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361 諾亞的感謝和上帝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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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諾亞和所有有生命的東西都離開了盒子的時候，諾亞和他的兒子們用光滑的石頭建造

了一個祭壇，從方舟的屋頂上添加了木頭，每一隻乾淨的雄性動物，並為主點燃了一大塊燔祭

和他的整個家庭，一遍又一遍地讚美和讚美主神。 

 

2. 主嗅到了獻祭的甜美滋味，這是挪亞對上帝的愛，因此從祂的心中向挪亞說：“以後我不會

再次詛咒地球因為百姓;因為詩歌和人心的掙扎是邪惡的從他年輕時開始！因此我今後不會毀滅

所有生活的東西，正如我現在所做的那樣;並且只要地球將是地球，種子和收穫，寒冷和炎熱，

夏天和冬天，白天和黑夜都不會停！” 

 

3. 然後主將祂的右手放在挪亞的頭上，為他祝福，祝福他的整個家。 

 

4. 當耶和華賜福給挪亞時，祂再次對他說：“充滿肥沃，繁衍，充滿全地與你們的種族，就像

你們的精神一樣！ 

 

5. 你們是所有動物的恐懼和恐懼地上，天下的所有鳥類，以及遍地的一切鳥類;所有的魚都被送

到你的手中。 

 

6. 所有生活和移動在地球上的，都是你的食物;我給它對你，以及綠色的草藥。除了仍在血液移

動中的肉，不要吃（因為血液攜帶動物，如人類，我的憤怒和我的複仇）;因此，我將報復所有

的血液人民，以及動物的血液！（因為在血液就是死亡。） 

 

7. 因此，我也想報復身體的生命為了人類！因此我是唯一的主，沒有人會流人的血！誰正在流

人血，他的血也會流下來！ 

 

8. 我按照我的形象創造了人。但他的血來了罪;那裡死亡是在血液中;我的憤怒和我的複仇進入了

血液，因此所有的血液都會被身體的死亡不斷地報復！ 

 

9. 我把動物放在你手中，這樣人的靈魂就可以完美;但是人仍然在我手中，所以他的精神不會滅

亡。因此，在地球上肥沃繁衍！ 

 



10. 我正在與你建立一個盟約，因此也與你的所有後代建立了一個盟約！這也是為了你的緣故，

你們附近的所有動物，所有的鳥類，所有的牲畜，以及地上的每一隻野獸，以及所有與你們一

起離開方舟的動物，這個聖約應該是可見的，所以你的靈魂可以是完美的，所以我今後不會把

這種洪水帶到地上！因為現在潔淨了地球，罪惡的肉體被毀滅了！ 

 

11. 因此在地球上重新繁殖;因為我已將一切都放在你的手中，使你的靈魂保持完整，你的靈魂

永遠不會在我的手中消失！“ 

 

12. 繼續主的話語的繼續。 

 
 

HoG V3/362 彩虹是新盟約的可見標誌。埃里溫的土地。 

愛的新舊戒律。神作為麥基洗德。迦南和塞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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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對挪亞說：“看哪，我現在與你立約，所以今後世界上不再有這樣的洪水摧毀地上的

一切肉體了！ 

 

2. 但我也要賜你一個明顯的標誌，作為我與你立約的永恆紀念！但這是我與你和你的每一個生

物之間所立的約的標誌，從此永遠： 

 

3. 我放了一個在雲中弓;它應該是我和地球之間的這個盟約的標誌;如果有必要我將雲帶過地球，

我將在雲中看到我的弓！ 

 

4. 然後我會記住我和你之間以及各種肉體中所有活著的動物之間的盟約，以便今後不再有洪水

來毀滅所有肉體！ 

 

5. 因此，我的弓將在雲中，以便我能看到它然後記住這是我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之間永恆的約！ 

 

6. 這就是我，你上帝和主，對你說，挪亞：這是我現在在我和地上所有肉體之間建立的約的真

實標誌。“ 

 



7. 在這個聖約的演講之後，主帶領諾亞進入一個非常肥沃的地區，即同一地區，現在被稱為埃

里萬（埃里溫，由譯者補充）。 

 

8. 當諾亞到達那裡時，他感到很驚訝，因為他在新的一年的第三個月裡帶著各種已經成熟的果

實進入伊甸園。 

 

9. 但是主三次祝福這個美麗的國家，並完全把它給了挪亞和他的孩子們。 

 

10. 挪亞一遍又一遍地讚美並榮耀上帝，並對主說：“主啊，你現在向我提出什麼服務，那永

遠應該留在我所有的種子裡？” 

