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91 亞當的故事關於穆特哈爾的廣告關於普利斯塔。以諾的好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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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餐中，有許多關於我的歷史事件，耶和華，已被重新講述，我們的凱南也在那裡再次提

到了他的夢，拉麥不得不提出很多關於它的問題，很難提及，也沒有再次被重新講述，因為它

已經多次被告知過了。 

 

2. 但是，在結束亞當向以諾建議，在這個特殊的場合，普里斯塔與穆罕默德的婚姻是非常重要

的，不能縮寫。這就是發生的事： 

 

3. 吃完飯後，當亞當的所有客人都給了主一個值得讚美的時候，亞當起身對以諾說：“聽我說，

你我親愛的兒子，以諾！看見，在你離開的近五天時間裡，來到穆罕默德，在最近一次訪問主

的過程中，他問了一個關於女人愛的本質的問題，並且得到了主的完全加權的答案，膽怯地向

我傾訴他對普利斯塔的愛的困境，最後加入了請求，我們不應該拒絕他因為任何外在的原因，

主已經答應了他並因此實際上給了他，但盡快以主的名義祝福他對普利斯塔的愛並且給他普利

斯塔作為他的妻子。 

 

4. 看哪，我的兒子，以諾，這發生在我的小屋裡！但是我沒有給予穆罕默德任何是或否，只是

暫時把他推薦給主，然後也到你的回歸。 

 

5. 你怎麼看？ - 這次是時候，給穆罕默德他的要求，還是應該進一步推遲？“ 

 

6. 以諾對亞當說：“聆聽，父親，直到現在主沒有指示我這樣做;但我的意思是，如果穆罕默爾

接受了我兒子拉麥的精神，蓋米拉的男人，給了我們生命的保證，不是觸摸他的妻子，直到主

將表示它在他心，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為什麼我們不能允許他的願望！ 

 

7. 但如果他覺得自己太弱無法實現這個條件，那就不用說我們了不能肆無忌憚地把這個主的問

題留在人類的軟弱之手！ 

 

8. 但我認為穆罕默德更應該不要在任何事情上參與主;因為主非常強烈地證實了，誰祂想要給很

多。因此，穆罕默德也應該完全犧牲他強大愛給主，除了祂之外不要擁有任何東西，並以這種

方式提供在他所有的克己精神與完全的自由在上帝，然後主肯定會給予他，祂所承諾的，這對

穆罕默德來說是有益的！你在這件事上不同意我的意見嗎？“ 



 

9. 亞當回答說：“是的，以諾，你是絕對正確的，這是必須的！當他回來時，我會把它作為一

個不可或缺的條件給他;而普利斯塔暫時是沒有問題！ 

 

10. 是的，這是正確的，完全符合神聖的秩序！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因此沒有更多

的東西了！ 

 

11. 讓我們再次走出小屋！晚上將是光榮的今天;因此我們想在洞穴上方的白色高處盡快起床，

從那裡看看上帝偉大的善良和全能！ - 隨之而來的讓我們繼續前進！阿門。“ 

 
 

HoG V3/92 步行至全高處。美麗的景色。拉麥國王讚揚上帝賜予地球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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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和他的同伴們已經達到了白色的高度，他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地球上的大海，並且無法

將他們的目光從遠處看起來與天空結合的大水中轉過來。他們當時的理解。 

 

2. 是的，如果亞當沒有輕推拉麥並將他的目光轉向我們已經知道的噴水錐體，他們本可以看到

這些波浪的景象好幾天並且會完全陷入這種沉思中。 

 

3. 當拉麥看到那些時，他幾乎是因為驚訝而倒在地上，找不到任何言語來表達那抓住他的感情。

他含著淚水，盯著他看了一個小時，一言不發。 

 

4. 過了這麼久之後，以諾終於問他：“好吧，兄弟拉麥，你對這個觀景怎麼說？從這個觀景看，

你對地球感覺怎麼樣？” 

 

5. 在這裡，拉麥終於抓住了他自己並對以諾說：“噢，我親愛的兄弟，為了表達在這裡壓倒我

心靈的感情，我必須具備塞拉弗和小天使的火紅語言能力！我的舌頭是對於它來說太沉悶和僵

硬了！ 

 

