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351 瑪哈爾逃到高高的懸崖上，進入亞當的洞穴。瑪哈爾的自言自語。 

上帝對瑪哈爾的恩言。黑暗的黎明和瑪哈爾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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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挪亞讓他的僕人尋找瑪哈爾;但是耶和華不希望他在地上再次找到瑪哈爾。 

 

2. 瑪哈爾自己爬上一塊高高的岩石，帶著可食用的根，麵包和奶酪 20 天，因為岩石上有一個

噴泉，他可以得到食物和飲料。 

 

3. 他在這塊岩石上待了七天。然而，隨著天空日漸變暗，瑪哈爾從他的岩石上升起，拿走了他

的食物並帶著它進入了著名的亞當洞穴。 

 

4. 當他笨拙地走到洞穴時，他對自己說：“我已經變老了，疲憊不堪，主已經得到了我的一切

支持;祂是否也想要得到感謝，讚揚和讚美？ 

 

5. 是的，主啊！現在，由你的衝動使我成為你面前的罪人，只有現在我才會頌揚您，讚美並榮

耀您！因為當您踢我時，它傷害了我，我在你面前像一隻蠕蟲一樣掙扎和扭曲;但現在太大的痛

苦使我麻木了！我感到既不痛也不苦，因此也沒有憤怒和憤怒;因此，我現在可以榮耀，讚美並

讚美你，主啊，再次！ 

 

6. 因此受到稱讚，讚美並且榮耀，你是我的上帝和主，你是我的全能，聖潔的創造者和父親！

我與你爭論，因為我有痛苦;但現在我再也不想和你爭論，因為我現在沒有更多的痛苦了！ 

 

7. 長久以來，我在諾亞的天堂與你同在，我沒有痛苦，我可以在你面前，主，在任何時候，都

可以一直讚美你，榮耀和讚美您;但是當您讓我下地獄我充滿了憤怒，充滿了痛苦，我不得不與

您發生衝突！但現在我不再痛苦了;因此，我可以再次榮耀，讚美和讚美您！ 

 

8. 因此，讓我再也不要下地獄，沒有人可以榮耀，讚美和讚美您;因為只有火，憤怒，詛咒和痛

苦！ 

 

9. 因為我現在可以榮耀，讚美和讚美您，主啊，我求求您現在把我帶離這個世界，不要讓我成

為您對您所有生物的憤怒的見證！您的意志永遠都會完成！阿門。“ 

 



10. 在瑪哈爾的這個稱呼聲中，一個聲音聽起來像是洞穴內腔的迴聲，說道：”瑪哈爾，我已

經軟化了我對你的憤怒，因為當我嚴厲打擊你時你已經軟化了你對我的硬度;但是你仍然需要在

地球上為你早先的愚蠢付出代價，直到我接受你為止 - 因為你反對我的違背是巨大的！ 

 

11. 但要耐心等待你的一切，等待我，我不會讓你被洪水淹沒;但是在我將你的肉體減輕之前，

你的腳仍將被洪水吹走！就這樣吧！“ 

 

12. 但是瑪哈爾在這個迴聲中清楚地認出了主的聲音，現在已經屈服於主的旨意。 

 

13. 但是當他在明亮的石窟中度過了七天時，它不再恍然大悟了;因為穹蒼已經塞滿了漆黑的雲

層，沒有陽光可以穿透它了。 

 

14. 因此，瑪哈爾離開了他的洞穴去了他能找到光線的地方;但他來回誤入歧途他無法在純粹的

黑暗中找到一條道路;但他並沒有抱怨，而是在耐心等待將要來到地球上的東西。 

 

15. 但這也是主要求挪亞進入的時候方舟與他的家人。 

 

16. 但是怎麼樣？這是在摩西的第一本書第 7 章中非常詳細地寫的，但是應該更詳細地描述如

下！ 

 
 

HoG V3/352 上帝對挪亞的安慰之言，以及祂對人類的深切哀悼。 

上帝為拯救低地人民所做的最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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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當耶和華指示挪亞進入方舟時所發生的事： 

