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301 夫嘎-赫藍對德呼特的命令。阿格拉對她父親的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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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阿古拉以這種方式被釋放時，古拉特去了夫嘎-赫藍，問他是否應該發生像類似的事情對德

呼特，如果他也像阿古拉一樣有所改善。 

 

2. 但是夫嘎-赫藍用一個非常堅定的聲音說：“不，德呼特肯定在他的籠子裡，直到我，或 - 我

應該在競選期間死去 - 我的繼任者回來了！ 

 

3. 但他應該沒有任何東西缺乏;他應該得到他要求吃任何東西，因此也要喝酒！ 

 

4. 如果他想把他的妻子中的一個或另一個放在籠子裡，可以授予他， - 但這只是在必要條件下

除了通常在床上與女人談話的那個人之外，他與當時與他同在的妻子沒有說話;或者如果他想談

論更好的事情，他可以和他更好的妻子談論關於古老的，真正的上帝，他和我們所有人一起，

很久以來就悲慘地偏離了！ 

 

5. 在訪問期間，以及一般在他妻子的一個或另一個人的訪問期間，他必須經常被監視和最嚴格

地聽到！而且自從阿古拉是現在自由了，德呼特可以留在這個大廳裡。 

 

6. 但我告訴你;為我記錄他要做的一切在他的籠子裡做的，以便我可以將它用於未來的治療，無

論是他的痛苦還是禍患！如果他甚至想從我們的大量書籍中讀書，他也應該在這方面感到滿意！ 

 

7. 但是現在你也可以為德呼特提供正確而公正的指導！如果你密切關注他們，你會照顧他，為

你和我們所有人;這當然也是唯一真正的上帝的意志！“ 

 

8. 瑪哈爾說：”阿門，這是正確的，完全正義，它將保持原樣！“ 

 

9. 當古拉特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很高興;因為德呼特確實只是那個人，他的狡猾幾乎從國王的頭

上撕下了王冠。因此他發誓要準時遵循所有指示。 

 

10. 非常秘密的瑪哈爾也問阿古拉，誘惑她，如果她對德呼特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 

 



11. 阿格拉說：“噢，父親，你為什麼還在誘惑你最重要的，最不幸的，最貧窮的女兒呢？我

不是不幸福足夠了在你和在世上，在我的靈魂？在世界上，我最鄙視和最害怕是所有的蛇 - 在

我的靈魂面前，最墮落的人，因為在上帝面前，我兄弟的血不斷呼喊報復我的靈魂！ 

 

12. 哦，不再試著我;沒有這個世界上的人比我更不開心！即使你原諒了我的一切，我的兄弟，

我已經殺了，永遠不會原諒我;上帝也不會原諒我這樣的行為！所以我是如此無休止地不開心！

所以，父親，不再是誘惑我，最痛苦的！“ 

 

13. 阿古拉的演講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瑪哈爾本人很遺憾他向阿古拉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因

此，所有人都開始安慰她，並儘可能地加強和恢復她。 

 
 

HoG V3/302 德呼特的虛偽演講和夫嘎-赫藍的回答。穿著長袍的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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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呼特，誰聽過關於他自己指示，也想要解脫他自己 - 但當然是通過人工的哭泣和對

他自己的哀悼以及他反對夫嘎-赫藍和上帝的罪惡。 

 

2. 但是夫嘎-赫藍說：“這隻鳥的歌聲對我來說是眾所周知的;因為這不是一首不自然的歌曲，

而是一種學的歌曲！因為，人們只知道哪些鳥類可以被訓練成為藝術歌手，它不是聽到這樣一

隻人造鳥歌時難以猜測，無論是來自凝視，黑鳥還是金色的百靈鳥！ 

 

3. 因此，我立刻也認出了這隻鳥的歌，誰也不是明星也不是黑鳥，更不是黑金雀，而是更真實

的死亡和捕食鳥類，它們模仿小鳥的聲音，引誘它們更接近他的爪子！但我們不再是傻瓜，不

會讓我們成為他被誘惑進入一些濃密的灌木！ 

 

