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31 簽署“聖契”。古拉特的反對和駁斥。 

高地與哈諾克之間的道德政治關係。古拉特國王離開去哈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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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規定都刻在金色的一行{1 行= 2,195 mm}厚的頁面上，然後也讀給哈諾克的代表。 

 

2. 當他們表示滿意時，他們被要求用他們的名字簽名，但只有他們的短名稱，而不是他們的幾

個長的（這些仍被哈諾克的貴族徒勞地使用）的名字。 

 

3. 這些簽署的文件現在由十人保管，被稱為“神聖契約”。 

 

4. 只有在這一過程之後才能解決制裁問題，並確定了違反這一神聖行為的處罰; - 然而，懲罰是

如此確定的，因為高地必須始終被視為完全無懈可擊，其原因是他們沒有殺死諾亞的使者。 

 

5. 因此，只有漢諾克才能違反並成為值得懲罰的，因為漢諾克人毆打並殺死了諾亞的使者。 

 

6. 古拉特非常秘密地對十個朋友之一說道！只要你活著，高地一定會保持絕對正確的！但是如

果完全不同的頭將接管高地政府，那麼他們將及時踩下你的法律。那麼高地還應該被認為是無

懈可擊的嗎？“ 

 

7. 十位被問到的王子說：“看，我們都知道即使是一個父親也會錯犯他的孩子！但他只會在他

自己的領域犯錯，但不會在他的孩子的範圍內犯錯，而且孩子們從來沒有有權質問他們的父親

並對他說：'父親，你為什麼這樣做，或者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更不用說孩子們有權懲罰犯

錯的父親了！ 

 

8. 而且，看，我們和你們之間現在也存在著父子之間的關係！我們是你們的父親，你們是我們

的孩子所有時代都是如此！這種盛行的關係是公平的，因為它與神同等，也上帝永遠是祂所有

孩子的統治父親;我們都必須忍受這一點，因為上帝已經建立了這個順序從永恆。 

 

9. 此外，十個統治者完全一心一意，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在死亡的情況下，新的王

冠繼承人必須首先完全遵循他的前任的腳步，其次他永遠不能引入一個新的命令，因為他總是

有九個老年人或至少有一個老年人，如果他正在考慮改革，他肯定不會借給新人一個耳朵！ 

 



10. 有了唯一的統治者改革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十個統治者（民主）永遠不會！如果他沒有充

滿神聖的智慧，統治者可以根據他的心血來控制，因此也是犯錯的;但是在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

民主國家，因為總有一個王子以他的智慧和必然的高度正義來控制對方。 

 

11. 因此，數字十是神聖的秩序數，因為祂的所有法律基本上都是十，正如古老的智慧教導我

們的那樣！因此，我們的王子數量已經成為我們完全無謬誤的保證。我們可以像個人一樣犯錯，

但從來不是一般的解決方案！“ 

 

12. 憑藉這個解釋，古拉特必須得到滿足，接管珠寶，並作為十人的確認的哈諾克之王，與一

位大祭司和哈諾克的百名代表。 - 更進一步如下！ 

 
 

HoG V3/232 古拉特在河內的招待會。古拉特哈諾克的良好律法。 

大祭司叛亂黨及其精明的議員的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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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新國王的代表團抵達漢諾克時，他被戰爭英雄黨最隆重地接受，並立即被介紹為漢諾克上

流社會作為國王和唯一統治者。他立刻接受了崇拜，並在舊城堡中佔領了拉麥的老王座，而傀

儡王仍居住在新的金色城堡裡。 

 

2. 他吸引英雄高級牧師用所有軍事力量的到他，然後立即制定了非常實用的新法律 - 當然是為

了世俗的公民身份。 

 

3. 所有偷竊和搶劫的權利都被制止了，那些有奴隸但沒有立即釋放他們的人，是因為第一次侵

權行為受到了嚴厲的金罰和第二次違法行為的終身監禁。 

 

