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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4 年 11 月 9 日分享 

第一章：Freemason 以民主去控制國家的方式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號外篇。最近，主日其中一輯分析「佔中事件」的短片，當上

傳到 YouTube 後，在短時間內，成為很多人談論的對象及社會的焦點，因此，2014 年 10 月 24 日，

日華牧師錄製了這篇號外信息。 

 

 

 

雖然，「2012 信息」已經分享了好幾年，前瞻地預告了很多災難發生，可是，香港人並不理會，直

至今次的佔中事件，人們才發覺「2012 信息」的真實性。其實，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信息，往往具有

前瞻性，例如早年牧師曾教導弟兄姊妹不要借貸，但數年後，才突然出現樓市大瀉的情況；又例如

牧師分享「雙氧水療法」後，香港就爆發了沙士、豬流感等各樣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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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牧師才分享了人性兩極化現象，並且教會拍攝了電影《瑪雅怨曲》，讓人們知道將會出現的

全球走勢。現時的「佔中事件」，正正反映出人性兩極化，甚至一間公司內，不同意見的人，也出現

「Unfriend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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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輯佔中短片於 10 月 21 日開始被人留意，弟兄姊妹都重複說：「我們是約瑟出監了！」但原來「約

瑟民眾」信息及「雙氧水事件」已距今 18 年。在 18 年前，即 199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天，原來與

18 年後「佔中事件分析」短片上載的時間是同一天，18 年前的同一天，牧師正是分享第一篇「約瑟

民眾」信息，這種巧合實在是不可思議。並且，於約瑟時代出現「君王來就光」的現象，亦開始發

生了。 

 

 

 

而短片點擊率到達 50 萬時，就是 10 月 21 日，距離 4794 的第一天，即 1996 年 7 月 21 日，相差是

6,666 日。這是另一個驚人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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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牧師之所以分享「約瑟民眾」，就是由於他在上一篇分享了 Paul Cain 預言關於新族類的特性。

當日華牧師重聽的時候，卻發現當中的特徵，卻是發生在 18 年後的錫安教會身上。例如 Paul Cain

談及，新族類於講道中分享的事件，很快就會在世界發生。而當我們開始分享「2012 信息」這套信

息時，正正有這個特性。 

 

此外，Paul Cain 亦提及，新族類不像上一代那樣，他們不需要透過傳媒或政要的幫助，才能去喚醒

整個世代。對於 18 年前沒有 YouTube 及 Facebook 的年代，這看似不可能發生，但今天，「佔中事件

分析」短片，也是沒有藉著任何政要和傳媒的幫助。 

 

此外，於該篇談及 Paul Cain 預言的主日分享時，在總結部分，日華牧師引用《詩篇‧138 篇》的概

念，就是神看重祂的話，過於祂的名聲。歷代歷世以來，雖然神不時讓自己的名字被人羞辱、恥笑、

褻瀆，但神卻是以祂的話為先。因為神審判人，不是針對他們的名譽，而是他們有否遵行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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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要求我們放棄自己的名譽，甚至甘於被打壓，如果在這情況下，仍堅守神的話，直到有一

天，神會把名聲重新交給我們，但那時，就如摩西的日子，就是十災、審判的時間。因為神要再一

次榮耀自己的名字，所以，祂使法老的心剛硬，讓十災可以臨到。因此，我們經歷 6666 天被打壓的

時間，就是神察看我們究竟有沒有把祂的話放於高過自己的榮譽和地位之上。 

 

到今年年初，日華牧師發現，每年的逾越節，錫安教會都要接受不斷的磨鍊，像被釘上十字架一樣。

而按照神預言的原則，當今年我們發現神這個行事樣式時，那麼，這種磨鍊應該會結束，並且，約

瑟要出監了。因為神帶來了一個又一個的印證。 

 

例如在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上載佔中影片到 YouTube 外；2013 年 10 月 20 日，日華牧師開始分享

自傳「回憶栽種恩」；加上 18 年前，教會於 10 月 20 日開始分享「約瑟民眾」。神這麼安排，就是要

印證我們是約瑟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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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到今年 10 月尾，電影《星際啟示錄》將要上畫，街頭巷尾也可以見到這齣電影的海報。這齣

電影不論是其中、英文名，也是與近幾年主日分享「星際啟示錄」的名字相同。因此，神像是於 10

月 20 日把名聲復還給我們。 

 

而另一個巧合：這齣電影的美國首播日期是 2014 年 11 月 7 日。而主日「星際啟示錄」的首播日期，

也是 2010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因此，不論電影名字相同，首播日期亦相同。這更加證明是神掌管

所有事情，就如祂帶領摩西一般，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而這個「星際啟示錄」的印證，就是讓我們知道，這套信息是神給予我們的，是一個所羅門王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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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的信息。就如一個礦藏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同樣地，神給予我們《聖經》的奧秘，就是

