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71 99 名議員的發言人對法律及其宗旨的回應。抗議 99 反對奧拉德法律。 

奧拉德的忠誠明智回答。謙卑是人類所有自由的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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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位議員的發言人說，而不是準備他自己為接受法律： 

 

2.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只為你自己保留當然不是太有意義的法律，包括神聖的刑罰制裁;因

為我們自願移民並因此讓你成為專制制度就足夠了！ 

 

3. 但也要採取任何合法的法律，因此確認你的專制於我們無論去哪裡生活，我們肯定都不會做，

如果是暴力執法，我們也會知道如何抗議！ 

 

4. 因為如果有一位上帝幫助你進入古老的寶座在這個城市的，祂必須是公正和明智的，如果是

這樣，那麼他就不可能強施任何法律對那些存在誰應該自由的根據祂的創造計劃，通過那他們

被置於奴役之中！ 

 

5. 自由生物在法律之下是肯定最大的矛盾，最大的紊亂，麻袋中的風！這種矛盾怎麼會存在於

上帝，誰是最高的自由祂自己而且必須永遠？！ 

 

6. 是的，那裡大人類社會，例如在漢諾克市，是生活在一起，某些分歧正如道德的民事法律是

必要的;但他們的理由是維持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自由，相反，對於尚未受過教育的學校為發

展他的存在為自由。 

 

7. 看，某些法律是需要;因為如果沒有它們，受過教育的人在未受過教育的人中將被暴露，就好

像位於茂密森林的撕裂野獸中一樣。 

 

8. 但是，如果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會在地球上仍處於開放空間的某個地方定居，根據他們的

高等教育，他們很清楚他們必須做什麼，為什麼他們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到一個人與誰他們將永

遠沒有更多的事要做？ 

 

9. 說， - 即使是上帝存在的最高智慧也只能提供一個半路合理的理由嗎？！ 

 



10. 我們可以提供為我們自己！如果我們發現有必要在我們自己之間制定法律，我們將自己這

樣做;但是只要這不是情況，我們仍然保持自由，並且遵守相互友好的唯一法則！如果我們想要

實現某些目標，我們將相互提出建議;大多數人認為好的，將保留！ 

 

11. 因此，現在我們共同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接受任何法律從你，無論它們是什麼內容！ - 

是的，我們甚至拒絕你現在皇室的任何建議！ 

 

12. 因此，讓我們自由地離開，正如我們允許你去打開寺廟;這就是所有我們向你提出的，也是

我們唯一能接受從你的！“ 

 

13. 當噢拉德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變得興奮地說：”阿門，我說，你不會離開這座建築物直到

你已經征服了你堅強的意志和你的驕傲在我的權杖下！ 

 

14. 我知道你的意圖;它是一種叛變的風格！因此，現在這是我的第一法律對你，那你將留在這

裡，直到你擁有據悉，所有人類自由的高潮都是謙卑！ 

 

15. 因為這不是你的身體的，而是你的精神自由！這包括謙卑而不是囂張的傲慢！先打敗這個，

然後它會顯示我的法律是否攪亂你的自由！就這樣吧！阿門。“ 

 
 

HoG V3/172 99 位理事的精明演講者關於理性，思想和自由意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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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噢拉德的反對之後，九十九位的發言者真正收集了他的智慧，並向噢拉德和同時向十位傳

道人發出以下非常嚴肅的話： 

 

2. “什麼是你在這裡談論的是傲慢和譁眾取寵的態度？你看到我比作為一個冒名頂替者，一個

可恥的騙子和一個懦夫應該在你面前顫抖的，就像風暴前的楊樹葉子一樣？哦，你在那裡大錯

了！ 

 

3. 你覺得我出去在兄弟的幫助下一起打電話給一支軍隊，然後帶著同樣的人來到這裡，帶你離

開上帝支持的寶座嗎？ - 哦，我告訴你，你在世界上沒有什麼可以害怕比那個！ 

 



4. 你認為我不知道神的精神是如何明顯地塗抹你在聖殿中作為國王並給你這十個火男人作為不

可戰勝的傳道人嗎？ 

 

5. 你認為這十個引起的所有風暴場景都逃過了我嗎？ - 哦，根本沒有;因為我已經非常密切地看

著你通過我的的僕人了！ 

 

6. 所以現在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或者你認真對待我這麼愚蠢，以至於我想參與一場鬥爭與他