 

11. 主說：“你知道，我對以諾所說的話！看，這個命令總是你的;因此永遠留在它裡面！因為

我永遠不會要求人民任何，而是要愛我，他們的上帝，主和父！我向以諾要求這個，我也要求

你和你所有的種子。 

 

12. 但我想向你揭示另一件事：看哪，因為它現在在這個世界上取悅我，作為一個真正的王子，

萬王之王和萬王之王，我想在這個世界上為自己建造一座住宅！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要建造

一座城市，並且要住在同一個城市，直到大時代，我將走進我的肉體在我的正確的孩子中！ 

 

13. 因此，地球現在應該是我的腳休息和行走的地方！ 

 

14. 當我來到你們的父親那裡時，我又變得無形;但是你會看到我作為一個男人走在我的腳在地

上，然後走向一個晚上，直到一個被稱為迦南（祝福的國家）的國家！ 

 

15. 您將在十七天的旅程中到達它！在那裡，我將為我建造一座城市;這個，你和你所有的後代，

都應該叫'塞勒姆'！但我的名子王子，萬王之王和萬王之王的名字應該是'Melchizedek'{參見：

“在殿中的三天”，Chap。 19'自永恆以來的長老（牧師）！'} 

 

16. 你是自由了;但是你的後代必須把我所有的十分之一給予我;誰會拒絕將被驅逐出我的鄰居！

阿門。“ 

 

17. 在這裡，主明顯地撤回到了晚上;但是只要他能看到祂，諾亞就會在主的背後祈禱。 

 

18. 此後還有什麼呢！ 



 
 

HoG V3/363 諾亞的定居點。農業和葡萄栽培指導。由於對葡萄酒效果的無知， 

諾亞陶醉了。諾亞對迦南的詛咒和對漢姆一家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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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會兒，諾亞探索了他的區域，找到了一些用於建造小屋的好木;但是只有很少或根本沒

有找到，因為洪水要么將所有的森林埋在幾片沙子之下，要么 - 特別是從山上 - 被完全沖走並

埋在山谷中的泥土和碎片之下。 

 

2. 因此，挪亞問耶和華他應該展示他看一些他可以建造小屋的木頭。 

 

3. 不久，一位使者趕來從地方那裡主遷到的，帶領諾亞來到一個有美麗森林的地方，並對他說：

“看哪，挪亞，主為你保存的森林在水下！因此，你應該在這裡定居在這片森林附近，並根據

您的需要建造一間小屋給你！因此你也應該制定出字段種植各種農作物，您已在框中被帶到這

裡！ 

 

4. 看到，在你的腳下是一棵濃密的植物;它是葡萄樹！將它的樹枝正確地植入土中;仔細地施肥和

埋它們在土中，它會給你的葡萄充滿最好的果汁！ 

 

5. 按這些葡萄在一個必須正確關閉的好容器中！然後讓容器中的汁液充分地發酵;當它變得純淨

時，適度地飲用它，你會被它加強並變得非常開朗和快樂！因此它是主的意志;相應地做，你的

餘生將會非常快樂和愉快！“ 

 

6. 在這些話之後，信使離開了挪亞，諾亞很快就在他的兒子們的幫助下完成了一切，他的名字

是塞瑪，漢姆和雅弗;因此，在洪水過後的七年內，諾亞擁有一個良好而堅固的住宅和許多田地，

牧場和一個美麗的葡萄園，然而，根據主的旨意，這種葡萄園在十年之後才開始結出果實。 

 

7. 然後挪亞將葡萄收集起來，將它們壓成一個由雪松木製成的合適容器，讓果汁發酵得很好，

當果汁變得清澈時，他嚐到了它，發現它很美味，因此從中喝了很多。 

 



8. 但是因為他不知道這種果汁的效果，所以他被它陶醉了，陷入沉睡。但是因為葡萄酒給身體

帶來了很多熱量，所以他脫掉衣服，赤身裸體地躺在綠色的草地上，在一棵陰涼的無花果樹下，

周圍沒有屋頂的住宅被修建了。 

 

9. 當漢姆，迦南的父親（迦南出生在洪水後的第二年）來到，在迦南領導的開放式小屋，看到

挪亞的私處，他就到外面去找他的兄弟並告訴他們。 

 

10. 但是塞瑪和吉費特拿了一件斗篷，把它放在他們的肩膀上，然後向後走到他們的諾亞神父

的小屋裡，覆蓋了他們父親的裸體;但他們的臉被轉過身去，以至於他們看不到父親的赤裸。 

 

