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41 大祭司的精神政治及其在祭司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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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次遠征之後和新牧師的任命之後，古拉特召集了一次祭司會議，在那裡應該決定新的宗

教教義應該如何樣子。 

 

2. 當國王城堡裡的議會開始時，將軍大祭司立刻起身說道：“我的國王和我的主人，讓我在這

個重要的事情上發言，只有你的和我們的共同福利取決於你！因為如果我們是笨拙地把這個教

導放在一邊，不給它最偉大的盛況和輝煌，它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樣！ 

 

3. 為這原因，人們所知道的眾神必須得到維護，而且仍然很多被加，但是在不同的那我們陰險

的地方建造它們的重要區別在於，它們具有非常神秘的外觀，並且在同一個展示中可以展現出

最大尺寸的神性;因為所有巨大的東西都給觀察者帶來了強烈的印象和動搖他們的靈魂。 

 

4. 對於每一個神，我們還必須指定祭司誰必須熟悉與精神的政治各方面的，必須能夠讓他們的

神通過自然魔法來產生相應的奇蹟。這樣的牧師畝在機械和化學方面接受教育，聰明的他能創

造奇蹟，他就會越好！ 

 

5. 因為它應該是遠離我們報酬那些祭司從財政部門;但每個人都會被告知：'看哪，這座寺廟是一

座金礦！你將被安置在礦工那裡;如果你想吃，你必須知道如何開採！'，我們可以提前確定，在

幾年之內，我們的王國將會從各種可能的最神奇的奇蹟中迸發出來，人們會知道是什麼擊中了

他們出於純粹的奉獻和順從！ 

 

6. 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確保一個寺廟的每一個神父都必須對這個特殊的神靈表現出最大的

沉默，他通過死亡懲罰必須始終禮貌對人民的每一個人，這一點必須是困難的跟他說;如果他與

某人說話，他必須盡可能地說不可理解，因為普通人能理解的，他不認為是神聖的！ 

 

7. 但是每個寺廟都必須僱用一位多才多藝的演講者，誰要正確地理解它，讚美神殿的神蹟和神

性對人民;然而，訓練這些牧師和演講者的學校只能位於哈諾克市！ 

 

8.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建議得到實施，我們就這樣提供為所有時間，甚至不需要對人民強加

徵收直接稅;因為寺廟擁有眾神和祭司的無論如何都會從人們那裡獲得寶藏以最無辜的方式在世



界，而政府的外表就好像它是鴿子和羔羊的政府一樣。但世界想被欺騙，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

事實;因此讓它被欺騙！ 

 

9. 但現在另一個問題！你，國王，應該認識到高地人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 我不能同意這一點，

這應該是好的！我說，我們站在地面上，因此應該站的更堅定為什麼在地上比高地人！ 

 

10. 你知道嗎，國王，我們將在那裡做什麼？ - 看，我們將帶走樓梯，然後高地人應該看看他

們如何能夠降落到我們身上，這意味著我們將刮去所有可能接近高地的數達到 100 人的高地，

高地人可以長他們自己的翅膀如果他們想要來到我們這裡！ 

 

11. 為暫時我將不再說什麼了，剩下的就把剩下的留給你了，噢國王！“ 

 

12. 國王和其他所有人對這個建議非常高興，然後這個決議也被最快地付諸實踐了。下一步所

有的建築師，雕塑家和礦工都被召集了。 

 
 

HoG V3/242 隔離高地人由割掉山坡。原始民族的能量。建造新的異教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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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工們帶走了兩十萬人，每人都配備了完成任務所需的工具。 

 

2. 工程師檢查了高地的可能接入點，並確定了大約 50 個，在極端情況下可以從上方通過。如

果有人想從底部上升，他可以到達山溝的底部，但是不可能越過它高聳的高度。然而，高地人

可以通過繩梯爬下牆壁並從那裡到達平原。 

 

3. 在高處，確實有超過五十個圍牆通行;但峽谷和溝壑相互進一步向下，二十個峽谷和溝壑只形

成一個主溝。如果這已經無法通行，那麼所有其他更高的峽谷也無法接近。 

 

4. 五十個接入點在三個月的垂直挖掘過程中達到了 200 個人的高度，寬度在四十到一百英尋之

間。因此，現在高地居民幾乎不可能到達漢諾克平原;因此，這項工作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效完