 

2. 當天空變得多雲，雲層開始在一個厚厚的夜晚籠罩著附近的山峰，無法估量的距離深處像一

座灼熱的城市蒸汽，主充滿了憂鬱和悲傷，來到諾亞並對他說： 

 

3. “挪亞，不要害怕;看哪，我，萬物之主，萬物之主，與你同在，保護你免受我現在允許來到

世界上的任何困難，因為那些人誰成為邪惡想要的那樣！ 

 



4. 看，看，現在在這個古老的地球上看起來多麼悲傷！人民的藝術沒有他們的知識和意志，過

早地釋放了這個地球的被監禁的，邪惡的原始精神，所有的天堂都會因此，從地球到月球的空

間現在充滿了這樣的精神。如果它不是因為肆虐和咆哮釋放的邪靈引起的局部發光的雲彩，沒

有光完全都會到達地球的表面，在這裡如此密集的夜晚，所有的生命都會窒息;因為太陽的光線

永遠無法穿透如此大量的雲層和蒸汽！ 

 

5. 但是深處的人們他們沒有恐懼！他們用火把和大油燈照亮他們的城市並樂在其中;他們仍然在

法庭上，讓他們受到追捧，並舉行宴會，遊戲和舞蹈，而我，他們的創造者，哀悼他們，無法

幫助他們，正如永遠不會摧毀他們的精神！ 

 

6. 哦，你是我的諾亞，對於一個看到他的孩子站在深淵面前的父親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立場，

但不能也可能不會幫助他們，除非通過一個新的頑固的監禁，即將出現不可避免的判斷！ - 我

該怎麼說呢？ 

 

7. 看看，在這個地球上遠離這裡的地區，有該隱的後裔！對他們來說，一個骯髒的（玷污的，

不是直接來自上帝）的啟示就足夠了，直到這一刻，他們仍然按照我的命令生活;在即將到來的

審判的這個全球性的夜晚，他們中的少數人或多或少地因他們的錯誤行為或多或少地傷害了他

們的良心，現在正在向我祈求並乞求我的憐憫！ 

 

8. 但我告訴你：看哪，我在他們需要的時候會憐憫他們;但是，我的孩子們居住的這個偉大的地

區與世界的孩子們混在一起，現在將經歷我的無情判斷！ 

 

9. 但是在我讓水從雲層落到地上之前，我仍然會在七天之內因各種現象而震驚深處的人們，並

儘可能迫使他們逃到這裡！ 

 

10. 因此，我們將在這裡等待七天，我想在這裡創造一條昏暗的光線，從這裡到哈諾克甚至更

遠，這樣就沒有人會錯過這裡仍然想要拯救自己的路;如果有人來到這裡，即使是夫嘎-赫藍本

人，也應該被接納進入方舟！“ 

 

11. 演講結束後，一連串昏暗的燈光從高處延伸到哈諾克以及更遠的地方;並且主打開了諾亞的

精神視野，以便他能夠與主一起看到深處;但是他們看不到有人離開這座城市。 

 

12. 強大的哭聲像雷聲一樣發生;但是沒有人注意到它。在漢諾克火災中爆發了許多人對此極為

恐懼和恐懼;但是沒有人想要搬出城鎮。地下水向上推，將哈諾克人的廣場和街道深深地置於水



下;然後窮人逃到附近的山上，但富人卻走了小船和駁船在廣場和街道上興高采烈地航行，但沒

有人走到高地 

 

13. 這樣的災難在深處持續了七天;然而沒有人注意到。 

 

14. 然後主的耐心他打破了，他帶領挪亞去了方舟。 

 

15. 此後再進一步了！ 

 
 

HoG V3/353 挪亞提到方舟，是神的指示和解釋。神將方舟封閉。洪水災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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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挪亞與主一同到達方舟時，耶和華對他說：“挪亞，帶著你的整個房子走進盒子裡;因

為我發現你是我面前唯一的義人！ 

 

