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21 繼續與傳遞到外部的通信。拉麥的轉變扳依和崇敬演說。 

上帝關於父親在逼迫孩子方面所受痛苦的愛心演講。拉麥擔任以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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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麥還與塞思交談，夏娃和其他一些生活在四個高地區域的人已經移過來，並且也向

以前深地的公民，並因此明顯和切實地說服了精神的生命。身體的死亡是一個最完美的現實。 

 

2. 當他從生命的最底層深信不疑並從根本上理解了一切時，他開始思考他通過他的演講給他的

永恆之父帶來的巨大不公正，以及他所有的思想和決定是多麼的不公平。！ 

 

3. 他在耶和華面前倒在地上，開始哭泣，從他痛悔的靈魂中出來，他說：“上帝啊，主啊，父

啊，現在我意識到我的邪惡已經完全！ 

 

4. 我是盲目的，相信的我極度失明，那我可以和您爭辯！在我最可怕的瘋狂中，我想為您的工

作設置障礙，這本身就是最高的愛！我想讓地球變得荒涼，人類就會消亡！ 

 

5. 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一種陰鬱的怨恨在我身上萌芽，由於帶走那些我更愛的人出於習慣而不

是真正的真愛！因為如果我真的會愛他們，那麼對您的怨恨就不會在我的胸膛中增長，因為在

你的父愛中給予他們如此無盡的幸福！ 

 

6. 上帝啊，主啊，父親，我現在認識到偉大的罪！因此，您想嚴厲懲罰我是完全正確的！是的，

主啊，根據您最神聖的旨意，最有力地懲罰我的愚蠢肉體;但是不要讓我的精神完全消亡！“ 

 

7. 耶和華對拉麥說：“起來，我的兒子，你認為我，你的聖潔，最慈愛的父親，通過懲罰我的

孩子來發現快樂和喜樂嗎？ 

 

8. 看哪，我想要給你的每一擊，會讓我的心臟更加痛苦比你皮膚上的疼痛！ 

 

9. 然後你還有一個兒子更愛他比你自己的生命;但如果他偶爾不服從你，那麼就試著打他，如果

你沒有像你的兒子那樣遭受更多的痛苦，請親自看看！ 

 

10. 在進行第一次打時，你已經害怕過多地傷害你的兒子;如果兒子在第一次輕微的打擊下開始

哭泣，你的心臟能夠給他第二次打嗎？ 



 

11. 但是兒子很快就會忘記輕微的痛苦，你父親的愛會很快與你完全和解;但是你會多久和多久

經常在心裡暗言： “我的兒子很好，但是不給他打他就會給我什麼！” 

 

12. 看哪，你會像真人那樣做！但我不僅僅是一個男人;我是上帝和你真正的父親！所以我不會

打你，但要祝福你！ 

 

13. 但這我告訴你：記住地球是我的土地。工作它為了後來的孩子，為了時間利益而努力，開

始生育和繁衍！看哪，仍然有許多人被困在物質中，正在等待救贖！ 

 

14. 但是從此以後你將取代以諾並再次糾正錯誤的做法！阿門。“ 

 
 

HoG V3/122 拉麥發誓要恢復古老的神聖秩序。上帝對妻子肉中蛇的警告。上帝和祝福者消失

了。長老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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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華的這些話之後，拉麥承諾盡可能在主的幫助下恢復舊秩序，並確保所有後代都能保

持這種秩序。 

 

2. 但耶和華對拉麥說：“盡你所能，但不要因此而折斷你的脖子！看，因為人們有很多固執！ 

 

3. 但要小心蛇不耍花招在你;因為它已經開始在深處培養女兒的肉體，甚至使它變得光滑和美麗！ 

 

4. 因此警告我的孩子經常訪問深度的，以便他們可以逃脫陷阱已經為他們設定基礎！ 

 

5. 但是要記住地球上的所有時間： 

 