6. 但是，親愛的兄弟，我必須承認，我現在已經非常害怕，如果我認為除了這些無法形容的地

球榮耀之外，我或許不得不很快離開它們！ 

 



7. 事實上，我永遠希望沒有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也沒有比這美麗的大地更美麗的世界！ 

 

8. 無論我轉過眼睛，不斷出現新的奇蹟！到了晚上，洶湧的大海正在以千種顏色的輝煌發光，

它在地球上的起點卻在天空的無限中迷失了！在附近的地方，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七座巨大的山

頂，錐形頂部，把水柱推向天空！這些似乎與相撞天空的藍色天花板，從那裡落入無數的輻射

滴落回地球，就像轉瞬即逝的星星將天堂的祝福帶到大地;人們幾乎可以相信夜晚的星星來自那

裡！ 

 

9. 更不用說千千萬萬的其他輝煌了;因為它們過於多樣化，太大而且過於崇高，無法用人類的舌

頭來描述它們。所以，我哥哥，讓我一會兒靜靜地享受我們聖父奇蹟般的豐富！ 

 

10. 哦，您昨天仍以這種崇高的方式教導我您的智慧和無限的愛，多麼無盡的崇高，聖潔，善

良和強大您必須是，因為您的作品帶給您這樣的榮譽！ 

 

11. 哦，以諾弟兄，祂是這些榮耀的聖潔創造者，仍然像昨天一樣在我們中間，我們的心靈會

怎樣感受？！ 

 

12. 是的，聖潔，超越聖潔是我們的上帝耶和華澤巴斯;因為天國和大地都充滿了祂的偉大榮耀！ 

 

13. 父啊，誰是足夠值得愛您，讚美並榮耀您呢？因為您太聖潔，太崇高而且太善良了！“ 

 

14. 這裡拉麥高興地沉默了。但是由於拉麥和他的同伴的行為，亞當和其他所有人都感動得流

淚.以諾本人也非常稱讚上帝，主，在他的心臟，那祂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同情對那些誰是微弱的，

迷失了和祂有這麼強烈地加強了他們用祂的憐憫。 

 

15. 但該集團徘徊，直到在高度午夜。 

 
 

HoG V3/93 從山上回家。祝福美餐在亞當小屋。亞當與以諾會關於慶祝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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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午夜時分，亞當起身，祝福整個世界，然後對整個社會說：“聽我說，你們所有我心愛

的孩子們！我想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上帝的壯麗奇蹟 - 並且已經使我們的靈魂充滿了在主的奇

妙廚房中最純潔，最甜蜜的食物！ 

 

2. 對祂，唯一超越一切善良，聖潔，最慈愛的父親，所有的讚美，所有的讚美，所有的感謝，

我們所有的愛，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誠的敬拜！ 

 

3. 因為我們的四肢開始渴望各種食物和強化，所以讓我們現在在這壯麗的滿月之光中走回來，

以主的名義，通過食物喝酒在我的小屋和，在讚美上帝之後，我的小屋裡恢復活力。讓我們通

過用香葉準備的床上睡覺的複活來加強自己！ 

 

4. 明天將以主的名義帶給我們新的快樂;所以讓塞思帶領我們最好的道路下山！” 

 

5. 塞思立刻做了亞當曾要求他做的事，並且在半小時內根據當前的時間測量，所有人都安然無

恙地回到了亞當的小屋，塞思的僕人們已經把所有事情都準備好了按亞當所在的高處。 

 

6. 由於純淨的山間空氣，客人們極度渴望食物，讚美上帝，然後非常熱心地伸手去拿籃子。 

 

7. 當飯菜結束時，他們熱情地感謝主，並他們一起，躺在芳香的床上休息。 

 

8. 然而，早上，亞當像往常一樣第一個站起來吵醒所有其他人。 

 

9. 當所有人都再次站起來時，亞當對以諾說：“以諾，今天又是先前的安息日！難道你不認為

我們應該邀請孩子們在耶和華的日子慶祝明天的慶祝活動嗎？” 

 

10. 但是以諾回答說：“父親，我的意思是，因為這件事比實際的崇拜外表更加虛榮，更好這

次是崇拜沒有邀請！ 

 

11. 誰想來，歡迎並願意得到安息日的祝福;但是誰不想從自己中解脫出來，我們不想通過邀請

或任何其他方式強迫他，特別是現在至少，因為在主面前它會有真實面容，看起來好像我們想

要從我們的群眾集會的深處吹噓一點在這些孩子麵前！ 

 

