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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2 年 3 月 4 日分享 

 

第一章：2 月 6 日的 Web Bot 號外篇 

第二章：Ed Dames、Remote Seer 遙距視覺與太陽風 Killshot 

第三章：答問篇 

問題一：過往所分享的「2012 信息」，其中一個最主要導致大災難的原因是 Planet X，但過去， 

Web Bot 也不曾提及這個字眼，是否因為 Planet X 已有太多的錯誤資訊（disinformation）及假消息，

引致 Web Bot 把這個資訊挪開呢？ 

問題二：2009 年「2012 榮耀盼望籌備營」曾提到，接近 2012 年時，很多的精英、高官或是一些首

席執行官（CEO）會引退，將要逃到地堡。 

事實上，現在，很多首席執行官或一些人物，不知是否真的離世，或是怎麼樣離職？這份文章發放

後，將有機會爆發核戰。核戰會否是他們一直所舖排，預備 Planet X 來到，並志在必行的行動呢？ 

問題三：在 Web Bot 的號外提及美國西岸會受打擊，這事件很吻合 Rick Joyner 預言西岸的情況，就

這方面，日華牧師有甚麼分析呢？ 

問題四：Web Bot 作者出了這篇號外，整個世界也有走向核戰趨勢，在你的資料當中，此事對中國

上會有甚麼影響？或會有甚麼災難？甚至中國的立場會是如何？可否作出一些補充？ 

問題五：按現在的局勢看來，已經是預計事情甚麼時候發生，而不是會不會發生的階段。當我們考

慮撤離的時間，如牧師所說，當各國一撤僑的時候，我們便要離開。但離開之時，弟兄姊妹應該如

何部署這次逃難呢？ 

問題六：除了核子戰爭之外，Web Bot 也提及，沿海城市的地方已不再安全。在考慮逃離時，是否

不考慮沿海地方呢？ 

問題七：去年我們做了一次國內大旅行的演習。對比我們現在擁有的資料，假如伊朗跟美國開始打

仗，我們亦要部署遷移進入內地。那有沒有一些注意事項是跟我們上年九月不一樣呢？ 

問題八：像 Ed Dames 和那班 remote seer（遙距視覺），他們現在說的事，會否就是聖經所提，「聖靈

澆灌凡有血氣的」，導致他們接收得到將來的信息？如果這群人這麼準確，好像恩賜運作的說話方

式，那麼，他們將來會否演變成假先知呢？ 

問題九：如果未來將要發生這些災難，包括香港也可能有核彈爆炸。那麼，現時我們會否集中教導

弟兄姊妹，運用信心相信，如 Web Bot 創辦人也這樣希望，教會我們同心相信沒事發生。 

如果當我們有信心時，現階段我們是否不需要告訴親戚、朋友、同事將有這些災難出現呢？  

問題十：信仰的威力能使我們在大災難當中拯救靈魂。依你所看，現時錫安教會信仰最大的威力，

是否就是我們在媒體上所發揮出來的能力？如果在大災難，已經實行軍法統治，或由於第三次世界

大戰破壞了許多這些資訊上的傳播，那我們如何才能發揮信仰最大的威力？如何在災難中帶起復

興，拯救更多未信主的靈魂呢？ 

問題十一：聖經說，福音將會傳遍地極。這種方式會否只在七年大災難中，甚至天使也出來傳福音，

才能夠將福音，我們現在的信息傳遍呢？ 

問題十二：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徵兆出現，情況就如以前日本攻打中國，有些在上海的人懂得立

即離開，但有些不相信會爆發戰爭的人則繼續留在上海，結果便遭殃了。如果香港一旦有機會受到

襲擊的話，我們需要撤離。那麼，弟兄姊妹到達內地一些城市後，有幾件事應要去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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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糧食和食水；第二是大家保持聯繫的方法； 

第三是我們怎樣藉著一個廣播方式繼續去傳揚福音？ 

這三方面，日華牧師有沒有一些補充呢？ 

問題十三：上年九月份大旅行，已經有一次的演習。但上次與今次的分別是，上次是一次有指定的

日期，這是我們預先知道的，並且我們有組織的上去。但今次是否要在某些事件發生後，或出了一

些標記（Sign）後，才組織弟兄姊妹？還是，他們可個別的去預備，在一個適當時機，教會給予一

個指示後，才各自去行動？ 

問題十四：譬如，一些大城市會遇到災難和戰爭，甚至被毀滅。但我們上次也選擇去了一些大城市，

例如武漢和西安，現在我們到了大城市後，是否需要再選擇一些偏僻的地方棲身？還是壓根兒不會

考慮這些城市呢？  

問題十五：上次我們因著某些事故而不能一起前往西安旅行，反而要分散往內地各個城市。那麼，

今次我們是否不用分散各地，而可以集中去某一個地區呢？如果這次真的需要在幾天內便逃難，根

據上次經驗，我們預備了很多物品和求生背囊。但今次是否只需要帶備金錢、白銀和 supplement（營

養補充品）便已經足夠呢？ 

問題十六：當有弟兄姊妹大規模北上時，教會的體制會如何呢？ 

問題十七：如果到時遇上這麼大的災難，在內地的我們，應否剛強壯膽地傳福音？還是要按聖靈的

感動行事？ 

問題十八：假設教會有一成的弟兄姊妹，因為年幼，沒有錢買對講機，亦無法跟隨大隊北上，這些

無助、不能北上的弟兄姊妹，應該如何自處呢？ 

問題十九：對於離開了教會的人，當中，有部分人的行為很差，稱為「壞學生」，但亦有部分人並非

那麼壞。那時，因為這些事件發生了，他們知道錫安教會所信的是正確，並希望跟隨我們北上、或

在北上途中遇上我們，那麼，我們應否接納他們？ 

問題二十：未來的太陽風如此強烈，我們會否鼓勵弟兄姊妹，首選是要造好以太陽能板接收能源的

方式？ 

第四章：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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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解釋 12 月份 Web Bot 的內容，Web Bot 對地球氣候及地理上的 9 點預測： 

1） 太陽對人類的影響，出現「Jumping Atmosphere（跳動的大氣層）」。  

太陽可以令大氣層極高的電離層空氣往下壓，使氣溫驟降幾十度。 同樣，因氣壓問題，氣溫亦會突

然急升幾十度。  

 

 

 

 

2） 一種「新的光」產生。在 3 月至 11 月，新的光將會取代 Sun Disease（太陽病）這個字眼。這可

能與地球進入光子帶有關。而新的光產生一些字眼，包括：「出生」、「新的光」、「非常怪異」及「有

效的醫療」。故此，可能這光線會影響嬰孩而產生變異，或影響植物產生醫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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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靠的地磁。多極化而不穩定的地磁將導致怪異的北極光及怪異天氣。  

甚至使某些地區比以往更加寒冷，而這事已經應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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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赤道會被極冷、極熱的氣囊打入，這包括香港、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相對，這種現象導致

南半球某些地方出現洪水，但今年另一些地方卻因此突然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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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半球昆蟲之災。昆蟲數量將會多得影響空中交通，導致飛機及直升機失事。  

但這種昆蟲又不能被人類所消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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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輻射海。全球海洋輻射污染會變得非常嚴重，並且，全球海洋生物也將中了輻射毒，導致吃魚

的人或動物受到感染。雖然，這情況會被傳媒否定，但群眾已經不再信任傳媒。除了福島縣導致「輻

射海」外，由太空、戰爭而來的輻射對比起來會更加嚴重，並且會造成永久性的破壞。而「環境輻

射」的字眼，佔了 Web Bot 38%的內容。所以，2012 年，人類將會經常討論「輻射衝擊」、「輻射海」

的題目。這亦導致美國出現新興行業出 —— 推銷沒有輻射的環境和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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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半球的夏天，某些地方會很炎熱，像一個罩（dome），遮蓋北半球，包括北美、美國等地方。 

這現象導致近北方的地方出現植物、泥土燒焦的現象，並且，炎熱導致南半球和赤道出現反常暴雨

和暴雪。再者，今年出現的颶風和暴風會以繞圈的方式行走，猶如一條蛇在吃自己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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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年會有新的資料證明地球擴大的現象是真實的。證據就是地的斷裂、橋和巨大的地塊被拉斷。

有些城市，甚至整個國家也因地球擴大而導致火山爆發、地裂，人們因而撤離。  

 

 

 

9） 被太陽灼傷。今年夏天，人類被太陽灼傷的程度將會更大，甚至會導致人的基因變異及引發皮

膚癌，植物也因而被曬死。因為地磁沒有足夠的強度阻隔太陽輻射。在強烈太陽風下，人類意識及

情緒都會產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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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如果弟兄姊妹的職業是司機，他們有甚麼方法可以保護自己呢？  

 

 

 

答︰在停車後，需下車稍作休息和乘涼，若能夠進入商場就更好。因車內會產生「溫室效應」，並且，

太陽光包含多種光波，所以，留在關掉空調的車廂內是足以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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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輻射令小昆蟲的天敵加快滅絕，牧師可否作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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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菌類、海藻、植物及小昆蟲等生物均處於食物鏈的最低層，即使受輻射影響也能繼續生存。但

食物鏈高層的動物卻會因進食這些生物而感染輻射。由於高等生物的身體結構較為精密，因此，較

易被輻射感染而患上癌症、基因被破壞及不能誕生下一代。因此，生物鏈不平衡將導致未來的食物

供應大量減少。單單海洋輻射，便會導致大量魚類死亡，這將導致全球食物減少三分之二。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14 

 

 

 

Web Bot 對 UFO 的 7 點預測： 

1） 出現關於 UFO 的破壞性文件，證明 UFO 的真實。這些資料牽涉人類的祖先，導致人們開始對

外星人有所醒覺，並希望接觸外星人。並且，人們會因而以為宗教是由 UFO 製造出來，連鎖反應將

引發「宗教死亡」的現象。所以，這些文件的破壞力足以影響經濟、衍生工具及社會的繁榮安定。 

但 Freemason 擔心，如果 UFO 新聞被廣泛公開，他們將無法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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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eemason 特別害怕 2012 年的原因，是他們害怕世界會因為 UFO 事件而失控。因為 Freemason

一向透過製造動亂及藉傳媒解讀問題，讓他們藉此掌控世界，但他們卻不能控制 UFO 出現的結果。 

 

 

 

3） 一些詞組：「人類沒有了意識，突然痴迷了一般」、「甚至站在街上，也不知道自己走往哪裡」，

在今年，這將會有更清楚的解釋。因為 UFO 的真實讓人震撼得被嚇呆，甚至到一個程度，讓人覺得

現實彷彿是虛幻的，所以，他們將會被嚇至失憶及不知怎樣自處。並且， UFO 文件剖析了太陽循

環的真相，並顯示一件關於太陽的恐怖事件。因此，很多人會被嚇倒。而太陽的電磁風暴亦會影響

人的思想，使人的神經崩潰和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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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位與外星人有關的女人。由於事件還未出現，所以只能作出估計。這可能是一首歌、一位女

歌手、一齣電影又或者是一件真實的事件。但當事件出現後，會有很多人談論、報導。Web Bot 亦

說這位外星女人將會連繫到太空站、外星與人類的血統關係、統治人類，並且與救贖、救世主有關，

所以，她就像《啟示錄》所形容的「淫婦巴比倫」。 

 

 

 

5） 一種「新的光」產生。當這種光進入人腦，便會使人產生 overload（超負荷）的現象，導致人

類基因改變，出現「光子激活人」。這就像是超頻導致人類誕生多一條 DNA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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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想同步。由於這現象亦是未發生過，所以只能理解為，全球人類的表達、想像和情緒可能會

變得一致。但 Web Bot 亦提及這 overload 現象會令飛機師呆滯、失控，再加上飛機在萬尺高空， 

輻射污染嚴重，所以，我們最好不要乘搭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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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後一點，分六項細點： 

  1. 「外星人之戰」（Alien War）。現時海洋的變動是與 UFO 有關；  

 

 

 

  2. 「魔術海洋」，這可能與亞丁灣出現的「星際之門」（Stargate）事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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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一些農夫會拿著槍械保護家園，對抗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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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某些高官會因大意而洩漏 UFO 機密； 

 

 

 

  5. 「宇宙戰爭」的外星遺跡證據將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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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陰謀論的證據，包括：地堡和地底隧道的資料將會於今年出現。 

 

 

 

問題三：究竟「宇宙戰爭」的外星遺跡是真，還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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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當研究火星面具時，我們已知道火星曾有生物和文明。那裡原是神訓練天使的地方，這包括了

祭壇及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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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提及，撒但在墮落前所負責的事情，就是掌管貿易、政權及音樂。 

在撒但墮落成為奸角後，神才用「天使座駕車」來毀滅火星，這就是曾發生的宇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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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Bot 總結 9 點： 

從大方向而言，Freemason 會於短時間內崩潰。  

這可能是在七年大災難之後，當神回來審判世人時，在此之後，Freemason 便消失。 

1） 在即將來臨的變動，有預備，並且能夠「自給自足」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很多地區將不

會再有中央政府； 

 

 

 

2） 不同的變動，當在全球發生時都將會屬於地區性，所以，不同地區的人要作出不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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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未來三年，在全球的危機中將會出現偉人、「亂世出英雄」的現象；  

 

 

 

4） Web Bot 提到不同的記號（Marker），當我們看到記號，就知道要預備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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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全球面對不同的時勢和不同問題。所以，你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並不合時宜。因此，要學習

不同的智慧，成為智慧人； 

 

 

 

6） 人口滅絕的真正理由會被揭穿。一直以來，精英以讓羊群生活在矛盾的方式，不斷設立問題去

駕馭他們。但精英人數少，而羊群變得聰明，所以，他們乾脆殺掉大部分的羊，而留下最愚蠢的一

群，以便繼續控制他們，使他們成為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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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球每一個地方的危險也會增加； 

 

 

 

8） 唯一可以面對這些危險前路的主導就是「秘密的揭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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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夢」會改變社會的結構和我們的將來。 

 

 

 

總結部分： 

美國政府曾經研究公佈外星人資訊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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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發現，由於外星人科技及各方面較人類先進，因此，外星人的出現，必定會造成人類文明的崩

潰。 

 

 

 

正如英國到北美洲後，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因而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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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遇到西方文化後，舊有文化亦崩潰。 

 

 

 

所以，當外星人來到地球時，人類亦會變成「非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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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宗教、科技、文化、學術也會消失。但這個現象卻給予我們鼓勵，因為同樣在錫安教會

所建立的強勁真理文化、天國文化、甚至「2012 信息」在使人信主後，會使人們身上的罪的文化自

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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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應驗篇（Planet X 與地鳴事件） 

早於 27 個月前，日華牧師已經在 2009 年 12 月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已分享到，由於神

秘的 Planet X 將要逼近地球及太陽，越是接近 2012 年，因著 Planet X 的龐大引力，將會影響太陽系

各個行星產生升溫，並導致太陽出現異常的活動，包括越來越猛烈的太陽風、天上出現離奇的放電

現象，以及人們在大氣中聽到刺耳的放電聲和有如吹號的怪聲。 

 

信息籌備營片段： 

地球在二十多年前，即 1980 年左右，他們每日都會錄到黎克特制 1 至 3 級的地震。如果有 1 至 3 級

地震就會報告。但現在我們已經不會聽到這些報告的原因，是因為已經取消了 1 至 3 級的地震報告，

因為人們已長期錄到 3 級地震。 

 

無論火山爆發、水位升高和地心的溫度升高，所有的結果，都是因為整個銀河系的九大行星的能量

都被增加了。有一個非常龐大的能量進入整個銀河系當中，而令這情況出現。 

譬如龍捲風、風暴，全部的龐大事件也集中在 2012 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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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全球暖化現象，其實是來自 Planet X。有些人誤以為 Planet X 就是一個稱為 Eris 的星球， 

其實不是的。因為這是其中一個 NASA 發佈的假消息（disinformation）。 

 

因為，對天文學有少許認識的人都知道，所有星球都是人們利用引力法則尋找出來的。 

千百年來，我們只能看見土星，而一直也不知道其他的星球。但直到十七世紀開始， 

有了望遠鏡後，人們研究土星後，利用引力的方法，發現還有另一個行星。 

就是因為這樣，人們在 1781 年就發現了天王星。 

 

當他們發現天王星後，同樣利用引力法則來尋找計算，於是在 1846 年就找到了海王星。 

換句話說，土星、天王星、海王星都是可以用引力的方法，慢慢用數字計算出來。 

 

在這情況下，人們發現有點不對勁，就是在海王星之外一定還有一個比它更大的星球，甚至是比土

星和木星更大的星球，他們稱它為 Planet X。因為它在引力上，能夠影響整個銀河系所有的星球。但

問題是，他們一直也找不到這個星球。 

 

事實上，有一個科學家窮一生也找不到這個星球。 

直到他死了，反而跟從他的一個科學家才宣稱找到一個星球。 

他以為那個星球就是在 1930 年發現的冥王星， 

但當他找到後，經人們計算後發覺，冥王星卻不是那個星球。 

因為冥王星的質量太少，絕對沒有可能有那種引力，導致海王星有這樣的行走軌跡。 

現在，甚至因冥王星的質量實在太少，所以也算不得是太陽系的一個行星。 

 

於 1973 年，美國公佈，他們發射人造衛星上宇宙，是為了在銀河系之外尋找和探求 Planet X，這可

以從他們的海報中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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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從很多數值中，計算到另一個引力的存在。 

但這種引力，在近年已經產生出一種叫作「引力擾亂」的現象。 

這引力導致更大的溫度上升、能量出現或是一些星球軌跡出現問題， 

更導致各個星球的大氣壓力更大、密度及溫度更高的現象。 

 

不僅如此，其實，人們現在已經開始發現九大行星，連太陽都已產生特別現象。 

並且在行星軌跡上的一些隕石，無緣無故地離開自己的軌跡，然後粉碎。 

這便證明了，一個擁有非常龐大引力的星體已經接近我們了。 

 

另外一件事實，就是我們的太陽 —— 太陽最近出現的變化更大。 

為何美國太空總署及 Discovery（發現頻道）也提到太陽風？ 

並預先提到下年及 2012 年會有強勁的太陽風出現？ 

事實上，在 2012 年出現的太陽風將會燒死人， 

將來，當我分享到 Planet X 時會再作詳細對比。 

 

而 Planet X 的軌跡似乎運行得很特別。這意味著我們有朝一日會看見太陽在這邊， 

而當我們望著太陽上升時，我們同時會看到極之右邊的方向，現時是看不到的， 

但下一兩年會出現在這裡。然後我們會親眼見到它們太陽和 Planet X 互相放電， 

隨之，太陽風便會打向 Planet X。然而，地球就在太陽與 Planet X 中間穿過， 

當太陽風打向 Planet X 時，身處地球的我們就在中間同時穿過。 

那你能夠想像，為何他們可以預先知道 2012 年所出現的太陽風的情況？ 

 

美國在冷戰時期，即使當時他仍然屬於好的政府也曾這樣說： 

如果真的有核彈投進紐約的話，他們都會閉口不言。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36 

所以，這種事情要是真的發生，對於人民的生死，他們是絕不會理會的， 

他們到時只會清理現場。因為他們恐怕在公布後，出現恐慌及眾多問題， 

如果人們走出來，還會被核彈的輻射影響。 

你可以想像，連核彈都這樣隱瞞，可想而知，當 Planet X 到來就更難以想像了。 

當太陽風來到的時候，其影響的程度一定不會比核彈低。 

 

他們現時提及的幾樣事情，都強調與太陽風有關。 

而太陽風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它會使全球的電子儀器、手提電話有兩年的時間處於完全癱瘓， 

只單單由於太陽風的緣故而已。 

 

我們知道，摩西出埃及之前，全世界每年都是 360 天。 

即使計算聖經的日期，全世界當時每年都是只有 360 天。 

不論是中國、以色列和埃及的年曆都是一樣。 

但他們出了埃及之後，全世界就多加了 5 天，而中國就是用補回一個閏月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原因是當 Planet X 每次來到的時候，它都會對我們的地球有驚人的影響，並影響到地球的運轉。 

當我們計算地球的轉速，我們也計算得到，其實地球是轉得愈來愈慢， 

那麼，你便知道這是因 Planet X 愈來愈接近了，因為每次都跟地球的轉速有關，這是不能欺騙我們

的。 

 

 

 