6. 一旦你注意到女人的肉變得更胖，更白，更狡猾，更有吸引力;如果女人走來走路，赤裸裸的，

赤裸上身的，赤手空拳的;當女人們在男人之後奔跑慾望，母親開始拋光和裝飾她們的女兒，並

在白天和晚上將她們帶到外面時，要趕上這樣的展覽，那裡有撒旦最糟糕的工藝，任何一個人，

所以他可能會墮落，要么娶她，要么至少給她最糟糕的租金選擇她作為一天或一小時的妾 - 請

注意，拉麥，我現在對你說的話 - ;當女人超越男人，想要統治他並且實際上是通過她獲得肉體



刺激，或通過世界的寶藏和遺產，或通過一些更高尚的地位和更優越的血統來統治他時，當女

性應該是從屬的，會用嘲弄和輕蔑的眼睛和心臟瞧不起那個可憐的男人，並會大聲喊道：“呃，

這個普通傢伙周圍的惡臭！這個男人多麼醜陋;多麼噁心的樣子啊！看看這個常見的烏合之眾，

這些乞丐！“ - 然後，拉麥 - 聽到！ - 然後蛇已成為世界之主，在其性別中可恥地占主導地位！ 

 

7. 然後 - 聽我說，拉麥！ - 然後我將離開這個世界並將它轉向他的力量誰它向之致敬的，並對

所有生物施以詛咒！我的耳朵會堵塞，以至於我不會聽到地球上可憐的人的大聲尖叫來動搖我

對他們的困境和苦難的憐憫，但是要確定把我的審判傳給所有肉體在具體時間在地球上，把我

的憤怒傾注在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生物上！ 

 

8.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世界已經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去滅亡！因此，去到處宣布我現在告訴

你的所有人，並呼籲所有人回來懺悔，否則你的兒子和也你為好的部分將體驗到，如果我完全

拒絕它，地球會是怎樣的！ 

 

9. 牢記這些話，成為我的忠實僕人！阿門。“ 

 

10. 在這裡火熱的雲消失，以及主，所有先前離去的精神。 

 

11. 拉麥，充滿了嚴肅的思想，回家和記錄的一切主向他說話。 

 

12. 第二天他就召集了所有的長老，並向他們揭示了主對他所說的話以及他所見過的一切。 

 
 

HoG V3/123 分享成功的拉麥向各國人民傳達信息。狡猾的唯物主義在高處的孩子。 

拉麥對它的憤怒和上帝安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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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者認識並意識到在拉麥的敘述中，一切都是最充分的事實他吿知的，他們愉快地離開並

擁有堅定的生活信念，並立即前往四個地區的選區並宣布向他們講述他們從拉麥那裡聽到的一

切與生動的自信。 

 

2. 許多人再次被改變;但是大多數人仍然不相信地說：“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到，我們就不明

白為什麼主不像祂對拉麥揭示祂自己也向我們，因為我們和拉麥一樣也是人。亞當的後裔？！ 



 

3. 我們確實相信一位不舒服的上帝統治我們按照祂的喜悅，這就足夠了;為什麼我們需要它的威

脅？ 

 

4. 因此，我們都必須最終咬住塵土，肯定信心就夠了嗎？！但除了也害怕上帝誰在最終，不多

不少，只會殺了我們，可能會是愚蠢在看到任何明亮-思想的人的觀點！ 

 

5. 吃喝以最愉快的方式度過煩人的時光，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對於那些在死後以神秘和不確定的

方式，我們不給任何腐爛的蘋果！ 

 

6. 如果有任何東西，讓耶和華揭示它對我們就像祂對拉麥所做的那樣 - 因為我們也是人;如果祂

不這樣做，那麼就不要感謝一切！ 

 

7. 但你，谁是由拉麥送給我們的而不是上帝，可能相信什麼你想要的;它不會打擾我們，你的信

念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空洞的圈子！ 

 

8. 結束將為你解決我們對地球上生活過程中出現的難題，理解：如果我們將腐爛並滅亡永遠在

它裡，就好像我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9. 但關於你對深度的警告，我們只能笑一笑！那麼我們是否應該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女性，並且

我們很容易接觸她們，我們一定是墮落在我們頭上，如果我們沒有把她們帶到我們身邊，因為

這是凡男人在這個愚蠢世界中所擁有的最好的東西！ 

 

10. 如果耶和華不喜歡它，祂應該採取不同的做法;但是，只要祂讓我們活著，我們就必須變得

愚蠢，如果我們破壞這種抱歉的生命為一無所有！ 

 

