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01 穆罕默爾對深層客人的蔑視和對拉麥國王的尖銳問題。拉麥的回复很含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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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諾給拉麥的序言之後，穆罕默爾轉向以諾並對他說：“以諾，告訴我這些小人是誰，特

別是你剛才所說過的人！他們是那些來自深處的人，現在已經被洗淨了，在主在我們中間的時

候誰敢攻擊我們呢？或者他們是出生在午夜最近角落的人？告訴我他們的背景是什麼！ 

 

2. 以諾對穆罕默爾說：“聽著，我因此預先警告過這些人中的正確人，他已經準備好與你交談

了！但是，既然你現在最大限度地了解這些只是身體但不是精神上比我們更小的人是的，我建

議你並說：立即轉向我旁邊的人，他的名字也是拉麥;他會為你提供有關很多事情的最佳信息！

這樣做沒有恐懼而且沒有退縮！我事先確信最後，你會對他的小身材感到滿意！“ 

 

3. 但亞當也贊同地向穆罕爾揮手，直接接近小人;因為他非常清楚拉麥有多少最好的鹽。 

 

4. 因此，穆罕默爾進行了一次輕鬆-看起來的冒險，與拉麥進行了一次內容豐富的討論，並立即

向拉麥提出了以下問題： 

 

5. “拉麥，你這位非凡的小個子，告訴我，你是誰，從哪裡來，這樣我才能知道如何對待你和

你的一類！看來，我仍然是一個人，對其尚未給予能夠看到生命的基礎，像以諾和其他一些人！

因此，我仍然需要從我面前的答案中提出並接受。因此，我也問過你，你想讓我知道你是誰以

及你從哪裡！“ 

 

6. 在這裡，拉麥非常有意義地看著穆罕默爾，用非常謹慎的話語和一點熱情的聲音說道：“聽

著，你否則這個早上聰明的人，這個問題讓你絕對沒有榮譽;因為這樣，在我的大城市漢諾克，

最低街道清潔工人互相交談，他們幾乎不知道他們是人類血統！ 

 

7. 一個真正的智者，然而，根據我的觀點，知道，那活生物 - 特別是在友好的陪伴以諾甚至能

夠與他交談 - 應該被認為比某些類人猿高一點！ 

 

8. 這似乎完全缺乏在你的智慧;因此，你的問題是對我就像你一無所知關於真正的智慧並評價我

作為一隻猴子而不是一個人！ 

 



9. 但我現在建議你：非常準確地了解你自己;然後再試試我！但在這樣我現在可以理解為什麼你

表現得如此極端反對天堂般的普利斯塔，首先發光像流動的礦石，- 現在像冰塊一樣冰冷，因

為它似乎那神聖生命的中心在愛對上帝關於它的行為仍然是陌生的對你來說;因為普利斯塔是純

潔如金，提供那你知道什麼是金！ 

 

10. 但直到現在，你仍然只是一個傻瓜，誰似乎很難理解主教育人們的方式！ 

 

11. 因此，我建議你在以我的和你的上帝的名義：先去了解你自己;只有那時來和我說話，非凡

的小人物拉麥，誰似乎仍然比任何猿都好！ - 理解我！“ 

 
 

HoG V3/102 以諾可以防止尷尬的穆罕默爾離開。以諾關於女性天性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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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話立刻向穆罕默爾表示，誰他與之交易。因此，他在拉麥麵前鞠躬，並給出了非常強烈

的跡象，要盡快離開陪伴;因為他暗自覺得以諾故意欺騙了他。 

 

2. 因此他可以從各方面拒絕並且最重要的是，他感到羞恥，因為面對我們的父親們以及在普利

斯塔面前，他覺得他的智慧能力仍遠遠落後。 

 

3. 但是當他慢慢地走到門口時，以諾對他說：“穆罕默爾，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離開一家陪伴

是不可能的，就像我們的陪伴一樣！ - 你是不是試圖戴上另一個愚蠢的冠？” 

 

4. 而穆罕默爾回答說：“這不是我的意圖，而是讓第一個消失與第二個！”另外，鹽漬的拉麥

向我建議我應該先去更好了解我自己！遵循這樣一個有力的鹽漬智者的建議是多麼愚蠢？或者

這是不同的理解？“ 

 