11. 但是當諾亞從葡萄酒麻醉中醒來並了解到漢姆的小兒子對他所做的事情時，他對漢姆說：

“因此，你的兒子迦南被詛咒;因為有時候他一直是僕人的僕人而且是最少的在弟兄們之間，因

為他第一次告訴你我的赤身露體！ 

 

12. 於是他轉向另外兩個兒子說：“讚美上帝，願他擴大塞瑪的血統！迦南將繼續作他的僕人！

因此上帝也加寬了雅弗，讓他住在瑟姆的小屋裡;但是迦南仍然是他的僕人！“ 

 

13. 於是他祝福塞瑪和吉費特;但他追趕漢姆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出了小屋。 

 

14. 以下是以下內容！ 

 
 

HoG V3/364 諾亞對漢姆的懺悔不對。在挪亞的三個兒子之間發生爭執。漢姆的高貴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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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姆然後意識到他錯誤行為而且沒有在父親面前考慮，並且非常後悔它。 

 

2. 這兩位受祝福的兄弟注意到並前往諾亞並告訴他漢姆如何懺悔他的罪。 

 

3. 諾亞說：“聽著，我親愛的兒子們，我也看到漢姆哭了;但他不是為了我父親的心而哭泣，而

是因為他的奴役而哭泣！因此他懺悔他對我的違法行為，因為他因而已經陷入了束縛;然而，他

傷害了我父親的心，他沒有悔改？因此他仍然是一個僕人，因為他不知道他父親的活著的心高

於其束縛！去告訴他這樣！ 



 

4. 塞瑪和雅弗很快就告訴了漢姆。 

 

5. 但他說：“兄弟們，真的，如果諾亞有一顆活潑的心，他絕不會詛咒我永遠的奴役;但因為他

胸中沒有活著的父親心，所以他這樣對我做了！” 

 

6. 而塞瑪說：“實際上，你正在造成父親的不公正;因為只有自-愛才說出你的意思！心臟只能

再次找到心臟，無論是一個還是一個人！ 

 

7. 如果你有心為父親的，你也會找到他的;但是既然你沒有心為父親的，你也找不到父親的一個，

它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為什麼父親在你身上找不到任何那會是他的心！” 

 

8. 然而，這個警告使漢姆感到煩惱，他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一些牛，牛和羊，然後前往今

天的西頓和提爾地區，並以他兒子的名字命名這片土地並說： 

 

9. “現在，以賜福我的主的名義，我只想知道我將如何，何時何地成為兄弟的僕人！ 

 

10. 真的，諾亞的詛咒，我的父親，確實傷害了我，雖然我應該得到它！我想要報復我的父親

和我的兄弟;但不是由邪惡 - 不，上帝保佑！ - 但是通過祝福他們我的報復！ 

 

11. 那些詛咒我的人，我想要祝福;這祝福將成為他們頭上發光的煤炭，點燃他們的心！因此，

我兒子的土地永遠不會被稱為詛咒和束縛的土地，而是一片榮耀和祝福的土地！ 

 

12. 因此，我的部落永遠不會陷入他們必須在我兄弟的後裔的小屋裡尋求服務的情況;但他們將

來到這片幸福的土地，並將尋求並在我的城市居住！阿門。“ 

 

13. 有一位使者來自塞勒姆並對漢姆說：“這片土地屬於塞勒姆;誰想住在裡面，必須把塞勒姆

的君王交給一切的十分之一！” 

 

14. 漢姆說：“主啊，這就是我擁有的一切;接受它，因為無論如何，永遠是你的！” 

 

15. 信使說：“因為這是你的旨意，這地就為主的兒女蒙福;你們要成為他們忠心的僕人！” 

 



16. 這讓漢姆很高興，他立刻給了所有東西十分之一;但他不明白使者意味著雅弗的後裔是主的

孩子。 

 

17. 因此，哈米特人和迦南人在這個國家一直沒有受到干擾，直到亞伯拉罕時代，因為漢姆賜

福給那些給他詛咒的人。 

 

18. 從此還要多一點！ 

 
 

HoG V3/365 諾亞一家到亞伯拉罕的短篇小說。有關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的提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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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姆兒童大量增加在挪亞的一生中，因為挪亞在洪水之後再生活了三百五十年，因此總共活

到了九百五十年。 

 

2. 漢姆有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楚斯，他已經生育了強大的獵人尼姆羅德，誰創立了巴比倫城。

