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11 大祭司對奴隸贖金的困惑。十位使節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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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十人的演講者幾乎沒有停止說話時，高級牧師已經面前尷尬地面對他，並問他如下： 

 

2. “聆聽我們;因為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希望聽到你們的意見！ 

 

3. 看來，奴隸的武裝是完全正確的;但他們都是以他們所負擔的野獸的能力購買的財產在城市和

整個王國的貴族手中！當然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無所不能收回它們，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但除了

我們的無所不能之外，我們也是正義本身，並且不可能實施這樣的非法行為！ 

 

4. 你現在知道事情是怎樣立場！你是聰明人，提出建議，以最簡單和最好的方式達到我們的目

標！為此，我們可以看到無可辯駁的是所有的奴隸必須武裝;但是如何合法地獲得奴隸是一個完

全不同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聽到你一個非常聰明的答案！“ 

 

5. 十個人的說話人站起來說道：“眾神的高僕！我們已經理解你了;但我們也必須提請你注意我

們在一開始就對你所說的話，即：承諾肯定會花費大量的資金，最終的巨額利潤仍然遙不可及，

問題仍然是我們能否掌握它！ 

 

6. 擁有四百萬士兵的力量，確實不太可能沒有成功;但是，如果他能為這項宏偉的事業作出貢獻，

我們仍然沒有獲得金在袋裡，因此不能保證任何人成為共同受益人 

 

7. 如果你願意對其中一方說：'把你的奴隸給我們作預期的事業！如果我們成功，你將為每個奴

隸獲得 4 磅金！ 

 

8. 然後被告知的誰承諾成為共同受益人會說：這項承諾是值得稱讚的;但它太遙遠，太不確定，

風險太大了！因此，我們不能承擔風險提前做任何事情！但我們想要做的是，不妨礙這樣的企

業，我們想要以每磅 2 磅黃金或 25 磅白銀的價格將所有奴隸交給你們！如果奴隸回來了，我

們會把它們帶回來並報銷你的價格;如果他們沒有回來，你必須給我們相同數量的新鮮，如果你

想要你的插入金額或插圖仍然是我們的！ “ 

 

9. 看哪，這是所有偉大的奴隸主的絕對正確的聲音！只要嘗試一下，如果他們採取不同的行動

我們就想進入火中！ 



 

10. 因此，只剩下兩種選擇，要么放棄整個事業，或代表統治地球的所有神靈，咬緊牙關！“ 

 

11. 高級牧師說：“好！放棄這項任務是不可取的;但是明天我們要聽聽這個偉大城市的一些貴

族的聲音！但是如果他們的談話方式不同於你剛才的話，那就有禍了！告訴我們！” 

 

12. 演講者說：“你會很幸運如果他們不堅持任何更大的主張，但我認為他們會讓你的事情變

得更加困難！對我們來說，肯定沒有禍患;但你不會哭一點禍患，如果你能聽到更高的要求，明

天會告訴我們！“ 

 
 

HoG V3/212 奴隸主的組裝及其對奴隸贖金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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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牧師說非常嚴峻的面孔說：“你們似乎已經提前為我們不成功的嘗試而歡呼？！小心不

要太快高興！” 

 

2. 十位發言人說：“我們不會為此感到高興;但如果你以”禍你“來威脅我們，並且給你一個合

理的建議，我們認為增加一個有利的理由不是不恰當的。為了你的匆匆'禍'，過分強調我們向你

暗示的小規模！ 

 

3. 但現在沒有更進一步;我們現在會沉默，等著明天會帶來什麼！ 

 

4. 在這個評論中，高級牧師非常吃驚並離開了舞台，十人也去了他們的住所。 

 

5. 但是，高級牧師立即派出了一千個先驅，召喚所有偉大的哈諾克貴族，第二天出現在大型公

開會議廳。 

 

6. 第二天早上，大議會會議廳裡到處都是強大的貴族貴族。但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被召喚。 

 