2. 但是從純淨的生物每七隻動物和不潔的野獸只有一對;但到處都是雄性和雌性， - 同樣也是鳥

天下七隻，雄性和雌性，以便種子在地球面部活著！ 

 

3. 七天之後，從這一刻開始，我將讓它下雨四十晝夜，並摧毀一切在這個地區的地球，那有生

命的，那我所創造的！“ 

 

4. 挪亞在耶和華面前跪下來敬拜祂，因為主賜給祂的大慈悲。 

 

5. 但是耶和華把諾亞從地上抬起來對他說：“諾亞，你現在在想，為什麼會這樣，我以前已經

命令你從所有野獸那裡拿走，只有一對進入方舟，但是現在從乾淨的動物到各種各樣的七對，

包括空中的飛鳥沒有區別;只有不潔的動物，它必須留在一對！ 

 

6. 看，其中的原因在於：以前我想在我的我避免全知的心：“無論如何，來自深處的人們都會

來，並且會在這裡尋求保護！” 

 



7. 而且，看，我不想在我的全知中問自己，如果我多次打過電話的人會這樣做的話！但是既然

我現在已經看過他們了，我已經看不到任何意志，因為他們所有的精神都被肉體和世界吞噬了，

我也看到沒有人會來！ 

 

8. 因此，你應該代替那些最不潔的人誰下沉在所有動物下，接受更多的清潔動物以及更多天空

下的鳥類！此外，動物將在新的地球上派上用場！ 

 

9. 你現在明白了這一點，因此去行動吧！但是不要把任何人造光帶進盒子裡;因為我自己將照亮

你的盒子！阿門。“ 

 

10. 在挪亞，耶和華吩咐他行了一切事。但耶和華與他同在，幫助挪亞做了一切事。 

 

11. 當挪亞在主的幫助下以最大的順序完成了一切時，他在六百歲時，即另一個月的第十七天，

進入方舟，根據當前的時間計算是二月十七日。 

 

12. 當挪亞與他的全部人民和所有的動物都在方舟內時，主親自帶走了方舟的大門，並用自己

的雙手將其關閉，並被盒子祝福;因此諾亞現在很安全，主親自守著盒子。 

 

13. 但是當諾亞現在拯救的時候，主抬起祂的全能之手，命令雲層讓大雨在強大的洪水中降落

到地上，以及地球上強大的噴泉，將水從下面推到下面地球的。噴泉在巨大的深處以及天空的

閘門中打開。 

 

14. 地球表面上有無數強大的噴射器驅使它的水流到雲端，從雲層中，雨水像高山雪山的瀑布

一樣落下，水位增長得如此之快，以至於人們無法逃到山上;那些仍然設法逃到山上的人被強大

的洪水擊落，碾壓在岩石上並淹死。 

 

15. 只有少數人憑藉絕望的力量才能達到諾亞的高度。當他們在不斷的閃電下看到這個巨大的

救援箱時，他們呼救著救援;但是主的力量驅使他們離開，他們匆匆趕往最高的山峰，並用流血

的手爬到頂端。但閃電從牆上撕下來，把他們扔進了快速增長的洪水中。 

 

16.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54 瑪哈爾在亞當的洞穴中，見證了最可怕的事件。瑪哈爾的恐懼自言自語。 

三個逃脫者古拉特，夫嘎-赫藍和德呼特到達了石窟。上帝出現在石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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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怕的雨水驅使瑪哈爾回到洞穴裡，他走來走去，有時驚恐萬分，一半絕望地向外看，最

強大的水流如何壓碎岩石，用它撕裂地球，連根拔起最大的樹木然後用駭人聽聞的暴力向他們

投擲到深處，甚至整個岩石都鬆散了，一千個雷霆咆哮滾進了戰壕和峽谷！ 

 

2. 雖然他是偉大的自然景觀的好朋友，但這對他來說有點太多了;他現在看到了，否則英勇的瑪

哈爾，全世界和他自己都明顯地消亡了。因此，他因極度恐懼而顫抖，並對他自己說： 

 

