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321 夫嘎-赫藍的軍隊在山壁上紮營。懷疑的將軍反對瑪哈爾的威脅。 

瑪哈爾的先知警告。由於高地居民的挖掘，山牆嚴重倒塌。瑪哈爾和平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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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高地人已經建立了他們自己的道路到深地，鋪設一百英里在今天的測量

（寫於 1844 年！）在漢諾克東北部和距離湖泊 30 英里的島嶼及其水務員的距離。這個地方是

一片龐大的沙漠，除了一些野生漿果灌木叢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生長。儘管如此，這裡的山

脈也是二十小時的距離，三十 fathom 的高度是垂直挖掘的，因此任何人都無法從上到下或從

下到上。 

 

2. 距離山壁 150 fathom，夫嘎-赫藍設置了黃色和紅色的帳篷;當整個偉大的軍隊沿著山牆分開

時，夫嘎-赫藍對瑪哈爾說道，讓他在床上讓自己舒服： 

 

3. “朋友，根據你的建議，我們現在在這裡設立營地;但我仍然沒有在最遙遠的意義上看到任何

與你的預測相對應的東西！你應該在這裡愚弄我嗎？！ - 真的，儘管是你最親密的朋友，'我會

告訴你，這樣的惡作劇會讓你付出沉重代價！“ 

 

4. 瑪哈爾說：”請關心惡作劇從上面的最終將不會讓你付出沉重的代價！ - 但是關於我自己，

很長一段時間我已經不會對你負責了，也沒有任何其他事情！“ 

 

5. 瑪哈爾幾乎沒有說出這些話，突然從高處山可以聽到可怕的咆哮雷聲。 

 

6. 所有匆忙跑出他們的帳篷，看看發生了什麼事，人們可以看到高處覆蓋在煙霧那通常起源從

爆炸穀物當點燃，以及連續雷鳴般的一千年威武的地基和石頭崩塌蔓延到深處，垂直挖掘的牆

壁和沙漠平原之間的矩形空間被完全填滿。 

 

7. 由於沿著整個沙漠牆壁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雪崩，牆壁很快就被填滿了在各個地方都有碎片，

從高處到深處的道路鋪平了不可阻擋的 - 這種惡毒的行為讓夫嘎-赫藍不得不靜靜地看著，因為

他不可能阻止它;因為誰敢拔掉它碎片在連續不斷出現新的大雪崩？ 

 

8. 點。在這個可怕的場合，瑪哈爾問夫嘎-赫藍是否他認為這種現像也是騙局。 

 



9. 並且夫嘎-赫藍說：“從上帝的高度來看，你是可怕的先知！為什麼你只能宣告那些以如此可

怕的事情，那準確性發生的可怕的，為什麼不能以同樣的準確度發生好事？”但是現在告訴我，

什麼我們能做來征服這些復仇口渴的高地人！“ 

 

10. 瑪哈爾說：“由這非常事實那我們來到這裡的！因為我們出席在這裡將告訴他們那我們受

到了啟發由更高的力量知道那裡他們將建設他們的道路到深處！這將在他們中灌輸一個偉大的

尊重對我們，而不是打架，他們會選擇非常和平的談判！ 

 

11. 當他們下來時，你必須不要好戰地攻擊他們;但你總是可以在你的帳篷周圍放置一個強壯的

守衛，給他們注射一個非常敬畏我們的力量！“ 

 

12.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立即遵守了這個建議，但同時已經發現了一些間諜，誰確

保空間得到了充分的填充。 

 

13.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22 將軍命令。高地軍隊的進步。夫嘎-赫藍之前代表高地居民，並由夫嘎-赫藍親手

將其殺死。瑪哈爾過渡到高地人。可怕的戰鬥。 500 萬戰士幾乎全部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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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藍確信他自己是高地的間諜時，他命令他的軍隊在過渡點集中大量軍隊並保持戰鬥

準備，以防止敵人發動任何輕微攻擊的可能性。在整個過程中，他們應該表現為防禦和保護力

量而不是攻擊力量。 

 

