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311 釋放者消失在岩石面孔的神秘洞中。將軍的返回和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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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被釋放的男人去了哪裡？ - 他們直奔原來的寺廟所在地。當他們到達那裡時，他們去了一

個岩壁，挖了一個非常畸形的洞，這個洞足夠大，一個人可以進入，如果他稍微彎下腰。 

 

2. 所有被釋放的人終於在這個洞裡消失了，我們的仔細間諜在這裡等到晚上才能看到最後可能

再次出現在這個洞裡;然而，無論是男性還是其他任何動物都無法看到。 

 

3. 因此，他們在晚上召集了以下無數警衛，讓他們嚴密地保護一定距離的洞，每個守望者都必

須非常密切地觀察這個洞是否會有人從中出來;然而，這是三天的浪費;因為所有那些人進入靈魂

的沒有再次出現。 

 

4. 三天后，一些間諜回來了，並告知夫嘎-赫藍。他變得睜大眼睛，不知道他應該做些什麼。 

 

5. 但不是一個小時過去了，所有被釋放的人都安全地回來了。 

 

6. 現在間諜大眼睛，充滿了憤怒，他們被這些牛牧師大肆愚弄。 

 

7. 但是，夫嘎-赫藍給間諜一個秘密標誌去，然後帶剩下人在間諜之後並守衛通過信使到他。 

 

8. 馬上，最好的短跑運動員被召喚並送到守衛，不停監視並保留他們應該返回的指示。 

 

9. 七個小時後，所有人都聚集在將軍的帳篷前，他出現並與被釋放的人交談： 

 

10. “你已經在指定的時間回到了這裡;但這還不足以讓我給你一個新辦公室！你也必須忠實地

告訴我這三天你在哪裡，你在那裡做了什麼;因為那時候我會清楚地認識到，三天前，當我的士

兵在晚上請求入場時，你用石頭襲擊了他們是否真正出於，忠誠於我的！所以現在說話，留意

每一個謊言都會給你帶來一定的死亡！“ 

 

11. 但受到威脅的人說：“你有沒有給我們三天的空閒時間？你現在怎麼能要求我們負責？我

們不允許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12. 但將軍說：“正是通過這種自由，我一直在試著你;而這是為了把一個新的重要辦公室委託

給你所必需的！這就是為什麼在這所學校之後進行主要考試，你要么活下來或者可能會永遠失

敗！因此，我可以立即回答我早先提出的問題，而不會出現異議 - 否則我會立刻有一萬把劍在

你頭上玩！“ 

 

13. 在這裡，受到威脅的人大吃一驚，其中一人說：“主啊，如果你必須知道一切，那就知道，

我們在這三天裡練習了懺悔，使我們與自己和解，因為我們對你的無知嚴重冒犯了！“ 

 

14. 在這裡，將軍幾乎無法抑制他的笑聲，並說：“啊，這是值得傾聽的！但是你悔改的神聖

之處在哪裡，以便我自己去那里為你忠誠於我而建立一座偉大的紀念碑？” 

 

15. 在這裡，假懺悔者已經咬著嘴唇，只有一個人說：“主啊，這是山上一個非常可怕的可怕

洞穴，對於任何紀念館來說都是一個糟糕的地方;所以不要求我們這樣做！“ 

 

16. 而且夫嘎-赫藍說：”哦，那沒關係;我們會把這個可怕的地方變得美麗！所以，讓我們立刻

去神聖的地方吧！“ 

 

17. 在這裡，懺悔者變得蒼白，不得不進行非常炎熱的旅程。 

 

18. 接下來是什麼，以下！ 

 
 

HoG V3/312 岩洞前的夫嘎-赫藍。瑪哈爾和釋放者關於石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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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整個遊行隊伍與懺悔者，間諜，守衛和夫嘎-赫藍本人及其隨行人員一起到達寺廟早期所在

的地方，並且在距離它很近的地方找到了岩石面上的已知洞穴，間諜來到夫嘎-赫藍說： 

 

2. “主啊，主啊，這是我告訴你的那個洞;在這個洞裡，被你釋放的人消失了，再也沒有再出現

過！” 

 

3. 當夫嘎-赫藍收到這個暗示時，他轉向他的瑪哈爾並問他是否不想更詳細地描述這個洞穴的性

質及其背後的故事。 



 

4. 瑪哈爾說：“朋友，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首先，這不是一個自然造的洞，而是人類通過