4. 因此，他現在可能正在哭泣，盡可能多地哭泣，但他會留在他的格子家裡，因為它以前是由

我說出的！ 

 

5. 我能看到以及這種懲罰對他的罪過於寬容，因為他應該被殺一千次;只有對偉大的瑪哈爾來說，

這是真的上帝的先知，他欠他的，他的判決是如此無窮無盡的溫和！ 

 



6. 真的，如果由我來決定，我會當場指揮他另一個懲罰！但在這裡，一切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

誰從今天起，我開始尊重上帝的意志;因此，這隻鳥最寬容的懲罰也得到了我的認可，因為它已

被上帝的先知指示給我了！ - 現在沒有更進一步了！“ 

 

7. 當德呼特聽到將軍的這些話時，他停止抱怨，不再哭了，不再在大廳裡聚集的大公司的耳朵

裡承認任何罪過， - 這引起了許多人的笑聲，因為他們認識到夫嘎-赫藍如何準確地判斷了籠子

罪犯。 

 

8. 但阿古拉仍然穿著皇室服裝，她去了夫嘎-赫藍說：“你這麼深刻地被我誤解了，高貴的男人！

看哪，我作為上帝面前最偉大的罪人，在你面前，在國王面前，在我父親面前，在所有人面前，

仍然在我最不配的身上穿上皇室衣服！求求你，把它們從我身上帶走，給我一件最常見的毛巾

長袍，裝上一個懺悔的罪人;因為這些閃亮的衣服像最強大的火焰一樣燒著我的靈魂！“ 

 

9. 但是當包括夫嘎-赫藍在內的瑪哈爾聽到這個時，他對將軍說：”兄弟，請給她要求你的什麼！

“ 

 

10. 而夫嘎-赫藍立刻遵守了他的瑪哈爾的建議。 

 

11. 並且阿古拉和她的父親一起去了一個側室並且改變了，然後和她的父親穿著灰色的毛巾服

再次出現。 

 

12. 而夫嘎-赫藍在阿古拉的這種轉變中獲得了巨大的喜悅;公司的其他成員也對阿古拉表示贊同。 

 
 

HoG V3/303 瑪哈爾向阿格拉詢問她最嚴重的罪過。阿格拉的好答案，後悔和哀嘆。 

瑪哈爾感謝上帝。阿格拉在父親瑪哈爾的胸口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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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瑪哈爾問他偉大的重建女兒阿格拉她做了什麼，她現在認為這是她在上

帝和所有人面前最大的罪 - 無論是指揮的兄弟，還是用自己的雙手謀殺二十一個沃爾塔的女人，

或者最後強烈參與反對將軍大祭司的權力的陰謀。 

 



2. 阿格拉說：“父親，你知道我在上帝和人民面前最大的罪惡是最大的;為了衡量這些事情我不

知道！但我知道我犯下的每一件罪都殺了我在我的靈裡在上帝之前！ 

 

3. 哦，如果我沒有犯下它們！哦，如果我寧願從未見過深地，我會在上帝之前仍然如此純潔和

無辜，就像我一直在高處！但現在它已經發生了，我永遠無法撤消所發生的事情！因為，我相

信它現在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愚蠢，探索，我的良心的罪孽是最大的！ 

 

4. 我的意思是，在上帝面前，每一次違背聖潔秩序的罪都同樣是壞的，它的效果也是一樣的，

即將永恆的死帶給人的精神！但是一旦人完全死在靈裡，就像在我的案例如此，我真的不知道

罪最大限度地殺了我;因為我相信一個人是否或多或少死了無關緊要，因為完全死亡，在我看來，

不會變得更加死亡！ 

 

5. 看哪，我已經命令殺了我的兄弟，這完全殺死我的精神！之後阿格拉不再活著;只有她的身體

權力從她的靈魂的死亡的精神中發揮作用，因此她的每一個行為都必須是暴行在上帝之前和所

有靈性生活的人面前！他們怎麼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死亡只能產生死亡！ 

 

