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181 奧拉德在神面前的祭壇。祂警告並禁止閒聊和娛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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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奧拉德和十位傳道人進入聖殿時，他立刻摔倒在他的臉上在祭壇前，向上帝祈禱祂應該對

包括傀儡王在內的九十九個兄弟慷慨和仁慈。 

 

2. 主從白雲說：“奧拉德！我看著你和你的兄弟，我很高興他們悔改了，轉他們的和靈魂向我;

但我仍然有一些東西反對他們，這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他們的精神！ 

 

3. 對於世界來說，它看起來是公平的，公正的，完全無辜的;但對我來說卻不是這樣！ 

 

4. 什麼是它我對他們有的？ - 聽！  

 

5. 他們有激情拜訪他們喜歡的某些家庭以他們自己構成的各種友好藉口，反之亦然！從這種邪

惡的激情中，即使是最聰明的達內爾也不被排除在外！ 

 

6. 男人們非常高興如果美麗的女性訪問他們，並且非常高興，如果他們可以回訪這些美麗的女

性。 

 

7. 但是女性正在為男性訪客喘氣，而且越多，他們就越有趣也越愚蠢成為友好。 

 

8. 雖然女性來訪男性比同齡人少，但隨後整個天堂經常變得火熱，憤怒地發生最令人震驚的愚

蠢的八卦發生！ 

 

9. 喋喋不休越荒謬，毫無價值和愚蠢瞎話，它就越令人滿意;而愚蠢的，越愚蠢，越愚蠢，越有

趣和荒謬的聚會結果越多，它越是令人愉快和可愛，因此成為一個最佳的訪問地點。 

 

10. 尤其是女性 - 無論年輕還是年老 - 都認為，在這種八卦聚會中，我討厭從地上，總是有幾個

男性的年輕人在場，他們非常擅長於兜售，也知道安排各種搞笑遊戲為女性提供愉快的娛樂;而

且這些遊戲越荒謬，越愚蠢，越來越空虛無意義，它們越受歡迎，特別是如果它們由精心打造

的年輕男人執行！ 

 



11. 看，你的九十九個兄弟有這樣的妻子和這樣的孩子;但是達內爾的妻子是其中最大的八卦愛

好者！真的，這對我來說是最令人厭惡的！ 

 

12. 我寧願寧願在我的嘴裡抱一塊屍體一千年而不是只從遠處觀看這樣一個勇敢的派對愛好者

只有一秒！ 

 

13. 其中的原因在於，因為這是摧毀和殺死我精神的最好方法之一;在這樣的聚會中，女人和男

人都以最好的方式學習忘記我，並將他們自己投入到有趣和討人喜歡的世界的毒蛇懷抱中！ 

 

14. 誰在這樣的八卦，玩耍，閒聊和歡笑的社會中思考我，而我卻不得不在每時每刻都維持他

和她的生命？！ 

 

15. 因此，我詛咒所有人們互相拜訪的聚會，以娛樂他們自己 - 而不是他們想要討論和互相教

導關於我;不管這些訪問是否具有微不足道的性質，它們仍被我詛咒 - 特別是如果將兒童拖入其

中並且每個更好的種子很快就會被窒息。 

 

16. 因此，到外面向你的九十九個兄弟傳講這樣我的意志，他們也應該對他們沉悶的妻子和孩

子這樣做;告訴他們，在他把他的房子整理好在次序之前，我不會祝福任何人！ 

 

17. 如果這種邪惡沒有從根源被摧毀，我將向世界賜予我的判斷而不是我的恩典！阿門。“ 

 
 

HoG V3/182 奧拉德的愚蠢請求對上帝。上帝的重要社交角度： 

“以我的名字在一起的兩個或三個地方，我在他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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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奧拉德用最深切的謙卑對主說：“主啊，最神聖的名字要成聖，您的意志將永遠地完成！ 

 

2. 我，一個可憐的，可憐的蠕蟲在您面前塵埃落定儘管如此，我絕對不敢在您面前提出一個問

題，而您，父親，充滿最無限的愛，憐憫和忍耐，將不會與我交叉！“ 

 