5. 以諾對穆罕默爾說：”穆罕默爾，你似乎遭受了大量的自負，因為主已經向你講了一些關於

女人-愛情的事情！？ 

 

6. 看哪，如果你是一個輕浮，愚蠢的盲人女人，她只知道自己對肉體的渴望，而且所有的時代

都只關心它的滿足感，我不會被你愚蠢的愚蠢負擔！ 

 



7. 因為這也是主的概念！祂帶著那個能夠，只想獨自愛祂的女人，沒有任何依戀世界，然後攜

帶她在祂手臂，手和手指帶到她最快樂的命運！ 

 

8. 但是，一個女人，誰主要發現愉悅在世俗的愚蠢那裡某些感覺展示，主讓她像森林裡的動物

一樣去，而不關心她，除了給她身體的感性身體像森林的遊戲。 

 

9. 由於這個原因，一個墮落的女人不再那麼容易被幫助了，並且很容易被傳遞到各種淫亂和淫

亂中，我們在午夜地區有很多例子，並且很清楚一個女人只有一次把主放在一邊因為世俗的喜

悅，除了奇蹟之外，幾乎無法被拯救完全消亡！ 

 

10. 看，這是主對女人的偉大輕浮的概念，同樣也是我的！ 

 

11. 但你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充滿神聖諾言的男人，因此我不能 - 好像你是一個無法克制

的女人 - 讓你在愚蠢中奔跑，但我必須對你說： 

 

12. 穆罕默爾，留在這兒！承認你的愚蠢在父親們的光，並學會欣賞拉麥的鹽！看，主常常已

經在拉麥的桌子上吃過飯了，他是一位完全學識淵明的上帝祂自己的學者！我和他處於同一水

平，由主親自安置;所以你可以忍受一點拉麥！ 

 

13. 因此，轉身去找他;但是以一種方式接近他如何接近一位經過深思熟慮的上帝的朋友，當場

你會發現他的鹽少了很多咬！ - 你了解我嗎？“ 

 

14. 這裡穆罕默爾轉過來並遵循以諾的建議。 

 
 

HoG V3/103 穆罕默爾與拉麥交談。拉麥明智地談論了侮辱的真實本質。 

穆罕默爾與拉麥和解，並懇求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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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穆罕默爾回到拉麥要求他原諒他的錯誤時，拉麥阻止了他，並對他說： 

 

2. “穆罕默爾，我從你的眼睛裡讀到了你現在要告訴我的內容;但是看，我不能接受這個為理由： 

 



3.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你至少沒有冒犯我！你怎麼能，因為你，就像我一樣，承載著父親的愛在

我們心中！ 

 

4.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一個忠誠的上帝的人不應該接受他兄弟的任何侮辱！由於在每次犯罪背後，

無論是冒犯還是侮辱，都是相當大的驕傲。但是傲慢的方式是被主治療對待的 - 那個，親愛的

兄弟，你知道肯定比我好得多！ 

 

5.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我以極其豐富的方式看到了主在你裡面的應許，並在其背後看到無盡的

無法理解的神的偉大憐憫，上帝在揮動，旋轉和流動！ 

 

6. 但是，如果主充滿了這樣的應許，怎麼可能一個被喚醒的人，正如我通過上帝無盡的恩典和

憐憫，在一切會受到侮辱？！ 

 

7. 但我現在看到你想告訴我什麼，我立即回复你並說：兄弟，你以前誤解了我的話;因為我給了

你一個稍微有些奇怪的問題，一個答案好像你侮辱了我，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理由！ 

 

8. 我刻意地只給出了我的答案僅因此呈現因為我真的發現了在你一種傲慢那真正不屬於你神聖

承諾的。 

 

9. 因此，我想謙卑你一點，但不是為了我，而是出於真誠的，真誠的兄弟之愛為你的原故！ 

 

10. 現在看，在這你就不可能侮辱我了！因為這是被阻止了由上帝的愛的火花在我裡，所以我

的心不再冒犯和激怒某人，就像我說的，你在至少的，因為你是那一個，誰我想要依附我的愛 

- 和友誼聯繫最多！ 

 

