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41 兩位使者在議會集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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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之後，千位領主再次召集了議會，現在兩位使者作為高級議員出現的站在千位領主的中

間，一位說出對方的話： 

 

2. “我們仔細考慮並權衡了一切，並且無可辯駁地發現現在的憲法不再可行;太多了，太多了！ 

 

3. 我們的城市漢諾克在範圍上變得太大了;已經在國王烏拉列時代它太大了，如果它不是最不幸

的戒指牆，漢諾克仍然會是一個繁榮的城市！ 

 

4. 但它現在接近完全消亡，這個最古老的城市地球，你可以依靠你的手指和我們一樣！ 

 

5. 記住，我們現在就像一千個國王！每個人都為自己帶著宮廷與一千個男女，為他的官方榮耀

和官方保險，相當於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十倍的一百和一千人。他們，包括我們在內，並沒有

把手放在地上，但仍然希望過得好！ 

 

6. 問題：誰應該，誰可以工作這麼多閒人的麵包？ 

 

7. 但讓我們走得更遠！在十個郊區的每個郊區，也都坐著十萬名軍官，士兵和高官的閒人僕人

以及許多已經退休的領主。 

 

8. 所有這些都與地球的土壤無關，但他們想活得好沒有錯，但是從哪裡拿出地球沒有生產的東

西？！ 

 

9. 但是讓我們繼續！我們現在在我們的大城市十個女性美化機構。每個人都滿滿噹噹，可容納

大約一萬到兩萬名婦女，另外三分之一是教授和其他僕人。他們都必須吃得非常好，並且知道

麵包生長的地球的地面，甚至不是名字！ 

 

10. 但現在進一步！在這個偉大的城市哈諾克，根據我們的私人統計，現在有兩十萬個貴族家

庭和他們的僕人，共有近十三十萬人;所有這些在他們的一生中都沒有一次用手觸地，但仍想吃

很好的麵包。 

 



11. 但是讓我們繼續！通過我們城市的無目的穩定的強化，首先地球的地面被無用地殺死，並

且在建造大型新房的地方，不再有玉米在生長。 

 

12. 其次，如此宏偉的建築吸引了以前勤勞的農村居民到城市;他們買房子，居住在那裡，然後

當然是他們的積蓄，但他們現在沒有土地工作和購買，什麼他們需要。 

 

13. 這是合理的;但如果事情繼續下去，就像每天有十到二十個家庭離開這個國家並定居在這個

城市，如果所有鄉下人都成為半貴族，工作害羞的城鎮居民或者至少成為城市公民的僕人？！ 

 

14. 我們進一步要求致敬從致敬從所有租客。因此，我們使人民蔑視鄉村生活。他們要么逃到

遙遠的地方，要么逃到我們未知的地方，要么在這里和那裡暴力地抵抗我們不公正的要求。 

 

15. 問題：誰現在會為我們生產麵包？ 

 

16. 因此，這部憲法絕對沒有辦法繼續下去！但是現在考慮我們認真的介紹，我們將為您提供

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糾正這種邪惡狀況的手段！ 

 

17. 因此，我們作為共同議員真誠地尊敬對你們千位高級領主說了！“ 

 
 

HoG V3/142 兩個信使的救援計劃及其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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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整個高級委員會都懇求兩人繼續交談;因為他們意識到了他們陳述的深刻真理，想要了解更

多，最後也意味著如何糾正這種邪惡。 

 

2. 兩個人又開始說同一個詞：“聽我們說，你，高級委員會！用我們的生命，我們保證我們現

在要告訴你的最充分的事實;如果不接受，我們我不能保證在兩週之內你會在這座城市中計算超

過一百萬俱屍體加上一場反對我們的民眾起義，就像世界上從未見過的那樣。人們會先殺死彼

此，但我們會先和將飽和他們自己用我們的血與肉！ 

 

3. 然而，為了避免和防止這些最可怕的事件到達以最大的確定性，只有以下行動對我們開放 - 

但只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4. 第一個行動是我們盡快徹底拆除極其昂貴的女性美化機構，立即派向四面八方的使者告知全

世界這些婦女現在可以免費獲得這些婦女，並獲得積累的財富和這些機構的糧食庫存。 

 

5. 但是教授和美化藝術家必須移民，每個人至少有三個女人;包括一些珍寶和食物，她們應該成

為他們的獎勵。地球很大，山脈幾乎人口稀少;他們肯定會找到他們的避難所。 

 

