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21 大祭司的不確定性通報關於對高地襲擊的報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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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過去在哈諾克的高級牧師的多次討論中，他們應該如何攻擊在高地的叛徒;但是，任何提

案都與難以克服的困難有關，因此，當然新任命的高級牧師的貢獻最大，這一點被認為是不可

行的。對於最凶悍的高級牧師想要攻擊高地叛徒的地方，新任高級牧師將他們帶到那裡，展示

他們執行他們計劃的最直接的不可能性。 

 

2. 但是高級牧師敦促他，他應該給他們一個可行的可執行計劃，以報復這些最卑鄙的叛徒。 

 

3. 但是這位新任高級牧師說：“我一開始就展示了你正確的道路;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果你

選擇走這條路，那麼高地的巨大財富將使你們在友誼的道路上受益，但是如果你不想這樣做你

將成就少得多與這些叛徒比穹頂上的月亮！ 

 

4. 什麼好處對你的憤怒，你的憤怒，你的憤怒，你復仇的吶喊，清楚的共同感覺告訴你：“這

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正如我們可以從月球上咬下一塊，無論我們對它有多大的憤怒慾望，如

此少我們能從這些叛徒身上調整一下！” 

 

5. 但是如果你不想相信我，那就去那裡受到血腥教訓的斥責！一旦你看到成千上萬的最好的戰

士在你面前被殺，你肯定看事情在另一種光芒！“ 

 

6. 現在，高級牧師真的並不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 

 

7. 但其中一個，一個非常優秀的客戶，說：“你知道嗎？十個流氓通過他們精心計算的背信我

們！如果我們使用相同的武器會怎麼樣？ 

 

8. 這將超過有點奇怪，如果整個哈諾克都不會存在這樣惡作劇的陰謀家，他們不能超過那十個

主要流氓的恥辱和流氓。 

 

9. 因此，讓我們呼籲所有最狡猾的騙子來到這裡，以便我們可以選擇最好的一個！然後我們向

他保證一個巨大的優勢，如果他能在高處擊敗十個人。我相信我們會取得一些進展！“ 

 



10. 但是這位新任高級牧師說：“是的，你現在已經找到了最好的想法，你的徹底毀滅！只要

讓你對哈諾克的盜賊知道你的這種弱點，你就會讓他們更容易達到他們所承諾的利益而不是你

想的！ 

 

11. 你認為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為你嗎？恰恰相反：他們會欺騙你，然後利用他們的優勢！即

使一個人去了十歲，他也不會傻回到你身邊如果他被他們更好地接受並且最重要的話就會成為

你的第二個叛徒！ 

 

12. 但現在做你想做的事， - 我已經說完了;從現在開始，經驗將是你的顧問！“ 

 

13. 這裡整個高級神職人員達成了空白，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因此會議被關閉，沒有任

何決定，都走他們的路;但在第三天的又一重大理事會會議召開。 

 
 

HoG V3/222 大祭司和下祭司高級理事會的新會議。計劃報復頑皮的小祭司反對高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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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天，大型開放式理事會大廳的所有高級和少年牧師的高級委員會開始，立即一些高級

牧師爬上講台，其中一人說話： 

 

2. “聽我說，你們是眾神的僕人，和我在一起！多麼可恥的邪惡行為 - 這個世界從它的基礎上

沒有用語言來形容它 - 十個極端的流氓對我們做的，你們都知道得太好了，因為在這裡有必要

再次明確地宣揚所有的違法行為！ 

 

3. 既然我們都知道了這一點，那麼唯一的問題仍然是設計一種方法，通過這種方式，這十隻野

獸與他們的所有追隨者都可以以最恐怖，痛苦，可怕，前所未有，極度惡劣和極其邪惡的方式

受到懲罰，不要介意的代價;因為如果我們讓這個逍遙法外很快其他流氓將在我們的王國中嘗試

類似的事業！ 

 

4. 因此我們所有的關注和我們所有的精神力量都必須用來懲罰高地上的可憐人在如此方面，這

樣整個地球都會畏縮，所有的群山都會開始哭泣，因為他們為那些惡棍提供了避難所！因此它

涉及到一個非凡的和無情的複仇手段！我們誰能夠產生這樣的手段，將獲得全世界最強大的專

制王冠！ - 我已經說過了，現在說話，誰知道這樣的手段！“ 



 