11. 因此，只要離開，你拉麥的忠實使者，將來讓我們毫髮無傷;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做什麼！

“ 

 

12. 看哪，這些都是拉麥以前所做的成果！ 

 

13. 但是當拉麥聽到他的使者發表這樣的言論時，他非常痛苦，不知道做什麼：“ 

 

14. 主對他說“拉麥，你知道什麼我已經對你說的：不要打破它過膝蓋”因此請注意： 



 

15. 誰想來，讓他來， - 但是誰不想來，我們讓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無論如何他最終會來，

然後我們想和他談談他對永恆的推理！ 

 

16. 就這樣吧！但是，對於深度女性的渴望，每個想要她的人都應該為一個人求婚;但我們會確

保他不會再和她一起回到高處！ 

 

17. 因此，要冷靜，永遠留在善良我的愛中！阿門。“ 

 
 

HoG V3/124 上帝關於信徒和不信徒的本質的演講。不可救藥那些人的固定在分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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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麥從他生命的最底層感謝主的這些指示，並在他感謝收到之後問祂，如果他不應該在一個

較窄的圈子裡聚集他周圍的信徒。 

 

2. 耶和華說：“讓它是好的作為它是，因為真正的信徒，即使在那些完全忘記我的人中，也會

忠誠於我們！ 

 

3. 但如果有人沒有真正的信仰，也一個較小的圈子對他也沒什麼用處對於永生！ 

 

4. 當他是在忠實的人中間時，他會表現得好像他是忠誠的;但是一旦在不信的人中間，他就會立

即做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5. 如果他正在和你說話，他只會說出他所知道令你高興的事;但如果他會來到不忠實的人身上，

他就會爆出骯髒的世界話語。 

 

6. 看，這些都是無聊的，光明-思想的人誰蹦來回在上帝和死亡之間就像蝗蟲，沒有精神生命的

滋潤，那可以使我活著的話生命的種子在他們中萌芽，也沒有精神的溫暖，通過這種溫暖，那

會成熟在他們其永生的種子我的話來行動，而他們沒有這一切，因為他們不要擁有它，瑣碎總

是對他們更加有趣和令人振奮比一個牢固存在我的憐憫。 

 



7. 這種人不僅是最難改革的人，而且他們的改善幾乎是一種純粹的不可能性，因為他們會立即

同意一切在任何特定情況下。 

 

8. 如果你希望他們表現得很糟糕，那就把他們放在壞人之中;如果你想讓他們感到愉快，那就把

他們放在愉快的地方;如果你想要他們好，就把他們放在善中;如果你希望他們明智地把他們放在

明智之中！ 

 

9. 但是，如果你讓他們獨自一人，他們很快就會絕望而無聊枯萎！ 

 

10. 為什麼？ - 因為他們沒有他們的生命，因此沉迷於娛樂！ 

 

11. 對於承諾的分心和娛樂，你甚至可以成功地讓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保持對任何活動的激勵;但

將他們束縛只有三天在一個較小的圈子中，在那裡沒有分心和娛樂，並且在第一天他們已經開

始製作很長的臉。在第二天，他們將開始抱怨和抱怨，並在第三天他們要么認真地與你抗議，

否則他們會跑掉。 

 

12. 因為他們內心的座右銘是：'我們想要工作，如果必須的話;但工作必須愉快，下班後必須進

行適當的娛樂活動！如果這是缺乏的，我們說謝謝，但不謝謝對所有的工作！分心是必須的！

“ 

 

13. 如果你想建造一個眼鏡屋，你可以放心，他們每天都會來到你眼鏡屋幸災樂禍，像一個蠅

在新鮮排泄物;但是，否則不要抱怨他們會來找你，除非他們在其他地方找到替代娛樂！ 

 

14. 他們也會聽到我的話，但只是為他們提供了快樂;但要讓這個詞在他們中蓬勃發展變成一個

生動的活動，你永遠不會發現一絲痕跡！ 

 

15. 這些人做一切：善與惡，只要它為他們提供快樂，但如果缺乏，對於一個或另一個他們是

死了。 

 