們誰命令所有元素和聖鬥爭反對舊的無所不能的上帝？ 

 

7. 哦，你這個傻瓜！首先呼籲那位膏你成為王的主，啟迪你的大腦，使你能認出你兄弟的人，

他們仍然是你的自由兄弟，雖然你現在坐在寶座高過他們的！ 

 

8. 上帝賦予每個人理性，思想和旁邊的自由意志，並同時賦予這三件三大法則;即：通過理性，

人應該聽到所有的善和真理，通過思想他應該安排他所聽到的並認識到什麼是純潔的，並且通

過他自由意志那他選擇非常純潔的自由，堅持它並相應地變得活躍。 

 

9. 不是嗎？！這不是神聖的秩序，為什麼上帝創造了人並賦予他這三個最高法則，以便他能夠

相應地變得活躍？！ 

 

10. 但我在做別的什麼嗎？！我不按照這些神聖的原則行事嗎？我是不是按照神聖的秩序行事，

如果我按照那些精煉的三個原則行事，從而純粹理性，完全理性和自願地行事，並且不允許我

自己被任何其他法律限制，因為我認識到原始神聖在我的，並認為它高於任何人為的法律，那

是已經不再純粹的對於一個人誰想要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執行法律，只能這樣做，因為他認為

純粹的神聖在他弟兄作為虛無，什麼是這案例現在與你反對我們！ 

 

11. 你警告我關於傲慢和叛變;但我問你：我們哪一個現在更傲慢，哪個是叛變者？！ 

 

12. 你想在你的權杖下征服我們，想要用法律來加重我們嗎？！如果你想在你的權杖下征服我

們，那麼你是不是一個傲慢的叛變者反對神聖權利在每個受過教育的人的胸部？！ 

 

13. 因此，請求上帝啟發你，了解三個基本規律在你的;然後來判斷是否我們的起源與你們不同！ 

 

14. 首先要學會尊重神聖在你的兄弟們，然後判斷如果他們要求額外神聖的生活法律也你的死

的！ 



 

15. 如此理解到你的苦惱，我已經以所有人的名義與你說了！“ 

 
 

HoG V3/173 奧拉德與他的部長們情況介紹。總理成功地向 99 位議員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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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奧拉德聽到九十九位發言人發表這樣的講話時，他轉向他的部長們，問他們如何處理這些

頑固的反對者。是否應該讓他和他的同伴在沒有神聖職責教導的情況下搬出去，還是應該用火

力強迫他來聽取極其善意的義務教學？ 

 

2. 十位傳道人一致表示：“你知道，主在哪裡使用暴力，他已經在審判了！我們現在應該以祂

的名義這樣做嗎，祂會特別授權我們履行祂的意願！但我們都必須依靠耐心並堅持等下去，直

到父親告訴我們。 

 

3. 給善為惡，細微為粗俗，蜂蜜為膽汁，油為醋，金為鹽，寶石為粘土，很快就會顯示出什麼

應該完成與這些強大的對手！用他們自己的武器攻擊他們，你會迅速輕鬆地擊敗他們！“ 

 

4. 而奧拉德說：“你是對的，這將是最安全的方式，但為此我需要一個更好的舌頭！我聽到在

我裡明朗和清楚什麼我必須回答這些舌頭英雄， - 但是因為我練習我自己說話太少了從內到外，

這對我來說有點困難。但是你已經掌握了最大的技巧;因此，我求求你，最親愛的兄弟，在我的

位置說一句的尊嚴的話那肯定會帶這些僵硬的脖子很快就會鞠躬！“ 

 

5. 十人的主要發言人立即承認了奧拉德的請求，接受了這個詞，並在對九十九說了下面的話，

說： 

 

6. “聽到，你這位很強大同志的代表！為什麼你們如此拒絕接受你們所知道的人的教導，誰藉

著上帝的精神祂自己在聖殿中受膏為王？ 

 

7. 你很清楚這種權力我們從上帝那裡獲得了，而另一方面，我們對我們完全有信心，你無論用

什麼力量都不能反對我們，因此我們根本不需要害怕你至少;因為主放置在我們手中的權柄和禍

害，因此，即使在整個地球的幫助下，你也不能給我們帶來任何傷害！ 

 



8. 但我們，作為你的兄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懲罰你，但只是為了給你一個教導為你的旅程，

根據這個教導，你只能變得非常幸福，但永遠從不開心。這也證實了我們所有上帝賜予的力量。 

 