6. 但是，這些大型建築必須被拆除，它們以前佔據的大塊土地變成了肥沃的花園，一年之內，

一萬個勤奮的人將能夠從中生產出自己的食物！ 

 

7. 此外，在這個城市中存在著幾乎不可數的真正的閒人，他們稱自己是貴族，但他們沒有什麼

比他們可以欺騙性的嘴巴那他們可生活。讓他們一起出去！給每個人另一個妻子和一些黃金，

我們的城市將減少數十萬人，無論如何都是無益的。 

 

8. 如果他們問到哪裡移動，我們會立即向他們展示前往山區的路 - 他們肯定會在那裡找到他們

的避難所！ 

 

9. 以類似的方式，我們也將減少我們的保鏢從一千到一百，並給予被解僱六個月的供應，我們

再次將自由我們的城市從許多不必要的，沒有生產的消費者中解放出來，通過這種救濟，這將

更容易讓實際的公民以更自然的方式養活自己。 

 

10. 但是，勤勞的中產階級將被指示首先將城市的所有開放空間變成肥沃的花園;第二：廣闊的

街道必須種植果樹;第三：房屋的平屋頂必須改為花園;第四：同樣，這座偉大的城牆可以承載各

種蔬菜和水果為十萬人;第五：城市外圍鞦韆區域必須轉變為耕地;第六：每一座不必要的建築都

要拆除，也要變成一個花園， - 通過這些改變，我們將在一年內處於如此有利的狀態，這當然

可以稱得上令人羨慕！ 

 

11. 如果這個建議已經實施，那麼我們才能繼續前往另一個！“ 

 

12. 這個建議得到了熱烈的掌聲，並且在他們開始執行計劃的同一天，兩週之後，城市漢諾克

顯得如此空，以至於觀察者似乎在走在一片房屋的森林裡;但儘管如此，仍然有 200 多萬勤勞的

公民生活在其中，他們把一切都變成了肥沃的花園。 

 
 



HoG V3/143 兩個信使的進一步改革建議；他們要求打開寺廟並進行禮拜。 

在 1000 個理事會中發生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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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之後，一切都井然有序，而且一些封建領主再次開始溫和致敬，這對於漢諾克

人口的大幅減少是一個受歡迎的緩解 - 至少在所有新的園林花園變得恰到好處 - 千位領主再次

齊聚一堂，再次召開會議，以便從兩位明智的議員那裡獲得進一步的行為準則。 

 

2. 當議會聚集起來，兩人被懇求讓他們的聲音聽到為一般好處時，兩人起來說話： 

 

3. “聽聽我們，你們這個城市漢諾克的高級議會！ - 你們已經確信我們所建議你們的一切，總

能帶來最好的結果，甚至會變得更好，這取決於開始變得越來越根深蒂固和完美的;你可以事先

確信這一點！ 

 

4. 因此，我們的附庸也將自由承諾繳納稅款，因為我們將能夠不斷減少它們，為我們自己適度

消費生產從城市大量開放區域。 

 

5. 此外，我們的溫和的生活方式不會輕易吸引新移民進入城市，而是更多的消費者購買我們有

用的產品以合理的價格。 

 

6. 通過那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如果他們想要走在我們的腳步，將保持這個世界上最古老，

最可敬的城市，在一個最繁榮的條件下，它的居民都不會抱怨苦難！ 

 

7. 如果我們進一步避免豐富我們自己從而點燃外國家，如果他們沒有發現我們的財富而只發現

資產階級的活動和節儉，沒有強大變成國家將不會被誘惑征服我們並奪走我們沒有的財富;但相

反，我們是不安全的在一小時的搶劫和偷劫。 

 

8. 所有這一切現在都得到了公正的計算，漢諾克的不間斷的幸福是用鐵字寫的。 

 

9. 然而，我們仍然有一件事尚未完全實現我們的建議，並將其作為王冠為持久！ 

 

10. 而這一件事是那個我們需要全心全意地開始相信上帝，全能者，我們還需要從地面教導這

個城市的公民，以認識，崇拜和愛這個上帝那他們包括我們在內的，完全忘記了！ 



 

11. 如果沒有這，我們所有最好的建議都會陷入虛無的塵埃之中，只需要幾年的時間就能讓我

們陷入比我們以往任何時候經歷都更大的痛苦！ 

 

