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11 以諾的悲哀但真實的預言，以及對亞當的溫柔嚴肅的責備。亞當的辯解嘗試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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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諾轉向亞當並對他說：“父親亞當，我從你嘴裡聽到了很多東西，但還沒有徹底禁止到住

房和門！ 

 

2. 哦，我們的後代會更幸福，如果這樣的話沒有逃脫你的靈魂！ 

 

3. 真的，你在這裡做什麼，噢父親，作為地球上的第一個人，你以後的許多孩子也會這樣做！ 

 

4. 是的，我現在告訴你這個從主的精神在我的心：你現在從你生命的深處說什麼，你的孩子將

在現實世界中以一種在主面前可憎的可憎的方式行事;正如你以前也是如此反抗我的話，這是來

自主的精神，並且把我從你解雇了，你的後代會做對所有那些老師誰將被上帝的精神充滿的，

並將向那些將傳揚這種精神世界的人致敬！ 

 

5. 除了父親賽思之外，你想脫離你自己從我們所有人，這樣任何人都不能再見到你了，會使統

治者在國家中崛起，並以殘酷的方式統治他們;這些統治者的房屋將對窮人關閉，通過失去生命，

沒有人將被允許敢接近如此的統治者家甚至遠距離。 

 

6. 這些事情很快就會發生，已經是你的現在一半的長度;在不到六倍於你已經生活在這個地球上

的時間裡，它看起來就像一隻憤怒的刺猬的皮膚，一個峰值上升反對另一個峰值。更多，我不

需要告訴你。 

 

7. 噢，父親，為什麼你是像這樣，不想完全拋棄那種，那種邪惡產物的傲慢呢？ 

 

8. 看哪，當我說話和行動的時候，我不是說和行為出於我自己，但是從主，誰召喚我在你們所

有人面前的！但如果我的話是主的話，為什麼你還要抨擊反對它？“ 

 

9. 亞當對以諾的這些話感到非常震驚，並對他說：”以諾，你上帝的智者，什麼很難的事情你

現在告訴我！ 

 

10. 看，我就不會說出這樣的話，如果我知道主的精神已經說話通過你！但是你沒有建議我，

為什麼我以為你對我說出於你自己，並那你有點傲慢，我想把你帶出來。 



 

11. 因此，你應該總是告訴我，你是說從上帝的精神，還是說從你是你自己，這樣我才能知道

如何適應它。 

 

12. 哦，說，對於你從我以前對你的行為所預言的內容，沒有任何補救措施嗎？！“ 

 

13. 耶和華說藉著以諾的口，清楚地聽見甚至也對亞當：“若你只訓斥以諾，你的話就沒有後

果;但你說你也會責備我！ 

 

14. 看，那是為什麼你的單詞創造了結果;因為每一個指向我的詞，就像一個創造作品永遠不會

被毀滅的。理解那個！ 

 

15. 噢亞當，亞當，還有多少其他沉重的負荷你還要強加給它在我的脖子上？！” 

 

16. 只有在這里亞當完全意識到他所做的事情並且感到困擾。 

 

17. 但以諾說：“安慰你;因為主也從你身上奪走了這個新的負擔並把它放在祂自己的肩膀上！

所以要開心並感激主！” 

 
 

HoG V3/112 亞當和夏娃在烏拉尼翁小屋裡的睡眠不安。夏娃遏制了亞當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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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亞當再次平靜下來，一切都恢復到原來的順序時，亞當說：“孩子們，我累了，我的四肢

渴望休息;因此我會去睡覺。而你，烏拉尼翁，可以展示我自己和夏娃來到我們的房間！ 

 

2. 但是你的孩子可能只要你想要熬夜，你就不需要把自己束縛在我身上;但首先得到我父親的祝

福！ 

 

3. 亞當祝福他所有的孩子，然後和夏娃一起休息。 

 

4. 當他幾乎沒有躺在烏拉尼翁大房子裡最舒適的床上時，看，普利斯塔，穆罕默爾和兩個陌生

人進入了的烏拉尼翁小屋，整個陪伴仍然聚集在那裡，是非常高興對此。 



 

5. 但當亞當，休息左一個抬起的架子上時，注意到出乎意料的快樂興奮深層背景在他離開陪伴

之後，他對自己說：“現在發生了什麼？我聽到了來自各方的問候！必鬚髮生一件非同尋常的

事！ 

 

