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51 諾亞使者向高地人民傳達的信息。法院公告。 

上帝的任務給諾亞建造方舟。期限為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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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亞的使者被十個人受到時與偉大的分別，並被問到現在什麼應該發生， - 是否應該實施已

決定的法律。 

 

2. 但是諾亞的使者說：“不，你不應該這樣做;因為並非所有從這個國家出來的道路都被切斷了！

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仍然可以找到通往你的路！你怎麼也找不到如果有必要的話，這個永恆的

堅不可摧的道路離開這片土地嗎？！ 

 

3. 但是這個國家無論如何都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可以養活你，即使比你現在的人數多了百倍！ 

 

4. 你們誰知道它的所有界限？你們已經派出了一些偵察兵，每個人都看到了一部分;但是沒有人

能夠親眼目睹這個國家的浩瀚！ 

 

5. 但是它已經向我展示了，我發現它是通過五十天的旅程，一直到早上和大約十天的旅程，一

直到午夜！ 

 

6. 確實，這個國家幾乎無法通過各方進入古拉特在 200 萬人的幫助下，在過去的十年中已經花

費了他很多錢，並且他將花費更多的錢未來;但是，儘管這個國家仍然有一個自由出口，即通過

諾亞的高地，我的主！ 

 

7. 從那裡開始，大片的土地延伸到晚上，只有少數或根本沒有居民！因此，有足夠的土地和足

夠的出口，即使你應該繁殖多次！ 

 

8. 然而，我帶給你這種安慰並不是我被送到你身邊的原因，而是我應該向你宣告上帝對地球上

所有人的臨近的判斷，誰不會回到祂身邊而不遵守祂的誡命祂在一開始就給了高地的父親們和

深處的國王們。 

 

9. 這就是上帝的話語，因此主在一百年前就已經對我的主說過了：人們不再希望被我的精神帶

領;因為他們已成為純潔的肉體;但是我想給他們一個一百二十年的截止日期！ 

 



10. 再一次，主說話並說：'諾亞，派遣使者到世界各地，讓所有的生物受到我的審判的威脅！ 

 

11. 這是我的主諾亞做的，年復一年;但許多使者他們自己被肉體欺騙，從未傳達信息。 

 

12. 現在，我哥哥和你在一起已經十年了，另一個在哈諾克。兄弟已經從你的那裡回來了;但另

一個人在被哈諾克殺。 

 

13. 從那時起，諾亞每年都會秘密地向哈諾克派遣一名使者，並向其他城市派遣三十名;但是信

使被漢諾克的偶像所蒙蔽，變成了肉體。 

 

14. 但是因此上帝的耐心已經消失了，三天前祂再次與諾亞說話並說：'諾亞，和你的人一起搬

到森林裡，剪掉一千根細長直筒的冷杉樹幹，並將它們精細地切成方塊，將切割的原木放在一

起，讓它們躺在那裡五年！然後我會告訴你應該怎麼做！' 

 

15. 木匠已經把斧頭放在了根部！一百年過去了，沒有結果;現在還剩下二十年了！ 

 

16. 因此，如果你想避免審判，就要認真地回歸主！因為從今天起二十年過去了，主將打開閘

門和窗戶，大洪水殺死了地上的一切肉體！ 

 

17. 我告訴你們這樣，我的兄弟現在正在哈諾克說話;有福的是他會注意到的！阿門。“ 

 
 

HoG V3/252 10 名高地統治者的沮喪。信使的“非此即彼”。上校無神的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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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高地的十位王子從諾亞的使者那裡聽到這樣的話時，他們驚訝地說： 

 

2. “朋友，你的話聽起來很可怕;你在這裡宣告我們是一個世界末日！那麼，為了避免這樣的判

斷，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該怎麼辦呢？你認為諾亞會使用千斬樹幹嗎？” 

 