12. 因此，我們需要再次重新打開拉麥的兩座寺廟，並適時獻祭向上帝唯一的主，我們的感謝

和懇求！“ 

 

13. 在這次演講中，許多議員都非常強大地開始嗤之以鼻;但是儘管如此，仍然同意兩人這一點，

他們只堅持建造幾座寺廟。 

 

14. 但是一些議員不想听到任何關於它的事情，而是建議兩座寺廟所在的地方，也應該變成花

園;因此議員之間產生了爭議。 

 

15. 但是下面將顯示它的結果。 

 
 

HoG V3/144 再次任命兩位明智的議員。千議會的宗教改革思想。 

兩位智者的抵抗，使他們回到了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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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一年過去了這場相互爭執，沒有任何對立雙方和解的跡象;因此，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再

次致電兩位聯合議員，徵求他們在最令人滿意的案件中應該做些什麼的建議。 

 

2. 爭論者同意承認一個神，如果需要甚至超過一個神來維持人民的秩序;然而，承認不應該基於

盲目的信仰，通過空洞的傳教士瑣事，而是基於純科學，因此通過自然科學，數學，哲學和上

帝值得的藝術表現！ 

 

3. 因此，人們將擁有持久，堅實和令人信服的東西，而不是唯一的黑暗，盲目的信仰，即上帝

的存在是基於神秘主義的證詞，只有神秘的教師才能生存。但是，如果他們被大自然所迫，也

必須咬住塵土，那麼整個學說也不得不咬住塵埃與他們，人們就會被遺棄在那裡，被騙了。如

果人們反復被神秘的上帝欺騙，他們最終不能再被帶到認可上帝了。 

 



4.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千名議員或多或少地達成了協議，佔絕大多數;然而，他們不知

道如何以最聰明的方式執行這個決議，這是他們轉向兩人尋求建議的實際原因。 

 

5. 但兩人說：“偉大漢諾克城市高級議員！ - 我們已經在一年前向你展示了正確的計劃;但你拒

絕了它！這次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6. 每個案例都只有一個計劃只有善良和真實的，所以它是與上帝的講道！ 

 

7. 然而，這個計劃，我們向你展示了;只有你拒絕了它，現在又有另一個，根據你的意見是設置

起來更加可行。因此，根據你的見解允許它付諸實踐，並允許你自己被指示由後果什麼好的你

帶到光！ 

 

8. 但是我們想要不參與其中而至少不想是執行你的計劃的一個障礙。 

 

9. 與漢諾克一起做關於上帝的教導，正如你對封建王子所做的那樣，在那裡你被賜給每個人不

同的上帝教導，通過不同類型的教導更容易區分它們，並使它更容易為你從中收集在租賃致敬，

您很快就會體驗到漢諾克與封臣相同的結果！ 

 

10.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說服自己，我們給你建議的一切，首先是非常容易實現，其次，這對

整個大城市來說都是有利的。 

 

11. 我們沒有欺騙你任何事情，但總是誠實地對待你，並且按照你的最佳利益行事，並且從未

向你提到我們自己需要的哪怕只有一個音節。 

 

12. 此外，我們的計劃一年前向你宣布，承認和榮耀上帝，對我們所有人都是最有利的。但是

你從一開始就對它採取例外，之後就此爭吵了整整一年，直到你最終以最卑鄙的方式達成一致。 

 

13. 但是為了執行你的計劃，我們不知道答案，因此不會給你任何建議如何去做。 

 

14. 那麼做什麼你認為是對的;在你們中間，我們已經完成了演講並完成了對你們的服務！因此，

我們現在離開您並且不需要您的獎勵，這樣您就可以認識到我們一直關注您的福利。 

 

15. 但是誰也想來和我們一起，應該這樣做，在為時已晚之前！“ 

 



16. 於是，兩人離開了大議會的房間，帶走了他們的僕人，又回到了高處。 

 

17. 但那是什麼呢在漢諾克完成，以下將顯示。 

 
 

HoG V3/145 在高處返回並兩個信使的報告。拉麥對上帝的要求。 

上帝的回答，以及派出十個火力強大的使者前往深處執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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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兩人重新回到高處時，他們告訴仍在生活的拉麥，諾亞和他的兄弟瑪哈爾，他們在深處經