6. 如果我現在起床看什麼它是，我看起來好像充滿了好奇心 - 如果我不去，激動一定會影響我

一整夜，我的四肢只會得到一點點休息！ 

 

7. 歡樂是增加，聲音是越來越大，我的孩子們圈子變得越來越快樂！ - 不，不，我不能忍受！

至少我想偷偷站起來，看看發生了什麼！“ 

 

8. 亞當從床上起身;但夏娃問他現在想做什麼。他告訴她孩子們的快樂 - 他需要看到原因。 

 

9. 但夏娃說：“所以讓他們以主的名義快樂，但我們會待在原來的位置;否則就會發現我們甚至

比小孩子還要吵鬧！ 

 

10. 如果有什麼東西對它，我們將會很快了解它，如果沒有任何東西，我們也不需要知道它;但

主的意志永遠是完美比我們的！“ 

 

11. 亞當對此感到滿意，並留在了他的床上。 

 

12. 但是最後照亮了耀斑，它們是由最好和最有氣味的瀝青和蠟製成的;讚美的歌聲從四面八方

響起，它在小屋裡變得如此明亮，彷彿它是白晝。 

 

13. 這當然太過分對耐心亞當他的好奇心，他對夏娃說：“無論如何，睡覺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我必須站起來看看孩子們在做什麼！” 

 

14. 但夏娃說：“看，它會持續多長時間才能到達黎明？！你需要幾個小時休息為你的健康;然

後你可以站起來調查一切！ 

 

15. 怎樣它會當這一天到來時？主會叫我們遠離這個地球嗎？精神上的好奇還會把我們帶回到

世界和我們的孩子身上嗎？當他們進入各種各樣的狂熱時。 

 

16. 夏娃的這些話讓亞當再次回到床上，他向他的妻子的智慧投降。 



 

17. 然而，小屋逐漸開始充滿，它變得越來越活躍和明亮。 

 

18. 但現在亞當再也無法克制了。 

 
 

HoG V3/113 以諾闡明了到達的夏娃和亞當的來賓。 

穆罕默爾與他的妻子普瑞斯塔和兩位天上來賓。上帝對亞當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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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次夏娃試圖讓亞當回來，但亞當對她說：“聽我說，女人！如果我留下來，主祂親自

來到了孩子們那麼，那麼我們還應該繼續休息嗎？” 

 

2. 夏娃說：“是的，如果主是在孩子們中間，那麼白天和晚上都沒有時間休息;我也會立刻起身

和你一起去，而不是等到早上！” 

 

3. 亞當贊同夏娃的這個決定，他們起身回到陪伴，誰彼此之間非常愉快和活潑地交談。 

 

4. 但是當以諾注意到亞當時，他立刻走到他面前說道：“亞當父親，我們不允許你休息！我當

然意識到這一點，但這次不可能這樣做了！ 

 

5. 看哪，在前景中穆罕默爾和他的妻子普利斯塔坐在一起，由主祂自己加合！ 

 

6. 什麼更好我們能做不是為孩子的幸福而高興，是的，在一個兄弟的精神中，誰所有聖潔和愛

的父親都找到了並領導他到正確的女人那一刻當他完全把她從他的心裡扯下，然後把她獻給永

生之父？！“ 

 

7. 但亞當感動得流淚因以諾的這些話和他所看見的事。因此，他幾乎堅定地看著這對新婚夫婦，

並在他心中非常安靜地祝福他們。 

 

8. 但是當他看著他們時，他還看到了兩個外國客人，新夫婦坐在那裡，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 

 

9. 但是以諾看到了亞當在他心中想知道的事情;因此，沒有被問他對亞當說： 



 

10. “父親，你正在尋找陌生人在你身邊的熟人，想知道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在哪裡？但我，因

為我心情愉快，很快會告訴你，這樣你的心也可能會變成喜悅！ 

 

11. 見，父親，祂坐在普利斯塔身邊的人是主祂自己！而坐在穆罕默爾身邊的人，是坐在耶和

華左邊的蓋米拉之父祖瑞爾的精神，而她坐在主的左邊，她的拉麥在她身邊。 

 

12. 因此你看到兩對夫婦現在帶著孩子的孩子將進入一個新的地球！“ 

 

13. 以諾的這些話打破了亞當和夏娃的心，所以兩個人都在哭泣著快樂的憂鬱，無法說話。 

 