11. 我非常愛你，你華麗的兄弟穆罕默爾！你能愛我，該隱的後裔嗎？“ 

 

12. 在這裡，穆罕默爾張開雙臂說：”來到這裡，拉麥兄弟，從我的胸口充分保證我全心全意

地愛你！事實上，除了在你身上找到這麼棒的男人和兄弟之外，我寧願相信別的！但是現在我

已經認出你了，你對我來說比我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所以請放心，我也愛你，永遠不會停止愛

你，比最親愛的兄弟！ 

 

13. 但是因為我認識你，噢兄弟，以這種最有益的方式，你應該按照以諾的意願成為我的顧問，

並且應該準確地向我解釋我與上帝的純潔僕人普利斯塔的關係並告訴在哪裡我真的和她在一起！



我是否應該僅僅在靈性上或在世俗的方式上認同這個承諾，還是應該把整個事情當作主試探我

的精神？ 

 

14. 是的，兄弟，我知道你會在這件事上給我一個真正的亮點！因此，主是因此在你的精神關

於它！“ 

 
 

HoG V3/104 拉麥不屑一顧的決定和向上帝求助的好建議。關於上帝的話和人的話之間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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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拉麥聽到穆罕默爾提出這樣的要求時回答說：“是的，親愛的兄弟穆罕默爾，憑藉我有限

的能力，我將遵守你的要求！ 

 

2. 你想了解女性愛的本質，正如它是以它的方式，你也想知道你站在哪裡與普利斯塔在主的承

諾方面？ 

 

3. 這個，最親愛的兄弟，確實不是徒勞的要求因為我能看到好理由你想追求這些準確的信息;但

在我給你一點話之前，我必須把你的注意力引向一個非常重要的環境，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在

我們的預期討論中，在我看來，情況是： 

 

4. 你和我是限於上帝的無盡的愛和憐憫，上帝是我們最神聖的父親;但我們知道祂在適當的時候

向任何人展示祂自己，誰轉所有愛在他的心對祂，並信靠祂，那主將肯定回答他在所有的案例

那被呈現到祂在真實愛心和信任。我們因此知道。 

 

5. 但現在問問你自己，你是否已經考慮這非常重要的事實在你心裡！ - 我真的想立即用我的知

識和經驗為你服務，但我知道你和我不想犯罪在主面前，先是預先祂無盡的善良，恩典，愛和

憐憫！ 

 

6. 我的意見因此是：你應該首先將這件事交給主，我們最神聖，最有愛心的父親，以一種非常

有愛心和信任的方式，並向祂詢問什麼你對我的要求，而且比在任何其他事情上我都更加信服

在這種案例，主不會讓你久等待一個確鑿的答案和最忠實的啟示祂最神聖的意志！ 

 



7. 你當然在心裡說，我的話，以及以諾的話，也純粹是神聖的，因為我們只是說什麼上帝的靈

告訴我們說的話！ 

 

8. 這個，最親愛的兄弟，實際上是無可否認的，我和以諾很快就會被視為最大的罪人，如果我

們想聲稱並說：“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說出由我們自己的話！” 

 

9. 但看，最親愛的兄弟，在那裡，離這裡幾乎沒有一百步，根據我觀察到的同一條溪流在高處

最輝煌的最奇妙的石窟中流動;但去品嚐同樣的水，你會找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滴水將為

您提供更加強化和清新，而不是靠近這裡的，水已經失去了一些原始力量，你需要喝一大杯足

以獲得相同的力量！ 

 

10. 看，它也是如此對耶和華的話。因為它已經沉積了大部分活力在我並從我流到你，只是作

為一個普通的詞，聽起來好像是來自我 - 這就是為什麼它不再包含它原始的，活躍的，強大的

引人注目的力量那對我有用從原始來源舀取它時的！ 

 

11. 因此，我建議你並說：去使用原始來源只要它是平等接近對每個人，一滴水對你的影響更

有用比一千個從我的嘴！ 

 

12. 如果你找不到原始來源，我很樂意幫助你尋找它！但我的建議和我的教學在你的案例應該

是最後的手段！ 

 