3. 但信使說：“關於你的問題的第一點，我非常清楚那你知道老上帝，誰與父親們交談，並經

常在漢諾克教導並塗抹國王們，金卡瑞在他偉大的書中非常準確地記錄了什麼！這些書你知道，

當你執行聖殿守護任務時，他們已經讀完了其中一本。 



 

4. 此外，你已經從被解放的奴隸那裡聽到了一千個口頭傳統，他們一直告訴你他們只知道這一

點真正的老上帝和天地之王;此外你也很好知道正如我精確地告知這位老上帝想要與我們的，什

麼是我們的責任！ 

 

5. 關於所有的一切我的前任十年前讓你知道你要做的一切！因此我說：相應的行為，你將不會

受到上帝審判的折磨！ 

 

6. 但如果你不遵守，而只會給人民不人道的法律來反對一切神聖的愛和永恆的秩序，你應不可

避免落入判決的犧牲品！ 

 

7. 這是對你問題第一點的回應;但關於你問題的第二點，你確實從我的陳述中聽到過，上帝會在

約定的時間告訴諾亞使用木頭。所以我不能給你任何其他答案！ - 現在你知道了一切！ 

 

8. 但是當諾亞會從上帝那裡得到使用木頭的指示時，我會再次拜訪你並告訴你原因。但現在我

必須再次離開你！請考慮此消息並相應地激活！阿門。“ 

 

9. 在這些話之後，使者離開的速度很快，以至於沒有人注意到他是如何以及何時消失的。 

 

10. 十人思想他們應該做什麼。但他們沒有達成協議;因此他們一起叫一個強有力的理事會會議

和討論，思考信使的信息。 

 

11. 但領導人說：“我們認為舊上帝的問題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政治發明了各種各樣的上帝形

式！ 

 

12. 老巫師在高地的失去了他所有的人民;他想再次成為一個強大的統治者！因此，他現在也依

靠政治來製造嚇唬我們的神奇伎倆;但是我們現在太明了以這種方式被欺騙。 

 

13. 因此，我們堅持第一個決心，宣布法律和事情也會事情也前進，即使沒有上帝和諾亞，！

但是對於信使迅速消失，我們知道燕子草的神奇力量;享受一些，一個變得無形！如果我們能找

到這種草藥，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14. 十個人喜歡領導人的意見，法律被宣布，並且他們有一千名草藥師搜查的燕子草藥。 

 



 

HoG V3/253 諾亞的使者在哈諾克的將軍大祭司面前。大祭司的思想培養反應。優良理性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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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使者對高地人的影響。但信使在哈諾克取得了哪些進展？ - 這將立即顯示！ 

 

2. 哈諾克的使者被直接指向將軍牧師;因此他去了他，並作為一名信使從高度他立刻承認。 

 

3. 但是當他到達將軍時，他立即得到了極大的禮貌，禮貌地問他的任務是什麼。 

 

4. 信使毫無保留地傳達了他的同伴告訴高地人的同樣信息。 

 

5. 但是將軍對使者說：“我有價值的朋友！你的智慧可能仍然很天真，你似乎沒有更深刻的思

考方式！ 

 

6. 看，你在這裡談論的是上帝和對世界的判斷和徹底的毀滅，並說，上帝在一百年前曾與諾亞

說過話，現在再次對他說過！你必須多麼愚蠢，那你可能會相信這些事情！只要你自己想一想！ 

 

7. 看哪，你告訴我那，你按照你的使命，以某種方式作為上帝的審判使者，你說話就像上帝祂

親自對你的主人諾亞所說的那樣！現在想想你自己：如果有上帝誰是非常聰明，無所不能和無

所不知的人，對於這樣的上帝來說，這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恥辱，祂無法意識到，像你這樣的

使者，對我們就像露珠對無盡的大海的意思！ 

 

8. 此外，一個明智的上帝當然必須對一個偉大的國家有更大的興趣，而不是任何一個人生活在

岩石裂縫！但是你的上帝只會來到在世界眼中沒有權力和聲譽的人身上，因此無法實現任何目

標！ 

 