5. 這裡有一個非常狡猾的小牧師上前請求允許發言。他立刻被授予了，他帶著假裝敬畏地去了

舞台開始講話： 

 

6. “聽我說，你是地上的高大強大的僕人，所有的眾神和天上的所有星星，你是太陽和月亮的

唯一統治者！ 

 

7. 我，一個最後一個也是最不配的，一個最骯髒和最臭的僕人在你之前，最高的，已經發現在

我的大腦三個穀物的卑鄙，臭臭的污穢中，根據我的明確意見相比你的洞察力像太陽一樣閃耀，

是黃金！（對於這位溫和的演說家來說，這是一場熱烈的掌聲。） 

 

8. 在你們面前我的千倍無效，在所有方面都是最高的，相信在他最深的愚蠢對你們最高智慧：

如果把這三個穀物扔向十個人的名字，我甚至不敢代詞用我那狗的舌頭，他們的高地就會變得

太低並且將不再保護他們免受你崇高的正義！（長時間暴風雨般的掌聲。） 

 

9. 我們熟悉空氣靜力學（飛艇）的原理！難道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方式準備它們，以至於我們可

以與它們一起佔據其他無法到達的山峰嗎？！那會有什麼好處！ 

 

10. 我們也是最挑剔的礦工！難道我們不能刺穿山脈，然後意外地在夜間通過這些豎井入侵高

地的野獸並將它們全部殺死？！ 

 

11. 最後，我們是最偉大的政治家！讓我們以假裝的，親密的友誼的方式吸引野獸;一旦他們陷

入我們的陷阱，沒有魔鬼能夠搶奪並將他們從我們的力量和肆意報復中解放出來！ 

 

12. 最高強大，，這是三粒那我千倍虛無中發現為你在我最可怕的大腦的臭污中！那麼對你來

說，什麼樣的救贖為我最骯髒的動物在你的千-太陽-清晰度之前，如果你只能在其中間使用其

中一個！“ 

 

13. （非常熱烈的掌聲。還有一位大祭司從他的長袍中切下了一塊把它固定在揚聲器的衣服上，

這已經是最大的區別了。） 

 

14. 大牧師說：“這三種方法都很出色;但最後我們想先試第一個！如果它失敗 - 看起來極不可

能 - 我們仍然有兩個當然更昂貴的選擇！“ 

 



15. 在這裡，新的大祭司被問到他是如何喜歡這個提議的。 

 

16. 他說，“除此之外別無其言：做你想做的事;但我祝你們好運，天氣非常好 - 其他一切都將

自己融合在一起！” 

 

17. 有了這個答案，高級牧師和皇家大祭司完全滿意，並立即開始計劃一個政治友誼代表團。 

 
 

HoG V3/223 第一個針反對高地人的政治和外交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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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友誼代表團的計劃期間到高地十人組成，最終決定自然地，狡猾祭司輔導員必須自己

成為領導者。另外三十名牧師被分配給他，誰完全成長為高級牧師，所以這位非常聰明的牧師

在他執行任務期間並不想跟隨十人的腳步。 

 

2. 三十名牧師護送和一名領導人的使命充滿了各種由金，銀和寶石組成的友誼禮物。二十隻駱

駝不得不攜帶它。 

 

3. 那個人高興地偷偷地看著這麼高的友誼捐給高地人;因為他已經計算過如何使用它。 

 

4. 出發後，高級牧師再一次對他印象深刻，他應該留意他的信任誓言。 

 

5. 他證實這一點在許多人工淚水，甚至他高級神職人員的護送也令人信服地說出了關於他：

“不，不！我們 1 為他保證用我們的生命;因為在他的胸膛裡沒有一個壞主意。他的眼淚是最可

靠的承諾對我們的忠誠！哦，對他來說，你可以委託天堂和地球·！“ 

 

6. 在幾次這樣的保險之後，代表團開始行動，同時陪伴有懷疑高級牧師。 

 

7. 但是在頭部正如在一個牧師的胸部，它看起來與他向外顯示的完全不同;因為他計劃了這個問

題如下： 

 