4. 但另一位高級牧師黨對他們所說的那些令人意外的事件呢？ - 在他們自己中間，他們開始對

這種暴行大喊大叫，所有匆忙聚集了由三萬人組成的儲備，並想要攻擊不法行為者。 

 

5. 但是，一位即將被任命為高級牧師的清醒的牧師，走到憤怒的高級神父面前，說道： 

 

6. “聽我說，你是眾神的僕人！在你做一步復仇之前，計算三萬到一百萬之間的關係！如果他

們只是看著我們，我們已經被打敗了！ 



 

7. 不要思想關於復仇這裡，那是不再可能的，但是要么考慮逃避 - 要么考慮友好的和平協議！ 

 

8. 對於掌握權力在他的手，是領主;以及那些他上升的人，沒有其他選擇除了乖乖投降之外的，

或者 - 如果還有時間 - 逃離！但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第一個上面的第一個會更明智;據我所

知，所有的大門都是嚴密保護的很難走出大城牆。 

 

9. 相比之下，與新國王和平相處很容易。我自己也想參與這項業務！古拉特是我最大的知心朋

友;他我仍然會認識我，並且我確信他會聽我說話，會在你的位置重新任命你，那會讓你有一些

好處。 

 

10. 但是如果你反抗他，雖然他已經受到了崇拜並且完全贊同作為唯一的寶座統治者，我們都

將失去生命;我問，那什麼是使用我們的複仇嘗試。 

 

11. 什麼好處它迸發出在憤怒洪流中，如果它淹沒了河岸並摧毀了土地及其果實？那麼它就會

在洶湧澎湃的？！誰會如此愚蠢和憤怒地陷入他自己進入強大的波浪和洪水中，以便停止並懲

罰當前的潮流能夠用他的肌肉力量？！ 

 

12. 看，這裡也一樣！我們怎能抵抗古拉特的強大力量？ - 如果我們要這樣做，我們將使他引

導他所有強大的權力超過我們，我們都會滅亡！ 

 

13. 這是我的建議和我的正當觀點;但你現在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 

 

14. 這些話像冷水淋浴一樣灑在火熱的大祭司身上並大大冷卻下來;而不是開始復仇之戰，他們

召集了一次理事會會議並討論了他們如何可以用盡可能最好的方式向古拉特致敬。 

 

15. 在牧師輔導員面前說：“別擔心，讓我來處理！明天我會去古拉特並與他談判，你可以放

心，他會證實你非常微小的改變在你的尊嚴中！“ 

 

16. 那時，高級牧師很滿意，輔導員去了看國王。 

 
 

HoG V3/233 古拉特國王成功談判與下級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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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特使在牧師下的呈現一些困難古拉特國王面前時，他非常友好地接受並詢問是什麼讓來他

看國王。 

 

2. 而牧師說：“你知道那在漢諾克，由於不利的失敗企圖擊敗高地人，上層祭司已分為兩個敵

對團體，其中一方指定你為國王，而另一方則憤怒地反對你！ 

 

3. 看，這個派對想要調動一支由三萬名訓練有素的戰士組成的部隊，並以極大的苦澀對抗你並

在可能的情況下摧毀你！ 

 

4. 當我聽到被激怒的高級牧師決定時，我自己想：“我的前朋友，現在是所有漢諾克的領主和

國王，確實擁有五十倍大的力量;但這種力量在整個城市上傳播了幾天，因此幾乎不會能夠控制

自己的位置在緊湊部隊中獨立反對三萬名訓練有素的戰士！ 

 

5. 當我這樣計算你的風險時，我自己想：“無論付出多少代價！我都想擔任顧問，友好警告高

級牧師反對這樣危險的事情！” 

 

6. 我做到了這一點，展示了高級祭司們巨大的風險用世界上最具聳人聽聞的顏色，以及他們計

劃中不可避免的失敗， - 看，他們開始冷靜下來，變得更加冷靜在他們復仇的熱情，並在短時

間內通過我與你談判，那我也告訴他們在特定情況下最合適。 

 