2. 這就是命令，並在一天內通過信使傳達給全軍;這段時間被嚴密測量了！ 

 

3. 軍隊幾乎沒有部分地按照夫嘎-赫藍的命令安排他們自己，當時有大量訓練有素的高地戰士，

首先檢查了新雪崩碎片路徑的穩定性，當發現完全堅固時，他們勇敢地走向了反對的力量好像

他們不存在一樣。 

 

4. 夫嘎-赫藍注意到了這種最勇敢的懇切，因此命令附近的十萬人強大的分裂來攻擊和抵擋敵人，

如果他們靠近他而不是十步。 



 

5. 然而，敵人沒有這樣的意圖，而且還集中在密集的人群中，在彈射器的距離上，派三名代表

到將軍閃亮的帳篷裡，讓他問是為什麼十年前開始的山脈的垂直挖掘讓他付出了代價。 

 

6. 至於他們的最高指揮官想要知道這一點，因為他現在來了，要向漢諾赫的指揮官支付這麼大

的債務;如此巨額的金錢和努力，只為高地居民計算，可不可能被要求從他們那邊免費！ 

 

7. 在支付了這筆債務之後，他們才會堅持收集十分之一在十年，這十年是與古拉特國王和當時

的副牧師夫嘎-赫藍談判的那個階段！ 

 

8.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樣一個諷刺性的問題時，他非常憤慨地說：“我自己就是夫嘎-赫藍，並

且帶著兩百萬訓練有素的勇士來到這裡！我現在是所有哈諾克及其龐大帝國的真正主人！ 

 

9. 你想和弄難他嗎，老主和天地之神已經準確地指出了你可以突破到低地的地方，從你的烏鴉

巢穴下來到平原，像蝗蟲一樣摧毀它？！ 

 

10. 當代表團聽到將軍的回答時，他們說：“你掌握了一種強有力的語言，用舊的，真正的上

帝來反對我們;但是我們也必須告訴你這位上帝通過先知對我們說了什麼！ 

 

11. 看，簡言之，祂說：“一旦你在指定地點鋪平了道路，就像我向你展示的那樣，你將會遇

到哈諾克的巨大力量;因為我會把他們送到你們手中通過挪亞的兄弟，誰因為他的孩子而厭惡我！

然而，請饒恕兄弟和他的孩子;因為我會懲罰他們我自己！ 

 

12. 看，這是我們的預言！但如果你想避免所有的流血事件，現在就心甘情願地投降;否則沒有

人會活著離開這片沙漠，除了諾亞的兄弟和他的孩子們！ 

 

13.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的憤怒爆發了;他抓住了三個並用自己的雙手殺死了他們！ 

 

14. 在那一刻，瑪哈爾起來並以更高的權力為指導，與家人一起無情地向敵人移動並告訴他們

關於將軍的褻瀆。 

 

15. 而這是一場戰爭的信號，之後再也沒有平等;因為漢諾克的軍隊只剩下一千人 - 而三百萬強

大的高地人中只有三千七百人仍然活著。 

 



16.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23 夫嘎-赫藍向古拉特國王的逃脫和戰鬥報告。 

通過夫嘎-赫藍建了一支由 400 萬戰士組成的新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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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倖存者中有兩名上校的夫嘎-赫藍，他們與其他人一起逃回哈諾克，在高地人的倖存者的追

逐下相當長距離。 

 

2. 當他到達哈諾克時，他立即趕到古拉特，他張開雙臂歡迎他。然後他向國王宣布了他的軍營

活動最令人悲傷的結局，他說： 

 

3. “兄弟！現在一切都消失了！高地人在一個荒涼的地方建起了自己的一條路，在大湖後面大

約六十個小時，這個可恥的老流氓瑪哈爾早些時候向我顯示大湖！他們的人數可能是一百萬更

多比我們的！ 

 

4. 簡而言之，之後在老流氓與他的家人移動到敵人以一種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的方式，然後我