16. 原因是：他們沒有他們自己的生命，其原因是他們從很早就開始學會浪費生命，因為他們

被愚蠢的父母所刺激用過度娛樂為一點點活動，他們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價值活動，只有獎勵完

全無視所有獨立和自由，以及他們他們自己的生命！ 

 



17. 所以，讓忠實是，那裡他們是，他們將不會離開我們，因此也不忠實的;因為他們永遠都會

反對我們！ 

 

18. 但是關於輕浮的蠅，我們讓它們在糞堆上自由生活;但是，如果它們離我們的食物太近了，

那麼總是有足夠的時間來趨逐它們！冬天生命將足夠早煮它們的鵝！ 

 

19. 但我們也不想判斷他們，他們只是明顯的輪廓，短暫的（一天）幽靈，因為從今天到明天，

但它們永遠都是完成的！因此，他們獲得了短暫的快樂;因為在此之後沒有人會再跟隨。 

 

20. 這是我的意志！但，你忠實，留在我的愛;因為在它裡面，永遠不會結束你的存在永遠！阿

門，阿門，阿門。“ 

 
 

HoG V3/125 拉麥和瑪瑟薩拉的對話。誰愛世界上的東西更多比愛上帝，就不值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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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的啟示使拉麥深深地思想，並且他去了仍然活著的父親馬圖薩拉，告訴他從主那裡聽

到了什麼。 

 

2. 但當馬圖薩拉聽到這個時，他開始害怕他的永生;因為他心裡對自己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與我的眼睛達成協議，並希望在世界上看到任何可以讓我感到高興的很少，因此也從全世

界的所有聲音中撤回我的耳朵！但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享受仍然是我的孩子和忠誠的妻子！ 

- 他在這裡張開嘴對拉麥說： 

 

3. “我的兒子，我在心裡仔細檢查了你的話語，發現它們是準確的，因此我的眼睛和耳朵都做

了一個約，根據這個約定，我會在這個世界上看到並聽取沒有任何給我一點點快樂！ 

 

4. 但我應該怎樣對待我的孩子和我最忠誠的妻子，這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快樂？我應該為

你祝福，然後因為上帝的愛留在你永久地還是我應該和你在一起？“ 

 

5. 拉麥短暫思考，然後在主的啟發下，對馬圖薩拉說話： 

 

6. “聽見，父親，所以說主，我們的上帝和永恆的聖父： 



 

7. ”誰更愛這個世界上比我，不值得我！ 

 

8. 父母，妻子和孩子也在這個世界上;因此，如果你想配得上我，你不應該比我更愛他們！ 

 

9. 然而，你為我犧牲的一切，有一天我會在永給一千次！ 

 

10. 但是，每個人都應該留在他身邊的人和他所在的地方為我犧牲一切，然後我會看著他並永

遠地與他結合！ 

 

11. 那麼他將在這樣的血緣關係中享受什麼，無論他將做什麼，都將為他提供永生！ 

 

12. 因為那時我的精神就在他裡面並重創造一切在一個人身上：生命變成了真正的生命，愛將

變成真正的愛，死者本身就會被帶到永生，所有的快樂在它都會在我面前，因為我創造了它在

他裡作為一個永恆生命的增殖和我無限的愛，恩典和憐憫！ 

 

13. 有了我，人可以穿過所有的門，可以享受一切，因為我的精神將一切都變成了生命;然而，

沒有我，任何人都不應該採摘一片草 - 因為即使是一片草也能給他帶來死亡在身體上和精神上，

如果他觸動同樣以他的精神在如此一個方面那他把他的愛放在其中！ 

 

14. 看，父親馬圖薩拉，這些是主的話;既然我們現在知道如此活潑，那就很容易生活在地球上！ 

 

15. 我們仍然什麼和那裡我們所處的，最重要的是愛上帝高過所有並犧牲祂一切，無論是什麼

觸動了我們的心，以某種方式轉離祂，我們充滿了主的活精神，通過其我們然後被允許享受一

切，正如主祂自己已經向我們顯明的！“ 

 

16. 這些話再次平靜馬圖薩拉;但他還是保持今後很撤出，並不斷從他的心臟與主，並與祂的聖

靈在他裡的交談。 

 
 