7. 現在，我在這裡有三個原因，即，首先，告訴你什麼是決定反對你的，其次作為你和大祭司

之間的談判者，第三是你的老朋友和輔導員！ 

 

8. 因此，我告訴你，你保留了高級牧師作為眾神的僕人，為人民做了一些少適當的改變，因為

他們在弱勢群體中仍然有很強的追隨者;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知道，什麼這些愚蠢的意思是，並且

知道自然是真正的上帝！ 

 

9. 我想你會理解什麼我想說的由這，因為你知道它正如我一樣，只有盲人，普通人必須轉向神，

甚至更好地轉向多個絕對超自然的神，必須害怕他們並心甘情願地服從國王，以避免神的所謂

懲罰。 

 



10. 因此，高級牧師被置於暗示之下，也非常適合維護人民的幻想;因此，不應該輕易放棄它們！ 

 

11. 我們內部人員當然不需要它們，因為我們知道自然的力量和它們的法則，他們永遠都是根

據它們來執行的！ - 這是我的建議;跟著它，你就會成功！“ 

 

12. 皇家高級牧師也聽到了這些談判，他們完全贊同這些建議。 

 

13. 國王說：”兄弟，你是我最親愛的，老朋友，你讓我成了一個大債務人！所以它會根據你

的建議完成！但既然你是一個有洞察力的人，我會指派你實施高級牧師種姓的適當變化，通知

我，然後我會立即加上“讓它完成！”對它來說！“ 

 

14. 輔導員說：”讓我現在回去和高級牧師見面吧！他們會按照我的調子跳舞，我保證用身體

和靈魂;但如果他們應該忠於這樣一部新憲法，他們必須看起來好像是自己做了修正！“ 

 

15. 隨著古拉特的滿意，顧問回家了。 

 
 

HoG V3/234 按照國王的指示，由小祭司對叛逆的大祭司進行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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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諮詢副牧師回到大祭司時，他立刻被一千個問題所困擾;幸運的是，他可以像一個嘎嘎作響

的風車一樣快速地說話。 

 

2. 但沒有人只能理解他所說的一個音節。因此，他被告誡要說清楚。 

 

3. 但他回答說：“給我一些時間！讓我喘不過氣來，不要立刻詢問所有在一次，我將能夠傳達

古拉特國王一方的有利信息！但如果你一下子風暴猛烈地問我所有，然後我被迫盡快回答，這

樣每個提問者都能盡快得到滿足;無論他是否理解答案，都不重要！“ 

 

4. 然後祭司長使牧師平靜下來，非常沉思地問他應該清楚地傳達國王給他們的信息。 

 

5. 只有這樣，輔導員才解決了主要問題並說：“聽我說你們眾神的僕人！ 

 



6. 國王接受了和平的提議，並且根據我的建議，他已經證實你的尊嚴是大祭司！你自然不得不

放棄你的執政職能;因為他是整個偉大帝國的唯一統治者和漢諾克國王，超過所有的因此，這是

由他決定的一個條件。 

 

7. 然後，傀儡王的大祭司也必須成為高級牧師，否則他們，包括傀儡王，將失去所有的尊嚴;因

為國王只確認了高級祭司和牧師的位置。 

 

8. 此外，它是國王的意志和法律，所有的種姓分類必須結束;他獨自任命所有的位置，世俗和精

神。 

 

9. 我們宮殿的金子和財寶，他完全佔有為國家事務;在交換他向每位官員保證他的帝國是一種適

合的報酬，對於精神和世俗。但我們當然不得不咬緊牙關，因為事情再也無法改變！ 

 

10. 他也知道，就像我們是，我們的偶像崇拜是虛無但幻想為人們的！因此，他保留了偶像崇

拜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對人民的幻想，以及他自己通過秘密命令向你進行的事情;但是你

必須成為他意志明確的執行者！ 

 

11. 最後，他將任命一位將領的高級牧師，在誰的領導下，我們都會居住！ - 現在這是他的堅

定意志。你滿意嗎？“ 

 