9. 因此，愚昧的上帝是誰，甚至不知道統治祂的子民並將祂自己帶到他們並教導他們更好的方

法，以便他們提供人們在不同的方向？！ 

 

10. 但是我告訴你，我可敬的朋友，你的老諾亞，正如從未見過或聽過任何上帝一樣小的東西 - 

但是他擁有一些古老的魔術技巧，他希望他的祖先在地球上獲得一些至高無上的地位。再次因

此避開舊政治！但舊政治不再適用於成熟的地方和新政治已紮根！ 



 

11. 你自己有沒有親眼見過或聽過上帝？或者你聽到上帝對諾亞說話了嗎？還是上帝為你配備

了一些有價值的神奇力量？ - 你否定了這一點！ 

 

12. 那看，一位明智的上帝會不會發送如此可憐的使者，像你，到漢諾克人並用世界末日威脅

他們？！一個神不會提前一千年知道這樣的使者只會被五億開明的人憐憫地笑嗎？！你的上帝

真的不知道蒼蠅永遠不能翻山嗎？！ - 看，看，親愛的朋友，你的信息是多麼愚蠢！ 

 

13. 如果有一位最聰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那麼祂將申請或許將我們完全不同，更

有效，更偉大的國家轉變為更有價值的手段，而不是那是長期以來我們不再接受！ 

 

14. 看，我們現在生活在最美麗的秩序！我們沒有戰爭，我們不徵稅;整個帝國都沒有奴隸;我們

的法律和羊毛一樣柔軟;我們幸福地生活，好像數百萬人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靈魂。這是我們法

律的結果！告訴我，上帝可以強加一個更好的秩序嗎？！ 

 

15. 我們所有的法律都源於最好的人性，因此人們遵守這些法律，在這些法律下，每個人都快

樂而且非常開朗。沒有人受到痛苦和貧困的壓迫！告訴我，我的正義朋友，還能有更好的政府

和秩序嗎？“ 

 

16. 在這裡，信使吃了一驚，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17. 但將軍對使者說：”看哪，你是一個相當優秀的年輕人，似乎並非沒有天賦;因此，我會建

議你留在這裡。我自己會照顧你的教育，並會幫助你賺取大量的麵包;你可以期待！ 

 

18. 但我不想強迫你！如果你想回到山上，你也可以這樣做;但首先，你應該更加徹底地說服自

己，我們的政府組織得多麼優秀！因此跟著我去見國王！ “ 

 
 

HoG V3/254 諾拉的使者在古拉特國王面前。誘惑使者和他決定留在哈諾克。 

信使對妹妹的渴望和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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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使聚集他自己起來，跟著將軍到國王古拉特。 



 

2. 當兩人都到達國王時，國王也以最大的區別接待了信使，然後非常禮貌地詢問他的使命是什

麼。 

 

3. 信使在國王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說：“偉大的國王和領主，我只有權向將軍說話！我向他展

示了我的使命內容;但他以驚人的智慧向我展示了我的使命的缺失，因此我不想再重複一次！“ 

 

4. 從這個回答中，國王意識到信使是聰明的，因此對他說：“現在聽我說，我的兒子！因為我

可以看到你是一個乖巧的年輕人，似乎還有其他一些天賦，我我想在家裡收養你，並希望給你

老師，他們可以指導你閱讀，寫作和算術，以及各種其他藝術和科學。 

 

5. 一旦你掌握了這些知識和技能，我會使你是我偉大帝國中的一個偉大人物，因此你將享有高

尚的地位，你將擁有美好的生活，如果你能證明自己對他們有用，人們就會把你帶到手上！你

滿意對提議？“ 

 

6. 信使以肯定的快樂回答說：”偉大的國王，因為你是如此善良，如此溫柔和聰明，我想再向

你的耳朵提出一個要求！“ 

 

