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51 1000 理事會的秘密討論。者捍衛十個使者作為真正的心靈讀。 

十個使者的最後通喋，以及他們離開城堡的距離。 1000 理事會的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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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們從十人那裡聽到這話時，他們之間過分嗤之以鼻，彼此暗中交談： 

 

2. “我們可以在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做些什麼，而不是咬酸蘋果，但它可能有多酸，苦和澀，

因為施加暴力抵抗只不過是直接在火上加油。 

 

3. 它是一樣的與政治！我們可以用它來反對人民的盲目;但是什麼我們可以做反對他們用政治，

誰完全看正確通過我們在第一眼？！ 

 

4. 但什麼我們仍然可做，在我們完全接受他們的請願之前，我們想要給這些使者提供特別重要

的反駁論點嚐嚐！ 

 

5. 我們沒有落在我們的頭上並沒有鎖定我們的理解;這將使這十個受苦直到兩座寺廟開放為止！

這暫時還是要做的！“ 

 

6. 在這個秘密決議之後，十人之一轉向議會並說： 

 

7. “你想成為聰明而超級聰明的議員，你認為你的秘密決議已經逃過了我們嗎？ - 哦，你有很

大的錯誤！ 

 

8. 天地之主敏銳我們的精神聽覺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聽到你最秘密的想法，正如大聲說出

的話！ 

 

9. 什麼你要做與你的惡作劇超級-聰明？ 

 

10. 你認為我們無法數算你那可憐的思想批評？ 

 

11. 噢，傻瓜，什麼是你現在的思想？ - 虛無比微弱的夜晚一閃光明智慧那曾經你的祖先擁有

如此雄偉的光彩，等同於一個冉冉升起的太陽！ 

 



12. 同樣的智慧來自上帝，然，我們仍然擁有一個無雲的程度 - 你想要與我們競爭用你的夜晚

微光嗎？！ 

 

13. 噢什麼愚蠢到不知道黑暗只能在光沒有來時;但是當光從天堂而降時，什麼你還想要做用你

的黑暗？ 

 

14. 實際上，正如夜晚逃離從太陽升起，並且在最明亮的陽光下到處消失，因此也你的所有思

想都必須突然讓路並完全消失當我們的上帝之光開始閃耀時！ 

 

15.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不會參與長期課程和討論，但我們只需向你提出要求，您必須向我

們提交！ 

 

16. 我們的意志是上帝賜予的，我們已經告訴你了，這就是它所需要的！ 

 

17. 如果你想採取相應行動，那對你和所有人來說都是好的;但如果你不想採取相應的行動，請

完全放心，我們不會強迫你做任何事情，既不是我們的火力，甚至更少如此用我們的智慧！ 

 

18. 因此，不要指望我們在你們中間逗留更長時間，並且會讓你們感動心靈的勸勉;這只適用於

窮人和弱者。 

 

19. 對你來說，除了盲目的順服之外別無其他，正如你已經要求它從人民，或者審判;主正在為

你做事，正如你對人們所做的那樣！ 

 

20. 這是我們對你的最後一句話;遵守它或不遵守！阿門！ “ 

 

21. 在這裡，十人立刻離開了大廳和城堡，然後從那裡回到了以前給他們提供食宿的旅店老闆。 

 

22. 但是議員們正在耳朵後面大力抓;因為他們現在已經從各方面登上，不知道他們是來還是去。

因為如果他們遵守十人的話，他們就會把自己暴露給人民;如果他們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他們

就會應對十名的威脅。 

 

23. 因此，這裡的議員分別上漲小溪沒有槳。 

 
 



HoG V3/152 簡介 1000。一個明智的演講和他的移民提議。 1000 的意見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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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我們現在該做？”是議員和他們的傀儡國王的一般共同問題。 

 

2. 但其中一位議員站起來大聲說：“兄弟們，聽我的話，一個非常聰明的想法貫穿我的腦海！ 

 

3. 在恐怖的人面前，你們都同意用我們的頭腦挑戰他們向我們提出了他們所要求的工作。 

 

4. 我們基於我們的案例在我們思想的勝利！是的，我們的思想也會勝過他們的智慧！ - 但怎麼

樣？ 

 

5. 我對你說：世界上最簡單的方式！ 

 

6. 你們所有人，像我，肯定會意識到，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統治已經完全結束了！ 