12. 因此，讓它成為主的旨意！無論誰來，願意，將會也得到了祝福;對於那些不來的人，讓我

們在心中祈禱並獻祭他們給主！“ 



 

13. 亞當對這個答案非常滿意，並決定在這一天與其他非常珍貴的遊客一起參觀高地的其他地

標，以諾也同意這一點。 

 

14. 因此，他安排了早餐，當它被消耗時，他們走到了最高處，從那裡到了著名的洞穴。 

 
 

HoG V3/94 訪問亞當的洞穴。拉麥的奇想和上帝之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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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亞當的計劃到達著名的洞穴時，拉麥突然喊道：“為了全能的上帝的緣故！這是什麼？

這也是人手的工作嗎？ 

 

2. 不，不，這不可能由人類的雙手建造永遠！因為太過於無法形容真正神聖的智慧藝術已經進

行了這種建設;沒有人 - 無論是最徹底的調查 - 即使在他最瘋狂的夢想中，也可以一眼就想像出

這最偉大，真正神聖的奇妙 - 奇妙的洞穴，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只能把一根手指放在上面，只

能將最小的閃亮石頭固定在它上面！ 

 

3. 整個這個宏偉的自然神廟似乎完全由一塊建造而成！無接封處可以看到這個真正的上帝建築

看起來像是用各種寶石建造的！ 

 

4. 在這裡，用相同厚度的紅寶石柱子建造的牆壁就像一個最輝煌的黎明一樣發光;就在它旁邊但

好像是由一件組成的然而，天空藍色閃耀的巨大柱子升到了一百個人的高度！正如我所看到的，

在柱子的後面，一個小小的教堂閃耀著像最純淨的金色，在這里和那裡被各種各樣的五彩輻射

星星打斷！ 

 

5. 不，不，這個奇蹟 - 輝煌在我的舌頭上扼殺了這個詞！ 

 

6. 主啊，我在這個巨大的彩色火寺中間看到了什麼？它不是一個強大的射水噴泉嗎？ - 是的，

它是偉大的壯觀崇高，就像任何直接從造物主的全能手中出現的東西。 

 

7. 噢，上帝，您偉大的全能上帝，與您相比，所有人和所有天使都沒有什麼，微不足道的！ 

 



8. 主，造物主，上帝，父親，聖潔，超越聖潔！如此作品您建造的為人們沒有感恩的心？！ 

 

9. 在廣闊的天空中，陽光照耀著難以形容的威嚴，用其奇異的光線將黑暗地球轉化為天堂！ 

 

10. 在無盡的開闊天空中，千萬顆星星閃耀著！可愛的月亮也以不斷變化的光芒宣告了上帝的

榮耀！ 

 

11. 總是新奇蹟形成了穹蒼下永遠忙碌的雲彩！地球如何無盡地廣泛地裝飾和裝飾著最輝煌，

最芬芳的花朵！是的，就像一個虛榮的新娘，她是裝飾的，但是，在尖叫奇蹟您父親手中間，

男人仍然可以忘記您，主啊？！ 

 

12. 當一個虛榮-愚蠢的男人向一個更愚蠢的女僕交出一束作為他肉體愛情的標誌時，她已經開

始發出愛的光芒，從此以後只看到她的肉體傻瓜;在沒有她的傻瓜的情況下，上帝的整個創造對

她沒有她的愚蠢空間，可鄙的事。 

 

13. 但是，聖潔，善良的父親出於祂無盡的愛來裝飾整個地球，用最豐富的最美妙的美麗花束

裝飾，為我們創造了太陽和星星，和無數其他奇蹟 - 但是因肉體為蚯蚓，那我們是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忘記祂越來越多，是祂，最高的美麗，最高的愛和智慧，我們甚至想要逃離，如果我

們站在肉體的罪的火焰中！ 

 

14. 噢地球，您上帝光榮的新娘，您上帝無數奇蹟的甜蜜母親！我們是最猥瑣的，愚蠢的人是

值得那你，崇高的，把我們帶到地板上，每天都被上帝的大手所裝飾！“ 

 

15. 在這裡，拉麥沉默了一會兒，亞當，以及所有其他人都擁抱了演講者並安慰著他與他們眼

中的淚。 

 

