樣射出，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於它們會刺穿任何人，它們

可以達到類似被射箭所削減的程度 - 拉麥和他的同伴們都非常認真地害怕，他們不知道該怎麼

辦。 

 

2. 但是當以諾看到拉麥和他的同伴如此虛榮的恐懼時，允許他們刻意地顫抖了一會兒。過了一

段時間，他非常認真地轉向撒旦並用下面的話語對他說： 

 

3. “聆聽，你，主的敵人我們的和你的全能的上帝！如何你的意志，你的記憶和你對上帝的順

服是如何構成的？？ 

 

4. 什麼你保證對主在我出席，當祂讓你受到懲罰在基西爾的手？ 

 

5. 你覺得，最邪惡的，我的記憶和主的記憶也是如此的曇花一現嗎？！ 

 

6. 你所有生命的剋星啊！我告訴你在耶和華的名，你是極其錯誤！ 

 

7. 看見，這和主已經對你說過，你已經完全承諾祂那你只想帶領祂的孩子為更好通過有序的試

探和測試！ 

 

8. 然而，在短短的幾天內，你的承諾怎麼樣？！你完全忘記了你的上帝，你應該忠實的承諾和

所有的嚴厲懲罰，並想通過這裡你最大的憤怒和憤怒之火摧毀我們，因為你肯定必須知道我是

誰以及我的弟兄們現在是誰！ 

 



9. 但它不是足夠，你打算通過你的憤怒之火摧毀我們，並且我通過上帝最充分的力量在我身上

以最敏感的方式懲罰你，摧毀你的欺騙性住所， - 不，但是你再次出現在我面前一個狀態，好

像你想一口吞噬我和我的兄弟！ 

 

10. 噢，你悲傷僕人你自己的毀滅和死亡！上帝和我，祂的僕人，你想要藐視，而在主的名義

下，我可以一口氣吹走你，像颶風吹走一塊鬆散的，微不足道的糠?? 

 

11. 但是現在我懇求你藉著現在存在於我裡面的永恆無盡的上帝的力量，到你可怕的懲罰，你

忠實而真實地告訴我，你們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你們仍然打算做什麼，以實現你們的目的！ 

 

12. 但是，如果你變得不守規矩，我會以主的名義對你進行懲罰，於是整個上帝的無盡創造將

在它的基礎上顫抖，之後不會留下任何碎石，所以它不能拒絕作證如此契約由我對你的！所以

現在說吧！“ 

 

13. 撒但開始搖晃說：”以諾，我在你面前承認你的能力和我的無能為力，因為你是主的忠心

僕人！但是，除了我應該受到的懲罰之外，還要判斷我的邪惡懺悔，並確定我應該居住的地方，

以免對地球上的人民產生不利影響，我將很快自願遵守你的格言！“ 

 

14. 但是以諾堅持要求並且不允許被討價還價，但更加堅持地斥責撒旦，談論他的邪惡的基本

意圖是什麼。 

 

15. 但是撒旦開始匆匆忙忙地咒罵我不想談論以諾強行要求他做的。 

 
 

HoG V3/86 大聲疾呼的撒但狡猾地顛倒了上帝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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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諾並沒有傾聽並且看著撒但，而是第三次指責他，只是更加堅持地談論他邪惡的最終

目標以及什麼他希望通過他的邪惡和惡意實現的目標。 

 

2. 然後撒但張開嘴，說道：“聽我，你驕傲上帝的僕人在塵土！我有能力否認萬物的創造者，

任何問題的答案，誰能給我一個堅不可摧的身體最高的感覺，然後可以把我作為永恆的懲罰扔

進祂最憤怒的火中最可怕的痛苦和難以忍受的中央餘燼，你，幾乎不值得被稱為灰塵的塵埃原



子，想要我，對誰，整個可見創造是在他的命令，必須 - 如果我只想要它是 - 你想強迫我向你

透露我的計劃，這是我在永恆之後我建立的在我？！哦，你這個可憐的塵埃蟲！ 

 

3. 看，請注意，在一瞬間注意到所有的元素都在我的處置，整個世界都被埋在火下或水下！用

最柔和的氣息我可以熄滅太陽，讓你沉浸在一個永恆的夜晚，可以立刻把你變成一個最無聊的

塵埃， - 你仍然敢於迫使我回答，這徒勞的威脅嗎？！ 

 

4. 看，如果我以無盡的力量認為它是值得的，你很久以前就不會存在。但是，如果我想參與這

些可怕的小事，那對我來說太過挑剔和悲慘！ 

 