成，目前（Lorber！1844 年）需要幾年時間。 

 



5. 這些原住民一般都有這樣的特點，他們非常詳細地預先計算了任何工作，但後來又投入了大

量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以至於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 

 

6. 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否長期在項目上使用一些工人，或者我們是否在同一個項目上短時

間內使用了許多工人，成本是一樣的;然而，後者，我們正在獲得時間因此，從完成的項目的早

期有用性中獲益 - 這是一個主要的優勢！“ 

 

7. 世俗的說法和推測他們是對的;誰會思考這個規則在精神上，也會比追隨芳香遲緩的道路。 

 

8. 這樣 200 萬工人被訂購了寺廟的建設，並在一年，一千設備齊全的寺廟外屋到處建造。 

 

9. 但對於神佛是如何分佈式和奇蹟表演施工，將提供一些草圖！ 

 
 

HoG V3/243 描述了一些新的偶像廟。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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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些關於寺廟中錫神的奇妙表現的草圖： 

 

2. 在一個深山峽谷中，那裡一條野山流在突然下降在高崖上肆虐並霧化，在一個相當寬敞的岩

石盆地中，建造了一個大型的半圓形寺廟。 

 

3. 前牆是直的，後面是一個半圓柱形建築，相關祭司的住宅樓與之相連。 

 

4. 在這個寺廟的前牆頂部是兩個大圓形的圓形窗口，類似於牛的眼睛。 

 

5. 一些深處，但只是在兩個上部窗戶之間的中間，兩個透鏡狀的窗戶，但彼此緊挨著建造;但是

它們的透鏡形狀相對於與牛眼相對應的頂部兩個窗口之間的水平線垂直。 

 

6. 最後，在底部安裝了一個四英尺寬，一個半英尋高的大門，由三根黑色柱子支撐，這些黑色

柱子從遠處看起來像牛的鼻子。 

 



7. 因為整個前牆因此被塗在上下窗戶和門口周圍，外觀為牛頭，並且在眼睛窗口上方的牆壁頂

部有兩個類似於兩個角的刺，在兩側有兩個角。與眼窗平行的前牆上連著兩個大的錫耳，不斷

從管子裡冒出濃濃的煙霧，這樣前面就有一頭牛頭的巨大外觀。 

 

8. 寺廟的內部被漆成深紅色，在寺廟的背景中，在一個巨大的大壁龕中，豎立了一個由銅板製

成的巨型牛。它的圓形是如此之寬，以至於人們可以通過梯子方便地進入牛的大肚子，並從那

裡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幻想。 

 

9. 但幻想包括以下內容：在朝聖參觀這座神奇的神廟和偶像時，巨大的大腦頭通過內部槓桿不

斷上下移動。然後在腹部內部安裝了一個強烈的波紋管。通過煙霧，很少有火焰被驅趕到牛的

嘴裡，之後它開始在巨大的牛群中猛烈地打開雷聲。 

 

10. 當可怕的雷聲結束時，只有那個坐在牛腹裡的發言者，拿著一個又大又小的嘴巴，向顫抖

的人說了幾句不連貫的話。 

 

11. 於是牛平靜下來，大祭司通過後門出現，點燃了一些產生煙霧的物質，並確定了為人民提

供的祭品和下一個犧牲時間。 

 

12. 誰有牛，不得不在這裡犧牲，否則牛很快就會生病並死亡，這當然是由這座寺廟的服務精

神造成的。 

 

13. 更多草圖如下！ 

 
 

HoG V3/244 太陽神廟及其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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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烈的一天旅程從哈諾克到中午在一個完全禿頂的岩石山上是最可疑的寺廟之一建造在它太

陽受到崇拜。 

 

2. 但為什麼這座寺廟如此可疑？ - 其詳細說明將清楚地說明原因！ 

 



3. 寺廟是完美的圓形。寺廟的一半是堅固的牆;但是另一半是開放的，由六根柱子組成，支撐著

圓錐形屋頂。 

 

4. 對於指向傍晚的固定牆壁，祭司住宅建築非常牢固連著，可容納一百名牧師;生活區與寺廟的

高度相同，寺廟的高度為十 f，直徑也很大。 

 