9. 現在告訴我們 - 在這樣的條件下你還不想把教學作為生命的規範從我們嗎？“ 

 

10. 九十九的演說者說：“是的，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接受每一個學說作為你的自由兄弟;但我

們不會成為奴隸，甚至不會被上帝祂自己通過制裁法律！祂寧願讓我們一起燒和整個世界。 

 

11. 我們隨時準備好傾聽你們的良好和明智的教導，並採納，如果我們喜歡的話！ 

 

12. 所以你們可以說話;但是要明白這一點：沒有製裁！“ 

 
 

HoG V3/174 死與神聖律法之間的差異。 

奧拉德向 99 位議員簡短而清晰的演講，講述了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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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的發言者再次轉向噢拉德，並對他說：“好吧，兄弟，你現在可以走了，讓九十

九人知道主的意志;他們現在會聽到你的聲音！ 

 

2. 但沒有一個關於製裁的;因為啟示的神聖意志，·那從上帝的永恆秩序中發出的，它受到了製裁

由它本身！你明白了嗎？ 

 

3. 無論如何，一個法律到製裁必須被加上，是出於這個原因已經壞了，應受譴責的，不可接受

的和空洞的，因為它本身並不將製裁作為其違法行為的自然結果。這些空洞的法律是這些英雄

最為害怕的，因為這些法律總是把人變成真正的奴隸。 

 

4. 但是那些來自永恆的神聖秩序的法律，這些英雄並不害怕;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法律已經從永

恆中攜帶製裁在它本身，正如每個人都帶有攜帶精神在他的良心在他自己。 

 

5. 因此，現在去使他們知道上帝的意志，因此他們同時接受了一個領導人和審判在一個人皮下

在同時;因此這樣做！“ 

 



6. 這些話噢拉德完全理解了，他立即走向九十九，並將下面的話引向了九十九的主要發言者： 

 

7. ”因為我收到了通過我的部長你的同意，根據你的意願，你會聽我，因此我想以天地之主的

名義在你面前張開我的嘴，並宣告你用幾句話什麼主的要求對你，什麼你需要的為你的臨時和

一天為你永遠的福祉。所以我問你作為你的兄弟，那你會耐心而冷靜地聽我說話！ 

 

8. 因此，這是神聖意志對我，對你和每個人的：'首先認識並愛上帝高過所有，但你對所有的兄

弟姐妹正如對你自己的生命;避免不必要的肉體快樂，並認識到只有一個主，但我們人類都是兄

弟在我們自己 - 所以如此無論你將在哪裡，你將在上帝和全世界都是正義和純潔的，主將會祝

福你，帶領你走向永恆的幸福！ 

 

9. 這是純粹的，神聖的秩序，獨在這種秩序中，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認為存在;但沒有它，永遠不

存在任何存在！ - 現在你擁有了一切！ 

 

10. 你想搬走還是留在這裡，這對我來說是一樣的;只有你必須接受那你自己必須生產你自己的

麵包，以便市民可以擺脫沉重的負擔。 

 

11. 順便說一句，我不打算鎖定公民的心，也不要鎖定我的心！ 

 

12. 但我會盡可能地限制我和我的十位部長的需要，並儘我可能地減輕市民的生活。 

 

13. 同樣，你可以留和居住在這座城堡！“ 

 
 

HoG V3/175 99 名議員的發言人回答及其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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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九十九個人聽到這個從噢拉德，他們的主要演講者再次站起來對噢拉德說道：“基本上你

沒有錯 - 當然只有這樣，如果你看它更加膚淺;但如果你更深入地探究它，你剛剛告訴我們世界

上最矛盾的廢話！ 

 



2.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代表我的兄弟們，並沒有用一個不友好意圖的句子反對你，我會正確地

向你解釋！如果你可以反駁它，我們都會立即接受你的每一條法律;但如果你肯定不能，我們將

離開，你可以保留你的教學，包括這個金色的宮殿作為禮物！並因此聽我出於好-本質： 

 

3. 關於你的建議對上帝認可，我對你說的不是別的：試著把一整座山一次放在嘴裡然後一口吞

下它！ - 你覺得這對你可能嗎？ 

 

4. 或者把整條海和所有大河舀到一個小船裡！ - 你覺得你可以這樣做嗎？ 

 