3. 耶和華從雲中說：“因此站起來說話！我要把耳朵貼在你口中！” 

 



4. 奧拉德起身說道：“主啊，按照您的慈愛告訴我：難道我們人民不會去拜訪我們的鄰居，從

來沒有 - 甚至以一種可敬的方式 - 和我們的兄弟姐妹一起享受我們自己嗎？ 

 

5. 看，我們是可憐人無論如何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如果我們甚至不得不完

全避免我們相互的社交訪問和會議，那麼除了爬進洞裡然後啃到我們自己最無聊沮喪的之外，

沒有什麼可留給我們的！ 

 

6. 因此，我想問主啊，代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問你，你想在這方面稍微軟化您的意志一點！它

不要取悅您，給我一個規則，是的甚至是法律，根據這個一些聚會可能仍然會發生？！ 

 

7. 主對奧拉德說：“我知道它，你也是一頭生病的驢子;為什麼你問我如此反對我的所有命令！ 

 

8. 看哪，你是牛，在地上生長著受祝福和被詛咒的植物，灌木，樹木和果實;祝福來自天堂，被

詛咒來自地獄。後者的成果往往比第一種更有吸引力。你也不想說：'主啊，帶走它們致命的毒

藥，這樣我們才能像受祝福一樣享受它們？ 

 

9. 我告訴你：我永遠不會這樣做;因為我已經把每一個被詛咒的三十個祝福放在了，這應該就夠

了！ 

 

10. 此外，你可以自由地消滅被詛咒的植物，而只能生長有祝福的水果。這還不夠嗎？ 

 

11. 因此，我也給了男人一個伴侶和一個幫手，看哪，第一個男人亞當對此感到滿意！那麼你

是否想要更多比地球上第一個人類夫婦？！ 

 

12. 不是每個父親有他的孩子，也有每個母親？！並不是每個房主都有他的家庭，他的僕人和

女傭也是人嗎？！什麼更多他想要？ 

 

13. 亞當只有一個妻子，後來只有他的孩子，沒有僕人，沒有女僕， - 看，他對此感到滿意！

為什麼你想多於什麼我給亞當的次序？！ 

 

14. 哦，你永遠不會滿足，你想要更多，因為我不夠你！我對你太小了，所以你想要世界的娛

樂！這就是為什麼你要笑，鼓掌，在爭強好勝的圈子裡玩，因為我煩擾你！ 

 



15. 我的陪伴足以讓亞當和夏娃亞當和她的孩子們足夠;因此，沒有社交遊戲，他能夠滿意地度

過九百三十年！你為什麼想要更多？ 

 

16. 但我告訴你，因為我已經膏你了：如果你以我的名義互相拜訪彼此，就像亞當對他的孩子

一樣，那麼每一次聚會都會受到祝福;因為以我的名字聚集了兩三個人，我就在他們中間！ 

 

17. 然而，無論在哪裡舉行任何聚會是為了享受世俗的快樂，撒但必須在場，並扼殺他的孩子，

使他賞心悅目！ 

 

18. 所以不要再問我了 - 如果你不想最後一次問我， - 但快點去實現我的意志！阿門。“ 

 
 

HoG V3/183 奧拉德向達尼爾和議員們傳達了上帝的旨意。 

丹尼爾對上帝明顯的小事感到驚訝。男人的同意和女人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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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這個問題後，噢拉德擊他自己的胸前，在祭壇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直奔九十九個

等待的兄弟，立即呼達內爾並告訴他他從主那裡聽到的一切。 

 

2. 達內爾回答道：“如果你沒有用如此崇高的熱情解釋這種情況，我幾乎無法相信那個龐大，

崇高，神聖的上帝祂自己可能會參與如此瑣碎事情！ 

 

3. 然而，必須是什麼對它，因為如果主要保留祂的憐憫從我們如果我們不放棄這個明顯的惡習，

並想要給我們一個痛苦的判斷！ 

 