肯定背叛了他們，就在我扼殺了三個厚顏無恥的代表用我自己的雙手之後，激怒的敵人同時攻

擊了我們一千分點！ 

 

5. 一場殺人的戰鬥開始了，持續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我降到了不超過兩千人其中只有一千名真正

的士兵，我被迫逃離以避免被最後一個人殲滅。 

 

6. 敵人也失去了兩百多萬人;因為我告訴你，第三天我們在成堆的屍體上戰鬥！我的戰士他們當

然比敵人更勇敢地戰鬥 - 因為我的戰士肯定殺死了超過三百萬的敵人士兵，而同樣無法掌握我

的兩百萬人 - ;但他們的優勢最終太大了，我們無法征服他們！ 

 

7. 但是現在我們必須迅速組建一支由四百萬戰士組成的軍隊來報復那些傲慢的高地王子，地球

將永遠無法展示第二個例子！但速度在這里至關重要 - 否則高地人將再次出現在我們的脖子上！ 

 



8. 你們有禍了，是我百姓的殺手！夫嘎-赫藍現在將成為所有魔鬼的王者！我們將以最殘忍的方

式攻擊你，最惡毒和最邪惡的撒旦會畏縮！對你，地球和你表面上所有生物的千倍詛咒;我會給

你政變恩典！ - 但現在讓我們建立一支軍隊，一支最可怕的軍隊！“ 

 

9. 在這次演講中，古拉特變得害怕，無法說話。 

 

10. 但是，夫嘎-赫藍匆匆離開，立即啟動了最大規模的動員和招募活動。 

 

11. 在一個月之內，已經有一支由四百萬人組成的全面運作的軍隊準備好在漢諾克及其周圍地

區。 

 

12.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24 新的 200 萬高地軍隊。瑪哈爾成功警告反對哈諾克軍隊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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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地人也建立了一支由兩百多萬人組成的新的強大軍隊，並與他們的十位王子進行了協商，

他們應該如何再次懲罰哈諾克。 

 

2. 現在最受十位王子歡迎的瑪哈爾和他的家人說： 

 

3. “朋友們，你的數字現在已經減少了近三百萬的準確數量了，你現在在這片偉大的山地上有

很多空間，為你們所有人帶來豐富的麵包！ 

 

4. 讓走吧哈諾克！我很清楚他們正在準備與你進行大規模的鬥爭，並建立一支四百萬軍隊;但這

至少不會打擾你！因為如果你不下去找他們，他們就不會上來對你來說，無論何時都是如此;因

為他們足夠聰明地意識到下面的一百個比不上岩石上的 10 個！ 

 

5. 因此你在這裡非常安全;因為首先是漢諾提人 - 即使他們的數字仍然是更大 - 永遠不敢穿透到

這裡，其次他們不再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除了你可能已經建造了下來的地方之外，沒有任何地

方可能沒有了 - 除了我哥哥諾亞的神聖高度！但是漢諾提人必須避免上升到處;因為在發生戰鬥



的沙漠中，瘟疫會在到達那里之前幾個小時與他們相遇，而且會非常嚴重地殺死他們。因此，

這個地方將在未來二十年內無法通行！ 

 

6. 但是關於我兄弟所居住的神聖高度，它屬於上帝全能的保護，並且反對祂的行軍肯定是徒勞

無功的！因此，請保持這個建議，你會做得很好。 

 

7. 當十位王子聽到這樣的建議時，他們考慮了這個建議然後說：“你說得好;但是你認為夫嘎-

赫藍的憤怒會留我們在平靜嗎？或者，他有一個最可怕的冒險精神，他不會盡一切可能獲得其

他一千個點的高度 - 也許迄今已經達到了一百多個？！如果他進入我們的土地，那麼我們呢？！

“ 

 

8. 瑪哈爾說：“放手吧！我一開始就告訴你我的兄弟諾亞做了什麼。當然，在夫嘎-赫藍完成建

造一百座升高的塔樓之前，諾亞將完成他的水房子！但是如果這樣做了，那麼兩者塔和山都沒

有利益不會對夫嘎-赫藍有任何好處;因為那時主會反對全世界進行戰鬥而不會饒恕任何生物 - 

為了人類的巨大邪惡！' 