這個不太堅硬的石塊製造的，這是通過鑿子，其中的痕跡仍然可以看得太清楚了！ 

 

5. 但是因為它是人的作品，其次肯定不是地下的入口，天然形成的山大廳，但它要么是一個通

道被落基山脈包圍的山地，或者是人手所造的一個或多個地下人工製造的豎井的入口，這些硬

懺悔者可能仍然藏著一些嚴重的金塊！ 

 

6. 這當然就是其中之一兩個替代方案，也許兩者兼而有之 - 自從那些頑固分子消失在這個洞裡

之後，必須出現在另一條路上到你的！ 

 

7. 現在取決於你的調查！但首先要問的是關於它的懺悔者！他們會在考試之前向你承認真相，

然後饒了生命在成功調查後;但是如果他們提前騙你，那就殺死他們通過迷惑他們在他們的地獄

工作！“ 

 

8. 在瑪哈爾夫嘎-赫藍這些話之後立即轉向硬懺悔者並問他們，誰沒有聽過任何關於瑪哈爾的啟

示，這個洞裡面的東西是什麼，他們消失了三天。 

 

9. 堅硬的懺悔者說：“主啊，這個洞只不過是一個骯髒的懺悔洞穴的一個悲傷的入口一個甚至

更狹窄的岩石區域的更窄的出口，其中沒有任何東西生長，但野生漿果，作為一個懺悔者微薄

的食物服務！ 

 

10. 從這個區域，人們可以通過一條非常艱苦的道路再次到達平原，在這條道路上，人們必須

對抗一千個生命危險！我們今天使用的這條道路，讓我們的懺悔是完美的！ 

 

11. 主啊，主啊！你可以親自調查一下這個洞，如果你要找到它，那麼你可以隨便做什麼你想

要與我們！“ 

 

12. 將軍立即召集礦工並對他們說：”接受一萬支火把，我們馬上開始對這個洞進行調查！“ 

 

13. 礦工們立刻完成將軍的命令。 

 
 

HoG V3/313 檢查神秘的洞穴，並發現上部洞穴壁中的秘密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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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收集了一萬支火把時，夫嘎-赫藍召集了數千名最強壯，最正直的人，給了他們每一個十支

火炬並對他們說： 

 

2. “在這里安裝軸導繩，然後點燃你們每個人的火炬，並在這個洞中非常小心和謹慎地攀爬！ 

 

3. 最準確地檢查一切，不要通過一個未經研究的側軸，並且應該在牆壁上顯示任何側軸人為堵

塞的痕跡， - 一千個白色火焰火炬的光線應該清晰可見 - 然後突破，不要讓讓任何小事都不值

得你的檢查！ 

 

4. 如果你有仔細檢查了一切，然後回來告訴我，這樣我就可以說服自己一切，並根據最好的建

議給予你豐厚的獎勵和這些強硬的懺悔者！這樣就去執行我的命令！“ 

 

5. 在這個命令下，一千名礦工開始工作，並按照他們的指示最謹慎地做了一切。但是在這次調

查開始時，他們認真地發現了除了硬幣所證明的東西之外的其他東西：首先是一條狹窄的，低

的和兩百英尋的長通道，它通過各種曲率蜿蜒而來，結束在一個相當寬敞的房間裡，可以容納

兩千人。 

 

6. 這個房間的牆壁四周都是堅硬的黑色岩石，另一邊只有一個出口，這是一個同樣狹窄的開口，

就像第一個一樣;通過第二次開放，他們很快就來到了一個貧瘠的岩石區域，在那裡除了一些野

生漿果灌木之外別無其他。 

 

7. 在礦工們檢查了所有東西並發現任何可能引起他們懷疑的事後，他們返回並相應地通知了將

軍。 

 

8. 但他說：“不，不，我不敢相信，硬懺悔者是如此誠實！給我一個火炬和千名礦工沿著豎井

引導繩跟隨我，我會說服我自己一切！” 

 

9. 在這裡，將軍拿起火炬，與礦工們一起進入洞穴，很快就進入了房間，在那裡他仔細地調查

了牆壁，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東西，而不是同樣的黑色。 

 



10. 他因此說礦工：“這種顏色似乎有其原因！這些牆到處都是堅固的;但我發現這個房間非常

高！因此，給我一個好的階梯，我們也將檢查這個石牆的較高部分！“ 

 