 

7. 什麼留下為我們這裡要做：要么等待明顯迫害那從人民一邊等待我們的，一旦他們被十個使

者激動和煽動反對我們，反對誰我們是無力，或者等待實現他們的威脅，這是如此可敬承諾對

我們由十個人？ 

 

8. 我的意思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將像另一個一樣愚蠢！ 

 

9. 去並開放兩個古老的寺廟對人民和告訴他們雕像崇拜，由我們介紹的，必須停止！那時人們

將做什麼？ - 他們會問我們原因為什麼如此現在發生的！ 

 

10. 問題， - 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那我們該怎麼說？ 

 

11. 我們不被允許撒謊;因為十人的威脅警告我們反對那，通過保護我們的生命。 

 

12. 我們不能無聲地打開寺廟;因為寺廟有他們自己的秘密警衛誰會先在人民之前問我們，為什

麼我們這樣做。然後我們必須 - 如果我們喜歡或不喜歡 - 說出真相和失去生命我們不得不說： 

 



13. “我們有你，這個城市的老居民，欺騙被狡猾和暴力為了我們的貪婪和專制，並且向你撒

謊關於唯一的，永恆的，真正的上帝和主的存在，並驅使你離開祂通過擊打你並使用殘酷的死

刑！ 

 

14. 但現在你這位古老的，真正的上帝已經找到了憐憫在你的貧困，並派遣了強大的懲罰使者

到我們你的假領袖，允許他們用火力懲罰我們，並迫使我們重新開啟真正的古代神殿上帝再次，

我們現在必須彌補所有欺騙我們給你的！ 

 

15. 看哪，這是赤裸裸的真相;但我們中間誰會向人民發表這個值得稱讚的演講呢？ 

 

16. 如果我們不做它，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從我們周圍的地面射出的美麗的火焰;這十個中的一個

非常秘密地向我保證。 

 

17. 但是，如果我們做出這個精彩的演示，那麼我真的不想成為一個非常多產的石雨的目擊者，

這些石雨將由人民非常有彈性的手傾倒在我們的大暴君身上！ 

 

18. 但如果我們什麼也不做，留在城堡，繼續坐下來討論，人們最終會找到我們並以一種我們

不知道是什麼打擊我們的方式來尊敬我們！ 

 

19. 因此，我對所有這些災難的建議是：因為對我們來說顯然不再有小麥長，所以我們寧願把

一切和靄清潔放在我們身後，在為時已晚之前！ 

 

20. 地球是很大！我們與我們的妻子和孩子以及我們需要的寶藏一起移動 - 我們因此顯然勝利

用我們思想在這十個智者- 並且將會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尋找一個住宿的地方。住在那裡未受

阻從類似的信使，讓舊神滑行！ 

 

21. 你對我的建議有什麼說？“ 

 

22. 有幾個人同意;但其他人認為離開也可能導致麻煩。順便說一下，他們也認為，如果他們做

得對，十人寧願保護他們從人民的憤怒中，而不是放棄他們。 

 

23. 所以，三天之後，意見仍然存在分歧;但下面將說明這個問題是如何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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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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議員的第一位發言人，其唯一關注的問題是，他們並沒有想到那些想要做正確行動者

的反對意見，但很快就準備好了下面的感嘆並說： 

 

2. “你知道什麼？ - 因為你認為你的意圖比我的更有利，讓我們做以下事情：你們那些同意我

肯定更有益的建議的人，就像我是他們的妻子，孩子和寶藏一樣，把一切都放在我們的馴服上

駱駝和我一起離開這裡作為知識的獲勝者！ 

 

3. 但是那些人，留在這裡的，想要做正確的事情，並且非常渴望受到人民石頭的歡迎，或者至

少被鞭打，並且是被趕出城市，可以和諧地留在這裡等待所有的折磨，並可以從悲傷的後果汲

取教訓： 

 

4. “它會更好的是，幸運地逃脫了勝利榮耀的頭腦，而不是被扔石頭或至少被毆打和多次羞辱，

嘲笑，嘲弄和詛咒追趕！ 

 

5. 但我是第一個離開的人！誰想要跟隨我，應該跟我一起去;但是那些沒有跟隨我的人應該做他

認為更多更好的和更好的事情！“ 

 