7. 國王授予這樣的使者和信使說：“王啊，聽我說！看，我父親的名字是瑪哈，他是諾亞的兄

弟！但這個我父親已經五百歲了，仍然非常強壯，好像他只有五十歲。我是他最小的兒子，我

已經七十歲了，有很多兄弟姐妹。 

 

8. 但是，我不想談論所有這些，只有我姐姐比我大一歲。她已經成長進入我的心！我也可以請

她來這裡，這樣她就可以和我在一起，而且我會在這裡留下一千倍的高興，而不是留在這裡沒

有這個神圣美麗的妹妹！“ 

 

9. 國王笑著說： “什麼？你已經七十歲了，似乎還是一個年輕人，而不是一個男人？！告訴我，

你妹妹的情況也是如此嗎？“ 

 

10. 信使說：”王啊，她仍然那麼精緻美麗，彷彿她算不到十六年了！“ 

 

11. 國王對將軍說：“真的，這件事讓我感興趣！因此，安排這位姐姐來到她的兄弟那裡，兄

弟應該幫助你;不會有任何獎勵，你已經知道了！“ 

 



12. 在這裡，將軍立即與信使交談，與他交談，第二天就已經為那姐姐進行了非常狡猾的狩獵

探險。 

 
 

HoG V3/255 由一名受僱的罪犯實施的狡猾計劃， 

目的是抓獲沃爾塔的姐姐。阿格拉尋找她的兄弟沃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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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場狩獵是如何安排的？ - 信使，即被捕的妹妹的兄弟，不得不將他的衣服借給因犯下嚴

重罪行而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但是這個違法者被告知，如果他成功地將信使的妹妹, ,從信使那裡

拿來的衣服，帶給了漢諾赫的國王，那麼他將被免除死刑。 

 

2. 但是，這個犯罪嫌疑人是一個狡猾的惡棍，並且因為當他被抓住並立即被判處死刑時，他大

膽地用他的光滑計劃將手放在皇家寶藏上，因此被判處死刑。 

 

3.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對這個違法行為的死刑被免除時，他非常高興地說：“不僅一個人，而

且如果他們願意一千人，我會相信自己將他們全部帶到這裡;會這樣做我輕鬆管理一個！從這裡

到高處的老巫師的住所有多遠？“ 

 

4. 他被告知：“對於一個強壯的步行者來說這是一個兩天的旅程;但是回來的距離可以在一天半

的時間內完成！” 

 

5. 逾期未交的人說：“給我一兩個導遊，這樣我就不會因為誤入歧途而被推遲;我將在三天之內，

甚至更早的時候帶回戰利品！“ 

 

6. 這筆欠款的要求立即得到保證;三名武裝導遊被分配給他，他立即離開去追捕。 

 

7. 但在三位導遊對獵人說：“我們將實現什麼目標？如果我們進入舊巫師的住所附近，他會不

會很快注意到我們並摧毀我們？“ 

 

8. 但獵人說：”就把它留給我吧！重要的是，我會帶領撒旦誤入歧途！如果我們足夠接近可以

聽到強人的喊叫，你就會開始叫'沃爾塔！'。這是我們要抓住的姐姐的兄弟的名字！ 

 



9. 她愛她的兄弟，當她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時，她肯定會是第一個去看誰打電話的人！但是，

我會在一段時間內離開你，向漢諾克跑去;如果她因為衣服而認出我是她的兄弟，她會毫無抵抗

地跟著你！ 

 

10. 但後來她已經屬於我們了，老巫師不能碰我們，因為姐姐沒有被強迫，而是跟著我們自願

去看她的兄弟;為此，我知道，沒有魔法師有任何權力，他的一個近親的自由意志在其中！“ 

 

11. 因此狩獵計劃已經制定，但從未被執行，因為阿古拉本人正在前往哈諾克的路上，為了她

的兄弟，並已經中途遇見了代表團;他們以她獨特的美麗和吶喊來認出她：“沃爾塔！沃爾塔！

我的哥哥！“，當她看見獵人。 

 