8. “首先，友誼捐贈必須在十人之前存放！出於純粹的政治，十人將反駁友誼！為什麼？這很

容易猜到，即，是把高級牧師拉進網中！“ 



 

9. 一位牧師提前計算了所有這些;因此，他知道如何領導他的代表團。 

 

10. 當這個代表團在第三天上午到達高地的金色大門時，他們立即停下來，在他們被錄取之前

進行了徹底的質疑和搜查，並且在一個強大的護送下被帶到了十個人誰他們的家鄉城堡在高寬

敞的岩石上。 

 

11. 但是，當一位領導人看到用純金製作的這些偉大的東西時，他對他的同伴們說：“朋友們，

我們的友誼捐贈與此相比，整個最純淨的黃金山脈從四面八方面對我們這裡， - 那裡巨大的岩

石山那十個人建造了一座金色閃亮的城堡，因為它似乎在這里和那裡都是最純淨的金嗎？它看

起來好像我們帶著一滴水到大海嗎？！ - 但是它的意志工作！一個流氓，他給予的超出他能力

和他擁有的東西！“ 

 

12. 他的同伴同意他;但他心想：如果在這裡就是這種情況，我已經在我的網上已經擁有了上層

祭司的所有害蟲！現在只有十個誰是我的朋友的批准投票，並且工作已經完成！ 

 
 

HoG V3/224 來自哈諾克的使館與高地人民的十位領導人會面。 

大使失敗，沒有領隊回到漢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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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和他的公司被領導在十人之前時，他受到了他們的熱烈歡迎，並以極其禮貌的態度問他

的使命是什麼。 

 

2. 但是他通過一個窗口展示了十個，滿載的駱駝，並說： 

 

3. “親愛的兄弟們！我被上級祭司送給你作為和平的使者;他們希望與你們建立一定的友誼，同

樣也是漢諾克與所有的人！ 

 

4. 因此，大祭司們已經送你們友誼禮物，你可能希望接受這些禮物作為他們想與你建立友誼的

標誌！ 

 



5. 他們想完全忘記你犯了奸詐他們的罪惡;你只應該再次成為他們的朋友，甚至回到漢諾克，在

那裡你將獲得全額榮譽！“ 

 

6. 在這篇介紹中，他通過各種眼動向十人告知，在他的陪同下，他被迫說出來，但如果他獨自

一人，他會說不同的話。 

 

7. 但十人明白了他眼中的語言並說道：“你們已經看到我們絕對沒有必要接受漢諾克的高級祭

司的任何礼物;因為金山的主人鄙視金子，這是用血淋淋的手被迫收集從窮人用各種謊言，欺騙

和壓力。 

 

8. 首先，我們不接受金，銀和寶石;其次，關於他們提供的友誼，告訴他們我們傾向於接受這個

就像他們的禮物一樣少！因為我們不是一歲的野兔，不知道大祭司的邪惡意圖是反對我們！所

以我們不進入高級牧師提出任何建議！ 

 

9. 如果高級牧師想要贏得我們的友誼，他們首先必須不再是高級牧師，並且必須塗抹並加冕作

為唯一的國王和大祭司從高處被派往深度他們的信使！只要這個願意沒有發生，他們甚至可能

不會和我們建立遙遠的友誼;因為我們永遠不會關心與魔鬼建立友誼。 

 

10. 因此，我們也建議高級牧師，不要以任何方式接近我們;對於他們的每一種接近都將受到嚴

厲懲罰。 

 

11. 因此，帶著你的寶藏回到漢諾克，並將這樣的信息傳遞給大祭司和高級牧師魔鬼！ 

 

12. 但是，誰在一個階段是我們的部署，將留在這裡;因為你既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我們可能

在這裡需要你！就這樣吧！“ 

 

13. 那個人滿心歡喜;然而，三十個人帶著長長的臉回到了他們的駱駝身上，空手回到了哈諾克。 

 

14. 高級牧師對此有何評價將通過如下的一瞥來詳細闡述事件，這將表明判決已經不遠了。 

 
 

HoG V3/225 30 位信使的報告關於在哈諾克神職之前的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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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高地的人，自然告訴十人，在他的三十個同事離開後，高級牧師想要對付他們的一切，

以及他們假裝友誼的意義。 

 