6. 因此，我的後續行動現在對我的良心不那麼壓抑了，因為它們是第一幕的結果！哦，如果我

從來沒有犯過違反神聖秩序的第一次冒犯，那麼其他所有的都不會發生！ 

 

7. 在深入的第一步，我應該立刻回過頭來 - 我仍然會像我出生時一樣，所有人都會活著，誰我

已經殺了！但是現在已經太晚了，我沒有什麼留下只有遺憾我的第一步深入到了深處！“ 

 

8. 於是說話者開始哭泣並痛苦地指責她自己。 

 

9. 但瑪哈爾說：”哦，偉大的上帝，我全力以赴地感謝你，你讓我找到了我失去的女兒！ 

 

10. 阿格拉，回到你父親的胸前;因為現在我再次認識了我的女兒在你裡！但你要將心轉向上帝，

你將再次在祂面前找到恩典，這位善良聖潔的父親！“ 

 

11. 在這裡，阿格拉匆匆趕到瑪哈爾的胸口，解除了她的心用許多眼淚，那她放在了忠實的父

親的胸部。 

 
 

HoG V3/304 夫嘎-赫藍關於外部輝煌的愚蠢和簡單智慧的演講。瑪哈爾對將軍的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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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加入了夫嘎-赫藍，阿古拉仍然在她父親的胸前哭泣，而夫嘎-赫藍對她說：“阿

古拉 - 確實，因此我更喜歡你比你完美的皇室禮服那使你地獄的僕人！從此以後，你保持這種

性格，你肯定會更愉悅上帝和我，比你在所有的王室輝煌中;因為我在這裡公開承認，我不僅會

和你在一起，也會和我以及其他所有人一起成為所有光澤的敵人，並在我的餘生中保持這樣！ 

 

2. 從現在開始，誰想成為我的朋友，讓他遠離一切發光，穿著簡單的衣服，我會把他當作一個

關心人民真正福祉的人，正如這很重要對我自己！ 

 

3. 金和銀應該變成有用的硬幣有國王和我的肖像！這樣對所有人都有益;但是如果我們將它縫在

我們的衣服上，使它經常變得如此沉重，以至於它幾乎把我們拖到了地上，這對我們有什麼好

處，對人們有什麼用處，以及什麼的服務我們展示給上帝，給一切榮耀主？ 

 

4. 真的，只要我們不能裝飾我們的衣服用天空真正星星和我們的胸膛用真正的太陽給創造我們

的主的榮耀，那麼所有其他假珠寶都要遠離我們！因為誰沒有像太陽閃亮出於他自己，就像天

上的星星閃亮，是僅光的賊和炫耀用盜的光如此長，因為偉大的聖光閃耀在天空用它來自上帝

的;但如果這種降下了，那麼由我們如此高度珍惜的光賊是正在成為最卑鄙的污垢和黴菌，並且

是同樣黑暗的！ 

 

5. 然而，所有有用的東西，對上帝來說當然是令人愉快的，因為他創造了它為了人類利益;但是

如果我們用這些到非常愚蠢，傲慢和荒謬的目的，而這些目的肯定不會被創造出來，那麼這種

使用必定是在上帝面前的可憎之物，因為上帝肯定是祂自己永恆的神聖秩序！ - 因此，我們的

長袍，所有閃閃發光的污垢都消失了，這里和所有其他國家！“ 

 

6. 在這裡，夫嘎-赫藍自己取下了所有珠寶，隨後是國王和所有其他高官;所有的金銀都被帶到

造幣廠，鑄就成了可行的硬幣。 

 

7. 於是瑪哈爾非常讚揚夫嘎-赫藍，並說：“夫嘎-赫藍，在我看來，好像主的精神已經掌握了

你，我相信已經聽過老伊諾克通過你說話了！看哪，否則這種智慧不會留在人身上！“ 

 

8. 於是瑪哈爾感謝上帝，他對這個人是如此仁慈;所有人都對夫嘎-赫藍的智慧感到驚訝。 

 



9. 高級牧師說：“只有現在你完全有資格成為我們的將軍！” 

 