7. 有些人認為祭司已安排另一場大型奴隸拍賣;其他人認為將會引入新法律甚至甚至實施新的稅

收。因此，他們反复猜測，這次會議會變成什麼樣;但沒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 

 



8. 在得到一個標誌之後，十個與其他少年牧師從一邊進入，過了一會兒，還有從金邊和寶石出

的高級牧師從另一邊進來。 

 

9. 在人群中，貴族們向十人詢問了預期的結果。 

 

10. 十個人說：“除了僅僅重新購買奴隸之外別無其他！要求適當的價格，否則你們都會失

敗！” 

 

11. 這種暗示在貴族中像野火一樣蔓延，他們現在為即將到來的事情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12. 十人現在仍然站在偉大舞台台階的底部，等待著閃亮的高級牧師。過了一會兒，他們出現

了很棒的儀式，走到舞台上，一邊喊著'呼然 Hurra'。 

 

13. 當這種狂暴的敬禮結束時，一位聲音很大的高級牧師張開嘴說： 

 

14. “請聽我說，你們是帝國的光榮貴族！我們派出的使者在非常遙遠的土地上發現了由純金

製成的山脈，他們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樣本！ 

 

15. 但是這些壯麗的山脈居住著可能非常強大的巨型巨人。為了打擊它們並向我們保證黃金山

脈，我們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至少作為預防措施，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巨人是多麼強大！ 

 

16. 為了建立這支偉大的力量，我們需要所有的奴隸！但現在是一個條件，你將在什麼條件下

給我們奴隸。你想通過分享它們來把它們交給我們利潤或廉價退款？ -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

裡，從而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答案！讓它完成！“ 

 

17. 當貴族聽到這樣的話時，他們說：“聽著，這個發現應該非常受到尊重，因為純金山絕對

不是一件小事 - 但是這個好項目太遙遠了，所以我們當然不能分享有保證的利潤！ 

 

18. 但不要妨礙這種輝煌的事業，我們會平均每個男性奴隸放棄你獲得 5 磅黃金的廉價賠償，

以及每個 3 磅黃金女奴！ 

 

19. 如果他們回來，我們打算以三分之一的價格收回它們！我們認為這種情況是公平的嗎？“ 

 



20. 這十個人偷偷地歡呼;但是高級牧師幾乎絕望地倒下了，不知道怎麼說這麼高的價格。因此，

他們將十人呼到舞台。 

 
 

HoG V3/213 大祭司對十位使節的愚蠢問題。與奴隸主簽訂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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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十人進入舞台時，他們立即被高級牧師包圍，並提出以下問題： 

 

2. “我們現在完全意識到你對所有事情都有明確的洞察力;因為你昨天的言辭完全類似於貴族要

求以無情的方式！ 

 

3. 我們要去，因為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的條件，儘管這將花費我們三分之二的黃金;但出於這

個原因，我們現在問你，並要求最認真的答案，你估計這樣一個黃金山是多少磅，如果事情有

利，多少磅，可以在四到五年的時間裡帶到這裡！ 

 

4. 由於你敏銳的頭腦，你現在享受我們的充分信心，這意味著非常多;不敢濫用這個並給我們一

個完全真實的答案！“ 

 

5. 當十個人從高級牧師那裡聽到這樣一個問題時，他們興高采烈地想：“只有現在你完全掌握

在我們手中！你會得到一個適合你愚蠢問題的答案，就像一個小頭上的大頭巾;但是什麼在這個

答案的背後，會給你帶來死亡和毀滅！但是這樣的信息仍將隱藏在你的愚蠢之中，直到它將在

現實中向你的撒旦- 臉揭示！ 

 

6. 在沉思之後，演講者走到前面說道：“但是，你所有眾神的強大僕人！現在再一次對問題的

想法很少！你們是高級牧師 - 你們仍然會問，一個巨大的金子正在砸多少磅？！只是嘗試對最

小的山峰進行部分稱重，我們相信在完成重達數十億磅的重量之前你會沒有耐心！但是，與巨

大的山脈相比，這是一個如此小的山丘，因為我們沒有在附近？！ 

 