如果說宇宙沒有 Planet X，那你怎樣解釋地球的轉速為何會慢下來？ 

而每一次都會導致 Planet X 的軌跡縮短了。 

所以，當 Planet X 下次再來的時候，估計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撞向太陽，互相毀滅；二是撞向地球，也是互相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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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今次沒事，二至三千年或是一千年後它都會再來，到時的世界也會完結， 

人類也沒有將來可言。但有機會它來的時候，就是「千禧年」完結的時候。 

 

現在 Planet X 是每隔 3600 年到來一次，但因引力改變可能導致軌跡也有所改變。 

所以，下次來臨可能是一千年後，直接跟地球相撞，到時，新天新地都沒有了。 

 

現在太陽系的太陽，是最受這引力擾亂的對象，它因而出現很大的變化。 

進入 20 世紀，太陽風的變化非常大。 

譬如太陽黑子，在過去一千年裡都沒見過有這樣的情況的。 

而近幾年的太陽風，甚至強烈得連過去四百年也未試過這樣強大。 

但科學家相信，2012 年的太陽風應該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要視乎太陽風會否打中地球，如果地球在太陽與 Planet X 之間穿過，就會被打個正著。 

 

如果被打中的話，加上又是最大的太陽風，那日向著太陽一面的人類就會被燒焦。 

但最可怕的問題是，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發出警告，時間不足一小時。 

雖然人們發射了很多人造衛星上太空，用以監測太陽風與 Planet X 的走向， 

但全部能夠給予地球警告的時間都是非常之短。 

根本就不夠時間讓人們關閉核電廠或人造衛星， 

所以，會有很多人造衛星陸續開始出現問題。 

 

現在，整個太陽系，無論是太陽風、溫度、靜電及磁場的反應；所有行星的光度、所有行星之間軌

跡的引力，根據肯願意站出來的天文學家所說，都顯示 Planet X 已經非常接近我們了。Planet X 沒可

能不存在。 

 

《啟示錄》在 31 章第 10 節講到 Planet X 來到。 

雖然那日很安靜，但會開始聽到吹號的聲音。 

這個奇怪的異兆就是聽到吹號的聲音。 

所以，可能有機會開始聽到吹號的聲音，我們就會被提也不足為奇。 

我們不知道是聽到七號的最後一個，還是一聽到吹號的聲音就被提， 

但我們只要再等一年零十個月左右，便會知道真相了。 

並且，到時會有刺耳的放電聲，他們說，我們會聽到天上的這種聲音。 

你能夠想像，全球日以繼夜都聽到吹號的聲音，刺耳的放電聲，使我們不能睡覺，這也十分恐怖。 

 

隨著，日華牧師在 2009 年 12 月「2012 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分享之後，近兩年來，世界多國陸續

出現不尋常的地鳴及在大氣中傳出怪異響聲等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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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2011 年 3 月 9 日，美國科羅拉多州（Florida）一個市鎮，連續出現約 20 分鐘神秘的隆隆聲

（rumbling sounds），當地市民曾一度懷疑是龍捲風吹襲，但卻沒有龍捲風出現。 

 

 

 

隨後 4 月 8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Windsor） 附近，在日間持續聽見一種不安的神秘隆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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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 5 月 7 日，安大略省環境部經過長達一個月的調查，表示無法確定達幾十名溫莎和埃塞克斯

（Essex）的居民，在一個月來所聽到感到不安的神秘聲音來源。 

 

 

 

但是據當地居民表示，離奇隆聲所產生的共震，竟然能夠將水瓶的水面震出漣漪現象，甚至連房子

的牆壁也嘎嘎作響，令人感到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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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持續而困擾的怪聲促使溫莎郡 250 名居民藉律師發起集體訴訟，以探究神秘隆聲的由來。 

 

 

 

此外，上年 4 月 28 日，多個傳媒均報導，日本福島縣山形縣不斷發出地鳴現象，甚至有出現地底爆

炸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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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 8 月 11 日，烏克蘭首都基輔住宅區，接連數天傳出了一種相當詭異、奇怪的聲音，該聲響讓居

民飽受驚嚇。 

 

 

 

此外 8 月 14 日，白俄羅斯天空中亦傳出神秘聲音。 

持續出現的離奇地鳴事件，令全世界多個傳媒爭相報導， 

但是，多國的環境部門和專家皆未能充分解釋這些事件的真正由來。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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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26 日，美國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的本地新聞報導離奇的神秘響聲。 

 

 

 

新聞片段： 

Some strange noises heard around the world the last few weeks has people buzzing, especially on YouTube. 

最近數個星期，人們不斷討論一些在世界不同地方出現的奇怪聲音，YouTube 上尤其多。  

 

Clips posted from Arizona to England; and right next door in Manitoba, all showing folks alarmed by what 

sounds like a noise straight out of a science fiction flick. 

從亞利桑那州到英格蘭，又從鄰近的馬尼托巴放上去的影片全都顯示出，人們都被些好像科幻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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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段般的聲音驚醒了。  

 

Now our news team Eric Cress is trying to find out if there is any explanation for the strange sounds.  

我們的採訪隊 Eric Cress 正嘗試找出這些怪聲的原因所在。  

 

It's kind of like watching a scary movie, the background noise gives you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terrible 

is about to happen.  

這真像看恐怖片，背景聲音令你覺得一些恐嚇的場面將要發生似的。  

 

"I guess I'm not there but, they must be hearing something."  

「我想我並不在外頭，但他們一定是聽見了甚麼。」  

"It‟s too outrageous to actually trying to believe, it really is."  

「這些（聲音）實在離譜得令人難以置信，真是的。」  

 

Videos started showing up on YouTube months ago all with that same moaning, groaning, metal on metal 

sound. Some are calling it a harp-like noise. 

幾個月前，YouTube 上的影片已開始有這些像嗚咽、呻吟、又像金屬碰撞的聲音，有些人覺得它像

豎琴的聲音。  

 

And it's especially eerie because even with the millions of views on YouTube and the thousands that 

ultimately heard the noise first hand, even experts can't explain what the noises are.  

尤其怪異的是，即使 Youtube 上有過十萬的收看率，而且有過千人親耳聽過這些聲音，但即使專家

也不能解釋這些噪音是怎麼一回事。  

 

新聞片段： 

Now the closest case towards the weird sounds came out of the sky in Manitoba, Canada. There folks claim 

to have heard the noises for miles. 

距離我們最近的怪聲來自加拿大馬尼托巴省的上空。那裡的人聲稱幾哩外都可以聽見那些噪音。  

 

They（Experts）are partially crediting electromagnetic waves in the atmosphere in Manitoba.  

專家認為部分原因是馬尼托巴省大氣層中的電磁波所致。 

2012 年 1 月 25 日，加拿大電視台（CTV）報導北貝特爾福德（North Battleford）離奇的神秘響聲。 

 

踏入 2012 年，神秘響聲出現的情況更趨嚴重。 

事件更令人匪夷所思，感覺極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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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9 日，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報導有關該國地區上空出現有如號筒的怪聲。 

 

 

 

1 月 12 日，東歐國家捷克（Czech）同樣在空中傳出令人恐懼的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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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南美洲國家智利（Chile）亦傳出不尋常的怪聲。 

 

 

 

同樣 1 月 12 日，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空中出現離奇怪聲，但有關當局卻未能查出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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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 1 月 14 日，加拿大亞伯達省艾蒙頓（Edmonton）空中傳來一陣陣的低沉號筒聲響。 

 

 

 

同日，中美洲國家墨西哥（Mexico）鄉間傳來恐佈怪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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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 1 月 16 日，英國斯文敦（Swindon）從空中傳來詭異低頻響聲。 

 

 

 

同日，中美洲國家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天上再度傳來有如號筒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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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洛杉磯（Los Angeles）城市上空出現怪異嗚聲。 

 

 

 

1 月 17 日，西班牙城鎮傳出離奇低鳴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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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美國休斯頓（Houston）民居地帶出現持續低沉號筒聲響，驚動群眾報案尋求因由。  

 

 

 

1 月 30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持續出現詭異陰沉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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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 月 30 日，由於加拿大溫莎市（Windsor）自上年開始持續出現神秘的隆隆聲， 

市政府一直未能給予答案， 

 

 

 

一名居民親身的告白： 

“It‟s frustrating, very very very frustrating.  

「這是令人非常非常非常沮喪。  

 

I mean, we moved next to the schoolyard for the peace and quiet – minus the kids at recess, we understand, 

but – not to have any neighbors on top of us so that we have that sense of peace and qu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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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了和平與寧靜而搬到校園旁邊——當然除了孩子們課堂休息的時——但是為了和平和寧靜

感，我們不住在任何鄰居之下；  

 

and it‟s a wonderful neighborhood other than the hum.  

除了這隆隆聲，這是一個美好的居住環境。  

 

The hum has intensified in that last couple weeks, hearing it just like we were in the Spring,  

這隆隆聲在過去幾個星期加劇，就像我們在春天時聽到它一樣。  

 

Really bad during the evening hours into early morning hours; weekends are really bad.  

清晨到傍晚時分真是最磨人；週末也是非常糟糕。  

 

Last night it was so bad the picture frames on the walls were shaking.  

昨晚情況壞到連牆壁上的相框也在搖晃。  

 

We‟ve never experienced it to that intensity here, um, like that before.    

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如此強烈的程度。  

 

So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feeling frustrated because it seems to be getting really, really bad again.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都感到沮喪，因為它似乎要再次變得非常非常糟糕。  

 

My oldest son hears it at night but he can go back to sleep, no problem.    

我的大兒子在晚上也聽到這隆隆聲，但他能夠再睡，沒有問題。  

 

But my youngest, Sam, the 15-month-old, I‟m sure the hum is the reason he doesn‟t sleep well.    

但我的小兒子森姆只有 15 個月大，我肯定是那隆隆聲令他不能安睡。  

 

It seems to be the nights it‟s at its worst he doesn‟t sleep through the night, and he also doesn‟t nap – he has 

a really hard time settling.    

晚上的情況最壞。他整晚不能入睡，他也不能小睡——他真的很難安頓下來。  

 

I think it‟s just that pulsating vibration, I really think he‟s in tune to it, so it‟s definitely disrupting his sleep.  

我想就是那使人悸動的振動令他大受影響，這聲音真是搞垮了他的睡眠。  

 

It‟s always disrupting my sleep, especially when he doesn‟t sleep, um, my husband and I can‟t either.  

它也經常搞垮我的睡眠，特別是當小兒子醒著，嗯，我的丈夫或我也就不能睡了。  

 

So, you‟ll hear that from most people in this area that it‟s disrupting them at night when they‟re trying to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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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知道此區大部分居民也表示，這隆隆聲在晚上正影響他們入睡。」  

 

明顯地，踏入 2012 年，發生持續困擾世界多國的地鳴現象，出現全球性異常的吹號聲，事實上，早

於 27 個月前，2009 年 12 月，日華牧師經已準確預告了。  

 

反觀，事件屢次發生至今，世界各地的專家和科學家皆一直未有合理的解釋， 

當這些專家和科學家面對近兩年世界各地的事件…… 

 

持續發生的不尋常的動物群死；天氣反常、具龐大能量的颶風形成；大型地震加劇現象；沿岸土地

下沉、天坑；核電廠接二連三發生事故；飛機和火車交通工具事故；精細電子儀器故障及汽車回收

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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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種種現象，日華牧師早已在兩年前作出準確預告， 

但這些科學家和專家的一概回應只是所謂「原因不明」， 

足以證明他們都是極為無理、非常幼稚、令人難以信任。 

 

2009 年信息籌備營片段： 

但會開始聽到吹號的聲音。這個奇怪的異兆就是聽到吹號的聲音。 

所以，可能有機會開始聽到吹號的聲音，我們就會被提也不奇怪。我們不知道是七號最後一個， 

還是一聽到吹號的聲音就被提，但我們再多等一年零十個月左右，我們就會知道了。 

並且，也有刺耳的放電聲，他們說，我們從天上聽到這種聲音。 

你能夠想像，全球日以繼夜都聽到吹號的聲音，刺耳的放電聲，我們真的別想睡覺，十分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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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2 月 6 日的 Web Bot 號外篇 

開始之先，我們一起鼓掌歡呼多謝神。感謝主。 

接下來，將會連續幾星期分享一些令人興奮的信息。 

我覺得是 Web Bot 有史以來最精彩的內容。 

 

在此之先，我會特別分享一篇文章。 

它是 Clif High 所寫的，亦是他有史以來最大膽的一篇文章。 

他差不多將所有身家、性命、財產、名譽及地位押上了。 

因為他將一件事刻劃，並且分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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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去一年多 Web Bot 的估計，我們發現它越來越準確。 

事實上，它越來越急劇地知道一些指定的事件及傳媒、全球人會討論的字眼。 

並從這些字眼，知道事件的發生及其時間。 

 

 

 

在過去的三個月，聽到去年 9 月份、12 月份及 2012 年 1 月 29 日發佈的 Web Bot。 

我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與大家分享 1 月份的 Web Bot，內容非常精彩， 

它用一種很特別的方法分享。 

 

現時，當你聽到這篇信息的時候已是 3 月 4 日了。 

當 1 月 29 日發佈了 Web Bot 後，Clif High 在 2 月 6 日便發佈了一篇文章。 

 

在 9 月份、12 月份及 1 月份 Web Bot 中，他吞吞吐吐說出 3 月份將會有大事發生。 

 

 

 

他不斷指出 3 月份會影響整個人類歷史，亦是最壯觀的月份。 

3 月份所發生的事的影響程度會令往後的 15 年仍然存在著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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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一直不願意透露 3 月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事實上，事情的龐大性的確很嚴重， 

但他終於在 2 月 6 日發佈的文章中透露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當你聽到 12 月份 Web Bot，便大約能估計到類似核戰的事件將會發生。 

2 月份的文章是 2 月 6 日發佈的，大題目是「你最後 26 天的性命」。 

 

 

 

他提到在 3 月初，美國 Freemason 將會使用與「911」相同的計劃，製造一個災難， 

然後將這個災難嫁禍給依朗，使全世界開始打核戰。原來 Web Bot 正顯示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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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我們將會拿這一篇文章來討論。 

因為從 9 月份、12 月份及未曾分享的 1 月 29 日的 Web Bot 的細點當中， 

可以引證 3 月初所發生的事件。 

 

在分享這點之先，我想讓大家理解一件事情，就是關於 Web Bot 的事情。 

就是 Web Bot 估計 3 月會發生核戰。 

它的價值不同於由一些陰謀論的人告密及發佈將會發生的事。 

 

 

 

過去多年，每逢 Web Bot 提及大級數的災難，在事件性的必定準確，尤其是它指明是大事件的。 

例如全球的核污染、南亞大海嘯殺死 30 萬人、911 事件令全球震驚、全球的政治及經濟受影響等大

事件，皆按著它所預測的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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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人心、政治、經濟、國際之間的關係的改變及金融海嘯，皆全部百分之百地應驗了。 

在事件上，它是百分之百地應驗了，只不過在時間上有偏差。 

所謂時間上的偏差，譬如它估計 3 月 2 日會發生，卻可能在 3 月 22 日才發生。 

現時，我們當作這件事會發生去討論。事實上，雖不中亦不遠矣，只是時間上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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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5 年開始的 Web Bot 紀錄，它所指的事件性，尤其是大事件未曾落空。 

 

 

 

是時間上偏差了一點，有時僅僅只是偏差了數小時， 

這正好解釋為甚麼我們會特別利用一個主日來討論， 

因為我們不是用節期去猜，或者有告密者說出來， 

Web Bot 預測這件事會出現，並且它有衍生出來的連鎖反應。 

 

三月發生的這件事的漣漪效應將會比 911 更大， 

因為 911 事件對人類歷史的震撼最多只有三天的漣漪效應，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61 

但三月份發生的事情，在過去十五年內，以他所見的所有數據中影響是最大的， 

將會影響全人類的經濟、人口、政治和生活方式。 

因此，需要花一個主日去討論。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有這個軸心，我們會更加明白，九月、十二月和一月的 Web Bot 是說甚麼。 

你們聽這篇信息的時候是 3 月 4 日，按著它在文章中所說，這件世界大事會大約發生在 3 月 2 日至

3 月 9 日這段時間。它下了一個座標，最早會發生在 3 月 2 日。 

 

 

 

在這裡，我簡單介紹這份文章的基本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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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12 月和 1 月，支吾地說的事情，答案就是大約在 3 月 2 日， 

這群銀行家和猶太復國主義，即錫安長老會等人會共同攻擊一艘美國軍艦， 

並把美國軍艦炸沉。 

 

 

 

按著 Web Bot 所說，正如他們曾經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的事件，攻擊美國自由號軍艦一樣， 

都是由這群人發動襲擊，這艘船被炸後會引致很多美國海軍死亡， 

之後他們會把這件事嫁禍給伊朗。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63 

 

 

大家看見現時新聞報導的恐怖襲擊，國際都指是伊朗發動的。 

但是有些專家卻覺得十分可疑，他們認為那種襲擊方法並不似是想把人炸死， 

只是想略為恐嚇，並不像是伊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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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Bot 說，那時，他們會遷怒伊朗，挑起所有人去參戰， 

包括美國打伊朗，但是俄羅斯和中國都會參戰。 

 

 

 

如果這個假的攻擊行動成功地引發這場戰爭的話，這將會是 Web Bot 所說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並將

會有超過十二億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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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們聽這信息的時候是 3 月 4 日，究竟這件事已經發生，還是未發生，抑或風聲越來越緊張呢？ 

事實上，今次 Web Bot 所說的跟以前的 Simpson Code 一樣，目的是希望他們停止行動。 

第二，就算他們行動，當 Web Bot 說了出來後，憑著 Web Bot，可以將這群人繩之於法。 

 

 

 

因為按著 Web Bot 所說，到時會有很多證據和文件證明，原來很多戰爭和 Freemason 的幕後搗亂，

並在國際間製造混亂和糾紛有關，這會導致 Freemason 的勢力在 3 月後會每況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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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Web Bot 把這些寫出來的目的，就是希望即使不能制止這件事情或將這件事變成另一種型式，

至少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希望每位軍人因明知這是 Freemason 所做的而叛變。 

原因是 Web Bot 早已在一月已提到，將有一大群軍人叛變，並不斷殺死數以萬計 Freemason 的人， 

這就是 Web Bot 出版這份文章的目的。 

 

 

 

它更提到一些姓名，如羅富齊、洛克菲勒、一些宗教家和錫安長老會， 

是他們策劃這場大戰的，他們希望在地球上殺害這些人，並且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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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值得跟大家討論和深究這份資料的原因。 

第一，這份資料是獨立出版，並且解開 Web Bot 在 9 月、12 月和 1 月支吾不說的事情。 

 

在上年 9、10月及今年 1月的Web Bot已不斷預測 3月後會怎樣。 

在 3 月之後，全世界的經濟將會如何？它預測全世界的衍生工具差不多變為零， 

全世界的銀行和很多人的錢會消失九成，但 Web Bot 卻不說其原因。 

 

 

 

在 3 月後，全球的核污染變得更為嚴重，大部分是因戰爭所做成。 

因戰爭的武器不是爆竹，而是核彈，所以導致更嚴重的核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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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Bot 甚至每句都說：「三月後會怎樣？」 

例如：三月後全球將會有很多人死亡，三月後全球會爆發很多疾病， 

三月後因戰爭令人民遷離自己的居所。 

 

 

 

Web Bot在前幾篇已經不斷說三月後會發生一些事。 

但現在，Web Bot 正式提到三月將會發生的事件究竟是甚麼。 

所以，在討論時，我想讓大家了解一樣有趣的事情。 

就是 Freemason 正計劃一件事，如果這事洩漏了的話，他們便不會讓這件事發生，  

但他們卻會以其他的型式使這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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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們會用另一個方法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然後再推卸給伊朗。 

 

 

 

以 Web Bot 過去的信譽，我們能夠想像， 

我們即使只是分享「主再來」的信息，雖然是正確的，但卻已經引來許多人的攻擊。 

相對 Web Bot 的創辦人，他獨自寫這份文章，可想而知他所承受的壓力和攻擊有多大。 

無怪乎他在 2 月 6 日時，到了迫在眉睫的時候才發出這份資料。 

 

當我看 Web Bot 這份資料時，有一件事值得與大家分享。 

就是為何我會覺得 Web Bot 是有其準確性的呢？ 

因我一直硏究關於陰謀論，現時全世界已慢慢公認其真實性，甚至有一些政要人士公開承認。 

再者，日本一些高級節目主持人也承認，當他們訪問一些國家領導人後，發現波蘭等很多不同國家，

都建造了地堡來預備 2012 年所面臨的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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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Web Bot 號外：日本公主提及 2012（地堡及方舟） 

2012 年 1 月 2 日，網絡發佈了一段影片， 

內容是有關一位自稱是日本明治天皇孫女的皇室公主 ── 中丸薰（Princess Kaoru Nakamaru）， 

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 

曾任日本任外務省『海外廣報協會』評議委員，並從事採訪記者走訪世界各國， 

積極與各國總統、國王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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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She has interviewed more world leaders than any other journalist. 