12. 但獵人解釋此事她滿心歡喜的她跟著四名男子到大城市。 

 
 

HoG V3/256 古拉特國王為阿格拉的廣告。向他的姐姐和國王解釋失望的沃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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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姐姐被帶到城堡中的國王並從頭到腳看著時，國王對她的美貌感到驚訝，並立刻讓沃爾塔

給他看了他漂亮的妹妹，這樣他才能確認她是他的妹妹。 

 

2. 但是當沃爾塔看到阿古拉的時候，他立即在淚滿心歡喜，摟著她的脖子親吻她並作為他心愛

的妹妹迎接她。 

 

3. 當這個場景的國王意識到這是沃爾塔的正確的妹妹時，他去找他說： 

 

4. “聽我說，你我親愛的沃爾塔！你的妹妹是世界的奇蹟;她的美麗超越了我以前的所有觀念，

當我認為這個女孩七十一歲時，她並不像人一樣站在我面前但作為一個純潔的天堂女神，她永

遠不會衰老，但卻是永恆的青春！ 

 

5. 你知道嗎：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採取穩定的妻子而且我沒有把女僕當作皇冠;但這就是你的

妹妹我馬上想要作為我的常住妻子，想要給她穿上皇室服裝，並在她的頭頂上戴上一最美麗的

皇冠！ 

 



6. 告訴我，沃爾塔，你對這個提議感到滿意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很大的好處對你來說，如

果你的妹妹成為巨大的帝國漢諾克的女王？“ 

 

7. 在這裡，沃爾塔吃了一驚，有一段時間他反复思考，並不知道他應該說些什麼。 

 

8. 但是阿古拉當場比她的兄弟更喜歡這個提議，她立刻對他說：“你要在他的家裡做些什麼，

指揮數百萬人？祝福我為國王，不要踐踏你的利益用你的腳！“ 

 

9. 當沃爾塔從他心愛的妹妹那裡聽到這樣的談話時，他說得非常興奮：“我不會賜福，但是詛

咒你在我的胸膛，因為你對我的愛，誰會為你而死，這麼快就熄滅了！ 

 

10. 噢王啊，帶她去，那個沒有信仰的人！我為你祝福她，留她給你用我生命中的每一根纖維;

因為對我而言，她不再值得我腳下的塵土。 

 

11. 真的，如果她緊緊抓住我，為我的愛而興奮，我不會把她從你身上隱瞞下來，並且會為你

帶來如此偉大的犧牲而感到非常高興！但是這樣阿古拉一直欺騙我了，因此，國王，自從沒有

信仰的人給你以後，我無法給你任何東西！ 

 

12. 因此，我為你祝福她;但在我的胸膛，她被詛咒！ - 但現在讓我回到高處並且悲痛欲絕！“ 

 

13. 國王說：”不應該那樣，我的沃爾塔！我也會讓你穿上皇室服裝，然後帶你去我女神的殿

堂。如果你覺得她們中的一個喜歡正式的總督，你就留在這裡;如果你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麼你可以回到你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山脈！“ 

 

14. 這給了沃爾塔一個新的想法。他同意了國王的建議，阿古拉對此並不太滿意;因為她對沃爾

塔的熱愛仍然相當強烈，她早先的批准更多是女性的愛情試驗技巧，而非實際的特殊承諾。 

 

15. 但沃爾塔更加歡迎這一點，因為他現在可以報復阿古拉了。 

 

16. 但是古拉特立刻帶來皇室服裝為他們，他們自己穿上了。 

 
 

HoG V3/257 古拉特國王和他的表弟沃爾塔在維納斯神廟的花園裡。 

沃爾塔的妻子的七個美麗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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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特召集了將軍大祭司，並在他所有的宮廷官員和僕人以及穿著王室的沃爾塔的皇家陪同