歷的一切，同時也問他們如果大約三年前，沒有人從深處到達在這裡定居。 

 

2. 老拉麥回答說：“我親愛的孩子們，這個問題很快就會得到答案;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幾天

的旅行區達到了這些伸展的高度，沒有人出現！這服務你作為最真實的答案為你的問題！ 

 

3. 但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值得你的序言;因為很明顯，所有深入人民在短時間內要么進入偶像崇拜，

要么屈服於完全無神。 

 

4. 主啊和父親，給我們這裡，您的弱小孩子，建議做什麼，帶人們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5. 耶和華立刻說，所以所有人都可以聽到祂的聲音：“去中午地區！仍有一百零七個家庭分散

居住;他們是七個人的後代，我曾經一直送到哈諾克在拉麥時代，向失落的城市宣揚懺悔。 

 

6. 在這些家庭中，你會發現十個年輕，強大的男人還沒有結婚;你拉麥，以我的名義按你的手在

他們身上，我想要奇妙他們賦予他們火力！他們在深處召喚來自地球的火焰，它會消耗盡可能

多的消防指揮官所希望的數量！ 

 

7. 如此裝備，他們應該移到深處和七個到處傳播懺悔。如果有人試圖逮捕他們，他們應該用火

圍住他們自己，並且總是將敵人擊倒在地並摧毀他們所有的武器。 

 

8. 如果人民在七年內皈依，他們應該像祭司一樣留在深處;但如果人民如果沒有轉換，他們應該

在漢諾克用無法滅火的火焰環繞我的寺廟，然後再回到高處！ - 這會發生！ 

 



9. 但是那段時間我會把我的臉從深處轉過來，所以我看不到會發生什麼！阿門！“ 

 

10. 公司陪伴起身，立刻前往中午地區，尋找十個指示的人。 

 

11. 當他們被發現時，老拉麥立刻向他們做了主指示他的事並且十個人立刻測試了他們的火力

量並且受到了多重祝福去了低地。 

 
 

HoG V3/146 關於精神敘事中時間指定的評估的註釋。在哈諾赫接待十位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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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烏拉列的兩個兒子回歸到將十個火-強大的使者送到深處的時間，大約兩年過去了，不管它

出現在敘述中，好像整個事件發生在一天。 

 

2. 據說這有助於對整體的理解，因為在敘事在精神方式中，事件往往被告知好像發生在一天，

而在地球上的時間往往經過幾年之間。 

 

3. 因此，它經常在聖經中讀到：“並且在同一天”，雖然這樣的事件被呈現為一天，但在外部

現實中，這樣的事件可能需要多年的活動才能發生。 

 

4. 這樣可以更容易地理解類似的敘事表達方式！ 

 

5. 但是我們的十個使者是如何在漢諾克接受的，他們在這麼短的時間，與這個城市及其人民是

如何相遇的？ 

 

6. 當他們走近大門時，他們立即被攔截並嚴格司法質疑他們的起源證明，以及他們是否沒有書

面護照。（因為在那段時間，在漢諾克市建立了一支嚴厲的警察部隊。） 

 

7. 但使者說：“我們從上頭被發送到你的拯救，天地的上帝就是我們的護照！ 

 

8. 我們已經被送到你那裡，向你傳講嚴肅，嚴厲的懺悔 - 或者，如果你想無視我們，請向你發

出不可避免的上帝審判，這將摧毀你從地上，與充滿了上帝的憤怒！“ 

 



9. 當信使在值得稱讚的門警察局前發出這種“無序”的話時，它被視為完全不服從;他們立即被

宣佈為高級委員會的威嚴侮辱者，並被逮捕作為外國王子明顯的煽動者和狡詐的游擊隊員。 

 

10. 但在這裡，火力使他們受益;因為當警察門衛試圖抓住他們的時候，火焰從地裡冒出來，驅

使警衛去了一個最可恥的逃入城鎮，我們的信使自由地進入城市。 

 

11. 然而，從大門到千位議員的黃金住所仍然只有一天的步行路程，同時從他們中間選擇了一

個傀儡國王，但他沒有其他權力，而是始終確認什麼千名議員已經決定的。 

 

12. 然而，由於我們的信使無法在同一天到達金色城堡，他們被迫留在許多新建的旅館中的一

個，並且僅在第二天接近金色城堡。 

 