她訪問過的世界領袖，比其他新聞工作者還要多。 

 

Newsweek Magazine has called her the Edward R. Murrow of Japan where she has interviewed such 

personages such as Norman Mailer, David Rockefeller and Indira Gandhi.  

美國新聞週刊稱她為日本的愛德華‧默羅，因為她曾訪問了很多名人，例如諾曼‧梅勒、 

大衛‧洛克菲和英迪拉‧甘地。 

 

She is Kaoru Nakamaru, the foremost television interviewer of Japan and producer of a new American 

television series: Following the Sun. 

她是中丸薰，日本首席電視訪問員，並美國電視系列節目 ── 《追隨太陽》的製作人。 

 

An MA graduat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Kaoru Nakamaru 

travels all over the world to meet with leaders and experts from every field and from every continent, 

gathering interviews noted for their unusual depth and sensitivity.  

中丸薰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及國際關係碩士畢業生。她已走遍各國各地， 

訪問多國領袖和各學科及範疇的專家，她的訪問均以其獨有的深度及敏感度見稱。 

 

Because he has been called ultimately the exporter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beloved leader of the 

people, Kaoru Nakumaru decided the time had come for the world to visit Muammar al-Gaddafi firsthand 

and decide for themselves.  

因為他被稱為終極國際恐怖份子的出口商及受人民愛戴的領袖，中丸薰認為現已是時間讓世界親自

認識他 ── 穆阿邁爾‧卡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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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approached the allusive leader of the Libyan Revolutionary Council and was granted an exclusive 

interview and in record three days. 

中丸薰接觸這位被暗指為利比亞革命委員會的領袖，並得以進行一個三天的獨家訪問。 

 

Here then is the remarkable and historic interview of Kaoru Nakumaru and Muammar al-Gaddafi filmed in 

the deserts and villages of Kaddafi‟s Libya, revealing a Kaddafi as never before seen by the American 

public.  

這就是中丸薰和穆阿邁爾‧卡達菲在利比亞沙漠及村莊內的一個引人觸目及具歷史性的訪問。 

美國大眾將能看見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卡達菲。 

 

她曾撰寫多本政治和陰謀論的著作：《世界黑暗權力的地震兵器推行“日本沉沒計劃”》、 

《對美外交、對中外交》、《黑暗的世界權力最後之謀略 2010-2012》、《明治天皇的孫女談猶太人》。 

 

在該段影片中，中丸薰公開發表對 2012 年將要發生的事件。 

其中，中丸薰相信，2012 年會有三日三夜完全的黑暗，看不見太陽、星星，完全沒有光， 

並且她公開報導世界多國已經建造地下城，以躲避在 2012 年將要出現的災難。 

 

 

 

影片： 

My name is Princess Kaoru Nakamaru from Japan. In 1976, I had fantastic spiritual experience.  

我是日本的中丸薰公主。於 1976 年，我曾有一個難以置信的靈界經歷。  

 

2012 December 22 on, three days… when this earth are going into the fifth dimension…  

2012 年 12 月 22 日，有三天，當地球進入第五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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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place called "Nuru". When we are passing through that place,  

我們會經過一個名叫“Nuru”的地方。 

 

3 days 3 nights, we're not able to use the electricity that completely darkness day and night.  

那時，三晝三夜都沒有電力供應，完全漆黑一片。  

 

No sun, no stars, no light at all. We are completely in dark 3 days.  

沒有陽光，沒有星光，完全沒有光，三晝三夜都漆黑一片。  

 

No mass media or no information are announced to these people on this planet. Hidden government people 

know it just by themselves. They thought that they can be saved.  

沒有傳媒會給地上的人宣布任何消息，只有秘密政府的人自己知道。他們自以為能夠保命。  

 

 

 

They try to escape from this planet or they are digging the underground city under Atlanta, Norway, 

Holland, Switzerland, Australia.  

他們試圖離開地球。有的正在亞特蘭大、挪威、荷蘭、瑞士和澳洲挖地下城。  

 

About 10,000 people elite could be saved by living there.  

他們相信大概有一萬名精英能在那些地方安居。  

 

I don't think they are saved anyway.  

但我不認為他們是安全的。  

 

由 2012 年開始，我已預測當災難將快臨到時，他們會作出兩件事情： 

第一，他們會建造許多地堡，有百萬或千萬的人入住； 

第二，他們會製造許多郵輪，且在短短十年間，其數目增至一百倍。而每艘郵輪只需改裝一下， 

其容納人數則增至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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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009 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之郵輪 

早於 27 個月前，日華牧師在 2009 年 12 月「2012 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中已分享到， 

由於 Planet X 將要逼近地球，世界多國政府經已秘密建造地下城，以及大量增建大型郵輪， 

以防避在 2012 年將要出現的災難；其中踏進 2012 年，這些大型郵輪將會被額外修造， 

以便可以容納更多乘客。 

 

 

 

2009 年信息籌備營片段： 

因為在 Planet X 飛過時候，它的災害實在太大，根本沒有任何一樣東西確保一定安全。 

整個計劃就是當 Planet X 飛過，最重要的所有元素就是： 

第一，Planet X 的位置在哪裡？ 

第二，Planet X 的破壞會擊中哪裡？ 

  

原因是要將 Planet X 作全球定位及了解其破壞在哪裡。 

然後，這班精英可以在地底城隨時坐火車，以音速兩倍去穿越任何地方，以避開它的破壞， 

甚至他們可以隨時在哪裡著陸。 

必要時地底不行，就會在地面，所以他們建造大量的方舟。 

全世界很多的城市重新再裝備，使碼頭可以讓郵輪停泊，而香港是其中一個。 

這不是巧合，是全世界都正在做這事情。 

他們隨時可從地底城上來後，乘船撤離。 

 

這些地底城，每一個都有足夠讓全球知道 Planet X 在哪裡的資訊。 

 

首先，我們由第一樣他們被揭露的事情說起。 

當然，他們沒有被揭露的資訊，我們並不知道，甚至可能利用在天上的 U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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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就是方舟了。每一艘方舟也要能夠維生 10 年的能力。 

所以，這就是為何全世界很多的碼頭都要重新改造，變成可讓郵輪在那裡維修及補給的地方， 

尤其是他們要去到覺得安全的地方。 

 

在這情況下，有兩種船是適合做這事情的：一是定期遠洋船，而另一種就是郵輪。這兩種船都是合

適的。 

 

在 1980 末（即大約 1985-86 年），當世界公佈發現了 Planet X，但然後又說並沒有發現。 

但其後，從 1985 年開始，郵輪的建造便爆發性地增長。 

由 1985 年至 1991 年，這六年其間，郵輪能夠提供容載的人數激增到 10 萬人。這是十分驚人，因為

過去這麼多年都不是這種級數。但它能夠在短短五、六年間，即 1991 年能夠載 10 萬人。即是圍繞

著加勒比海、阿拉斯加、墨西哥灣這些地區，那些行駛的郵輪竟然在短短 5 至 6 年間增長到能容納

10 萬人。 

 

但在 1991 年之後，其增長速度就更加驚人。 

增長至能容納 10 萬人已經是很驚人的數目，因之前只能容納幾萬人，但到了 1991 年增長至 10 萬人，

然而到了 2000 年，已經增長至 100 萬人。 

 

你試想，整個世紀之前，它們才能容納幾萬人，但現在卻增長至 100 萬人！ 

這個數目，當你看到都有少許瘋狂。難道世界真的突然多了這麼多人會坐郵輪嗎？ 

所以，現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郵輪票十分便宜，還比成本便宜，因為始終也要賺一些經費。 

但由現在到 2012 年，它能夠容納的人數便由 100 萬增長到 2000 萬。即是再增加 20 倍，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對比一下， 由 1991 年的 10 萬個座位增加到 2012 年的 2000 萬個座位， 

足足增加了 200 倍之多。難道在墨西哥灣突然多了這麼多人要坐郵輪嗎？ 

那你會看出，這真的很明顯，亦是他們隱藏得最深的秘密。 

 

在這兩、三年間，我亦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會在「臨門一腳」的時候露出馬腳。 

他們既然建造了這麼多地堡和郵輪，那裡會有一個破綻 ── 就是當他們上船及下地堡那一刻， 

將有數千萬人不見了或突然失蹤。那麼，難道美國國會所有人會突然離世嗎？ 

或是那些總統、總統夫人、家中的龐物、跟隨的保鑣都逐一離世嗎？ 

全國國會的每一位議員及其家屬都會一起離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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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全世界國家主要的政治人物，所以，我們需知道他們是怎樣進入地堡、郵輪。 

並且，究竟他們用了甚麼方法，使自己能在不動聲色及合理的情況下進入地堡和郵輪中呢？ 

這群肚滿腸肥的政治家及銀行家，怎樣能欺騙一群忠心的將軍、少校及上校等人保護他們， 

為他們效忠呢？甚至連他們進入地堡後，仍然忠心保護他們呢？究竟會用甚麼方法呢？ 

 

直至當我知道他們除了預備以上的東西外，還預備了 2012 年的世界大戰，並且是一場核戰，那麼，

進入地堡便是一件最合理的事。正如當香港突然爆發戰爭，飛機投下炸彈，我們都需要立即尋找防

空洞避難，前往鑽石山或大帽山裡的防空洞避難。所以，如美國與中國之間發生核戰，人們進入防

空洞避難是一件很合理的事。 

 

 

 

在 2010 年時，當我分享關於「地堡」時，一則重點新聞報道，蘇聯會建造五千個防核彈地堡。 

然而，在那個情況下，總統、議員進入防核彈地堡才是最合適的時間呢？ 

亦怎樣使那些忠心的將軍仍繼續保護他們呢？那有一個方法比 Planet X 來之前， 

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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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們怎樣在不動聲色下乘坐郵輪呢？ 

那有一個好方法比一艘郵輪擱淺，使人對乘坐郵輪產生恐懼更好呢？ 

有否發現在最近這一個月，一艘郵輪擱淺，導致全球乘坐郵輪的人數下跌，亦令其股價下跌？ 

但這些郵輪現在去了那裡呢？可能正在改裝，讓更多人能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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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reemason 預備了數百年，他們不會愚昧地在上郵輪時或進地堡的最後一刻才被人揭發。 

他們會用一個合理的方法，讓數百萬人聯群結隊進去。 

當我研究陰謀論時，發現他們其中一個方法，而 Web Bot 似乎亦認為這方法將會出現。 

 

第二章：Ed Dames、Remote Seer 遙距視覺與太陽風 Killshot 

以往，我曾與大家分享 Ed Dames 所研究的 Remote Seer（遙距視覺）。 

 

 

 

美國有一個計劃稱為「星際之門」（Star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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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源於當時 Ed Dames 少校帶領中央情報局（CIA）的一群軍人，進行一個研究， 

而這研究稱為遙距視覺。他們發現，人類能夠在潛意識裡，看見他們想看的事物， 

知道他們想知道的資料。 

 

 

 

所以，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決定，訓練這群軍人來觀看蘇聯的核彈基地與發射飛彈基地的位置。 

當他們看見後，便利用人造衛星掃描相應的位置，其後，發現全都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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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遙距視覺者看見世界結束時的情景， 

將有一個導致數十億人喪生的太陽風打進地球。 

那時，不知何故，美國政府便突然解散這個小組。 

 

 

 

Ed Dames 經已退休，但他利用這些解密（declassify）的美國機密， 

教導別人怎樣尋人。 

 

 

 

而他所訓練能夠畢業的所有人都能做到， 

就是只要說出你想尋找的人的名字，只要是你所認識並且存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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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給他們一根筆和數張紙，在數小時後他們就能找出那人。 

任何人只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他們都能知道此人的位置、處身的地方和地址。 

 

Ed Dames 是怎樣授課呢？當他教導一些基本方法後，在第一堂寫出一些問題，好像調查某些事情，

這三、四十位學生在不知問題是甚麼的情況下，嘗試接收是甚麼答案。 

其中一個個案：他的問題是「下一個美國發生的災難」。 

他們單單在紙上寫出自己所感覺的和畫出圖像，完成後便把紙放在桌子上， 

然後看看其他的人寫了甚麼。 

 

最後，他問學生們：「當看完別人所寫的東西後，總括是甚麼？」 

他們回答：「災難，好像龍捲風的颶風。」 

然後，他才給學生們看看題目，正是在問美國下一個發生的災難。 

結果，一星期後，名為「Irene」的颶風真的吹襲了美國紐約。 

 

影片： 

Only three months before Hurricane Irene struck the U.S., cameras filming during a live student workshop 

with Major Ed Dames capture what many believe to be impossible - predicting the future.  

在颶風艾琳吹襲美國的三個月前，在 Dames 少校和學生在現場參與工作坊的錄影片段中，拍攝了這

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 預知未來。  

 

As what is come to be a common and simple practice target during a live remote viewing workshop, Major 

Ed Dames is secretly testing the class to view the next U.S. mainland disaster and designs TRNs（or target 

reference numbers）to the hidden target or question.  

這看似是一個既普遍又簡單的現場遙距視覺（遙視）工作坊，但 Ed Dames 少校則秘密地測試學生如

何預測下一個美國內陸災難，透過設計目標參考系數（TRNs）以發現隱藏的目標或問題。  

 

Remember, these are first-day students with absolutely no previous training before this class.  

記住，這些全是第一天上課的學生。他們之前從未接受過任何相關訓練。  

 

And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 nature or topic of the target is.  

同樣，他們全然不知測試目標的性質或主題。  

 

TRNs are a way to keep the real question or target hidden to the remote viewer.  

目標參考系數用以隱藏真正的答案或目標，不讓遙視者知道。  

 

This is how we know remote viewing data is accurate and pristine,  

這樣，我們才能確保這些資料是準確及原始的。  

 

because your unconscious mind is connected to the answer and is trained to do the work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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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的潛意識與這個答案連繫著，並已被訓練為我們完成這項工作。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your analytical mind to know the nature of the question.  

你的分析性思維根本不需要知道問題的性質。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TRNs, visit the FAQ section at LearnRV.com.  

想認識目標參考系數，請參考 LearnRV.com 網站中所列的常見問題。  

 

Remember, in this footage, these beginner students have no idea what the nature, topic or subject of the 

target could be in any way or even if it is something from the past, present or future.  

記住，在連續鏡頭底下，這些初哥不可能知道目標的性質和主題，更不用說目標是否與過去、現在

或將來的事物有關。  

 

It is entirely blind. The students have no idea that they are executing a future disaster‟s target at this time, 

because the blind target possibilities are endless.  

他們完全不知道。由於目標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因此這些學生不知道他們正在預測未來將要發生的

災難。  

 

Students are forced to shut down their analytical thinking and only follow the strict military developed 

remote viewing protocol that allows their unconscious minds to tell them what the answer is to the hidden 

target and bring it to their conscious awareness.  

這些學生被迫停止運用他們的分析性思維，只可以全然跟著這個由軍方開發的遙視方法，讓他們的

潛意識去告訴他們答案，再將這個答案帶到意識當中。  

 

As they go through this protocol, they recall the data coming in with word descriptors and sketches on the 

paper.  

在此過程中，他們用文字或草稿方式，將這些資料記綠在紙上。  

 

Only when the session is complete will Major Dames reveal the hidden target to his students.  

只有當這個部分完成了，Dames 少校才會公佈這個隱藏的目標是甚麼。  

 

Now that the sessions are done, let‟s see what the data the students have generated.  

現在，這個部分完成了，讓我們看看學生的答案。  

 

“Here‟s what I would like you to do please.  I‟d like for everyone to neatly package up their last 

session. Take your site template and place it on top of your session.  And after you do that, I‟d like for you 

to get up and walk around the room.  

And look at your fellow‟s work. Looking for similarities, especially consistencies.  You‟ll find virtually 

identical site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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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們能夠做到這些。 我想所有人整齊地收拾妥當自己上部分完成的東西。拿起你們的模

板，將它放在最上面。 

當你做完後，請大家站起來，在房間周圍走一走，看一下同學的作品，看一看有沒有相同的地方，

特別是達到一致的地方。你或許會找到幾乎一模一樣的模板。」 

It appears that an overwhelming number of students were sketching swirling motions and energy in the 

sky.  

看起來，絕大部分的學生都畫了旋轉的動作和天空上的能量。  

 

“I found one almost exactly like yours.”  

「我看過一個跟你的模板非常相似的。」  

 

Let‟s rejoin Major Dames and see what collectively the class believes the answer to the hidden target is, 

before Major Dames even openly reveals it.  

在 Dames 少校公佈答案前，讓我們看看同學集體認為的答案是甚麼？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is cue？  

「這個提示的性質是甚麼呢？  

 

What are we dealing with？”  

我們處理的是甚麼呢？」  

 

Student: “Hurricane.”  

學生：「颶風。」  

 

“A hurricane, what else？”  

「颶風，還有呢？」  

 

Student: “Tornado.”  

學生：「龍捲風。」  

 

“A tornado, what else？  

「龍捲風，還有嗎？  

 

Storm, hurricane, tornado？  

暴風、颶風、龍捲風？  

 

A relevant consensus that we‟re dealing with what？  

A natural phenomenon,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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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一致認為我們正在處理甚麼問題？自然現象，不是嗎？」  

 

Ed will now reveal the hidden target of the question to the students.  

Ed 現將向學生公佈這個隱藏的目標。  

 

“If you did not pick up anything like this, then you bombed the session, of course.  

「如果你沒有類似的答案，你當然可以炸了這個課室。  

 

So whatever this is, it‟s the next one.  

無論如何，這就是下一個。  

 

We know it‟s next, and we probably won‟t have to wait too long.”  

我們知道下一個就是它，而我們可能不用等太久。」  

 

Without even knowing it, these students in training just determine the next disaster that will hit the U.S.  

在全然不知情下，這些受訓學生知道了美國下一個災難將會是甚麼。  

 

Remember, this data was derived without the students even knowing what the question or the target was.  

記住，這些資料是在學生全然不知問題或目標的情況下收集的。  

 

And the fact that the class collectively determined a fitting answer to a blind question before it was revealed, 

shows the incredible power of remote viewing.  