7. 問問你自己是否有可能確定它的重量！此外，我們已經告訴你，征服這些山脈，必須把黃金

的價值降到街道避難所以下！我們肯定已經足夠了嗎？！因為這個世界似乎是用純金製成的，

正如我們居住的世界是用裸土製造的！我們現在相信，根據我們對你的忠誠，沒有必要再說什

麼了關於它！ 



 

8. 每個陪伴我們的人都可以攜帶多少磅而不會受傷，你希望能夠像我們一樣好好計算！平均每

人約 30 磅不誇張？！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添加額外的駱駝，重量可以增加三倍！你想要更多

嗎？“ 

 

9. 高級牧師說：”不，不，不;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好節儉！如果只有一個交通工具可以產生那麼

多，我們成為這些黃金山的所有者，我們就足夠了！之後我們將保持年度運輸，我們希望每年

至少可以獲得相同數量的運輸;這件事情會順利進行，特別是如果我們把節儉帶入等式中！在如

此有把握的希望中，我們現在轉向贖回奴隸的有點苦澀的品嚐任務！“ 

 

10. 現在十人更加秘密地歡呼。 

 

11. 但是高級牧師轉向貴族，說：”經過適當考慮後，我們決定接受您的報價;因此貫穿始終。

從明天起，回購將開始並將持續三十天！誰將帶他的奴隸到那時，將收到談判的金額;在這段時

間之後，每個人都會因為所有奴隸的額外損失而受到十倍的懲罰。讓它完成！“ 

 

12. 隨著這個集會的結束，所有人都離開了議會會議室。 

 
 

HoG V3/214 從站的交付和維護奴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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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男女奴隸都被帶到祭司那裡;這個數字可能超過三十萬。 

 

2. 一切都陷入了混亂，高級牧師不知道從哪裡開始贖回奴隸。 

 

3. 十個人對他們說：“讓每個貴族接近並對他說：'給我們一個清單，說明你帶來了多少奴隸;在

每個奴隸的額頭上放一個標誌，你就會得到報酬。列表！如果列表中的號碼與隨後的接管號碼

相對應，您可以帶回家的收益;但是，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您不僅會丟失所帶來的奴隸的全部數

量，而且還會丟失最重要的是以同樣的數額受到懲罰！' 

 

4. 看，這很容易，效果最好;立即實施，否則回購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 

 



5. 但是這位資深牧師說：“這是非常正確的！你的建議很好;但是這麼多的人可以去哪裡？在哪

裡可以容納它們，在哪裡餵牠們以及如果必要的話如何給它們穿衣服？” 

 

6. 但十說：“這座巨大的宮殿是什麼，我們在城牆內有一千塊，每座宮殿都可容納一萬人？這

些都是空洞的，只是為了提高我們的聲譽！把奴隸放在那裡！當然，如果有三倍的數量，我們

可以輕鬆容納它們！ 

 

7. 如何餵牠們？ - 你所有這些宮殿都沒有過滿的穀物和水果室嗎？！他們需要什麼來播放它

們？！有很多，整個漢諾克可以存活 20 年！ 

 

8. 如何給眾多奴隸穿上衣服？ - 為了某種目的，將你的巨大的軍用服裝供應雜誌清空需要什麼，

你已經在幾年的時間裡可以用黃金填充相同的雜誌，因為他們現在塞滿了軍裝？！ 

 

9. 高級牧師同意這一點，但也計算出每個人都會花費更多。 

 

10. 但十人說：“只投資一點點的人永遠不會期望贏得大獎！但是，我們相信，它涉及整個黃

金世界的複蘇，不應該預先支出任何預先支出！” 

 

11. “黃金世界”這個詞讓高級牧師著迷;然後他們同意了一切。他們向貴族們通報了奴隸前額

的清單和標記。 

 