12. 起初所有的人都對這個宣言完全保持沉默;但是過了一段時間，所有的高級牧師都喊出了一

個共同的詛咒，出於純粹的憤怒，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13. 但是說：“是的，這一切的用途是什麼？我們可以改變它嗎？！如果你希望第一次被刺穿

然後被活活烤，就會發動反抗強者的起義！因為這就是他如何威脅我，對付所有叛亂分子！“ 

 

14. 當大祭司聽到這個時他們投降了，不得不一點一點地寫下條件，好像他們已經自願選擇並

決定了他們一樣。” 

 

15. 當這份文件完成後，副牧師們就把它帶到了國王面前。 

 

16. 接下來的內容如下！ 

 
 



HoG V3/235 新法院議員對古拉特國王的報告和他的滿意。任命下級神父為將軍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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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諮詢副牧師到達古拉特時，他立即問他與高級牧師取得了什麼進展。 

 

2. 這位副牧師笑著說：“我的國王，我的主人和我的朋友！我說：世上最好的！你現在完全是

他們的主！他們所有的財寶都是你的;他們也是如此知道它，在千宮殿裡，每個宮殿里至少儲存

了十萬磅金，兩倍於銀，寶石，還有許多其他無價之寶和貴重物品，武器和物品。 - 我問你是

不是對此感到高興嗎？“ 

 

3. 古拉特說：”如果問題就是這樣，如果你用你的口才把它帶來了，你現在已經是我的首席議

員了！但繼續說話，然後公然告訴我，你們與所有高級牧師所取得的成就！“ 

 

4. 而副牧師說：”我的國王，我的主人和我的朋友！在這裡無功，真可惜拉緊我的舌頭徒勞！ 

 

5. 看，在這裡，我有所有的高級牧師都以書面形式進行了黃金談判，並簽字;這當然多於我自己

的舌頭！拿這個非常重要的文件，閱讀它，你會發現我以你的名和你的高級牧師一起討論的所

有事情！ - 我的意思是你會發現其中有足夠的理由對我感到滿意！“ 

 

6. 在這裡，副牧師向古拉特遞交了文件，並在所有英雄高級祭司面前大聲朗讀。 

 

7. 他們高興地拍了拍手，為了瞭如此華麗的勝利而笑了起來，為此對敵人做的歡呼，而這就是

這位狡猾的牧師的唯一智慧。 

 

8. 但是古拉特問談判者說：“但朋友，你之前告訴過我，高級牧師有必要製定他們的條件，當

然，與保留皇家禁令權，如果條件不適合國王的計劃;但從這份文件中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那事實上只有你已經指示了，而且高級牧師被迫接受你設定的條件！我們現在當然擁有頭銜在

我們手中;但是高級牧師的實際滿意度？“ 

 

9. 而副牧師說：“是的， - 如果你想看看高級牧師的實際滿意度，那麼你也可以辭去你的王國

並讓你所有的朋友在這裡被謀殺，只有這樣你才能滿足高級牧師，但不是通過其他任何東西！ 

 



10. 朋友，勝利者可能永遠不會問被擊敗的人：'你對我的勝過你感到滿意嗎？'因為被擊敗的人

永遠不會滿意對勝過他的！所以，勝利者必須立即指示並說：'這就是它的方式，這就是我想要

的方式！'但對於被征服者來說，“請”應該留下來！“ 

 

11. 在這次演講之後，各方都給予了熱烈的掌聲，並且古拉特立即將這位牧師提升為總牧師和

他的第一位主要，法庭和秘密顧問。 

 
 

HoG V3/236 將軍大祭司和大祭司。失敗突襲對叛軍， 

他們淪為下級牧師。任命下級祭司為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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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立即為這位副牧師製作了一位將領的高級祭司禮服，並為他提供了皇室權力任命，由他

自己寫在金盤子上，然後由所有以前都是高級牧師的英雄簽名。 

 

2. 有了這份文件並穿著將領的高級牧師的衣服，牧師就回到了高級牧師那裡。 

 