5. 現在想像一下無限大的，永恆的上帝在祂自己和祂無盡的大量無數的作品中，然後將自己添

加為一個灰塵，最嚴格限制和有限的蠕蟲！告訴我，怎樣你要走關於這在承認永恆，無限的上

帝？！ 

 

6. 祂無盡的一切有足夠的空間在你的完全虛無在祂之前嗎？或者，你自滿於上帝的知識，如果

你在最了解祂什麼我知道的？！ 

 

7. 或者你相信已經看到了整個上帝，如果祂通過一個外在運作的精神，只有通過祂的最微小的

射線力量，已經在視覺上呈現給你？！ 

 

8. 哦，看，你還有多麼愚蠢，如果你相信這！ 

 

9. 確實，我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傲慢和最大的傻瓜，他想要誇耀 - 無論是通過他的行為還是他的

言辭 - 他努力要么認識上帝，要么他已經認識了祂 - 看起來似乎是強烈要求你這樣做，因為你

一開始就建議認識上帝，好像你是–上帝知道有多少 - 已經確信這些優點！ 

 

10. 你希望能夠實現這個廢話，那但是人們可以聽的！ 

 

11. 但是，我們站在哪里“首先愛上帝！”？ - 兄弟，朋友！如果我借給你我的頭用我非常聰

明的思想，你會畏縮在你的愚蠢之前！ 

 

12. 看，什麼我們稱愛，是人類真正的生命力量！他的愛越強，他的生命就越強大！在老年人

中，愛情會減少，同樣的關係也會影響他的生命。死亡是愛的終結，也是生命的終結;它教會我

們日常經驗。 

 



13. 但請告訴我，如何多少這生命-力量是那裡空間在你裡？看，當然不超過你的容量允許的數

量;在他自己之外沒有人曾經生活過！ 

 

14. 有了這種生命-力或愛，你就可以吸收同樣你大小的親人和生物。為一到十個女性來說，這

可能已經足夠多年了 - 但對於數百或數千人而言，團結一致的力量不是一個小時！完全筋疲力

盡，你將完全崩潰並完全熄滅在你的愚蠢！ 

 

15. 從這一點可以清楚地看出，男人只能愛這麼多，就像他的容量一樣。任何想要更多愛的人，

誰變成一個聰明的人，從事所有分支知識，最後只知道微不足道的一切，但總的來說沒什麼，

因此是一個完全沒用的人！ 

 

16. 但是你要求我們應該愛上無限的上帝 - 最重要的高過所有！ 

 

17. 但是，用什麼和如何，我問你。你能用手中的火炬在晚上照亮和溫暖整個地球嗎？ - 不，

你說的是你的經歷。 

 

18. 但是你怎麼想把整個無盡的神靈推入你的胸膛，然後溫暖並照亮它（神靈），最後甚至將

你的愛擴展到它之外？！ 

 

19. 如果你只有一個原子大小的思想，你必須看到第一眼的愚蠢，那你強加給我們！ 

 

20. 因此，我問你，那你嚴肅明白我的明確反對意見，然後安排其他處置為我們;因為你不應該

使我們成為你的傻瓜。“ 

 
 

HoG V3/176 奧拉德的憤怒和尷尬。他的部長的忠告如何處理這種知識分子。終止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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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奧拉德聽到九十九主要發言人的講話時，他不知道如何回复;與此同時，他天生也是那些在

經歷一點情緒憤怒時無法說出一句話的人之一，因此他更難以給予非常關鍵的對手一個徹底的

反應。 

 



2. 但十人注意到奧拉德相當強烈的尷尬;所以他們去見了他，其中一個人對他說：“哦，不要生

氣白白;因為這些是我們面前的盲人，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光來區分最黑暗的夜晚從最亮的一天

開始的夜晚！因此完全浪費時間對他們說些什麼！ 

 

3. 到目前為止，人們誰帶來了他們的理性和思想，那他們想要用袋子包裝自由精神和愛。那是

它的本質，是純粹出於上帝的愛，是不再具備能力為更高的教導了。 

 

4. 因為他們類似於蛹那曾經在自己的組織中繭，所以他們已經從以下所有更高的光線-流淌中脫

離出來！ 

 

5. 即使這些蛹能夠及時活躍並成為美麗的蝴蝶， - 那將是多麼悲慘的畫面？！因為它除了令人

煩惱的各種日盜賊，便鞋和美麗-精神，誰放置他們的想法就像蝴蝶它們的蛋一樣，在人類年輕

的植物中，很快就會出現無數有害的毛蟲，他們很快就會啃咬並摧毀精神生命中所有美妙的生

命發芽！ 

 