13. 但是這種停留已經是我們的使者後來在整個漢諾克經歷的好評的開始;因為首先他們在這個

社區被知名由逃衛兵精確描述他們的外表，其次，可以很容易想像他們什麼文明他們在我們賓

館被歡迎的。 

 

14. 當他們要求點心時，旅店老闆和工作人員逃離，當他們尋求庇護為夜晚的時候，他們發現

所有的門都被鎖上了;因為擔心他們會整個房子著火。因此，他們獨自留在他們先進入的房間裡

休息。 

 

15. 因此，這是該市的第一次接待;但以下將說明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HoG V3/147 在哈諾克的警察組織。全副武裝的軍隊逃離了十個火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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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的逃亡警察門衛逃到了沒有其他地方而是直接向千位領主逃脫，可以很容易想像

並且是明顯的。 

 

2.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肯定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關於漢諾克的警察文化，它從最初的一開始就

已經是最完美的傑作，相比之下，所有現在的間諜活動只能被稱為拙劣的工作。 

 



3. 首先，對於漢諾克的每個房主在他自己費用，永久性地主持一名警察來監控整個家庭是不可

或缺的責任。 

 

4. 然後，每個街道的整個公民必須維持一個，兩個或三個辦公室，在那裡收集整條街道的所有

警務信息，並且只從那裡向法院報告。 

 

5. 所有街道都被命名，每條街道的房屋都有編號，每個房主都有兩個名字，一個是房子，一個

是他的人;任何其他居民只有一個名字，這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6. 然後每條街道和每個地方都有規定的顏色和規定的著裝要求，房主有權在他的長袍上穿一塊

金板，在那裡他的房子必須被雕刻;然而，每個人都必須穿著他住在衣服上的一塊白布上的房子

的號碼。 

 

7. 建立了這種警務方法，以便每個人在任何地方輕微違反任何規定，都可以立即被街頭逮捕，

然後帶到他住的房子，房東必須支付罰款，首先是當地人街道辦事處，其次也是違規發生的街

道辦事處。 

 

8. 由於每個街道辦事處都有三分之一的罰款，同時有權決定該街道的規定，可以理解的是，在

很短的時間內製定了多少法規，因此幾乎不是房主可以找到誰不需要支付每日罰款。 

 

9. 他當然有權得到被罰款的室友的報銷;但如果他們什麼都沒有，他就會被要求坐在等候的座位

上，第十次他什麼都沒得到。 

 

10. 如果特別是一個旅店老闆接待了外國客人並且沒有立即通知街道辦事處，那麼這已經被視

為重大違法行為並伴隨著重罰。 

 

11.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的旅館老闆也馬上跑到街道辦公室，報告了他所發現的關於我們十個

使者的所有信息，以及他從逃離的門衛那裡聽到的關於他們的信息。 

 

12. 從那裡開始，火人員的謠言很快蔓延到整個城市，逃亡的守衛知道如何恰當地誇大法庭上

十名火人員的外表，並且第二天已經召集軍隊並命令他們賓館，我們的十位信使留在那裡。 

 

13. 第二天早上，成千上萬裝滿槍和長矛的裝備精良的男子圍攻了旅店，旅館老闆告訴客人：

“出去為自己辯護，防禦成千上萬的長矛和長矛！” 



 

14. 十人被加強，起身，呼火從地上起- 在那一刻，強大的火焰從整個街道的地面射出，導致所

有士兵以最恐怖的混亂逃離現場;我們的十個使者獨自站在街上，讚美上帝的全能。 

 

15. 但是，在恐懼和恐怖中，旅館老闆跪在他們面前，因為他相信他們要么是來自毀滅整個城

市的神靈或精神。 

 

16. 但以下將說明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HoG V3/148 與客棧老闆談判十位使者。乘火車前往 1000 城堡。第三次火奇蹟：堡壘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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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十人對店主說：“起來，不要考慮我們是什麼那我們不是的！因為我們既不是神靈也不是

火精神，但我們是從高處來的，人類就像你一樣，並且已經被上帝裝備火的力量只為了你的利

益，這樣你就能認出我們是上帝真正的使者，並且你今後應該按照我們的話行事。 

 

2. 如果你這樣做，你將會被即將來臨上帝的判決所饒恕。;但如果你不想按照我們的言語行事，

你就會認識到從我們的火力，那上帝的憤怒已經在你的脖子上呼吸了 - 因為火服從我們，是等

於上帝的忿怒！ 

 