10. 所有人都加入了一個響亮的阿門。 

 
 

HoG V3/305 將軍向準備戰鬥的軍隊發動進攻，以攻擊礦石神和偽造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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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心中的這種傾向三天過去了，在這期間，頂級上校組織了士兵，不得不為即將到來的

戰役做好準備。 

 

2. 第三天晚上，第一批陸軍上校來到皇家城堡，向夫嘎-赫藍表示，現在已經有 200 萬士兵的

軍隊在大型訓練場外露營，並且裝備精良，適合任何軍隊目的，並等待更高級的命令。 

 

3. 並且夫嘎-赫藍對這些第一個野戰上校說：“這樣就去做下面的命令：黎明前三個小時我們搬

出去，整個軍隊將首先搬到礦石神殿和鍛造的神殿！工人們會搬家前進，立刻摧毀一些只有偶

像，特別是主殿的東西！ 

 

4. 這個寺廟的礦工和牧師是否想要阻止工人執行他們的指揮工作，那麼立刻就是一個強大的師

士兵們應該在場，以力量驅使牧師和礦工服從，所有頑固的強硬者必須立刻品嚐劍！ 

 

5. 但是，牧師和礦工應該同意破壞聖殿和所有偶像崇拜沒有抵抗，然後他們應立即帶到我的帳

篷，以便他們可以接受我的指示，他們今後應該做什麼和教導，以及他們將如何被提供。 

 

6. 然而，主力必須是每一個我們總是用三個圓圈環繞著寺廟，並註意沒有人可以事先從任何一

個寺廟逃離！ 

 

7. 寺廟裡的所有金銀都必須收集然後帶到我身邊，我會帶走大量的鑄工人並立即把所有的金幣

和銀幣變成可行的硬幣，首先軍隊得到報酬然後通過它這樣的錢分發給人民。 

 

8. 讓它完成！這個，我的命令，和古拉特國王！“ 

 

9. 在這個命令之後，第一個野戰上校再次撤退，並將大祭司和國王的命令交給大軍。 



 

10. 但是，古拉特立即準備了一千隻駱駝準備並挑選了一千鑄工人誰不得不拿著他們的工具並

陪伴軍隊，並另外七百隻駱駝準備為夫嘎-赫藍及其所有隨行人員。 

 

11. 第二天三小時在日出之前，所有人都已經站起來了;駱駝已經登上了，強大的行軍隊伍加入

了主要軍隊。 

 

12. 進一步 - 以下內容將會顯示出來！ 

 
 

HoG V3/306 在鍛造神廟前的夫嘎-赫藍先鋒隊。最後通喋被拒絕。聖殿武士的火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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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大型法院隨行人員加入大軍之前，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經在前往不遠處的漢諾奇位於

神的鍛造神殿的路上，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這座神殿是為紀念特霸卡建造的，加工金屬的發

明者。 

 

2. 當先鋒隊抵達寺廟的強大堡壘時，他們停下來並要求守門人立即進入。 

 

3. 但是他們回答說：“此時沒有人被允許進入聖所的花園;只有一個最狡猾的肇事者可能需要這

樣的狡猾！在這些神聖的牆壁上，什麼你想要做這麼早？” 

 

4. 偉大的先鋒隊諷刺地回答道：“我們想要虛無的不過是，從根本上摧毀同一個聖所和這些神

聖的牆壁，根據夫嘎-赫藍的誡命，並且打死一點或者殺死那些反對我們使命的人 - 或者你喜歡

的任何東西！因此不要造成任何問題;因為我們身後有兩百萬士兵的軍隊！ 

 

5. 當看門人聽到這樣的話時，他們用更軟的語言回答：“是的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我們必須

通知寺廟的大祭司，以便他能夠值得接受你作為偉大的，全能的夫嘎-赫藍的使者！“ 

 

6. 但先鋒說：”大祭司必須在寺廟完全被毀之前不被通知;因此，只要打開大門，否則我們將用

武力打開它！“ 

 