雖然在公佈答案前，學生都不知道題目，但他們竟能集體知道相應的答案，這證明了遙視的厲害。 

  

============================== 

 

在上個月（約三個星期前），Ed Dames 為全世界製作了一隻 DVD 光碟， 

指出當他開始協助中央情報局執行任務後，美國立刻解散他們的小組， 

因為他們看見一個能毀滅數十億人類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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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們開始接收大災難的圖片時，竟發現自己的思想能夠穿越時間，看見將來的災難。 

 

 

 

有一次，當他們嘗試接收有生以來最大的災難時，在場每一位接收的人，都看見自己在地堡裡。 

當他們在地堡的時候，並說出這些資料時，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的呢？ 

當畫出來的時候，他們起初以為是核戰，但後來發覺並不是， 

他們全看見自己身處地堡中，而且地面上有一非常龐大並高溫的太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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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太陽風的級數，是當它吹襲地上時，那些我們平時在街上看見的鐵欄和交通燈等， 

全都被那太陽風的高溫熔化。 

 

 

 

而能夠生還的人，全都是藏身在地堡之中。 

起初他們以為是核戰發生，但後來接收到的資料越多，便發覺並不是， 

當他們接收這事件後，美國政府便立刻把整個計劃停止， 

因為美國政府很明顯是知道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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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離開後，由於事態太嚴重，所以，這麼多年來，他都會叫每一班學生接收這件事， 

讓大家都思想著這事。 

 

 

 

而他自己也親自從思想中到過這時空多次，親身接收很多資料。 

當中牽涉到，如果真有這事，會是甚麼時候發生？怎樣才會得救？ 

這事發生前，會有甚麼跡象？而沒有死去的人，將會集中在哪個區域？ 

這類問題有很多，而在這十多年中，他不斷進行這事，結果在大約在三星期前， 

他決定推出一隻數碼光碟（DVD）送給全世界，是給這件事作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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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事當中有幾個線索，其中有三個線索，就是這級數的太陽風大約會在何時吹襲地球？ 

其中兩個線索是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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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始至終回到同一個問題，從我研究陰謀論中， 

我發覺，在 Planet X 製造這麼可怕的災難之前，Freemason 會怎樣不動聲色的走進地堡。 

 

簡單來說，在他所看到的內容，他看到有一個行星經過太陽和月球之間，當那行星經過後， 

太陽風便會吹襲地球，更直接打在地面，而且把所有金屬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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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災難發生，會有三個線索會首先出現： 

第一，在十多年前，這線索是不存在的，就是北韓會用核彈轟炸別國。 

 

 

 

但在十多年前，北韓當時還未擁有核彈，直到最近才進行了兩次試驗，一次成功，一次失敗。 

所以，最近新聞提到金正日逝世，金正恩接任，當中若有甚麼事情發生，核戰隨時會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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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北韓擁有核武 

2006 年 10 月 3 日，北韓對外宣稱他們將在一週內進行核子試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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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韓作出這宣稱後大約一星期，據傳於 2006 年 10 月 9 日上午 10 時左右，北韓進行首次地下核試，

外界估計威力相當於 550 噸的黃色炸藥（TNT）。 

 

 

 

試爆地點為咸鏡北道的吉州郡地區，舞水端裡一座 360 米高山的地下水平坑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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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試驗造成了一次規模 3.6 級人工地震。 

然而，是次的爆炸力度是自 1945 年有原子彈試爆以來最小的， 

因以往最小的一次試爆，威力已相當於 1000 噸黃色炸藥， 

所以有專家認為，此為一次失敗的核子彈試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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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09 年 5 月 25 日，北韓進行第二次地下核試爆，並在試爆後發射三枚短程飛彈。 

北韓這次試爆威力遠勝過 2006 年的首次試爆，據估計威力是前者的二十倍，即約 11,000 噸黃色炸

藥的威力。 

 

 

 

根據俄羅斯國防部說法，威力相當於 1945 年美國在日本長崎所投下的原子彈， 

是一個完全成功的核試。而且，分析家相信，北韓目前鈽原料存量，足以製造六到十二枚小型核彈。 

 

所以，第一個線索，北韓會因為在憤怒的情況下，以核彈轟炸別國。 

他說，當看到第一個線索，便知道太陽風將會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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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發覺這事和太陽風是差不多同時出現的， 

而這線索的確是和第三次世界大戰有關。 

 

第二，到時人們會看見天象變動得很厲害，甚至嚴重至一個程度，到時全世界正在打仗的人全都因

而要回家。但試想一下，為甚麼當時全世界也在打仗？因為當時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他們打仗時見到這天象，便會全都停下來並回家。所以，很明顯，第二個線索也是跟第三次世界

大戰有關。 

 

 

 

第三，他們看到一些類似太空穿梭機的物件被迫降。在十多年前，只有美國才擁有太空穿梭機， 

所以，當時，他說那是美國的太空穿梭機，但近年蘇聯和其他國家卻又製造了一些穿梭機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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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太空穿梭機介紹 

太空穿梭機是指一種有翼、可重複使用的太空飛行器，由輔助的運載火箭發射脫離大氣層，作為往

返於地球與外太空間的交通工具，外形就像飛機。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擁有與實際操作太空穿梭機的國家，也是機隊陣容最龐大的國家。美國曾有五

架太空穿梭機服役，包括哥倫比亞號、挑戰者號、發現號、奮進號和亞特蘭提斯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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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號是美國第一架正式服役的太空穿梭機，它在 1981 年 4 月 12 日首次執行代號 STS-1 的任

務升空，正式開啟了 NASA 的太空運輸系統計劃（Space Transportation System program，STS）之序

章。然而，美國的太空穿梭機計劃，經已就亞特蘭提斯號在 2011 年 7 月 9 日進行最後一次任務後，

正式除役，這也是太空穿梭機進行 30 年的最後一趟任務。 

 

 

 

但是，太空穿梭機並不是美國唯一的「太空飛機」計劃， 

早在上世紀 50、60 年代開始，美國的 X-飛機實驗計劃，已經對能多次使用的「太空飛機」作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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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在試飛中取得成功。 

 

 

 

例如在 1960 年代，X-飛機實驗計劃中的北美 X-15（North America X-15）由於，X-15 其飛行高度到

達大氣層的邊緣，所以被稱為美國建造的第一個載人的亞軌道飛行器。 

 

 

 

在整個 X-15 計畫的飛行項目中，有 13 架次到達了 80 公里以上的高度，這是美國空軍所制訂宇宙飛

行的標準高度，駕駛這 13 架次的八名飛行員因此獲得太空人的身份。另外，還有兩名飛行員獲頒

NASA 的「太空人之翼勳章」（Astronaut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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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以為，美國太空總署是唯一一個擁有太空穿梭機技術的組織，但其實，前蘇聯亦曾發射和

美國十分類似的太空穿梭機，稱為暴風雪號太空穿梭機（Buran）。 

 

 

 

暴風雪號曾於 1988 年 11 月 15 日順利發射升空。在這次無人架駛的任務中，暴風雪號用時 206 分鐘

圍繞地球飛行兩周。返回地球時，暴風雪號在哈薩克拜科努爾太空中心的跑道上進行了自動降落程

序。實際上，暴風雪計劃已有五架太空穿梭機開始建造。 

直至 1989 年，當時計劃暴風雪號會於 1993 年再進行一次無人飛行，任務約為期 15 至 20 天。 

但最終因為前蘇聯解體，使整個太空穿梭機計劃因而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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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的一些民間組織都有類似太空穿梭機的太空飛機計劃。 

例如太空船一號（SpaceShip One）是一架由民間組織所研發的太空飛機，由魯坦（Burt Rutan）與美

國縮尺複合體（Scaled Composites）公司製造。 

 

 

 

它使用「混合式固體火箭引擎」，有雙尾翼以及可變的半三角翼機翼，在不同的階段，機翼會變成不

同的狀態。太空船一號並不是以運載火箭發射升空，而是先由另一架飛機名為「白色騎士號」載上

高空後才開始自行飛行。 

 

 

 

太空船一號進行過多次飛行。2004 年 6 月 21 日，太空船一號完成第一次以私人資本進行的人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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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飛行，並且在 10 月 4 日，達成兩週之內載三個人作兩次高度 100 公里的飛行，因而贏得 1000 萬

美元的安薩里 X 大獎（Ansari X Prize）。飛機發展成本估計為 2500 萬美元，由美國微軟公司創辦人

之一 ── 保羅‧艾倫（Paul Allen）所贊助。 

 

 

  

另外，縮尺複合體公司亦正在研發型號為 339 的太空船 2 號（Space Ship Two）。 

 

 

 

太空船 2 號是一部亞軌道飛機，目的是攜帶遊客上太空作旅遊。太空船 2 號於 2009 年 9 月 7 日於加

洲正式向公眾宣佈，維珍銀河太空線計劃運載私人太空飛行服務，票費約需 20 萬美元。而太空船 2

號於 2010 年 10 月 10 日已成功作出首次載人飛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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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太空總署亦有發展太空穿梭機以外的其他太空飛機計劃，例如波音 X-37 是由波音公司研

製的無人且可重複使用的太空飛機，是第一架能在地球軌道上飛行、又能進入大氣層的航空器，同

時結束任務後還能自動返回地面，被認為是未來太空戰鬥機的雛形。其能夠連續飛行 270 天，最高

速度能達到音速的 25 倍以上，常規軍用雷達技術無法捕捉。它的大小約為現役太空穿梭機的四分之

一。該項目於 1999 年啟動，2004 年由美國國防部接手。 

 

 

 

2006 年 4 月 7 日進行了第一次投放測試。 

2010 年 4 月 22 日 X-37 首次試飛，於 12 月 3 日成功返回加州空軍基地。 

2004 年，NASA 認為此項目不再符合其長期目標，因此將它交給了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進行開發，同時也成為了機密項目。 

2006 年 11 月，美國空軍宣布以 X-37A 為基礎發展 X-37B，稱為軌道試驗飛行器（Orbital Test Vehicle，

OTV）。 

2010 年 4 月 22 日，第一架被命名為 OTV-1 的 X-37B，從美國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

搭乘阿特拉斯-5 型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並在 12 月 3 日成功在加利福尼亞州范登堡空軍基地降落。 

2011 年 3 月 5 日，X-37B 型太空飛機在佛羅里達州的卡納維拉爾角由火箭運載，於當地時間傍晚 5

時半左右升空，進行了第 2 次的環繞地球軌跡測試。X-37B 的具體飛行任務為軍事機密， 

歸屬美國空軍太空司令部控制。一些太空業內人士認為 X-37B 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太空戰鬥機， 

或太空作戰飛行器。X-37B 很可能將是人類首架太空戰鬥機。 

 

所以，第三個線索，就是有太空穿梭機因為隕石的緣故被迫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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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果看到有太空穿梭機因磒石而被迫降落，那麼，距離太陽風打到地面的時間， 

就只是能以小時來計算。 

 

Ed Dames 在那長達 38 分鐘的光碟內容中，給了我們這三個線索。 

這人的信譽很好，就在日本 311 事件之前，他已經準確地預測了。 

事源於當他有一次到日本時，有人訪問他，問他日本下一個災難是甚麼？ 

他當時便看見那災難，就是日本將會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地震，東京都會被搖動，但影響不大。 

只是，這大地震卻會導致日本的核電廠洩漏輻射，更導致全球也有輻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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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Ed Dames 早已預告日本會發生大地震並導致核漏 

早在 2003 年，著名 Remote Viewer 權威代表人物 Ed Dames 已經在一個名為 Coast to Coast 的電台節

目中，藉著 Remote Viewing 的技術，預見日本將會發生大地震，並會因大地震而導致當地核電廠發

生核輻射洩漏，情況最低限度都會有如一個小型的「切爾諾貝爾」事件一樣。 

 

 

 

Even more predictions were reviewed on National Radio.  

更多的預測在國營電台被重新探討。  

 

But this next event was more terrifying than many could have imagined.  

但下一宗事件卻使人感到恐怖得難以想像。  

 

“I was flabbergasted by the data I got as a result of remote viewing in the next “X-day” in Tokyo because 

this reactor problem, a reactor breaking.  

「對於 remote viewing 所預測在若干日後，在東京會有核反應堆事故及損壞的資料，實在使我大為

吃驚。 

 

And what I said to the Japanese and on National Radio of my country,  

我向日本人所說的，同樣亦是我於我國的國營電台所說的， 

 

this is going to be at least a mini Chernobyl. At least a mini Chernobyl.  

這將會至少是個小型規模的『切爾諾貝爾核爆事故』， 

至少是個小型規模的『切爾諾貝爾核爆事故』。  

 

So again what I said on National Radio of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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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亦如我在本國的國營電台所說， 

 

because the Japanese would not want to scare their citizens with this knowledge, was that Japan is going to 

experience, and when they experience this big earthquake, this next big earthquake, 

日本不想因此資料而使國民恐慌，但對於日本將要經歷的這個大地震，這下一次的大地震，  

 

Tokyo will be okay.  

東京會安然無恙。  

 

But this reactor problem will cause at least a mini Chernobyl."  

但這核反應堆的問題將導致至少是個小型規模的切爾諾貝爾核爆事故。」  

"But the beta-reactor is going to break causing essentially another Chernobyl."  

「而核反應堆的損壞，亦會導致另一個切爾諾貝爾核爆事故。」  

 

"And is it not a double containment type reactor？"  

「這些核反應堆不是有雙重的圍堵嗎？」  

 

"It is, but it doesn‟t matter."  

「是，但沒有幫助。」  

 

"How big an earthquake you are talking at？"  

「你所說的地震有劇烈？」  

 

"We are talking about a pretty big earthquake."  

「我們所說的是一個頗為大規模的地震。」  

 

"These are reactors in Japan… are designed to take an earthquake up to about 7.8 without even breaking."  

「在日本，這些核反應堆的設計是可防禦達至 7.8 級的地震。」  

 

"Right."  

「明白。」  

 

"And so we are talking about a real catastrophic earthquake, a very big shaker."  

「而我們現時所說的，是一個真正災難性的地震，一個非常强烈的搖晃。」 

 

"It does not do a lot of damage to Tokyo we know, for instance, we believe, based upon our work and have 

described that to the Japanese viewing audience the large modern skyscraper standing."  

「按我們所知，這對東京不會造成太大損毁，例如，我們相信，根據我們的工作並向和日本聽眾所

描述的，這些大型現代的摩天大廈將會繼續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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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ch 11, 2011, this tragic prediction came to pass,  

2011 年 3 月 11 日，這慘劇的預言應驗了，  

 

a massive 8.9 earthquake struck off the coast of Japan,  

一個龐大的 8.9 級地震襲擊日本海岸， 

 

resulting in a tsunami that swept across the Japanese landscape engulfing entire towns.  

導致日本沿海一帶的市鎮被海嘯吞沒。  

 

Just as Ed Dames‟ predicted, power plants were damaged resulting in the worst nuclear disaster since 

Chernobyl.  

如 Ed Dames 所預測，日本核電廠的損毀是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發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核災難。 

 

這當然已準確應驗了。 

所以，他對災難的預測是很準確的，但他看到這三個線索， 

有兩個都是跟第三次世界大戰有關。 

 

 

 

所以，當我看這份 Web Bot 時，便與過去接觸到的一些資料連繫起來， 

所以，這份 Web Bot 所提及的事情，就算不是百分百在三月發生，我們也會看這事總會發生， 

並且要作出預備及討論。 

 

而我認為作為一個基督徒，這些資訊在他日對於很多其他聽過這些資訊的人來說都是能救命的， 

最少他們會知道在不同的地方要作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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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過往所分享的 2012 信息，其中一個最主要導致大災難的原因是 Planet X，但在

過去那麼多的時間，Web Bot 也不曾提及這個字眼，這是否因為 Planet X 已有太多的錯誤資訊

（disinformation）？因有很多的假消息，引致 Web Bot 把這個資訊挪開了呢？ 

 

答：是的。這是 Web Bot 作的篩選，就好像 Elenin 那時一樣，若已有太多人談及，分不清誰是誰非

時，它便會把那個字篩掉，相信 Planet X 也是一樣。 

 

 

 

我們談到地堡、挪亞方舟的設計，甚至他們希望藉著去太空來逃避災難，談及引發各種的陰謀， 

這全是以 2012 中的 Planet X 貫通的，並發現這些貫通的事情也是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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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這些資料顯示，單是政府現在所做的已顯示 Planet X 是他們最關注的一個變數。 

但 Web Bot 每逢遇到那些最多人談到的事情時，反而不會評論。 

 

 

 

因為太多的假資料，導致很難查證出真實的資訊。 

並且，最重要的是，Web Bot 能夠找出資料的原因，與我們恩賜運作相似， 

那是不經意之下，是人們不在談論這個題目之下所出的資料，這才是最準確的。 

 

問題二：日華牧師，你在 2009 年的「2012 榮耀盼望籌備營」曾提到，接近 2012 年時，有很多的精

英、高官或一些首席執行官（CEO）會引退，並將會逃到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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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現在我們亦看到，很多影響政治、科技的一些首席執行官或人物，不知是否真的離世，或

是怎麼樣離職？但這份文章發放後，將有機會爆發核戰，核戰會否是他們一直所舖排，預備 Planet X

來到，是他們志在必行的行動呢？ 

 

 

 

影片：2009 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之 CEO 辭職 

早於 27 個月前，日華牧師在 2009 年 12 月 13 日首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經已率先分享到，

由於 Planet X 將要逼近地球，世界多國的精英、頂尖的知識份子和大企業的 CEO 管理層，因為知道

2012 年的內幕實情，紛紛辭任，並為著防避在 2012 年將要出現的災難，背地裡為自己作出種種預

備。 

 

2009 年 12 月 13 日主日信息片段： 

我們活著短短兩年，要盡量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且做正確的事情。 

因為，世界也會結束。現時，很多人說世界結束的信息，九成不是教會，當中，他們是學術上的精

英、甚至是教授級、美國太空總署如神話般的人物。他們是在地理、歷史、科學、天文學上最頂級

的人物，他們因著世界快要結束，所以辭掉工作去遊玩，等待 2012 年。 

因為，他們能夠知道的程度，是草根階層不能知道的，而是政治最高階層。 

 

 

答：是的。因為我們需要知道 Planet X 來到的嚴重性。 

按著十多年 Ed Dames 所看的資訊，那嚴重性是遠遠超過發生核戰時所產生的， 

所以，這是所有 Freemason 最關注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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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他們所製造的地堡早已能避開這些核戰。 

 

 

 

所以，他們進入地堡前，在地面引發一個核戰，對已身處地底的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事實上，當那麼大的太陽風打進地面時，你便會明白他們為何不介意核污染的問題？ 

 

因為，高溫能消除核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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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核廢料被催化，讓它在極之高溫下燒盡它的能量時，那核廢料很快便會沒有輻射。所以，可

以看到為何真正稱為已濃縮（enrich）的核原料，它們在核電廠用來發熱，讓它製造水蒸氣推動渦輪

來發電。當那些核原料的熱量揮發到接近耗盡的時候，再沒有甚麼熱量產生時，便稱作「核廢料」。

可是，核廢料直至千百年仍會發出熱量，所以，核廢料亦需長期放置在水裡面，就是這個原因。 

 

 

 

但怎樣才能讓核廢料消失？就是以另一樣東西，使它的所有熱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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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球遭核污染，若有一個這樣級數的太陽風打進來時，一次過便能清除所有的核污染。 

所以，這便合理解釋，他們為何不擇手段，甚至要發動核戰也無所顧忌。 

 

當我在 2009 年談到這信息時，看到他們立刻儲存世界上所有種類的種子，並由 Bill Gates 主力出資，

在寒冷的挪威北部設置了一個種子的儲藏庫，儲藏了全世界所有的種子。接著，他們全力建造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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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言，他們想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就算是核戰，對他們也沒有影響，因為第一，他們將要面對的災難是超過「第三次世界大戰」。 

第二，那個災難能把整個世界的核子原料和廢料一次過清除。 

所以，不論是核電廠泄漏或核戰也沒間題，反正全部都會在高溫下燃燒淨盡。 

 

 

 

幾年後，當他們從地堡上來的話，面對的就是一個新的地球， 

當拿種子出來，照樣可在這肥沃的土地上耕種。 

從這概念，我們就能解釋為甚麼他們會用這些方法。 

因將來太陽風的禍患和地上的災害根本是可以互相抵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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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日華牧師，在 Web Bot 的號外，其中一樣吸引我目光的，就是他提及美國西岸會受打擊，

這事件很吻合 Rick Joyner 曾經預言美國西岸的情況，也和你在 2011 年的 video 曾提到的緊急情況吻

合，這也會令我們的催逼感更大。在這方面，日華牧師有沒有更多分析呢？ 

 

 

 

答：過往 Web Bot 也有提及西岸這些地方會在這災難當中，不過，那時沒有明言是甚麼災難。 

而在這一份資料當中，他似乎提及的核子焦土戰爭會發生在美國西岸。 

 

 

 

這似乎和 A. A. Allen 看見過的異象一樣，就是蘇聯的核彈會在美國沿岸的海底發射出來。 

可是，A. A. Allen 的預言通常是沒有談及發生的時間，甚至 Paul Cain、Bob Jones 的預言，即使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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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後應驗，他們也覺得這已應驗了。 

 

 

 

 

但 Web Bot 卻不是這樣，因為，第一，Web Bot 提及的事件一定準確； 

第二，就算時間不準確，也只是相差很短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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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Bot 如果提及此情況，即美國西岸和地球大部分也會在這災難當中受影響的話， 

那可以說，我們大可把它當作為早晚會發生的問題來討論。 

 

如你提及，本身有許多預言也提及類似的情況。 

其中，Edgar Cayce（人稱睡夢先知）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時代的一個先知， 

也有提及類似美國事後的土地變成如何的預言，其中一樣就是指美國西岸會陸沉， 

New Madrid 五湖區將會直接流入墨西哥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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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日華牧師，Web Bot 作者出了這篇號外，提及整個世界也會走向核戰的趨勢。 

但在你的資料當中，中國在此事上究竟會有甚麼影響？ 

或會有甚麼災難？甚至中國的立場將會是如何？可否為此作出一些補充？ 

 

答：在這方面，由於變數很大，所以我只能夠把它作為一個研究個案。 

以現時中國的立場來看，暫時沒有任何線索顯示，他會幫助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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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她不攻打以色列，甚至任由伊朗被攻打，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打不成。 

可是，既然現在沒有任何資訊顯示她的約瑟已出現， 

令中國知道自己是以色列的弟兄，並一定不可以攻打以色列的話， 

中國便將會介入這場戰爭。 

 

 

 

On November 21st, America, UK and Canada announced more sanctions against Iran.  