 

9. 十王子們深深地在思想瑪哈爾的這一講話，並且三天都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們仍然聽從了這個

建議。 

 
 

HoG V3/325 古拉特國王對瑪哈爾的離開以及他對夫嘎-赫藍的預言感到悲傷。 

將軍明智的答復。一座攀登塔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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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藍在深處組織了新的大型軍隊並派遣了大量建造者時，他們在垂直挖掘的山牆

上不得不修建高樓梯台階，他再次前往古拉特國王並發現他非常傷心，問他這種悲傷的原因。 

 

2. 國王回答說：“親愛的朋友，當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把上帝的人稱為我們的盟友時，我被一

種極大的悲傷所震撼，你的第一次感嘆'我們迷失了！' - 在你不幸的戰役後來找我時，你對我說

的話 - 在我的靈魂中顯得更加活躍！ 

 

3. 看哪，有什麼用處我們所有的預防措施對我們，當漢諾赫掌舵下-神父的陰謀反對我們時，如

果瑪哈爾的智慧沒有引導我們的話？！ 



 

4. 但是現在，你在某個點或某個地方殘忍地反對他的忠告，他現在已經離開你去了高地王子並

將成為他們的領袖！ 

 

5. 無論你在哪裡對這些王子採取行動，他的偉大智慧都會從遠處看到你，並知道如何消除你的

任何計劃，征服並摧毀我們，就像你在他身邊對所有的寺廟一樣， - 如果上帝之人的力量不與

你在一起，你所有的力量將無濟於事！ 

 

6. 因此，我現在也非常肯定並且相信你的百塔建設項目對我們的益處很小，新的巨型軍隊每天

花費我們二萬五千英鎊也不會，但從來不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微弱的銀幣利益！  

 

7. 哦，如果有可能瑪哈爾和他的孩子再次成為我們的朋友，我們就能安全地走進我們的牆壁，

但沒有他，走在我們城市的街道和小巷上很快就會變得非常危險，因為我們是所有人都瞎了，

不能不知道深淵在哪兒等著我們！“ 

 

8. 當夫嘎-赫藍從古拉特那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變得非常沉思，不知道他應該怎樣回答國王。 

 

9. 過了一會兒他說：“我的國王和我的朋友，你是對的，沒有什麼可以反對它的;但是既然我們

已經暴露了，那麼為了我們的安全而做一些事情就更好了，然後完全放棄塔建！ 

 

10. 我毫無疑問地向王子們發誓最高的複仇，包括瑪哈爾，但是由於我的憤怒已經平息了一些，

我會對我的誓言寬大;但我們仍然必須始終保持武裝，因為我們不確定哪一小時強大攻擊來自高

地人民！ 

 

11. 瑪哈爾的智慧與否！我們仍然需要盡可能確保我們的安全，如果我們不希望每時每刻都垮

台！ 

 

12. 順便說一下，如果瑪哈爾現在來到這裡，我會接受他，就像他在這座城堡中早些時候受到

歡迎一樣友好;我想 - 沒有人可以為他做更多的事！ 

 

13. 但能以什麼方式他回到我們身邊？他將無法穿越戰場;因此，我的塔的建造應該盡可能迅速

地進行，這樣我們就可以派一個使者去瑪哈爾帶他回到我們的牆上，如果他還活著的話！“ 

 

14. 用這些話古拉特滿意並建議將軍在垂直挖掘的山牆上建造至少一座塔樓。 



 

15. 並且夫嘎-赫藍盡職盡責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並且在三十天之內，一座塔樓完全靠牆完成。 

 
 

HoG V3/326 和平代表十位統治者和瑪哈爾。十名統治者的代表主要發言人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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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塔樓建在通往高地的主要入口處，並且這種巨大的方式使其樓梯很容易攜帶駱駝和驢子時，

夫嘎-赫藍將軍和古拉特國王組成了一個強大的精通代表團並將他們送到了高地，尋找瑪哈爾並

將他帶回哈諾克。 

 