14. 這裡耶和華起來說：“亞當，來靠近我！” 

 

15. 亞當靠近耶和華。 

 

16. 耶和華說：“亞當，如果你要獨自一人，我會來經歷死亡墳墓的黑暗，你會在晚上認出我

嗎？ 

 

17. 你會認出我，如果我將從沉睡中喚醒你，並會對你說：'亞當，起來，來，活著！？' 

 

18. 你會認識我在一個新的地球上，在一個新的天堂嗎？如果這個地球和這個天堂像舊衣服一

樣消失。“ 

 

19. 但亞當問，大感動：“主啊，父啊，這是什麼？什麼時間這會發生呢？” 

 

20. 耶和華說：“看這裡，看那裡;它已經在你面前了？ - 永恆的顫抖，無限的顫抖在我面前;現

在我放了一個守衛，它的劍應該與死去的人戰鬥！” 

 

21. 在這裡，亞當鞠躬到地面並說道：“主啊，什麼樣的話是您說的？誰能理解它們的意

思？！” 

 

22. 主說：“時代的時代會理解它和那些出自你的人;但你將休息而不理解並意識到它，直到我

對你說：'亞當，升起，來，活著。 “ 

 



 

HoG V3/114 告別上帝。拉麥國王及其追隨者返回哈諾克城。真正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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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話語傳到亞當之後，主轉向在場的所有孩子說： 

 

2. “孩子們，我現在已經命令了高度和深度，並且在兩條之間做了步行路徑，這樣你們就可以

聚集在一起，能夠在你需要的一切中相互支持！ 

 

3. 我親自教過你們基本上超過兩個月的時間，以了解自己和我作為你真正的上帝和父親，並在

我身上找到精神的永恆生命，在這生命中找到所有的愛，智慧，權力和力量通過那所有事情必

須為你服務。 

 

4. 你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這一生中（精神），從中可以認識到對所有事物的明智使用，然後以

最好的方式使用它們。你們中的許多人都特別很深在他們最好的道路到生命;只有少數人還不知

道從哪裡開始精神的生命。 

 

5. 這就是為什麼我強烈地喚醒了你們中的一些人，通過你們喚醒了弱者和仍然盲目的可以被引

導在正確的道路上。 

 

6. 我沒有給你任何命令但是實際上只告訴你，你們所有愛我的人都是完全自由的，就像我，你

的上帝，主，造物主和父親祂自己從永恆是的。 

 

7. 此外，我已經完全保證，在完美的愛對我的永遠不會看到，也不會感覺到，也不會嚐到身體

的死亡，但是會像祖瑞爾一樣，在這裡，像塞赫勒一樣，像普拉一樣，進入最完美永恆的精神

生命！ 

 

8. 因此，我向你展示了真實生命的無窮益處，相反，也反映了一種反對我永恆秩序的生命的無

窮劣勢。 

 

9. 所有這一切，你直接從我學到了，主祂自己，並被接納到你的心裡，因此不能懷疑最充分的

真理我所教導你自己的一切事。 

 



10. 因此，你現在已經被充足供給一切和所有的東西，並且不能說：'父親，這個，那個，我們

仍然缺乏！'因為你們所有人都得到了充足的供應，不僅是這個時間，而且是永恆的，遵守這個

憲法，不要讓自己不明智地貪圖在世界上虛榮的東西，那死亡和毀滅的扼殺，你們不會麻煩我

更多！ 

 

11. 但是，如果你隨意地走出我的秩序，想要為了自私，賦權和為了你內心的世界而互相支配，

那麼我就會把我的臉轉離開你，讓你陷入所有不道德的污穢之中，肉體–貪婪，淫亂和所有通姦

和無序的動物慾望;但是你會得到什麼，痛苦和嚴酷的後果會告訴你！更多我不需要告訴你！ 

 

12. 由於現在一切都處於最佳狀態，我祝福你並說：我的愛將永遠留在你身邊，永遠在你們中

間所有時間！阿門。“ 

 

13. 在這裡，主和祖瑞爾一起變得無形。但是陪伴走到外面，讚美並榮耀上帝直到白晝，因此

也慶祝了安息日。 

 

14. 然而，在星期天，所有人都回到家中，拉麥本人回到深處在他的陪伴帶著許多祝福，並堅

持主的明智秩序，從而使它成為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 

 

15. 同樣也發生在高地上。 

 
 