5. 正好在寺廟的實心牆的中間，一個由兩個直徑的 f，安裝了最光滑的拋光凹面鏡，由厚金板

製成，通過一個複雜的機制可以通過所有程度的半圓形來回上下。 

 

6. 正好十 f 焦距朝著傍晚，在六列之間，建造了圓形祭壇，高五英尺，直徑四英尺。 

 

7. 從祭司的公寓出發，一條地下通道正好在中央祭壇的正下方，當然這意味著五座祭壇的中間

祭壇位於六根柱子之間。 

 

8. 這個祭壇是空心的。在它下面安裝了一個起重機;它抬起一塊石盤，完全裝在祭壇的內部。 

 

9. 現在，如果祭司的牧師想要穿著他的金色衣服出現在被人們包圍的寺廟中，他就站在石盤上，

被機器向上捲起，自然地用他的頭抬起祭壇的金色蓋子。這種方式像變幻在祭壇上與金色錘子

在他的手上。 

 

10. 如果那時人們越來越近，並說服自己，祭壇是由堅固的岩石製成，沒有自然人可以穿透，

他被視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於是牧師再次覆蓋了祭壇，嘀咕了一些難以理解的話，然後在

祭壇的蓋子上敲了三次，立刻再次抬起蓋子，第二個牧師，提供煙霧工作的，出現了。 

 

11. 該操作連續重複三次。然後中央的祭壇被關閉了，其他四個祭壇被遮蓋了，四個祭司祭司

也把他們的煙霧也放在了白色的石板上。 

 

12. 現在，當放置煙霧工作時，祭司們開始崇拜具有太陽形狀的凹面鏡。但是大祭司用錘子敲

擊另一個圓盤，並立即顯示隱藏的凹面鏡，並由熟練的操作員旋轉內部機構。 

 

13. 現在，強大的焦點直接指向四個犧牲祭壇中的一個，並在一瞬間消耗了高度易燃的香。 

 



14. 一旦所有四個祭壇都消耗了香，一位發言者踩到中央祭壇上，向人們發表了可怕的講話，

並表明太陽完全掌控著這座聖殿。這就是為什麼人們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犧牲，如果他們想度過

美好的一天和美好的一年。 

 

15. 更多我不需要說這個撒旦的工作;因為每個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種欺騙對那些

被困在黑暗中的人有什麼影響。 

 

16. 接下來更多這樣的！ 

 
 

HoG V3/245 風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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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漢諾克以東，在三天的旅程中，是一個溫和的山脈。 

 

2. 這個山脈的最高部分由四個同樣高的山丘組成，這些山丘都是相當規則的錐形;但是這四座山

並沒有站成一排，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使尖端形成了略微偏移的四邊形的角落。 

 

3. 在這四座山丘之間相當顯著的高原上，是不顯著的湖泊周長約為 3 小時。這個湖有四個非常

強大的外流，當然位於四個山丘之間的四個山谷中。 

 

4. 在這些山丘的每一座山上建造了一座開放的柱子寺廟;稍微低一點 - 幾乎在湖邊 - 是祭司的住

宅樓，但沒有任何可見的門，因為從山的另一側挖了一條隧道，這是通往建築物的唯一通道;以

同樣的方式，從每個住宅建築物引導到山頂上的每個寺廟的地下通道。 

 

5. 在每個寺廟的中心建造了一個強大的支柱。在柱子的四個牆壁中的每一個牆壁上都有一個笨

拙的空心金屬頭笨拙地工作。這些頭中的每一個都像一個人一個張開的嘴在吹一塊煤或其他東

西;當然，嘴巴開口的直徑約為兩雙謝。 

 

6. 從碼頭出來，一個直徑為兩隻鞋子的地下管子形成了一個人工製造的，完全隱藏的洞穴，大

約有兩百英尺從寺廟下來。在這個洞穴中，像現代祈禱室一樣大，是一個安裝在水輪上的水力

強風扇，並且能夠通過所述管子每秒將一萬立方英尺的空氣吹入其中一個太陽穴。自然地，每

個寺廟都有自己的風扇在山谷峽谷中建造。 



 

7. 一年四次，在這個奇妙的地方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祭祀盛宴，當然，這場盛宴是獻給四風的。