《聖經》中的寶藏。因為如果沒有這套信息，我們也不能如約瑟般出監。而錫安教會，也會如約瑟

一樣，以秘密揭示者的形態，出現在香港人面前。 

 

再者，Bob Jones 臨死前的最後一個預言提及秋天，蘋果樹終於開花結果。而我們身處的時間，正值

秋天。而蘋果則代表和平之君（Peace Maker）。並且 Bob Jones 亦提及，這班新族類擁有「前所未有」

的武器，威力大得連他也不敢去觸摸。 

 

從這篇預言中，我們就知道這個武器是甚麼。因「和平之君」及「蘋果」，就是形容所羅門，這個武

器就是所羅門級數的智慧，這亦是 4794 當中，Bob Jones 所預言的「榮耀列車」，就是神會在最後幾

年，將歷代歷世智慧（wisdom of ages）交給新族類。 

 

因此，我們手上的武器，就是這幾年間分享的智慧信息，足以為神取得一座城。可是，光是擁有這

武器是不足夠的，我們還要熟練這些武器，就如所羅門王一樣，他一生中，最大威力的武器就是他

的智慧。 

 

 

 

我們亦可以如 Bob Jones 的預言所講的成為接班人。如 Bob Jones 一樣，他的預言應驗在他們的時代，

來震撼他們的城市。同樣，我們「佔中事件分析」短片所帶出的預言，亦正在震撼眾多的香港人，

很多傳媒報章亦引用當中的內容。而到最終，神所給予我們的這個寶藏將會改變中國。 

 

在 18 年前，我們被屈枉，但 18 年後，卻剛好相反。而 6666 及 4794 更讓我們知道，神的帶領是一

日也沒有偏差。雖然我們被屈枉，但當我們選擇行神的話，有一天，當我們的名聲回復後，便完結

了神這個程序。再接下來，就是神的審判開始，就是「2012 信息」的內容將要不斷應驗。現今就是

完結了逾越節，開始應驗吹角節、神審判、披麻蒙灰日、贖罪日和住棚節的時間。 

 

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參與在其中，因為弟兄姊妹過去多年所撒出的種子，將要在親戚、朋友、同

事上開花發芽，他們會驚覺，我們比他們聰明得多，並且，所說的事情亦非常真實。因此，按照神

給予我們的方向，我們會在互聯網絡世界做跟進的工作。陸續發佈一些很重要的短片，讓人們去觀

看。甚至翻譯成英語，讓全世界的人也看得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也務必盡自己的一份，去將這些信

息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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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ot 其實一早也有提及，在將來的世界，很多人會在 YouTube 或網絡上去學習生活和做人的方式。

因此，弟兄姊妹應訂閱教會 ZionDaily 的 YouTube 頻道，並且教導身邊的人和朋友也去訂閱。這是

讓他們在將來的變幻中，最直接得到幫助和提示的方法。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號外篇。 

 

第一章：Freemason 以民主去控制國家的方式 

今次，我分享這個重點的原因，是讓大家知道，究竟我們正處身於什麼時空、什麼光境中呢？這就

是「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的日子。這也是神所等候、所栽種，讓我們從磨鍊中，能經歷祂曾經

歷、行事的原則。 

 

除了讓大家知道自己的時空外，今天，我也會分享到，身為你們的牧師，我希望藉著這篇信息， 

讓大家知道我的看法 ── 就是如何以智慧理解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藉此，我分析了幾點： 

 

第一，為什麼我們能夠輕易找到美國利用對付烏克蘭的手段來對付香港呢？理由很簡單，因在全世

界裡，雖然許多人修讀政治，但是，許多時候，他們對政治的認識，尤其是對民主的認識，根本及

不上美國。美國對民主熟悉到一個階段，知道怎樣利用民主去壟斷許多國家。 

 

 

 

首先，民主的設立，最早是由柏拉圖、蘇格拉底所提出民主的概念。但最終他們都否定民主，因為

他們都知道，民主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可是，現今許多修讀政治的人卻不知道這缺憾。 

 

影片：柏拉圖及蘇格拉底的民主論 

蘇格拉底（Socrates，主前 469 年－主前 399 年）古希臘哲學家和學生柏拉圖（Plato，主前 427 年－

主前 347 年）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主前 384－主前 322）被並稱為「希臘三哲人」，

史稱「西方三聖賢」，他們被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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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沒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由學生柏拉圖所記載，柏拉圖在《對話》一書中，記載了蘇

格拉底在倫理學上的貢獻。 

 

柏拉圖出身於雅典貴族家庭（An aristocratic Athenian family），自幼擁有出色的學習能力和出眾的才

華， 於 20 歲時拜蘇格拉底為師，跟他學習了 10 年，直到主前 399 年，蘇格拉底受當時古希臘所謂

的「民主制度」審訊，被判死刑，柏拉圖因此對當時的政治體制徹底絕望，於是開始遊遍意大利半

島及地中海周遭的地方，以尋求知識。 

 