3. 當他們看到他如此非常榮幸時，他們激怒並大聲喊道：“那就是這樣？！你是一個流氓我們

中間的嗎？！無論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如何， - 對於這種憤怒，你將受到我們的高級祭司的

懲罰用死！ - 你，仍然對我們忠實的牧師，逮捕這頭野獸，把他和將領的衣服一起扔進深淵，

在那里活著的火焰燃燒！“ 

 

4. 在這次召喚下，將軍用一種專橫的聲音喊道：”停！回來，你魔鬼！這個調用和這個判斷是

仍然缺失對你的完全毀滅！ 

 

5. 看，這是國王的頭銜和你們所有敵人和毀滅者的簽名！根據這份文件，我就像我一樣：一個

完全授權的將軍超過你們所有人！ 

 

6. 在這裡，在我的衣服下面是國王的劍，作為一個標誌，國王也把你悲慘的生命在地獄放在我

的手中，正如文件所示！ - 你，魔鬼，了解我嗎？！ 

 

7. 但外面有四千名裝甲戰士！我的一個標誌， - 你們都會在這個大廳內被肢解的片刻，在這個

大廳裡你曾經有過如此多的可憎之處，而且還有更多製造了最地獄的計劃！ 



 

8. 作為牧師，我不得不長時間地看著你惡魔般的惡作劇;但是時間過去了，現在你們已經玩完了

你的撒旦捲軸和床單！從現在開始，它將會有所不同！“ 

 

9. 在這裡，將軍突然拔出劍並給出了一個標誌，在這個時刻，來自四面八方的裝甲戰士用閃亮

的，強大的劍和長矛入侵了大廳。 

 

10. 將軍用一種嘲弄的語氣問這位震驚的大祭司：“好吧，你現在忠實的魔鬼在哪裡，這樣他

們就可以把我囚禁起來，把我拖進活火裡去了？！ 

 

11. 我現在問你：難道你不想報復你們中間的流氓嗎？你這樣做的慾望已經消失了嗎？ - 你猶

豫了嗎？ “我不在這裡嗎？！” 

 

12. 但是高級牧師同時發怒並同時害怕;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失敗了。 

 

13. 然後將軍說：“當然，如果你不是那麼糟糕，我會讓你被砍死;但你對高貴的劍太邪惡了！ 

- 但我會逆轉你，讓你成為付牧師和忠誠的付牧師！所以它將會完成！“ 

 

14. 這裡的高級牧師開始嚎叫;付牧師們歡呼並加冕將軍。高級牧師不得不與下司交換衣服並立

即搬進家中。這個場景已經結束了。 

 
 

HoG V3/237 將軍大祭司在大王城堡中。大祭司的血腥服從和嘲笑王的下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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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行動之後，將軍和一些戰士立刻去了傀儡國王的城堡，在那裡也是“無所不知”的大

祭司，但在這個階段不知道，和他們的神王一起，什麼發生在他們身上。 

 

2. 將軍到達那里後，他立即要求被國王錄取。 

 

3. 但是大祭司反對將軍的這個要求;因為他們，包括國王，對於漢諾赫市過去幾天所發生的變化

一無所知。 

 



4. 但是將軍對他們大聲喊道：“如果你不讓我在這種情況下拜訪國王，你將被這些戰士砍成小

塊！” 

 

5. 守護國王的大祭司聽到這樣的話來自將軍的威脅，他們變得憤怒，從衣服下面掏出隱藏的匕

首，大聲喊道：“向國王神性的惡人報仇！”在這個電話中，他們想要憤怒地攻擊將軍。 

 

6. 將軍撤退並指示裝甲的劍士將大祭司砍成碎片。 

 

7. 劍人們立刻砍下了一小群高級牧師，撕裂三人從頭到腳，七人重重受傷。 

 

8. 當剩餘大祭司三十看到了將軍在做什麼，他們下跌跪地求饒：“ 

 