6. 在這裡，六百五十人站起來說道：“我們會聽從你的意見;但是，如果我們在大門遇到麻煩，

那裡我們將離開，然後看到你這麼有把握的勝利並沒有嚴重失敗！“ 

 

7. 在這裡，想要離開的團體離開，去了他們的住所，帶走了他們的妻子，孩子和寶藏，裝上了

駱駝，但仍然在同一天上路。 

 

8. 許多人聚集在街頭，對這個嚴厲的領主的這輛大篷車並非法不感到有些驚訝。沒有人知道它

的含義，每個人都充滿了可怕的預期。 

 

9. 但有些人說：“這很奇怪！領主和他們的妻子，孩子和各種行李，沒有守衛的士兵，都搬出

去了！這是什麼意思？ 

 



10. 因為看起來不像是偶然的散步，甚至不像國家訪問;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士兵會陪伴他

們！“ 

 

11. 簡而言之，人們在問題上縱橫交錯！它遇到街道辦事處並問道;但他們也無法給人們一個答

案。 

 

12. 因此，我們的議員作為知識分子的勝利者在沒有被阻止的情況下離開了;因為沒有人敢問他

們要去哪裡。 

 

13. 然而，他們的方向將他們帶到今天的埃及，他們定居在這個國家的上部，在 Elephantine

地區，他們在那裡建了一個小鎮並住在那裡。 

 

14. 這些人是這個國家的第一批居民。 

 

15. 然而，這個國家的恐怖迫使他們再次轉向上帝;所以這個國家很快就變得富有強大了。 

 

16. 但剩下的議員在做什麼呢？ - 關於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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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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位留下想要做得好的議員在第三天起床並對其他人說： 

 

2. “聽我說，你們這些包括我在內的議員都想做好的！相應於門衛給我們傳達的信息，我們看

到我們的六百五十個兄弟在沒有絲毫問題的情況下遷移;沒有任何阻礙他們的步伐和步伐。 

 

3. 我們現在知道他們的思想取得了成功;但是否我們做-好會成功，不會寫在任何地方！我們是

否會遇到與我們相同的詞語仍有待觀察共同議員？！這也是無處寫的！ 

 

4. 我相信我們也應該選擇採取安全出路並勇敢地效仿弟兄們的榜樣，而不是等待我們打算做得

好的非常可疑的結果。運動！毫無疑問，作為領主離開，而不是被人們作為可鄙的欺騙者驅逐

出去！“ 



 

5. 但是另一個人反對第一位發言者說：“朋友，你說的是沒有考慮我們的有利環境，其中包括

我們現在站在人民面前處於相當有利的地位，能夠卸下所有的恥辱和暴虐國家管理中到我們逃

離的兄弟們，並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將這轉化為我們的利益，並且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會通過

我們的言論力量驅逐我們自己，重建古老的神聖秩序，就像拉麥曾經存在的那樣！ 

 

6. 而且我們必須告訴人民的致命真相，我們現在可以在沒有負面後果的情況下滾動而不會對我

們離去的兄弟產生不良影響，然後我們就站在人們面前作為特殊的恩人，但不是那些在各方面

都如此無情地壓迫人民的邪惡暴君！ 

 

7. 如此有效的解釋，人們只會為我們歡呼，肯定會不要拿石頭或棒！手段是現在的世界上最無

辜，最無害的，其目的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我們還想要更多什麼？因此，讓我們採取行動，一

切都必須順利！“ 

 

8. 第一位發言者回答他說：”對於這個看似有益的情況，我希望你能有很多運氣和非常好的天

氣;但是我會把這種看似半透明的演講與人們保持距離，你可以有它在書由我寫在青銅牌上仍然

在今天！ 

 

9. 你有沒有聽說過已經說過什麼演講者誰已經離開曾經說過什麼每個騙子期望什麼從十個使者

的了？！但是，如果你想對人民撒謊為我們利益， - 問題 - 你是否已經與十人交談並得到他們

的保證，他們不會立刻把你變成一個燃燒的火炬？ 

 

10. 不是我們總是最惡毒和最霸氣部分？！不是主要我們引入了偶像崇拜，建立了警察並確定

了所有超額徵稅？！現在我們想把所有這些都推到那些已經離開的人身上，而且誰總是比我們

好？！ 

 

11. 我祝賀你！做你想做的事;但我會去， - 還有誰？“ 

 