3. “主啊， - 確實，你的力量只會在你正義的憤怒中得知！即使你在你的平安中非常偉大，聖

潔和崇高，常規的遲鈍的人也很少注意它，主啊，很容易忘記關於您;但是這樣一個您的力量的

場景顯示，但是顯示了，這樣的“你的力量”場景，顯示出不休的，愚蠢的驕傲的大地蠕蟲，

主啊，那你是非常強大無限更多比，在您的平安，如此自大的人。 

 

4. 如果我不會在這裡獨自一人，那麼這個場景可以被看待以一種有啟發性的方式;但是如此完全

被所有生活社會所拋棄，它是相當非常絕望的恐怕，那麼等待所有事物毀滅和一個人自己的！ 

 

5. 主啊，請帶我離開這個世界，讓我不再成為您最可怕的審判的見證人！您的聖潔將會成就！ 

 

6. 當瑪哈爾結束他的獨白時，三名難民從深處來到這個山洞尋求庇護。這對於瑪哈爾來說是一

個非常理想的外表，所以他有人與他分享這個他最痛苦的情況！ 

 

7. 因此，他立即去見了三名尋求庇護者，並歡迎他們，並問他們是誰。 

 

8. 三人說：“我們是深淵中最大的三個傻瓜！前幾天我們仍然認為是漢諾克的主人，也是整個

世界的主人;但是現在老上帝告訴我們只有祂獨自是上帝！因此，我們逃到這裡，在可怕的水洪

流的驅使下，也許已經是漢諾克的唯一倖存者了;因為在那裡，一切都已經深深地在水和泥的深

處！ - 我們的名字是： - 古拉特 ，夫嘎-赫藍！德呼特。“ 

 

9. 在這裡瑪哈爾尖叫著說：”主啊，多麼美妙的天意！你的最大的敵人您領導在這裡，就像在

我手中一樣！ 



 

10. 知道我是誰？！ - 看，我是瑪哈爾，經常和你談談這個判斷！但你的耳朵堵塞了！現在你

眼前有自己的工作，是上帝可怕的審判！你現在對這個說什麼？現在你的權力和榮耀在哪裡？！

“ 

 

11. 這三個人受到驚嚇，試圖逃離石窟;但是那一刻，上帝走進洞穴，立即被所有四認出。 

 

12. 從此以後更進一步！ 

 
 

HoG V3/355 瑪哈爾謙卑地向主認罪。耶和華見證祂的慈愛與憐憫。對洪水的判斷是愚昧人自

身的創造。撒但被上帝呼召。古拉特，夫嘎-赫藍和德呼特的地獄之旅。 

上帝帶領瑪哈爾來到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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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瑪哈爾，當他看到主，走到祂面前時，跪在臉上懺悔地懺悔，說道： 

 

2. “天地之主，全能的上帝，我的聖潔，最慈愛的父親！在過去的幾天裡，我犯了極大的罪惡

反對您的心，是的，那心是充滿最神聖的無盡的，永恆的，父愛！噢，您是聖潔的父親，您是

永恆的愛，我是一個灰塵和虛無的悲慘的蠕蟲，會在您最神聖的面容之前再次找到憐憫和恩典

嗎？ 

 

3. 耶和華說：“瑪哈爾，我的兒子，誰失去了，現在又讓他自己再次被我找到了！因為我，你

的永恆，聖潔的父親，對你說：沒有人離我的永恆和無限遠太遠愛，那我不會不接受他，如果

他會悔改知道他的罪而來找我！ 

 

4. 但是誰不來，已經在他的額頭上寫下了他自己的判斷;因為我沒有堅持反對他的自由，那由我

的意志給的，並沒有人反對這樣的意志！ 

 

5. 我，全能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叫我的孩子們來到我這裡，唯一的，永恆的，真正的父親！祝福

那些人誰聽到了這個電話，一旦他們聽到了，就轉換他們自己！ 

 



6. 我現在已經打電話，教導並警告我的孩子有兩千年了;但是他們不想听從那些我愛的，公平的

警告，但只是把他們聽見了撒但的老謊言，他向他們展示了滅亡的方法。他們在這些方面孜孜

不倦地走了很長時間，直到他們達到了現在的狀態。那超越他們，遍布整個地區地球！ 

 