對於這四個風，任何人都必須從他擁有的一切中大量犧牲，否則他就會暴露在相當可怕的暴風

雨中。在特定的祭祀節日，這個地方擠滿了成千上萬的朝聖者，他們都滿載著各種各樣的優惠。 

 

8. 當寺廟被數字包圍時，突然間，祭司們從其中一個柱子中通過一個隱藏的門出現，這個門是

人工建造的。祭司們給秘密球迷所在區域留了一面旗幟，很快機械師就把球迷帶到了最大的位

置，從柱子上的四個巨大的頭部的開口開始吹得如此有力，在二十 f 的距離，氣流仍然如此強

大，以至於它揮舞著颶風的威力。 

 

9. 通過這種方式，人們現在認識到風的主人，有時必須為他們提供巨大的犧牲，如果他們想贏

得他們的青睞，但仍然永遠不能完全依賴他們的忠誠;因為風的領主必須非常靈活！ 

 

10. 同樣的氣流也可以通過其他管子引導到湖面，由此使湖面顯著膨脹，特別是在管子連接湖

水的區域。 

 

11. 這種巨大的幻想對愚蠢的人的影響很容易想像！ 

 

12. 更多的草圖將遵循！ 

 
 

HoG V3/246 水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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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樣山區，位於哈諾克東北部的兩天旅程中，為水神建造了一座寺廟。但是如何 - 以下簡

要草圖將顯示！ 

 

2. 在這個被四周陡峭的山脈環繞的地區，有一個非常大的湖泊，周長為 30 英里或 60 個小時旅

程。 

 

3. 然而，在湖的中間，是一個表面積至少為四平方英里的島嶼，充滿了懸崖和其他小而陡峭，

噴泉豐富的山脈，島上更平坦的部分相當灌溉得很好，因此非常肥沃。 

 



4. 這個島嶼被水神選中，他們在其中心建造了一座非常迷人的城堡，周圍環繞著寬闊的護城河，

從一百個人工噴水噴泉中取水。 

 

5. 在這座四角形城堡的中間，建造了一座宏偉的開放式寺廟，其中有一個巨大的外殼，用石頭

雕刻而成，是一條巨大的水龍，然而，它不是用石頭做成的，而是用巧妙的手工製作的。銅合

金與金混合。 

 

6. 在龍的背面騎著一個巨大的人形，由相同的材料製成，由一個內部的，非常簡單的機制驅動，

不斷地來迴轉動頭部，並不時抬起它的右手。 

 

7. 正如這個人物舉手一樣，一股強大的水射流從安裝在寺廟圓形屋頂頂部的管子中向大約十二

f 射入空中，這對於愚蠢的人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景象。 

 

8. 這裡還建有許多其他水藝術品，整個島上到處都是各種噴水噴泉;詳細描述它們需要整本書。

那麼讓我們繼續討論主要問題！ 

 

9. 每年有十二個節日獻給水神。無論誰想在漢諾赫王國的任何地方挖一口井，都不得不犧牲水

神。每當有人自己洗漱時，他不得不想起水神並且每隔七天留出一小奉獻。誰洗澡已經帶來了

實質性的報價，不得不把它交給任何已建立的水神護衛隊，否則他可以指望任何有關水的運氣！ 

 

10. 因此，洗者，船夫和漁民以及各種使用水的人不得不經常犧牲水神，或者他們可能會遇到

無法預料的災難，他們通常會被駐紮在水域附近的水主人帶來。 

 

11. 所以來自哈諾克王國的所有人都願意為這種犧牲做出貢獻 -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 - 每年在島

上舉行十二個節日。在這樣的節日期間，湖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水上工藝品;朝聖者在湖上來回

航行。 

 

12. 在島上還有很多旅館，客人們盡可能地被擠奶和欺騙;而這個湖泊的祭司漁民和船員收入也

很豐厚。雖然每個人都被免費運送到島上，但他必須為回程旅行支付更多費用。 

 

13. 我的意思是，沒有必要更多地了解這種暴行！因此，我們希望繼續進行更值得稱讚的活動！ 

 
 

HoG V3/247 火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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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脈之間的另一個區域，那裡有許多豐富的石腦油噴泉，還建造了一座大型寺廟。 

 

2. 寺廟完全沒有窗戶，因此完全關閉，人們只能穿過一條地下蜿蜒的通道，最後有一個螺旋樓

梯。 

 