9. 和將軍叫回來的戰士和對懇求說：“首先，給立刻放棄你的武器，然後為我打開大門我可到

國王面前！對你會進一步發生什麼，你會在國王的房間裡知道！ 

 

10. 在這個非常尖銳的指示下，懇求的大祭司立刻扔掉他們的匕首並打開大廳，國王穿著金色

長袍正忙著爬上台階坐在寶座上，以接待訪問並向他們詢問他們的擔憂。 

 

11. 將軍走到王位的台階上時，驚訝的國王問他這樣的感覺：“男人，你這個凡人的動物，你

想要我這麼厚顏無恥，你的大而強大的上帝，你永恆的領主，誰的寶座是金色從永恆的？你想

要我的憐憫或懲罰？“ 

 

12. 將軍用諷刺的聲音說：“神啊，主和國王！看，我要的不多不少，我只想要你現在放棄你

的永恆和神性，應該成為像我們這樣的資產階級人類動物！關於這座城堡和這個永恆的金色寶

座，它已經屬於別人了！所以只需要下來一點！在這裡，你將與相當普通的資產階級服裝交換

你的金色禮服，然後你就可以帶著所有的分支機構離開，以獲得一些新鮮空氣！“ 

 

13. 神憤怒地說：“離開，離開，否則我會從天而降雨！” 

 

14. 將軍笑著說：“哦，哦， - 請不要這樣做！因為你也可以讓大海燃燒，然後也是地球;這將

是永遠的遺憾！看哪，你是小神，你可能帶來的可怕的事情！因此，只要心甘情願地下來，否

則我將你被一些壞精神攜帶！“ 

 



15. 在這裡，國王踩踏了他的腳，寶座後面的一些隱藏的自然魔術師製造了一些煙，並將燃燒

的煤投入空中。 

 

16. 但是將軍只是笑了起來，並命令將這個壞小的神從寶座上帶走。這種情況立刻發生了，糟

糕的煙火工人用火鍋很靈活地逃走了。 

 

17. 這種落下寶座很快就成了這座城市的大笑話。 

 
 

HoG V3/238 將軍對 30 位大祭司的訊問和他們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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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國王以這種方式照顧並穿著資產階級的衣服時，將軍轉向三十位大祭司說： 

 

2. “看哪，你的神已經照顧你的國王已經加冕了公民冠，更適合他比這個虛假和欺騙冠好得多，

在他認為是很多，但實際上虛無什麼！ 

 

3. 現在我們需要照顧你，你這些不道德的老人騙子！它會是什麼？ - 我會問你一個問題;它的答

復將證明你可以期待什麼！然後聽我的話！ 

 

4. 這就是問題：你是故意還是不知不覺地欺騙了人民，以及你們創造了什麼樣的國王？你是否

相信這種弱者在各方面都是人類的神， - 什麼你使人民相信和這位國王？你自己是否認真地相

信一個或多個神？或者你從來沒有相信過這樣的東西，只是把它當作一個古老的神話從金卡瑞

的書中 - 反對你自己的信仰！ - 重新改造和毀容它並使用它羞辱欺騙人民？ 

 

5. 非常認真地回答我這個問題！每次猶豫不決和任何故意不情願都會受到這把劍的懲罰！從而

在你的生命中第一次開始，用嘴公開承認真相！讓它完成！“ 

 

6. 這個問題使得三十個出現在所有顏色中;並且由於任何猶豫都會被處死，他們中的一個立即開

始說話並說： 

 

7. ”強大的領主將軍！作為一名前牧師，你和我們一樣都知道，誰我們的主人是！難道我們沒

有被武力強迫接受所有這些幻想嗎？！我們的良心在這裡有用嗎？！ 



 

8. 胃的壓力比心臟的壓力更敏感！有了最悲慘的良心，人們仍然可以生活;但不是空腹！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也放鬆了心臟，這樣我們才能為胃得到一些東西！你作為一個牧師不得不這樣做，

因為每天充滿胃 - 就像我們一樣 - 是不可忽視的！ 

 