5. 即使是上帝祂本身也是太小和無法，那我到目前為止都想屈服於用我的力量來攻擊祂，因為

我只能看得太清楚祂怎麼會被完成！因此，我應該怎樣對待你，你這個可憐的生物？！ 

 

6. 儘管我可能會屈尊俯就，但我已經告訴過你，給我一個答案，並告訴我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這樣上帝的美麗孩子就可以免於我的考驗;但是你卻以一種上帝般的傲慢態度來接近我？！ 

 

7. 好吧 - 等等，你自豪，誇大了上帝的僕人！為了你，我會找到一位大師將銘刻在你記憶中的，

為所有的永恆而來！ 

 

8. 看，我現在向你發誓你的毀滅;和你全能的上帝我會讓祂被釘在木頭上，他將從中求助，徒然！ 

 

9. 而這個人類，我很快就會用火災和洪水摧毀，以至於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但我不會殺了

你，所以你可以成為一個見證人，如果我做了所有這些我現在用正義的憤怒說過的話！ 

 

10. 事實上，所有可見的創造都應該消失到最後一個原子，而不是只剩下所有這些未完成的一

個音節！ - 現在只有你提示我做這一切！ 

 

11. 你有我的答案;從中學習我會做什麼！ 

 

12. 但是現在你要離開與你的害蟲，不要求我做任何事情，或者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我不可

避免地會及時做到！ “ 

 
 

HoG V3/87 以諾有力反應對撒旦和撒旦被放逐到地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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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以諾從生命的大敵中聽到這樣的話語時，他心里挺直，讚美並讚美主，然後對永恆的神聖

聖潔人的惡人說下以下非常重要的話，說： 

 

2. “現在聽，你惡意隨意的惡人！無數次無數太陽年，一年等於大約二萬八千年的地球年，你

總是最頑固，最叛逆對上帝！ 

 

3. 什麼無盡主的愛還沒有完成，為了帶你魔鬼，而不是限制你的自由意志，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4. 仰望主為你的原故創造的無數太陽和各種各樣的世界為了讓你在一個世界或那個上回歸！ 

 

5. 在每個太陽和世界上，上帝無盡的憐憫給了你無數的手段，你可以很容易地回歸。主沒有限

制在最輕微的延伸你的第一個外在自由意志，永遠不會設置最小的障礙你在任何地方！ 

 

6. 每當你想要一個有大量地球，衛星和塵埃星的新太陽在你表面上的假裝改進時，主創造了它

們根據你的喜好;是的，你可以永遠玩永恆之神的無所不能！ 

 

7. 但是為什麼你用了所有這些浪費的恩典和不可言喻的最大的憐憫呢？！ - 除了執行你現在在

這裡所說的話以及你在我們上次會議中已經以最挑釁的方式告訴天地的主，祂的面孔之外別無

其他！ 

 

8. 但現在聽，撒但，什麼主現在通過我的口對你說的： 

 

9. 邪惡的惡人對我的愛，憐憫，忍耐，同情，耐心，溫柔，溫柔和永遠不可觸及的聖潔！我，

你的主和你的上帝，通過我無盡的永恆力量和力量向你發誓，你永恆的徹底消亡！你現在所說

的，同樣的事情將不可逆轉地發生在你的垮台！ 

 

10. 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有為你設定過一個目標，但是由你決定最後期限在我之前並最後期

限之前設定，甚至最徹底地騙我的每一個，然後在你嘲笑我作為一個充滿弱點的愚蠢的上帝好

像我是瞎子和聾子，不能看透你的計劃！ 

 

11. 但是現在我已經厭倦了你的舊罪孽，因此為你設定了一個目標出於我自己！ 



 

12. 你知道亞當的年齡嗎？！（九百三十年） - 看哪，已經過去了;在經過了六次之後，你所有

的幫助者和同夥將在我憤怒的永恆之火中找到匹配的獎勵！ 

 

13. 然而 - 所以你順便可以在規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嘗試一下那種火，我剛才已經在地球中心沉

入了一點點火花，並為它建造了一個爐子和爐子周圍的新住所;從現在開始，你將不時被迫留在

那裡作為這個小火花的試驗！ - 那就像你現在一樣經常犯罪對我！ 

 

14. 但是現在我命令你進入這個住所，只要它讓我高興！阿門。“ 

 