16. 以諾說：“是的，拉麥兄弟，現在你完全是出於我的意思了;所以它是的！人在他的肉體就

不值得地球如果他逃離靈魂來安慰他的肉體！” 

 

17. 但繼續說話！我對你說：多年你不會厭倦我們， - 即使你想日夜說話！所以，繼續吧！“ 

 
 

HoG V3/95 以諾的妻子生活經歷關於男人肉體和世俗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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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拉麥從以諾那裡得到瞭如此愉快的鼓勵，他的靈魂挺直了，說： 

 

2. “噢親愛的兄弟，我想談談，只要我的喉嚨和舌頭都能說話;但這個地方最精彩的崇高和難以

理解的輝煌否定了像我這樣的可憐的罪人的言語能力，因此說話的活動變得很糟糕如語言工具

失敗！因此，我想請你在這裡發表演講，這樣我就可以被它所啟發！ 

 

3. 關於人類的愚蠢，我想我已經說夠了;但是，如果可以說某些事情到他們的讚美，那麼就張開

嘴，讓我們知道，從而使我的責備更好！ 

 

4. 但我的口述與我的經歷一致，因此我就把這件事提交給了我幾句話;但是你，兄弟，在高處肯

定會有不同的體驗在高處，而不是在罪惡的深處，因此你會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對人性做出

公正的判斷，因此我要求你在我的位置說話！“ 

 

5. 以諾給了拉麥他的手，說道：“兄弟，這是真的，關於我們的經歷，你是完全不同在深處與

我在高處的。你仍然可以正確地說出深度和高度， - 因為在這裡一般來說，自身肉體比主更重

要！ 

 

6. 是的，如果你將問別人並且說：'兄弟 - 或者姐姐 - 你更喜歡和尊重什麼：肉體或上帝你的主，

創造者還有父親？'，他或她會馬上告訴你：'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問題？！誰會更愛這個肉體比

愛上帝？！沒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一個罪惡，地球顫抖到它核心！' 

 

7. 但是要注意他的行為，他的生命，它很快很快就表明他將帶著世界上最大的快樂，在幾天，

幾個星期，幾個月和幾年裡，對完全可鄙的，無恥的，屬世的，屬肉體的甜蜜主題進行閒聊！ 

 

8. 但如果你從他開始非常認真地談論上帝和純粹的精神生命的事物，他將會做出一個非常困惑，

悲傷和極其愚蠢的面孔，經過一個小時的長時間談話，你會看到他揣摩長長的無聊的表情會告

訴你最清晰的口音： 

 

9. “朋友，你是非常不同的;因為我不明白這麼高的問題！而且因為我不理解它們，它們會喚醒

我無聊，內在暴躁和隨後的瞌睡很快！談論一隻貓，一隻鳥，一個漂亮的女兒（或一個漂亮的



年輕男人），我會在最激烈的關注下聽你幾天;但只能饒恕我這麼高的神聖問題因為我不明白它

們！“ 

 

10. 看哪，上帝虔誠的人確實不會在臉上告訴你;但他的行為，他的臉和他的手勢會比你飢餓的

獅子的吼聲更尖銳地尖叫！ 

 

11. 因此，你不應該把你和我的經歷之間的差異做得太大，而是將高度和深度放在幾乎相同的

水平上，毫無保留地說話，特別是如果很快穆罕默德會在某個問題上來找我們。 

 

12. 但是現在我們想要穿過這個洞穴，從那裡走向早晨;在那裡，你將看到上帝光榮的安排！ 

 

13. 但正如我所說，當穆罕默德加入我們，我會把他推薦給你和你會找到正確的話語與他交談！ 

- 所以這是以主的名義完成的！阿門。“ 

 
 

HoG V3/96 遷移到普利斯塔的小屋。普利斯塔接待客人。拉麥欣賞普利斯塔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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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群人在許多驚人之中越過洞穴並到達東出口時，以諾說： 

 

2. “讓我們走向早晨，以便拉麥和他的同伴能夠看到我們聖父的奇蹟！在普里斯塔的小屋裡，

我們想要舉行主的晚餐，那祂自己已經命定我們所有人在適當的時候參與加強我們的愛，從而

我們的精神！“ 

 