13. 就這樣，親愛的兄弟，請遵循我的建議！我認為這將是正確的！“ 

 
 

HoG V3/105 穆罕默爾正在等待神的話語和自白。 

亞當對穆罕默爾的悲痛和以諾令人放心的話。出發到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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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爾很清楚地認識到拉麥話語的深刻含義，他走到了一個沒有人能看見他的僻靜的地方，

並且自己說： 

 

2. “在這裡，我將住宿直到主會回答我，我不會吃喝直到我收到主的話。 

 



3. 這是多麼愚蠢，思考的生命是這沒有大膽的主的話語-協會，因為即使是一個嚴肅的生活問題，

人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是生活在地球上？！ 

 

4. 因此，我現在必須得到主的話，即使它應該讓我失去我的反正而不是雄辯的生命！ 

 

5. 但我知道怎麼做，主會聽到我並將給我祂的話，正如祂已經賜給我了許諾？ 

 

6. 我知道什麼我將做：我會開始真的愛祂想要在祂面前狂歡，就像一個盲目的相思傻瓜在祂的

女僕面前，誰他想成為他的妻子！ 

 

7. 但如果主仍然不想回答我怎麼辦？ - 是的，我然後我想完全放棄整個世界甚至祂的諾言！我

將背棄普利斯塔，永遠孤獨，全力以赴地黏著主，默默地帶給祂我的榮耀和我的讚美，但看到

其他一切，好像它永遠不存在！ 

 

8. 此外，我要並將說最認真和最活躍在我的靈魂：“主啊，在這裡，我全都在您面前，為了您

的緣故而無視一切;因此，現在就從我這裡得到您想要的東西，我會和您在一起！“ 

 

9. 這就是穆罕默爾決定採取行動，他很快就這樣做了。 

 

10. 因此，整整一天過去了，陪伴已經有一段時間在普利斯塔的小屋裡吃完飯了，經過一些崇

高而富有啟發性的對話之後，他們又開始想到穆罕默爾和亞當對以諾說： 

 

11. “你有沒有註意到那穆罕默爾，誰在中午之前離開小屋，還沒有回來？！在我看來，他從

各方面受到了打擊，他暗中對正在進行的講座感到有些興奮，並留在某處隱藏在地球的一角，

因此我們不太可能再見到他;因此我非常擔心他！“ 

 

12. 但以諾對亞當說：“父親，非常不關心;因為主比我們所有人更謹慎，更仁慈！祂是穆罕默

爾的真正的老師和領導者，並且已經教導並領導他已經是最確定，最好和最短的方式到他的目

的地。 

 

13. 因此相當不關心穆罕默爾，誰最終由他本人採取了果斷的決定，以犧牲為愛情，憐憫和上

帝的一切恩惠，甚至他的生命！ 

 



14. 不久，我們所有人將被知道，甚至通過我們的外在感覺，如何主正與那些為祂犧牲一切的

人打交道！ 

 

15. 祂根據他們靈魂的力量檢查他們，並與他們的承諾一致;如果他們被發現是堅強，然後突然

之間所有的生命之門都向他們開放！ 

 

16. 因此，它將發生在穆罕默爾身上;因此，讓我們精神振奮，將榮耀歸給上帝！阿門。“ 

 

17. 這些話讓亞當再次平靜下來，很快整個派對就開始了。 

 

18. 亞噹噹然認為他們應該回家因為接下的安息日。 

 

19. 但以諾說，主的安息日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因此甚至可以在這個地區慶祝。 

 

20. 亞當也對此感到滿意。 

 
 

HoG V3/106 烏拉尼翁作為旅店老闆。普瑞斯塔被呼到山丘為穆罕默爾。 

亞當的好奇心和有益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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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整個陪伴在戶外時，他們被早上的孩子們接待，誰彼此之間的競爭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為

父親們服務。 

 

2. 但是父親們拒絕了這些努力，並向他們表明，他們將在他們中間過夜，即在烏拉尼翁的住所。 

 

3. 並且烏拉尼翁立即指示他的孩子們以最好的方式準備一切，並提供一個最準時的晚餐。 

 