7. 我沒有把這個判斷召到地球，我不是它的創造者，但這三個都是！他們想毀滅地球，現在他

們的工作就在眼前！ 

 

8. 出於憤怒反對我，他們的創造者，他們愚蠢地在地球鑽了很多洞，撒旦將他們直接引導到地

球的那些點，那裡的脈衝是最淺的。在那裡，他們用他們的酸和來自地獄的穀物，地球靜脈的

緊密皮膚撕裂，最強大的水流和蒸汽開始突破，迫使地球表面皮膚沉重。現在這一切都壓倒性

和毀滅性潮流到他們地區的地球上的，現在是他們對地獄熱情的結果！“ 

 

9. 在這些話語中，三人開始驚恐地顫抖;因為他們非常清楚他們的罪孽帶來了數百萬人死亡，以

及他們幾乎完全犯罪這種判斷。 

 

10. 但在那時，主召喚撒旦;當他怒火中燒，立刻站在那裡時，主對他說：“悲慘的誘惑，我的

忍耐，愛和耐心！看哪，這裡有你最忠誠的僕人;他們巧妙地完成了你的計劃！你現在會給予他

們多少獎勵？“ 

 

11. 撒旦說：”他們不是有所有他們心中渴望的一切嗎？！他們今後還期待什麼獎勵？！死亡

是他們的命運！“ 

 

12. 在這裡，主說：”你聽到，你的主人如何獎勵他的僕人？對此你感到滿意嗎？“ 

 

13. 這三個人開始恐懼和焦慮的嚎叫，求主幫忙。 

 

14. 主說：”你只是因為你的恐懼而說，但是你沒有後悔！因此，離開我你撒旦的僕人，在他

的火和他一同受苦你的罪孽！“ 

 

15. 這裡的強大雷電穿越山洞撞死三個，然後主的力量推動了四個精神到地獄。 

 

16. 但瑪哈爾緊緊抓住耶和華;祂帶領他走出洞穴，朝向方舟。 

 

17. 此後還有什麼呢！ 



 
 

HoG V3/356 上帝對冰凍和痛苦的瑪哈爾致敬的講話。瑪哈爾在聖父的新發現愛中康復。 

瑪哈爾的救贖和變身是光明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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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方舟時，瑪哈爾要求主為身體死亡，因為他不能忍受它，因為強大的雨水傾瀉在他脆弱

的身體上，並在他的所有纖維中狂熱地感受到可怕的寒冷。 

 

2. 耶和華說：“瑪哈爾，你怎麼能抱怨這種我非常親密的雨和寒冷呢？是不是我給了小天使它

的光輝，六翼天使它的光澤，以及所有的太陽火，光和熱出自我？ 

 

3. 你覺得如果你心裡完全靠近我，這場雨會讓你淋漓，讓你的四肢凍結嗎？！ 

 

4. 哦，根本沒有！我告訴你：每一滴那落在你的頭上對你是一個爽快，因為它現在是為了疲憊

和半死亡的地球，洪水必須來到這裡，以免它不會在人們的虐待下死亡和滅亡！ 

 

5. 這些洪水將再次治愈和癒合地球的傷口，它將恢復和癒合，並將再次服務作為人類和動物作

為居住地！ 

 

6. 因此，它應也是案例與你！也在你必須先來洪水通過你的愛的偉大活動，從而出現悔改;這將

治愈你，溫暖你到的永生出自我的在你的精神！ 

 

7. 正如你的愛，所以你的精神！你的愛是否在我裡面活著，你的靈也會活在我裡面;這是真正的

溫暖，永遠不會被所有的製冷劑冷卻，那死亡已經蔓延無窮無盡的地方通過謊言的力量！“ 

 