3. 亞當回答說：“是的，我的兒子，以諾，你說得很好;我們想這樣做，同時也看到什麼我們可

以做與婚禮快樂的穆罕默德做些什麼！” 

 

4. 以諾說：“是的，是的，父親亞當，在這個場合會變得特別清楚！但是現在讓我們把這個問

題放在一邊;在適當的時間和地點，它將顯示我們將要做的事情！ - 這樣讓我們奉主的名義去！

“ 

 

5. 在這裡，小組離開洞穴，趕緊去上午。 

 



6. 抵達後，人們成群結隊地向高客人致敬。 

 

7. 但普利斯塔是第一個迎接高級客人的人，她說： 

 

8. “崇高的父親們，強大的上帝的偉大朋友，你們一如既往地帶著偉大的，聖潔的意圖來到這

裡;因此，現在永遠地用我最深切的讚美對那位住在祂永恆的聖光中的聖潔，永恆，最慈愛的父

親。通過我們對祂的愛，祂在我們的心中激勵我們！ 

 

9. 歡迎一千次，親愛的，崇高的父親們，由主的可憐的僕人！我的靈魂如何渴望父親的話語從

他的口中，誰主祂自己指定為真正的大祭司！ 

 

10. 在耶和華的帳幕裡與我同行，那祂自己藉著祂萬能的旨意建造，並且祂致力於成為一個餐

廳廚房，在那裡祂所有的孩子們都應該找到正確的強大到永恆生命。“ 

 

11. 但以諾當他看著完全熔化的拉麥時，對他說：“好吧，兄弟，你覺得這個演講者怎麼樣？

你對她的話有什麼看法？” 

 

12. 拉麥發現很難收集他自己由於普利斯塔難以形容的天堂般的恩典和美麗，他說：“兄弟，

在它出現的那一刻，在火焰和被毀壞的深淵中看到敵人的敵人禁止我的舌頭;但天上的這個女兒

似乎限制了我的聲音器官甚至更強！哦，上帝，上帝啊，什麼是所有事情我眼睛必須遇見！ 

 

13. 不，兄弟，看到這樣的天堂可能會花費一個可憐的罪人，確實是他的生命！這種美麗，與

這種愛和智慧！這多於一個可憐的罪人可以忍受的在永遠！ 

 

14. 兄弟，現在免去我任何進一步的提供或評估;因為我首先必須習慣於這種視景！如果這是在

主的恩典下完成的，那麼我才能說話;因此，我將不再發表任何言論！“ 

 

15. 以諾回答：“好吧，在耶和華榮耀的小屋裡，你的舌頭將被釋放;因此，讓我們進入大屋！” 

 

16. 在這裡，宏偉的普利斯塔帶領所有人進入小屋，並將新鮮的木材放在愛的爐子上。 

 
 

HoG V3/97 在上帝的小屋裡。普利斯塔抱怨對穆特哈癡情跟踪。心智專家，以諾的明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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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所有的小組成員都在小屋裡，而普利斯塔安排了她的爐子時，她回到了以諾並對他說： 

 

2. “噢崇高的，唯一的，真正的全能大祭司，永恆的上帝，誰是我們聖潔，最慈愛的父親！我

必須以悲傷的心告訴你早上將要發生的事情！ 

 

3. 你知道嗎不久前，我們的主，我們永恆的聖父，給穆罕默德一些承諾，那我，有一天，如果

它讓父親高興的話，我應該成為他的妻子。但是現在我被跟著其他明智的，只是穆罕默爾的腳

跟因為他想從我這裡得到我個人的保證！ 

 

4. 如果我告訴他，他只能堅持到主的話，而不是不必要地要求我的承諾，因為它將無論如何都

要在正確的時間完成，正如主希望它發生的那樣，看，他開始哭泣並說： 

 

5. “是的，是的，如果參賽者不是她們喜歡的，所有的處女都這樣說話！”主永遠不會強迫我

成為他的妻子，如果我，通過祂的恩典，不獨自我選擇 - 因此我總是推薦他給主，因為我不想

要他，因為我很清楚耶和華永遠不會強迫我做任何我不喜歡的事！ 

 

6. 看，這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是他的話！給我從主那裡一些建議，我應該在這裡做些什麼！ 

 