HoG V3/115 第一個教堂，後來人們衰敗。亞當的告別演說，遺願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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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地球上的人們現在已經接受了充分的教育，並且充滿了所有的知識。廢除了高度和深

度之間的差距，因此每個人都可以不受阻礙地享受最自由的意志。 

 

2. 因此，上帝的知識也完全活著，並且建立了第一個教會，在這個教會中，每個人都可以找到

精神的內心世界在純潔愛對上帝。 

 

3. 所以只要這些第一祖先生活，一切都完美無缺;但是當他們被叫走，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時，很

快就不幸了。 

 



4. 世界變得越來越普遍，精神迷失了，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整個物質的人誰那些不再比現在的人

更多地了解精神，因此不再允許他們自己受到我的精神指導和懲罰。 

 

5. 因為蛇已經知道如何用它的詛咒來祝福地球的本質，這種詛咒在如此富裕的情況下使人們很

快變得被寵壞了，使他們變成懶散和閒人。 

 

6.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將在每個人的眼前更加清晰。 

 

7. 但是當亞是已經有九百三十歲，當他召集所有主要部落的孩子並對他們說： 

 

8. “孩子們，我現在已經在地球上生活了九百三十年，變得非常疲憊和虛弱！ 

 

9. 因此，我已經問過我的上帝和你的上帝，祂應該加強我或者帶我離開這個世界，就像祂呼喚

在祂偉大的啟示時，祖瑞爾，塞赫勒和普拉。 

 

10. 當我這樣禱告時，看，耶和華對我說： 

 

11. “聽著，亞當！我已經衡量了你的時間並且已經發現它已經實現了;因此，我會聽到你的祈

禱，並將你帶離這個地球，那已經非常疲憊你的腳。 

 

12. 但就像你提到的那三個一樣，你不能離開這個世界，因為你的肉體已經犯了罪！ 

 

13. 因此，你的身體會被帶回地球，因此蛇會得它分享從你！ 

 

14. 但是你的靈魂帶著我的精神，我想要脫離你的身體，並引導它到正確的地方，你可以在心

靈的寧靜中看著我的憐憫。 

 

15. 天使我將發給你;他將在這一天將你從身體中釋放出來。 

 

16. 但你如何離開寺廟，如此的將所有都必須離開它，誰在他們的身體犯了罪。 

 

17. 因為正如罪已經進入世界的孩子從你身上，通過你，因此肉體的死也將降臨。阿門。“ 

 

18. 這樣說主，因此今天是我在你面前的世俗存在的最後一天;因為這是主的旨意！ 



 

19. 但是你的母親夏娃將會活著一段時間;尊重她，關心她，直到主將她叫走！ 

 

20. 對你，以諾，我給我的住所和其中的一切;而對母親的第一個照顧是你的責任！ 

 

21. 但是，塞死，我給你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產品！所以你應該關心所有住在我家裡的人;因為

從此以後它仍然是大祭司的財產，他將生活從土地所有產品的十分之一。 

 

22. 這就是什麼上帝，主，想要的！但是我的身體將被以諾，賈里德，馬圖薩拉和拉麥在一個

地方秘密埋葬，除了這四個人之外，沒有人被允許知道，以防止孩子們向它神聖致敬。 - 這一

切都是我的和主的意志！按指示行動！阿們。“ 

 

23. 於是，亞當祝福所有主要的部落兒童，並通過他們所有的地球人民，然後低下頭並死了。 

 

24. 但是所有的孩子都撕裂了他們的長袍，為了整個而哭泣和哀悼一年。 

 

25. 但亞當被埋葬在一座高山，沒有人，但四個知道的地方。 

 

26. 以諾搬進亞當斯的房子，住在它與他的妻子和孩子，照顧夏娃在亞當去世後又生活了三十

年。 

 

27. 因此，亞當的旨意在各方面都得以實現。 

 
 

HoG V3/116 哀悼亞當回家。夏娃的聲望越來越高。夏娃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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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世界的孩子們在深地，接受亞當死訊的時候，深哀悼並禁食三天。 

 

2. 當時拉麥仍然忠實地生活了很長時間，他派遣信使到地球的所有地區，讓所有可到達的國家

都知道亞當的死亡。 

 

3. 無論消息傳出的地方，很快就會發生深深的哀悼，所有人都感嘆並為失去族長而哭泣。 



 