11. 於是立刻進入了一個坑階梯，上層部分被檢查，並在高海拔地區驚訝所有在三個 fathoms

中發現了一個相當寬敞的開口，一個人可以聽到遠處很多人的聲音。 

 

12. 而且夫嘎-赫藍說：“讓我們快點回去;長期逗留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危險的！但我現在擁有我

真正想要的東西;從這裡開始，硬懺悔者將成為我們的嚮導！“ 

 

13. 於是所有人都匆匆離開了這個人工石窟。 

 

14. 當夫嘎-赫藍安全返回時，他立即將硬懺悔者叫給他並要求他提供了有關房間岩壁高開口的

更多細節。 

 

15. 硬懺悔者開始動搖，一個人在恐懼中說：“現在一切都迷失了！” 

 

16.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14 暴露的懺悔者。瑪哈爾的建議對憤怒的夫嘎-赫藍。 

引爆石窟。懺悔者的認罪及其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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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夫嘎-赫藍认识到他的问题如何对硬悔者产生了非常强大的促成效果时，当他也听到

非自愿的“我们迷路”时，他对瑪哈爾说： 

 

2. “听着，我最有价值的兄弟和朋友！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与这千名忏悔者进行一个非常短

的處理！他们的罪恶感已经证明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3. 我把这些猥琐切成了立即下来;然后我在这个人工洞穴里放了两百袋爆破颗粒并点燃，这样整

个质量就会被摧毁，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快地找到这些主要流氓秘密的底部了！你想，我是对还

是不对？ 

 



4. 玛哈尔说：“亲爱的朋友，你是对的;但只要我们能够解决问题沒有流血，我们就把剑留在鞘

中，没有它就行动！但是石窟肯定会像你建议的那样被摧毁;你会遇到一些相当重要的秘密！“ 

 

5. 当夫嘎-赫藍从瑪哈爾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他自己立即指挥了矿工;然后他们立刻将两百袋

最强力的爆破谷物运到黑暗的房间里，将火线放到适当的位置，当每个人都撤回到一个安全的

距离时，点燃它们，然后撤回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同样。为什么？这将是清楚的没有解释。 

 

6. 在半小时内，明火就到了麻袋里;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发生了，整座山都在废墟中铺设。 

 

7. 爆炸发生后，发起了一项新的调查，但在山区废墟下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他们可以找到一些金块和多个撕裂的人。 

 

8. 在经过三天的调查之后，将军再次召唤了硬忏悔者并对他们说：“如果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

断充当冒名顶替者的原因，我仍然想要饒恕你的生命并给你自由。，虽然我总是给你这么多的

优势！你为什么反对我，為什麼要做这个洞穴，为什么隐藏在里面的金子呢？“ 

 

9. 在这里，一个人走上前来说：“主啊，主，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你的过度恐惧！因为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观念，你可能很快会做出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想要提供自

己當我们的办公室即将结束时，我们将被留下未来任何收入。 

 

10. 看，这已经是这个人工石窟的全部原因！但是你听到的那些人从可疑的高空开口说话，是

我们的兄弟！他们现在埋葬了;我希望我们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了！现在你知道了一切;只要记住我

们也是人类！“ 

 

11. 将军听到这个，他信守承诺，饶了他们的生命，给了他们自由。 

 
 

HoG V3/315 離開軍隊前往太陽神殿。它無血投降和破壞。佔領並摧毀火神殿和風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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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軍隊分配了數千名懺悔者之後，夫嘎-赫藍命令整個軍隊準備好繼續向前邁進。 

 



2. 在一天一夜的過程中，整個軍隊都聚集起來準備再次行軍，夫嘎-赫藍指示他們朝太陽神殿移

動，但是它的捕獲和破壞並沒有提供值得注意的東西，因為它祭司很快投降，甚至與寺廟的破

壞合作;他們只是為了其他科學目的而要求保留大型凹面鏡，這是他們在祭祀儀式中學習的十年

期間 - 這是夫嘎-赫藍很容允許易獲得的，因為他本人是各種各樣藝術和科學的好朋友。 

 

3. 經過為期三天的停留，軍隊需要休息，將軍用來掠奪被盜的金銀幣，軍隊再次搬出去，並按

照將軍的命令向火神廟前進，征服和毀滅當然有點問題，因為它的祭司職位大大增加並向各個

方向擴散;因為在附近的任何一個山吐火的山上建造了這座神的一個側廟，在節日期間，火祭是

為了換取豐富的祭品而製作的。 

 