11 月 21 日，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宣佈對伊朗採取更多的制裁措施。  

 

France also proposed to adopt new sanctions to force Tehran to stop its nuclea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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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也提出採取新的制裁措施以迫使德黑蘭停止核專案。  

 

On Nov 23rd, the spokesma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s Foreign Ministry said in a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that  

11 月 23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北京舉行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說：  

 

“China is opposed to un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Iran.”  

「中方反對針對伊朗的單邊制裁。」  

 

Scholars believe that, being isolated, China and Iran need mutual support.  

學者認為，由於受到孤立，中國和伊朗需要相互支援。  

 

Reuters reported on Nov 23rd, The United States, UK and Canada have announced new sanctions  

路透社在 11 月 23 日報導稱，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宣佈對伊朗能源和金融業實行新的制裁，  

 

against Iran in the areas of energy and finance. France proposed “unprecedented” new sanctions,  

法國則提議實行前所未有的新制裁，  

 

including freezing the assets of the Central Bank of Iran and suspending the purchase of Iran‟s oil.  

其中包括凍結伊朗中央銀行資產，終止購買伊朗的石油。  

 

Earlier,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had issued a report that Iran may be secretly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較早之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發表報告說：「伊朗有可能在秘密發展核武器。」  

 

On Nov 23
rd

, the CCP‟s Foreign Ministry expressed opposition to the imposition of unilateral sanctions 

against Iran.  

中國外交部在 11 月 23 日表示反對對伊朗實施單方面的制裁。  

 

In this regard, Xia Ming, a political professor fro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in America, believes 

that since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society‟s biggest challenges have been seen as being 

from China and Iran. They are both isol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Therefore, China‟s policy is 

foreseeable.  

對此，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方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

中國和伊朗。他們同樣受到美國和西方的孤立，所以中國的政策是可以預見的。  

 

Professor Xia Ming: “China and Iran are facing strong Western challenges with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So these two countries basically have a kind of coordin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o support 

each other.  So we can see that China and Iran coordinate a lot, with a lot of cooperation in matt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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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rms and so on.”  

夏明教授：「中國和伊朗基本上都面臨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挑戰。所以這兩個國家在國際舞臺基

本上都具有一種協調。他們也是在相互的支持，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和伊朗兩個國家的協調非常多。

他們在能源、軍火各方面在國際舞臺上都有很多合作。」  

 

Associated Press also reported on Nov 23rd, Since 2006,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carried out 4 rounds of 

sanctions against Iran.  

美聯社在 11 月 23 日也報導，自 2006 年以來，聯合國對伊朗施加了四輪制裁。 

 

But with export of energy, Iran has not been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sanctions.  

但伊朗的能源出口使伊朗沒有因被制裁受到嚴重損害。  

 

APF said China supports Iran and purchases large quantities of oil from Iran.  

法新社則說，中國支持伊朗，從伊朗購買大量的石油。  

 

Meanwhile, China is Iran‟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heir bilateral trade totals up to $30 billion.  

同時，中國也是伊朗最大的交易夥伴。兩國間的貿易總額達三百億美元。  

 

“Voice of America” reported, according to Chinese customs‟ data, this year（2011）Iran could become 

China‟s second largest crude oil supplier.  

「美國之音」報導，據中國海關資料，今年（2011 年）伊朗可能成為中國第二大燃油供應國。  

 

However, Iran disdains the new round of sanctions. Israel and Washington said in the event that other 

efforts were not effective,  the possibility of military action would not be ruled out.  

不過，伊朗對新一輪的制裁表示不屑。以色列和華盛頓表示，在其他努力無效的情況下，不排除軍

事打擊。  

 

It‟s puzzling to some that Major General Zhang Zhaozhong, a professor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國防大學教授海軍少將張召忠說，  

 

said China will not hesitate to protect Iran even with a third World War.  

中國為了保住伊朗，不惜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Professor Xia Ming: “Zhang Zhaozhong said that not hesitating to fight a third world war would be entirely 

for domestic political needs.  

夏明教授說：「張召忠說不惜打一場第三次大戰完全是爲了自己國內的政治需要。  

 

To some extent though, this would be completely ridiculous to encou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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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程度上說，通過這種完全無稽之談為自己壯膽。」  

 

Professor Xia Ming pointed ou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societies may deal with Iran by a 

method of “Jasmine Revolution,”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Libya.  

夏明教授分析指出，目前美國和西方社會可能對伊朗採取「茉莉花革命」的模式，再次走利比亞那

樣的路。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bya model, NATO could not possibly involve itself in large-scale military 

action, and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start a new war.  

從利比亞模式看，北約不可能在伊朗捲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更不可能掀起一場新的戰爭。  

 

In fact, a senior European diplomat with anonymity in Tehran said that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as actually 

very worried about a military strike.  

實際上，一位住德黑蘭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歐洲外交官表示，伊朗政府實際上非常擔心遭到軍事打

擊。  

 

Analysts also say that ordinary people don‟t worship their leaders so much anymore.  

分析家也說，普通民眾已經不太崇拜他們的領導人。  

 

But Professor Xia Ming said that the CCP regime itself is facing a much bigger crisis than Iran.  The CCP 

regime not only faces challenges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South China Sea, South Asia countries and so 

on, but also faces the pressure from America for the RMB exchange rate, export,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as well as the pressure of domestic issues meanwhile.  

但是夏明教授表示，中國政府自己面臨的危機比伊朗還要大得多。中共政府不只面臨東南亞、南中

國海、南亞各國的諸多挑戰，也面臨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出口、人權等問題上的壓力，同時也面臨

國內問題的壓力。  

 

Professor Xia Ming: “China is facing pressure from America. Meanwhile, current domestic pressure is also 

very considerable. In particular, we can see in civil society, the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resistance forces are growing.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deed facing the arrival of a big 

power shift in the 18
th

 session. So, China may express a tougher diplomatic voice. On the one hand, it is a 

reaction to pressure from America.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to meet the demand of domestic nationalist 

groups.”  

夏明：「中國面對美國壓力的同時國內目前的壓力也很大。 尤其我們看到從民間到社會上，包括對

中國政府進行挑戰和反抗的力量也在增長。 所以中國政府確確實實面臨權力交接班「十八大」的到

來。 那麼它在外交上恐怕會發出一些比較強硬的聲音。 一方面是回應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爲

了滿足國內民族主義這批人的需求。」  

 

Russia is another ally of Iran, with similar policy to that of China toward Iran.  

俄羅斯則是伊朗另一個盟友，對伊朗的政策跟中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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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這等於蘇聯、中國及其他伊朗等細國，去抵擋英美和歐洲這些國家。 

 

 

 

簡單來說，情況就如許多先知所述，蘇聯會直接攻打美國。 

 

 

 

中國會否派兵去幫助伊朗？又或直接投飛彈到以色列，則不知道。 

若美國與中國、俄羅斯敵對，那美國一定會轟炸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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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情況下，我認為有三個地方會頗危險的。 

第一，是北京。對不對？ 

一炸了，中國可能就要換新的領導人。 

 

 

 

如果北京真的被炸掉，幾乎所有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士和政要都會消失。 

所以，北京、上海和香港，也會成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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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他們只需投下一個，對比日本廣島長崎，當時稍大的一個原子彈， 

威力強大五千倍的原子彈，就能把香港炸掉，香港簡直會變成一個水窪地帶了。 

因為現在他們的核彈，數量既多，威力也是極大。 

 

而且這三個也是比較沿岸的地方。 

因為他們也不會把目標放在內陸，因為那是容易攔截的地方。 

所以，如果真的打仗，我們不是俄羅斯人，我們不用理會俄羅斯會發生甚麼事情。 

但我們身為香港人、中國人的話，我們就要留意。 

 

但如果美國真的會考慮轟炸俄羅斯或者中國的話，她一定會作一件事。 

我們親眼看見，不論在利比亞，還是敍利亞，甚至是現在的伊朗也好， 

她一定會先叫她的領事、人民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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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她不會說：「我希望我們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人民要撤離，因為我們要炸掉這三個城市。」 

她當然不會這樣說，也不會告訴別人她的攻擊目標。 

她會呼召她在全中國，所有區域的領事，全中國所有英國、歐洲和美國的人民首先撤離。 

而當她作了這安排後，其實，當她一作這通知，我們便已經立即要離開了。 

因為只要把這三個地方炸掉，中國幾乎已經進入半癱瘓狀態了。 

 

雖然說，中國地大物博，隨便怎樣炸也沒所謂。 

但中國的經濟，以至其他最要項目，也都集中在這幾個城市。 

所以，如果屆時真有這樣事情發生的話，我相信我們最短有七天的時間， 

最長甚至有半個月，或者一個月的時間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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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利比亞和伊朗，美國也用了同一個方法。 

就是首先呼召所有領事、移民和工人離開，然後凍結了所有在美國的資產，並杯葛他們， 

讓中央銀行和其斷絕來往。這些都是必須要做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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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美國不這樣做的話，若真的打仗，美國自己首先便會內亂。 

尤其是，現在中國有這麼多美國移民和美國商人留在中國、香港做生意， 

歐洲和美國都一定要這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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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發展到這個地步，那麼，其實美國和中國的大戰， 

把中國捲進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成為志在必行的事。 

 

事實上，即使美國現在攻打伊朗，也可能有一個現象，就是中國只是繼續空談， 

在打仗的時候，並不會對伊朗出手相助，可是，俄羅斯則有機會出手。 

中國有機會就如對待日本一樣，就是她立場肯定，但不會出手攻打， 

但如果中國真的出手的話，美國在外交上會立刻作出撤僑。 

 

當美國在外交上作這事之時，身在香港的我們，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住在北京和上海的話， 

便立即要去大旅行了。但這個不是海嘯的大旅行，而是為了躲避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大旅行。 

事實上，肯定在那時候，北京的政要也一定會走進他們的地堡。 

因為北京也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巨大的地堡，這都在其地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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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正如你剛才所提及，按現在的局勢看來，已經是到了只是預計事情甚麼時候會發生，而不

是會不會發生的階段了。當我們考慮撤離的時間，就如牧師所說，當她們一旦撤僑，我們便要離開

了。但在離開之時，相信最多弟兄姊妹想知道的就是，應該如何部署這次逃難呢？ 

 

答：這牽涉到為甚麼我會提到 Ed Dames。因為他帶出了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在這麼多年間，他的其

中一個題目就是：「哪個地方才是最安全？」 

 

 

 

請記著，如果因為陰謀論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就是那些不會受太陽

風影響的地方，絕不是他們的目標。因為連他們自己也想跑到那些地方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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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們真的炸掉這些地方，可謂兩敗俱傷。 

 

 

 

 

Ed Dames 在他自己公開的 38 分鐘錄影中，就有提及，他問他的學生， 

所有那些在將來仍然生存的人都提到，原來全世界有幾個地方，都是他們能夠度過那日子的地方。 

試想想，既然他們能夠看到自己能在那些地方渡過那日子，那是將來的圖片。那麼即是說，至少那

地方不會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禍害。換言之，Ed Dames 的學生所看到的那些地方，肯定能夠解決

兩個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太陽風的問題。 

 

因為，若果那些學生能夠在這些地方生存的話， 

就是說這些地方，不會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所影響，並且能夠避開太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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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及幾個線索，看到他所提及的地點。 

但他也提到幾個很重要的原則，他說，他所看到的，就是沒有一個人會活在大城市中， 

因所有大城市全都毀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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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也是《舊約聖經》中所曾提及的，在這些城市，連一個生還者也沒有。 

所以，《舊約聖經》告訴我們，在主再來的日子，在七年大災難的時候， 

城市不是一個可以讓人生存的地方。 

 

但按 Ed Dames 所見的，全部能夠生還地方的特點， 

不是地堡，就必然是村莊，離開城市的地方，並且是近北方的地方。 

 

 

 

就如我們所說的甘肅、四川、西安或是再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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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覺南部和南半球很少有生還者，除了少數在地堡的人。 

整個北半球，還要向北的地方，他統稱極北的地方， 

並且，沒有一個人在城市中，要在荒蕪的村莊才有生還者。 

這是 Ed Dames 在這隻影碟當中所給予的一個提示，這亦是我們可作為參考的。 

 

 

 

影片：Killshot ── 躲避太陽風災難的安全地點 

現今，人類已經踏進 2012 年，世界各處開始出現如主耶穌在《馬可福音‧13 章 8 節》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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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的現象。 

 

 

 

不單聖經早已明言，當末世之時，災難和戰爭必會遍佈各處， 

甚至一些古文明，例如瑪雅人的瑪雅年曆亦指出，2012 年地球會出現大災難， 

而導致這些普世性災難的原因之一就是太陽風。 

 

 

 

現時 Remote Viewer 的代表權威人物，美國軍部和 CIA 前少校 Ed Dames，他曾經聯同一班 Remote 

Viewers 看到未來地球會被強烈太陽風 ── Killshot 打中，而地上大部分文明地區都因而遭受太陽

風如烈火一般所燒毀，其強烈程度甚至連地上的金屬物件都會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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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好像聖經中《啟示錄》所形容「七碗」中「第四碗」的大災難一模一樣。 

 

啟示錄 16 章 8 至 9 節： 

「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

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而跟據 Ed Dames 看見所述，受到這些強烈太陽風打中的地區，沒有人類可以生還， 

於是，一群 Remote Viewers 便用 Remote Viewing 的方法尋找地球上安全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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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ill be unprecedented regional heating and atmospheric effects. But what parts of the world will be 

affected the most？ And what areas do remote viewer see as survivable？  

地球上將會有前所未見的區域性酷熱及大氣現象。但世界上哪些區域將會受最大的影響呢？  

究竟遙距視覺者覺得哪些地區較適合居住呢？  

 

“This is not to say I want to presage; I want to caveat. What I‟m about to say ain‟t qualified with this. Just 

because we have not seen sanctuaries out of a thousand.  That was individual sanctuary, remote viewing 

sections and projects that work.  Just because we have not seen sanctuaries in some of the places I would 

outline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are none there. 

「我不是要預言或警告，我將要講的事情並非預言或警告，只因我們見過千多個庇護所，其中有一

些是遙距視覺工程中認為可靠的。即使我沒有提過有庇護所的地方，也不代表那個地方沒有。 

 

I‟m just saying a pattern has emerged. That says the following. South America. We found no sanctuaries in 

South America or Latin America. We have found additionally very few sanctuaries in the entire southern 

hemisphere, including Australia, New Zealand, with some exceptions in Australia and one or two 

exceptions in New Zealand. Almost all of the sanctuary locations ar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我只是想說：庇護所的主要集中在某些地方。以下就是從遙距視覺所得知的。南美洲，我們沒有在

南美洲或拉丁美洲發現任何避難所。另外，整個南半球都幾乎沒有任何庇護所，其中包括澳洲和新

西蘭。澳洲有少數例外，而新西蘭則只有一、兩個。幾乎所有的避難所都在北半球。 

 

For Europe, a number of sanctuaries. Actually for Europe. But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they are all in 

generally northern Europe. But not too far north. So we are looking at place - certain places in Austria, 

Poland, all the way through Russia.  

單在歐洲已有很多個。但是，差不多所有避難所都在北歐，但並非遠北，它們主要在奧地利、波蘭，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142 

一直至俄羅斯。 

 

But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all of these sanctuary locations,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s, are small locales 

that are distant, fairly distant from population centers or separated geographically by mountain ranges or 

bodies of water from large population density centers.  

但有一點我們要認知的：差不多所有庇護所的地點都是遙遠的小區域，它們遠離人口集中地或是被

山或河分隔開，遠離人煙。 

 

And you know as well as I do that how many people do not have the option to move.  

所以，我和你都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不能離開。  

 

Even if they knew what a sanctuary was; even if they knew where their personal survival zone was, they 

don‟t have the option to move.  

即使他們知道甚麼是庇護所，並知道最近他們的避難所在哪裡，他們都不能離開。  

 

For those people… here‟s the important… here are the very very essential things that you are going to need 

to try to zit this out.  

對於這些人，以下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必要的項目，你們需要嘗試找到以下這些用品：  

 

Fresh water is critical. You must have fresh water because it would be in short supply almost worldwide. 

Not all of the world but in many places, it‟ll be in very short supply. Critical.  

食水是至關重要的。你們一定要有食水，因為幾乎全球的食水都將供不應求，並非全世界，但在很

多地方都會供不應求，這非常重要。 

 

As much access to fresh water as possible. If you happen to live next to fresh water, clean fresh water, you 

are lucky. That‟s the best - that‟s the best condition to live in.  

獲得愈多食水愈好。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接近清潔的淡水源，你便走運了，這是最好的 ── 最好的

居住環境。  

 

Obviously, food. You‟re going to have there food. Everybody now feels that something is coming down, 

economically and globally.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Killshot. That‟s just the economics alone. Food 

supply is already short and food is expensive. They‟re going to be more expensive. But it will be absent. 

There will be no access to food once the Killshot sequence starts. You have to have stored food.  

另外，很明顯，你需要食物。我們都知道有些東西開始下降了，不論是經濟還是這個世界。這些都

與 Killshot 無關，單單是經濟已經令食物供應短缺，而且價錢昂貴。食品價格將會更加昂貴，但食物

最終會消失，Killshot 影響開始之後，我們將會沒有食物。你要儲糧了。  

 

Shelter. You need to have shelter, as you know, and you are going to need to protect yourself.  

居所。你們需要有個藏身之所。正如你也知道，你們需要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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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t do this alone. People need people. You have to band together as communities. Hopefully, for 

self-protection and to help each other through this.  

而且，你不可以獨自一個人做，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其他人。你們需要伙伴，組成群體。希望這樣

使你們能自我保護之餘，也可以互相幫助，度過此困境。 

 

Remote viewing in terms of forecasting and predicting, remember, is different. Remote viewing is direct 

knowledge. In this case, Killshot case, we're perceiving an event; we're downloading data, „period.‟ You 

can take that or leave it; do whatever you want with the information. I feel that it's important in terms of a 

public service to put that info out!  

你要知道，遙距視覺與預報和預測是不同的。遙距視覺是直接得來的知識。關於這 Killshot 事件， 

我們是看到一件事件；我們是在下載數據。只是這樣。你可以採用或忽略它；對信息做任何你想要

做的事。我認為以一項公共服務來說，把這個消息公開是很重要的。  

 

Like we did in the case of a global economic collapse.  

就如我們處理全球經濟崩潰的事件一樣。 

 

When gold was 230 dollars, I told the public on national radio it's going to 2000 dollars. Everybody 

laughed at that.  

當黃金還是 230 美元，我在國家廣播電台告訴市民，它要升至 2000 美元，大家都笑我這個預測。  

 

They laughed at the Japanese quake. In fact the Japanese public was so scared, they didn't want to believe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would ever happen. A nuclear reactor breaking？  

他們嘲笑日本會地震的說法。事實上，日本民眾很害怕，他們不想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一個核反應堆損壞？  

 

Those kinds of things. We've got the track record here. It's scary. It scares me. I don't even... I'd want to be 

in denial sometimes about the very information I download. I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and yet I have to. I 

have no choice. Pretty sure that I do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But I‟m gonna have to. It's gonna be forced 

down my throat sooner than not.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And let‟s not kid ourselves.  