12. 於是貴族們認真地列出了他們的名單，並指定了額頭上的奴隸，每個奴隸主都有自己獨特

的標誌;分遣隊很順利。 

 

13. 然後，這些獨立的奴隸立即被安置在一個或另一個宮殿裡，穿上衣服，餵食，現在也被允

許再說話，那些可以說話的人。但許多人必須先學會說話。 

 

14. 在一個月內，所有這些工作都完成了，沒有進一步的中斷。 

 
 

HoG V3/215 奴隸的武裝，訓練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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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完全非人化的奴隸，但這種現像是莫名其妙的，他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2. 高級牧師對十人說：“好吧，第一件工作完成了！所有奴隸我們帝國各地的男女性交都被贖

回了。我們城牆上的大宮殿裡滿是奴隸和那些被照顧的人。但是現在發生了什麼？“ 

 

3. 十個人說：“好吧，給我們四千名經驗豐富的武器管理人員！有了這個我們想要拖十，並希

望暫時對被贖回者開放，為什麼他們被贖回。其次，我們要劃分每個宮殿都擅長四種武器，在

最短的時間內，武器領導下的所有男女奴隸都能完美地實踐，並且在女領導下管理輕武器的，

男性部分管理重武器，因為沒有這種練習做法，他們根本不需要它！“ 

 

4. 高級牧師卻說，“這一切都沒關係;但是我們在哪裡可以獲得如此多的盲目（鈍器）武器？為

此，一旦堅持只是從我們的大型軍械庫中拿走新的鋒利武器，那真的是不明智的事情因為這個

種姓有一個古老的格林兄弟在我們;現在，如果你手上拿著一把突然的鋒利武器，因為我們不太

可能做得好！ 

 

5. 因此，他們應該在我們看來，首先用普通的木頭和稻草的假武器練習;如果他們知道如何執行

這些，並以其他方式使自己成為戰士的正確紀律，只有這樣，我們才認為你是正確的武器委託！

你是不是同意？“ 

 

6. 十種語言：“太過謹慎就像太少一樣糟糕！所以你想到這些人可能會報復，因為它不需要超

過四百萬人的武器！當她站起來反抗我們時，他們對我們已經以他們的嚴肅態度壓倒了我們;並

且因為他們已經入侵了我們，所以奴隸會是這樣的意思！ 

 

7. 讓整個事情完全放在我們，我們與你們在生活過程中所看到的一樣。一個世界各地的所有奴

隸都非常精心武裝起來，沒有他們甚至一隻蒼蠅都會被冒犯！“ 

 

8. 在這次演講中，高級牧師同意了曾經的尖銳武器，並給了十四萬名武器專家。 

 

9. 隨著這十個人在第二天被吸引，對於期望最強烈的期望奴隸誰不知道因為正如剛開始提到的

那樣 - 這種現象（即他們的救贖）應該是什麼。 

 

10. 這十個宮殿被分發，以便每 100 個宮殿接管，並在同一天分享武器（訓練員）。 

 



11. 當十個但是在宮殿中，奴隸們來到他身邊時，他們立刻被焦慮的問題所困擾，他們將成為

什麼樣的人。 

 

12. 到處都是十種語言：“要有耐心;我們是你奴隸制的硬鏈中的救世主和解放者！ 

 

13. 現在你將獲得月亮（月）的好武器訓練;然後我們將出去擊敗一個偉大的國家，這比任何地

獄都要糟糕，但在其他方面相當懦弱，愚蠢和女性化！然後我們將，作為現在最後成為世界的

主人！如果你將只是完全知識淵博的武器，那麼你應該要知道更多！“ 

 

14. 這位顧客帶著奴隸幾乎快樂地到了他自己，十個人幾乎被他們所崇拜。 

 
 

HoG V3/216 成功地誘使十名軍事領導人擺脫了首席祭司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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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者在宮殿中被選中並立即武裝起來，並在使用武器時練習。 

 

2. 但較弱的人最初餵養了幾個星期才能恢復體力;只有這樣，他們才被訓練使用這些武器。 

 