7. 當看門人聽到這樣的談話時，他們喊道：”你們臭名昭著的盜賊，你們被拋棄出了地獄！那

是你的計劃嗎？你只想搶劫和偷走聖殿的聖所！你想要的美麗金銀！哦，等一下;你將免去這努

力！我們會立即告訴大祭司這些叛亂分子，他們的道路將會縮短，直到現在還沒有任何魔鬼夢

寐以求！“ 

 

8. 然後一些守門人跑到大祭司那裡，並相應通知他。 

 

9. 大祭司變得比老虎更生氣，行事他的全軍和立刻開始把他所有的地獄般的火藝術中最有活力

的動作。 

 

10. 群山開始噴上不同的位置，消防整個寺廟很快就開始發光，從大的花園圍牆到處都噴著火，

所有這一切都在一小時內完成。 

 

11. 當先鋒隊看到如此猛烈的火焰時，他們退回到了大軍，誰也停止了，因為他們也不敢入侵

這片真正的火海。 

 

12. 但與此同時，法院的隨行人員也趕到了軍隊，而真夫嘎-赫藍他本人對這座特霸卡神廟周圍

的火災奇觀感到驚訝。 

 

13. 但瑪哈爾對他說：“讓他們繼續生產菸火花只有一天;但是明天我們將開始我們的製作！“ 

 

14. 並且夫嘎-赫藍立即向整個軍隊發出命令;並且每個人都看了這整天的。 

 
 

HoG V3/307 看門人對夫嘎-赫藍的拒絕。帶有地雷的環形寺廟牆壁被毀。 

屠殺了 5000 名聖堂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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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當火災革命在前一天晚上已經完全平息時，夫嘎-赫藍本人在他的隨行人

員的陪同下前往大金屬大門並要求進入。 

 



2. 但由於現在還很早，他被拒絕接受，並且說：“晚上，每個傻瓜都可以說：'我是將軍首席牧

師夫嘎-赫藍並要求立即進入！';但如果你是偉大的夫嘎-赫藍，然後白天來，一旦我們肯定地認

出你，我們將為你打開大門！“ 

 

3. 並且夫嘎-赫藍說：“好;因此我在生命中向你發誓 - 如果我將在白天進入這裡 - 你們所有人

與主祭司和祭司一起將被劍殺死！因為你們耽誤我做亞當，賽斯和以諾的老神吩咐我去做的;因

此它會帶給你一切死亡！“ 

 

4. 大門的守衛們喊道：“這種恐怖威脅我們已經知道了！因此，只要離開;因為白天你也不會被

允許進入 - 即使你是夫嘎-赫藍--你也絕不會承認進入，即使你在這裡等了好幾年才能進去！“ 

 

5. 這個回复讓他的整個生命中感到憤怒。他退到了軍隊並立即命令礦工在幕前十步挖六個軸。

牆下到牆下，然後將裝滿了最強爆炸性顆粒的大袋放在牆下，然後用燃燒的火線點燃它們，燃

燒的火線安全燃燒，直到它完成任務後才熄滅。 

 

6. 根據這個命令，六百名礦工立即開始工作，準確地測量了距離並打開了地球;當太陽升起時，

每個部分都已經在牆下。然後爆炸的穀物袋放在軸和火線內。奠定了點燃;在一次可怕的爆炸發

生後的幾分鐘內，大部分的牆壁都在該地區的廢墟上蔓延開來，為軍隊打開了一道寬闊的大門。 

 

7. 但是當祭司和他們眾多的僕人在這座神聖的牆壁上看到這種可怕的攻擊時，他們逃到了群山

之中，但直接跑到了的守衛手中，他們立即被逮捕並帶到了將軍之前。 

 

8. 他秘密地問瑪哈爾，他應該對這些叛亂分子做些什麼。 

 

9. 瑪哈爾說：“他們都是純粹的地獄性質;所以要堅持你的威脅，讓他們一切都碎成碎片！” 

 

10. 立刻，夫嘎-赫藍指揮一名士兵來完成任務，他們立刻開始砍掉囚犯，他們的人數大約是五

千人;並沒有人倖免。 

 