4. 但是當普利斯塔完成清潔她的廚房並給予上帝榮譽和她內心的真正讚美之後，她也跟著外面

的陪伴去詢問她是否應該在廚房里為下一個安息日做準備，或者如果父親們會回高度的家去執

行犧牲。 

 

5. 但在她開口向父親們詢問這樣一個問題之前，她聽到了早晨地區的呼喊，聽起來如下： 



 

6. “普利斯塔，你我心愛的人，來到這個高度，在烏拉尼翁的住所後面七十年代的崛起溫柔的

正如你的乳房！我必須告訴你相當重要的事情！ 

 

7. 但是不要問誰打電話給你，來吧！單獨！沒有人應該陪伴你，沒有人應該跟著你;因為我必須

獨自與你交談。但不要害怕，因為沒有一根你的頭髮會受到傷害！ 

 

8. 但由於主要陪伴的所有其他成員都聽到了這個電話，因此也是亞當，他立刻去了以諾，說： 

 

9. “好吧 - 所有的讚美歸於主，因為一塊巨大的石頭從我的心裡掉了下來！因為這是穆罕默爾

的聲音，所以很明顯他還活著並且沒有遭遇任何意外！ 

 

10. 但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他在晚上這麼晚與普利斯塔單獨討論？！ 

 

11. 事實上，這件事在我看來有點可疑;因為看見這個女孩，當她聽到這個電話時，跑了沒有看

向我們，就像一個狐狸在偷雞的！ 

 

12. 因此這件事對我來說有點可疑，我們應該去調查一下我的好穆罕默爾想要做什麼，並且只

和普瑞斯塔單獨談！ 

 

13. 但以諾回答亞當並說：“父親亞當，經常有時間和情況應該是父親的神聖職責，要小心照

顧他們的女兒，特別是在成年早期，當她們非常感性，如果她們很忙隱藏的活動，並秘密地或

虛構的藉口訪問孤零零的地方和山丘。為此，我們有足夠悲慘的例子，這些後果對於我們來說

並不是陌生的，這些活動來自這些貞潔的秘密活動，並且訪問了僻靜的地方，午夜地區的孩子

們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 我的意思是，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14. 但在這裡我們有一個非常不同的案例;因此，我們希望在沒有任何進一步干預的情況下將普

利斯塔留給穆罕默爾，這樣他就可以做與她什麼他要的。並這是可以的！與此同時，讓我們與

拉麥及其同伴交談！“ 

 

15. 但這次亞當對以諾的講話不滿意，因此對以諾說：”我的兒子以諾，我對你的言語並不完

全滿意;因為穆罕默爾和普利斯塔都不是上帝的無瑕天使，蛇還沒有被殺！足夠那他們仍然有自

己的自由意志！如果我們不管他們，他們可能會受到誘惑，並很容易摔倒在誘惑期間！所以我

認為我們至少應該非常秘密地密切關注他們調查正在發生的事情！“ 



 

16. 以諾說：”父親，如果你擔心，那就去做間諜;但要注意你不要被強大的恐嚇所擊敗！“ 

 

17. 但是亞當並沒有讓這阻止他，而是去了看普瑞斯塔要在山上與穆罕默爾做什麼。 

 

18. 但他幾乎沒有來至於烏拉尼翁的住所後面，當他看到整個山火焰和山腳下的火焰下面，一

群最兇猛的老虎，當它們注意到亞當的時候，就給出了起來的跡象。 

 

19. 在這裡，亞當猛烈地向後跳，猛烈地震驚並且氣喘吁籲地回到他的陪伴，並用破碎的話告

訴他們，他所看到的。 

 
 

HoG V3/107 以諾關於兩個現實的演講：物質和精神。亞當異象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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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諾立刻把手放在亞當身上並加強了他，使他完全從恐懼中恢復過來，因此也能再次說

話。 

 

2. 亞當被以諾強化後，他立即問他這種現像是什麼，欺騙還是嚴肅的現實。 

 

3. 以諾對亞當說：“父親，這一切都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這件事！ 

 

4. 有兩種現實，一種物質和一種精神。物質對於精神只是一種欺騙和精神對物質。因此，精神

的發生是現實對精神，也是物質對物質的。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5. 現在取決於你如何想要拿這表現！我認為它像精神！“ 