約主前 387 年結束旅遊返回雅典，並創立了學校—即著名的柏拉圖學院，這所學院成為西方文明中，

最早擁有完整組織架構的高等學府（Academy），後世的高等學術機構也因此而得名，學院開設四門

課程：數學、天文、音樂、哲學。 

 

柏拉圖留下了許多著作，大多以對話體寫成，常被後人引用的有：《辯訴篇》、《曼諾篇》、《理想國》、

《智者篇》、《法律篇》等。至於《理想國》是他最為廣傳和著名的代表作。《理想國》涉及柏拉圖各

方面的思想體系，包括：哲學、倫理、教育、文藝、政治等內容，主要是探討理想國家的問題。 

「民主」（Democracy）理論成為一種政體的概念。 

 

只是，古時代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反對「民主政體」，柏拉圖不相信富裕人的統治，同樣地對普通

市民治理雅典這樣的城市亦毫無信心。在他看來，富裕的人主要考慮的是他們的特殊利益。在短暫

的執政期間，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利益而對抗大多數普通民眾時，他們表現出自己是怎樣為所欲為。 

另一方面，對柏拉圖而言，大部分人的統治（即所謂「民主制度」）也不是一種政治良藥。因為普通

民眾太容易被野心家，以情緒化和欺騙性的花言巧語所左右。畢竟，當時出現災難性的伯羅奔尼薩

斯戰爭（Peloponnesian War），也是由普通民眾一次又一次的投票通過，當中縱容了無數的違法和暴

行。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10 

其實，柏拉圖心中至善的城邦，不過是空想的「烏托邦」。他認為：縱然理想的國家還不能真實存在，

但它卻是唯一真實的國家，現存的國家都應向它看齊，即使不能完全相同，也應爭取相似。這就是

柏拉圖對他認為的理想國家所持的態度。 

 

柏拉圖曾被邀請到敘拉古（Syracuse）作訪問和講學，是希望敘拉古的統治者能夠實施他所設計的憲

法和政體（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除《理想國》之外，柏拉圖亦有兩本政治著作：《政治家》

“The Statesman”與《法律篇》“The Laws”，後世認為《法律篇》所談及的是柏拉圖心中次於《理想國》

的理想國家。 

 

柏拉圖死後，他所創立的學院由門徒主持，代代相傳，存在了數世紀之久。而且，其學院派對後世

的思想影響甚大。 

 

因此，民主被 Freemason 歷代歷世以來所利用。Freemason 知道，無論你用多少百年去建立，只要他

們擁有足夠的金錢和權勢，便可在剎那間，即二十四小時內，把任何一個地方的民主變成假民主，

這正是共濟會所發現的秘密。而今次，我會慢慢跟大家分析，當中一個又一個步驟。 

 

首先，其實共濟會十分熟習民主的概念，所以，他們知道，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是充滿多少矛盾，

但最可怕的是，即使成功爭取後，也絕對會被他們操控。舉例：為甚麼烏克蘭會出現這些變動？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共和國的概念以及它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每一個實行共和的國家，無論是中

國或美國，他們都是為了製造一個公平並合理的國家，並且整個國家的人民都在互相依賴生存、互

相協助成長，而民主就是達成這目的的其中一個手段，但是，民主這種手段，永遠不能超越憲法和

法律，否則，它便會變成「民主暴政」。 

 

   

 

烏克蘭很明顯出現了這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們讓民主超越憲法和共和國，於是，就變成民主暴政。

烏克蘭內部其實已經輕易製造了假民主，有很多證據證明，美國大灑金錢進入其他國家以推動民主，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你不理解這概念，以為「民主萬歲」，便會製造民主暴政。 

 

你會好奇，為甚麼每次民主暴政出現，他們都會利用學生？原因十分簡單，因為學生不會是製造暴

政最厲害的那班人，他們只是發起人，他們發起運動之後，等到那件事讓農民接手又會怎樣？你看

看俄羅斯以前是怎樣？看看中國以前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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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由學生發起，跟著給農民接手，你便知道什麼才是真正民主暴政。因為那時的人會想：既然學生

也能與警察及軍隊抗爭，我們是農民，工人，我怎會做不到？因此，很多國家為了和平，他們會製

造憲法，法律，因他們不想變回野蠻人般，出現危機（chaos），那種傷害、敗壞和傷痕是非常大的！ 

 

 

 

影片：共和與民主的意義（佔中事件分析） 

近日在香港出現的「佔領中環」運動，始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深夜，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