9. 你已經知道了很長一段時間，就像我們一樣，我們的神話中有多少真理！你知道這個教義是

最徹底和最可恥的欺騙人民！為什麼不是你作為一個真正的慈善家去找高級牧師並質疑他們公

然的不公正？ 

 

10. 看，即使你必須消除你的良心，所以首先你的皮膚沒有受到傷害，其次你的胃沒有感覺到

空虛的壓力！我和我們之間經常談論自己：“人們被我們欺騙是多麼可恥！”但有什麼用？我

們能改變它嗎？！ 

 

11. 但是，如果你現在已經成功，打破了大祭司的權力，並提升你自己成為領主，那麼請記住

我們也是人類，而我們所做的就是被迫做的！“ 

 

12. 將軍對這個答案感到滿意，並說：“好吧，你說的是實話;因此我會饒你！我已經讓大牧師

成為下級牧師並下級牧師成為大牧師通過新國王古拉特所給我擁有的權力，而且作為總牧師，

我現在也將你降級為第一等級的牧師！就這樣吧！“ 

 

13. 因此，期待死亡的大祭司感到滿意，並立即帶著行李和行李運送到的下牧師。 

 
 

HoG V3/239 進一步談判將軍與下寶座的嘲諷國王，並演練了他愚蠢的皇家演說。 

強行拆除前國王，並投降城堡給古拉特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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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牧師以這種方式得到照顧時，將軍再次轉向傀儡王並對他說： 

 

2. “現在，在這些簡單的衣服中，你是一個公民，因此這是第一次在你生命中真實的東西;因為

作為國王，你是虛無但一個最可恥的被欺騙的人，一個在牧師手中的閒置假工具，甚至沒有權

利被允許外出新鮮空氣！ 

 



3. 但是既然你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自由的哈諾克公民，這取決於你，你想要擁有

你的自己的房子，無論是在這個城市的城牆內，還是在十個郊區的一日遊之旅！或者你想在郊

區擁有一個帶花園和田野的房子嗎？在這方面解釋你自己為我們！” 

 

4. 傀儡王仍然非常生氣地說：“什麼權利你肇事者對我聖潔的有問我這樣的問題？！天地不屬

於我 - 我應該選擇一個看起來破舊的公民住宅嗎？！我，對誰，即使是這座金色的宮殿也是一

個最聲名狼借的住所？！ 

 

5. 我，天地的創造者，誰住在太陽的寺廟里從永生，應該住在我的地球上，在一個普通的公民

小屋裡？！不，不！神永遠不會做！他會完全離開你，回到他永恆的太陽城堡，並從那裡發起

一個大判斷反對你，你是地獄的惡人;只有這樣你才會認識到第一個欺騙更好比起第二個！ 

 

6. 因此，我不接受任何公民居住，以及任何其他房屋，既不在城內外，也不在城以外的任何地

方，但我會永遠離開你，留給你最無情的判斷！ 

 

7. 你認為如果你需要一把鐵劍來實施你的計劃，一個神也所以需要武器來執行他的計劃？ - 不！

只是一個暗示 - 天空已不復存在，地球不再存在！“ 

 

8. 現在，神王完成了他辛苦學習的演講;因為這些和其他類似的演講可以在金卡瑞的書中找到，

我們的神研究了其中的幾個，並且在某些場合使用它們，因為神必須比任何其他人說得更聰明。 

 

9. 雖然這次演講是他心中所知的最好的演講之一，但這次並沒有幫助他。 

 

10. 首先，將軍只是嘲笑神聖的演說者並且說：“你不應該這麼邪惡;因為如果你是如此堅定並

且不想跟隨我，我將被迫讓你在你裸露的臀部上被毆打非常痛苦！因此，請心甘情願地跟隨我;

看哪，否則就不會不同，像現在它是！“ 

 

11. 其次，將軍命令戰士抓住全能的神，如果他不想心甘情願把他帶走。 

 

12. 但神王極其反抗離開宮殿。但它沒有多大幫助。 

 