12. 這裡又有二百五十個人站起來，帶著妻子和孩子以及許多僕人離開。 

 

13. 他們在一條街道上遇到十人被問到：“你要去哪兒？” 

 

14. 他們說：“在你的允許下那裡世界的末端！ - 我們不被允許撒謊，因此對我們來說，這比

我們更好！ 



 

15. 十個人讓他們暢通無阻，再也不去看他們了。 

 
 

HoG V3/155 上帝對十位使者的話及其對其餘 100 位參議員的最後通喋。 

議員們處在一個緊要關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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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那十個使者說：“你們現在去見剩下的一百個議員，聽他們講，然後陳述我的情況

對他們！ 

 

2. 給他們七天的最後通喋，告訴他們：'如果你在這個時間範圍內不遵從主的旨意，你可以效仿

前人的榜樣;但如果你履行了主的旨意，我們的拳頭將覆蓋你！ '“ 

 

3. 這樣，主對十人說話，他們急忙去向剩下的百名議員們。 

 

4. 當他們看到十個恐怖的人時，他們變得如此害怕，以至於他們在顫抖，彷彿已經站在永恆的

深淵的邊緣。 

 

5. 但是十個人說：“平安與你同在從上面！不要太害怕我們;因為我們不是你們不幸的使者，但

我們是被上帝選擇向你們傳達祂所有的旨意。” 

 

6. 目的我們永恆的真正使命是你的暫時和永恆的福利;因此我們勸你去做你最近從我們這裡聽到

的事情，為此我們已經為你設定了最後通喋,,根據你有七天的時間去思考做或不做主向你說的話！ 

 

7. 如果你不想遵守，你可以立即跟隨你的前任或你的拳頭，同事的拳頭將覆蓋你;但如果你願意

履行主的話語將被我們的拳頭覆蓋！ 

 

8. 主的旨意就這樣，就是主的話！ 

 

9. 自由地實現它，你也將是自由;如果你作為僕人實現它，那麼你也將成為僕人;在脅迫下實現它，

從此你將像森林的野獸和自由一樣處於強迫之下一切都不是你的命運！但是，如果你逃離，你

將一直是難民，直到時間結束！ 



 

10. 但你們每個騙子都有禍了;對於誰撒謊，主會用火焰棒懲罰！阿門。 

 

11. 這十個人再次離開了議員;當他們離開時，一百名議員中的一位起身說： 

 

12. “朋友們，兄弟們！現在我們站在那裡，坐在那裡堅硬板在各方面！ 

 

13. 七天的截止日期！無論我們做什麼，無論是拳頭還是永恆的飛行，還是永恆的奴役或不斷

的強迫，甚至是火焰棒與我們同在！ 

 

14. 我們因此沒有別的事可做，而是選擇所提供的所有邪惡，最小的，在我看來顯然是要逃避！

但是讓我們也聽聽你的想法，以便我們團結在最好的部分！“ 

 

15. 在這裡，議員們開始審議了三天;但以下將說明他們最終的決心。 

 
 

HoG V3/156 好的講話和 100 位議員中的一位的犧牲者打開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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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議員站起來說道：“兄弟們，我相信比其他人更能正確地理解這十個人的話，因此就

不要認為是錯的，如果我宣布我自己強烈反對逃避！ 

 

2. 用拳頭覆蓋顯然並不意味著打人，而只是為了保護某人;但如果我們做正確的事情就保護我們，

為什麼逃避被認為是唯一最好的替代方案？！ 

 

3. 如果我們自由地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可以放心，頭上沒有任何頭髮受到傷害;因為永遠忠誠，

對懺悔者充滿愛與忍的老上帝完全回歸祂神聖的秩序，也不會下雨紅-熱對我們，我們也應該回

到祂永恆所建立的聖潔秩序中，帶著悔改和忠心的心！ 

 

4. 給我金鑰匙，我不怕帶著一百個先驅來到每聲響亮地宣布寺廟的開放在城市的哪個地方，然

後面對無數的人群，打開山下的寺廟和山上寺廟！ 

 



5. 你們誰想加入我，來吧;誰不敢加入我，應該留在家裡以主的名義！但是沒有人應該再考慮這

種可恥的逃脫了;因為十位使者已經明確宣布這僅僅是一種懲罰！ 

 