2. 十人知道如何適當地欣賞這一點，並稱讚他們的前同伴和主要同事。 

 

3. 但深淵的高級牧師，正如三十名忠實的牧師帶著滿載的駱駝一起回來，立刻問道：“好吧，

你收到了禮物作為回報嗎？它是如何與顧瑞泰 Gurat（牧師下的那個人）一起去的？他在哪

裡？” 

 

4. 祭司們說：“眾神萬能的僕人們！盡可能對面的一切！十人甚至沒有看過你的金銀，寶石;可

恥地他們立刻拒絕了我們，因此我們帶來了所有的禮物再次完全沒有觸！ 

 

5. 但是關於顧瑞泰，從來沒有比他更狡猾的流氓！雖然他在我們面前準確地表達了你的意願 - 

但同時表達了這樣一種肢體語言恰恰相反與他用口中所呈現的一切！在這最受譴責的雙重講話

中，十人給了我們以下無盡的最卑鄙，最譴責的是最邪惡的交流： 

 

6. 他們當然無法接受從貧窮的人身上帶的血腥金子，訛詐和各種謊言，欺騙和壓力;因為他們已

經擁有金山（這是真的），因此擁有超級豐富的上帝賜福的金子。因此甚至更少的可以接受被

貧窮的血液覆蓋的黃金！ 

 

7. 他們當然也不會接受你們的友誼，唯一的例外是，即，如果你們不再是高級牧師，而是將使

者從高處作為唯一的執政國王，來自所有的哈諾克王國;但是你應該與普通公民或新的唯一統治

國王對你所做的！ 

 

8. 他們也建議你，不要以任何方式接近他們最富裕的高地，否則你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9. 現在我們完成了;這就是我們不得不以極其可怕的憤怒傾聽十個所說的一切的真正含義！“ 

 

10. 這裡的高級牧師開始打他們的胸膛並向眾神發誓他們現在想要做的一切為了以最可怕的方

式報復十人。 

 



11. 於是他們詛咒地球三天，那敢於承受這種可憎的行為;然後他們詛咒七天太陽為這些可憎的

事物提供光明;他們然後詛咒空氣，水，火，它不會立即摧毀那些被拋棄的大地。整整一個月都

在大聲的詛咒之下。 

 

12. 於是，從高處的使者被搶走了他的高級牧師長袍，公眾用杖子鞭打，然後帶著流血從城裡

然後被扔石頭砸死，因為他曾經說高級牧師應該接受十人的建議。 

 

13. 高級牧師甚至發布了一條誡命，即每個公民必須詛咒十人每天一小時。 

 

14. 與此同時，他們提供了最大的回報給那些可以設計一些惡魔般的手段懲罰高地十人的人。 

 

15. 但是從這個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的判斷已經接近了。但是以下將為地獄帶來更好

的結果。 

 
 

HoG V3/226 哈諾克省的放棄。建立了一支五百萬人的軍隊來對抗高地人。對高地徒勞無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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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個非常詛咒的誡命，在很短的時間內，遙遠的哈諾克省得知，哈諾克的高級牧

師自己也遇到了麻煩，因為他們因為奴隸的代價高昂的贖金而受到如此嚴重的欺騙。因此，這

些省份反叛並完全脫離了哈諾克。 

 

2. 當哈諾克的高級牧師得知這一行動時，他們完全失去了它！因為他們被告知遠方省份的這種

脫離是由高地人的陰謀引起的，而這樣的報導足以讓高級牧師處於最可怕的憤怒狀態。 

 

3. 整整一天，他們在所有的街道和小巷中咆哮和咆哮，只有一個人可以從其他方面發出嚎叫聲，

這就是：“讓所有漢諾克公民對高地人和所有人進行百倍報復那些通過高地人的陰謀反抗我們

的國家！“ 

 

4. 第二天被招募，每個人 - 如果他不是來自最高貴族 - 都不得不拿起武器。即使是女性也不是

排除。 

 



5. 再過幾天，五百萬勇士的戰鬥準備的軍隊裝備，這些武器在舊的土耳其人在他們的第一次戰

爭的時候用他們的方式包括矛，劍，弓和火管當他們仍然被石球開火時;因為粉末已經在噢拉德

的兒子德噢呐國王下發明，並且在金卡瑞下變得非常精緻（在變得更有效方面）。這些婦女只

獲得輕武器;這些主要包括在光劍和匕首中。 

 