8. 在這裡，瑪哈爾從他心靈的新點燃的火焰中點燃並說話： “噢您最神聖，最高尚，最有愛心

的父親！多麼無窮無盡善良您必須是在您的存在中，你和我在一起，一個最瑣碎的罪人，如此

親切地可以參與，好像你沒有其他人在整個無限中關心！ 

 

9. 哦，多麼難以理解，我現在懺悔對您曾經有過如此多的誤解，並且最無感恩地與您爭吵，您

聖潔，永恆的愛，就像鬆散的傑克與他的同伴一樣！ - 父啊，您聖潔，永恆的愛，您仍然可以

原諒我這樣的罪嗎？“ 



 

10. 在這裡，主用一根手指觸摸了瑪哈爾，在那一刻，凡人的身體在灰塵和灰燼中坍塌;但瑪哈

爾的榮耀精神站立正如一個閃亮的六翼天使在主旁邊，稱讚，榮耀和用不朽的嘴唇父的永恆的

愛，那是仍然在判斷同一個無盡的豐滿，作為永恆秩序的和平。 

 
 

HoG V3/357 天使瑪哈爾作為方舟的守護神。潮流的上升。中亞是洪水的主要階段。 

鹹海和里海是洪水的殘餘，是巨大的城市哈諾奇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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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主贖回了瑪哈爾從他的身體中時，洪水已經持續了七天，水漲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它

在七天之內已經達到了瑪哈爾與主在方舟站立的地方;耶和華與瑪哈爾的預言也得到滿足，之後

他就不會擺脫他的身體，直到水已經到達他的腳。 

 

2. 當被贖的瑪哈利將榮耀歸給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對他說：“既然你現在已經得救了，你作

為天使的首要職責就是在那裡引導這個小小的世界超過洪水，不要離開它直到所有的洪水將已

經退去，我來和闊展到新地球的和平拱門！ - 只有從那時起，你將被分配另一個職責！我的意

志將是永遠你的力量！“ 

 

3. 於是耶和華以祂非凡的個性消失了，瑪哈爾看，就像其他天使精神，只看到了天空的太陽，

在那裡，主住在從永恆到永恆的無法接近的光中。 

 

4. 因此，瑪哈爾按照主的旨意引導方舟。 

 

5. 然而，水在地球之上升得如此之多，以至於在瑪哈爾贖回的第七天之後它已經抬起了箱子，

並且開始攜帶它。然後瑪哈爾引導著這個盒子，這樣它就不會隨著海浪的掃蕩而開始滾動，而

是像一隻天鵝一樣在最安靜，無波浪的湖面上游動。 

 

6. 七天后，水已經淹沒了這個地區最高的山脈，直到最高的喜馬拉雅山脈，將希尼派的國家與

亞洲其他地區分開。 

 

7. 這些山峰僅比最高水位高出十五個了(ell）;所有其他最高的山峰至少與水下的長度相同。當

然，根據不同的高度比例，一些較低的山脈在水下有幾百英尋。 



 

8. 但洪水氾濫的方式和地點如何？ - 主要部分是中亞，今天鹹海和里海仍是最令人難忘的遺跡;

因為現在里海所在的地方，曾經有過極其偉大而自豪的漢諾克，即使在今天，也可以找到這座

城市的一些遺跡，但當然還有超過一千英尋的深度。 

 

9. 在鹹海的地方曾經是湖泊的環境和水神島，我們也非常清楚;貝加爾湖或現在的巴爾喀什湖和

Tsany 湖也是類似的，預先洪水時代的罪孽遺骸在它自己庇護古蹟。 

 

10. 從這些要點出發，水流主要流向西伯利亞和歐洲，但在那個階段卻沒有人居住。其中一部

分向南延伸，今天是東印度，最強的是阿拉伯半島;因此，北非也受到高地的強烈影響，這片土

地只遭受輕微洪水。美國在其北端只受到西伯利亞的影響;但整個南部完全自由像大海的大部分

島嶼一樣。 

 

11. 從此以後再多說一點。 

 
 

HoG V3/358 大洪水的細節。理解這些經文的提示。洪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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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在這裡說洪水在這里和那裡流動？世界各地都沒下雨嗎？是不是到處都是同等的力量？ 