15. 在這裡，地球分裂到了深淵。從海灣中射出的煙霧和火焰以及最可怕的嚎叫撒旦陷入了深

淵，之後大地再次關閉。 

 

16. 但是旅行者們讚美並稱讚上帝，然後繼續他們的旅程。 

 
 

HoG V3/88 拉麥的問題：“如何精神被物質束縛？”以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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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進行中的旅行者仍然在談論這個可怕場景的某些方面，但這些方面雖然沒有普遍的重要

性，但當時只具有當地價值。 

 

2. 然而，拉麥提一個問題對以諾，當他們幾乎達到頂峰時，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多的答案，

因此在這本新的生命書中不應該被遺漏;我們還想在這裡添加。但問題如下： 

 

3. “聽我，我親愛的弟弟以諾在主裡，我們最慈愛的父親！看哪，上帝和所有生命的巨大的敵

人只是一個精神！他怎麼能被他實際上不存在的物質所保留？？！但是，如果一個精神不能被

物質所控制，那麼撒旦在地球中心被監禁的用途是什麼？只有他想要的時候他才會在那裡嗎？！ 

 

4. 我很清楚主的萬能的意志可以捆綁並抓住舊的惡棍;但是，無論是在主的無所不能的意志旁邊，

地球中心還需要一個物理地牢，對我來說真的沒有理由！所以我請你給我一個清楚的解釋！“ 

 



5. 以諾對拉麥笑了笑，然後對他說：“我親愛的兄弟，你還不清楚，就在其中，因為每個人都

難以看到他眼前的事實！ 

 

6. 看，根據你的身體，你也只是純物質，只有整個地球！告訴我，這不是為了你的精神嗎？如

果他想以一種溫和的方式，他可以遠離它嗎？ 

 

7. 是的，精神，通過上帝的愛，可以逐漸變得更加掌握物質，並且能夠滲透到物質中並在各方

面都充分活躍;但是，他仍然不能離開它直到它是在耶和華的旨意！ 

 

8. 甚至在按照主的旨意離開物質之後，精神也不會離開物質作為一種完全純潔，最自由的精神，

但他將它留在一個新的以太體內，然後他永遠不能永遠離開。 

 

9. 這個以太身體，然而，也必須佔據一定的空間，可以，主，願意，可以被更粗糙的物質拘留，

不能分開從同一個，直到主想要它！ 

 

10. 為什麼？ - 因為物質裡和它本身只不過是上帝凝固的意志，因此非常適合俘虜每一種精神，

只能被最大的謙卑，克己和對上帝的愛所擊敗！ 

 

11. 你懂嗎？ - 是的，你理解它;因此，我們現在想去我們的目的地！阿門。“ 

 
 

HoG V3/89 到來流浪者在高處，受到亞當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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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徒步旅行者達到了最高點。但是當拉麥看到亞當的住所以及其他主要部

落的孩子的住所時，因為它們被設計由他的精神指定給他，他跪在他臉上說： 

 

2. “上帝啊，您最聖潔的父親，什麼崇高的住所您用自己的雙手建造的是！ 

 

3. 我的住所是用死的粘土和岩石建造的，並是死正如其物質和其居民;但是在這裡，住宅是用活

樹建造的，因此活著與其居住的居民！哦，多麼不可沽價值這樣一個住宅多於，而且價值超過

所有城市的低處！“ 

 



4. 拉麥會堅持一段時間;但是以諾來到他面前，把他抱起來，並提醒他這樣一個事實，即族長亞

當與女族長夏娃剛剛離開他們的住所去塞斯這個高度調查是否他們（即帶有拉麥的以諾）無法

回家。 

 

5. 當拉麥和他的同伴們在這個解釋和以諾的警報之後，看到了這對原始夫婦時，他被弱點所克

服，並且因為純粹的敬畏而無法說出一句話。只有當第一次敬畏風暴稍微消退時，他才發出以

下感嘆，說： 

 

6. “噢您偉大的上帝，多麼神聖的尊嚴，多麼高貴！多麼崇高是第一個人，未出生的人，誰實

際是您的手工作和您全能愛的意志！ 

 

7. 是的，親愛的兄弟以諾！即使你沒有提醒我，我不可能錯過它，這是地球上第一個人類夫婦！

巨大的體型，最完美的人形和耀眼的白色高齡確實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見證！ 

 

8. 兄弟啊，我對於這位族長的眼光會給我帶來的印像有很多期待，但是現在我的期望已經超過

了多遠！“ 

 