6. 但我想要認真地再次回到神面前;因此，我永遠不會逃避！我寧願在這裡的這個地方被上帝的

憤怒火焰所吞噬，也不願逃離全能的上帝只有一步從全能上帝誰可以在任何地方捕捉我和判斷

我！ 

 

7. 但是，對於你，噢上帝和主啊，我發誓，我發誓我的完全逆轉和終生的忠誠！從現在開始，

我只想獨自為您服務，並在我的餘生中盡我所能地愛您！阿門。“ 

 

8. 這篇精力充沛的演講讓所有其他議員都在思考，沒有人敢反對他。 

 

9. 但他要求議員和議員的鑰匙說：“你想毀掉我們所有人嗎？” 

 

10. 演講者回答：“不，我想要和將不做！”但是給我鑰匙和我將把你們所有人的責任歸咎於

我！是的，在這裡，我想成為一個騙子，作為你們中間最不內疚的人，我會指責我自己是所有

人面前唯一的罪惡，所以所有的懲罰都臨到我身上，你應該被視為有道理和自由！但請把鑰匙

交給我，這樣我才能救你！“ 

 

11. 在這裡，議員給了演講者鑰匙，他心裡充滿了偉大感情，並從眾多宮廷僕人那裡挑選了一

百名優秀的演講者，然後在所有的街道上宣布了古代寺廟的開放。 

 
 

HoG V3/157 這位勇敢的議員成功地活動，向人民宣講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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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與他的一百名助手在整個城市勇敢地宣布了三天，寺廟的開放，並在這個城市的其他地

方發送了新招募的發言人到廣大的郊區，讓它在那裡被告知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漢諾克。 

 

2. 所有的街頭官員和所有看門人都被他立即變成了使徒，並且有幾位受到良好指示的人被派往

遙遠的省份向他們宣布，即這些省的居民，特別是附庸王子，寺廟的開放以及吩咐他們嚴格回

歸老上帝。 

 



3. 到處都有人說，每個能夠成功的人，都應該參加兩座寺廟的開放，並接受新近出現的十大奇

蹟工作者，上帝強大的使者的教導和祝福。 

 

4. 這位議員，儘管事實上他在人們面前承認所有可憎的事情（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他們所要求

的），但是他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喜慶，而且他們在街頭隨手帶來任何東西。從來沒有聽說過

類似的事情，從來沒有談論過石頭;無論他來到哪裡，他都會在大城市居民的受傷心臟上倒油和

最精緻的潤膏。 

 

5. 許多公民以最大的溫柔和愛心向他求情：“但是，這是多麼可能，你高舉上帝，你們，以前

每個人的心都在顫抖，成為舊神的救贖天使，這個神聖的，永恆的一個真正的所有人父親？你

是由你自己的精神領導的還是耶和華的？ 

 

6. 事實上，沒有比敵人變成朋友更崇高的景象;但是對於每個人來說，它更令人抓狂，如果一個

善意的迫害者，終於成為了一個熱心的推動者！這就是你最激動的案例！ 

 

7. 哦，我們變得多麼幸福通過你！真的，你獨自一個人應該保持我們的領導和指導！ 

 

8. 但為什麼大約有九百位領主離開了這座城市，現在這個世界如此無休止地為我們所有人帶來

了幸福的機會，並不會從任何方向回來？“ 

 

9. 議員說：“關於你的第一個問題，顯然耶和華的靈正引導著我，誰是賜給我從上帝的十位新

奇蹟使者的口中從高處，誰你將得知在寺廟開幕時。 

 

10. 但是關係到你的第二個問題，九百領主永遠離開了這個城市，因為他們比我好，他們欠你

比我少，所以他們離開，以節省您的負擔。 

 

11. 但我作為你最偉大的債務人不能離開這個城市，直到我已經償還了至少一些巨額債務給你！

但現在我來找你把所有的債務還給你;因此認識我這樣，並跟隨我的呼召。 “ 

 

12. 但是，我們的議員越是把責任歸咎於他自己並為其他人道歉，他就被接受與更偉大愛由那

些人把他扛在他們手上。 

 
 

HoG V3/158 好議員奧拉德打開聖殿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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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天的截止日期結束，第八天，安息日，寺廟的開放是固定的。 

 

2. 成千上萬的各個年齡段和性別的人聚集在圓形中庭周圍的廣場上。 

 