這是一個巨人的十二雙鞋（一隻鞋= 30 厘米），是庫什兒童中最大的一隻，他們都是巨大的。 

 

3. 然而，既然尼姆羅德在人民面前非常強大，但卻非常虔誠，他就被稱為上帝的獵人，而長期

善良的生活漢姆自己也想到：“上帝的孩子什麼時候會變得不像楚斯的孩子，迦南會為他們服

務嗎？！“ 

 

4. 另一名使者從塞勒姆來到漢姆，對他說：“你為什麼對尼姆羅德變得自負？看見，不是和你

在一起，但是有了塞瑪和雅弗，主想要處理他的孩子，他們將來自塞瑪部落和雅弗的女兒們！

因此，上帝的兒女將屬於塞瑪，將來自雅弗！“ 

 

5. 當漢姆聽到這話後，他變得悲傷;因為他現在看到諾亞的詛咒對他的影響。 

 

6. 但是信使說對漢姆：“塞勒姆之王不像是一個立刻詛咒某人的人;因此，上帝的兒女不是因為

咒詛而不是從你而來，而是因為只有神聖的秩序！ 

 



7. 即使你沒有因迦南的被諾亞詛咒，上帝的孩子仍然不會通過你進入世界，因為你不是第一個

出生的人！但是塞瑪是長子，而雅弗是洪水之前最近出生的;因此，榮耀將留在塞瑪，而最年輕

的雅弗將提供女兒。 

 

8. 但是按照主的命令，你是所有人的僕人;因此，你比你兄弟更接近主！因此，主也將你的部落

與力量，數字，智慧和男性的純潔區分開來，讓你先住在他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導祂的孩子

的土地上後來！ 

 

9. 的確，不要相信塞瑪和雅弗的所有後代都會被稱為上帝的孩子;當然不是！看哪，我有塞瑪的

部落登記冊;我會向你揭示它，最後你會看到，上帝的孩子何時和誰將奇妙地進入這個世界！因

此聽！ 

 

10. 洪水塞瑪生了阿法法薩德 Arphachshad 兩年後，就像你迦南一樣;但是你已經在第一年生

下了雙胞胎和楚斯 Mizraim 以及第二年 Puth 和 Canaan，並且想要在兄弟面前表現出色。 

 

11. 看，這在主面前並不完全正確！因此，主轉向塞瑪和雅弗，因為他們是最後一個，只有你

的第四個兒子將 Arphachsad 送給塞瑪並且已經在子宮裡祝福他了！ 

 

12. 到阿法法薩德，他給了薩拉赫;來到 Salah Eber;到 Eber Pelek;今天出生的 PelekRegu;和

Regu 將獲得 Serug;對他來說他會給 Nahor; Tarah;只有他才會來亞伯拉罕和他的兄弟 Nahor

和 Haran！ 

 

13. 並且，看，亞伯拉罕將被召喚成為上帝兒女的真正父親！ 

 

14. 但你和諾亞仍然會看到亞伯拉罕，所有從諾亞開始的活著的世代都會祝福他，你不會拒絕

他的祝福！ 

 

15. 到現在為止，大洪水已經過去了 131 年，而亞伯拉罕將在洪水過後的第 229 年出生。因此，

你和諾亞，從現在起將再生活 219 年，因此在洪水過後將共生活 350 年，將會很好地了解上帝

之子的父親，因為你將生活在現在還有 300 年了！（由於聖經時間的計算結果是 292 年，因此

在 Lorber Text 中可能會出現數字的反轉{229 而不是 292}） 

 

16. 看哪，主已經這樣確定了，這一切都很好;堅持這一點，你將永遠在神面前獲得平等的份額！

阿門。“ 



 

17. 於是信使再次離開了漢姆，住在西頓。（西頓，現在是賽達。）漢姆對這個答案感到滿意，

完全放棄了對他後代力量的自私。” 

 

18. 這取決於亞伯拉罕我的家庭，其中在這項工作的開頭就完成了提及和定義！ 

 

19. 當然，從挪亞到亞伯拉罕，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但是因為摩西已經有了詳細給出它，因

此每一個精通通信科學的人都能找到每一個小事件，這個已經很緊張的工作就完成了！ 

 

20. 對任何能夠制定愛情規律的人都有好處，這是他的生命基礎就在那裡;因為他會在其中找到

真實，永恆的生命！ 

 

21. 但是誰會像另一本童話故事書那樣閱讀它，他的腦子裡會收穫一個非常微薄的收穫！ 

 