3. 關於老年奴隸 - 當然是男女兩性 - 被給予較輕的武器，但他們不被允許使用，但他們必須照

顧某些家務和照顧年輕人。 

 

4. 來自高級牧師的每日特使被送到十人，看看發生了什麼，但同時也是間諜誰聽到這里和那裡

說的話，如果它不是一個危險的性質。 

 

5. 在第三天，十人已經確切地知道高級牧師的秘密任務，因此知道如何表現自己，所以在整個

巨大的軍隊中都沒有發生任何言語，這可能被最不信任的高級牧師視為可疑。 

 

6. 但是奴隸們受訓的次數越多，他們的技能就越多，那些看著並嗅到所說和所做的一切事情的

高級牧師就派出了更多的間諜。 

 

7. 這激怒了十人並促使他們去找高級牧師，他們在那裡獲得了極大的榮譽。當高級牧師問他們

重要的問題時，他們說： 



 

8. “你很清楚，我們十分誠實地行事，你也知道我們的聰明才智和我們的智慧到底有多遠！你

知道貴族們如何與我們的洞察力和建議以及他們的巨大劣勢;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一些他的壁櫥

裡還有更多的黃金，但是他現在也必須為自己工作，用臉上的汗水吃掉他的小麵包，否則他必

須僱用他支付昂貴工資的日工。 

 

9. 但我們有我們手中的無敵力量，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可以隨時清空貴族的金壁;他們所有

的黃金都和我們的一樣好！ 

 

10. 看，我們已經計算和考慮過的所有東西隨著奴隸的救贖：'需求盡可能多！今天我們會付錢

給你;但明天我們會從你要回四倍付給你的！' 

 

11. 這不僅是一個無法用黃金支付的優惠計劃，更不用說我們在我們面前的偉大事業了嗎？！

我們仍然每天被成千上萬的間諜包圍從你身邊誰不理解我們的好話，然後經常惡意地向你提供

關於我們的最糟糕的消息！ 

 

12. 看哪，我們知道的很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來找你，在你面前放下辦公室因為你不相信我

們;因為一個人的懷疑喚醒了另一個人！如果你不信任我們，我們就不相信你，因此我們不干辭

職，以此對我們的不信任結束！“ 

 

13. 在這裡，高級牧師開始再次安撫十人，給他們提供有價值的禮物，並要求他們認真地恢復

他們的職責 - 現在有利於繼續他們的軍事演習另外三個月，然後出去尋求有效的服務。 

 

14. 有十個人滿意，因為他們實現了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然後又回到了他們的偉大軍隊。 

 
 

HoG V3/217 放棄了 4000 位高級神父的操練大師。 

大祭司與十位軍事領袖爭議。出征軍隊 20 萬頭駱駝和 80 萬頭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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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奴隸再接受了三個月的訓練，從而在使用武器方面達到了極大的靈活性。 

 



2. 當十人看到奴隸現在同樣善於處理武器時，他們解雇了四千名訓練大師，並從奴隸隊伍中任

命了上尉和上校，從而規範了整個偉大的軍隊。 

 

3. 但是，高級牧師對這十個人已經解雇了四千名可信賴的人的事實並不完全感到高興。因此他

們就問了他們採取行動的原因。 

 

4. 但是十人回答說：“因為我們不想和你們自己軍隊需要的人一起進入廣闊的世界，這將違背

我們的計劃！ 

 

5. 此外，這四千名男人並不真的有實際的精神，過於習慣美好的生活;這一切都與我們的事業不

相容。 

 

6. 因此，我們已經解雇了他們並被送回了他們的軍隊。我們相信這樣做是正確的，正如我們所

做的那樣它始終如此;但如果這再次顯得冒犯你，歡迎你以不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 

 

7. 給我們一個我們應該採取行動的計劃，然後結果會告訴你，你的計劃會帶來什麼成果“你有

沒有，五年前，根據你的見解，派出偵察員到各個方向，與我們同時？！為什麼他們從未回來

帶給你像我們這樣的寶藏？ - 因為他們對你沒有愛和忠誠！ 

 