 

2. 我說：洪水已經在這里和那裡流淌，因為它並沒有在整個地球上下雨，因此，洪水無法達到

相同的力量到處 - 原因是它不會到處都下雨而洪水也不是到處都需要。 

 

3. 在非常寒冷的極地地區是否會下雨，甚至空氣都凍結了？！在那些沒有人居住的地區和動物

很少的地區，四十天下雨的目的是什麼？或者在海洋上使用雨會是什麼？也許溺水魚？最後，

如果天然洪水將在三千 fathom 的同一高度在每個點上到達世界各地，那麼水應該排到哪裡？！ 

 

4. 人們可以說：它已部分蒸發，部分已被地球吸收！ 

 

5. 但是，如果這足以在一年內減少這樣的水體，那麼海洋早已從地球消失到最後一滴，因為它

們（海洋）甚至不能形成萬分之一這個水體的一部分，如果整個地球都被水覆蓋了到達近四千

fathom！ 



 

6. 此外，蒸發不會損失任何東西;因為蒸發的水再次積聚在雲層中，並以相同的量落回地球。地

球的毛孔吸收的水也是一樣的;被吸起的水聚集在某些容器中，並且部分地通過霧而部分地通過

週期性噴泉釋放到地球表面。 

 

7. 由於這個原因，諾亞現在仍然處於同一水平的所有地方均勻高，就像所有海洋在這個時刻仍

然是相同的，就像在亞當時有一些小的局部變化。 

 

8. 這就是為什麼洪水只發生在如此具有毀滅性質的地方，那裡邪惡的人在家裡，因此主要覆蓋

中亞，海拔高度為四千 fathom，然後從那裡向遠處蔓延到四面八方！ 

 

9. 即使它在聖經中說：“在地球的所有山脈上，此外，方舟所載的東西，地球表面上沒有任何

生物”， - 它不應該被字面意思地視為自然界本身;因為“山脈”指的是人民的傲慢和慾望。除

了方舟之外，地球上沒有任何生命倖存下來，這表明，只有在挪亞，上帝和出自上帝的屬靈生

命仍然存在。 

 

10. 誰考慮到這一點，就會意識到諾亞的洪水，雖然在當地非常大，但並不是全球性的洪水，

因此，因為只有在中亞，人們通過他們的冒失行為是其主要原因，這是不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悲

慘情況。 

 

11.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HoG V3/359 繼續進行物理洪水解釋。 

用稀釋地層解釋亞洲當地的高潮及其排放標記。水位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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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這個詞已經意味著地球上的水流，來自哈諾克，並且絕不是一般靜止水位在整個地

球上的。 

 

2. 哈諾克本身覆蓋了其廣闊的環境，人口密集，面積近八千平方英里，因此這個國家本身就非

常適合併且足夠大，可以成為目前的主要王國。除此之外，它在整個亞洲統治著，只有少數例

外，繼續其惡作劇。 



 

3. 現在想像一個三千英尋高的水堆在這個大的表面區域，它將顯示洪水到達的程度， - 特別是

如果可以證明，可以證明，中亞是地球上最高的土地，目前仍然是朝向東南部的最大部分。 

 

4. 人們當然可以在這裡爭辯說：“好吧，如果諾亞的洪水只是當地一場大型的高水位事件，那

麼它怎麼可能達到如此可怕的高度，而不是先跑到百里寬四周的溪流？ “ 

 

5. 關於這一可疑的反對意見，以下是一個解釋：首先，整個亞洲，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北非地

區發生了四十天的降雨，並且本身已經引起了廣泛的山谷洪水氾濫;但由於在這些外國土地上沒

有發生地下水噴發，洪水無法達到亞洲地區的水位，地下水的噴發是主要的貢獻。 

 

6.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肯定地認為，除了最強降雨之外，亞洲還有數十萬最強大的噴射水，其

中最小的每分鐘推動千萬立方英尺的水到地球表面，這是相當的很容易理解諾亞在亞洲的洪水

如何達到如此高度，儘管同時向所有方向強烈流出。 

 