22. 但誰會嗤之以鼻並且追求這項工作，不會逃避某些暫時和永恆的死亡;因為我會意外地找到

他，當他最不期待的時候！ 

 

23. 對於這項工作的出版，在適當的時候，將從一開始就向參與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提供指示，

以振興他們的精神。 

 

24. 因此，我向所有親愛的朋友和孩子們致以最豐富的祝福，我父親的愛和我最充實的憐憫！

忠心而無畏地走在這些生命道路上，我，你們所有人的主，父和上帝，將帶領你們與我的手到

我的家裡;並沒有任何人的一個頭髮會受到傷害！ 

 

25. 阿們，阿門，阿門。 

 
 

HoG V3/366 附錄：諾亞之前的大地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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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 因此，您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地球的地形和構圖，並使其更接近您的想像，首先必須在亞洲，

以及歐洲和非洲之前的一張照片中呈現前主要山脈。你的思想;由於當時存在許多，今天無法找

到任何痕跡。部分地，它們被海水的撤退撕裂並被沖走，它們古老的連接脊現在埋在山谷的河

流殘骸深處，而且現在存在的溪流和河流必須擠壓通過山的狹窄峽谷。但至於高山，它們 - 除

了少數 - 已被不同的風化條件的作用改變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只有一千年前生活的人現在不會

那麼容易地認出它們是同樣，如果他被安置在一個以前他曾作為一個人生活在一千年前的意識

的地區。人們只需要仔細觀察幾個小時寬的河谷的石頭碎片，並考慮在高山區域被水鬆散的四

百 f 深度的質量，從這樣一條溪流的起源到一些海洋的河口，人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只有兩

三千年前的山脈形狀與現在截然不同。 

 

2. 這個前言是必要的，這樣你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前-諾亞山地理。 

 

3. 我們從歐洲北部開始，然後部分地轉移到亞洲，然後轉移到歐洲南部，最後轉移到非洲。 

 

4. 從幾乎穿過瑞典和挪威中部的山脈，一個突出的山脈連接在遙遠的北方，朝向烏拉爾山脈，

並且基地寬度為一百，甚至高達兩百德國里程（1 德國英里~7.5 公里）。但是這個山脈也與當

前的丹麥山脈相連，從那裡連接到那些山脈，這些山脈或多或少將西部平坦的歐洲從今天的山

區德國歐洲分離到瑞士，因此在那個階段瑞士山脈是與烏拉爾相關聯，後者又經過中亞並加入

了西藏。因此，這是一條連續的山脈，其下部仍然高出海平面五至六千英尺;但是這些山脈 - 仍

然被描述為地中海人，那當時與任何主要海洋沒有聯繫 - 並沒有到處都有相同的固體稠度，因

此被洪水沖破並朝不同方向掃除。 

 

5. 在那段時間裡，有兩個主要的地中海人。 

 

6. 地中海北部由一個大型盆地組成，延伸從今天的黑海，在部分覆蓋整個歐洲俄羅斯和所有相

鄰的低層國家，直到現在的波羅的海，以及當前歐洲土耳其的下部，今天所謂的鐵門，以及貝

爾格萊德和塞姆林的狹窄通道，在大風暴期間通過其山脈波浪到達。因此這是地中海北部。 

 

7. 第二個地中海，與前者無關，現在仍然帶有“地中海”這個名稱，就像地中海北部一樣，與

任何海洋都沒有聯繫;但它的表面尺寸不小於前面提到的“黑色”或“北方”。第二個地中海覆

蓋了今天的 Fiume 地區，一個寬闊的山谷延伸到克羅地亞，從那裡進一步在不同的分支到薩瓦

的河床，一直到 Krain，並在那裡與高山開始的地區相對。另一方面，它覆蓋了當前的威尼斯

王國，以及倫巴第大區和法國東部地區，而非洲則覆蓋了尼羅河谷，直至大瀑布和今天的大沙

漠。 



 

8. 從亞洲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高山脈，現在仍然存在大量的殘餘物。這片山脈從非洲東北部延伸

到高大瀑布，這些大瀑布與今天的非洲高山相連。直布羅陀海峽也與現今的西班牙相連，即相

當高的山脈，因此形成了第二個地中海，其規模與地中海北部相當;然而，一般來說，它比地中

海北部低了很多，其中今天的黑海仍然是殘餘。 

 