2. 幾天之內，代表團被安排在一起，穿著白色的和平服裝，然後送到高地。 

 

3. 在對駱駝進行了為期五天的旅行之後（按照每天四十小時的旅行計算，這樣的動物可以很容

易地完成），代表團到達高地，在那裡他們立即被守衛逮捕並帶到十個王子麵前。 

 

4. 當代表團在十個王子麵前被當作囚犯時，其中一個王子問他們是什麼促使他們在高處尋求他

們的垮台。 

 

5. 這位代表團的主要發言人之一說：“你們這些人的興高采烈，有智慧的領導人！甚至沒有一

個遠程邪惡的意圖領導我們到這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 但只有最好和最和平的意義是我們的指

導！ 

 

6. 你已經擊敗了我們的軍隊，並且勝利者已經聲稱了大戰場;因此，你們也擁有最大的軍事權利，

要求我們獲得勝利稅！ 

 

7. 但我們也知道你們也遭受強烈的失敗，因此，你可能沒有勇氣向我們要求你的費用，因為根

據你最深的智慧，你可以判斷並評估我們仍然擁有近 500 萬士兵的武裝部隊保留。 

 

8. 因此我們已被派遣由我們的國王向你問在代表他，什麼你首先要求他作為勝利稅，以便他能

立即給你;然後，他要求你和平和友誼，他現在正在建立一百個連接塔重新打開再一次和所有的

傳統和哈諾克的關係！ 

 



9. 這就是我們執行任務的原因，這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還要為瑪哈爾增加佣金，如果他仍然活

著，如果他還在你的中間！“ 

 

10. 當王子們從代表團那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問代表們，他們可以通過哪些手段無可置疑

地證明他們陳述的真實性！ 

 

11. 代表們說：“如果瑪哈爾還在你們中間，請在我們面前叫他;他會給你見證！“ 

 

12. 當十位王子聽到這話時，他們立即派人去瑪哈爾。 

 
 

HoG V3/327 瑪哈爾對代理人和十個統治者的誠懇和明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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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瑪哈爾現在進入議會會議室時，代表們對他嚴肅的面容感到害怕，他們中沒有一個敢於說

一句話來傳遞他的嘴唇。 

 

2. 當整個集會默默地站在那裡一段時間時，瑪哈爾問他們：“你為什麼叫我？我是不是像一種

奇怪的動物，它被一個馴獸師用鏈條圍著來，被一些金屬盯著？！ - 說吧！為什麼我被傳喚到

這裡？“ 

 

3. 在提問之後，十位王子中的一位說：“上帝的人！看，這些是從深處送到這裡的，並且給了

我們這樣一個理由來完成他們的使命！告訴我們，我們是否能被他們相信！ “ 

 

4. 和瑪哈爾說：“是的， -你能相信他們什麼他們證明，因為它是如此;奉獻除了戰爭稅不是他

們的實際主要原因，但在所有主要的原因是我。 

 

5. 國王古拉特和他的夫嘎-赫藍將軍要我回到他們的宮庭，這些代表應該誘使我去;但他們，和

他們的主人一樣，不知道瑪哈爾永遠不會被男人引導，而只能被上帝引導。 

 

6. 因此，告訴你的主人，我只能回去到他們，如果上帝耶和華要求我這樣做！但也告訴他們那

我在主的這個名字將會看到它，如何他們將繼續他們的雙重提供向十位王子！“ 

 



7. 當瑪哈爾向代表們講過這些話時，他轉向十位王子並對他們說：“讓這些使者平安地再次離

開，因為他們為你們提供了平安;但要密切注意他們的提供是滿足在給定的時間內！ 

 

8. 如果有人向某人說出他的話，他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遵守它，否則他只是一個偽君子和政治

演說家，他做出承諾，但因為他沒有規定了他必須遵守諾言的時間限制，他的承諾與完全謊言

一樣，因為他可以將他的承諾延伸到無限，並且只能在一千或一萬年內做一些事情，否則他必

須在特定的時間範圍內完成。 

 