4. 但現在夏娃的聲譽大幅增加;並且偶然發生的是，來自各方的整個遊行都達到高度看到和問候

女族長的。 

 

5. 甚至來自 Sihin（中國）的使節也來到了上帝兒女的山上，並訪問了夏娃;因為他們也從拉麥

的使者那裡得知亞當已經去世的族長。 

 

6. 但是 Kahinites（非洲）和 Meduhedites（日本）沒有收到消息;這兩個國家當時完全與大陸

居民分開。 

 

7. 但夏娃，儘管有許多安慰，但直到她去世之前都深感悲傷;甚至以諾的安慰都無法使她的心情

變得輕鬆。 

 

8. 只有塞思一個人經常會對夏娃的心臟有一種仁慈的影響，因為他總是她最喜歡的，因為他的

臉完全像亞當，以及他的大小和演講的基調。 

 

9. 因此，這三十年也是一個良好的，一般的秩序;當夏娃的生命充滿時，她也被主召去了。 

 

10. 在夏娃去世前三天，當塞思，賈里德，以諾，馬圖薩拉和拉麥包圍了已經非常弱小的女族

長時，亞當的精神出現在主居住的，他說： 

 

11. “孩子們，得到祝福！平安與你同在，不要害怕我;因為我是亞當，藉著萬能的，永恆的，

永生的上帝的恩典，生你們所有的人！ 

 

12. 看，主，誰三十年前已經憐憫我的，現在也憐憫我忠心的夏娃，並希望將她從地上和她身

上拯救出來多於單調乏味和軟弱的肉體，這樣她現在也可以進入我寧靜的生活作為一個馴服和

溫柔的羔羊與我一起在上帝的憐憫的神聖牧場上吃草！ 

 

13. 我被塞赫爾的精神所贖回，但我自己會將夏娃從她塵世的負擔中解放出來，並將她帶到我

那裡，在等待著白晝的甜蜜寧靜中，有一天會像太陽一樣升到地球的承諾！“ 

 

14. 在這裡，以諾問精神：“你何時會這樣做以及母親的身體會發生什麼？” 

 



15. 亞當的精神說：“不是我，但主是你的主人！從今天起的第三天是截止日期;但是什麼你必

須要做的事，主會一如既往地告訴你！“ 

 

16. 在這裡，亞當的精神消失了。 

 

17. 但第三天他回來了，只對以諾和夏娃才能看見。 

 

18. 夏娃祝福所有在場的孩子，並讚美上帝為這恩典。 

 

19. 亞當精神說，所有人都可以聽到他說：“夏娃，我的祝福，與你的團結，你給了孩子們！

因此，這是主的旨意，你也回家了;因此以主的名義進入我的懷抱！阿門。“ 

 

20. 在這裡，夏娃摔倒在地，已經死了，她的靈魂隨著亞當的精神立刻消失了，從此再也看不

到了。 

 

21. 因此，母親離開了她圍繞的孩子們，並且在亞當精神，再次團聚，承認到精神的手臂，導

致安寧在主裡。 

 

22. 根據主的旨意，她的身體被那些埋葬亞當的人埋葬在同一個地方，沒有人是知道這個地方

在哪裡。 

 

23. 夏娃的死也導致了多年的哀悼，導致許多人躲藏起來並開始過著非常虔誠的生活。 

 

24. 特別強大的夏娃的死亡受到影響的晚上的公民現在稱為 Abedamites;因為 Abedam 也是夏

娃的最愛，她也是他的一切。 

 

25. 那時也是夏娃的結束。 

 
 

HoG V3/117 高度兒童的禁慾主義。賽思的死和諾亞的出生。 

以諾和拉麥奇關於人民身體死亡的談話。以諾的悲傷和被上帝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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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後，人們長期生活就像半死不活，在世界上沒有發現任何快樂，他們的願望就是效果，

盡快跟隨主要的父母。 

 

2. 到目前為止，對世界的蔑視與他們在古老的無花果樹下建造了一些小屋，並且在一百年的時

間裡過著孤獨的生活，並且只要節約的營養樹繼續生活，就不會改變它們的居住地。 

 

3. 甚至許多男人發誓不要碰女人;因為他們說有時並非微不足道的憤怒：“為什麼還要生育人呢？

如果每個人都不得不期待亞當和夏娃的命運，那麼肉體的死亡和毀滅 - 他最好不要被召進如此

悲慘的存在首先！如果上帝想要在這個崎嶇的地球上擁有如此悲慘的人，祂可以用石頭和泥土

重新創造它們;然而，我們知道在這個悲慘的生活之後會發生什麼，將永遠不會習慣於呼喚像我

們這樣的不幸生物進入存在！“ 

 