8. 但是，儘管遭受了所有的災難，我們總是展示你最大的忠誠我必須忍受，可能只會攪拌，你

再次找到一個懷疑我們的新理由！如果我們有十次經歷你的另一個這樣的舉動，我們會留下一

切，然後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9. 這個回應對於資深牧師來說是一種嚴重的刺痛，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復仇因為他們害怕失去

對金山的征服，因為他們不敢再說什麼了。 

 

10. 但這種傲慢的回答不應該走沒有懲罰！但是怎麼樣？ - 關於這個為期三天的理事會是在高

級牧師之間舉行。但是沒有結果;因為一切都可能是對十人的侮辱，也是對金山的損失。所以高

級牧師不得不最終吞下答案，無論如何他們是否想要或做過不想要它！ 

 

11. 但他們說：“這個問題不會完全取消;推遲並不意味著放棄！如果他們將從探險中返回，他

們將不得不嚐到一點地獄！“ 

 



12. 然而，十人從一位非常友好的初級牧師那裡得知這句話，十人對自己說：”讓我們留它在

那裡，只是忽略它們！明天將宣布我們將在後天與整個部隊一起搬出，過了一會兒，它將顯示

誰將首先品嚐地獄！“ 

 

13. 第二天發布了公告，高級公告牧師非常同意，在午夜的第三天，出走並持續到晚上;因為有

一百五十萬人組成一列長列車，特別是如果它包括二十萬隻駱駝和四倍多的驢子與駱駝一起用

來攜帶各種設備和食物。 

 
 

HoG V3/218 哈諾克以北的大型軍營。新近被佔領的美麗山谷。 

十大真實計劃的啟示。安排山區開發和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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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支偉大的軍隊在漢諾克以北的兩天之旅時，十人停下了大篷車，並要求建立一個總營地。 

 

2. 大約有五十萬頂帳篷豎立在一個美麗富饒的水果植被山谷中，這個山谷仍然無人居住，這是

因為四面環繞著難以逾越的高山，只有一個可能的入口，但是，也是非常難以通過，因為它包

括一個狹窄，相當陡峭的山溝，其中的磨砂和這里和那裡非常鬆散的岩石必須先進行清理，然

後才能進一步旅行。 

 

3. 十人知道這個山谷，因為他們已經在第一次旅行中發現了這個山谷，並且在那個時候通過了

一個秘密計劃，以便在某個場合充分利用這個壯麗的山谷。 

 

4. 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出現，所以這個山谷完全被壟斷，與其他可居住的山區一起測量超過七十

平方英里（1 奧里英里= 7.58 公里）。 

 

5. 當所有人都被安置在帳篷裡時，十人召集所有酋長並說： 

 

6. “現在聽我們說！我們現在想向你們揭示真正的計劃，這就是我們承諾的原因！ 

 

7. 你們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品嚐了漢諾克牧師中最可恥，最貪婪的金貪政府作為奴隸和偉大帝國

的貴族的負擔，以及你害怕的皮膚，你仍然見證了巨大邪惡殘忍這些移民的前山居民反對我們

可憐的該隱孩子們！ 



 

8. 現在發薪日到了！通過我們聰明我們讓你們所有人在整個廣闊的王國中自由，並且知道如何

高級牧師的真正魔鬼，讓他們走進這個欺騙陷阱。 

 

9. 最可怕的複仇之日就在這裡！Espouse in everything 古老的上帝，然後我們作為祂的工具，

我們將再次成為哈諾克的統治者，那些把你當作負擔的野獸的人，將很快被迫以同樣的身份為

你服務！ 

 

10. 但我們不會走向漢諾克並發起一場血腥，不確定的戰鬥與大而強大的城市，但在這個地方，

我們將征服他們，並將他們的身體扔到森林的許多野獸消費！如果我們造成他們無法估量的巨

大失敗，那麼我們才會以最可怕的名義進入漢諾克，征服那些不屬於我們部落的人！ 

 