HoG V3/126 高處的孩子的道德和精神下降。拉麥奇國王的最後法令和死刑。 

特霸卡因是拉麥的繼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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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這種方式，也生活大多數善良的人，在他們的靈魂中，與世界隔絕和退縮，並不關心人

們正在做什麼，他們越來越多地走向世界 - 無論如何這本來都是徒勞的。 

 

2. 因為世俗已經陷入了極度的固執，並且不可能與他們談論屬精神的事情，因為他們總是比那

些忠於我的人更了解一切，其次當忠實的人更有力地抵抗他們時，他們很快就會避難到身體虐

待和粗暴殘忍。 

 

3. 因此，這些明顯的反對者（攻擊者）不再聽取長老的聲音，也沒有註意到不罕見的奇蹟信徒

在他們面前工作的，使他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4. 但結果很快就結束了？ - 除了一個完全降臨到所有形式的淫蕩之外別無其他！ 

 

5. 最有活力的年輕人和男人開始越來越多地訪問深處，因為他們作為上帝的孩子總是受到最大

的尊重，並與很多最美麗的女孩和女人交往，他們很少有願望回到再高處了。 

 

6. 他們把她們當作妻子，在那里安頓下來，建造了新的大城市，用堅固的幕牆強化了他們，並

且很快就開始扮演這個大國的主人 - 特別是與他們的女兒一起生育的兒子的情況。世界的深處;

因為他們是強壯的，充滿了世界強大的精神，或者說得更清楚：他們受到了蛇的祝福，他們為

他們配備了世界上所有的權力，力量和命令。 

 

7. 而仍然活著的拉麥深深地悲傷地看著那些從高處來的人。 

 

8. 在他結束之前，他把他的孩子叫到他，因為他已經達到了六百三十歲，這在深處沒有先例，

並對他們說： 

 

9. “孩子們！主呼召我，使我能夠離開已經變得邪惡的世界;因此，我將很快放下這個已經非常

疲憊的身體。 

 

10. 但不要把它作為例外正如高地上的孩子已經完成了在他們的父親被取消，否則你會比那些

每天從山上逃離並在這裡建立新城市的人更加糟糕，帶走我們的妻子並生育世界強大的孩子與

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征服我們的民族！ 

 



11. 因此我建議你們，要堅持主;因為只有祂的能力直到現在才使我們這些強大的敵人遠離我們

的城市和地區。 

 

12. 如果你可能曾離開主，你很快就會成為這些世俗勢力的無能為力的奴隸！ 

 

13. 堅持這些話！ - 主的精神與你在一起，就像祂和我一樣，從現在開始永遠！阿門。 

 

14. 不久之後，拉麥死了，被他的孩子們以最光榮的方式放在一座宏偉的墳墓裡的金色棺材裡。 

 

15. 這十一個城市多年來一直哀悼這個領導者;但是特霸卡接管了國家的掌舵，追隨著他父親的

腳步，卻帶著更加可疑的精神。 

 
 

HoG V3/127 軍事開始。拉麥部落的滅亡與特霸卡的死有關。 

穆罕默爾和普利斯塔的兒子烏拉尼爾擔任哈諾克的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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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特霸卡得到霍爾德和寺廟守護者特哈得以及穆拉和簇繞的協助，狀態漢諾奇市及其十個

執政者都被迫舉行，儘管他們開始發現一種軍隊來保護他們自己免受日益增長的影響強大的山

區人民在十個城市以外的地區殖民。 

 

2. 當特霸卡因此而去世並且沒有留下任何男性繼承人而只剩下兩個弱女兒時（因為那些以娜梅

懷孕的男性兒童是眾所周知的純粹傻瓜，因此完全無法領導國家），沒有人知道誰現在應該接

管政府人民。 

 

3. 由於霍爾德，特哈得，穆拉和簇繞在特霸卡之前已經去世，因此選擇合適的領導者看起來更

不利，因為除了已經很老的娜梅和特霸卡的兩個女兒之外，他們沒有人留下拉麥的家人。 

 

4. 特霸卡的兩兄弟也徒勞無功;因為他們在某些世界旅行中也死了，所以他們或他們的後代都找

不到。 

 

5. 因此，漢諾奇市的公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以便將信使送到高處，並從拉麥獲得應該