 

6. 亞當說，“好吧，如果你認為它是屬精神的，我也認為它也是如此;但這對外界來說意味著什

麼？” 

 

7. 以諾對亞當說：“什麼精神意義相應地關注外在世界，乍一看是非常明顯的： 

 



8. 火紅的山意味著你太愛的忡忡擔憂的心，而山腳下的蹲伏的老虎仍然有點強烈傾向於憤怒的

競爭，在某些情況下，類似於這些森林中的條紋貓，正在躺著等待它們的獵物和這種情況持續

了很長時間，直到它們抓到它在它們的控制下，然後撕裂它，沒有絲毫的憐憫吞下它！ 

 

9. 這個，噢父親，是真正原因驅使你離開那裡，也就是說，從你的靈魂或親密的愛情中，你在

他們身上發現了一些可以證明你的懷疑的東西;如果你的懷疑被證明是錯誤的與我告訴你的相比

通過指出，而且與你的意見相反，那麼我們應該對普利斯塔和穆罕默爾完全不關心。 

 

10. 但是主已經允許你看到你內在的狀態，而不是你真正想要看到的;在那一刻，精神的現實向

你展示了你的內在狀態，當你違背主的旨意想要成為一個間諜！ 

 

11. 看哪，父親，這是我的觀點，那我深信在我的生命！但如果你還有其他任何東西，那麼你

可以自由地取代這個;因為我不想強迫莫物在任何人和在你作為地球之父的族長至少！“ 

 

12. 亞當回答：”是的，以諾，你是對的;所以這是肯定的！但是，在我的內心那愛你超越所有

話，還有一大群老虎的生活，有點難以理解！“ 

 

13. 以諾對亞當說：”是的，如果你把老虎視為殺人犯，我的解釋肯定會有點奇怪;但是如果你

根據法律看到一個乾燥，無情的權利，老虎可能會做！ 

 

14. 因為在律法中存在無情的審判，就像在老虎中存在無情的嗜血一樣;而受害者它所選擇的肯

定會成為它的犧牲品！我的意思是，在這種考慮下，我的觀點肯定是對的嗎？ “ 

 

15. 亞當說：”是的，在這樣的假設下，它是對的，好的;但現在離開這個，把注意力轉向別的！ 

“ 

 
 

HoG V3/108 柯南演唱了人生的精華。亞當對這首歌的粗暴批評。以諾令人放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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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公司現在談論了各種各樣的主題，甚至我們的老的，但仍然勇敢的歌手凱南被亞當要

求在這個場合表演 - 這使他很高興;因為這是他的事。 

 



2. 但只有這次他的歌聲有點古怪;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收到亞當的結論性鼓掌。 - 但這首歌聽起

來像是這樣： 

 

3. “噢人們，噢生命，你尋求和看到永遠保存這個生命！一個令人費解的尋求和尋找！ 

 

4. 我們生活，然而我們不是我們生活在這裡的方式;生活是虛無的，我們也是如此！ 

 

5. 看哪，有一種活潑的精神！說，誰的眼睛可以看到和感知他和那我們的生活感官？！ 

 

6. 那麼活著的精神是什麼？ - 他是像思想像閃電般短暫存在並在無限的空間中產生自己的？在

一片朦朧乙醚的地球，一片鬆散的雪花會在瞬間產生自己。 

 

7. 然而，閃光是短暫的，雪片在太陽的光線下融化; 噢說，什麼是它然後與鬆散的思想，與精神

發現他自己在無盡的空間，也在露珠裡？ 

 

8. 噢說，他不是短暫的短暫死亡，像閃光和片狀一樣永不復發並忠實地認出他自己，就像如果

彷彿經常出現在盛行的存在中？！ 

 

9. 什麼是正在死亡的事物和人？什麼是死亡的作品？ 

 

10. 我會消失嗎在身體的死亡？或者仍然保留了我的一些東西在精神？ 

 

11. 什麼是我在精神？一個想法虛無，不可以察覺對- 任何感覺;或者我是一個沒有人的眼睛可

以看到的光，甚至不是它自己的光，沒有任何形成的身體？！ 

 