6. 當軍隊準備戰鬥時，高級牧師全身穿著盔甲並發出以下命令：“這支軍隊中有一半將在我們

個人的領導下向叛亂省份進行遊行，以施加最嚴厲的懲罰！沒有生命被豁免;一切都必須通過火

和劍來摧毀！“ 

 

7. 在這個命令下，巨大的軍隊分開，兩百五十萬戰士遊行反對叛亂的省份。同樣的號碼被命令

對抗高地人。但是怎麼樣？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8. 指揮的高級牧師最終決定將山脈刺穿。為此，一些十五萬人被命令採取採礦工具並將驅動器

穿過山脈。工程師不得不立即應用他們的測量藝術，工作開始時了可怕的充滿活力。 

 

9. 在五百個地方，山被撕裂，兩到三千英尋深的井被切割（不垂直，但水平），但他們從來沒

有出現在任何地方。 

 

10. 工程師再次測量，發現他們的軸設置得太低了。因此，他們在較高水平的入口點挖出新的

軸，然後到達高谷土地。 

 

11. 但是高地人通過他們的間諜觀察到，漢諾提人開始他們的豎井，允許他們準確計算他們將

突破的地方。在漢諾提人突破後，這些地點被木頭堆得很高，並著火了。 

 

12. 然後煙霧和火焰蒸汽充滿了豎井，並扼殺了成千上萬的漢諾克人;甚至一些擔任將軍的高級

牧師在這次探險中喪生。 

 

13. 在大門上發動了三次攻擊，但是果斷地進行了捍衛，剩下的部分軍隊在經過兩年徒勞無功

的鬥爭之後不得不空手而歸家。 

 
 

HoG V3/227 戰爭報告擊倒的大祭司。分裂在大祭司中，省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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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高地探險隊返回的少數高級牧師當然報告了留在家中的少數高級牧師，他們的探險隊如何

慘遭失敗到最高程度;當聽到一般牧師發出如此悲慘的消息時，由於令人失望的消息，他們幾乎

從他們的身體上撕下了他們的頭。他們也開始譴責這種不謹慎的攻擊。 

 

2. 然而，普通牧師說：“辱罵比戰鬥更容易！整個軍隊的三分之一仍然可用;起來你自己打架！

如果你像我們將失敗回來，那麼你會驚訝我們如何辱罵關於你失敗的任務！ 

 

3. 坐在乾燥的地方很容易說話，詛咒和做出非常有害的計劃;但只要去那裡你就會很快發現風從

哪一方吹來！ 

 

4. 我們通過其他無法通行的山脈驅動了大約 500 個豎井，勝利應該是我們的;但如果高地的盜賊

從我們正在做的高處他們可愛的藏身之處看著我們，那麼我們能幫助它嗎，然後以極快的準確

度計算我們要在哪裡突破，然後在那些點上設置大火，這樣當突破時我們被火焰，煙霧和蒸汽

克服了在長長的黑暗軸中的成千上萬的人殺死了？！ 

 

5. 然後開始旅行在對大門進行最激烈的攻擊時，我們總是受到無數石塊的歡迎，從高牆上掠過

我們，造成成千上萬人喪生！ 

 

6. 通過這一課，我們學會了認識到被詛咒的高地人不可能通過詭計或任何暴力手段來打敗。 

 

7. 如果我們只聽了我們在城門前鞭打和扔石頭的議員，我們現在好多了！我們現在唯一需要的

就是讓我們軍隊的其他部分經歷類似的命運，我們已經完成了！“ 

 

8. 在這個回復之後，站在後面的高級牧師更加生氣，甚至開始威脅野戰將領。 

 

9. 但場大將說：“你在說什麼？我們掌握著力量！如果你沒有立刻像我們面前的牆一樣沉默，

你會感覺到我們的武器處理技能在你的肥肚子。 

 

10. 在這裡，兩個上層祭司派對相互攻擊，像狗和貓一樣亂蓬蓬亂。從那一刻開始，上層牧師

分裂成兩個敵對派對，而漢諾克人現在不知道誰是廚師，誰是服務員。 

 