3. 寺廟非常寬敞，在它的畫廊和它的水平空間可以舒適地容納大約兩萬人，沒有引起任何擁擠。 

 

4. 由許多圓形圓頂組成的屋頂由許多巨大的支柱支撐，並且在每個圓頂中是傾斜的開口，以允

許在寺廟中產生的蒸汽逸出。 

 

5. 在一個等長的卵形框架上的細長利基狀背景中，豎立了一個極其龐大的裸體男子雕像。這尊

雕像坐落在一個巨大的石塊上，立方體有四個 f，因此表面積為十六平方英尺，體積為六十四

立方英尺。然而，這尊雕像僅由銅板製成，因此是空心的，可以在其內部空間容納約五百人，

他們在節日上演出各種各樣的眼鏡，每年只發生兩次。 

 

6. 在雕像的巨大腳手架周圍，在三個 fathoms 的距離，即形成一個卵形圓圈，高達兩百英尺深，

兩個直徑為圓形的圓形鞋子，在其下面鋪設了一個豐富的石腦油噴泉。 

 

7. 祭壇是銅圓柱，頂部裝滿了壓碎的浮石。現在，根據吸引定律，油通過整個氣缸中的浮石孔

向上流動，人們只能在祭壇的油性表面上輕輕擦拭，並立即用非常白的火焰燃燒，等於所謂的

孟加拉光。 

 

8. 這些燃燒的祭壇照亮了寺廟的內部，使其比日光更加明亮。這些祭壇不斷晝夜燃燒，永不熄

滅。 

 

9. 但是在碼頭和整個畫廊中仍然安裝了很多銅管。只要管子有一個開口，人們只需要一個小燈，

然後地球上非常飄渺的油開始燃燒。 

 

10. 每當有一個節日指定給這個“火神”及其僕人時，成千上萬的朝聖者來自各地，並為這個

偶像帶來了許多豐富的祭品。 

 



11. 這個偶像的祭司製作了各種各樣的火眼鏡;一個煙花在大小，輝煌和多方面的輝煌中超越了

另一個。特別是在夜間，整個山區都是如此明亮，以至於人們什麼時候白天開始都不知道。 

 

12. 在聖殿裡，偶像對人民說話的像一千個聲音一樣，並誇耀自己超越一切比例，在祭司的外

面傳道。 

 

13. 這對愚蠢的人有什麼影響，不需要更詳細地描述;只有這一點仍然可以補充說，由於所有主

要的眼鏡，最高貴族總是參加這些節日。 

 

14. 甚至古拉特和他的將軍及其隨行人員也從未錯過這些場合。沒有必要再認識到在這裡進行

的最高級別的偶像崇拜。 

 

15. 甚至更多的草圖！ 

 
 

HoG V3/248 維納斯神廟及其花園在哈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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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漢諾克本身建造了一座神奇的神廟，每天都是開放的;每個參觀者都必須默許，為美麗的女

祭司，半女神，特別是全女神做出實質性的犧牲。 

 

2. 是的，這座神殿是如何安排的，神聖的崇拜在這裡被賦予了什麼？ - 以下簡短介紹將以最明

亮的光線展示！ 

 

3. 這座寺廟是在大門外建造的，通往上帝的兒女，後面山脈開始。 

 

4. 在金卡瑞的書中，發現了吶梅的火熱描述，根據描述如此美麗，即使是石頭也會追隨她。 

 

5. 因此，為了這個吶梅，建造了一座最輝煌的寺廟，它是圓形的，外由三十根柱子內的和十根

柱子組成，所以在每三根柱後面有一根柱子支撐著圓形屋頂，三個 f 的間距。 

 

6. 在寺廟周圍建造了三座宮殿;一個是女祭司，另一個是半女神，第三個是全女神。 

 



7. 在寺廟中間，在一個鍍金的基座上，吶梅巧妙地呈現在白色大理石中，完全裸露，有點巨大

的尺寸，在柱子上的裸體男雕像上，人們在較低的框架上充滿了興奮，他們的臉朝向裸體吶梅，

有特色。 

 

8. 在寺廟周圍和三個住宅宮殿周圍，佈置了巨大的花園，沒有平等的輝煌和巧妙的建築。 

 