聯」和「學民思潮」等香港學生組織主導，目的是反對香港政府所提出的普選方案，以及由中國人

民代表大會設下的 2017 年香港普選框架，爭取行政長官選舉的公民提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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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運動，以一批學生衝入香港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作為開端，學生集結於警方封閉的公民廣場

後，再不斷延伸至金鐘多條街道。集會開始後，另一爭取普選的大型政治運動 ── 「佔領中環」，

亦相繼宣布開始。此後，示威規模逐漸擴大至中環、銅鑼灣、旺角等其他地區。 

 

 

 

這次運動的核心爭論點之一，是有關 2017 年香港特區首長的普選方式，是否有真民主，民主派所爭

取的又是否合乎《基本法》。但是，甚麼是普選？甚麼是民主呢？要了解甚麼是普選，先要了解甚麼

是民主；要了解何為民主，便先要了解何為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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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這觀念和實體已有數千年歷史。「國家」是指一個特定土地疆界內，宣稱擁有這土地的一個

人、一群人或國土內的所有人，就是一個國家。歷史上，大部分國家都由皇帝領導，即是一個人或

一個家族專政，他們擁有各種權力，包括：政治、法律、軍事、文化，甚至掌握人民的生死之權。

但隨著人類的意識不斷演進，正如日華牧師曾在 2010 年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之瑪雅年曆」信

息中提及，人類的意識由創世以來不斷演進，由慢變快、簡單變複雜、由強調整體意識，逐漸變為

現代的個人化。 

 

當中，個人意識不斷地提高。近數百年的社會，開始出現了共和國，例如：1789 年法國大革命所產

生的法國共和國，1776 年的美國獨立。現時，大部分國家都自稱共和國，即使是有君主的國家，亦

是以君主立憲方式實施共和的政體。 

 

 

 

「君主立憲」是指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務上

的共和，例如：1215 年，英國訂立大憲章，成了一個共和政體的君主立憲國家。 

 

「共和」或「共和國」又是甚麼？與以往君主全權領導的國家又有甚麼分別呢？「共和國」是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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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內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國家是藉著社會中不同階層，包括：君主、貴族、富人、平民等

共同協商，產生和平，並且承認大家都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共同維繫這個國家。而國家的所有資

源都是國民共同擁有的，這就是共和國 

 

但怎樣能夠達到「共和」呢？這需要有一個所有人都認同、遵守，以及不能隨意更改的「憲法」。 

 

 

 

「憲法」即根本法，亦稱憲章或憲制文件，是一個國家、地區、自治地區、聯邦制國家州份最基本

的法律。例如：香港是中國政府容許下，一國兩制的自治城市，而《基本法》就是香港的憲法，跟

中國的憲法是有分別的。 

 

所有法律都本於《基本法》，及由《基本法》衍生，亦不可以違反《基本法》。香港人基本上是沒有

修改《基本法》的權利，若有任何修訂都必需得到全中國各地的人民代表大會，經投票決定後才可

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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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中國古人所言「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是這一種概念的雛形，在憲法和法律面前，皇帝與

平民都相同。在憲法面前，所有人包括：君主、貴族、領袖、平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可以違

反憲法，如有違反憲法者，必定會被國家的執法者和法院懲治。在憲法面前君主與平民是一樣的，

這就是人人平等的意思，並不是財富甚或權力的平等。所以，一個有憲法的國家，亦可以存在君主

和貴族，總統也有一定的特權。 

 

所以，一個沒有民主普選的國家，亦可以是一個共和國，例如：美國在 1776 年建國初期也沒有普選，

直至 13 年後才有第一次總統選舉。但時至今天，美國的總統也不是直接由人民一人一票的「普選」

產生，而是間接地由代表人民的「選舉人」投票，而現時，其總統選舉基本上已由民主與共和兩黨

壟斷了。 

 

另外，英國在 1215 年有了「大憲章」後，亦不是立即有「普選」，此後的 600 多年，即 1832 年前，

大選選舉權仍極其苛刻，國家亦由貴族主導，直至 1918 年才開始有全民國會選舉。又例如：中華民

國於 1911 年成立，而「民國」就是「共和國」的意思，是由人民所組成。直至 1996 年，台灣的中

華民國才出現第一次總統普選。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建國時，同樣以共和國自居，國家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意思是所有國家的重要決策，都由全國的人民代表和平及平等地共同協商，但事實上中國只有一個

執政黨，就是共產黨。 

 

所以，一個共和政體不一定是由普選式民主所產生，只要領導者，包括：君主、總統或議會，是以

服務全體人民為目標，並且不會作出違反憲法的決定，甚至連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以往

亦常把「為人民服務」掛在嘴邊，就是個意思了。因為，若當中的領導者，不是把國家的所有資源、

權力和武力，用來滿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或保障自己的特權，而是用來服務和保護國家的人民，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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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民主，都符合「共和」的原則。 

 