11. 他們在這個分裂等待另外三年的其他軍隊的效果（成功） - 但是徒勞無功;因為他們走遍各

省，殺死了自己的將軍和所有忠於他們的人。 



 

12. 從以下內容中可以看出以下內容。 

 
 

HoG V3/228 高地十位戰爭委員會的領袖反對哈諾克。 

上帝使者的好話。在 1000 漢諾克間諜反對高地居民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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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地的十個人中仍然有一位諾亞的使者在場，並且作為一名優秀的顧問服務於他們。 

 

2. 在某些問題上，即使是前任初級牧師古拉特，也要求十人提出建議。 

 

3. 十人召集了一個委員會，討論了他們現在應該對哈諾克採取什麼行動。 

 

4. 但是挪亞的使者勸告他們說：“讓哈諾克保持原樣;因為從現在開始它永遠不會讓你擔心，因

為通過你的抵抗，他們完全意識到完全不可能征服你！無論如何，主神澤巴斯會這樣做知道如

何懲罰這個城市，即使沒有你的干預，他們會像森林裡的腐爛的樹一樣磨損！ 

 

5. 保持你現在的狀態，主將來會祝福你，並會增強你的美好國家，並將使其肥沃，以便它將為

一億人提供豐富的食物！即使他將審判並殺死全地的所有惡人，祂仍將饒恕你如果你按照祂的

順序繼續遵守祂的命令，這是我的建議。 

 

6. 但如果你出去與哈諾克的人民和許多其他城市和國家的人民發生戰爭，當上帝將他的憤怒判

斷所有邪惡的世界時，你將會非常滅亡！ 

 

7. 這是我對你的最後建議;因為我的時間到結束，我必須去從我來自的地方。永遠記住我的建議，

你會在上帝面前找到恩典;但如果你採取其他行動，你就會在判決中認出我是永恆之主對你的真

正使者！ 

 

8. 但你的自由意志不應該以最輕微的方式受到限制;因為沒有人有權以任何方式限制他兄弟的自

由意志;因為這是對主單獨留給每個人的權利。因此，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限制他自己的意

志;他將完成這一切的越多，對他來說就越好！出於這個原因，我只給了你一些建議，但你可以

做你喜歡的事！“ 



 

9. 在這次演講之後，使者被上帝的力量所抓住，並迅速被帶到了諾亞在舊高處的。 

 

10. 突然消失了這位備受尊敬的使者在高地的十個和所有居民，給十人帶來了強大的印象，他

們在他身上認出了一位真正神聖的使者。 

 

11. 他在講話過程中對他們所說的所有話語。許多年很快就寫在拋光的最純金板上，並被提升

到所有高地的法律地位。 

 

12. 五年來一切順利;但在此之後，主希望通過一個小試驗加強他們對祂的信任，這足以使他們

以前的大部分美德消失了。 

 

13. 但試探僅僅包括高地人抓住了一千名間諜，由哈諾克送到高地附近的主要入口處。 

 

14. 這些間諜本來應該開始了與十人建立聯繫以建立哈諾克與高地之間的聯繫。這是他們的公

開意圖;但暗地裡他們應該探索高地的力量關係，並找出高地人是否是罪犯關於遠方省份和軍隊

發送到他們的。 

 

15. 但是因為十個人都是狡猾的頭腦，他們很快發現了這些間諜的秘密原因，他們這是世界上

最簡單的方式。 

 

16. 因為他們對千人說：“你已經背叛我們很長時間了;所以不要隱瞞我們你秘密想反對我們採

取的行動！任何被抓住撒謊的人都會立即被拋到這個高高的岩石邊緣並且會在下面無對峙的湖

中找到他的墳墓！“ 

 

17. （對於高高的岩石那城堡十個座建造的，在底層平高地的，兩側是一個非常深的湖泊，周

長為三小時步行。） 

 

18. 十名主要間諜忠誠而真實地報告他們沒有秘密議程。他們被問了三次，因為他們堅持他們

的第一個陳述，他們被帶到位於湖上方的岩石邊緣，再次被要求並且受到猛烈威脅。 

 