下到達某個寺廟。 

 

2. 由於一個預兆是通過一個標誌發送到女神廟的預定目的，所以在國王到來時，一切都準備好

在女性美女神的大迷宮花園中最誘人和最苛刻的順序。 

 

3. 成千上萬的這樣的主要女神以一種眾所周知的方式在女神的陪同下，穿過迷宮;有些人跳舞，

有些人做了其他性感吸引人的姿勢，有些人正在唱歌，有些人只是冷靜地走著。 

 

4. 當熱血的沃爾塔看到這種誘人的景象時，他完全迷茫，不知道該說什麼或者應該貪圖什麼。 

 

5. 但是當古拉特注意到他的喜悅時，他對沃爾塔說：“朋友，就像在我看來，忘記你漂亮的妹

妹也不會太困難！ 

 

6. 告訴我 - 你已經選了一個這些女神？很快給我看一眼，我會立刻把她和她的女神一起送給你;

或者，如果你不止一個，那就告訴我這件事，她們就是你的！在這裡在我的王國里，每個男人

都被允許有一個以上的妻子 - 雖然我認為與你只有一個女神和她的女神就足夠了！“ 

 

7. 在這裡，沃爾塔仔細地看著在他面前蜂擁的女神們。非常高興的他，因為每個人都如此甜蜜

地看著他，過了一會兒他對古拉特說： 

 

8. “王啊！我不僅要求一個，而不是一百個，但我要求你們！因為她們太華麗了我只能選擇一

個！因此，請給我一切，如果她沒有當選，就沒有人會受到冒犯！“ 

 

9. 但國王笑著對沃爾塔說：”我最有價值的朋友，請聽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暫時將是最終的！ 

 

10. 看，暫時我只給你七個女人，你應該和我一起住在宮裡一年！如果你在一年之後發現你需

要更多的，你可以擁有你想要的其他人！ 

 

11. 但是，如果這七個對你來說足夠了，你可以留下與七個會讓我更加滿意;因為所有這些女神

每天都可以作為總督，無論如何獲得適度的犧牲。“ 



 

12. 當沃爾塔聽到這個從古拉特時，他立即同意這個建議，帶著七個女人和子女神一起，當女

神穿著衣服，帶著他的新妻子和古拉特大喜過望，再次回到皇宮。 

 
 

HoG V3/258 阿格拉擔任哈諾克女王的統治以及她對沃爾塔的報復。沃爾塔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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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在古拉特宮的家裡，阿古拉看到了她哥哥的所作所為，她心裡很生氣，甚至更需要古

拉特的手和她作為大帝國的女王和共同領袖的王冠。報復她的兄弟，以及非常具體的美麗女神

們。 

 

2. 然而，古拉特最喜歡阿古拉，非常自願地遵守，因為他因此希望盡可能早地把自己置於他想

像中最快樂的狀態。就像這樣的阿古拉，在她的兄弟收到七個女人的第三天之後，她成了哈諾

克的女王。 

 

3. 這個阿古拉然後變得非常專橫，每個穿過她的人都不得不在她面前鞠躬到地。 

 

4. 然而，這使她的兄弟沃爾塔不高興，因此他要求國王被解僱，以便在山區的某個地方定居，

在那裡他永遠不會聽到他駭人聽聞的妹妹的任何聲音。 

 

5. 但是幾乎痴迷於阿古拉的古拉特，未經她同意就沒有做任何事情，因此問她對哥哥的決心有

什麼看法。 

 

6. 當阿古拉得知這一點時，她對她的兄弟感到憤怒，立即將他與妻子分開，將他帶到深深的監

獄。當這件事發生時，她遠未成為女王一年，同樣也是如此，她的兄弟在同一時期享受著與七

位女神的婚姻幸福。 

 