11. 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在這裡建造房屋並佈置果園，仔細收集所有的水果，尋找可食用的根，

並在花園中繁殖它們！然後我們必須準確地檢查整個寬闊的環繞山脈，以便進行任何可能的訪

問！如果是這種情況，必須立即用牆擋住通道，這樣即使是貓也不可能越過它！ 

 

12. 完成所有這些後，我們將為您提供進一步的命令！因此，現在就把一切都搞定;但您的主要

焦點仍然是主要入口！讓它完成！“ 

 
 

HoG V3/219 退休農民的工作。黃金發現和繁榮的定居點。 

十位軍事領導人的狡猾計劃反對哈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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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級指揮官勤奮並且強烈地將指示傳達給整個軍隊，所有人都開始激動起來。 

 

2. 20 萬人去調查通往這個山谷的入口，無論山溝還是任何可能進入高山山谷的地方，都盡一切

努力使這些地點盡可能無法進入。 

 

3. 峽谷被高牆擋住，在高山的那些稍微不那麼陡峭的地方，因此在極端情況下可以通行，無論

是在一側還是在另一側變成高聳的垂直岩面，這樣過渡是不可能的。 

 

4. 它花了這部分軍隊，分配到強化山谷，六個月完成工作。 



 

5. 超過兩倍的人被分配建造固定住房，並在同一時間完成了 20 萬個房屋和別墅。 

 

6. 然而，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一群人被用於農業;在短短的時間內，成千上萬的花園和田地被創造

出來，一年之內，這個山谷看起來像伊甸園。 

 

7.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些挖掘中發現了大量極其豐富的金礦脈，這些金

礦脈立即開采和加工，以便在短時間內成千上萬的 zentner（1 zentner =約 50 最純金的產量

達到千克。是的，這種金屬在那裡發現的數量很多，甚至還有十種金屬製成的家用電器 - 如犁，

鐵鍬，鋤頭和鏟子！在三年的時間裡，這個山谷的每個居民都擁有黃金工具。 

 

8. 簡而言之，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山上開采出瞭如此多的黃金，而且這是一個非常純淨的狀態，

十個有高大的自由站立的岩石面對哈諾克，鍍金，所以它看起來像他們是純金。 

 

9. 他們知道黃金的高延展性。他們也熟悉各種樹脂的使用，因此很容易為高山的一些岩石鍍金。 

 

10. 同樣地，他們有了這個現在美麗的山區鄉村的主要入口，兩側有巨大的，精心雕琢的方形

石頭，四十三英尺高，三千英尋，並鍍金，因此它的外觀就像整個牆壁一樣來自純金。 

 

11.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這個大山谷非常富有文化氣息，山區高級軍官和其他社區領導人一起

去了十個並說： 

 

12. “聆聽我們，親愛的，聰明人！我們認為讓哈諾克成為哈諾克;因為我們現在在這裡明顯比

整個哈諾克更好！ 

 

13. 我們有水果，穀物，綿羊，奶牛，駱駝，驢，鹿，瞪羚，山羊，雞，鴿子，野兔，兔子和

金子豐富。 

 

14. 我們和平相處，和諧相處。我們穿著得體，房子很好，房子很好。我們在這裡與全世界隔

絕，生活在一個只有上帝才能擊敗的堡壘中！沒有人能找到我們並在這裡背叛！ 

 

15. 因此，讓哈諾克是正如它是和安靜地生活在這裡;因為一但哈諾克人了解我們的光輝繁榮，

他們永遠不會讓我們平靜下來！“ 

 



16. 但十人說：“你不明白！我們不是傻子，向哈諾克走去;但我們會以最狡猾的方式引誘他們

進入我們的正門，並以一種他們不會忘記幾個世紀的方式擊敗他們！ 

 