4. 同樣，許多婦女也把自己關起來，不能說服她們懷孕;因為她們也說：“對於死亡，只有動物

應該生，但不是人！” 

 

5. 在夏娃去世後的一百年裡，以及塞思去世後的時間裡，充滿了這種不合適在高度;當時仍然沒

有倖存的以諾沒有任何言論可以利用，沒有奇蹟治愈人民從這種愚蠢。 

 

6. 但是以諾本人，因為他看到這些超級聰明的人沒有什麼可以做，留下他們的自由意志，最後

還要求主將他帶走。 

 

7. 耶和華對以諾說：“我最忠心的僕人！看哪，在今年，你的孫子拉麥將會有一個兒子！你仍

然要祝福他;然後我也會正如向你許諾的那樣，將你從這個世界中拯救出來！“ 

 

8. 在同一年拉麥成為一百八十二歲，蓋米拉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誰以諾祝福在主的應許之後。 

 

9. 之後祝福拉麥說：“諾亞是你的名字！他將安慰我們在我們的努力和工作在地球那主，上帝

已經詛咒！“ 

 

10. 從這個拉麥的感嘆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即使是拉麥的靈魂狀態也不再是正確的;因為他

顯然是指責我，主，因為他認為地球的詛咒，因為他實際上說：上帝不再有安慰;因為他現在通

過殺死父親們的身體而獲得快樂。因此，他的兒子諾亞應該成為一個安慰者！ 

 



11. 但是以諾斥責拉麥這個感嘆，並告訴他我現在用一顆被冒犯的心來看待孩子們的行為，因

為我自己令人信服地承諾，教導並呈現每一個人的心另一種永恆的生命在克服誘惑的肉體。 

 

12. 但拉麥說：“這我知道，正如你，父親以諾！但每當我看到我身上的某種永生時，為什麼

我永遠不能看到那些已經死去的人呢？看哪，因為我們沒有教導，沒有理由！ 

 

13. 為什麼離開的精神不允許來到我們面前告訴我們他們即使沒有身體也有生命？“ 

 

14. 以諾說：”你在說什麼？你已經看到了亞當，祖瑞爾的精神以及亞伯和塞赫勒的精神！你

還想要更多什麼？“ 

 

15. 但拉麥說：”看哪，上帝萬事皆有可能！如果祂願意的話，祂不能把被殺的人稱為明顯的

生命和存在嗎？然後我們可以相信它是如此！ 

 

16. 但如果明顯的存在退出，那麼呢？無論走到哪裡都因為我們的感官不再存在？ - 看，那裡

可以看到舊的詛咒！我們要被殺;我們要被詛咒但不要活著！ 

 

17. 生命在哪裡，它應該始終可見，但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存在的！ 

 

18. 因為亞當的罪，必須殺死所有人的肉體！什麼詛咒！如果我從未犯過罪，為什麼我的身體

會因為亞當的罪而被殺？看，我覺得這很殘忍！“ 

 

19. 以諾在這裡祝福拉麥，走到外面，在主面前哭泣。 

 

20. 但是主安慰以諾，與他的身體叫他離開，從此他不再被看見在地球，雖然人們到處尋找他。 

 
 

HoG V3/118 拉麥從高處尋找以諾。上帝對拉麥的啟示。 

拉梅奇對集會的人的愚蠢和痛苦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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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一次，特別是對於拉麥來說，以諾離開了太長時間，他走到外面去看看以諾做了什

麼。 



 

2. 但是，由於以諾無處可尋，他徒勞無功地走了很高的路。他派遣信使四面八方;他甚至將偵察

兵送到了深處。 

 

3. 但這是徒勞的;因為以諾在地球上的生活中無處可尋。 

 

4. 然後拉麥以及其他幾個倖存的父親認為以諾已經死了。因此拉麥有人問他們是否會知道它。 

 

5. 但每個受訪者都猛烈地猛地抬起肩膀說他們自上次安息日以來就沒見過以諾。 

 

6. 整整一年，搜索來回徘徊;但是沒有人知道以諾什麼可能發生的事情。 

 