做的建議。 



 

6. 拉麥告訴使者，娜梅和霍爾德是否沒有任何後代。 

 

7. 信使說：“既沒有男性也沒有女性！” 

 

8. 拉麥在早上地區派遣一名使者前往穆罕默爾，請他去拜訪他。 

 

9. 穆罕默爾來了，拉麥對他說：“兄弟，你和普利斯塔有一個三十歲的兒子！他是明智的，充

滿了上帝的精神和力量。如果我把手放在他身上，膏他作為深地人民的領袖？因為那裡已經有

近三百萬的高等兒童，如果你的兒子是上帝所注定的，他可能成為這些國家強大的領導者，這

可能不會有任何不妥之處！“ 

 

10. 但是穆罕默德對拉麥說：“兄弟，你們還有一個在上帝面前更加智慧和恩典的兒子！你為

什麼不把手放在他身上呢？” 

 

11. 但拉麥說：“穆罕默爾，你知道我的行為只是按照上帝的忠告行事而不是我自己的行為！

但如果證明了這一點，你為什麼要問我什麼導致什麼都沒有，是好嗎什麼都不做？ 

 

12. 要么符合我告訴你的要求，要么不符合要求;但不要問我一個背道而馳的問題與忠告在我內

心的上帝的！“ 

 

13. 穆罕默爾認識到他犯了錯誤，他要求拉麥寬恕，並立即命令他的兒子來，並允許他作為深

淵國家的領袖得到祝福。 

 

14. 當兒子被祝福和受膏時，拉麥對授權的使者說：“看哪，這位來自高處的年輕人已被主選

為你的領袖，老師和導師！在主的帶領下，他會跟隨你對漢諾克市，他將安排命令，始終向你

展示主的旨意！“ 

 

15. 在這裡，使者跪在新國王面前，給了他第一個榮譽，起身，稱讚上帝，並帶著新國王回到

了漢諾奇市，在那裡他被無數群體中最高興的人所接納。陪著他來到偉大而光榮的住宅城堡。 

 
 

HoG V3/128 哈諾克民塑造了已故的特霸卡的兩個漂亮女兒。優柔寡斷的烏拉尼爾。 

拒絕上帝。烏拉尼爾與特霸卡的兩個女兒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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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新國王的名字是猶繞霓額，十年來他的領導一直很好;因為他擁有上帝的精神，每天都接

受主的指示。 

 

2. 但是在這段時間裡，特霸卡的兩個以前弱小的女兒已經變得結婚和強壯，並且具有如此外在

的身體美，以至於所有的人都倒在她們面前，毫不掩飾地崇拜她們。 

 

3. 但這兩個女兒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斥責任何人這樣做。但它沒什麼用處，因為這兩個人越來

越多地避免了男人可以賦予她們神聖崇拜的所有場合，他們對這兩位女神的吶喊越多。 

 

4. 但是，生活在猶繞霓額宮廷的這兩個女兒的美貌多麼偉大，可以從下面宣布這樣一個崇拜的

讚美詞中看出來。 

 

5. 這個讚美詞每天在城堡前的日出之前被一千人傳唱，聽起來如下： 

 

6. “噢太陽，洗澡，洗澡，然後在海裡，在所有的湖泊，溪流，小溪和泉水中洗淨，這樣你就

不會不潔淨地通過你的骯髒光線污染那些名字太純潔，太天堂的人的神聖面孔。我們敢不說出

來。 

 

7. 你們東方懶惰的僕人，清潔早晨很好用金色的風，這樣天上天堂的女兒們的眼睛也不會變暗！ 

 

8. 但你們即將到來的一天要注意你不是因為太多的熱量，也不是太粗暴的冷靜而成為天堂女兒

的滋擾！ 

 

9. 因為女兒的臉比一千個太陽更亮;她們的眼睛使所有的星星和所有的星星都難堪，天上的星星

在天堂女兒的光彩之前顫抖。 

 

10. 什麼凡人見過星星在天空中顫抖？！ 

 

11. 她們的臉頰是黎明的原始火焰;她們的嘴是和諧的所有的創造;她們的下巴引起所有生物的幸

福感！ 

 