7. 我昨天沒有犯過罪，因為厭倦了不斷空洞的喋喋不休和徒勞的質疑，我毫不含糊地拒絕了穆

罕默德，並告訴他：因為你是如此不必要的好事並想提前把我當作妻子，我告訴你一切都是嚴

肅的，我厭惡你，並且給你最充分的保證，你永遠不會讓我遠離主！如果你對自己的愛的渴望

只是離我更近一步作為一個生物，我會發誓主用這爐子，永遠未婚，出於對祂純潔的愛，永遠

不要看著這個人地球！“ 

 

8. 但是這些話嚴重地摧毀了穆罕默德，以至於他變得無言以對，他走開了哭泣和哭泣，而且 - 

正如我所注意到的那樣 - 直接向你走去了。 

 

9. 以諾，你高舉僕人全能的上帝的，以主的名義給我一個安全的建議和安慰！“ 

 



10. 以諾回答普利斯塔說：“然後聽我的話，我會告訴你事情的真相：看哪，耶和華肯定應許

你到穆罕默德，並且已經完全加入了精神裡;祂只是推遲了祂的祝福在肉體直到正確的時間！但

是主只是默默地告訴你這樣的感受！ 

 

11. 然而，當穆罕默德來找你並通過隱藏的話語告訴你時，你從你的感受中認出了他，他就是

有一天，有一天會成為你的丈夫由主祝福的;並且根據這種認識，你以一種非常友好，雄辯的眼

神看著穆罕默爾，通過這一最美麗的目光，否則你已經造成了極其明智的穆罕默德一個嚴重的

傷口，他幾乎流露出他所有的智慧！從此以後，穆罕默爾完全埋沒在你的愛中，不能升起從沒

有生命的這樣的住所中！ 

 

12. 因此，這是你的一個小錯誤，你必須做好再次！但這個錯誤你將會變好通過向主要求，祂

應該保佑穆罕默並帶領他走向正確的救贖之路！ 

 

13. 但是，你可能不會鄙視他;因為一個充滿主的應許的人，已經大大成聖了！ 

 

14. 主現在正在嘗試他一點，服務於他的完美。但你不能讓誤解他為此;因為他被上帝成聖，注

定要在正確的時間成為你的丈夫！ 

 

15. 看，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允許避開他;但你也無法誘惑他！ - 這個是為你;但與穆罕默德，我

會說話！現在，讓我們去你的爐子！阿門。“ 

 
 

HoG V3/98 以諾治愈受苦難和被愛情困擾的穆特哈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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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普利斯塔再次忙著她的爐子時，拉麥現在變得更加清醒和沈著，向團隊發表了一些有關

她的有效評論，當他幾乎沒有完成他的評論時，突然間穆罕默爾進入了小屋，彷彿失去了理智，

他看著以諾，然後在他面前走了一步，並一言不發地盯著他。 

 

2. 但是以諾很快拿起他的右手說道：“聽著，你肉體的愚蠢慾望，把這個充滿了上帝應許的人

俘虜了，我吩咐你用主的力量在我胸前那你立刻離開他誰被上帝召喚的！“ 

 



3. 在這裡，穆罕默爾突然醒來正如從沉睡中，說道：“噢上帝，我的聖父！我現在在哪兒？什

麼發生對我？我還是我的樣子嗎？我是醒著還是現在睡覺做夢？ 

 

4. 我依稀記得匆匆忙到在這裡與偉大的熱情為普利斯塔；看，普利斯塔站在我身邊，是如此冷

漠對我 

就像對待一些不存在的東西-這怎麼可能？ 

 

5. 我知道並清楚地記得，在承諾之後我開始用最熱切的愛抓住她;但現在只有承諾閃耀作為晚上

的明星就像第一個黃昏在我胸口，在那裡它是父親的一句話！其他的一切，但是，是像離開我！ 

- 怎麼，怎麼這種變化怎麼突然發生在我身上？！ 

 

6. 以諾，我公然向你承認 - 因為我現在知道為什麼我來到這裡的第一地方，為什麼我趕到昨天

早上很早就到了最高處 - 現在整個地球與所有居民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7. 現在只有父親獨自是所有在所有對我;但其他一切都是純粹的虛無！而你，以諾，對我來說只

意味著什麼，因為你攜帶對父獨有的愛在你心裡;但除此你是對我，就像其他僅僅是純粹生物的

東西一樣，和普利斯塔相似，好像你根本不存在！ 

 