3. 昨晚我們要你吃晚飯;你為什麼不給我們吃任何東西？你有沒有相信我們不能付錢給你？ 

 

4. 看哪，我們和我們一起擁有上帝之寶，有了這些寶藏，我們會給你豐厚的回報！ 

 

5. 但是你已經為我們鎖定了你的儲藏室;現在我們要去要把你從天堂的寶藏中剔除，你今後可以

看看你是否會收到我們由上帝祂親自決定的寶藏，在這個城市大量分發！ 

 

6. 但旅店老闆說：“但我不了解你，而我們可恥的州法律要求對陌生人最謹慎，如果被忽視，

最嚴厲的懲罰就會確定;因此，如果被這些可怕的法律所迫，你必須原諒我這樣對待你！ 

 

7. 但我想彌補一切，給你住宿，並為你提供你在這座偉大城市所需要的一切;因為我已經看到了

你的力量，我現在不再擔心任何判斷因此，再次回到我家，吃住宿舍;因為我最好的房間和最好



的食物都可供你使用！只是不要根據你的威脅離棄我;因此，親愛的人，求你了。為你全能的上

帝啊！“ 

 

8. 使者說：“上帝，主，對每一個承認自己的罪，厭惡它們並完全拋棄它們的罪人充滿憐憫！ 

 

9. 因此，我們也不是不可調和的;我們原諒你和你的行為而不想要從你那裡扣留天國的寶藏。 

 

10. 但暫時我們不能和你在一起;因為我們必須去找這個城市的主人，誰通過可恥的法律，使人

們忘記上帝！這些必須先轉換！ 

 

11. 一旦完成，我們會回到你並利用你的邀請並祝福你！“ 

 

12. 但旅店老闆說：“哦，親愛的男人們！這個城市非常大;有幾千條街道和成千上萬的房子！

你怎麼會再找到這條街和我的旅館呢？” 

 

13. 但信使說：“不要擔心;因為同樣方式你找到你的街道和房子，我們也會找到它！因為上帝

是我們的嚮導，祂很了解你的房子，也知道它站在那裡的街道！“ 

 

14. 用這些話說，十人在賓館裡留下了他們的祝福，然後走向市中心，半天之內抵達了由烏拉

列建造的金色城堡。 

 

15. 然而，進入是不可能的;時間一次;因為一切都被鋒利的弓箭手阻擋和封鎖。 

 

16. 但是上帝對使者說：“不要太靠近舷牆，留在這裡，直到我為你鋪平道路！” 

 

17. 這裡的使者停了下來，很快強大的火焰從舷牆出來，消耗了一切：封鎖，武器以及那些沒

有迅速逃離的人。 

 

18. 這是當時漢諾克城的第三次火災奇蹟。 

 
 

HoG V3/149 上帝的指示對十名火員進入城堡之前。 

十個使者在議會大廳中對 1000 個議會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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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進入金色城堡的道路以這種最神奇的方式鋪設時，主再次對信使說：“你現在可以前進了！ 

 

2. 但是，不要強迫任何人通過武力進行皈依，而是傳播正義的悔改並以我的名義傳道！要求兩

座寺廟的開放，並強烈警告議員關於圖片和偶像崇拜的服務，並大肆宣揚我迫在眉睫的判斷！

這就是你在這裡要做的一切。 

 

3. 如果法庭會傾聽，那麼就像我在高處告訴你的那樣，留在這裡作為牧師;但如果法庭只會假裝

聽你的話，那就嚴厲責備他們的虛偽，但要立即退出法庭，去廣場和街道公開宣講嚴肅的懺悔

和我的名字！ 

 

4. 不要害怕無能為力的武器;因為在任何人可以撿起它們用致命的貪婪反對你們之前，我要毀掉

它們！ 

 

5. 因此在這個城市宣講三年！如果你在那裡被嘲笑，離開這個城市，向鄉下人傳四年！如果任

何一群人想完全回到我身邊，那就讓他們走到高處，我會照顧他們，並把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所

需要的一切都交給他們。 

 

6. 但是，無論人們不會悔改，立刻離開他們，搬到另一個村莊！ 

 

7. 在鄉下只逗留四年;如果我打算給你打電話，那就馬上回到高處而不回頭看！ 

 

8. 現在你知道你要做什麼，然後以我的名義進入城堡！阿門。“ 

 