類似這些東西。我們已有往績記錄在此。真是好可怕。它使我害怕。我甚至不…有時我想拒絕相信

我所下載的資料。我不想相信，但我要。我別無選擇。當然，我也不想去想它， 

但我要信，因它會很快逼我接受它。有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不要欺騙自己。  

 

You can imagine how many emails I receive and how many people walk up to me and say, “Ed, I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based on your past predictions and based upon my own remote viewing but my 

families and friends think I am bonkers. They are just not gonna accept this or they are angry at me for 

talking about it. What should I do？”  

你可以想像我收到多少封電郵和有多少人向我說：「Ed，根據你過去的預測和我自己的遙距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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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事會發生。但我的家人和朋友認為我是瘋子。他們不會接受這事情又或者當我談論它時，

他們向我發怒。我該怎麼辦？」 

 

I always have the same answer. I would do the same thing too. And do the same thing.  

我總是有相同的答案。我會做同樣的事情，做同樣的事情。  

 

Identify your own sanctuary location. Identify it. Reckon it and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area. Take some 

time off from work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a job under this administration. Take some time off 

from work. Go and familiarize yourself with this place, this small town or village, wherever it is. Know 

how far it is to drive or if you are to get on a plane, how long it will take to get there, etc. Because when the 

sequence starts and there is no [communication], no electricity, no power. And there is no water, etc. Then 

your friends and your family will believe you. But if you do not have your fares in order, have not 

identified this safe zone by then, you are still screwed.  

確定你的避難位置。找出它。去認得和熟悉該地方。如果在這政府管轄下，你還夠擁有一份工作，

就從工作分配時間出來。從工作分配些時間去熟悉這些地方，這小城鎮或村莊，不管它在哪。要知

道駕駛或乘坐飛機的路程和所需的時間等等。因為當 Killshot 事件開始時，將沒有通訊、電力、能源。

又沒有水等等。那時你的家人和朋友就會相信你。但如果到時你沒有預備行程所需的，又沒有確認

安全地帶，你最後仍然是徒然。  

 

So do it quietly. Do it alone. There‟s no need to continue the discussion. Just tell them it‟s a hobby. Identify 

this place to go to.  

因此，悄悄地做，獨自去做。沒有必要繼續與人討論。只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喜好，找這個地方去。  

 

That way when they are scared to death, you can say, “Honey, let‟s go. Take the kids and let‟s go. Call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later. So when we get there, if you can call at all, we‟ll tell them where we are going, so 

they can come too.” Do that.  

就這樣，當他們極度驚慌時，你可以說：「親愛的，我們走吧。帶孩子走。遲點再打電話給你的兄

弟姐妹。當我們到達那裡，如果你還可以致電的話，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去那裡，讓他們可以來。」

就這樣做。 

In my career, I wa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officer. So I had a career briefing and working 

with some of the best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my own country.  

我是一個科學和技術情報官員。所以我有和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尤其是在自己的國家合

作的經驗。  

 

And I‟ve seen skepticism in all fields. It‟s easy to understand skeptics. 

我看過各領域的懷疑論，懷疑論者是很容易理解的。 

 

And frankly if I were not a remote viewer, and Ed Dames or somebody like me came up to me and told me 

about this, I wouldn‟t believe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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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如果我不是一個遙距視覺者，有 Ed Dames 或像如我這樣的人向我說這些事會發生，我也不

會相信他。 

 

How could you？ These things are so disastrous to even think about. Why even think about it？ You 

know？ You don‟t want to hear stuff like this.  

你怎可以相信？單是想這些東西已知道那是極具災難性的。為甚麼要想這些呢？你知道嗎？你不會

想聽到這樣的事情。  

 

The world is difficult. Many places are grim enough, place to live now. Who wants to hear it, about the end 

of days？ And being fried by our Sol？  

這世界是很艱難的。很多住的地方的生活都夠嚴峻了，現在有誰願意聽世界末日？還將要被我們的

太陽燒焦？ 

 

I‟m perfectly sympathetic with the skeptics.  

我完全理解懷疑論者。  

 

There‟s an additional point that I really need to make.  

我真需要帶出額外一點。  

 

I really need to make this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confusion in the public eye about remote viewing, 

remote viewing predictions and compared with the-end-of-the-world type of prognostication that we see all 

over the place.  

我必須要帶出這點，因為公眾不理解遙距視覺，也在比較遙距視覺的預測和世界各地那些末日類型

的預測中感到混亂。  

 

We‟re not saying as professional remote viewers that the Killshot sequence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專業遙距視覺者並不是說 Killshot 是世界末日。  

 

 

We‟re saying it‟s the end of life on earth as we know it probably.  

我們只是說，它有可能是地球上生命的終結。  

 

But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但它不是世界末日。  

 

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humans alive on this planet.  

還有人類在這個星球上活著。  

 

They are going to have to rebuild as the Sun goes back to normal which i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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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太陽回復正常時，人類將會重建社會。 

 

We don‟t know how long it will be.”  

我們不知道將要花多少時間。」  

================================== 

 

跟據由 Ed Dames 所帶領的一群 Remote Viewers 所見， 

當這一波強烈的太陽風 Killshot 打中地球時， 

整個拉丁美洲地區，即中美洲和南美洲是完全沒有可逃避的地方。 

 

 

 

而大部分的南半球都會被太陽風 Killshot 所完全摧毀，而澳洲和紐西蘭只有一兩處地區， 

可逃避太陽風 Killshot 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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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能夠逃避太陽風 Killshot 的地方，都集中在北半球較高緯度的地區， 

例如歐洲中北部的奧地利、波蘭和一部分的俄羅斯地區。 

 

 

 

而所有熱帶和亞熱帶的地區都會被太陽風 Killshot 完全摧毀，而香港正是位處於亞熱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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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部分人口集中的地方，即所有的大城市皆將無一倖免。 

再者，當這樣強烈的太陽風 Killshot 打中地球的話，一定會令地球產生超級大地震和大海嘯。 

 

 

 

總括而言，要能夠安全避開太陽風 Killshot 並所引發的大地震和大海嘯，並尋找安全的地區， 

這些地區有以下的特點： 

 

1） 遠離所有地震帶和曾經發生大地震的地區，例如太平洋火環地區、鄰近火山區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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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走到北半球比較高緯度的地區，例如，在北緯 30 度以上的歐洲，以及亞洲的中北部地區， 

皆普遍比較安全，並要離開所有熱帶和亞熱帶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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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到一些遠離海岸線的高地，例如陝西、甘肅等地區，並且要遠離所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海島

和沿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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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尋找有水源的地區，例如一些河流支流流經的地區，還要到能夠提供食物、能自給自足的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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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遠離大河谷，例如黃河或長江的主流流域，因為所有的大河谷皆同時是大斷層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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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遠離盆地，例如四川，因為當大海嘯發生的話，這些地區會因海水擁入內陸而成為內陸海。 

 

 

 

問題六：除了核子戰爭之外，Web Bot 也提及沿海城市的地方已不再安全。 

在考慮逃離的時間，或撤離以過一個新生活的時間，是否不考慮沿海的地方呢？ 

 

答：不錯，你說得對。這題目在 Web Bot 很詳細地描述了。 

在 1 月 29 日出版的那份 Web Bot，我覺得它是眾多份 Web Bot 當中最精彩的。 

精彩在於：第一，一般人英語水平好一點的，也會看得懂。這跟以往的有點不同，他少用了 Web Bot

用語，並自己作了很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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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首次以一個程序寫出來，就是 Web Bot 站在 2020 年之後，即現在的 8 年之後。 

用回顧的角度，再看回這幾年發生的事情。這是多麼精彩及值得分享。 

 

 

 

因為若我們被提了以後，這幾年內未能被提的基督徒也要靠這份 Web Bot，這是多麼精彩。 

因為它可以把過往的碎件，再次組合，就是未來這七、八年將會發生的事。 

但這是後話，因為我們會在即將分享的兩篇信息告訴大家。 

 

如你所提及，這是 1 月 29 日出的那份 Web Bot 的其中的一點。 

其實在 2020 年之後，全世界的島國也會完全消失。 

如菲律賓等很多島國，將會全滅，全部將會下到水底之中， 

包括全球所有海岸城市，都將會沉在海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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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往 Web Bot 從來不會這樣說的。 

這只是我在分享《2012》這套信息，才透露會有這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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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竟然是 Web Bot 這樣說。當然，我們早在他半年以上提及此事。 

香港等沿海城市，將會因為板塊下沉而下在水底。 

 

 

 

2011 年 7 月 10 日主日信息片段： 

因為當地球膨脹後，便會製造大量的水。同時，南北極的冰塊融化，所有大板塊的海底便會下沉。

當海底繼續下沉時，上面所凸出的島嶼便隨著板塊一併下沉。就算香港、菲律賓在 9 月 25 日並沒有

事情發生時，其後仍會出事，因為水量增多了。 

 

這有機會使全球沿岸二十英里的範圍全部陷進水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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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能是慢慢地形成，海面一直升高，並且壓低海底的板塊。 

當一塊板塊大部分在海底， 這些島嶼便一定會沉入海底。 

因為，若它下沉幾百呎，這些島嶼便同樣往下沉幾百呎，人們便要往山上爬了。 

而菲律賓板塊、太平洋板塊及台灣也會因此而出事，這就是連鎖反應了。 

就算起初沒有急劇的海嘯或下沉，香港仍未能避開慢慢地下沉的事實。 

 

但現在，是 Web Bot 這樣說。Web Bot 提到，在 2020 年之後，很多如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的地方都會沒有了。香港那些沿海城市也沒有了。他更說，單是美國，有九個這樣的海港也消失了。 

世界知名的海港碼頭也全沉在水底。 

 

 

 

雖然，全世界沿岸的情況，在二月份的文章沒有詳細描述。 

但綜合 1 月 29 日發表的那份來說，當我們撤離到避難的地方時，絕對不會考慮沿岸地方，因為沿岸

地方將沉在海底。 

 

 

 

他提及海洋水位上升，甚至水位上升至一個程度，全世界很多地方也會產生內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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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水位升至某一水平時，海水便會沿著山谷，流進了內陸； 

 

 

 

而內陸低窪的地方，便會溝成內海或是內湖，可能會有這情況，所以，這些地方不值得考慮。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159 

 

 

而事實上，所有在海邊的城市都屬於大城市，所以便更不值得考慮。 

因為 Ed Dames 也提過，按著他所見，發覺這些大城市是沒有人生還的。 

所以沿海城市是不可以考慮的，要以內陸作為一個標準。 

西安在中國算是一個高地，所以，這個便屬於安全。 

如果到四川，比較低漥的地方，那便可能進去後就再也出不來了。 

 

 

 

故此，這是我們按 Web Bot 所估計的，當然，如我所說，這只是其中一點。 

1 月 29 日的 Web Bot 有很豐富的內容。他把未來八年世界和地球的變動， 

非常仔細地陳述了，並且帶出有那幾種的生活方式，對這些有認識和研究的人才能生存下來， 

或活得好一點。 

 

問題七：日華牧師，去年我們進行了一次國內大旅行的演習。 

但如果對比我們現在擁有的資料，假如真的看到伊朗跟美國開始打仗， 

我們亦要部署遷移進入內地。那麼，有沒有一些注意事項是跟我們上年九月不一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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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實際執行和操作方面，其實不會有甚麼不同。 

 

 

 

反而我們要看看是否擁有去年預備時的本錢。 

例如：我們的回鄉證會不會已經過期？  

若有初出生的小孩，我們便要馬上去為他們申領回鄉證。 

因為他們不能申請快證，必須立即去領取證，盡量在最短時間內領取。 

 

關於資金的調動等的事情，你現在理解，香港不是一個適宜長期留守的一個地方。所以，關於資金

和財產調動，也應該預留在大陸的一個戶口或把白銀存放於內地，這樣才是最安全的。 

 

   

 

問題八：好像 Ed Dames 和那班 remote seer，他們現在說的事會否就是聖經所提的「聖靈澆灌凡有血

氣的」現象，導致他們接收得到將來的信息？但如果這群人這麼準確，他們就好像恩賜運作一般能

說話，那麼他們將來會否演變成假先知呢？ 

 

答：會。或者有人說：「如果這樣，Ed Dames 不是有神的靈而說預言？我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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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沒理由不接受。因為尼布甲尼撒王和法老王做的夢也一定不是魔鬼給他們的， 

一定是神的靈給他們的，那又如何解釋呢？ 

 

 

 

 

所以，假信仰和假宗教有時真是害人不淺。 

他們不懂得看一些事實，那種高傲和驕傲，促使他們看不見神的靈所做的工作，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接下來神藉著夢去改變社會結構時， 

祂的夢和祂的異象是充滿凡有血氣的。 

原因，連政要或是其他人亦會被神的靈感動，使他信主、改變， 

並接受以信仰來解決政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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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些人究竟會不會說預言、做異夢呢？ 

如果他不是心術不正的話，是有機會發生的。 

因為，他可以讓神的靈告知關於將來的事，因為這個本身是聖經的應許。 

不過，如果他的心若漸漸不正時，邪靈便會接手，這便是問題了。 

但這不單是外邦人的問題，其實基督徒亦出現此問題。 

 

在恩賜運作中，我許多時會用一句話提醒你們，就是「小心你們由聖靈開始，由血氣去接續」來說

一個預言。所以，有人也許認為預言的內容一定要長，但有此想法的人，他有生之年所說的預言，

百分之百也是「由聖靈開始，由血氣結束」。 

我們一定要跟隨聖靈，聖靈說一句便說一句，聖靈說一個字便說一個字。 

 

 

 

其後就牽涉到你帶出的第二點，這些人將來會不會被撒但帶領變成敵基督呢？ 

不單是這些人，其實很多基督徒也會被帶領成為敵基督。 

《新約聖經》亦提到，許多敵基督也是由教會離開的人演變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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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用介意這些人將來會不會成為敵基督。 

其實，這些人能成為敵基督的威力，絕對不及那些離開聖靈充滿教會的人，他們更加像敵基督。 

因為他們對屬靈的認識更多，他們對恩賜的技巧認識更加多。 

換言之，好像早前我們教會有些在信仰跌倒而離開的人，那些人也可以成為敵基督最壞的爪牙。 

因為他們懂得恩賜運作，懂得把恩賜運作用於邪惡方面，也懂得與邪靈合作。 

 

 

 

我們會看到這些現象更加明顯，故此，我們一定要合乎聖經，這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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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的話，我們便分辨不了那個是否尼布甲尼撒王做的夢或是法老所做的夢。 

他們兩位也肯定不是基督徒，但約瑟和但以理都說，這是神給予他們的夢。 

 

 

 

故此，神確實會有機會在聖靈充滿凡有血氣時，藉著夢或異象，不單跟基督徒說話， 

也會向外邦人說話。那我們要做的責任便是慎思明辨、懂得分辨。 

我們認識聖經就是為了這緣故而已。我們對聖經認識愈多， 

便愈懂得在當中辨別這些事。 

所以，如果那些人說：「是啊，Ed Dames 不是基督徒，他的訊息一定來自邪靈。」 

你便知道，那個基督徒即使目前不是被鬼附，也不遠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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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人否定聖經到一個程度，他認為自己才是神，他才是聖經的標準。 

將來你會看到有更多這樣的現象。但那些以偏蓋全的基督徒，你應該避之則吉。 

因為在末後日子，這些人只會令人誤入歧途，成為驕傲的法利賽人。 

並不能在末後日子，真正知道神在這個時代將要作出的帶領。 

 

問題九：如果未來將要發生這些災難，包括香港也可能有核彈爆炸。 

而你之前分享過，撒但要我們恐懼，但在超頻中的我們不應恐懼，我們要存著信心。 

那麼，現時我們會否集中教導弟兄姊妹，運用信心相信， 

如 Web Bot 創辦人也這樣希望，我們同心相信沒事會發生。 

如果當我們有信心時，現階段我們是否不需向親戚、朋友和同事分享這些災難的問題呢？  

 

答：其實，這仍然是一個智慧，就好像之前的大旅行一樣。 

 

 

 

上次，我亦是用羅得這例子作一個對比。 

正如羅得是一位長輩，但他也沒有辦法帶自己的親人離開， 

所以，如果他是一位後輩，當告訴了長輩的話，他的長輩有可能也不讓他離開，結果也是一同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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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制止的，正如聖經記載的所有災難根本是沒辦法制止的。 

正如兩個毛衣人，他們也不是要遏止災難，他們是製造災難，他們是審判者。 

因為這是神審判的時間，我們是不可以向惡人施恩的。 

 

神說：「我要審判這人。」 

你說：「不可以，我要施恩，因我是你的僕人。」 

神不會這樣作，而你亦不是神的僕人，因你與神行的事背道而馳。 

 

所以，有些災難，我們是不能憑信心去阻止的，這是沒有可能的。 

若是如此，此人隨時是站在敵基督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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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敵基督最想平平安安地控制世界一千年，牠不想在「七年大災難」之中。 

當它掌管世界時，卻被神審判。牠也不希望如此，敵基督也希望運用這個信心。 

 

 

 

所以，我們要懂得分析，當知道這些事件是聖經提到一定會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以驕傲當作自己的信心，因信心是來自相信神的話。 

 

 

 

但是，當事件發生時，我們要憑智慧。 

因為我們知道一些智慧、說話和教導，是要在骨節眼的時候說出來，這才是智慧人。 

箴言 25 章 11 節：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跌落銀網子裡。」 

 

換言之，我們現在知道的資訊愈多。在這些資訊當中，並不是要你把珍珠拋給一頭豬。 

 

馬太福音 7 章 6 節：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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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因為愚昧，而遇上這樣的事件。 

當我們知道的資訊愈多，如果你能適當運用，你便可以愈成功、快樂和能夠幫助別人。 

相反，如果你不懂使用的話，你愈會為自己帶來無謂的攻擊。 

 

 

 

如我所言，像這些事件，若美國真要打仗的話，到時才告訴家人也不算遲。 

因為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並且能證明原來教會已經分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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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仗，然後才撤僑，當有這些現象發生，便能向家人說：「我們其實要走了， 

因為我的牧師一早已分享過……」那個時候才說是可以的。 

 

但如果他聽完這些信息後，便馬上告訴家人，有機會連自己也將信將疑， 

他又怎能有辦法在這些事未發生前，便說服他的家人呢？ 

若果在骨節眼，例如新聞剛剛報導開始打仗，有一軍艦被伊朗炸沉，美國要攻打她和追究此事等。

在那個時候說這些資訊，便大大不同了。他甚至可以罵醒他的家人：「你瘋了嗎？教會在半個月前已

經分享此事，你是發瘋了嗎？這事真的發生了。並且真的會繼續發展下去。」  

他可以罵醒他的家人，因為他們是不願意接受事實， 

但既然已經有人說出了事實，那時候，便可以用公義罵醒家人。 

 

如果美國撤僑的話，就可以更加肯定。因為，如還不走的話，明顯是害己害人。 

但如果之前沒有這麼多證據和事實時，這不是一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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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這些事實和證據，亦有這個態度的話，即使他帶不到家人離開，人們也不會阻止他離開。 

在他而言，他能幫助更多人和喚醒更多人。 

 

而不單單是勸告和哄騙。當將來事情發生，因為你曾經用了錯誤方法和態度， 

別人便會說：「讓你說中了一次而已。」那些人是不會跟你走的。 

又有時候，因為這人自尊心導致他們不信。 

即使中了，因為你的態度太過模稜兩可、不切實，反而幫不了這些人。 

你只要罵醒他們，便要立刻離開了。 

若果當新聞的報導愈來愈不正常，真說到美國正在撤僑，那麼很多香港人也撤離了。 

到這時，他們就會突然間如夢初醒，因為他們曾經被一位智者罵過。 

 

甚至，你責備這些人時，你可以跟他們說： 

「再過多一些時間，這些事就會發生。若你不離開，那麼我便要先走了。」 

過了幾天，當他真的看見這事情發生，他就會明白這是最後的期限，那我們就可以幫到這些人。 

 

故此，對於一些愚昧人來說，知得太多是不好的。 

因為他不在適當的時候聽到這些說話。 

對於一些智慧人來說，卻懂得愈多愈好的，因為千百萬個領受及啟示， 

在適當的時候便可以跟別人說。 

有些是說服別人走難；有些是說服別人信主。 

如果要說服別人走難的話，一定是愈多證據愈好。 

 

如果是弟兄姊妹，有足夠的聖經真理便足夠。 

但如果要說服一些不信、未信主的人，一定是愈多證據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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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特別是這一次，我們應該等到有這些事發生才考慮逃難。 

 