9. 現在，仍然存在第三個地中海。為了確定它的古老地區，人們只需要看看那些目前由多瑙河，

德拉瓦河和穆拉河以及它們的支流穿過的平原和山谷。當時這個較小的地中海並不為任何人所

知，因為這樣的史前歐洲尚未被任何人居住;那裡只存在大量各種各樣的動物，通常都是巨大的，

其中一些人仍然可以在一些山洞或沙石礫石沉積物中找到遺骸（石化狀態）。 

 

10. 但你不應該認為這個小地中海本身存在;因為特別是在歐洲，存在許多大型湖泊，這些湖泊

通過徑流與第三個地中海相連。Krain，或其直至上 Krain 深處的平原，本身就是一個封閉的湖

泊，其中現今所謂的盧布爾雅那沼澤是一個殘餘，然而，這與今天的強烈流出有關。Rann 和

第二個地中海，覆蓋了廣闊的克羅地亞平原。 

 

11. 與第三地中海相連的主要部分從現在的德拉瓦河谷延伸到秋季主權區域，並進一步在狹窄

的通道上，德拉瓦河必須通過一排長長的山脈到達今天的 Eis 地區，從相當大的湖泊開始，其

中現在所謂的 Werther 湖（Woerthersee）是一個殘餘。這個湖的一部分延伸到德拉瓦山谷，

遠遠超出菲拉赫，從那裡它連接到許多較小的湖泊。因此，今天的恩斯山谷也是一個獨立的湖

泊，它在當今被稱為 G'säus 的地方挖掘，並從那裡進一步加入了一個更大的湖泊，覆蓋多瑙

河流域，進一步向上延伸到巴伐利亞的所有平原，部分也在廣闊的地方蒂羅爾的 Inn 山谷。今

天的穆拉，就像多瑙河一樣，與第三個地中海有著輕微的聯繫。今天的 Wildons 地區直到今天

的 Gösting 被一個較小的湖泊所覆蓋，而 Gösting 後面是另一個名為穆拉湖的湖泊，覆蓋整個

穆拉表面及其平坦的山谷，而這些湖泊的背景又有較小的湖泊。通過小流出物連接到主要湖泊。

今天的瑞士有許多類似的小湖泊，現在仍然存在殘餘物。 

 

12. 有了這個，你可以充分了解前洪水山脈和世界這個小部分水域的狀況。我們現在要特別關

注中亞及其主要山脈，它們將中亞與南亞分開，這是亞當人類的真正搖籃！ 

 

13. 從烏拉爾 - 如已經顯示的那樣 - 一個山脈加入了高山西藏，在那個階段已經被許多最肥沃的

山谷縱橫交錯，從山上帶來了河流，其主要徑流向北。 

 



14. 這些山脈後來，在漢諾赫時期，尤其是塞特的後代，有人居住，而漢諾提人則居住在平原，

並遠遠超出了這個山脈。但是，當他們看到山區的居民比他們在肥沃和遙遠的平原上的情況要

好得多時，他們開始越來越多地挑逗和追捕山區的居民，儘管有許多警告他們並沒有放下迫害，

但是從他們的爆炸性穀物開始，其中今天的中國粉末是一個後代，通過在那裡鑽深孔，從字面

上炸毀並摧毀這些山脈。在他們最深的盲目中，他們不僅為這些大型水體提供了一個出口點，

這些大型水體的盆地被這些山脈密封，而且還為更遠的地方的那些盆地提供了出口，被西藏和

金牛座的山脈覆蓋，並向北延伸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由烏拉爾。因此特別是在今天的里海海域，

曾經有漢諾克站立，最大的沉浸發生了，水的突破非常強大，它達到了高於其他海洋七八千英

尺的高度，並進一步增加並受到整個中亞地區長時間降雨的支持。 

 

15. 整個中亞地區的這種非常高的水位在很大程度上發現了它通過今天的伏爾加河流域流出，

並使這個“北部”地中海增加了許多 fathom。在今天的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布爾），

無論如何薄弱的陸地障礙都無法承受隨後的強力突破，這一突破得到了同一時期在該地區同時

發生的非同尋常，影響深遠的火山爆發的進一步支持。 

 

16. 中亞水域自身有多高，事實證明，諾亞帶著他的箱子在亞拉臘山的高原上找到了地面，箱

子在那裡定居。中亞的大部分水域當然只有北部和東部的主要出口;但是南部和西部也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部分。因此，第二個主要的地中海變得如此過度充足，部分原因在於它的重量，但主

要是通過地下火災噴發，將自身雕刻成一股暴雨流入大西洋，並在幾百年內耗盡到目前所有與

之相連的部分，部分地非常肥沃的平原乾涸，特別是亞洲沿海地區逐漸變得人口稠密。 

 