4. 我會立即告知主的旨意！我可以照顧我和我的房子;肯定不會有更多的聚會，我們也不會再進

行訪問除了按照主所希望的方式，即僅以祂最神聖的名義！ 

 

5. 但關於其他人，我當然可以不能保證他們會做什麼！“ 

 

6. 而奧拉德說：“這暫時不關你們和我;在這方面，主將做祂的部分！” 

 



7. 於是達內爾立刻去了九十八歲，以及他們的孩子和女人，讓他們知道了主的意志，就像他從

噢拉德聽到的一樣。 

 

8. 不久之後，這些人轉變了;但是女人和更多的成年孩子開始哭泣，甚至哭泣甚至辱罵並說： 

 

9. “上帝不可能這麼說！這是噢拉德的發明，是十個高處的魔術師，現在也是著名的達內爾，

誰總是知道如何將他的外套逆風！ 

 

10. 為什麼我們不被愛在社會中由幾個男人？ 

 

11. 為什麼我們只能在一個男人，只為他打磨並使我們變得美麗？ 

 

12. 為什麼我們的女兒沒有機會與她們結交各種各樣的熟人在男人世界？這樣她們可以選擇她

們最喜歡的嗎？ 

 

13. 為什麼我們的兒子不能認識這些女孩？他們最終保持未結婚嗎？但除此之外，除了社交圈

外，這只是一個機會嗎？！ 

 

14. 無論如何，我們只去參觀那些受人尊敬的，古老的貴族房屋並被他們回訪作為回報！ 

 

15. 如果他要求我們這樣的東西，上帝就不會是明智的！如果我們在這樣的訪問期間做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那將是另一回事;但我們只有樂趣是在最無辜的世界的方式！怎麼應該，如何這相

悖與智慧的上帝？！ 

 

16. 但達內爾對他們說：“噢，你們女人啊，你們抱怨上帝的安排！難道你不知道祂總是責備

那些反對祂的人嗎？！這件事對你來說似乎太瑣碎了，但，這對上帝來說很重要;所以你說，上

帝不可能是明智的！ 

 

17. 你瞎傻瓜啊！是誰創造了小蚊子，誰是葉蟎，誰是沼澤中無數的蠕蟲，誰的頭髮？這些看

起來都不是小事嗎？！然而，偉大的上帝照顧他們！ 

 

18. 誰除了工作大師之外知道它最好什麼有用祂的作品？！但是，如果偉大的工作大師祂自己

給了我們如何生活的規則，我們是不是應該立刻最感謝接受它們？！ 

 



19. 即使邪惡你認為似乎很小而且微不足道，但因為你已經習慣了它，那麼上帝的情況應該如

此嗎？ 

 

20. 哦，主永遠不會將祂自己與我們偉大的愚蠢一致，但它是取決我們，祂的生物，遵循祂的

旨意，因為只有祂才知道什麼有用我們！ 

 

21. 是不是只有一滴毒藥已經毒害了十桶水，所以不能消費享受健康和無害？！但是，一滴健

康的水也可以淨化十桶充滿毒藥嗎？ 

 

22. 因此死亡更強大比生命，我們很容易失去它！因此，這意味著，要注意規則很好並相應地

生活，因為這是生命之主的意志。理解我，不要嘀咕。阿門。“ 

 
 

HoG V3/184 向丹尼爾澄清婦女的問題。 

他對社交閒話及其對人的靈魂的有害影響的啟發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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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達尼爾的這次演講之後，幾位青年和女性聚集在一起直接跟隨達尼爾的講話，說： 

 

2. “我們的男人和父親的學識淵博和高度尊敬的同事！我們全神貫注地傾聽你的演講，發現你

的話語的某些方面是真實的，但有些方面也是不可理解的！ 

 

3. 我們問你，因此，什麼含義是一滴毒藥在十桶水中的，反之亦然，十桶毒藥中有一滴水，以

什麼方式是我們被允許聚集在上帝的名義！啟發我們這兩個主要的點，以便我們能夠理解它！

“ 

 