7. 從那裡，洪水可以以最可怕的力量流向世界上所有地區，並形成冰川景觀，這些景觀今天仍

然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但是，不應該將這些景觀與週期性海洋變化。 

 

8. 挪亞洪水的主要痕跡是經常發生的，高靜止的當前碎片，這里和那裡出現了前諾加利亞動物

的化石骨骼，以及經常發生的褐煤沉積物，以及山脈的可見侵蝕，他們完全裸體。所有其他都

屬於海上遷徙或大地區火災。 

 

9. 因此，現在已經建立了印第安人洪水的本質，因此我們現在想要了解洪水的持續時間和結束。 

 
 

HoG V3/360 洪水的持續時間和過程。方舟在阿拉拉特登陸。 

與橄欖葉子的鴿子。元旦開放方舟屋頂。諾亞離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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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不減少的同樣高的洪水在地球上持續了多長時間？ 

 

2. 同樣高的洪水持續了整整一百五十天。 

 



3. 怎麼可能，因為下雨只下了四十天？ 

 

4. 四十天之後，傾盆大雨確實停了下來，但是來自下方的越來越強大的水流持續了一百五十天，

並支持了持續相同的水位。 

 

5. 只有在第一百五十天，主將祂的臉轉向大地，深水的泉源被關閉，以太的水管完全被捆綁;在

第一百五十天，它仍然在當地下雨，就像今天暴風雨後的傾盆大雨一樣。 

 

6. 只有在這個時間之後，水開始分散，並且在第七個月的第十七天（7 月 17 日），方舟找到了

地面並降落在亞拉臘山非常寬敞的頂部，引導通過瑪哈爾的精神和通過主的力量。 

 

7. 水然後明顯消退，直到第十個月（十月），所有的山，甚至那些只有七十英尋高的山，都是

從水中出來的，現在只能覆蓋山谷和淺山。 

 

8. 四十天后，因此 11 月 10 日，諾亞第一次打開了方舟屋頂上的窗戶，發出了一隻烏鴉。但烏

鴉已經找到了土地，從一個地方飛到另一個地方，並沒有返回方舟。 

 

9. 由於烏鴉沒有返回，諾亞很快就允許一隻鴿子飛，以確定地球上的水是否已經消退。 

 

10. 然而，鴿子，因為一切都還是光禿禿的，在山谷中仍然是強大的河流肆虐，她沒有找到一

個乾燥的地方讓她的腳下來，她回來坐在諾亞伸出的手上，他帶她又回到了盒子裡。 

 

11. 從那時起諾亞又等了七天，第八天又一隻鴿子飛了出去;她只在晚上回來，嘴裡叼著一片橄

欖樹;這是諾亞的一個標誌，水已經在地球上消退了。 

 

12. 只有他被允許知道它，因為主已經在他心中秘密地勸告他。 

 

13. 再過七天，諾亞再次飛出一隻鴿子;但她沒有回來，因為她已經在乾燥和重新植被的土地上

找到了食物。 

 

14. 但從那時起，諾亞仍然等到新年的第一個月，即他將成為他這個年齡的 601 歲的那一年。 

 

15. 到那時，水已經恢復到地球上的正常水平，並且最大的部分已經流入大海，並且正在持續

溫暖的正午風使地球變得乾燥。 



 

16. 1 月 1 日，諾亞和他的兒子們開始工作，從屋頂拆下屋頂，第一次從高處的阿拉拉特看到了

更新的土地，看到的不再是水，只有完全乾燥的土壤。 

 

17. 但他仍然等到 2 月 27 日為主的話。 

 

18. 然後主來到挪亞，並按照摩西第一章第 8 章所述，指示他離開方舟。 

 

19. 諾亞立即打開大門，一切都飛了起來，走出，爬出箱子，尋找新的地球上的居住地;耶和華

看見一切都再次找到了食物。 

 

20. 因此，諾亞與他的家人在方舟裡住了一年零十天。 

 

21. 從此以後再進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