19. 但他們仍然重申他們在安全觀點中的第一個聲明，即這種威脅僅僅是十個人的政治策略;但

他們的假設是錯誤的，第一次被拋出懸崖。 

 



20. 現在其他九人都被嚇死了，他們開始承認真相。 

 

21. 當他們完成後，他們被引導回審訊室，被迫背叛哈諾克的每一分鐘細節。 

 

22. 有些人在某些問題上受到阻礙;但是他們中的一個再次被引導到岩石並被拋到了邊緣。這立

即打開了剩下的嘴巴。 

 

23.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漢諾克才被完全背叛了除了十人以外的所有其他人被推翻在岩石的邊

緣;但剩下的十人被送回漢諾克告訴高級牧師，這就是來自哈諾克的間諜如何在高地獲得獎勵的

方式。 

 

24. 進一步發生的事情如下所示。 

 
 

HoG V3/229 哈諾克政黨的情況介紹和計劃。高地的新使館。 

漢諾克在漢蘭達統治下的自願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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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十人回到漢諾克，並告訴高級牧師在高地發生的所有千人使命，以及高地的十位統治者對

他們所說的話，一方的高級牧師生氣了。 

 

2. 但是，高級牧師的對手，誰幾年前他們自己有幸品嚐高地人的戰略智慧，歡呼這次嘗試的失

敗;因為他們知道漢諾克被完全背叛了，高地的十人知道高級牧師之間的分歧，他們回憶起諾亞

的使者委員會，並決定遵守這個建議。 

 

3. 他們之間舉行了一次會議，並說道：“它會是什麼？到目前為止，主要的力量還在我們手中！

我們知道千人想在高處實現的秘密原因，誰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想探索高地人的力量和其他條

件更多;然而，公開地，他們希望與高地人結盟反對我們。 

 

4. 他們認為首先他們可以通過這一舉動戰勝我們，其次是削弱同樣的高地人同時一舉打死兩隻

鳥。但是高地上的十隻比那些發霉的上祭司狂熱者更聰明，並且使他們的努力以屠殺結束！ 

 



5. 現在，問題取決於我們！但我們將遵循高地人的建議，只要它仍然可以遵循！即使我們不能

使信使從高處的被石頭砸死，國王在所有的漢諾克上，我們仍然想把這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尊

嚴賦予任何一個十 - 或者就此而言，對某人誰他們想要任命！我們將像現在一樣繼續保持他的

將軍;然而，狂熱者，會在所有的憤怒中劃傷他們自己的臉！ 

 

6. 我們現在必須選擇一個代表團！怎麼會這樣，如果我們這個有相當數量的代表的人來到那裡

並交給高地的十個人，大金鑰匙和漢諾克的千冠，我們幸運地掌握在我們手中？“（從以前的

一千位統治議員那裡得到了一千個冠冕。） 

 

7. 這個提議一般被廣泛接受，一位非常雄辯的大祭司接過了這個任務。來自戰爭參與黨的高級

牧師的一百名代表以前待在家裡跟著一位大祭司到高地去了，並且有一百隻駱駝上有國家的寶

藏符號。 

 

8. 一旦進入高地，整個大篷車就被帶到重型守衛下的十人。 

 

9. 看到這一位大祭司，老憤怒開始激動，其中一人說：“我們終於有了一個鍍金的力量，以便

我們可以冷卻我們對他的舊報復嗎？！” 

 

10. 但是高牧師說：“這不是它應該的樣子！因為對我們正如對你們，還有一位來自舊時代的

調解使者;他給了我們一些建議，我們現在在這裡聽從他的建議！ 

 

11. 信使是不幸的主要由我們霸氣的狂熱者高級牧師派對殺死，在當時你要求他應該成為所有

哈諾克的唯一統治者。 

 

12. 但在當時我們與狂熱派上司祭司分開，召集所有戰鬥部隊，將大軍分裂為與叛教的一半省

戰鬥，並滿足狂熱派牧師用另一半對你發動假裝攻擊，其中過程以我們的災難告終。 

 

13. 但是，通過掌握權力，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個很好的目標，現在已經成為哈諾克的統治者多

年;但實際的高級牧師現在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正暗中招募部隊來攻擊我們。 

 