4. 達內爾立刻收集了他所有的智慧，並說道：“這樣聽我，與主的恩典從祂那裡的聖所中明亮

地向我傳播，我想要讓它盡可能清晰，就像陽光照在最亮的中午一樣到你，那當然現在沒有發

光，因為它被最濃密的煙霧覆蓋，那從灼熱的山脈湧出！ 

 

5. 你是器皿來自仍然健康的生活水，那你的生命來自上帝;但是聚會是毒藥對你活精神，其原因

在於，在同一時間，你越來越多地通過各種愚蠢的閒話和談天忘記了上帝越多，讓自己成為甜

蜜的愚蠢榮譽最多在代價可恥的羞辱和誹謗其他人，大多數是無害的人 - 還有各種愚蠢的笑聲



和你的笑聲癢癢的遊戲;最後，在你經常興奮的傲慢刺激中，你開始認為整個世界就在那裡問你，

就像全世界的救星取決於你的閒聊！ 

 

6. 看，這是反對所有睦鄰的愛，因此違背神聖的秩序，因此是對你的精神生命的毒藥，這種生

命本來是呼入你作為一種健康的，活潑的水來自上帝的生命之源的！ 

 

7. 一滴這種毒藥，那麼小而無害的出現訪問以世界的名義在你裡 - 容易使健康的精神中毒，使

它在你的靈魂中變得無能為力，從而刺激你的靈魂變得傲慢觸發敏感和越來越多地尋求找到正

確認識其崇高的方法！ 

 

8. 靈魂做了這一切，因為根據中毒精神的癱瘓在她，它缺乏一個階梯爬起，最終視它自己為生

命的統治原則，但在最高程度上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基於一個秘密，但仍然是所有重要的原因，

即，我們的靈魂作為活的物質為我們身體那來自下面，只有精神是從上面拯救墮落的靈魂從它

的舊爐渣在這世俗的生命中！ 

 

9. 如此只能通過上帝的恩典來實現，前提是我們盡一切可能不摧毀我們的精神，但安排我們的

生命根據祂的聖潔意志誰賜給我們精神作為完全永恆存在的主。 

 

10. 我認為它已經足夠清楚地顯示了十個健康水桶中一滴毒藥的含義是什麼！ 

 

11. 但什麼恰恰相反，那麼太清楚浪費太多的話關於它！一旦一個人完全被寵壞了，一個真理

的話會更好嗎？！ 

 

12. 只要你能用一滴水撲滅熊熊烈火，一個好的訓誡也不會帶回一個世俗腐敗的人！如果你能

做的話，去一座灼熱的山，用一滴水熄滅火！ 

 

13. 因此，我已經在你身上撒了許多健康的生命水滴;但是你的舊激情仍然是熾熱的，我不認為

它被熄滅了，它仍然需要一場強大的傾盆大雨直到你偉大的愚蠢消失！ - 我的意思是，這也會

說得夠清楚了嗎？！ 

 

14. 但是，就進行公平訪問以上帝的名義，實際上我已經非常清楚地說出了很多話關於它！ 

 

15. 因此，請仔細注意我對你所說的話，它本身就會變得清晰，我們應該如何以上帝的名義互

相訪問！以祂的名義理解這很好，祂的恩典允許我對你說話！阿門。“ 



 
 

HoG V3/185 奧拉德讚揚達尼爾的出色講話，並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上帝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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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達內爾回到噢拉德並對他說：“兄弟，你受膏者，真正的君王充滿力量和來自主的恩典，

誰統治作為一個上帝並統治著所有的事物和生命，永恆的聖潔，所有的聖潔， - 你自己擁有現

在一直是眼睛和耳朵的見證，就我而言，盡我所能，已經大聲地向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們宣告了

主的旨意！但是，這是否會有用，我不可能是一個擔保人！ 

 

2. 我們的主的恩典和在你們身上賦予了王權，可以在這裡取得成功！“ 

 

3. 對於達內爾早些時候的講話，噢拉德非常驚訝地對他說：“當然，你現在和女人和孩子說話

的方式，以及對所有兄弟的間接說話，我自己幾乎不能說！ 

 