9. 因此，說“我會這樣做”是不夠的，但它應該說：'我會在今天或明天，或在一年內這樣做如

果主在特定的時間讓我活著履行我的諾言！' 

 

10. 因此也是要求從這些信使，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 - 讓他們去在平安吧！“ 

 

11. 十位王子看到了這種情況的重要性，並給了使者三個月的時間，讓他們完全不受阻礙，但

在主要上升時立即加強了守衛。 

 
 

HoG V3/328 夫嘎-赫藍和古拉特感到非常尷尬。高地十大統治者及其失敗的第二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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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表團回到哈諾克並告知古拉特和夫嘎-赫藍他們的任務結果時，哈諾克的兩位領主最初都

對此表示不滿。 

 

2. 但是古拉特過了一會兒對將軍說：“是的，我們該怎麼辦？這意味著咬緊牙關，沒有別的，

僅此而已！在一個月內，我們必須拿出十萬蒲式耳的小麥，多少穀物和同樣多的大麥，然後兩

萬隻駱駝，四萬隻牛和二十萬隻羊，否則我們完全迷失在高地人面前！ 

 

3. 唯一的問題仍然是：我們將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從哪裡獲得所有這些的巨大數量？從哪裡，從

哪裡 - 如果我們不想與我們自己的人開始一場戰爭 - 是的 - 一場真正的掠奪性戰爭！？“ 

 

4. 夫嘎-赫藍在耳朵後面強烈地抓著他自己說：”朋友和兄弟在我看來，我們和失去的一樣的！

我現在認為讓瑪哈爾坐在高處，讓我們留在家裡為戰爭稅！ 

 



5. 如果高地人要求金銀，我們可以輕鬆地將它給予他們十倍，因為我們有這麼多，我們可以用

它覆蓋整個漢諾克;但是糧食在這些已經非常貧瘠的歲月裡，以及許多牛，駱駝和綿羊，以及所

有這些 - 正如在這個貧窮的年代- 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下子，肯定永遠不會！ 

 

6. 如果高地人給我們十年的時間稅，那麼問題可能仍然可行;但是，朋友，在一個月內，它是世

界上最純粹的不可能！ 

 

7. 因此，讓我們派出另一個代表團來談判十年的還款期;如果十位王子同意這一點，我們就要遵

守諾言- 否則他們應該做他們想做的事！“ 

 

8. 古拉特對這個提議很滿意。一個新的代表團被召集並命令到了高峰 - 但不幸的是沒有效果;因

為十位王子堅持要求，不會用一枚硬幣減少他們的需求！ 

 

9. 此後還有什麼！ 

 
 

HoG V3/329 由於第二次代表的失敗，古拉特和夫嘎-赫藍對高地人的憤怒。 

他們的複仇計劃，挖掘高地的山脈並將其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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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第二個代表團回到哈諾克而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並告知國王和夫嘎-赫藍關於他們旅程毫無

結果時，兩人都一致激怒並且堅決決定不向高地人交付一枚有價值的硬幣作為戰爭稅。 

 

2. 而夫嘎-赫藍說：“因此他們應該他們自己來獲取它！但如果他們即將到來，我們希望以正確

的方式接收他們！ 

 

3. 然而，我們知道，我們是賽思的後裔，而高地的奴隸人只是來自被拒絕的該隱！如果我們的

力量如此萎縮，以至於我們無法掌握這些傲慢的奴隸？！ 

 

4. 暫時我們將不再是傻瓜，在山上與我們的軍隊一起尋找他們;但我們會知道如何把他們吸引到

我們這裡。如果他們要來，那他們就有禍了;他們應該品嚐我們的正義憤怒！ 

 



5. 你知道，朋友古拉特，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 我們將派遣另一個代表團，即帶有以下政治信

息： 

 

6. 在假裝下，我們將整個帝國漢諾克交給他們，並且這個藉口是在如此巨大的需求下我們再也

無法治理，因此不知所措！ 

 