但從歷史上來看，一般共和國發展至一個成熟階段，都會步向以人民選舉方式，甚或是全民普選方

式選舉國內的領導階層，如：市長、州長、議員和總統等，因為這是體現共和最合理的方式之一。

但要達到這一步，必須符合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全體人民基本上都願意承認自己是共和國的一部分，

並且願意和其他人一同維護國家的和平、統一。因為，若果有部分人並不願意國家統一，甚至想分

裂國土，民主便會破壞「共和」，而民主是不可以高於共和的，因為民主是達至共和的方式，並不是

用來破壞任何事情。 

 

只有當國家的人民，普遍都有較成熟的思維，了解到自己身為一個國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不會為

一己私利，投票選出與國家整體利益為敵的人。就好像歷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因國

民急於解決經濟問題，盲目相信一個只是藉「民粹主義」欺騙他們的希特拉，結果因著各種「偽旗

行動」的恐嚇、謊言，及不切實際的民族夢想，使希特拉以民主普選方式，成為德國總統，並把德

國帶進萬劫不復的深淵之中。 

 

所以，在共和的前提下，是要藉憲法保障國家，不會出現二戰時期納粹德國的「民主暴政」。「民主

暴政」意指國家中的大多數人，被少數陰謀者煽動，以「少數服從多數」為藉口，用民主名義，違

反憲法、犯法、不道德或不合人倫的方式，迫使國內其他人就範，以多數人認為正確的事情把法律

推翻，做自己喜歡的事。 

 

例如：納粹德國時期，德國人所選的希特拉，帶領人民排斥猶太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民

主」之名騎劫了共和國的權力，其實這是一種「假民主」；再舉另一例子，中國 60 年代的「文化大

革命」，「四人幫」煽動國內數以百萬計的學生成為紅衛兵，以暴民方式打擊異己分子，亦是另一鮮

明的「民主暴政」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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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今發生在香港的「佔中事件」，參與者以霸佔香港主要交通和經濟樞紐道路，迫使政府妥協，以

暴力對抗警方執法清場，無視對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甚至破壞香港經濟亦在所不惜，這都可

以看見「民主暴政」的影子。所以，一個共和國的憲法，會授予當權者或政府權力，可以在國家的

共和政體受到挑戰時，例如：外敵入侵、內部分裂或出現暴動等集體違法事件時，把「民主和自由」

暫時局部中止。實施「國家安全法」、「緊急法令」或「總統行政命令」等，使當權者有絕對權力把

事件平息，令國家的共和與民主政體恢復秩序。 

 

因為，當一個國家不能「共和」，民主又變成破壞共和的手段時，民主就完全失去其意義。因為民主

是達到共和的一種工具，沒有共和，就沒有民主。 

 

以烏克蘭為例，現時烏克蘭部分人是親美國，而另一部分則是親俄羅斯。普選最終只會令國家分裂，

甚至產生現今的內戰。又例如泰國，現時泰國分裂為紅衫軍和黃衫軍，每一次總統選舉不論是哪一

方勝出，對方都會以佔領街頭，甚或是暴力，迫使對方的政府癱瘓甚至下台，一直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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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911 事件」發生後的十多年間，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聲稱幫助他們建立民主政體，

又在中東各國推動所謂的「茉莉花民主革命」。但結果只是帶來了「民主暴政」、暴民式統治，暴力

事件沒完沒了，只要有一群人認為政府不合己意，便以武力推翻，國家的共和與法治被嚴重破壞，

重建之日遙遙無期，但背後的黑手 —— 美國，卻坐收漁人之利，不斷蠶食這些國家的資源。 

 

再看中國，中國現時某些地區，如西藏和新疆，當地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都較低。所以，

如果出現普選式民主，很可能無法維持現今的國家統一。 

 

 

 

所以，綜觀現今香港的情況，如果民眾都不認同祖國，甚至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處處與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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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作對，而不認清一國兩制的權利和義務，甚至以推翻中國政府為己任。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民

主只會帶來國家分裂，普選出來的特首和議員極可能處處都和中央作對，甚至公投獨立，與國家整

體分裂，這樣的民主是完全失去意義，因為沒有國家，民主亦無用武之地，因為，若香港失去中國

成為主權國，香港不但不能保護自己，亦沒有這種能力，最終只會淪為「外國勢力」的傀儡和奴隸。 

 

對於擅長以「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製造「偽旗行動」，如「911 事件」和眾多恐怖襲擊

事件，藉恐懼來控制民眾意向和選票的 Freemason 而言，他們並不怕民主，因為，民眾會如羊羔一

樣被他們藉傳媒所製造的輿論和恐慌，接受 Freemason 所提供的答案。 

 