4. 因為你的話聽起來如此真實，內容沉重，彷彿如果它們幾乎是直接從主的口中發給這些人的！ 

 

5. 的確，那裡這些詞語仍然無效，那麼除了審判之外別無他法。最嚴厲的懲罰！ 

 

6. 但我是提前相信你，最親愛的兄弟，沒有白白說話;因為我聽到並看到了，最後所有人都開始

大膽地看著他們自己，特別是當你呈現光輝形象在純淨健康的水桶中出一滴毒藥時，反之亦然！ 

 

7. 讓他們現在正好考慮並消化你的話語在他們自己，我完全相信他們將採納相應行動，正如因

為這個詞的精神會融合與他們的整個生命！ 

 

8. 他們已離開了;如果加上主的愛情熱情，那麼你混合的這種麵團，將會通過它自己產生的力量

開始上升！你理解我想說的是什麼？！ 

 

9. 但是現在和我一起走到聖殿的門口，在耶和華最聖潔的之前倒在你的臉上，並從你內心深處

感謝祂為恩典由其你能以這樣的方式說話並懇求主為你的話成功！ 

 



10. 但我要進入聖殿在你之前，並將在主的最聖潔的祭壇前也這樣做在我的傳道人面前;如果主

會召喚你，那麼起來，以最高的敬畏和最謙卑的愛進入聖殿，主祂自己會指示你將要做的事！

所以讓我們以主的名義去吧！阿門。“ 

 
 

HoG V3/186 上帝的話對奧拉德和丹尼爾關於真正敬拜。 

奧拉德和丹尼爾是基西爾的兒子。上帝呼召懺悔講道向所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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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寺廟的門口，達內爾立刻跪在地上祈禱，正如噢拉德早些時候告訴過他的那樣。 

 

2. 但是噢拉德立刻以最高的敬意進入聖殿，在祭壇前跪摔倒，開始在心裡向上帝祈禱。 

 

3. 但上帝，主和父，很快就從白雲中對他說：“噢拉德，我告訴你，起來，因為我不需要你在

我面前滾來滾去！ 

 

4. 無論誰認罪我在他的心裡，誰真正謙卑在他的靈魂，是也做得足夠，你在身體所做的任何其

他事情，在我面前都沒有價值，因為它只不過是一個死去的儀式，純屬於世界的虛榮，是所有

人的盲目性和愚蠢的特徵。 

 

5. 因此，起身走到門口，告訴達內爾以我的名義做同樣的事！當他站起來，然後帶他進入聖殿

而我自己會向他透露他必須以我的名義完成的一切！“ 

 

6. 噢拉德立刻站起來告訴達內爾透露了主的意志。他也立刻起身，跟著噢拉德進入聖殿。 

 

7. 當他們兩人現在站在主的祭壇前時，主對達內爾說： 

 

8.  “達內爾我認識你;你是基謝爾的後兒子，他曾在拉梅時代的某個階段，大力指示拉麥以我的

名義建造這座神廟！ 

 

9. 基西爾的第三個部落反對我的意志深入到了深地，你是基西爾的繼承人的第七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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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確實，如果你像噢拉德一樣，不是來自基西爾，那麼通往聖殿的路將永遠不會為你打開;但

是因為你是我忠誠的基西爾的兒子，很容易辨認出來從你最初的頑固精神，正如基塞爾曾經的

情況一樣，我只是為了你的緣故再一次為所有人找到了憐憫，我又想要它一個是時候被你大聲

呼喚對我。 

 

11. 你噢拉德，我已經受膏了，並且通過這個膏，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你的兄弟達內爾和其他

九十八個兄弟帶到了我身邊;因此，只要你要按照我的話行事，你的王國將在這個城市得到保障，

這裡的十位證人將永遠大力支持你，因為他們也是基西爾的孩子！ 

 

12. 但是你，達內爾 l，將被這個我的話語所塗抹！以我的名義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兄弟身上，這

樣他們也可能受膏！ 

 

13. 之後搬到世界各地，並在各地宣講嚴肅的懺悔！如果將發生這種情況，繼續前進並重複您

的行動;但如果懺悔不遵循，那麼宣告我的憤怒和我的承諾的判斷將不會遠離，只要沒有完全回

報！  

 