6. 因此，我們現在必須讓這些最盲目的人類理性思想和思想傀儡盡快離開這裡;因為現在精神的

永恆和生命的陽光照在我們中間！通過它的溫暖，這些蛹很快孵化出來，然後將它們的有害生

物放入我們的新種植中！ 

 

7. 我們將不再與這些人交換虛無的話語，但會讓他們盡快離開;他們的風將轉向他們，他們將去， 

- 因為每一隻蠕蟲都知道它的味道好的草藥，然後貪婪地吃它！“ 

 

8. 但是，九十九位的發言人說：“是的，人們因此與人交談，他們不能待在一起生活！他們鼓

吹謙卑 - 同時，一旦他的尾巴完全成長，就比孔雀更傲慢！因此，我們離開了，的確，我們肯

定會找到我們草藥的某個地方！“ 

 

9. 但是十人的發言人說：“是的，離開，因為這裡沒有草藥不再為你生長！ 

 

10. 人民，誰我們已經給予所有東西，如果他們只是接受了我們溫和的法律，是不適合我們，

誰知道上帝已經安排我們的心臟相同的方式正如與眼睛，眼睛確實比可見的創造物小得多，但

仍然能夠吸收和觀察它！因此它不依賴於容量但是只有在意誌生命的存在攜帶的！ 

 

11. 現在去;因為你在這裡沒有地方！你被授予三天收集你的東西;但不能再多一點時間！ 

 



12. 理解這樣的和因此它會完成！“ 

 
 

HoG V3/177 在 99 名議員中開始自我意識。上帝話語的簡單性是對知識分子思想的滋擾。 

依的達尼爾（Danel）和奧拉德為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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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話在九十九年帶來了巨大的靈魂變化;特別是與心臟相比的眼睛的比喻，像一個電火花穿

過他們所有的四肢，靜脈和內臟。 

 

2. 因此，關鍵的發言者轉過身來，將下面的話引向他的兄弟們：“聽我說，我的兄弟們！這位

強大的使者的講話，現在是奧拉德的總理，誰上帝親自膏為我們作王，他顯示我的誤解。 

 

3. 現在我知道我們實際上是與我們所有的理由和我們所有的智慧，那就是足夠的認識到，我們

在認真是更多比全瞎了對精神和多神聖的見解！ 

 

4. 因為我們同時也是聾啞人而且非常自負的愚蠢！因此，它完全正確地服務於我們，我們被迫

離開這個城市相當可恥，我們在一段時間內一直扮演領主的角色;我是最值得的，因為我在你們

中間，我始終是最頑固的反對一切純粹屬靈和神聖的人。 

 

5. 我們中間誰都記不起那些從高處來到我們這裡作為工人的議員的故事很快就成了建築管理我

們所有偉大的建築最後，勸誡我們歸向上帝，這是唯一全能的天地之主？！ 

 

6. 但他們光榮的話語根本沒有引起我們的共鳴，特別是對我，它被置若罔聞;我們讓這兩個最重

要的人都去了，而不是接受他們溫柔的神聖話語！ 

 

7. 憑藉我們的理智和我們的思想，我們總是抵制從上帝的話語到我們的某些方面;因此，除了被

驅逐出這座城市之外，我們不再有任何價值！ 

 

8. 但我知道我會做什麼;作為一個覺醒，懊悔的悔改，我會離開！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全能的

上帝的意志與我和你同在！“ 

 



9. 演講結束後，他再次回噢拉德和十人，並感動求他們的原諒因為他的脖子僵硬的行為，並感

謝他們的教訓那有如此激動他，並想要走。 

 

10. 但是噢拉德對他說：“但尼爾，我告訴你：你現在的樣子，你應該留下來;因為主賜給你這

樣的恩典，所以你也會被我接受！ 

 

11. 既然我不想驅逐你作為兄弟，而只是你的固執;但如果你禁止這種行為，那麼就沒有必要和

你的罪一起逃離 - 因為你告別了罪就足夠了！ 

 

12. 但如果一個兄弟放逐另一個兄弟，他也會從他的兄弟身上放逐自己;但這離我很遠！ 

 

13. 所以留下來尋找其他剩下的兄弟，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HoG V3/178 達尼爾成功處理了 97 名議員。抵抗嘲笑王密德哈爾。 