8. 因為我現在到處都看到父親的愛與關懷和工作的持續和不斷重建的工作。因此，我不能愛事

物和生物那些為聖父提供如此多努力的;因為我只愛祂！ 

 

9. 我自己寧願不像我一樣 - 因為我也提供父親的努力;但我不會存在，我也不能愛祂，祂誰是最

高愛他自己！同樣，你應該是一樣的，這樣你可以愛父！ 

 

10. 噢父啊，那麼我怎麼可能更愛這個普利斯塔比愛您神聖的父親？！“ 

 

11. 這些話結束了穆罕默爾的口。但所有人都對穆罕默爾的這種變化感到非常驚訝。 

 

12. 普瑞斯塔暗中開始哭泣並詛咒以諾所描述的指定外觀，她曾使穆罕默爾這樣傷口;因為她現

在看到了他，她的心臟暗戀，就像迷失了。 

 

13. 亞當先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 

 



14. 深度的拉麥也顯得非常困惑，並對以諾說：“兄弟，在目前的情況下，在我看來，我將無

法與這個男人說太多話！” 

 

15. 但是以諾回答說：“讓它變得好！只有當床單完全轉動時，你才會在適當的地方談論很多;

但是現在我們允許這個案子運行它的良好的道路！因為這裡普利斯塔必須來幫助穆罕默爾通過

補償什麼她以前曾經做過的事情，雖然不是故意的，但是傷害了他！所以主想要它！因此，我

們將離開這件事，讓它走上神聖秩序的道路！阿門。“ 

 
 

HoG V3/99 亞當對穆特哈爾的內在轉變感到驚訝。尷尬的普利斯塔。 

穆特哈爾的演講關於所有感情虛榮。普里斯塔的後悔和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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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以諾給拉麥的這些話之後，亞當才恢復正常，並問以諾：“聽見，我心愛的兒子，以

諾！這是什麼事？發光的穆罕默爾，誰想像在普列斯塔尋找天堂的天堂， - 誰昨天才失去他自

己處於普利斯塔最美妙的深處 - 這種上帝所應許的結合將產生無法估量的深刻憐憫的後果 - 穆

罕默爾，我說，誰向我預言在地球上保留人類取決於上帝所承諾的這一點從屬關係， - 現在是

普利斯塔的最鄙視的人，怎樣它在我看來，她對他如此無動於衷，正如是冷漠對我們那這個世

界的一部分，那我們還不知道。 

 

2. 哦，告訴我，這是怎麼發生的？你已經放置你的雙手造成了這樣的在穆罕默爾？或者他是否

暗中說服了他自己？還是主突然改變了他？或者你讓醒著他睡了？ - 告訴我是什麼讓穆罕默爾

徹底改變了？“ 

 

3. 以諾對亞當說：“噢父親亞當，只要注意穆罕默爾的行為和言論，你很快就會發現這種的神

秘現象在你面前解決了！我很快就會允許穆罕默德與普瑞斯塔交談，如果他想要和從本演講，

你將能夠很容易地辨別出這種現象背後的一切;因此，請密切關注！“ 

 

4. 以諾召喚普裡斯塔並對她說：”好吧，我可愛的普利斯塔，請告訴我你現在對穆罕默爾的想

法，如果你對我感到滿意，通過主的恩典，以這種方式改變了穆罕默爾的言行！因為你以前曾

對他提出過公正的抱怨，你對此表示不滿;因此，你必須告訴你現在是否更喜歡他了！“ 

 

5. 這裡普裡斯塔非常尷尬，不知道她應該說什麼。 



 

6. 但站在她身邊的穆罕默爾說道，沒有太多的琢磨：”我認為在這個時代 - 形成不斷變化的世

界，一切都有它的時間！愚蠢有它的，智慧有它的，愛有它的，女人感覺在男人有它的，婚姻

的慾望！當我在普裡斯塔面前閃閃發光的時候，我也是這樣！ 

 

7. 然而，由於時代在變，我們陷入了時間序列，我們應該如何完全不變？！ 

 

8. 整個地球在大太陽周圍不斷地像一個愚蠢-有趣的孩子一樣跳舞;但是我們中間沒有被迫加入

這種日常舞蹈的安靜明智的地方在哪裡？！即使在我睡覺的時候，我也必須伴隨著這種愚蠢的

地球高興！ 

 