14. 在這裡，主祝福達內爾用一隻可見的手在白雲中，然後指示他立即執行他的指示。但是主

特別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確實應該用火來反對聚會和訪問。 

 

15. 達內爾向主承諾所有這一切，並與噢拉德一起，十位傳道人立即去上班。 

 
 

HoG V3/187 98 個使節的祝福。婦女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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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庭院時，所有人都從心底深深地感謝主，讚美祂無法形容的善良，哈德拉再次鎖定了聖

殿，與達內爾和十位傳道人一同前往九十八，並將主的旨意傳達給他們。 

 

2. 但當他們，即九十八個，心甘情願地接受了一切時，達內爾就把手放在他們身上，他們很快

就充滿了主的精神力量，並立即開始用他們的力量讚美祂。 

 

3. 他們高度稱讚和讚美主，他們走出院子到外面，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們在那裡等待著他們，並

立即使他們熟悉了主的旨意。 



 

4. 但是，當妻子和孩子們了解到他們的丈夫和父親不得不移動，在他們的感知中，進入到無休

止的大而寬的世界中並且將他們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段時間或者可能永遠地離開時，妻子和孩

子們開始變得非常糟糕哀嘆，有些人哭了，有些人哭了，有些人正在撕扯他們的頭髮，並開始

極其反抗上帝的這一條款。 

 

5. 然後十位傳道人走到婦女和孩子麵前，嚴肅地命令他們保持沉默，否則他們就不得不害怕受

到嚴厲的懲罰。 

 

6. 這些命令的話語傾瀉而下像可見的火焰一樣，發出雷聲般的聲音在妻子和成年子女，很快就

讓所有人沉默。 

 

7. 當妻子和孩子們沉默時，十位傳道人對婦女和兒童說話： 

 

8. “改變是合情合理的！你怎麼想反對上帝全能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什麼是更多：上帝還

是你的愚昧？ 

 

9. 如果你的丈夫要實現主的旨意，全能者將會離開你嗎？！ 

 

10. 將來你只需要擔心一件事就是取悅天地之主;其他一切都不是你關心的事 - 因為在這方面主

會做無論如何最好！ 

 

11. 但如果你的丈夫不想滿足主的旨意，因為你的愚蠢，主會從天上掉火到地上，包括你丈夫

在內的所有人都會惡毒地滅亡在上帝忿怒的火焰中！ 

 

12. 說，你願意更喜歡這個，而是讓你的丈夫搬出去，大力履行主的旨意，主在這里為你提供

嗎？ 

 

13. 這幾句話讓婦女和兒童恢復了理智，這樣他們祝福他們的丈夫和父親，並且問主應該安全

地將他們帶回來如果這是祂的意願。 

 

14. 從空中傳來一個聲音，說：“我的意志 - 當時，何時，在這里和那裡！讓它完成，什麼是

必要的！阿門。” 

 



15. 於是所有人都回家了，第二天已經九十九人在許多祝福下搬了出去;只有米德哈爾留在家裡 

- 因為他的長耳朵。 

 
 

HoG V3/188 通過 99 使節發布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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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年的時間裡，九十九已經在各處傳播了上帝的話語;在大多數地方，他們遇到了或多或少

的小反對意見，然而，他們很容易被他們的神奇力量所征服。 

 

2. 在更短的時間內，含諾克和廣闊的郊區再次恢復了秩序，其中一些已經相當強硬。 

 

3. 在第四年，九十九個的人安全回到了家裡，給噢拉德帶來了令人高興的消息，即現在一切都

恢復正常。 

 

4. 奧斯拉德和十位傳道人帶給主一個偉大的感恩祭，哈諾克的所有人都被邀請了。 

 

5. 但是提供的服務包括以下內容：在城外的一個大型開放式廣場上，噢拉德建造了一個非常大

的凱旋門。它的高度是一百個（1 奧地利= 0.778 米），它的長度和寬度等於高度。建築材料

都是完美無暇的白色大理石方塊。 

 