事情一定是按照同樣性質發生。 

誠然，不一定是要炸毀軍艦，因為這些國家可能會選擇別的方法。 

也許是用飛彈炸毀金門大橋，或是炸毀洛杉磯， 

他們用其他的方法，但同樣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我們有了這些根據和證據後，才說服家人，這才是可行的。 

否則，如果我們過於急進，沒有智慧的話，這真的會害死人，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證明。 

 

誠然，我們擁有信心，我們懂得運用信心去回應這篇信息。 

因為我們聽過許多次 Web Bot 的預測。 

可是，你的家人可能是第一次聽甚麼是 Web Bot。甚至連 Web Bot 他們也根本解釋不來。 

所以，如果說得太早，說得太多，他們根本吸收不了、也消化不了這些資料， 

我們只是在助長了他們的不信。 

 

問題十：日華牧師，信仰的威力能使我們在大災難當中拯救靈魂。 

依你所看，現時錫安教會信仰最大的威力，是否就是我們在媒體上所發揮的能力？ 

如果在大災難中，政府已經實行軍法統治，或由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破壞了許多這些資訊上的傳播，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發揮信仰最大的威力？如何在災難中帶起復興，拯救更多未信主的靈魂呢？ 

 

答：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發生，我預期一定會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美國的互聯網系統與中國的互聯網系統會一刀兩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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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我們的互聯網系統不會搜尋到外國的事情，不會有外國 YouTube 的資料， 

香港的所有系統只能搜尋到中國的資料，而中國人亦不能搜尋到外國的事物， 

只能搜尋到中國的事物。 

 

 

 

若不是這樣，便很容易會有間諜出現。 

在美國，只要拍一張照片，便能用 Skype（電腦聊天軟件）傳送來中國。 

試想想，政府每天能堵截多少這一類的資料？ 

尤其有許多中國人居住在美國，就算是兩國相爭，也沒有可能將這些資訊封鎖。 

所以，我預期，那時候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現在錄製的「2012 信息」，到那時候會開始被許多中國人搜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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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大災難時，若果「2012 信息」不是早已放在外國的伺服器內，他們是接觸不到的。 

當網絡中斷的時候，放在中國的伺服器還容易，但放在外國就不行了。 

 

第二，我們對中國或是全世界信仰最大的影響，是我們首先要有完整的信息。為甚麼我會這樣理解？ 

我發現自己多年的信仰，最影響我的傳道人，最影響我的宗教組織都有一個特性 ── 就是這個人

突然間會像個炸彈一般爆發出來。這人的神蹟或是教會人數會增長得很厲害，完全沒有其他人可匹

敵。 

 

 

 

有機會是他的講道很精彩，當人聽到的時候也為之讚嘆，無法否定他所說的；有機會是這所教會爆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174 

炸性增長，爆炸性神蹟的出現。這都是第一步，就是那個爆炸性。然而，接著的第二步才是最影響

我的。 

 

 

 

當我第一步找到這個人的時候，我便想買下他所有的講道帶，買下他所有的書。如果你發覺他的教

導是很完整的話，簡直會讓我開心得睡不著。 

 

 

 

這是我們現時所做的，我們這麼多年肯定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教導圖書館。 

相信日後我們分類得更仔細，讓他們知道要找甚麼題目。 

 

 

 

因為到那時候，時間短少，他們要在很短時間內找到要聽的信息。事實上，我們已經有了第二步，

我們用了差不多 27 年時間去做。這些信息能將人的裡裡外外完全改變；將一個國家完全改變；將一

個城市完全改變；甚至將一個家庭完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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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們現在欠缺了第一步，就是一個爆炸性 ── 讓人認識我們的理由。 

 

 

 

例如：我第一次聽 Casey Treat，是因為他帶領著一所 8000 人的教會。 

 

 

 

他由一個在戒毒中心出來的年青人，短短在五年內建立了一所 8000 人教會。 

任何人聽到這樣的事，都會想認識他。但很可惜，當我接觸他的時候，他有的資料及教導不多。 

雖然，相對其他人已經算不少，但也不算很多。 

當我希望繼續聽他的分享時，發現他的分享已不能維持水準。 

我聽了他兩年的主日信息，但到了第三年的信息已沒有再聽下去。 

 

誠然，這兩點對我的信仰所產生的震撼力及影響力很大。 

而我亦見證，在全世界，能夠達到這兩點的教導者或是屬靈領袖， 

他們在歷史上對城市或國家的影響是最大的。 

第一，一定要有一個爆炸性因素；第二，就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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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千萬別以反方向來做。 

換言之，首先我們要有完整的教導，有足夠的時間，在還未成名之先，已有非常完整的教導， 

然後才藉一些事引發而成名。 

因為，有些人在突然成名之後，接著分享的信息於一年半載之後便沒有了。 

你想聽他 27 年的教導嗎？不可能！ 

 

所以，我們首先要有很完整的教導，然後才突然爆發這種增長。 

最佳的例子就是 Kenneth Hagin。 

 

 

 

首先，Kenneth Hagin 擁有很完整的教導，他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教導，關於信心，關於他所見的

異像、關於神蹟奇事都一應俱全。最後，突然發生了一件事，他的神蹟被揭示出來，之後人們便開

始追隨他，跟他學習，他有很多書持續不斷地出版，也有很多講道信息可聽。 

 

因此，Kenneth Hagin 在美國的 Faith Movement「信心運動」被稱為 Papa Hagin。 

因為 Kenneth Hagin 的教導影響深遠，在美國，現在佔一半最多人數的教會也是在他的影響下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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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有否考慮到，他差不多有三、四十年的時間是完全寂寂無聞。 

他只是靜俏俏地寫書和講道，完全沒有人認識。 

之後，因為一件事而引發，結果在一年內，他將美國人整個信仰狀況完全改變。 

如果這個程序調轉了，情況便很糟糕。 

 

然而，在多年的事奉，很多人也將這個程序調轉了，但這樣便會出現問題。因為只要你將這程序調

轉了，當你突然成名之後，人們便不斷向你追索，但你卻無以為繼，最後，你會逐漸流於嘩眾取寵。 

甚至漸漸地，變成像某些地方教會一樣，開始唱屬世歌，並在主日聚會唱 Lady Gaga 的歌， 

又拿她的舞蹈來跟著跳。例如有一所在新加坡教會，就有 18,000 人。 

但當你到那了教會，你便會發現，看電視節目比看他們的主日聚會，在屬靈上會更加潔淨， 

這真是十分可悲。 

 

誠然，若沒有累積多年的教導，即使很早成名，也無以為繼。 

或許你會想：「只要他繼續研究便可以吧。」 

然而，當人成名後，很多人也邀請這個人四處分享，他需要建立教會許多的體制、處理管理和經濟

問題，也有很多人會攻擊和逼迫他，而他會因忙於應付而無法預備信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最後他會用最膚淺的方式，就是用娛樂的方式維持教會，保持人數不流失。 

可是，究竟主耶穌基督會否承認這類教會呢？神一定不會承認，因為他們褻瀆神多於事奉神。 

 

有趣的是，神給我們的帶領，在過去 27 年似乎都是走這條路。 

世界上最影響人，甚至一個世代完全被他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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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想，當 Kenneth Hagin 到神的面前，他的獎賞一定大得很驚人。 

因為，全美國一半的超級人數教會也是因他一人影響而誕生的。 

 

 

 

我不是說在美國，他辦了一間超級人數教會這樣簡單。 

我是說，全美國的一半的超級人數教會，也是由他所出的教導所影響， 

並由他的女婿所經營的 Harrison House 出版的書去幫助這些人。 

 

誠然，在不久的將來，能讓中國人認識我們，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不是要讓我們成名，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幫助到他們？ 

當那些人接觸到我們時，能否震撼他們，而不會讓他們失望？ 

信息能源源不絕，以年計的時間供應給他們，這是我看為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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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一：聖經說，福音將會傳遍地極。這種方式會否只在七年大災難中， 

甚至天使也出來傳福音時才能夠將福音，我們現在的信息傳遍呢？ 

 

答：是的。因為當你提到「天使」這字，有一個概念值得告訴大家。 

可能弟兄姊妹會感到新穎，其實，天使這個字就是傳信息者（Messenger）。 

天使的意思只是傳信息者（Messenger），不是是指有四隻腳和一條尾巴的生物。 

 

 

 

所以，七間教會的使者，原文就是傳信息者（Messenger）這字，但你不能說他們是天使，因為神責

備他們，所以他們一定不是天使，他們是那些教會的牧師。 

 

然而，在《啟示錄》，教會牧師與天使這字竟然是互換的。 

《啟示錄》記載：「你寫信給七間教會的天使」。 

原文這樣寫的，但中文卻寫成「你寫信給七間教會的使者」。 

這些使者就是那七間教會的牧師，或是屬靈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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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啟示錄》的七年大災難中，神會用天使或使者去傳福音，但那些使者是有復活身體的。 

 

 

 

現在時間那麼緊迫，第三次世界大戰亦快要開始，我們即將全部被提， 

那麼，即是代表我們未能成為「約瑟」而能執政七年嗎？ 

但事實卻非如此，在《啟示錄》裡記載，教會的「天使」和「使者」這個字是互換的。 

換句話說，在七年大災難的時候，教會領袖有可能會以復活的身體， 

在這七年裡，於地上傳福音，這概念是基於這兩個字是可互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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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聖經預言一步步地應驗時，我們一直以此解釋現今所發生的事情。 

但當事件未發生前，我們不能硬說聖經一定要按這樣解釋。 

因為《啟示錄》中有很多事件是歷史中從未發生過。 

所以，在主耶穌回來之前，我們可能將有七年時間成為「約瑟」去傳福音一年半載， 

並擁有如他的影響力，令中國政要改變。 

 

 

 

其實，在被提後，我們並非毋需作工。 

除了有可能我們會以復活的身體，將信息傳揚四十晝夜或二十一日。 

但亦有機會我們以「使者」的身份，有一個不死的身體，在末後這七年去傳福音。 

 

 

 

這就解釋了為何現今好像甚麼事都還未發生，但我們卻已經接近被提的時間了。 

聖經中原來有這個計劃，在我們被提後才成為了真正的「約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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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約瑟成為了宰相來服待法老王。我們亦有可能成為「宰相」，以這個使者的身份， 

去服待這位萬王之王，在這七年當中傳福音，也不足為奇。 

 

 

 

我們不能絕對否定這種解釋。 

因為《啟示錄》「天使」這個字並不是代表了一種四隻腳一條尾的生物， 

「天使」原是代表 Messenger「使者」的意思。 

 

 

 

因此，有些聖經譯本將這七間教會的七個使者譯為 Angel（天使）， 

即是「你寫給這間教會的 Angel」，這是由於使者、天使這兩個詞語可互換。 

所以，七間教會的七個使者一定不是指那種有翅膀的天使。 

神所指的，必是教會的總負責人，或者那間教會的牧師或長老。 

這就是神在《啟示錄》放下的「後著」，兩個字是可以互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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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二：一旦那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哨出現，情況就如以前日本攻打中國一樣，有些在上海的

人懂得立即離開，但有些不相信會爆發戰爭的人則繼續留在上海，結果便遭殃了。 

如果香港一旦有機會受到襲擊的話，我們需要撤離。那麼，弟兄姊妹到達內地一些城市後，有幾件

事應要去處理的： 

第一是糧食和食水； 

第二是大家要保持聯繫的方法； 

第三是我們怎樣藉著一個廣播方式繼續去傳揚福音。 

這三方面，日華牧師有沒有一些補充呢？ 

 

答：這三件事情，最重要的是究竟何處是我們在大陸的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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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爆發戰爭，情況會與以往的不同。現在所打的是核戰，並且，是七年大災難的時間， 

當中會發生天災、海嘯、細菌感染和太陽風，還有聖經「七年大災難」中提到的「水變血」、水變成

茵蔯，海裡三分之一的船沉沒等事件發生，林林總總。 

 

如果 Web Bot 的預測是準確的話，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落腳點。 

如果情況並不嚴重，還能留於香港，儲水、儲食物便足以應付生活。 

又或者突然發生急難，連門口也不能出去，只能留在家度過半年，這也感謝主，大家已作好了預備。 

 

 

 

若然，你有機會在幾天時間內回到大陸逃難，便能有充裕時間， 

因為我們到大陸任何一個地方，只要七小時，都可到達任何一處。 

因此，我們需要預先考慮到在哪一個地方落腳。 

 

Ed Dames 曾有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如果大家得悉此事而預備逃難，首要，不要硬要說服那些不信的親戚，不要浪費時間去說服他們。 

他表示，逃難最重要的是要熟悉自己落腳的地方，知道怎樣駕車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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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迷路時，知道如何找出路。屆時，當自己到達後，才打電話通知他們離開， 

免得自己被人阻礙和延誤。 

 

 

 

之後，他強調需要解決以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到達那地方後，才開始去儲水、儲食物，這是不太聰明的做法。大家決定到達的地方，

必須位於河流旁邊。 

 

 

 

Ed Dames 強調，大家需要到河流旁邊的地區。並且，在逗留的地方，水和食物必須能自給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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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低窪的地方，如深圳，縱使沒甚麼事故發生，若飲用那裡的食水，也容易致命。因為深圳的

河水流域有工廠、豬場、雞場不停地排放污水、河裡有死魚、糞便浮沉，基本上香港人飲用後，不

用七天就已經能喪命。 

 

 

 

若我們前往一些高地，如西安，從河流取來的水就是從山頂流下來的雨水，那便較乾淨。這樣，大

家便不用儲水。若然要儲存的話，只需拿數個水瓶便可以了。 

 

 

 

因此，按 Ed Dames 所分享，於這種情況，最重要是選擇合適的落腳點， 

有清潔的水源，並有充足的食物能自給自足。首要是水源，比食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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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如身處日本的話，就完蛋了。 

我們是中國人，喜歡去那裡都可以，甚至橫跨五分一個地球也可以， 

中國地大物博，不會全被別人炸毀的， 

因為，如果中國全地都被炸毀的話，地球已穿了一個大洞了。 

 

我們選擇高山的地方，如西安等地，屬於國內最高的位置，水源最乾淨。縱使戶外被輻射污染，但

也不及低窪地方水源被污染的致命性。因此，並不是到達落腳點才去儲存食物與水，是大家選擇一

個能自給自足的地方，然後再儲少許便足夠了，足以居住一段長時間。 

 

 

 

第二點，大家要能與外界保持聯繫。 

 

 

 

按 Ed Dames 所言，按遙視者所觀察，當太陽風打向地球時，主要毀滅全球人類，令多人致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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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是由於斷絕通訊，其次才是因為停電。現代生活，當停電時，氣溫太低，人會冷死；若天氣太

熱，人又會因而熱死，尤其以現時災難的程度而言。 

 

 

 

因此，第二點，我們必須預備良好的通訊方法。 

在大陸，現時最好的通訊方式，就是採用一台售價三百多元， 

包括無線耳機等設備的通話機，它的通話範圍遠達三、四公里。 

 

 

 

假如，屆時教會在某些地方，安裝一些轉發器，此通話機的通訊範圍能以十里地增加。因此，大家

需要預備一台此類的通話機。 

 

 

 

按 Ed Dames 研究，當世界大戰之時，亦是太陽風打來的時間，最致命的原因就是與外界失去聯絡，

所以，一台數百元的通話機是很重要的。這台通話機的型號，在大陸的價值只是三百多元，備用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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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亦只需二十元，而充電機只需三、五十元，那就已經可以擁有備用設備了。 

大家千萬不要省卻這些備用電池，若你只有一枚電池的話，一旦壞了，通話機便不能運作， 

所以，大家不要省卻那枚二十元的備用電池。 

 

 

 

因此，大家在香港時，需要預備一台。 

一旦要逃難，大家不要帶著它，到大陸後，應第一時間去購買另一台。 

原因是大家不要帶著過境，免得受到阻礙。 

所以，大家不妨有一台在香港，不要帶離香港。 

待過境後，再立即另買一台，連備用電池、充電機等一併購買，再去你所去的目的地。 

如我所言，七小時內，我們便可以到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了。 

因此，大家可於深圳購買一些必需品，然後帶往目的地。 

 

 

 

通訊是很重要的。我們選擇通話機的原因，就是屆時真的停電，大家未必可以用上先進的電話。當

沒有電力供應時，我們的通話機可以再充電、以太陽能推動等方法供電，讓通話機仍能操作。 

但假如沒有能源的話，電話、發射塔等全都癱瘓，太陽能是不能推動這些設施和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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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只要預備一塊普通太陽能板，便能替通話機充電，讓大家保持聯絡。 

而有備用充電器就更好，當正使用一塊電時，可替另一塊充電。 

這是第二點我們需要留意的。 

 

Ed Dames 所提到，第一是通訊，第二是沒有能源。 

我們能夠理解，若沒有能源是會導致一些人死去，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事實上，我們曾作過黑暗之災的預備。 

 

 

 

如果我們避難的時候是在夏天便感謝主了；如果我們避難的時候是冬天的話，我們便得考慮，我們

可能會遇上一些沒有電供應的地方，那時，我們便要懂得取暖和保溫的方法。 

而這方面的智慧在我們上次的預備中已經學會了。 

 

當這幾件事能夠解決後，第三，在我們傳福音上，便非常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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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當我們能夠做到彼此聯絡的話， 

我們便可輕易地把我們的信念，分享給我們服事或帶領的社團、社區。 

因為他們發覺，我們是因信念而生存下來的，我們不是普通的香港人。 

 

 

 

當所有如在夢中的香港人，都死在香港的時候、或死在戰爭中、或到處流離捱餓的時候， 

卻看到我們是一班有見識和有道理的人，這樣我們便很輕易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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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乎我們是否能夠將所擁有的知識學以致用？ 

我們能否組成團隊，在彼此照應下，可以照顧身邊的人？ 

這樣，我們便能傳福音給我們能照顧的人，他們全部都會信任我們， 

因為就是我們所信的能夠救了他們，這不會是假的了。 

 

 

 

若要他們信一些會導致他們死亡的，或是信一些「今日天知明天事」的信仰， 

或是信一些完全是猜度得來的理論，那倒不如相信一些事實？ 

他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每一樣的預備都不是一般人認識的。我們擁有的資訊

和行動都比同輩更加聰明的，這樣便很容易傳福音。因此，在這些災難下，我們照顧身邊的人，實

際上就是傳福音了。 

 

   

 

所以，我們要作出前兩個預備，地方上和每一樣的預備，食物和水的預備。若你在有水源的地方召

集他人，說災難來到的時候要怎樣做時，大家必定同心合意地一起做。 

當有了溝通，便能夠與同輩和所認識的教會弟兄姊妹聯絡，群體裡彼此支援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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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情況下組合的群體組織，並且是最聰明的，這肯定沒有人比得上我們。這樣，我們便可以輕易

的將一個真正的信仰帶給身邊的人，這相信可以解答了你的問題。 

 

問題十三：以上提及三月份的轉變，這和上年九月份大旅行差不多，我們已經有一次的演習。但上

次與今次的分別是，上次有指定的日期，是我們預先知道，並且有組織的上去。 

 

 

 

但今次是否因某些事件發生了，出了一些標記（Sign）後，才組織弟兄姊妹？還是，他們個別的去

預備，在一個適當時機，教會給予一個指示後，才各自行動？ 

 

答：情況是這樣的。上次的預備，已經包括了在緊急情況下，一旦發生事故，各自背起背包， 

立刻北上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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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曾經提過地震警報等等。我們正踏入三月，每一樣事都重複著去年的。 

無論是一月開始的雀鳥群死。踏入三月，越來越多五級地震、六級地震。 

在去年，三月中出現七級地震，隨後是九級地震。 

這好像重複著去年一樣，又如吹角節是有兩天一樣。 

 

在去年已教導弟兄姊妹，當接到警報時，就要立刻背起背包逃走。 

今次與上次情況一樣，按著局勢的發展，當教會發覺需要開始警告弟兄姊妹時，教會會發出短信給

弟兄姊妹，讓大家互相通知、理解和知道現時因地震或政局的演變，要開始留意了。 

 

 

 

如果有充裕時間的話，便會像上次一樣，組合弟兄姊妹一起到國內，相信不需要面對這情況， 

但若有需要，便會再用這方法。因今次的時間，如果按著 Web Bot 所說的發生次序，我們會有充裕

時間。因為 Web Bot 給我們的資料裡，有很多的標記（Sign）、先兆。 

當我們看見這些先兆，我們便會有充裕的時間去做。 

 