9. 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我必須變得發光由一個發光-眼睛的女僕！但我們都知道濕潤的雲層甚至

能夠使強大的烈日降溫;因此，必須存在一種方法，讓男人可以冷卻他的愚蠢女人的愛？！ 

 

10. 上帝的恩典給了我這樣的手段，現在普裡斯塔的兩個太陽不再傷害我了！這也是時間的變

化在我裡，我重新生活在這裡，並且覺得一個人，一旦出生，就可以很容易地生存在沒有普裡

斯塔的情況下;其中存在著不斷變化的原因。 

 

11. 今天愛，明天多雲;今天熱，明天白;今天發光，明天氾濫！“ 

 

12. 這些話打破了普裡斯塔的心臟，她開始痛苦地哭泣並說道：”如果被預言的人會說出這樣

的話在談到最嚴重的時候，那麼非預言的話會是什麼？！ -  O 穆罕默爾，你不能再有一顆心可

以原諒我嗎，如果我太難為你？“ 

 
 

HoG V3/100 穆特哈爾對普利斯塔的明智而高尚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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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穆罕默爾轉向普里斯塔並對她說：“普利斯塔， - 你為什麼現在抱怨神聖的命令？ 

 

2. 我在發光，你抱怨我的熱情;現在我是冷，你抱怨我的冷漠！告訴我，我怎麼是那你認為不想

抱怨我？我應該在發光和寒冷之間走在中間 - 我應該不冷不熱嗎？ 

 



3. 看哪，你不知道該在這裡回答什麼！但我想在上帝和所有的父親們面前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

然後傾聽： 

 

4. 當我如此反對你時，正如主所希望的那樣，我認為我的行為是正義的！ 

 

5. 如果我發光，那就是主的意志那我正在發光;如果我很冷那也是主的意志那我是冷的;如果我不

冷不熱，即使我不能沒有主的旨意 - 雖然我知道在神聖的事物的順序中無處可尋找鬆弛，所以

主肯定永遠不會讓我陷入不冷不熱的狀態！ 

 

6. 但如果你對所有人的主和父有正確的信任，你怎麼能在我面前擔憂並哭泣，好像我不得不原

諒你的任何罪行？！ 

 

7. 主不是按照祂的意願行事，而是根據祂的時間將我們團結或分開嗎？！或者你是否非常秘密

地認為這種躺在我們的權力範圍內？ 

 

8. 看哪，不是我，不是你，也不是以諾和所有其他的父親們可以按照他們的意願去做，但這完

全取決於主！ 

 

9. 我們是否熱情地彼此相愛或者我們是否相互逃避是一樣的;如果我們有了應許，主仍然會團結

我們，提供那承諾為目前時間是沒有樣本承諾通過其，我們應該審視自己是否，我們的共同愛

情秘密是不更強比我們對祂的愛！ 

 

10. 但是，一旦給出了承諾 - 我一點也不懷疑為那時刻 - 我必須全力以赴地感謝上帝，祂挫敗了

我的愚蠢熱情，那祂的神聖試探承諾和你眼中的陽光醒來在我，而我想，你作為一個最純潔的

主選擇的僕人，那祂攜帶你在祂最神聖的手上，會發現這是我內心非常合理的觀點在你心裡，

並且也會與我分享它！ 

 

11. 因此，我在上帝和所有的父親們面前宣布，只要主沒有確定地告訴我把你當作妻子，我會

朝著你行事，好像你像任何其他處女一樣對我，那主沒有答應我！ 

 

12. 相反，我希望你，作為你的兄弟，正是一樣的態度，將加入你最忠實地的父親永遠！ 

 



13. 堅持和放所有的都在主裡，你的心很快會體驗到正確的冷靜和最甜蜜的安慰！但這就是所

有那我現在完全上帝虔誠的心所希望你的。這樣做，你將看到正確的亮光在這個神聖的承諾！

阿門。“ 

 

14. 在這裡，普瑞斯塔隱藏了她的臉，然後被穆爾的智慧深深地打，到她的爐子上，開始深深

地思考穆罕默爾的話，發現它們越來越正確了。 

 

15. 但是以諾對拉麥說：“兄弟，準備好你自己;因為很快它是到你說話從上帝深處的愛對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