邁德哈爾裝飾作為驢以及他的謙卑和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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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噢拉德的話，達內爾在他的靈魂中大喜過望，並承諾盡一切可能說服其他人改變。 

 

2. 然後他立即轉向其他議員，向他們呈現上帝的恩典，盡可能清楚和最好;除了一個，所有人都

遵循但尼爾的話。 

 

3. 然而，那個是傀儡國王。當他意識到這是他的統治權的終結時，現在只有統治的慾望開始激

動他。 

 

4. 作為傀儡國王，他享受著各種各樣的儀式上的區別。但現在他不得不辭去一切！這對他來說

太過分了！ 

 

5. 因此，他開始思考如何恢復他失去的尊嚴。 

 

6. 達內爾注意到這一點非常好，已經裝滿了在傀儡王頭上閃過一些閃電;但十位傳道人中有一位

走向達內爾，說： 



 

7. “你已經九十八回到了上帝身上已經足夠了;無論如何，對於一頭驢子來說沒什麼了不起！畢

竟，誰想要帶領他的兄弟們沒有任何自然，道德和精神力量，但是他們想要純粹為了一個癢癢

的傲慢的淫穢，是一頭驢，因為他看不出他的兄弟早已認識到這一點，因此已經把愚蠢的王冠

放在他的頭上。 

 

8. 真的，洪流的時間不會改變這個人;因為他的愚蠢站立像岩石一樣堅固！ 

 

9. 粉碎山脈，使大地像風暴中樹木的樹葉一樣顫抖，使太陽變暗，讓天上的星星掉到地上， - 

這個人會！毫不動搖。 

 

10. 因為驢不害怕強大的老虎的強大爪子也不是它的粉碎的牙;因為他像先知那樣知道強者必須

被羞恥，如果他們想傷害他！ 

 

11. 因為愚蠢是甚至非常尊重由愚蠢和謬誤的父親以及驢子對他的惡意無所畏懼！因為羞恥也

擠壓了撒旦;因此他可能永遠不會把自己與驢子聯繫起來。 

 

12. 因此，讓他留在寶座上，在那裡他可以統治牆壁之間的蒼蠅和蚊子，甚至一個華麗的皇冠

應該裝飾他的灰色頭！ 

 

13. 如果他，用極少數而且總是一樣的話語，極大地聽起來是宮殿裡一個統治者的聲音，那麼

他應該得到豐富的飼料！ 

 

14. 這是我們處理它的方式，所以它應該留下來;國王應該通過消費消磨，睡覺和擊退蒼蠅時間！

“ 

 

15. 這種諷刺使傀儡王幾乎超出了他的意識，他開始狂歡並在那裡憤怒。 

 

16. 但十個人的說話者抓住了他用耳朵和他神奇的力量將他們拉伸到真正的驢耳，並說道：

“看哪，這就是王冠！寶座將跟隨！“ 

 

17. 這給傀儡國王留下了印象，他的名字是米德哈爾。但是他因此而謙卑並且也被皈依;但他的

耳朵保留了整整三年。 

 



18. 但是這個故事在整個地區都知道，甚至高達傀儡國王收到驢耳朵和通過各種詩歌的高度，

它一直活著，直到已故的後代。{因此也與邁達斯國王的希臘神話有關，他也恩典與驢子耳朵-

的作品中發現了另一個平行線增光在“三天場景”（聖殿中的 12 歲耶穌）;即使在這個寺廟場

景中，戴著驢耳朵的邁達斯並不缺乏。 

 
 

HoG V3/179 奧拉德對達尼爾的兄弟般的真摯的皇家演講。 

在 110 個人中取得一致同意，造福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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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噢拉德又轉向達內爾並對他說： 

 

2. “好吧，朋友和兄弟，看哪，米德哈爾已經安全地改變了，因為傳道人已經藉著上帝的力量

在他身上伸出了耳朵，從而把他內心的愚蠢轉向了外面;所以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個偉大的目標通

過主的旨意！ 

 

3. 但現在有些人的黑暗面積很大，無處不在 - 在城市，廣闊的郊區以及 Lim，Kira，Sab，

Marat，Sincur，Pur 等城市。Nias，Firab，Pejel，Kasul，Munia 和 Tiran，以及其他附庸！ 

 

4. 它是在我們，那這些人在城市以及農村和人們居住的地方都被改變了。任何地方，正如你和

我所知，偶像崇拜，以及完全的不虔誠是根深蒂固的！ 

 