13. 三名戰士抓住他，將他帶到公開場合，與高級牧師一同參加。 

 



14. 但是，當他繼續憤怒和詛咒時，將軍在所有嚴肅讓他被毆打在裸露光禿禿的臀部上，而這

個補丁對神王有一種舒緩的作用，後者又讓自己屈服於自己的命運。 

 

15. 三天將軍將金色的城堡清掃乾淨，然後去了古拉特並遞給他城堡的鑰匙，並告訴他所有一

切他為他所做的。 - 那古拉特對此非常滿意，很難被提及。 

 
 

HoG V3/240 由古拉特國王對新的牧師機構進行檢查。他與神父會面。 

前大祭司的挑釁，但善良和警告性的講話。大祭司的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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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古拉特決定有一天調查將軍實施的所有祭司安排。第七天確定了。 

 

2. 隨著這一天臨近，古拉特召集了所有法庭成員，並在將軍陪同下前往祭司住所的巨大城堡，

這些住宅擁有如此多的房間，可以舒適地容納五十萬人。 

 

3. 當古拉特進入這個對他熟悉的偉大城堡時，他曾經作為前同志現在的新高級牧師，獲得了最

大的榮譽，並且得到了無比的祝賀;但是當他來到付牧師之下時，沒有人動過，每個人都把臉轉

離他。 

 

4. 古拉特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對付牧師的頑固和挑釁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麼他們以這

種方式遇見他，因為他們知道他是所有哈諾克以及整個偉大帝國的唯一統治者。 

 

5. 付牧師說：“我們不承認你是我們的統治者，而是反對我們的合法性和所有眾神決定至高無

上的反抗者！我們必須服從你，因為你抓住了所有的權力，但我們從來沒有永遠可以尊重你 - 

甚至更少膏抹和冠冕！ 

 

6. 我們會做你要命令我們去做的事 - 但我們的面孔將永遠遠離你，我們的心永遠充滿蔑視反對

你！ 

 

7. 但正如我們將行動反對你，以同樣的方式，老主神和新神，除了祂外在影響的力量之外別無

其他，將反對你行動！ 

 



8. 我們按照祂自己的順序統治人民，我們把金子從他們手中奪走了，這對他們的內心生命來說

是一種主要的毒藥，那謙卑傲慢用奴隸鍊和癱瘓舌頭。但我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我們保留了

我們自己的黃色毒藥！它讓我們中毒，使我們蒙蔽，我們永遠不會看透我們敵人的計劃;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這裡作為老上帝永恆利益的可憐守護者而萎靡不振！ 

 

9. 但這對我們是正確的，我們很高興上帝如此慷慨地折磨我們，並且我們可以認識到上帝已經

折磨我們;但是你完全疏遠了自己從我們以及從上帝，你永遠不會找到與祂重新聯繫的東西！ 

 

10. 這不是失去我們權力的問題，然而，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被中途殺死，當我們再次將人們帶

回舊秩序時！ 

 

11. 但現在它已經發生了！你現在已經殺死了人民的所有精神;沒有任何東西生活在他們除了自

然力量那你認為唯一的上帝之外！ 

 

12. 因此，器皿已經滿了，其中曾經該隱收到消息而法拉克預言，上帝的判斷已經在我們的脖

子上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給你詛咒而不是祝福！ - 這是我們對你的最後一句話！“ 

 

13. 古拉特不喜歡接待;他生氣了，所有的牧師都被鞭打了，讓他們搬到廣闊的海邊，然後任命

了完全不同的牧師，他們忠於他。 

 

14. 通過這次探險，我的每一絲痕跡，唯一真正的上帝，都被消滅了，完全愚蠢和最黑暗的異

教徒開始了。 

 

15. 至少這些老牧師自己也認識我;但現在再也沒有人認識我了。因為英雄的高級牧師仍然是新

手，並且還沒有開始進入古人的智慧，對我一無所知！ 

 

16. 但更進一步，以下將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