7. 在深處，仍在生活的拉麥希望進行廣泛的搜索;但是當他已經裝備了一萬個使者時，耶和華對

他說： 

 

8. “不要像愚蠢的人那樣浪費精力;看，我已經按照我所承諾給他的身體，靈魂和精神把以諾帶

到了我身上！因此，你現在可以在世界各地尋找他，你從來沒有找到他。但是裝備兩名使者並

將這些消息發送到高處，這樣我的愚蠢孩子就應該知道以諾發生了什麼事！“ 

 

9. 根據這一消息，拉麥取消了他的偉大搜索項目，並且只通過我的信息將兩名使者送到了高處，

告知拉麥他從主那裡聽到的。 

 

10. 但是當拉麥在高處接到這樣的信息時，他和幾乎所有其他孩子都完全失望了，因為首先他

們認為以諾幾乎從地球上消失了，其次沒有人被任命為以諾在大祭司中的位置。 

 

11. 於是拉麥在整個集會前發言：“聽見，你們我的兄弟和孩子們，你們也是少數父親們！主

現在要么把我們搜索了整整一年的以諾帶到祂身邊，要么祂殺了他，就像祂已經和我們很多人

一起完成了。 

 

12. 然而，他沒有任命另一位大祭司;這比死亡本身更奇怪！以諾祝福我之後出去永不回來，但

我不能接受這作為奉獻成為一位大祭司，從現在開始，這個位置應該是空的！ 

 

13. 你們誰想要守安息日，他應該這樣做;但是誰不想這樣做，應該做他想做的事情因為我的意

思是，因為死亡是很快一件好事。 



 

14. 願主做祂想做的事;我不會為死亡做多少事！ 

 

15. 讓我們休息所有的土地，不再生孩子，並且不再把種子放在地上，蒙上眼睛，不再看著可

怕的幽靈世界，但你們每個人都在等待死亡盡可能！如果這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就達到了目

標。 

 

16. 自由思考的生物的美麗目的地！ - 因此決定減少人在地球！然後上帝可能按照祂的意願殺

死它！好好理解我：地球將人口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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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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的這一講話在眾所周知的情況下受到了許多人的歡迎，並且認真地只有極少數人忠於當

時的秩序;但那些仍然忠於秩序的人，只希望盡快從完全顛倒的世界中被帶走。 

 

2. 但是關於生育行為，一般在三十年的高度上被省略了。在這段時間之後，拉麥的哀悼已經平

靜了一下，有一天晚上，耶和華在外面打電話給拉麥從火焰到雲向他說話： 

 

3. “拉麥，拉麥，你正在努力將我的耐心推向極致！ 

 

4. 有一次，當我和你的父親們從晚上區到午夜區一起去，當你侵犯和膽怯地加入那些出去邀請

人民的父親時，他們正朝著你走來在偉大的安息日盛宴中，我們在午夜和傍晚之間在森林公路

上遇見了你，當我與父親們一起為你作為中間人時，你充滿感恩的喜悅;你在我身上找到了你生

命中最好的朋友，雖然你當時還不認識我但是我會為我而戰。 

 

5. 隨後你認出了我之後，你開始像熔化礦石一樣發光，因為愛我！ 

 

6. 我還做了什麼不同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我自己所教導和傳給你們所有人經常對靈魂的永生必不

可少的東西？！然而，你卻忽略了我所有的話語，但行動就像如果我對你，是最外國最無用的

人在所有的精神和物質世界！ 

 



7. 怎樣應該我，你的上帝，創造者和父親，看看所有這個在你裡？你真的想要挑戰我，全能

嗎？！你想和我搏鬥，和我一起拳打腳踢嗎？！ - 說吧！你還想要跟我怎麼樣？ 

 

8. 我只要呼吸，整個創造不再是而且你也是！說話！你還想要跟我怎麼樣？ - 我應該服從你，

還是你我？說話！ -，你想和我說什麼！“ 

 

9. 拉麥說：”主啊，我不懷疑你的力量;但我懷疑你的愛，並承諾忠誠！如果你似乎很高興只殺

了我們，你怎麼能對你的生物或孩子有好處？！ 

 

10. 我寧願你寧願呼吸我，我不再存在，而不是必須在這個被詛咒的地球上生活一段時間，必

須努力工作才能最終被你殺死！ 

 