9. 在這裡，亞當看到了整個身高，在看到以諾時發出一聲歡呼。 

 

10. 他們立刻從他們的住所衝了過來，張開雙臂歡迎以諾。 

 

11. 但這一次，儘管年齡很高，但亞當是第一個達到高處的人。當他在山頂上遇見以諾時，他

用雙臂抱住了他，把他抱在胸前，說道很感動： 

 

12. “噢，你我親愛的兒子，在你缺席的那一天，我多久來到這裡等待你！我多久祝福你！因

此，無數次受到歡迎！ 

 

13. 還有你，我的兒子拉麥，瑪蘇薩拉的兒子來到這裡，讓我祝福你！你的妻子蓋米拉多少次

低頭，她多久多次禱告，願主祝福你，讓你免受傷害！從那裡，她從賈瑞德的小屋裡趕緊離開

喘吸在這裡見到我們！去中途與她見面，以便讓她盡情享受;因為沒有妻子像她一樣愛她的丈夫！

“ 

 

14. 拉麥立刻做了亞當勸他做的事。 

 



15. 亞當才注意到其他客人，並歡迎他們，並問他們，就像他一貫的好奇心，他們是誰以及他

們在哪裡。 

 

16. 但是，由於崇高的景象，他們無法回答亞當的問題，因此來自低處的旅行者非常震驚。因

此，以諾立即使亞當平靜下來並告訴他自己，誰他的同伴是。 

 

17. 亞當祝福他們，並邀請他們所有人跟隨他到他的住所，並享受一些茶點，以加強疲憊的身

體。所有人都跟著他。 

 
 

HoG V3/90 與亞當一起用餐。拉麥國王對亞當的謙卑和恭敬之辭。亞當的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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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在亞當寬敞的小屋裡，塞思的僕服務人們品嚐了最好吃的水果。在亞當的友好邀請下，

客人們坐在籃子旁邊的地上，讚美並感謝上帝，然後吃得非常愉快。 

 

2. 然而，來自深處的拉麥仍然充滿了對亞當的過分尊重，這阻止了他完全參與到很快滲透到所

有其他人的靈魂中的歡樂。 

 

3. 但亞當很快注意到了這一點並向拉麥提出了這個問題。 

 

4. 拉麥回答說：“父親，你們首先是地球上的所有人！看，我無法控制我的痲痹敬畏對你和所

有那些圍繞著你作為你的第一個孩子的人！ 

 

5. 想法你是該隱之父誰的孩子和孫子們都很久以前就死了，而這一切 - 所有人的母親仍然活著，

也不再生活在人類身上！ - 它使我的靈魂充滿敬畏之情，這阻止我像那些已經習慣過這樣崇高

的人一樣無拘無束地開朗童年的，因為他們總是在你身邊，噢父親或那些 - 甚至來自我的地方 

- 根據他們仍然強烈的情感限制，他們不能充分欣賞其神聖深度的這種崇高！ 

 

6. 因此原諒我，父親亞當，你也是最尊敬的母親夏娃，根據我的心態，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樣開

心！此外，所有其他人從來沒有罪反對上帝的人或者就此而言，你;但我是，然而，就在幾個星

期前，仍然是一群怪物的一個怪物那它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改善他自己，但是所有事情都是由

神聖的憐憫完成的。 



 

7. 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能完全沉迷於喜歡像那樣的人，正如所有說，從來沒有犯罪在你面前或

在上帝面前！“ 

 

8. 在這裡，亞當打斷了拉麥的道歉並對他說：”聽著，我的不幸的第一個兒子該隱的可憐的兒

子！你的話語對我來說非常珍貴，有價值和珍貴，而且我必須承認我從未聽過如此的話從任何

一個我的孩子們。 

 

9.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對我這個對地球人民的族長的過分敬畏是徒勞的;因為基本上我只是一

個像其他人一樣的人！無論是出生還是由上帝直接創造，都是一樣的;因為出生就是由上帝在子

宮裡創造的，就像正如我是子宮外由上帝創造的一樣。 

 

10. 你是一個罪人，高處任何人都知道;但是你已經通過上帝的恩典極大地改善了你自己，我們

也知道，並且主已經原諒了你們所有的一切，我們也知道。因此，我們也為了主而原諒了你，

因此與我們開心和快樂！ 

 

11. 因此，吃喝，留後你的悲傷;因為事後我還要給你看很多東西！“ 

 

12. 這些話讓我們的拉麥恢復了理智，他可以心情愉快地吃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