12. 我想詛咒徒勞的生命，並且扼殺了那個小時在那我自由思考就像愚蠢的生命已經找到了我

自己！ 

 

13. 為什麼我不得不來到存在為了被摧毀沒有追蹤？ 

 

14. 噢悲慘的生命，你殘忍地瘟疫你自己！在這裡，我必須感受，必須思想就像如果我是某種

東西，並且必須生活，以便很快再次痛苦地消失！悲慘的生命啊！ 

 



15. 精神是致命的，每一個稍縱即逝的想法告訴我，那，曾經以為，消失再次在所有時間;但如

果它自己產生思想過去了，什麼會保留從精神呢？ 

 

16. 但是，如果我被忠實地召喚到永生，為什麼我必須死在這個多變的世界，留下身體那我學

到價值和愛？ - 哦，你悲慘的生命，你嘲笑我的感官幻覺！為什麼我要住在這裡？“ 

 

17. 在這裡，亞當跳起來，表示非常怨恨，如前所述： 

 

18. ”我的兒子，足夠你這空虛的愚蠢！下次你可以帶著這樣的歌曲進入最近的森林，並為狼，

熊，獅子，老虎和鬣狗唱幾個小時！這些生物有足夠強壯的牙齒和在它上面的適當強壯的消化

胃;但是豁免它對人類的靈魂！ 

 

19. 因為如果你是如此愚蠢而不知道什麼是生命，精神及其存在，那麼至少要問我們中間的智

者，他們會告訴你！ 

 

20. 那麼你是否已經完全忘記了主的崇高教義，你現在又帶著這些陳舊的老愚蠢傻瓜？！“ 

 

21. 但是以諾對亞當說：”沒關係！我知道父親凱南為什麼會這樣唱歌;這是主的旨意！但是為

什麼主想要它，以下將顯示！ 

 

22. 凱南沒有唱什麼是在他裡面的東西，但什麼是仍然出現在許多其他人。 - 看，這就是原因;

以下將顯示結果！“ 

 
 

HoG V3/109 受傷的亞當的哀嘆和愚蠢的意圖是要退出從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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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關於以諾的話，亞當並不完全滿意;因為，非常秘密地，他相信以諾以偽裝的方式,提出

這一點對他。因此，他對以諾說： 

 

2. “我的兒子，你明智地說話 - 但這並不讓你的話語聽起來很愉快，而且對我來說至少是這樣

的！告訴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的地方是什麼原因，以一種模糊的方式似乎總是提到對我！ 

 



3. 為什麼必須我，這個地球上的第一個人，作為你所有的關懷和所有你同樣熱心的愛父親，被

你以某種方式視為一般的替罪羊？ 

 

4. 如果你，根據主的旨意，有話要對我說，然後要么在完全意義上告訴我，要么保持你自己，

直到你可以私下對我說;但否則保持沉默，不要讓我在我所有的孩子麵前總是看起來很可疑。 

 

5. 看哪，我愛上帝，我的上帝和造物主，我全力以赴;但即使祂親自出現在這裡，我也會告訴祂

我現在告訴你的事情！ 

 

6. 當我向凱南斥責他那些顯然是愚蠢的聲音時，我是以完全的權利做到的;但是你的話，就像凱

南那樣唱歌，從而表明最有可能只留在我的，是 - 即使如果它是由主賜給你的 - 對我的內心和

我的精神都是堅硬和不公正的！ 

 

7. 我現在已經說完了並對你說：從現在開始，我將退出你，並將自己僅限於我的賽思;但你可以

以主的名義做你想要的！但只有免進我的房子， - 它的門對你來說是陌生的！ 

 

8. 而你，我的兒子賽思，現在陪伴著我，夏娃回到家中;因為我注意到我的存在開始惹惱我的孩

子們！“ 

 

9. 這裡所有人開始害怕父親亞當和以諾想要向他展示他的主要誤解。 

 

10. 但亞當示意他保持沉默，說： “我，亞當， - 了解我，今後將不再是你的犯罪學生了！它

是你這麼可恥地困擾我因為我對普利斯塔的好擔心，你已經發現了一群老虎在我裡，然後你稍

微浮現了一點但卻沒有完全被移除！ 

 