3. 一位名叫奧拉德的議員在法院的金門前準備好了一段時間;但十名使者不在場，也沒有出現。 

 

4. “這是什麼？這十個奇蹟使者在哪裡？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或者這天不適合他們？”，來回

詢問，沒有人知道給對方一個正確的答案。 

 

5. 他們轉向議員奧拉德並同樣問他。 

 

6. 但他回答說：“我的兄弟和朋友們！忍耐是人類的第一責任;因為沒有它，就會破壞他種下的

所有貴重！ 

 

7. 上帝，主祂自己是最大的耐心，可以等待一百年為我們要改善;如果這樣沒有發生，那麼祂就

會派遣使者和強大的老師，誰必須以極大的耐心再次把錯誤的人類帶回正確的道路上。 

 

8. 一旦完成，主非常冷靜，耐心地退出祂的審判，然後又耐心地忍受著人們如何開始逐漸忘記

祂並向外轉向世界和死亡。 

 

9. 這也是我們的責任要耐心在每一個機會！如果它讓偉大的上帝高興，十個使者將會來;如果他

們根本不會來，我們不想抱怨它， - 因為不是為了信使而獨是為了全能的偉大的上帝，寺廟將

被打開！ 

 

10. 此外，我還沒有給予任何人最充分的保證信使肯定會出現在寺廟的開放處，但我只是說他

們很可能會在場， - 這並不能保證最充分的保證。 

 

11. 因此，我也不會再等待信使，而是立刻繼續執行神聖的任務;如上所述：寺廟的開放不屬於

信使，而只屬於上帝！“ 

 

12. 在這次演講中，所有人都同意並讚揚了議員奧拉德。 



 

13. 奧拉德現在演唱了一首感人的讚歌耶和華，將鑰匙插入門的牢固鎖中，即將轉動鑰匙。 

 

14. 但突然強烈的聲音喊道：“等等;現在還不是正確的時間！“ 

 

15. 奧拉德快速地看著他身後，看到十人緊逼著他。當他看到他們時，他的心開始以最高興的

顫抖，他對人民說：”看哪，他們來了，是神的聖化！“ 

 

16. 人們開始大喊大叫並讚美上帝並祝福奧拉德，因為他們現在認出了一個完全真實的人。 

 

17. 然後十個人來到奧拉德並祝福他並立即將他們的手放在他身上。 

 

18. 當這件事發生時，他們只是要求他轉動鑰匙;只有現在是奧拉德能夠無害地打開聖殿。 

 

19. 但是在開幕式上又發生了什麼，以下將會顯示。 

 
 

HoG V3/159 寺廟圓頂上的熾熱雲朵。奧拉德值得的演講。 

與奧拉德的十人簡報。強壯的奧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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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門被打開時，寺廟的圓形圓頂突然被一團火焰覆蓋，成千上萬的猛烈開裂，最強大的雷聲

刺激的閃光從同一個地方閂下來。 

 

2. 所有的人都哭了起來，大部分被恐怖震驚，並期待著一種可怕的判斷。 

 

3. 很多人都希望逃離，但他們不敢;因為他們害怕上帝會變得更加憤怒。 

 

4. 然而，奧拉德，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對十人說道：“我已經向上帝發誓我的忠誠了！所以

我不怕閃電，它應該比我最強大的冰雹從天堂落下並消耗更加密集。我和整個地球！它可以讓

我的身體彎曲到死，但從來沒有我的意志！ 

 



5. 上帝，您萬能的！您喚醒了我通過這些您的強大使者！我對你的愛醒了，我的精神擁有您，

噢偉大的上帝，被發現並且已經知道你是唯一真誠，忠誠和有力的人;我也將愛您並尊敬您在您

的憤怒和憤怒的火焰中！ 

 

6. 遮蓋您的聖殿完全用您的火，我仍然會繼續在我的愛為您，打開您的聖所，讚美您最神聖的

名字！“ 

 

7. 當奧拉德完成這個強烈的稱呼時，十人對他正直的嚴肅態度感到驚訝，其中一人對他說： 

 

8. “兄弟，你向主誓言了很多，你的言語聽起來很嚴肅而堅定意志！但如果主真的會讓你接受

考驗，你會怎麼做？ 

 