另外，民主亦會因人的罪性和自私，而不斷把合乎《聖經》、道德、人倫，及先祖所相傳的法律不斷

修改，成為了不法的「假民主」，引入容許墮胎和同性戀等不合倫理道德的法律，亦把國家的經濟，

完全浪費在不願意付出和生產的人手中。 

 

然而，只有真正接受《聖經》權威的基督徒，才是對抗這等「假民主」的中流砥柱。因為愛主的基

督徒會以《聖經》為一切的最高權威，而世上很多西方國家的法律精神最早是來自《聖經》，所以一

個擁有一群愛主的基督徒的國家，普通都是憲法的擁護者。 

 

至於其他宗教，面對「民主暴政」，必然會在群眾壓力下就範，因為其他的宗教，普遍都沒有這種守

護憲法的精神，對美國的 Freemason 而言：所有擁有假民主的國家都一定能夠被他們控制！ 

 

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聖經》預言敵基督最終一定會毀滅聖徒，喝醉聖徒的血，因為這樣才能夠

把他們獨裁極權的暴政推行全世界。 

 

啟示錄 17 章 6 節：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他，就大大的希奇。」 

 

事實上，美國會主動引發民主暴政，因為美國絕對知道一個國家要經過 200 年才可進到她的階段，

並清楚知道，這 200 年當中你會經歷的所有事。 

 

首先，即使民主暴政後得到人民想要的民主，這個城市，國家，下一步便要重建。如果重建的話，

全世界最有錢的是銀行家，美國也是這樣，它會借美金給你。不過，他們只是開動印紙幣的機器，

每張花 1 仙印製的紙幣，給你便值 100 美金一張。我說的是每張用 1 仙，印製 100 美元給你，然後

跟你說：「我印製了所有美元給你這個城市，你必須接受，並且在二十年內跟我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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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借錢後，當然要還利息，但你所歸還的利息，全都不能以美元去償還，而是用

你的資源、土地去償還給我。」 

 

 

 

這樣，美國便能白白的得到別人的資源、鑽石礦、石油。現在我們便明白，美國正在烏克蘭耍這個

把戲。烏克蘭要在二十年內，以借錢度日才能重建，可是，他們二十年後的民主，換來的卻是一生

的奴役，他們世世代代都是欠債的。 

 

然而，美國付出的，就只是派出一批人去製造動盪，美國用了很多金錢去送出民主，送出了民主後

便印製很多美鈔，別人印製的紙幣是假的，美國印製的才是真實的。可是，這些金錢不會歸回美國

的，他們早已簽定了條約，這些金錢只可以成為外匯，但不能回歸美國。 

 

影片：美國式民主革命在世界多國所產生的破壞性後果 

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錫安教會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之號外篇，日華牧師繼續分享「香港佔

中事件的分析」。 

 

美國是現今世界，無論在科技、經濟、軍事，甚至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第一的領導者。世上很多人

都以美國為模範，甚至以美國的民主為「普世價值」。美國過去由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已自視為世

界警察，每每對一些他們稱為不民主的國家，都以聲稱幫助該國人民，從暴政獨裁中得到民主和自

由為藉口，進行軍事入侵。亦無數次以民主為理由，幫助這些國家國內的反對派，甚至以間諜建立

反對派，以軍事或民眾運動方式，推翻原有的政權，成立親美的所謂「民主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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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民亦渴望得到普選的權利之後，可以為自己帶來幸福，因為可以當家作主，有選票在手，可以

選立自己喜歡的領袖，不用再聽從權威式領袖的指揮，也可更換不恰當的領導層。以美國成為模範，

幻想得到美式民主後，就會得到如美國一樣的繁榮和強大。 

 

這一切看來都似乎非常美滿，但事實又是否如此呢？當美國和西方國家，幫助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得

到政權後，又是否真的步向美國向他們承諾的「美國式民主夢」呢？ 

 

由錫安教會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上載到 YouTube 頻道的短片：「2012 榮耀盼望 Vol.244 香港佔中

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裡面已經指出，美國在 2001 年發生「911 事件」後，

以國家安全和打擊恐怖分子為理由，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當時已計劃在中東多個國家，策動以民

主、人權和自由為口號的革命運動，即著名的「阿拉伯之春」，推翻多個中東回教國家的政權。 

 

 

 

但事實上，這些國家在革命結束後，並未得到革命運動中所承諾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相反，每個

國家都陷入了經濟崩潰，沒完沒了的暴動和暴力事件，無日無之的示威，混亂的社會狀況。無政府

狀態，不斷更替的政權，內戰連連，死傷無數，國內矛盾和仇恨日增。 

 

而國家在戰爭和暴亂的摧殘下，重建之日遙遙無期，莫說要變成另一個美國，簡直就是民不聊生。 

不單富人都失去了所有財富，窮人也一無所有。讓我們看看這些在美國支援下，得到所謂民主的國

家，現時活在何等可怕的光景。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22 

 