11. 如果所有這一切都是主的命令，在所有的嚴肅，我真的看不出主沒有給你洞察力，那你的

言語會傷害我，直到我生命的深處！為什麼對此你沒有遠見呢？ 

 

12. 因此，我絕對不接受任何藉口和後續解釋！既然你現在還要說什麼，那麼：如此是不在最

少攻擊我？！ 

 

13. 我仍然可以接受這個;但是你作為主的唯一大祭司，你不能事先在你身上看到，那我不得不

不可避免地，嚴厲地指出你所說的話，對我，如果它們沒有更明確地表達， - 看，這是你的對

我的粗心疏忽，是擠壓我的心，並完全從你身上撤回！ 



 

14. 因此，我不接受你的任何結束語！留下什麼，你是誰;但是我和我的房子對你來說仍然是陌

生的 - 如果你不想失去我的祝福！現在護送我，賽思！阿門。“ 

 

15. 在這，在所有嚴肅地說，亞當想要離開;但是所有人都擁抱了他，並請求他留下來，聽聽哭

泣的以諾，以及同樣從深處的拉麥。 

 

16. 這樣的行為使我們的亞當又軟了，他仍然留著，但他堅持要聽拉麥但不聽以諾。 

 
 

HoG V3/110 拉麥對亞當的慰藉演講。來自習慣的力量和精神上的顛覆者的祝福。 

我們弱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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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拉麥聽到再次安撫的亞當的這個要求時，他去找他並說：“尊敬的地球人的父親！你

是公正在上帝和我們之前，你的孩子們，那裡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可以否認你的愛，與其你把所

有的孩子都養育大給榮耀，並讚美祂誰賜給他們到您的？！ 

 

2. 但就我剛才注意到的那樣，你確實是善良的你們所有的孩子們在您裡都處於一個強大的普遍

水平;但，除此也不少你的孩子的弱點似乎也佔據了原始的位置在你裡，你試過的靈魂絕對沒有

完全自由從相當多的偏見！ 

 

3. 因此，您將不得不原諒我如果我冒昧地用最誠摯的注釋來說明，首先凱恩的歌詞是針對我的，

其次是以諾通過他的簡短注釋來保護凱南對你，已經建議更仔細比比凱南本人通過言語，眼睛

和手，那我應探索我自己，有多少這種愚蠢的智慧仍然困在我裡！ 

 

4. 我立刻跟著明智的勸告，發現在凱恩的整首歌演講中，我的思緒準確地與他的話語相吻合，

然後也發現在以諾的話中一個舊習慣真的是鐵袍，你不能脫掉，一旦它已被偽造成身體。 

 

5. 看哪，這是凱南的演講和以諾的評論最真實的意思，如果這是要求對我，我會站在我的生命

中為我的陳述是真實的！ 

 



6. 在這個問題上，或許其他人也感到有點受折磨，我覺得很自然而且完全合理;因為我們確實至

少在某些方面確實或多或少地承認了這些弱點，因此我發現這些一般的喚醒呼喊根本不是多餘

的。因此，有些人會意識到自己的弱點，然後可能以一種好的方式放棄它們，否則它們可能會

留在他身邊，直到他的生命結束。 

 

7. 通過這個，我不僅要辯解以諾，還要為你，父親和你所有的孩子辯解;因為主已經賜給人弱點

到獨立證明他自己，因此我們的精神自由受制於這些弱點，我們成為完全自由在精神只能通過

認識和打敗它們。 

 

8. 因為弱點在我們裡是我們存在的一個故意不完整的部分由主，那我們必須完成我們自己，從

而重申和證明我們自己的靈魂的神聖相似，從而建立通過我們自己一個永遠真正自由的生命。 

 

9. 但是，如果我們寧願隱瞞我們自己的弱點，而不是承擔它們正如披露在我們裡的，那麼我們

只會傷害自己，只得責怪自己，如果最終我們滅亡了由於它們！ 

 

10. 因此，父親亞當，如果我們冒犯了你，你會原諒以諾克，凱南和我嗎？！“ 

 

11. 拉麥的這些話再次完全調和了亞當，他現在也希望聽以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