12. 她們的頭髮鍍金雲的下擺;她們的脖子是花的靈魂;她們的懷抱使地球活躍起來，它點燃並驅

動，以紀念天上的女兒，熾熱的山脈直達天堂！ 

 

13. 她們的手臂比最柔軟的微風更加細膩和柔和，微風輕輕地逃離日落的紅色，她們的身體就

像天堂的豐滿，她們的腳就像早晨的光線穿過第一個最柔軟的紅色早晨雲層到達華麗的草地地

球的！ 

 

14. Huhora，huhora，huhora。榮耀和所有的光明和所有的光輝和所有的榮耀和所有威嚴對

天堂女兒！“  

 

15. 這聽起來像早晨的問候。但是在陰天的時候有禍了！它從頭到尾都被吐了，被罵了被詛咒，

有時也被猛烈地用桿擊打在空中受到嚴厲懲罰！ 

 

16. 以類似的方式，夜晚在日落之前被清理，包括月亮和星星！ 

 

17. 兩人每天必須至少一次無論是在早上還是在晚上，都會向窗外的男人們展示自己，否則會

出現一聲嚎叫，直到兩人出現才會結束。 

 

18. 但是這樣的廢話持續了一年沒有結束在看，猶繞霓額轉向主，問祂應該做些什麼來結束這

個廢話。 

 

19. 主說：“你為什麼直到現在才來找我，你怎麼能讓你自己的心被兩個女兒的肉體俘獲了？！ 

 

20. 看，在不限制你的自由的情況下，這裡不再有任何建議！ 

 

21. 如果我把這兩個人從世界上帶走，人們就會落在你身上，會殺了你;如果我讓她們成為現實，

那將比現在更糟糕;如果我把她們當作妻子給你，她們很快就會粉刷你和女神神聖的崇拜;如果你

逃到高處，他們會因為相互的嫉妒而將他們兩個分開，並會互相扼殺。 

 

22. 你自己判斷我應該做什麼！因此，在你心裡思考，做你喜歡的事！但暫時不要涉及我，因

為我是聖潔的！ 

 

23. 猶繞霓額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他計劃與兩人秘密逃脫。 

 



24. 但是在他想要逃脫的前一天，有一百名最受尊敬的人來到他面前並建議他把女兒當作適當

的妻子。 

 

25. 這個提議讓他高興，一切都準備好迎接婚禮當天。 

 

26. 當天來了，猶繞霓額結婚時沒有通知他的父親在高處，所以他可以祝福他。 

 
 

HoG V3/129 在哈諾克重婚開始。建立婦女美化機構。人口販運和地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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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婚姻有點降低了男人-世界的偶像崇拜，因為他們意識到沒有什麼可以獲得了;但是除此

之外，男人世界投入其他兩個甚至更大的邪惡的武器中，首先，每個只是一個小小的肉體上癮

的男人自己帶了兩個妻子，一個在右，另一個在左手。國王無法防止這種情況，因為這些人宣

稱他們這樣做而且只是為了紀念他而這樣做，國王在精神上已經很弱，卻無法反對。 

 

2. 因此，這是第一個偉大的邪惡在其精神領域深不可測。 

 

3. 但是第二個邪惡，甚至比第一個更大，其中包括所有的肉體-男人，為了更加尊敬國王，他們

想要非常漂亮的妻子，是的 - 正如你們常說的那樣，必須要有榮譽！ 

 

4. 但是，因為一般幸運的是更少美麗的比真正美麗的女人，因為在漢諾克市也是如此，人們想

到方法讓女性人為地變得更美麗。 

 

5. 他誰尋求的人很快找到了一些東西！因此，這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建造了一個女性美化機構，

其中包括建造了一座大型建築物，其中有來自全城各地的數千名女孩，以及周圍的鄉村和十個

城市的女孩，如果她們只有直的肢體和年齡在 12 到 20 歲之間。 

 

6. 在這個被稱為“國王的榮譽”的機構中，女孩們用最好的食物和飲料餵養，用最好的油洗過，

並接受了教育，在那裡幾乎沒有提到上帝而不是現在的主題宗教在女子學校或所有其他學習機

構中，已經轉移到最微不足道的位置。 

 