 

且看伊拉克：美國曾在 1991 年沙漠風暴和 2003 年反恐戰爭，兩次攻打伊拉克，2003 年更成功地完

全推翻侯賽因的獨裁政權，之後由美國所扶植的民主政府接管。從此，伊拉克陷入了 11 年來無止境

的內戰、暴動、經濟崩潰及種族仇殺之中，由 2003 年反恐戰爭完結直到今日，累積的死亡人數，遠

超之前兩次戰爭的總和，並且伊拉克被美國攻佔後，因為國內沒有足夠的石油開採和提煉設施，無

法把石油產品出口，以供應資金給國內重建之用。因此新伊拉克政府，把國內的油田一一拍賣給美

國和歐西的石油大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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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國內卻缺乏石油供應，大部分伊拉克地區每日只能供應 4 至 8 小時的電力。對比侯賽因獨裁統治

時期，國內多是 24 小時供電，並且差不多所有油田和石油工業都由國家擁有，能使國民普遍活在非

常充足和富裕的生活之中。但現今的伊拉克，到處都只是一片頹垣敗瓦。 

 

 

 

再加上近期伊斯蘭國（ISIS）的肆虐，佔領了伊拉克北部的一大片地區，令伊拉克得到所謂民主之

後，國家取而代之卻是分裂、內戰和經濟崩潰的狀態之中，永遠無法回復當日的繁榮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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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大量機密資料流出，指美國攻打伊拉克不單是為了得到油田。前伊拉克政府因石油工業賺得

龐大利潤，而這些錢成了數以百噸計的黃金藏在境內。當然，這些黃金都被美國充公了。而且，由

於伊拉克是古蘇美人遺址的地區，當中烏爾古城的古物，包括無數泥版、大理石建築、黃金古董，

每一件都價值上億美元，但美國卻把伊拉克境內所有古董一掃而空，偷往拍賣，或收歸國有，走私

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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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美國攻打伊拉克真正原因是為了奪取烏爾古城寶藏 

美軍在第二次攻打伊拉克的時候，大家覺得非常奇怪：你攻打伊拉克，不是告訴我們說她有大規模

的毀滅武器嗎？伊拉克的旁邊不是有重要的油田嗎？ 

 

可是美軍為甚麼並沒有把大量的部隊派到油田，不只是把大量的部隊放在交通要塞，她還把大量的

重要的海豹部隊，放到了烏爾古城，而且這個地方任何，重要的軍事人員，包括政治領袖，都要到

這邊來參觀。 

 

大家就非常好奇，烏爾的通天塔，烏爾的古城到底有甚麼，要讓美軍費這麼大的力氣來看守，現在

這個拼圖似乎慢慢出來了。 

 

現在流露在外面，很多的烏爾古城的這種金飾、這種古物越來越多了，而這些古物都在哪裡？ 

竟然都歸美國聯邦政府管轄。 

 

只有這些嗎？我們最近再查下去，更可怕了，原來伊拉克在那一個戰爭期間，損失了數十萬的古物。

好！我們先來看就是，美軍在最近攻伊拉克的期間，除了軍事行動外，似乎也進行了一個不為人知

的大搜刮。 

 

另外，美軍於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以來，在位於巴格達的國家博物館館藏內，總共搶走了多達 3,000

件的古文物，大多數還走私到美國，事隔 10 年後，伊拉克當局要求美方歸還遭搶奪的文物，不過美

方 7 號則是公開向伊拉克表示：只會歸還一半的文物。 

 

事實上，美國海軍在伊拉克期間，的確也發現過大量的黃金，還與大量的金塊一起拍照留念，有人

爬上滿山滿谷的黃金拍照，甚至還要負責將黃金金塊堆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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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 月 19 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到伊拉克，你應該去慰問，然後到前線！是啊！你跑來烏爾

古城通天塔，來這邊幹甚麼？來聽簡報，告訴他這裡……這有甚麼好簡報？這又不是……這裡又不

打仗、又不放武器。對！這裡到底是甚麼？ 

 

現在答案揭曉了，原來烏爾古城裡面，挖出來了這麼多金飾、寶物、古董這種，這都是！你不要看，

這個都價值連城，你知道！這個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跟你簡單講個價值好了，好！1991 年老布什，這 2003 年是小布什搞的，1991 年老布什搞個沙漠

風暴，王宮博物館被搶劫了，後來有人把尼尼微的一個壁雕拿到拍賣場去拍賣，一個壁雕而已，你

知道它賣了多少錢？多少錢？你猜一個數字：1 億？6 億新台幣！ 

 

我覺得我 1 億已經很誇張了，竟然 6 億台幣！6 億多新台幣！6 億還只是個壁雕，你就知道了！多可

怕！一個壁雕拿去拍賣，市場上拍 6 億新台幣，你知道，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這個漂亮吧？漂亮！這個是烏爾王陵上出土的電鍍的黃金頭盔，你看這種雕刻，電鍍雕刻，你