17. 很快我們將準備信使邀請高級牧師在這裡接受金幣！如果他們來到這裡，他們會得到一個

永遠他們不知道是什麼擊中他們的負荷？ - 為什麼？那，只有我們知道！ “ 

 
 

HoG V3/220 諾亞的苦修信使與高地的人和哈諾克人；他們的成功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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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漢諾克和現在在山區發生的事情都被告知了諾亞在高處，並且有人向他表示首

先向高地人發送信使，說服他們放棄他們的惡意計劃反對漢諾提人和告誡他們生動地真正的悔

改，謙卑和對永生上帝的活潑信任，並愛祂。 

 

2. 同樣地，他，即諾亞也應該派遣第二個使者到漢諾克。他特別應該告訴高級牧師他們是如何

被十人背叛的。然後他應該告訴他們，不要尋找這些叛徒，並試圖懲罰他們。因為他們只能受

到神的懲罰;但任何人類的懲罰都必然會失敗，因為這些人已經將自己強化到這樣的程度，以至

於任何敵對的人都無法活著。 

 

3. 因此，大祭司應該以一個真上帝的名義團聚，應該自己做嚴肅的懺悔，摧毀偶像，回到唯一

的真上帝，然後誰會憐憫他們，並帶來他們和高地人們之間的友誼，他們將從各種各樣的黃金，

牛和各種水果中為您提供各種豐富的捐贈！上帝，主，將不會對世界作出判斷，但會祝福她，

並以無價的數量和豐滿的方式給予她寶藏！ 

 

4. 諾亞立即去找了兩個使者，指示他們，祝福他們然後把他們送出去，正如我告訴他的那樣。 

 

5. 高地人民的使者獲得了成功，並說服了尚未忘記諾亞教訓的十個人，以實現和平;如果遭到漢

諾提人的襲擊，他只需要給予他們自衛的權利。 

 

6. 信使明確地向他們解釋說，只要他們留在我的愛和忠誠中，我就會保護他們。 

 



7. 但十人說：“我們也想要這個，如果你能給我們一個基準，通過這個基準，我們可以計算出

我們對上帝的愛是否在極限之內。沒有這個基準，沒有自衛權，我們總是不確定如果我們對上

帝的愛是充足，那麼我們總能得到祂的幫助！“ 

 

8. 信使說道：“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基準，這恰恰告訴他，他是更熱愛上帝還是世界，還是

比神聖更信任他自己的力量！” 

 

9. 但十人說：“朋友，這是一個過於微妙（精細）的規模，人們永遠無法依賴;通常一個人的印

像是他仍然堅持上帝的正確的愛和憐憫 - 但那時他已經非常錯誤了！ 

 

10. 因為人有重力那不斷地將他拉下來;他不知不覺地下沉了！如果在一段時間之後他仍然相信，

他仍然處於祂的愛情和恩典高度的第一個階段，看，他已經深陷了數千英尋，已經落在了神聖

恩典的範圍之外！ 

 

11. 如果他現在被一個敵人入侵並且沒有權利為自己辯護，那麼他顯然已經完成了，因為由於

尊者的上帝不得不讓他失望！“ 

 

12. 這裡的信使當然是最有說服力的反對意見作為相反的證據;但這是徒勞的，因為十人總是知

道如何非常有力地抵抗他。所以他在某些情況下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自衛權，並且這樣做是因為

他被對待所有的人和十個人都非常好。 

 

13. 但是對漢諾克的使者並不是那麼受歡迎接受。首先，他必須忍受所有的恐懼折磨在高級牧

師聽他之前，當他是他被允許談話並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立即被關在一個地牢中，直到高級牧

師用狡猾的間諜說服他們什麼他所說的話關於高地人。 

 

14. 經過這樣的確認，他再次被釋放從地牢中，但是不得不成為一名資深牧師和不得不無論是

否願意，都可投票在高級牧師的委員會中;替代方案是被鞭打並被判處地獄數天。 

 

15. 所以哈諾克的使者消失得無影無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