4. 因此，這座寺廟及其所有延伸部分的破壞需要更長的時間，並且在不同的地方遭受不同程度

的困難。總共持續了將近四十天，大部分時間都沒有流血事件 - 除了建在陡峭懸崖上的單側寺

廟，其祭司因其優越的地位而頑固地堅持到這裡，因此不想听投降的邀請。這裡的大岩石被各

方破壞和炸毀，這當然使所有頑固的牧師都垮台。 

 

5. 在這座寺廟遭到破壞之後，在完成金幣和銀幣之後，這裡需要兩千多頭駱駝才能運輸，軍隊

準備朝著風神的神殿前進，那風神，然而，在它被征服之前，導致夫嘎-赫藍有一些令人生畏的

障礙。首先，祭司們總是讓湖水在四個排水點上通過巨大的水閘完全膨脹。如果敵人從一側或

另一側接近敵人，那麼閘門就會被打開，並且在這座寺廟的每個可能的入口點上，巨大的水都

猛烈地沖向敵人。其次，祭司們也完全了解所有電子操縱，這意味著他們的區域幾乎無法進入。 

 

6. 因此，夫嘎-赫藍必須在這裡進行半年，直到他能夠抓住這座寺廟。 

 

7. 在這座寺廟被毀之後，軍隊走向了水神廟。 - 此後更多關於征服這座寺廟的事情！ 

 
 

HoG V3/316 3 月的軍隊對付水神廟。困難在它的捕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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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整個大型軍隊在多日遊行後到達湖中時，他們沿著廣闊的湖泊岸邊紮營，島嶼位於中心水

神殿建造在其上。 

 

2. 只有在休息了三天之後，夫嘎-赫藍給詳細的指示攻擊這個天生的非常強化了寺廟和村莊。 



 

3. 最初，夫嘎-赫藍、希望用一行戰士圍繞整個湖面長達數英里;但他很快就遇到了無敵地形的

困難，這使得這樣的計劃變得不可行。因為湖泊在一些地方以一片寬闊的崎嶇岩面結束;在其他

地方，湖泊迷失在無法估量的寬闊的沼澤和沼澤中。 

 

4. 由於必須放棄這樣的計劃，所以設計了另一個計劃，即、夫嘎-赫藍在六個星期的過程中建造

了兩萬艘駁船，每艘駁船可以舒適地載著一百名男子。駁船是用最好的雪松樹製成的，其中每

個樹幹的長度都是十二英尺（fathom），因此每艘駁船的長度和寬度都是六英尋。 

 

5. 當這些駁船完成包括必要的槳，欄杆，長凳，鐵爐和食品容器以及其他用於各種戰爭裝備的

小雜誌時，他們被載人並命令包圍整個島嶼，並嚴格注意沒有人離開島上，也沒有任何人靠近

島嶼。 

 

6. 但是，如果被圍困的島民要求圍困者意味著這意味著什麼，那麼他們應該完全宣布將軍的意

志並說：“如果你必須服從將軍的意志，你將成為他的朋友;但是相反，你是他最大的敵人，誰

將被劍摧毀！“ 

 

7. 提供了這樣的指示，駁船上的人們航行到相當遙遠的臥島，並完全圍著駁船圍攻它，這樣任

何人都不能離開島嶼。 

 

8. 但是圍攻持續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天，因為牧師們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立即派出一個代

表團到圍攻者那裡，告訴他們他們（牧師）確實想立刻遵守偉大的、夫嘎-赫藍意願，否則水神

很容易生氣。 

 

9. 當圍攻者聽到代表團發出這樣的信息時，他們非常高興，立即有一萬名男子開車前往該島並

上岸。但是當他們來到寺廟所在的地方時，他們沒有發現任何一座寺廟的痕跡，而是到處都是

普通的鄉間別墅，其中住著非常普通的農民。 

 

10. 當萬人通過苦心尋找整個島嶼來實現這一目標時，他們說：“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這裡

沒有什麼可以摧毀的;所以現在讓我們回來告訴將軍一切！” 

 

11. 說完了;當、夫嘎-赫藍了解到這一點時，他非常驚訝，並不知道他應該做什麼。 

 

12. 從此以後！ 



 
 

HoG V3/317 瑪哈爾有關消失的神廟和神父的詭計的信息。召喚牧師在將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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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夫嘎-赫藍無法看到和理解如何對他這個眾所周知的島嶼沒有找到任何一座寺廟的