9. 它由三部分組成。一個也是最優秀的是一個精心製作的迷宮;但是這個迷宮的走廊並不是一個

封閉的牆，而是由精緻的柵欄組成，這些柵欄的排列方式使得人們可以從一個通道看到另外一

個通道。 

 

10. 如果這里和那裡有一個最美麗的女神戲弄自己，那麼這樣一位女神的崇拜者可能無法接近

她，即使只有一個柵欄將他與她分開，他仍然不得不走最大的彎路去找她。 

 

11. 但是女祭司，半女神和全女神之間的區別在於： 

 

12. 女祭司穿得很漂亮，臉上還有漂亮的臉頰和身材。 

 

13. 半個女神只穿著一條長長的金色圍裙，在私人部位和手鐲上穿著寶石和金色涼鞋;但除此之

外她們完全赤身裸體。 

 

14. 但是除了腳下的金色涼鞋外，全女神都是完全赤裸裸的，並且必須是最美麗的。她們的頭

髮必須是金色的金發;整個身體不允許只有一個單一的地方，並且必須始終是白色的，絕對完美

無暇。除了頭部，身體的任何其他部位都不允許有任何自然的頭髮，因為它的移除，然而，哈

諾克的藝術有很多手段。 

 

15. 當全女神在被遮蓋的迷宮中漫步時，她們總是伴隨著一位女祭司和一位半女神。女祭司不

得不走在前面為全女神清理道路，而半女神不得不減少來自全女神身體的蒼蠅，蝨子和黃蜂，

狼或狐狸的尾巴。 

 

16. 在花園的另外兩個部分，包括大道，花壇和避暑別墅，女祭司也能夠開展業務;但是在迷宮

中也有許多封閉的小寺廟，只有全部，有時也是半女神才被允許做生意。 

 

17. 美麗的神性沒有專門的節日;但因此，寺廟日夜開放，光線充足。 

 



18. 最初，寺廟只有三千名女性;但只有在三年內，女祭司，半女祭司和全女祭司必須增加十倍。

因為她們給古拉特帶來了比任何其他寺廟更多的寶藏;為了迷宮，半和全女神的崇拜者白天和黑

夜都是如此。 

 

19. 要說更多，沒有必要;因為每個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明顯的惡習。讓我們轉向另一個草圖！ 

 
 

HoG V3/249 金屬或礦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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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哈拉克不遠，那裡的金屬作品位於拉麥時期，其中特霸卡是發明者，也建造了一座特別

豐富而輝煌的寺廟。 

 

2. 這座寺廟也是開放的，一個巨大的圓形屋頂由許多金屬柱子承載，這座寺廟有幾百個;但是寺

廟並不是完美的圓形，而是更加橢圓形。 

 

3. 在較窄的背景下豎立了一個巨大的三腳架。它的腳是三個兩英尋高的柱子，它們帶著巨大的

圓盤，直徑為三英尋。 

 

4. 在這個圓盤上，一個巨大的半裸鐵匠站著，用厚厚的銅板巧妙地製作而成。在他面前放置了

一個巨大的鐵砧，上面放著一大塊礦石。 

 

5. 巨大的鐵匠右手上有一把巨大的錘子，然而，這個錘子也像鐵匠一樣空的。在他的左手中，

他拿著一把大鉗子，用鐵塊將礦塊固定在鐵砧上。 

 

6. 在光盤的邊緣，我們的鐵匠站在那裡，展示了許多小型雕像，也是用銅板製成的，每個都裝

飾有不同的冶金工具，從而呈現金屬神和第一金屬大師的屬性，誰當然就是特霸卡本人。 

 

7. 在大寺廟的後面，朝著山脈，建造了一座大型祭司城堡，裡面住著一百名牧師，他們為這位

神獻上了豐富的祭品。 

 

8. 但在城堡後面有聖井所在，特霸卡自己已經挖進了山。對於相當大的犧牲，任何人都被允許

進入同樣的行列。 



 

9. 在一百 f 的深處是特霸卡建造的一個大洞穴。祭司們在這裡展示了許多源自特霸卡的古老神

聖文物。當然，就像其他地方一樣，存在很多謊言和欺騙。 

 

10. 這位神每年只有三個節日。在這樣的節日中，牛被祭司屠殺，即在神面前的大圓盤上。 

 