17.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高山中部仍然存活的人以及烏拉爾的人都完成了這一點，當時這是一

片多產的廣闊土地直到北海，從那時起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歐洲北部地區，尤其是山區，人口

稠密。來自這些國家的 Taurisci 也起源於定居在施蒂利亞山脈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山脈，並在那

里和平地生活在那裡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貪婪羅馬人和貪婪希臘人找到他們。 

 

18. 在漢城群洪水期間將歐洲與亞洲連接起來的地峽，以這個地區的生活族長的名字命名，他

也屬於山區居民，在整個亞洲西部都是一種叫做 Deucalion 的先知 - 這意味著“由上帝派遣”

或“我來自上帝” - 也被稱為 Deucalion 的地峽，因此洪水也被居住在南亞的人們稱為

Deucalion 的洪水，直到幾個世紀之後，挪亞的後裔告訴他們這次洪水的主要原因和過程以及

圍繞它的所有間接事件。在多年的時間裡，當時中亞的大型湖泊開始枯竭，不幸的是，這些湖

泊至今仍然荒涼無人居住;只有朝向中國和西藏高山的北麓，才能肥沃和居住。 

 



19. 從這些部分起源於你們眾所周知的蒙古人，匈奴人，韃靼人和土庫曼人，他們的土地人口

過剩被迫移居並部分轉移到東部和部分地轉向西部，在那裡他們造成了這些居民極大的痛苦和

傷害到處。 

 

20. 在東部，舊的 Sihinites 和日本的 Meduhedites 蒙古人的力量和重量，在西部，特別是匈

奴，與韃靼人結盟，後來在土庫曼人，使他們自己非常明顯，導致那些時候給你眾所周知的大

規模國家遷徙。 

 

21. 目前，已經進行了許多嘗試，有選擇地將中亞的沙漠地區變成肥沃的土地;但是，使這些荒

涼土地肥沃的知識，仍然埋藏在他們的異教徒迷信的夜晚，因此這片大片的土地將不得不等待

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它到達其舊的諾亞前肥沃。 

 

22. 如何肥沃在那個時代的，包括西伯利亞的大部分地區，這個地區的事實證明，仍然經常發

現猛獁象，還有許多其他吃草和吃葉子的動物，在永恆的冰雪下休息，在這片肥沃的土地遭到

破壞之後，它們再也無法養活自己，因此早已徹底滅絕。對於這群動物，除了大型猛獁像外，

還屬於巨型鹿，巨型綿羊，獨角獸巨型馬等，其中化石殘骸仍然可以在烏拉爾山脈的部分地區

找到，在很大程度上西藏北部的洞穴以及西伯利亞的冰雪下。 

 

23. 在這裡，有人可能很容易問，為什麼人們也不會特別在西伯利亞遺體中找到人體。答案是：

因為人體的各個部分都更加以太，並且從原始的開始就被創造出來容易分解 - 也就是說，就亞

當的後代而言！ 

 

24. 但是對於前-亞當所謂的動物人，也稱為 Cephonasims（穹蒼的觀察者），可以找到這里

和那裡的化石遺骸，就像這里和那裡可以找到這種動物的後代並佔據他們的位置在該隱的後裔

和目前正在發生的猴子之間，如黑猩猩和猩猩。 

 

25. 但在所有動物物種中，他們擁有最大的本能智慧，並且在這里和那裡建造了非常簡單的住

宅，在狹窄的地方改變了溪流和河流的石頭，從而在這些地方建立了一座橋樑;如果水開始流過

這樣的橋樑 - 通常就是這種情況 - 他們很快在上一個上游建造了另一個更高的石牆，並且經常

繼續這項工作，只要這個橋樑有十個或更多這樣的橋樑。然而，它最終對他們來說沒什麼用處，

因為它背後的水開始再次膨脹，並且重新溢出了這個以及所有以前的橋樑。 

 

26. 這些人，誰有尾巴短，但頭上覆蓋著一簇厚厚的頭髮，因此是這些牆壁的建造者，現在仍

然可以找到痕跡，並且分配了很高的年齡，有時甚至是這種情況，特別是在山區，這些牆的年



齡遠遠超過亞當的年齡;但是，在這些動物找到豐富食物的水域中，海狸的特意建造的房屋與自

由人類思想的工作一樣少。 

 