11. 當這項行動完成後，他們才開始破壞聖殿和那裡發現的金銀幣。這一切只持續了三天。 

 
 

HoG V3/308 使館通過夫嘎-赫藍和瑪哈爾對鐵匠的指導。鐵匠關於歸依上帝的決定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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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破壞行動之後，有關它的消息傳播到分散的礦區時，礦工們感到震驚，立即派代

表到夫嘎-赫藍營地，並以適當的榮譽告訴他這件可怕事件的意義是什麼。 

 

2. 並且夫嘎-赫藍教導他們真正的上帝並且向他們啟示所有偶像崇拜現在必須被毀滅，因為否則

古老的，真正的上帝將不可避免地讓祂威脅的審判從古代的，來到地球的所有生物，因為所有

偶像崇拜在祂面前，永恆唯一的真神，是所有可憎之物的憎惡。 

 

3. 當夫嘎-赫藍親自向代表們解釋過這一點時，瑪哈爾也勸告這些代表回到上帝面前，他們如何

應該在最嚴重的威脅下告知礦工不可避免的判斷，還要忠實地告訴他們，如何如果他們回到祂

身邊，他們可以再次在上帝面前找到憐憫，以及祂將如何從即將來臨的審判中拯救他們。 

 

4. 通過這些指示，代表們返回並忠實地通知了他們的主人。 

 

5. 然而，他們開始發誓並在那裡猛烈地責罵說：“那麼，現在，只要看看精英的奇思妙想！每

隔一年他們就會給出其他法律和其他神靈！什麼國王必須付出對所有這些神廟的建造;整個，什

麼大驚小怪，偉大的帝國和來自各方的所有奇蹟的聲音是？！ 

 

6. 現在所有都存在了將近十年 - 他們已經放棄了它，因為它很可能產生不夠，精英不能沒有金

銀那積累在寺廟中的在這個時間段內！ 

 

7. 現在它又老了，徒勞無益的上帝又轉了，因為祂不需要寺廟，也沒有錢，這就是為什麼祂無

處可去，什麼都不是！是的，祂甚至不需要為祂自己付出最不昂貴的照片，因為祂什麼都不是，

只需要從空氣中被認為是上帝！ 

 

8. 等等，這個一年，寺廟將被摧毀，舊的思想 - 上帝重新引入;但明年的稅務使者將重新出現，

並以國王的名義要求大幅致敬！ 

 

9. 這是真正的魔鬼生活在世界上！在持續的和平與秩序中，地球上的這些大型休閒者能不消耗

最好的烤肉？！必須總是有某種策劃嗎？！ 

 



10. 我們有一些安靜的那一刻，然後突然從某個地方突然出現一個先知的飢餓騙子，配備了一

些魔術和一些光滑的妓女！然後這個傢伙開始隨意地大膽地為大傻瓜演奏曲調，這些驢子立刻

開始跳舞！ 

 

11. 但是現在他們可以吃掉我們驢子的污垢！我們不再是他們的傻瓜了！甚至更多的是我們拉

屎在徒勞的老上帝的威脅判斷！ 

 

12. 因此，我們將保持現狀！誰不想加入我們，可以加入他想要的任何人，我們也不會干涉他;

他應該轉移到他加入的人那裡！“ 

 

13. 這個決定是真正的律法的結果上帝與許多工業家。 

 

14. 下一步的成果將在下面展示。 

 
 

HoG V3/309 攻擊金牛座神廟及其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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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夫嘎-赫藍有代表被工業家的解僱時，誰 - 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 - 沒有成功在他們的返

回，他立即命令整個軍隊做好準備並搬到相當遙遠山區的地區，偉大的公牛的寺廟所在的地方，

並以與礦石和鍛造之神的寺廟相同的方式進行。 

 

2. 不久，整個偉大的軍隊都開始移動並移動了兩百長的柱子，其中每一列都有一萬人，不包括

法院的強大隨行人員。三天之內，整個軍隊在距離寺廟大約五個小時的空曠地區停下來，等待

新的指示。 

 