6. 這件作品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幅極其雄偉的外表;與寺廟相似，在凱旋門的頂部安裝了

一個由最純淨的金製成的高祭壇，並在祭壇上豎立了一個新的大型金色鑲板，上面鑲嵌著大顆

鑽石和紅寶石，是耶和華最神聖的名字。 

 

7. 成千上萬的手已經開始工作了。各級人員交替擔任助理。 

 

8. 當這項工作本身就是感謝服務的一部分時，已經完成了，如上所述，所有的人都被召集來自

全城各地，並且噢拉德面對無數的人群與他的十位傳道人和九十九位使者，莊嚴的入口，大聲

讚美和讚美主。 

 

9. 在此入口之後，偉大和豐富的輝煌超越了目前可以想像到的一切，在十位牧師和九十九人的

陪同下，噢拉德去了聖殿，並在他心中帶給主一個完全活潑的感恩祭。 



 

10. 但是主對噢拉德說：“噢拉德，你自己做了我沒有要求的東西！ 

 

11. 處於非常感激你建造了一個拱門為我;我告訴你，你做得很好！但是你已經暴露了我的名字;

看，那是不對的 - 因為我的名字必須是最裡面的！ 

 

12. 因此，為了這個錯誤而去建造懺悔這座寺廟，類似於這個，在拱門之上，這樣我的名字會

站在最裡面 - 否則你自己就會把聖所變成偶像崇拜！去吧，做吧！阿門。“ 

 

13. 而且非常懊悔的噢拉德走出寺廟，第二天開始完成新的任務。 

 
 

HoG V3/189 凱旋門上的新神廟。宿舍郊區。異教的開始。為了自私的利益而將觀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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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後，新的寺廟，類似於拉麥神廟，完成了，在凱旋門的寺廟外的高原其餘部分被平整和

環繞著金色的欄杆，以便走在寺廟周圍的遊客沒有風險從拱的高原上掉下來。 

 

2. 這座最壯觀的建築每天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參觀，而內部寺廟只有極少數人參觀，部分原

因是出於恐懼，但部分原因是因為它位於城市不太吸引人的郊區。 

 

3. 在十年的過程中，在凱旋門周圍形成了一個新的城市，這個城市完全由賓館和許多朝聖者組

成，他們在這個新的賓館城市以非常適中的費用獲得他們想要的住宿，這是正確的。 

 

4.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另一種邪惡開始發展，除了一種匍匐的異教之外，這種異化只是出

現了一種不同的觀點，即現存的三座神廟中哪一位是上帝最仁慈和最有愛心的。 

 

5. 當然不是在拉麥的內殿;因為屋頂總是閃電和雷聲，所以沒有人能確定他的生命！ 

 

6. 山上的寺廟看起來過於通風，因此沒有外表，好像上帝是非常慷慨與祂的恩典。 

 

7. 但在新的神殿中，上帝是最優雅的，同時也是最慷慨的;因此他最多訪問並在那裡敬拜！ 

 



8. 事實上，特別是哈諾克的居民，他們擁有拉麥寺周圍的房屋和精緻的賓館，反對這些爭辯，

這一事實非常清楚;但是他們沒有反對為了寺廟的真實真實性，而是因為收入微薄，因此證明了

寺廟的唯一真實性，這是拉麥奇蹟般地建造在神的命令在七天之內。 

 

9. 因此，這些旅店老闆辯護在他們的支持下，誰站在智慧殿堂周圍的山上，說道：“如果你保

留愚蠢，什麼好處你經常參觀新廟？”在頂那裡有一個正確的神殿，上帝經常去拜訪祂自己去

分發智慧。去那裡！真的，你將獲得智慧！“ 

 

10. 儘管噢拉德和他的所有部長都看到了這些廢話，但是他們無能為力，因為從世界各地朝聖

的人們去新寺廟，他們非常虔誠，總是非常感動並稱讚上帝的名字。因此，他悄然不得不觀看

三方的這場戰鬥;因為在外面，每個政黨似乎都在宣稱自己是正確的。 

 