27. 地球上還存在其他種類的動物，它們以某種方式建造和建立自己的家園，那人們自己，如

果能夠找到這樣的，就會非常震驚;但是人們仍然很容易將這些建築物視為動物的作品，因為它

們總是以相同的方式和形式出現。此外，它們所構建的材料可以由經驗豐富的化學家進行分析，

但是建築材料在自然界中可以發現與蜘蛛旋轉其螺紋的東西一樣少，蜜蜂建造它的細胞並且蝸

牛它的房子。就像這些動物一樣，與實際的前亞當人（jl.Ev08.072）發生在非洲森林和美洲各

地的情況也不同。 

 

28. 我的意思是，我已經盡可能簡短地向你展示了亞當時期地球的形狀，而不僅僅是足夠清楚，

你將不得不提出更多關於它的問題。 

 

29. 我只想發表兩點結論： 

 

30. 第一個是現在的多瑙河已經在幾百年後通過鐵門鋪平了道路，儘管如此，人們的手還被用

來調節通過鐵門的流量，以至於這個地方現在也是適用於較大的車輛。對於上面提到的穆拉湖

泊運送其框架障礙的地方，你只需要看看穆拉和穆拉土壤本身的周圍山丘，它的碎片會立即告

訴你，這些山丘是如何形成的，同時如何形成現今的第三個堤防堤;在那裡你很容易找到逐漸被

毀壞的堤防遺跡。 

 

31. 在格拉茨周圍的地面上，您將在一個不太顯著的深度中輕鬆找到重型鵝卵石，並且大部分

也非常堅硬的一致性。然而，在威爾頓之下，穆爾已經不那麼激進了;只有在這里和那裡，但已

經在相當深的地方，重型滾石灰石出現，並進一步下降到 Radkersburg 下方，直到穆拉流入德

拉瓦，你只能找到沙子而不是滾石，原因是這裡的穆拉已經有一個非常寬的床，因此由於梯度

太淺而失去了流動力。 

 

32. 去埃及，你會發現大瀑布附近有很少的石頭鵝卵石，而是更多的紅色，有時是白色的沙子！

這樣做的原因是，尼羅河從大瀑布到地中海的分佈非常均勻 - 而其他河流的海水梯度更加陡峭，

除了多瑙河進入黑海，伏爾加河進入里海和亞馬遜在美國進入大西洋。 

 

33. 其次，關於美國的洪水，世界上這個地區的原始居民中存在一些黑暗的傳說，然而，它對

於那裡的一般洪水沒有任何證據！因為那時世界這個地區的低地仍然部分地處於水下。隨著時



間的推移，這個從北到南蔓延的部分地區主要是內部火災噴發越來越高於海平面，海水被迫逐

漸徑流。 

 

34. 此外，還發生了另一個地球大自然現象： 

 

35. 在這個原始的地球上，根據海上遷徙的規律，海洋的最大部分仍然位於北部，從非洲的最

西部海岸，一直不間斷的島嶼排在當前的東部角落。 - 巴西因此將北大西洋與南大西洋分開;而

這兩個海洋只是通過很多海峽相互連接，其中最大的海峽幾乎沒有紅海的寬度。 

 

36. 但當時世界各地，特別是海底，地下火力發生了很多變化，上述島嶼系列，以及世界大洋

上數千個大小島嶼沉入深海。然後，海底和北大西洋可以暢通無阻地流過這個寬闊的大門進入

南大西洋，在地球的北部，許多島嶼和其他低地成為可用的土地，同樣也是美國的土地。 

 

37. 因此，前南極到達非洲尖端的前者仍然在水下;這就是為什麼好望角山脈前面的大海形成了

一種山，這使得船隻難以穿越，特別是在低風時，往往不得不繞道而行東海。現代蒸汽船當然

要容易得多。 

 

38. 那時你還有美國的洪水以及許多大小島嶼，並且不再進一步研究這個信息，否則我將不得

不引導你回到原始的創造時期和許多海上遷徙;並且你不會獲得更多有用的知識比那些無法理解

她如何能夠產生如此多摺痕和皺紋的老女人，儘管她們總是生活得很好而且很貞潔，而當她還

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時，卻沒有世界上的價格，她的整個身體都沒有發現單一的皺紋。 

 

39. 是的，這裡不能說：“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上帝主安排的，那時代會改變，我們人民擁有圍

繞著我們的一切，隨著時代而變化！” 

 

40. 因此，讓我們離開地球在和平中;在一千年之後，它已經看起來已經完全不同了！因此很好

並以我給你的這個解釋結束，這樣你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福音書中的一些問題和摩西的著作！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