痕跡，而他幾年前與古拉特國王一起訪問該島時因此確信自己存在他轉向瑪哈爾，問他是否可

以告訴他這座寺廟不存在的性質是什麼。 

 

2. 瑪哈爾說：“你怎麼能認為這些非常聰明的牧師沒有聽到其他偶像神廟毀滅的消息？！ 

 

3. 看，他們已經收到關於毀滅神殿的神殿被毀的消息！他們立刻用它來拆除偶像奉獻的一切，

把這個偶像島變成了一片美麗的居住地，修建了房屋並分發了土地，金銀，以及最近在某個場

合最近在這裡避難的美女女神。在這樣一個新的安排中生活了一年多，世俗地說得相當愉快 

 

4. 但他們完全死了在精神意義上;因為他們不知道一個真正的，永恆的上帝的單一音節！所以我

們不應該集中註意力在這裡有一個物質上存在的偶像崇拜，而是破壞最精神的黑暗那是在家庭

中這個相當富裕和美麗的島嶼上！ 

 

5. 看哪，這些牧師，因為他們現在不允許有一個寺廟任何礦石，現在正在祈禱湖水，讚美最崇

高的噴泉，但同時也極其虛偽的驚呼，實施學校，傳播水的權威，力量和永恆的榮譽，並將其

呈現為真實的，活的神的聖潔本性，其中充滿了生命的豐富;簡而言之，我告訴你，這些牧師教

導水的神性，這樣你自己必須要小心，不要完全相信這種教導！ 

 

6. 因此，有必要指導這些祭司更好的東西，否則所有的人類精神都處於危險之中，進入這些祭

司的水中！“ 

 

7.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時，他要求他自己去島上並帶走了他所在學校的所有牧師 

 

8. 但是瑪哈爾說：“朋友，這樣你就會取得很少的成就;但我們這裡有一位演講者，即我的女兒

阿古拉和一位演講者，這是我的兒子凱薩爾（以前寫的'Kisarell'）！因此，祭司們來到這裡，

我們將看到我們能用他們做些什麼！“ 

 



9. 因此，將軍立刻向島上派出了一支強大的力量，將非常聰明的祭司帶到他身邊，他們立即帶

來了最大的渴望和順從將軍的意志。 

 
 

HoG V3/318 水牧師愚蠢言論對將軍的。通過阿格拉勸告水祭司。牧師的愚蠢和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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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水祭司來到夫嘎-赫藍面前時，他們深深地鞠躬，其中一人開始說話： 

 

2. “不朽的，最高尚的，最神聖的眾神，王子的王子，萬主之王！噢，在此之前，地球上所有

的土地都在顫抖，所有的水顫抖著聽著你的聲音，祂創造了天地根據你的喜悅，為數以百萬計

的人建造了這座偉大的城市， - 在我們面前，讓我們熟悉最令人厭惡的蠕蟲，什麼你對我們的

要求！ 

 

3. 關於這個非常愚蠢的稱呼，在將軍的大帳篷裡出現了一般的笑聲，將軍立刻轉向阿古拉並問

她，根據她父親的建議，她應該轉向這些完全傻瓜和一些正確的話語讓他們相信他們的愚蠢，

然後給他們一個真正的教義。 

 

4. 阿格拉穿著灰色衣服從背景中脫穎而出，將她的頭髮分開，向那些極其美麗的演說者展示了

她非常漂亮的臉，讓角質的牧師立刻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站在那裡半石化，沒有人只用一根頭

髮移動他的頭，只有一瞬間不會忽視這樣一場眼睛的盛宴。 

 

5. 阿古拉看了一會兒祭司，終於疑惑地說道：“你站在我面前這麼愚蠢和愚蠢的是什麼？告訴

我，如果你以前對將軍的敬意是你的絕對認真，我會給你的另一個字！說話;我以偉大的永恆上

帝的名義命令你！“ 

 

6. 當牧師們聽到阿古拉的甜美聲音時，是如此迷人，以至於他們只會產生一些愚蠢或者說不合

理的聲音：“啊 - 啊 - 啊 -   - 哦 - 哦 - 哦。” 

 