11. 他仍然可以做的就是，為新寺廟的人們任命好老師，明智地指導人民，但他們也無法平衡

各方。 

 

12. 但非常有毒的水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而來從這個有趣的分裂，以下將顯示。 

 
 

HoG V3/190 在哈諾克維持秩序，直到奧拉德和十位牧師去世。 

奧拉德的兒子德羅內爾擔任國王。德羅內爾抱怨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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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奧拉德和十位部長一直生活，而九十九人幫助維持四面八方的總體秩序，但事情

仍然很好儘管他們從未完全成功，以便剷除所有邪惡在這樣一個大城市中。 

 

2. 即使在停止劇院，動物爭鬥和勇士的會議以及參觀上帝的榮耀之後，虔誠的朝聖也是一個豐

富的替代品，並且利用這些對上帝虔誠的聚會，並且在這種情況下發生在撒旦的額外努力下，

它們被用於各種各樣的目的，我不想在這裡更詳細地描述。 

 

3. 但正如所說，現在是小麥在雜草之間，盡可能通過奧拉德和他的部長的勤奮和熱情盡可能地

小心地除去雜草。 

 

4. 但是他的兒子在政府中接替了他，他已經更加疏忽了。 



 

5. 當我告誡他在聖殿裡更加熱心時，他說道：“主啊，求你賜給我父的十位傳道人的神奇能力，

誰指導全地人民三十年幸福，我將指導他們一百年來更加幸福！但是，主啊，如果您，噢主，

給我神奇的力量，不要把它們給我從今天直到明天，但是給我於我的一生，我將領導人民沒有

牧師！“ 

 

6. 所以他一直在問我神奇的力量當我叮囑他熱心並且還向他許諾時，無論如何，每當他以正義

的熱情需要我的支持時，我都會非常慷慨地幫助他。 

 

7. 但是那時他不滿意，甚至在那裡被激怒了我說：“主啊，如果您，噢主，不想給我奇蹟般的

力量，但只想在特殊情況下使用它們自己，除此之外，我仍然懇求您幫我幾天，您應該去坐在

寶座上您自己並統治群眾，讓我毫髮無傷！“ 

 

8. 但是因為這位奧拉德的繼任者總是和我一起吵架，為我無法給予他神奇的力量因為他他的上

癮玩，他也是非常不溫不火的關於政府事務。 

 

9. 朝聖變得越來越多因此社交聚會也變得越來越普遍，朝聖的地方也成倍增加。 

 

10. 因此偶像崇拜變得猖獗;因為人們現在為耶和華匾祈禱，而不是在我活著在他們的心中。 

 

11. 我以各種災難譴責人民和國王;但是誰變得不溫不火，不能再幫助那麼多了！ 

 

12. 之後甚至在任何懲罰中，國王在聖殿裡來到我面前， - 但不是求我憐憫和同情，而是與我

爭戰，並以各種挑剔的責備來對付我！ 

 

13. 在一個階段，當我向城市發送一個小瘟疫，因為嚴重猖獗的淫亂，一周內殺死了二十萬人，

雖然只在該市的一個區域（當時含諾克有一千二百萬人口，包括郊區），他來到我面前說： 

 

14. “為什麼，您，主啊，你這麼慢地扼殺？殺了整個城市，包括我，然後你可以立刻結束所

有的惡作劇！” 

 

15. 當我懲罰他在類似的遭遇時，他說：“繼續前進，繼續打擊！因為真的是一種榮譽，如果

一個弱小的漢諾克國王被他的上帝和主毆打！” 

 



16. 如果我在他身上發病，他就把他自己和他的床一起帶到寺廟裡，搏鬥和我一起在那裡以最

可怕的方式這麼長時間，直到我不得不把病從他身上帶走。有時他答應跟隨我;但有時他甚至威

脅我。 

 

17. 事實上，這位名叫族內爾的國王，非常清楚讓我的耐心到考驗！但是我讓他統治了五十年，

因為除了悲傷的時候，他仍然非常愛我。 

 

18. 但更進一步，以下內容將向我們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