9. 在這裡，我們的使者開始繼續他們的旅程，立刻進入金色的城堡，進入一個巨大的大廳，千

名議員和他們的傀儡王在他們中間聚集在一起舉行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 

 

10. 他們只是忙於之間討論他們如何能擺脫他們自己這十個火怪物。 

 

11. 但是，當他們只是忙於在一個非常醜陋虛偽的措施，由此，他們決定向外假裝聽工作他們

非常熱愛他們的言論，但在內心卻不遺餘力地把火隊員趕出城市，突然間，所有一千名議員和

他們的傀儡國王都驚恐萬分，十人進入議會會議室，說： 



 

12. “和平與你同在。根據你的計劃，你永遠無法讓我們離開這個城市;但是當我們的時間過去

之後，無論如何我們將離開這個城市去你的讓位，但不是因為你的邪惡，而是根據主的旨意誰

送我們到你的！ 

 

13. 提前了解這一點，並做好準備為信息我們將從上帝，全能的主帶給你的！ - 因此，請打開

你的耳朵聽我們說話！阿門。“ 

 
 

HoG V3/150 十個使者之一的講話對 1000 個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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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千名議員中的一名上升並走到十里，根據法院的慣例鞠躬在他們之前並說： 

 

2. “強大的使者可能來自一個不知名的王子和所有噴火山脈的領主，我們周圍有很多人！靠近，

是的，去我們的中心，釋放你對我們的使命;看，房間是很大我們是很多！所以你必須站在房間

的中間，這樣我們都能很好地聽到你當然可敬的演講;因為我們是好演講的好朋友，也想要遵守

我們認識到一切好的。 

 

3. 但是，如果真有這之中傻的東西，你是最有可能的男性的生命有較高的那種，會承認它甚至

更好比我們是，那我們不能接受這些東西，那就是，根據我們的自由意志。 

 

4. 當然，憑藉你作為一個更高級別的生命的可怕力量，你可以強迫我們;但是因此你們已經取得

了很少或者沒有成就，而且我們也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從你的特殊使命！ 

 

5. 因此，如此友善地在中間展示你的演講;因為我們所有人包括國王在內，傾向於傾聽你的言語，

並期待像你這樣非凡的生命，最充分的正確的東西！“ 

 

6. 按照聰明議員的意願，十人走到議會的中心，其中一人代表所有十個人對全部高級議會發言，

說： 

 



7. “朋友和兄弟們，如果你回想起你們的父親，你們必須承認他們都是亞當的所有後裔，他們

實際上是上帝的孩子，而且在拉麥的時代，拉麥是一個當代生活的拉麥從高處，作為一個人褻

瀆神明的殘酷地統治人民這個城市深處！ 

 

8. 對於你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可能並非完全不可接受，完全不知道什麼在同時天地之王所做

的，首先摧毀了一些愚蠢行為在高度，然後清理所有古老邪惡的污穢的深地，這當然不是你完

全不知道的。 

 

9. 此外，你會知道，你的父親是如何離開純潔的，由上帝如此高度祝福的山脈並且已經下降到

越來越不純潔的深地，而仍然活著的高級牧師拉麥在高處的，已經向他們充分展示了這種忘恩

負義，不配和惡作劇對於他們的聖父上帝。 

 

10. 但你的父親背棄了拉麥;渴望深處的漂亮女性，他們成群結隊地離開，有些甚至將他們的妻

子和孩子留在高處。 

 

11. 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你不想相信我們，你可以與一千名仍然活著的證人確認一下！ 

 

12. 但你現在是上帝的孩子們在高處的孩子，你已經使自己成為深地的強大統治者，而不是被

上帝所呼召，在至少這樣做。 

 

13. 合法的國王烏拉列你先誘惑，然後壓碎並殺死;他的兒子曾經鞭打過一次，另一次嘲笑他們

試圖提醒你有關上帝的事。 

 

14. 而不是開放主的聖殿，你只是創造了一個悲慘的城市警察，並且已經大規模地引入了偶像

崇拜，並且禁止了對唯一真神的信仰，並且重負人們最卑鄙的稅收。 

 

15. 說，並判斷自己，什麼獎賞你從永恆的真神和主那裡得到！ 

 

16. 現在說吧，我們要耐心傾聽你的意見;如果你說完了，我們會繼續跟你說話！ - 因此判斷並

說話！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