11. 即使你說：'只有肉體必須被殺死;但是精神依然存在於'， - 然後我說：在生命的這種變化有

什麼優勢，那裡你首先要習慣身體的生活，一旦你掌握了正確的技能，就會變得喜歡它，您來

秘密地破壞了第一個生命，然後根據您最喜歡的生命形成了一些其他的生命，而不是第一個！ 

 

12. 我可以看到你是不斷變化的朋友;因此，我永遠不能相信你！ 

 

13. 因此，只要用你的無所不能呼吸我，這樣我就會突然停止，永遠不再召喚我進入任何存在，

我的毀滅永遠是對您永久的讚美！但是，不斷變化的存在是每個生物最大的詛咒，它的創造者

的快樂成為它的難以忍受的負擔。“ 

 
 

HoG V3/120 上帝對拉麥的嚴肅和糾正的話。以諾和亞當的靈魂關於人類永生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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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拉麥說完這些話時，火紅的雲落在了地上，耶和華明顯地站在熾熱的雲中在拉麥之前，並

用嚴肅的聲音對他說： 

 

2. “拉麥，拉麥！想想他是誰，誰站在你面前，現在和你說話！ 

 

3. 當你變得不守規矩在男孩時，以諾和瑪塞薩拉在你童年時對你做了什麼？看哪，你被一根鋒

利的桿子懲罰了！ 



 

4. 承認它到你自己，如果父親懲罰你用破壞性的憤怒或出於正當的愛情？！ 

 

5. 除此之外你不能說：'這些父親對孩子做的事情是出於正義的愛;否則我長大會像一隻肆虐的動

物一樣，成為一個怪物！ 

 

6. 因此，你自己說話並正確判斷。 - 你認為我對你少於一個慈愛的父親，那少於賈瑞德，以諾

和瑪塞薩拉嗎？ 

 

7. 哦，看，他們只是被給你由我作為繁殖者，教師和訓練有素的父親。但是我獨自是你唯一真

正的父親永遠，因為我是從我創造了你，並在你的精神完全自由的過程中教育和教育了你，並

且是唯一永恆真實和真實的父親我從來沒有懲罰過你，儘管你在我之前沒有罕見的腥味！ 

 

8. 看，原因為它的總是我無限的愛，耐心和憐憫，這是我擁有的為你和與你！ 

 

9. 但現在我告訴你，因為你對我變得不守規矩，我現在將把一根杖放在我的手中並對你和你所

有的一切做，因為它適合一個正確的父親，他對孩子充滿了最公平的愛！ 

 

10. 但首先我要展示你那些我帶到我身邊的人的光榮目的地，這樣你才能認識到從你最深的生

命地，什麼我要的為我的孩子們永遠地！ 

 

11. 然後我會展示你，我也可以懲罰那些無法抑制的孩子們誰錯誤判斷與我的最愛的父親目的

地為他們和想把它拖到虛榮的恥辱，為了放棄他們的救贖而繼續懲罰最討厭的人，也在精神永

遠。如果他們不想承認我是所有最親愛的父親和不可侵犯的聖潔上帝。 

 

12. 但是向上看並告訴我什麼你看到。“ 

 

13. 在這裡，拉麥向上看，看到了所有的死者。 

 

14. 以諾下降並對拉麥說：“瘋子，觸摸我，說服你自己，我現在永遠活著，沒有任何改變的

存在！” 

 

15. 拉麥接觸了以諾並發現他沒有任何變化 - 除了他的天體 -在最完美的生命中充實的精神完美。 

 



16. 所以他說服了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 

 

17. 亞當又對他說：“拉麥，父對我們最大的好處就是去除了沉重嘗試的身體從自由精神！關

於那個，你應該高興！ 

 

18. 對於你的塵世的眼睛來說，身體的死亡可能看起來很黯淡，但是對於那些人誰被呼離去在

愛對天父，這似乎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快樂！ 

 

19. 看哪，在你父母的愛心狂喜中你是被生的;但是，在最高尚的愛情狂喜中，你將被作為一個

精神從沉重的肉體中解脫出來，然後過著最完美的永恆，強大，強大，最有效的生命，其甜蜜

無法與塵世相提並論！ 

 

20. 無論你在地球上開始了什麼，你只會在永恆屬精神世界的精神上完成。因此，你不應該在

地球上滯留;因為沒有一個單一的沙粒被你觸摸的會丟失！ 

 

21. 我，亞當你的生育者，對你說;理解它！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