3. 當夫嘎-赫藍帶著他的套房抵達時，他豎起了一個大帳篷，並將其作為他的大本營。當上校來

找他接受更詳細的指示時，夫嘎-赫藍對他們說： 

 

4. “在遊行到這里之前，我沒有說過，以與石頭和鍛造神的神殿相同的方式前進嗎？！為什麼

還要給予更詳細的指導呢？！你知道哪裡有寺廟站在那裡，建造在高山峽谷的寺廟。 

 



5. 因此圍繞它們分成三個大圓圈，然後一些人自己去寺廟並從下往上摧毀它，收集金銀，並把

所有祭司和其他寺廟僕人帶到這裡，然後把他們帶到我這裡，然後它就會出現我們下一步要做

的事情！ - 整個命令就在這裡;所以去執行吧！“ 

 

6. 上校去向軍隊傳達了這樣一個命令，他們又準備執行指示。 

 

7. 在十個小時內，寺廟被包圍，大型拆遷部門前往寺廟並要求被接納。 

 

8. 由於他們來得太深，他們被拒絕進入。 

 

9. 然而，指揮官對守門人說：“如果你不立即打開大門，你們中沒有人會活著離開！” 

 

10. 牧師到了這裡，並詢問了這樣一個不尋常的入場原因時間。 

 

11. 指揮官清楚地解釋了原因。 

 

12. 但這引起了這座寺廟中一千人居民的強烈憤怒。他們立即爬上幕牆頂上，開始砸石頭向那

些人要求入內。 

 

13. 他們，但，回落，立即開始布雷。在幾個小時內軸被挖，並裝有炸藥顆粒和清晨破曉，整

個半圓形牆壁被銷毀。 

 

14. 然後軍隊進入庭院，摧毀了寺廟並將所有祭司及其所有寶物都羈押。 

 
 

HoG V3/310 將軍與囚犯的談話和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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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座寺廟徹底毀滅之後，這座寺廟的祭司和其他僕人被返回的軍隊及其隨行人員帶到了夫

嘎-赫藍的帳幕前，當被收購的金銀寶藏的載體交給了只有那時，將軍開始對囚犯進行嚴厲審訊

和審查，並對他們說： 

 



2. “誰是這座寺廟的建造者？不是我嗎？ - 但如果我是這樣一座寺廟的建造者和擁有者，我是

否有充分的權利隨時摧毀我的財產？！ 

 

3. 但是，如果我無可爭議地擁有這樣的權利，我問你：你出於什麼原因和有什麼明顯的權利反

對我的指示並用石塊攻擊我的副手，從而殺死了十個人，幾個或多或少地受了重傷？ “ 

 

4. 囚犯說：“主啊，如果我們見過你，我們就會相信這樣的命令是從你的口中發出來的;但是既

然我們沒有在戰士中看到你，也沒有聽到你很明顯的聲音，我們認為你的名字的宣告只是一種

外國勢力的可恥的戰爭策略，它以叛逆和掠奪的方式攻擊我們，以獲取我們為你的房間收集的

金銀。 

 

5. 同樣，我們是也不能在夜間區分標記和盔甲，無論它是屬於哈諾克還是來自其他地方。這就

是為什麼我們採取石頭並以任何方式對你的財產進行保護！我們相信我們沒有讓我們在你面前

受到起訴;因為他的主人的忠實僕人應該總是值得獎勵而不是懲罰！“ 

 

6. 當夫嘎-赫藍從囚犯那裡聽到這樣聰明的藉口時，他對他們說：“好;既然你是出於對我的忠

誠而做到這一點，你也應該得到獎勵而不是懲罰！你現在自由了;現在離開這裡，三天盡力而為！

在這段時間之後回到我身邊，以便我可以確認你的事業，然後給你一個新的辦公室！“ 

 

7. 於是他們全部被釋放並被允許去任何他們想要的地方;並且隨著他們的自由的標誌從將軍他們

立即回到山上。 

 

8. 但是，夫嘎-赫藍立刻派出了他最好的間諜跟隨誰必須密切關注被釋放的人。 

 

9. 進一步 - 以下將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