9. 看哪，我們的意志足夠堅強彼此之間，因此在我們中間的人， - 但與主相比，所有人都沒有

什麼，祂的意志的火花可以使整個創造物凍結，而不是像我們一樣提到一個人的意志！ 

 

10. 因此，而是採取回你的太認真在適當的時候 - 否則它可能會發生那主想要探究你堅定意志

的牙齒！“ 

 

11. 這些話至少沒有扭曲公平的奧拉德感覺;相反，他對十人說：“您們上帝的好朋友可能是對

的！如果我發誓我對一個人的忠誠和愛，那麼我可能會被說服;但我已經發誓忠於上帝了，這意

味著那相當一個火熱的深淵應該吞噬我，在之前我將移動僅一個原子離開從我的上帝聖化的意

圖！ - 這是神聖的鑰匙！讓我們去聖門吧！阿門。“ 

 

12. 當奧拉德幾乎沒有說出這些話時，整個天空變得黝黑;颶風開始咆哮，數百萬閃光從閃閃發

光的滾滾雲層射出，從寺廟周圍從地面猛烈突然猛烈地肆虐的火焰。 

 

13. 所有的人都害怕癱瘓和十問奧拉德：“好了，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14. 但奧拉德說？”：“我的意願不顫抖;因此，前進！因為閃電，火和颶風都不是路障對他誰

真正愛上帝的！ 

 

15. 即使這個身體被摧毀，我仍然會用我的精神穿透寺廟，因為火焰在我的是更強大比所有這

些恐怖的東西！這樣前進！阿門！“ 

 



 

HoG V3/160 奧拉德在燃燒測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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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奧拉德不再猶豫，迅速走向寺廟，寺廟開始在最猛烈的火焰中纏繞。 

 

2. 當他在火焰附近走了十步時，他遇到了這樣的熱量，以至於他再也無法忍受它了，寺廟的金

鑰匙太熱了，以至於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握在手裡了。 

 

3. 因此，他在短時間內站立不停地思索，同時接觸到颶風，無數閃光和巨大火焰的持續可怕的

肆虐： 

 

4. “我現在該怎麼做？靠近太陽穴寺廟是不可能的;因為火焰的熱量太強烈了。我幾乎不能抓住

鑰匙，因為它們已經變得太熱了;如果我得到的話，它們會變得多麼熱烈甚至更接近極度難以忍

受的炎熱和肆虐的火焰？！ 

 

5. 但我現在知道我會做什麼！如果它是全能的上帝的意志打開這個庇護所，祂不會把這些最可

怕的障礙放在我的道路！ 

 

6. 因此，很可能不是祂的意願對寺廟被打開！因此，我想做同樣的事情，就像我在議會中所做

的那樣，當時很多人反對我的建議，即：我撤回非常謙虛地讓寺廟被打開由任何人喜歡這樣做！ 

 

7. 這將是最大的愚蠢，當一個弱小的男人想要接受一隻巨型老虎的力量強壯到足以撕下一個巨

大的公牛頭部以閃電般的速度;但是是多麼愚蠢一個人最明顯的鬥爭與上帝最強大的存在從永恆

開始？！ 

 

8. 不！不！我永遠不會做;因為火很熱，所以它燒得很厲害！這個元素不適合任何人;所以我不再

說：'只有前進！'，但非常謙虛地說：'退後， - 盡可能迅速！'“ 

 

9. 隨後，奧拉德轉過身，迅速回到十個使者所在的地方站立。 

 

10. 已經達到了他們，他馬上被問如果他是否已經打開寺廟門：“ 

 



11. 他回答說：“主，全能的上帝的崇高朋友！你可以做到這一點，誰與火更密切相關比我;因

為我已經經歷過我的學校，並且非常清楚地意識到男人應該永遠不敢發生不可能的事！ 

 

12. 這裡還是非常熱門的鑰匙！我把它們交給你，從而使我的整個辦公室的尊嚴！做它你想要

的東西;但我會敬拜上帝在祂的能力，回到共同的公民生活！ 

 

13. 事實上，如果上帝有如此強大的捕獲，一個人無法為祂服務！我現在認識祂並且愛祂，但

是我不想和祂做任何！ 

 

14. 我並不是不情願以最嚴肅的態度侍奉祂，我向全世界和你們證明了這一點;但如果祂給我的

臉帶來如此巨大的奇觀，大大超越了我的力量，我必須撤退並將這項業務留給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