7. 只有一個人有這麼大的力量，他能夠產生下面這個非常愚蠢的句子，這聽起來是這樣的：

“哦 - 哦 - 哦 - 你是–沒有像你的一個人一樣！ - 哦 - 哦 - 哦 - 你無窮無盡的縮影所有 - 所有 - 

所有的女性美！誰能看著你，同時生活？！當他的耳朵聽到天上的聲音和你的嘴巴的和聲時，

誰能說話？哦 - 哦 - 哦 - 你最公平，最美麗，最美麗的 - 你天堂般的，屬天的，屬天的！“ 



 

8. 在這裡，被提的人也使這個說話者的嘴和舌頭癱瘓，所以那些祭司現在都是靜音的。 

 

9. 而且夫嘎-赫藍不能幫助自己嘲笑這個，他對瑪哈爾說：“現在我們有傻瓜了！我們可以用它

們做什麼？看到阿古拉，他們完全被迷住了！我們需要親愛的阿古拉再次撤退，否則這些傢伙

會變成一種愛情瘋狂，然後我們就會對他們產生一個可恥的問題！“ 

 

10. 瑪哈爾，意識到這樣的話，給他呼喊阿古拉並對她說：“我親愛的女兒，在這裡你不會取

得任何成就;因此，再次隱藏自己，否則我們將經歷一個可恥的景象！“ 

 

11. 阿古拉同意她的父親並空手撤回。 

 

12. 於是凱薩爾被召喚。但當他出現時，他被看見了作為偽裝的阿古拉牧師，因為他很像阿古

拉。他因此只對祭司造成了更大的魅力;但他無法讓任何人說話，因此也必須退休。 

 

13. 此後還有什麼進一步的！ 

 
 

HoG V3/319 瑪哈爾向夫嘎-赫藍信息。對水祭司的告誡失敗， 

作為神聖愛情在人類失敗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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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現在夫嘎-赫藍和瑪哈爾確信瑪哈爾的忠告第一次失敗時，夫嘎-赫藍問瑪哈爾：“兄弟在

上帝的，誰唯一的永恆真神， - 現在你的建議沒有結果，怎麼會發生，而且，似乎也沒有正當

理由？“ 

 

2. 瑪哈爾說：“兄弟，不久之前我也覺得很奇怪，我什麼也不說但除了主的精神，但現在我理

解得很清楚，為什麼這樣的建議來到我身邊，為什麼它必須毫無結果！ 

 

3. 看，這一整個事件現在我們與上帝的整個關係都呈現出！ 

 

4. 這些角質的，世俗的祭司在這個時刻代表著我們的人類。我們來到了一個大的的軍隊在這些

水務僕人中，就像上帝在第一對人類夫婦面前成為一名全能的，無情的法官一樣。 



 

5. 但是這對夫婦因為在上帝面前犯下的罪而感到懊悔;而上帝則穿著友善的衣服並且把人放回原

來的精神繁榮中。人們很快又忘記了上帝的忿怒，並在神聖的友誼中犯了罪！ 

 

6. 但上帝並不想把他的友誼很快變成憤怒，而是變成更大的愛，恩典和憐憫，只有通過愛才能

完全贏回腐敗的人類再次。 

 

7. 但是 - 當人們看到上帝之愛的面孔並聽到最甜美的聲音時，他們起初幾乎無法幫助自己獲得

所有的應對的愛，但正是在這種愛中，他們及時看到上帝如此寬容和忍耐，他們開始認為祂無

法再次進行審判！ 

 

8. 一開始，人們非常愛上帝，以至於他們擁抱了一切什麼上帝用他們純潔的愛所創造的;但是隨

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多地將自己的愛情投入到可見的生物中，逐漸忘記了神聖的愛情，

並且一直堅持下去，以至於神聖的忍耐遭受了強烈的破裂，上帝不得不完全降臨到完全外表的

人類身上一般的審判 - 現在更是如此，因為人類了解上帝就像這些在這裡的牧師一樣，對誰你

們已經在這個島上賜予了權力。就像上帝曾經給予地球上的人類一樣。 

 

9. 但是既然他們濫用了這種力量，我們就從它們那裡拿走了它;但是他們透過我們看了看並將他

們的情況平息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我們無法對他們做任何事。 

 

10. 因此，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並呼召他們到我們，並希望通過阿古拉和凱薩爾最親切的愛

情，給他們準確真正的愛和對上帝的認可。 

 

11. 但什麼影響這對這些牧師？ - 看，他們變得更加飢渴，更加性感 - 即使在我們的臉上！ 

 