7. 然而，將軍大祭司也不高興阿古拉讓她的弟弟無緣無故地被投入監獄;因為他非常覺醒的精神，

因為對古拉特於上層牧師來說可能是非常有價值的。因此，他秘密地與國王一起遊說解放沃爾

塔，但是在阿格拉之前的最嚴格保密之下，因為她否則會對她的兄弟造成傷害。 

 



8. 但國王說：“一切都會好的;但是我們怎麼打開監獄，因為只有阿格拉有鑰匙，而且最重要的

是把她最信任的警衛放在監獄前面？” 

 

9. 將軍說：“畢竟這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把這個問題留給我了， - 我會再次把事情搞定了！我會

在夜間用一支小小的戰鬥力突襲監獄看守和爆炸打開強行入獄，值得信賴的警衛將被迫接受此

事！“ 

 

10. 古拉特同意了這個建議，在同一個晚上和兩個月的拘留之後，沃爾塔再次獲得自由。 

 

11. 在瓦爾塔被釋放後，高級牧師想要將他置於他們的保護之下;但他只是想逃跑，因此他被允

許逃跑。 

 

12. 但是當阿古拉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她就把綁架者送到了他身邊，重新奪回了她的兄弟，

並在他們能夠到達他的地方殺死他。 

 

13. 俘虜，期待一個好的獎勵，迅速向四面八方走去，在前往山上的途中超越了沃爾塔並殺死

了他。 

 

14. 這是他的結局和獎賞，因為他離開了上帝的道路。這是哈諾克歷史上最殘酷的政府的開始。 

 
 

HoG V3/259 夥伴們的獎勵。阿格拉刺傷了沃爾塔的妻子。古拉特國王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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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綁架者要保證自己從女王那裡獲得獎勵，將頭部從被殺的沃爾塔身上切下來，用布包

好並將它帶到女王身上。 

 

2. 起初看到頭部時，她感到震驚;但很快就恢復並對綁架者說： 

 

3. “你的忠誠已經被證明了！你已經摧毀了我最大的敵人;我的愛的敵人你已經殺了並且應該獲

得你的獎勵！這裡有一百磅的金幣;把它作為你當之無愧的獎勵！ 

 

4. 但是帶著你的頭，把它埋在美女神的花園裡;在那裡，他可以永遠凝視那些對他比我更多的人！ 



 

5. 如果你埋頭了，那就去看七個女人吧仍然住在宮殿的下半部分，並帶著十四個分妻子來到這

裡！ 

 

6. 然後必須做什麼，你會在一小時被告訴你！你的工作做得好，獎勵將不會失敗！“ 

 

7. 在這裡，綁架者取了頭，並根據女王的誡命做了。 

 

8. 但是那些看到頭部埋葬的美女們卻非常恐懼地說：“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壞兆頭！

最好快速逃離這個地方，而不是跟著這個頭埋在地下！“ 

 

9. 但是有些人希望和將軍牧師說話。但是，他太忙於計劃到讓國王對阿格拉不信任，因此無法

獲得;因為他對女王的憤怒太大了。因此，女神們不得不焦急地等待即將到來的事情。 

 

10. 第二天俘虜已經去了沃爾塔的七個女人和十四個下級的妻子，一起女王 

 

11. 當她們來到女王面前時，她問她們：“你是不是在哀悼被我的權力殺害的瓦爾塔？” 

 

12. 這裡的女人們開始哭泣和哀嘆。 

 

13. 女王說：“因此，你對沃爾塔的愛是偉大的，因為你為他的某些死亡而悲傷？！看哪，我

的愛對他來說也很棒;因為出於愛，我讓他被殺，所以他不應該屬於你！ 

 

14. 但我現在可以看到你因為他的損失而受苦;因此我想結束你的痛苦！把所有的女人都綁起來，

將他們裸體綁在我皇室的柱子上！“ 

 

15. 綁架者這樣做了一次。 

 