7. 應該說：“在這樣一個機構中，人們還不能看到'最大的罪惡” - 耐心;它會來！ 



 

8. 無論誰想從這個機構帶走兩個妻子，都必須向該機構的主席和董事支付大筆教育費。而且他

還必須交付兩個新的年輕漂亮女孩，不得不同意為她們支付適度的教育和美化費用。第三，他

還不得不同意永遠不允許新買的女性做任何工作，因為這樣可能很容易傷害她們後天的美麗。 

 

9. 所以每個人都被迫從這個機構帶走他的妻子，這是由國王簽署的 -那麼他決定不會出現在法

庭上，如果他不能合法地證明他的妻子實際上來自國王的榮譽機構。 

 

10. 由此奠定了基礎，很快就出現了販賣人口和大規模的階級差異，這反過來導致了相互仇恨

和蔑視的萌芽，很快就成長為一個完全成熟的果實。 

 

11. 所有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是重要的，因為它是肉體之愛的結果，誰其精神上的邪惡後果 - 

一開始已經註意到的是無法估量的，因為通過肉體，生命的敵人被賦予了最自由的範圍。 

 

12. 因此，每個人都應該盡可能地從女人的肉體中遏制他自己如果他想要收穫生命，但女人不

應該誘惑任何人，如果她不想受到譴責，而是祝福！ 

 
 

HoG V3/130 有關女性美容機構的更多信息。賣淫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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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想問一下，在這個女性美化機構中是否真的可以說新創造的女性，對他來說，首先，

地球上的人們生命的敵人會為了人民的這些事業的有利實現而部署一切可以想像的東西。他可

以將水引導到他的工廠;其次，經驗教導幾乎所有人穿著合身的衣服可以為女性做些什麼。或者

只看一下所帶來的不常見的面部幻覺，以及多麼經常是外在感覺背叛由選擇性頭飾，由絲綢連

衣裙穿著符合最新時尚和由撒旦其他類似手段的的所散佈的！ 

 

2. 但是，即使目前令人不安的人類可以被這種手段吸引到撒旦的陷阱中，也很容易想像神經強

大和富有想像力的國家甚至可以更容易地被這種策略所困在那些時代。 

 

3. 由於人們的聰明才智從不休息，所以也沒有在這裡休息。每年都有新的女性美化發明，一個

女孩只需要直的四肢，當時幾乎無例外，她可以做得漂亮。 

 



4. 因為美化藝術家說：“每個健康的女性都可以變胖，從而變得更圓潤，一個完美貼合的衣服

補充了人的形狀，使她總是看起來很有趣;再加上一個權宜之計，可愛的教育，每個男人都被抓

住了接近這樣的製造美女！“ 

 

5. 實際上是這樣。但是，如果她不是出於“國王的榮譽”，那麼很快其他任何女人都沒有價值，

因此受到了侮辱和深深的冒犯。 

 

6. 然而，由於這種侮辱很少或根本沒有得到，那些不是“國王的榮譽”的女性，向美化藝術家

詢問是否可以對她們做為大的回報。 

 

7. 由於藝術家沒有蔑視利潤，他們還將老年婦女帶到了他們的研究所，並將她們稱為肥胖和貼

滿她們你 2 它是恥辱。 

 

8. 但這一切都傷害了原因不在至少。如果只有一個可以添加更多的肉，那麼一切都很好;除去面

部皺紋對於我們的藝術家來說只是一種樂趣。 

 

9. 隨著時間的推移，'國王的榮譽'必須增加十倍;但從中可以看出這個機構的成長狀況。 

 

10. 然而，在過程大約三十年的時間裡，也是那些變得更加強大的遙遠國家，了解到在漢諾克，

最美麗的女人被生產出來並派遣間諜進行調查。 

 

11. 間諜去了國王，並試圖看到這個機構。他們被帶到那裡，但當他們看到美麗的女人時，他

們真的開始狂歡，想要有女人。 

 

12. 但他們被告知所有已經成熟的女性都可以以一定的價格購買。 

 

13. 偵察員衝回他們的國家並告訴他們所看到的。很快，一千名裝滿各種寶物的男子前往漢諾

克買了兩千名婦女。 

 

14. 這是人口販運的開始。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向我們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