 

 

因為當中涉及打仗、外交和政治來往的資訊，我們便會有很多的時間走避， 

這與上次的緊急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而極大機會是如果教會發覺這時候是很嚴重，便需要逃離。 

 

事實上，今次卻容易很多的。如果真的出現打仗的話，各國召回所有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離開

中國，那時的香港已經是名存實亡。因為香港有很多國際學校，甚至連一個老師或校工也沒有； 

很多銀行沒有了行政總裁；外國公司甚至會有一半人離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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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時香港的光景與現在實在有很大的差別。 

那時候，與上次旅行的情況不同。 

我們可以分組離開，但很多香港人是不懂的，他們斷不會選擇上大陸。 

 

今次與上次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上次我們一方面對危急，但同時可能有充裕時間， 

因此，在充裕時間下，我們可以組團上去。 

 

今次與上次的情況也是很類似的，我們也有危急的情況要預備。 

如果美國做得很全面，在無聲之下開戰的話，有些標記是教會可以看到的，教會便會通知大家。 

但我們可以放心，如果有充裕時間的預備，在我們要組團離開時，香港已經是名存實亡的了。 

很多政要已經離開了，甚至已移居美國的人也會離開。 

因為中國和美國開戰的話，人們會傾向覺得美國會打勝仗。 

那時候，數十萬擁有美國、英國或荷蘭居留權的香港人，也會全部離開。 

 

 

 

這些擁有居留權的人都不會是貧窮人，那麼，香港留下會是甚麼人呢？  

如是這樣，我們可以很方便和輕鬆地組團離開。 

 

故此，這個情況有點不同，緊急程度也相對較低。 

到了這個情況，教會會以日報或其他發佈型式，每天或數個小時一次，發佈最新資料給大家， 

公佈教會對這件事情的立場以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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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時候，不單教會的弟兄姊妹想知道，就是所有香港人也會想知道我們的看法。 

因為我們在很早的日子已經預知和分享了這些事情，並且比政府有更好的預備， 

所以，我相信，那時所有香港人也會留意著我們。 

 

 

 

我們無論是 Sync Calling 或《錫安日報》也可以隨時轉換模式，每天發佈新資料， 

例如用「栽在溪水旁」立即發佈新資料。我們早前已嘗試和籌備這些系統，隨時也可以做到。 

當事情發生時，這會成為教會每天最主要的工作。 

 

 

 

問題十四：譬如在一些大城市會遇到災難和戰爭，甚至被毀滅。 

但我們上次也選擇去了一些大城市，例如武漢和西安，那麼，現在我們到了大城市後， 

是否需要再選擇一些偏僻的地方棲身？還是壓根兒不會考慮這些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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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這點上，我們應該沿用上次的原理。 

我們先在一些大城市落腳和購買必需品，然後才往郊區地方租房子。 

 

 

 

因為有很多必需品是需要在大城市購買的，而在鄉郊地方居住，便不會那麼快把錢花光了。 

如果真的是打仗，我們到國內後，已經不是隨便可以在兩星期後回港上班。 

那時，帶了多少錢上去，便可能只靠那些金錢度過餘生。 

 

與黑暗之災不同，因打仗而導致的走難，除了以上的事項，亦需要考慮往後的生活。 

所以，鄉郊的地方是最節省金錢，生活又容易。 

群體生活的話，可以自力更新，這是應該考慮的事情。 

 

   

 

事實上，不選擇大城市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全世界真是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這是所有 Freemason 前往地堡的最後限期（deadline）。

那麼，太陽風會以每小時或每天的速度射進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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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鄰近大城市的話，便會很危險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這步驟會較好。 

  

按照 Ed Dames 的預言，我們應該預先前往內地。 

感謝神。上一年，我們曾經兩次返回內地，因此，能夠實際了解到內地的情況。 

但如果今次是我們第一次前往內地的話，情況便會很糟糕。 

那時，即使我們預知，但作用也不大，因為我們不知道那些方法可行？那些方法不可行？ 

當中有甚麼的落腳點？接著要前往那裡的鄉間？ 

我們甚至連地圖也看不懂。所以，若是直到現時我們才知道要前往內地的消息， 

那麼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問題十五：上次我們因著某些事故而不能一起前往西安旅行，反而要分散往內地各個城市。 

那麼，今次我們是否不用分散各地，而可以集中去某一個地區呢？ 

並且，如果這次真的需要在幾天內逃難，根據上次經驗，我們預備了很多物品和求生背包。 

但今次是否只需要帶備金錢、白銀和 supplement（營養補充品）便已經足夠呢？ 

 

答：不是。這次旅行的目的，教會會即時為大家報道很多的資訊。 

 

 

 

如果情況真的進展到打仗必備的「幾部曲」時， 

我們都會知道，這一定是志在必行的，我們必須前往內地，這「幾部曲」就是美國會撤僑。 

當教會把這些資訊提供予大家時，表示這是志在必行。 



20120304   www.ziondaily.com 

 

 

 199 

同時，也是給予大家一個估計，如果仍有七天的最後限期， 

在這七天中，弟兄姊妹要預備的東西與上次有少許的分別。 

因為，這次我們可以帶更多東西前往內地，甚至，需要找人托運物資回內地， 

將家中所有重要的物品都運回內地，並非單單預備金錢。 

 

 

 

到香港需要撤僑，才慢慢討論為何會有這些事情發生，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所以，現在我便需要預先告訴大家。 

可能當中的情況未必會如此嚴重，但希望大家能預早作好預備， 

到那時，也預計大家可能已在內地租用了地方，並已經把物資運回內地， 

甚至將整個家中的物品全部運回內地。 

 

當香港完全撤僑時，香港人可能仍未清楚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因為他們沒有見識，也未曾經歷過。 

但到時，香港便不成香港，而且將會全面癱瘓，在短時間內，城市、公共服務、能源、電視台、電

台等將會全面癱瘓。到那時候才作出準備，已經來不及預備任何東西而便要逃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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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會預先向大家分享的原因，讓大家有時間作出預備。 

不要浪費時間，盡量把物資往內地，因為預早運送物資往內地的花費是十分便宜的， 

如果到時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話，便可再將物資運回香港， 

這總勝過當我們有需要長住內地時，卻因缺乏物資而有生命危險。 

 

所以，預期大家能在豐富、有智慧、有幹勁的情況下將物品運往內地， 

當然，價值較低的必需品可以採用這種方法。 

至於金錢，則需要隨身攜帶或將其轉帳往內地另一個戶口，這就是教會希望的原意。 

 

 

 

問題十六：當有弟兄姊妹大規模北上時，教會的體制會如何呢？ 

 

答：溝通是最重要。如果通訊斷絕了，任何體制也不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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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你對某人說一句話要花上兩小時的路程，另一方又要花上兩小時來回覆你， 

在這種情況下，體制並沒有可能實行。但一個通話機便能夠取代兩小時的腳程。 

因此，要在內地設立一個通訊網絡。當有了溝通後，再理解身邊的環境、時勢，然後，才考慮可以

製造出甚麼體制。到那時，實際距離被提日子的遠近、手上擁有的物資、甚至，是否需要再逃難往

其他地方等，全都要待到達內地後，才會清楚知道。 

 

 

 

問題十七：如果到時遇上這麼大的災難，在內地的我們，應否剛強壯膽地傳福音？ 

還是要按聖靈的感動行事？ 

 

答：最安全的方法，並非在盛世時傳福音。 

因為在盛世時傳福音，不論政府或其他人，都會較容易猜度我們。 

但在亂世時拯救別人，別人都會問及我們的信念，因此，在亂世時傳福音是最安全的。 

 

 

 

最危險便是在盛世時傳福音，因為那時會有很多政治因素，不論身在何處，情況都是一樣。 

但在亂世時，當我們救助、幫助別人，信仰自然能夠傳遞，這樣做是最安全的， 

而且，別人也不會懷疑我們的動機，因為他的性命是我們救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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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八：假設教會有一成的弟兄姊妹，因為年幼，在經濟上未必容許他們購買對講機，亦無法跟

隨大隊北上，這些無助和不能北上的弟兄姊妹，應該如何自處呢？ 

 

答﹕知識就是他們最大的武器。 

1 月 29 日的 Web Bot 提及，將來除了食物和貴金屬是最值錢之外，知識便是最值錢的。 

 

 

 

這知識就是現時弟兄姊妹所聽的信息、所知道的事情。我們不只一次發現， 

我們較別人更早知道，並且所知道的亦是極為準確。 

 

越年幼的弟兄姊妹，越需要熟讀「2012 信息」， 

因為，他們要用這套信息救人、說服長輩和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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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懂得選擇在適當的時候分享，而不是在不適當的時候分享，因為這樣做是很愚蠢的。 

在適當的時候，他們甚至可以罵醒那些還未如夢初醒的人，因為那些人甚至不知道現在的時勢。 

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即使發生了，他們也不想承認當中的事實﹗ 

 

但當這群年幼的弟兄姊妹有足夠的資訊、資料，便可以提醒身邊的人。 

因此，當身邊的人感到徬徨時，若身邊有一個擁有資訊的人，他們便會很容易被說服。 

但是，若果這群年幼的弟兄姊妹連這些知識也沒有，那麼，他們便真的會成為受害者了﹗ 

因此，Web Bot 也指出，在 2020 年回顧時，發覺在這八年來，食物、貴金屬和知識是無價和最寶貴

的。 

 

 

 

問題十九：對於離開了教會的人，當中，有部分人的行為很差，稱為「壞學生」，但亦有部分人並非

那麼壞。到那時，因為這些事件發生了，他們知道錫安教會所信的是正確，並希望跟隨我們北上、

或在北上途中遇上我們，那麼，我們應否接納他們？ 

 

答：不應該。要是他們真的相信，可以叫他們自己逃難，不要讓這班人跟隨大隊。 

 

 

 

因為離開了教會的人，當中有好些人可能是「政治的狼」， 

他們離開時，本是希望敗壞這間教會， 

但當發現教會在這方面有影響力時，便再次回來製造事端。 

事實上，所有人也懂得假裝悔改，因為只需說幾句謊言而已。 

但當弟兄姊妹在逃難的時候，已沒有心力應付身旁的「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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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們真的相信，便叫他們自己北上逃難。 

過程中，弟兄姊妹只能和一些未信主、或已信主的人一起北上逃難， 

否則，反有機會將自己置於死地。 

 

弟兄姊妹千萬不要抱著這種心態，「雖然他們離開了教會，但仍可和我們一起北上」， 

但他們其實想謀害你的命。因為，我們無法想像，某些人的仇恨程度和他們內心所想的事情。 

他們可能只是帶著「害命」的心態，也不足為奇，所以，不應接納他們一起北上。 

與其憐憫他們，倒不如愛那些連聽褔音的機會也沒有的人， 

而不是愛那些糟蹋福音、踐踏主耶穌寶血的人，那時，他們是不值得我們冒險幫助的。 

 

 

 

要是他們真的相信，可以自己組隊北上。 

但我們只會以最安全的方式，幫助仍未信主，或現時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最主要的理由是，當我們北上後，仍然希望能夠傳福音，把褔音傳遍地極。 

但那些在災難時才回轉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這種心態，由始至終，他們都只是自私的一群。 

當他們北上後，或者會稱自己已經悔改了，但當有機會時，他們仍然會出賣別人。 

因為大家的目標根本不同，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那個時候才悔改的人，我們其實是冒著生命危險相信他們， 

因為他們一定不是在一個純正的動機下回轉。 

 

但那些人所謂的回轉，也是出於自私！北上後，他們也會因為自私，而出賣身邊的任何一人。 

所以，我們所要做的，便是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真正回轉、在教會裡事奉、幫忙、愛主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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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問題二十：未來的太陽風如此強烈，我們會否鼓勵弟兄姊妹，要首先造好以太陽能板接收能源的方

式？ 

 

答﹕如果在北上後，他們能夠找到太陽能板，固然是一件好事， 

否則，便需要留意當時社會的文明還剩下多少。 

 

 

 

在 1 月 29 日的 Web Bot 中留下了伏線，提及不同種類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大題目，所以，我會留待之後分享時，才慢慢和大家討論。 

 

總而言之，我們上次所預備的，這次也需要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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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當地後，再使用附近的資源，這是暫時最簡單的方法。 

一些我們未曾使用過的資源，如果想到那時才運用的話，花巧成份會較重，實際應用上卻未必有用，

無法用作救命用途。 

 

第四章：總結 

最後一點，我拿這些資料出來討論的原因， 

是任何時間亦要不斷回想，我們是一所熟讀神話語的教會，我們的立場是甚麼？ 

從這點的討論中，我們的立場更加鮮明了。 

 

因為若面對著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立場， 

那麼，世上應沒有甚麼事情，是我們會不清楚立場的。 

那立場就是，現今世上所有問題，為何將有一天，會以大復興、神的家來解決？ 

甚至我們可以給予他們答案？ 

因為如今我們看到的所有事情，包括陰謀論，有許多人希望以不同方法來作出抵抗，他們會選擇用

OWS 佔領華爾街運動、YouTube 或是其他方法來希望解決問題，更甚至會有人激動得想要殺掉共濟

會（Freemason）成員，以這些激烈的方式解決問題。 

 

但事實上，這並不可行。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單是去研究聖經是無濟於事的， 

要去追殺、毀掉共濟會才可把問題解決。 

 

其實他們完全錯了，因為現今全球所走的動向，都在告訴我們， 

其實，過往數百年中，不論美國的兩個政黨，或是全世界的政治。 

把所有事情弄得一塌糊塗，全世界至終開始發現，共濟會已漸漸統管了全世界。 

甚至中國政要所寫的書亦提及這事，指出他們是統治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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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看到全球被弄得一塌糊塗，就連美國的基督徒亦不能解決這事情，就只因一個理由。就是

他們嘗試以政治來解決國家信仰上的問題。 

 

 

 

其實，我們所說的陰謀論，根本就是信仰上的問題。 

他們一直以來失敗的原因，是他們企圖以政治來解決信仰上的問題， 

但是，哪有政治家可以戰勝魔鬼呢？ 

他們一直失敗的原因，就因為他們一直以政治，或是其他手段來解決國家的信仰問題。 

事實上，現時中國、美國所有的問題，歸根究底是甚麼？就是信仰上的問題。 

 

共濟會一直以來都以十分聰明的方法，使教會和各州的政策分開、割離，使他們不能以信仰解決國

家的信仰問題。因此，美國基督徒從不會參與政治，完全不以信仰解決政治上的信仰問題。 

 

 

 

影片：國家衰敗從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宗教問題 

共濟會（Freemason），「自由石匠」的意思。追索他們信念的根源，可以遠至神秘的巴比倫宗教。就

是舊約時代，建立巴比倫的寧錄。 

 

創世記 10 章 8 至 9 節：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 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

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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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亦是他提議建造巴別塔，藉此背叛耶和華。 

 

創世記 11 章 3 至 4 節： 

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做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

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後來，神變亂他們的口音，讓他們分散全地，計劃才不能成功。這就是 Freemason 的由來，他們承

繼寧錄的遺志，決意成為一班不被耶和華所監管、不被聖經所約束，一班真正「自由」的「石匠」，

建立自己的巴別塔，更以自己成為自己的神，並統管全地，擁有真正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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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整個計劃，由 17 世紀開始於蘇格蘭、英國發展至今，從未停止過。他們伴隨那班清教徒、監犯、嚮

往自由的人到達美國這片土地。由於他們是富商、學識之士，因此，慢慢成為美國的領袖，整片土

地的工程師。 

 

從他們為城市所起的名字、規劃首都的設計，參照火星 Cydonia、國會大廈的裝飾、華盛頓紀念碑的

設計等，不難發現這班「自由石匠」對宗教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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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雖然宣稱以基督教立國，但是，二百多年以來，他們所推行給全世界的信念， 

並不是「傳天國福音，神權掌管」，而是與這班「自由石匠」轅出一轍，就是離開耶和華的束縛， 

自己作自己的神，這就是「民主」、「自由」、「共容」的理念。 

 

近代所參加的每一場戰爭，包括韓戰、越戰、攻打巴拿馬、伊拉克、阿富汗、甚至將要軍事介入的

敘利亞及伊朗。每一次也是為著別國的人民爭取「民主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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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採取的方式，卻是血流成河的軍事方法。 

 

 

 

他們一方面讓人推崇「民主」、「自由」，讓大眾決定自己的去向。但事實上，在另一方面，他們藉著

製造問題 ── 演繹問題 ── 提供答案的方程式，不斷主宰著人民的決定和走向；讓人民如羊群

一般自願走進他們預設的方向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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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屆的總統也是 Freemason 或骷髏會成員，以及一元美金的圖案可以得知，他們是百分百的宗教

狂熱者，只不過，他們所相信的，並不是基督教而已。並且，他們二百多年的計劃，新世界秩序亦

將會在今年出現。 

 

 

 

 

至於普羅大眾，以為以民主政治，藉著投票、議會更替等方式，可以解決國家的政治、經濟、民生

問題。其實，他們正正走進 Freemason 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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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民主從來不是解決國家的問題的良方。 

美國落在現時的境況，債台高築、走進敵基督法西斯極權， 

從以色列的歷史可總結得知，壓根兒是因為離棄神。 

 

 

 

耶利米書 17 章 5 至 8 節：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人有禍了。因他必像 沙漠的杜松，不

見福樂來到，卻要住曠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靠的，那人有福

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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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中國社會亦面對著不同的問題，例如官員貪污腐敗、缺乏社會良知，出現見死不救的慘劇；

甚至為錢不惜製造各種假食品、假藥品的出現等。所謂解決辦法，同樣，並不是單單讓人民溫飽、

進行教育，甚至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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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底，若返回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一個「無神論的國家」是否認知自己已離棄耶和華這位創

造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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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志下 7 章 14 至 15 節：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

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而他們以政治來解決信仰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因為，現時所有陰謀論，都是源自一群人把自己奉獻給魔鬼， 

相信 UFO、Raphaim、並以活生生的人獻祭、911 事件、 

並且，他們對著獵户座做了很多事情，這一切全都是信仰上的問題，並不是政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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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啟示錄》告訴我們，當時的但以理和約瑟，是以信仰解決那國家的問題， 

並不是以政治解決。約瑟本來只是一位囚犯，哪來甚麼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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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時我們教導的《啟示錄》，並當中所分享的夢便可見，甚至神已用「48 小時審判」來提醒我們。 

 

Rick Joyner 在 2 月 2 日刊登的預言，他親口說，他發現現時美國很多的災難，其實是與美國如何對

待以色列有關。縱使他並不知何謂「48 小時審判」，但他亦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到， 

我們所說的政治問題根本不是政治問題，這些人想以政治方式解決的，一直也只是信仰問題。 

 

因此，我們要研究聖經，並要知道神的心意， 

因為，只有我們才可以完全解決這些問題。 

 

 

 

若要以政治解決，從過往數百年歷史中，已經知道是解決不了， 

甚至事情會變得更為嚴重，因為單以政治上的手段，是沒有人可以戰勝撒但。 

但在信仰上，卻沒有人可以勝過神。 

 

在但以理時的尼布甲尼撒王、約瑟時代的法老，他們都是以信仰解決了當時的問題。 

事實上，在這些事發生過後，不論是尼布甲尼撒王還是法老，他們都會尊重這宰相的信仰，因為他

們知道那不是政治上的手段，而是信仰上的威力。這就是為何我們要研究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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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對這些信息諸多批評、厭棄的人，至終都只會踏上絕路， 

不管他是議員還是政要，最後都只會是死路一條， 

因為只有以信仰的方法，才可以解決現時世界上所發生的問題。 

這便是《啟示錄》寫成的原因，亦是《啟示錄》說明給我們知道， 

末後日子真正的復興，是從這樣的品質、層次中出來的。 

 

 

 

如我所說，將來的社會，是會由「夢」來重新架構的， 

而我亦曾說，末後日子神的榮耀會充滿遍地，當中兩個最大的特徵是異象和異夢。 

因此，神以夢來將問題解決，並重新架構社會的架構， 

其實是神榮耀推動的現象，因此我們更須知道我們的立場， 

知道將要發生的事，以及為何會如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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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每一位也對三個人說：「我會運用信仰，解決我人生中所有問題。」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