16. 當女人們和女人們一起赤身裸體地綁在柱子上時，阿格拉自己拿了一把鋒利的尖頭匕首，

走向拴著的妻子，一對一地說話，在心臟區域探測自己的身體：“所以在那裡，有一顆愛我哥

哥的心臟？“ 

 

17. 然後她把匕首推到被束縛的女人的心臟裡說：”這是你的獎勵，你這個可憐的人！“ 

 



18. 因此阿古拉用她自己的手殺死她兄弟的妻子報復。 

 

19. 國王，雖然第二天已經知道了，但他不敢對她說：“女人！你做了什麼？“;因為他愛和害

怕阿古拉。 

 
 

HoG V3/260 在維納斯神廟中沃爾塔的 21 名溺死妻子的展覽。 

祭司將軍對阿格拉王后的殘酷行為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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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阿古拉命令綁架者用黑布包裹刺傷的女人，並將她們埋在美女神的花園裡;但在埋葬之前，

他們應該在這些女神的殿中展示被刺穿的女人一天，這樣女神就會陶醉於她們。 

 

2. 俘虜對女王說：“偉大的，強大的統治者！我們不敢這麼做，因為人們認為這些女神非常重

要，如果我們嚇唬她們太冒犯她們然後向人們抱怨它，它可能對我們以及偉大的，強大的統治

者陛下產生可怕的後果！ 

 

3. 對於誰想要殘忍，必須採取政治路線，以便他的殘忍不被發現;否則他很快就會跑陷入危險之

中，他的行為肯定會遇到障礙！陛下應該遵循我們的建議，讓屍體秘密埋葬在某處，事情就會

消失，不為人民帶來任何痕跡！“ 

 

4. 在俘虜們提出這個善意的請求之後，阿古拉像閃電一樣反應，並且在任何不會立即向她付出

最準時服從的人面前搖晃匕首。 

 

5. 追捕者必須做女王想要的事。 

 

6. 因此，屍體被解開，每個人都用黑布包裹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二十一頭駱駝上運送到大

花園，在那裡她們完全裸露在納梅神廟中。 

 

7. 然而，俘虜，當他們把屍體展示出來時，像小偷一樣匆匆離開，把駱駝和其他一切都拋在腦

後，然後對自己說：“我們這次幸運地逃脫了安然無恙;為了下一個類似的工作，憤怒一個女王

可以去尋找別的其他心腹！我們永遠不會為她或國王服務！“ 

 



8. 但是，將軍大祭司已經了解了阿古拉已經通過秘密線人所做的一切，並立即向女神下令強大

的部隊。 

 

9. 然而，逃亡的綁架者直接進入士兵的武器並立即被捕。作為囚犯，他們不得不立即回頭並將

士兵帶到他們放置屍體的地方。 

 

10. 當士兵們和綁架者一起抵達寺廟，看到女神的屍體還沒有被其他任何女神看到時，船長問

俘虜，他們是否刺傷了這些華麗的女人。 

 

11. 但是綁架者說，正如事情發生了。 

 

12. 士兵的領袖驚呼：“所有的神和原始的上帝本人！這個女王是化身的薩塔娜本人，這在金

卡瑞的書中被提及;因為這種殘忍是聞所未聞的！ 

 

13. 我們怎麼能得到擺脫這條蛇的蛇？她坐在寶座上;所有的地獄都在她手中！不久，這將變成

這個城市的生活，其中老虎和鬣狗將會飛行！ 

 

14. 於是領導人轉向他的一名士兵並說道：“這裡將舉行一個例子！打電話給防腐劑！我希望

屍體可以保護它們，並將它們放在寺廟裡的玻璃棺材中展示題詞：'女王的地獄作品！' 

 

15. 然後你綁架者，立刻走下去，同時將沃爾塔的頭部防腐劑，然後我將用一個合適的銘文把

它放在他妻子棺材上方的一個單獨的玻璃缸裡！“ 

 

16.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領導者的堅定意誌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