11. 當牛被屠宰時，牧師從圓盤上下來，在一瞬間，一隻巨大的火焰在三英尺下點燃，不斷增

加，很快就使整個圓盤變紅了。火就會持續存在，直到整個牛在光盤上變成灰燼。 

 

12. 在火過程中，神開始努力錘擊，當然這一行動是通過一個隱藏的水傳輸系統完成的，就像

通過同樣的方式啟動了一個強大的波紋管，通過這個波紋，煤火在下面三英尺大力煽動。 

 

13. 在這總是同樣的犧牲之後，舉行了強有力的佈道，其中金屬的好處受到讚揚，當然金屬之

神最多。 

 

14. 在這樣的宣講之後，祭祀被收集，朝聖者被允許訪問附近的皇家大型礦井，但是在那裡，

乞丐蜂擁而至，尋求小費。 

 

15. 這座寺廟也人數眾多參加，不需要更詳細地提及;因此這些恐怖事件已經足夠了！ 

 
 

HoG V3/250 其他寺廟在哈諾克及其周圍地區的。哈諾克免稅。被切斷的高地居民正在尋找通

往平原的逃生路線。西藏古拉特雕刻作品的痕跡。諾亞的新使者到十位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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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類似的方式存在許多神和廟宇。大自然在哈諾赫有一座寺廟，然後在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小

一點;雲也有一座寺廟;月亮，星星，某些動物，樹木，泉水，溪流，湖泊，海洋，山脈和各種金

屬都有他們特有的神靈，神廟和祭司。到處都有人遇到另一座寺廟。 

 

2. 但是所有這些寺廟仍然從屬於已經描述的寺廟。只有在漢諾克，仍然存在著傳統的使用，並

根據金卡瑞的書籍秘密地包裹著拉麥神廟;但是除了國王，將軍的大祭司和其他大祭司之外，沒

有人被允許來到這座寺廟附近，這條寺廟是獻給老閃電神和雷神的。 

 



3. 只有蛇山上的智慧殿堂是免費的;但是在它裡面不再有任何智慧，但在它的位置上只有一個最

神秘的巫術被執行，並且在這個古老的寺廟的中心建造了一個神諭，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為

了金錢和其他犧牲而撒謊。他要。當然，普通人把一切都當作面子。 

 

4. 通過這種方式，古拉特政府在五年內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至於他能夠免除所有稅收;因為這些

寺廟作品貢獻了巨額資金，導致甚至許多以前脫離的省份再次要求漢諾克保護，並且最幸福犧

牲給眾神。是的，有些人對寺廟和眾神的性質如此熱心，當他們被允許在某處建造一座新的寺

廟並開始為國王收集時，他們將其作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恩典！ 

 

5. 在十年的時間裡，每個村莊的寺廟幾乎和其他房子一樣多，一個房子與另一個房子競爭，一

個村莊與另一個村莊競爭，一個城鎮與另一個城鎮競爭，為國王帶來最豐富的犧牲，因為國王

在某種方式代表了眾神，因此也被稱為眾神的僕人。 

 

6. 這就是漢諾奇王國的地位！ 

 

7. 但是，什麼切斷了高地人做當他們發現什麼古拉特對他們做了不是承認他們的至高無上時？ 

 

8. 十位王子對整個寬闊的山區進行了詳盡的調查，以尋找可能的道路下來。 

 

9. 一年過去了所有的地形研究。但都是徒勞的;對於古拉特來說，整個區域都是永久守衛的，並

且在山脈連接高地的地方不斷地垂直挖掘山脈，這樣除了光禿禿的城牆之外別無他人。 

 

10. 古拉特這項工作的痕跡在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現在的西藏。 

 

11. 但是十人建議應該做些什麼。復仇怎麼可能在這裡？ 

 

12. 舉行了十次偉大的理事會會議;但是沒有做出明智的決定。 

 

13. 因此，十位人士說：“因此，我們必須就我們中間生育的孩子製定其他法律，否則我們雖

然在短時間內的土地肥沃，但對我們來說會變得非常小！” 

 

14. 但是當他們想要宣布這樣的法律的時候，有另一個使者來自諾亞，並阻止這十個立法！ 

 

15. 但是如何 - 以下將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