12. 並且看，在以同樣的方式我們人類反對上帝！祂向我們展示的愛和耐心越多，我們就越能

將自己感覺變得向外，變得自我主義，自我滿足，最終不想尊重別人而是自己，因此也不是上

帝！ 

 

13. 即使我們用口承認上帝，我們也會用我們的每一個行動放棄祂！因為上帝否認了祂自己的

一切，將祂所有的財寶都交給了我們;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通過給予我們的弟兄們最小的部分

來做到這一點，但始終為我們自己保留最大的部分！ 

 



14. 看，主現在允許它發生在我們眼前，那我們應該從這看到如何我們現在對待祂，就像這些

祭司對我們一樣！ 

 

15. 但是，那我們在這種自私中並沒有完全發瘋，上帝現在必須在祂的愛中退縮，就像阿古拉

和她的兄弟不得不從這些神父那裡撤退一樣！ 

 

16. 你現在明白我的建議失敗了嗎？ - 看，這是神聖之愛形象失敗對我們男人！“ 

 

17. 今後又進一步了！ 

 
 

HoG V3/320 夫嘎-赫藍對瑪哈爾解釋的坦率批評。瑪哈爾對高地軍事突破的悲傷和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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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夫嘎-赫藍向他收到這個有點無法理解且冗長的回复他對瑪哈爾的簡短問題時，他對他說： 

 

2. “親愛的朋友，你可能是對的;但是你對你的理事會失敗的解釋似乎更明智地構思了一個詭計，

而不是一個真實的真理！ 

 

3. 看來，我也精通通信主題並且很清楚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東西;但儘管如此知識我可能沒有

在這現像，什麼你已經帶到光明！ 

 

4. 真的，它會更喜歡它多次，因為你現在我完全信任你，如果你公開地向我承認你曾經錯的，

然後用這個拉長的智慧語言來找我，我現在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相信 - 但只是同樣也可

以否認它！ 

 

5. 但我想告訴你真正原因你失敗的議會！ 

 

6. 看哪，這很自然：你的意思很好，並且由你自己想到這些野蠻的牧師通過一個美麗的女性生

物的演講會懺悔！這就是原因你給了我這樣的建議，你當然沒有考慮過這些傢伙的強烈慾望，

其中隱藏著失敗的原因。 

 



7. 順便說一下，這並不重要！你仍然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我本來希望它 -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 

- 如果你馬上就會告訴我赤裸的真相，而不是你這次減薄明智的定義！ 

 

8. 因此，我現在請你給我一個真正的建議並告訴我，這些角質山羊要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應活著，

還是我應該用劍殺死他們？告訴我上帝純潔的意志，我確實會立即採取行動！“ 

 

9. 當瑪哈爾聽到夫嘎-赫藍發表這樣的講話時，他用一種略微激動的語氣說：”朋友和兄弟，為

什麼你現在說這些對我沒有我的特色，但稱上帝祂自己是個騙子？！ 

 

10. 看，這將現在花費你很快成為一場巨大的戰鬥，你將受到上帝的嚴厲懲罰！看，因為你不

相信我的演講，這是一個溫和的性質，因此相信什麼我現在要告訴你的！ 

 

11. 你已經完全忘記了高地人，你認為他們不再會給你帶來任何問題;但是，仍然存活的十位王

子仍然從高處聽取了信使的建議，撤回了關於生育的法律，這是一條信使建議反對的法律，但

卻承諾給那些想要找到出路的人一個大的回報從高地到深處。 

 

12. 我告訴你：剛才一個人站在他們金色宮殿的十個王子麵前，向他們展示了一個計劃，那他

通過更高的靈感設計了這個計劃，在這個計劃下，深度可以抵達並且將無法阻擋！明天他們將

開始工作，你將看到工作用百萬隻眼睛，但你仍然無法阻止它至少！ 

 

13. 然而，這對你來說將是一個里程碑，那我的解釋不是空洞伎倆在我的精神，而是上帝的永

恆真理！ 

 

14. 但是，這對你應該對這些牧師做呢？ - 主說：'讓他們離開去他們來的地方;他們的精神無法

改變，因為它死了通過他們肉體的不潔！但如果水將來，他們將是第一個在洪水中找到死亡的

人！“ 

 

15.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立即解雇了牧師並召集了軍隊並一起移動他們到了這個地

方，那瑪哈爾後來更準確地向他描述了，即高地人會突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