14. 但是既然我們現在完全負責哈諾克並擁有我們權力的鑰匙和冠冕，我們已根據從高處信使

的忠告接過它們並將它們交付給您！現在由你來任命一位國王為哈諾克，誰將成為唯一的統治

者;但我們想成為他最忠實的僕人！ 

 



15. 這裡有一百名代表在我身邊重申我的陳述的全部真相，在駱駝的背上你會發現千千萬萬的

熟悉的冠冕和漢諾克的金鑰匙;但我們都是站立在我們的生命在這一切的真相。 

 

16. 這裡十開始唱不同調，並再一次呼籲大理事會會議，下一步下面會顯示！ 

 
 

HoG V3/230 簡介高地人。古拉特被任命為哈諾克國王。關於哈諾克依賴高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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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議會由眾多社區領袖組成時，十人討論了其中一人是否應該接管哈諾克，或者是否應該給

予古拉特這樣的任務，保留高地人對哈諾克及其土地的至高無上權。 

 

2. 根據一般性投票決定，首先，高地的十位王子必須始終不可分割地保持在一起;如果他們中的

一個死了，他的長子繼承了他的王冠。在沒有兒子的情況下，十個人中的另一個的長子也可以

拿起王冠，這個王冠已經被沒有一個留下了兒子的高地的十位已故王子中。 

 

3. 其次，漢諾奇應永遠留在古拉特家族;只有當古拉特的後代沒有兒子時，才必須向高地報告至

高無上的地位，然後他們將為哈諾克確定正確的國王。 

 

4. 然而，從此以後，每個國王都將成為高地的支流 - 即使他沒有被同一個選中 - 因為間接地他

是一個前任國王的兒子，因此擁有王權繼承權;對於每一項繼承權，必須在當前的高地決議中尋

求其有效性，就像它是一個新的任命一樣。 

 

5. 對高地至高無上的認識在於，除了黃金之外，漢諾赫王還負責每年將十分之一的其他金屬運

送到高地以及十分之一的綿羊，牛，驢和山羊，並且他首先必須從高地的十位王子那裡獲得所

有重要事業的建議。 

 

6. 為了正確交付預定的十分之一，他必須容忍哈諾克的官員，誰仍然會得到高地的報酬由於忠

誠。 

 

7. 最重要的是，他必須將其視為對高地的最重要的承諾，他將給予所有漢諾奇和附屬國家的人

民，正是相同的憲法，因為它在高地中是常見的，而且總是如此，從而地球上的國家終將達到

理想的友好統一。 



 

8. 為了保持這些有用的規則，高地王子承諾在任何已證實的緊急情況下，對哈諾克的國王提供

切實的支持和建議;這將在任何時候都有效！ 

 

9. 在這個理事會決議之後，古拉特被問到他是否同意了。 

 

10. 古拉特回答說：“我完全贊同所有人和每個人，怎麼應該我不做？！的確，如果你不是剛

剛制定了這些條件，我本可以自己做，並且會請你親切接受！ 

 

11. 在沒有這種支持的情況下，他自己在哈諾克獨立的國王是什麼？我說：一個空洞的名字，

這使得一個人成為全世界的囚犯，正如目前的情況是悲慘的假國王的形象在這個城市中！ 

 

12. 但是，在這樣一個最聰明的監護之下的國王是一個自由，強大的領主，並且堅信他總是表

現得正確，控制和統治國家託付給他的真正的領主！ 

 

13. 根據我的陳述，你有希推斷望我對你的決議非常滿意嗎？！ 

 

14. 我只想在繼承權上添加一件事，那就是國王有一個愚蠢的兒子，或者是懶散，揮霍，或暴

君，或白痴，甚至是白痴，他 - 即這樣一個兒子 - 是沒收了繼承權，應該有第二個兒子，或者

如果他的適用性也是默認的，有人會由你指定任命哈諾克的王冠！ 

 

15. 每個繼承人都應該首先參加你的學校，然後才能接過王冠，這樣你才能批准他的能力。“ 

 

16. 這個古拉特的附件得到了最熱烈的掌聲。因此，古拉特被塗抹並交給了鑰匙和一千個皇冠，

其中每個目前價值一百萬美元的荷蘭盾（1850 年奧地利盾）;但同樣有價值的也是鑰匙。 - 以

下內容將進一步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