7. 因為沒有暴力，如此巨大的作物和牲畜需求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聚集在我們自己的王國。

如果這種暴力行為是反對我們自己的公民的，那麼整個帝國都將起來反對我們，並以其巨大的

優勢完全摧毀我們！ 

 

8. 既然我們已經徹底計算了這一點，我們寧願把整個帝國交給他們，以獲得良好的年金;因為我

們已經厭倦了治理，因此更願意休息比起如此匆忙的生活！ 

 

9. 作為一個真理的標誌，代表們應立即拿著鑰匙和一些假冒的哈諾克皇冠並將它們交給十個，

同時邀請他們搬到以諾並接管所有鎖，庫存和桶！你怎麼想，這是我的想法不好嗎？“ 

 

10. 而古拉特說：”親愛的朋友，請記住，瑪哈爾是十人之一，所以任何伎倆都是徒勞的！ 

 

11.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應該不做任何，等到他們開始與我們談判;然後我們發動了一場可怕的攻

勢並摧毀了接近我們的一切！ 

 

12. 但與此同時，不過一百個上升的塔樓，讓我們挖掘一百個隧道，每一千英尋深入高地的山

脈，並用一萬磅的爆炸性穀物裝上每個這樣的豎井並點燃它們， - 和這將引起傲慢的高地人之

間相當強烈的混亂！ 

 

13. 什麼必須進一步發生的結果將教我們！“ 

 

14. 夫嘎-赫藍同意這一點，立即開始執行古拉特理事會。 

 
 

HoG V3/330 高地人委員會不確定，他們懷疑反對瑪哈爾。 

瑪哈爾的回答和預言。十位統治者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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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地的十位王子也召集了一次理事會會議，以考慮他們應該怎麼做，如果哈諾克派信不守諾

言。理事會的會議持續了三個月以上，但在此問題上沒有最終決定。 

 

2. 但是他們犯了錯誤，因為他們沒有諮詢過馬哈爾，原因是他們認為馬哈爾可能仍秘密地與哈

諾奇人交涉，之後還可以向他們提供一些建議，以便他們（高地人）可以被送入戰地，哈諾克

人之手。 

 

3. 對馬哈爾的懷疑來自他對哈諾赫代表團的溫和對待，因為他們寧願他對哈諾克處以死刑。 

 

4. 但是，馬哈爾意識到了這一點，對此非常不高興。 

 

5. 十位王子在經過三個月的磋商後仍未做出明確決定時，要求瑪哈爾誰獨自一人住在一個完全

僻靜的小房子裡的小山小鎮上，問他該如何對付哈諾克人，瑪哈爾說：“沒有信守諾言，沒有

從承諾的戰爭稅拿出任何錢來。”  

 

6. “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很抱歉您這麼晚來到我這裡，因為我的建議對您再也沒有用了！您希

望在為期三個月的白白空談開始之初，如果已經向我提出了正確的建議，我會為您提供正確的

建議；但是現在為時已晚！ 

 

7. 因為在您的會議期間，非常活躍的哈諾克人獲得了恰到好處的時間，並且能夠一口氣挖掘出

大約一千個深軸的一百個非常有利的地步，每個軸上已經裝有一萬磅最強的爆炸性穀物；而到

今天，所有這些地雷都將被引爆，從而使您的國家在一百個點處受到嚴重破壞！ 

 

8. 因此，如果您想逃避哈諾奇人的報復，就必須逃跑！因此，逃跑的時間應立即到；因為明天

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9. 當十個王子聽到瑪哈爾的聲音時，他們笑著說：“朋友，如果沒有別的，我們可以冷靜地呆

在這裡；因為我們確切地知道了爆炸性穀物的作用，以及它能挖出多深在 3 個月入地！ 

 

10. 見，如果他們在三個月內深穿透只有四十英尋入岩石，他們已經創造了奇蹟，更別說一千

尋！所以，我們很平靜！“ 

 

11. 在這裡，十個王子再次大笑，離開了瑪哈爾。 



 

12. 今後還有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