5. 我們自己在很大為此負責，因此我們有責任將光線帶回到所有這些國家。在大多數，我們已

經奪走從他們。 

 

6. 主親自為我們開闢了道路通過可怕的火風暴;但它是現在由我們明智地利用這個機會來榮耀和

讚美祂，祂展示我們偉大的憐憫通過點燃永恆生命之光在我們重新，這在我們完全消失了。 

 

7. 為了使我們能夠將這種亮光帶回到所有人，我們要訪問主的殿堂;在他們中我們將獲得公平的

加強和必要的權權威和權力！ 

 



8. 主的精神將臨到我們，用新的力量膏抹我們，並從我們身上喚醒正確精神的愛和所有生命之

光從它;藉著這種亮光，我們想要歸向各國，並藉著上帝活潑的恩典啟迪他們，用新的精神膏他

們，成為孩子們一個聖父的誰從一開始就選擇我們作為祂的孩子們！ 

 

9. 作為如此準備你們自己為明天的日子;甚至在日出之前，我們想要進入寺廟，然後立即與人民

的真正政府的最高業務接觸以一個上帝的名義，因為祂選擇並塗抹我們為了它！就這樣吧。“ 

 

10. 當奧拉德完成演講後，他得到了極大的讚揚，所有的議員和非常謙卑的傀儡王開始讚美並

大聲讚美上帝，祂給了他們這樣一位充滿愛心和智慧的國王。 

 

11. 所有人都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這一建議，歡欣超越測量，能夠開始以主的名義開始工作。 

 

12. 噢拉德和他的十位傳道人一同祝福九十九個人，然後進入古老的城堡，他們在那裡加強了

他們自己，並為主帶來了共同的讚美。 

 
 

HoG V3/180 將 110 名裝配好的走進寺廟，以得到祝福。 

火熱的大海和奧拉德的明智保證演講。進入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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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在日出前兩個小時，噢拉德和他的部長們去了九十九名議員，為他非常高興地

發現他們為進入寺廟做了節日的準備。 

 

2. 男人，女人和孩子們聚集在一起，僕人們在寬敞的院子裡等待他們的主人。 

 

3. 由於一切準備就緒，他們開始向第一座寺廟邁進。 

 

4. 當整個大型公司到達前院時，一千次閃電從寺廟的金色屋頂射入大型中庭。與此同時，十位

傳道人向所有周圍的噴火山脈揮手致意，此時高聳的火柱發射了從它們的隕石坑;相關的煙霧很

快就覆蓋了可見的穹蒼。 

 

5. 這種現像給我們的九十九位議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看到了死亡在他們眼前，這意味

著他們想像的那樣。 



 

6. 顫抖和顫抖的達內爾走近噢拉德並說道：“你是強大的，受上帝膏抹的國王！饒恕我們，不

要讓我們如此悲慘地滅亡;因為可怕的是你的權力和權威！ 

 

7. 在這種情況下，誰可以存在與一起你？誰將成為你的反對並且能夠活下去？因為在他知道之

前，你的力量的火焰將擁抱他，並將他的身體燒成灰燼！“ 

 

8. 但是奧拉德對達內爾說：“不要擔心這些愚蠢的事情！這是嚴肅態度是展示你以及你所有同

伴的;因為如果主不會向你證明這種嚴肅性，你就不值得接受在這裡有強大的祝福，那你需要把

人們吸引到上帝的生命之光中！ 

 

9. 因此遠離愚蠢的恐懼，完全遠離顫抖和顫抖;因為它是上帝，是的永恆，最愛的父親，誰正來

遇見你在祂最激烈的火焰無限聖潔的愛為你！ 

 

10. 因為它不是我也不是這些部長們能夠從屋頂召喚閃電和所有這些火焰來自地球;只有上帝親

自這樣做是出於對你的愛，準備你到更深為祂祝福的抵達在聖殿裡！ 

 

11. 這些話足以免去達內爾和他的同伴極度恐懼，並灌輸他們進入中庭的勇氣，然後 - 在充滿

活力的謙卑和愛的真正復興之後 - 也是聖殿。 

 

12. 於是奧拉德打開了法庭的大門，然後以極大的敬意進入了他自己和整個大公司一起，讚美

了主，然後進入了聖殿，只有十人被允許跟隨他。公司的所有其他人都必須留在前場;因為只有

被啟動才被允許進入寺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