看這種多細膩，幾千年前的電鍍雕刻。對！4400 年前。你看看這個 4400 年前的匕首，你看造的多

精緻！這都烏爾古城的？你看這多精緻！對！這個現在在哪裡？在哪裡？在台灣，現在這個東西都

在台灣，這個要展出，我是這個展覽的代言人。是喔！ 

 

我是這個古文明展覽的代言人，所以我當時就在想：我一定要把這個拿來「關鍵時刻」，給「關鍵時

刻」的觀眾開開眼界，結果展覽的單位說，對不起，不能借！ 

 

為甚麼？為甚麼？我就問，這個東西藏在哪裡？藏在哪裡？藏在美國賓州大學博物館，就問賓州大

學博物館：你為甚麼不借呢？他說對不起，我們只有展覽權，這個東西不是我們的，是人家擺在那

邊讓我們展覽的。 

 

我說，那去問啊！問那個人，他說對不起，沒辦法問，聯邦政府。真的假的？真的！這是美國聯邦

政府的？美國聯邦政府！ 

 

似乎現今的美國跟百多年前，美國聯同八國軍攻打清朝時的中國，立即到故宮及頤和園搜刮一空的

做法完全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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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利比亞： 

北非的利比亞，原本的利比亞並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每次總統選舉，都只有一位候選人，就是卡

達菲自己。雖然由前總統卡達菲以獨裁方式領導，但從前的利比亞，國內政治穩定，國民生活充裕，

福利非常優厚，國內秩序亦井然，甚至成為了全非洲最富有和人口最長壽的國家。 

 

 

 

利比亞在卡達菲時期電力是全免的。嬰兒出生的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五，和美國看齊，可見利比亞的

人民健康水平高。根據世衛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記錄和證實，在卡達菲領導下的利比亞全國都可

以享受免費醫療和教育，甚至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較男性更高，可見國內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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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利比亞北約入侵前，年青人的文盲只有 0.01%，小學入學率為 97% 

甚至，卡達菲亦曾許下諾言，擁有房屋是基本的人權，所有市民購買第一間房屋時會得到政府所給

予的 5 萬美元資助，而餘下的借貸是免息的，因為所有銀行都屬於國家。如果有國民想成為農民，

國家會提供農地和所有的農耕房子、設備、種子和牲畜。所有國民購買車輛會得到 50%的政府津貼。

每位新生嬰孩的母親，會得到政府 5,000 美元的津貼。利比亞卡達菲時期，全國有四分一人口都是

大學生，並且所有大學生畢業後都有失業保障金，金額等同全國收入平均數，而且，會每月提供保

障金直至找到工作。 

 

但自從卡達菲被英美為首的北約推翻後，這些一切美好都已成過去。現時，因為各個派系的權力鬥

爭，利比亞已處於全面內戰邊沿。最大儲油設施被炸毀，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武裝衝

突不斷，各國關閉大使館及撤僑，中國使館亦呼籲同胞撤離利比亞。從照片對比可以看見，現今的

利比亞到處都是廢墟，成了被遺棄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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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又如何？ 

埃及於 2011 年 1 月 25 日，由一群埃及青年號召人民走上街頭，發動大規模示威抗議，要求軍人出

身，執政長達 30 年的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 

 

 

 

2011 年 2 月 11 日，歷時 18 天的街頭混戰，穆巴拉克終於承認他無力控制全國局勢，於是由當時的

埃及副總統出面宣佈穆巴拉克辭職下台。其後埃及進行民主總統普選，穆爾西（Mohamed Morsi）代

表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在 2012 年 6 月的總統選舉中，擊敗代表穆巴拉克政權殘餘

勢力的參選者，贏得這場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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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穆爾西以民選方式上台，但 2013 年 6 月 30 日，埃及人民發起「二次革命」，共計 1,700 萬民眾

走上街頭，創下示威遊行人數最多的記錄，要求他在 7 月 2 日以前下台，否則就不解散。 

穆爾西被軍方罷職後，引發穆爾西支持者的持續示威抗議和嚴重流血衝突事件，埃及社會也面臨著

嚴重的分裂和對立局面。 

 

埃及人民在美國幫助下所策動的茉莉花革命，得到的並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不停的政權更替， 

不停息的動亂和示威，人民有了選票，但新的政府沒有履行選舉承諾，人民唯有再次上街革命。 

 

還有烏克蘭： 

1991 年 8 月，因前蘇聯倒台，烏克蘭宣佈獨立。雖然烏克蘭境內，主要由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 

兩個民族所組成。但自從獨立以來，兩族人的相處都總算和平，沒有重大的衝突。但到了 2004 年，

烏克蘭發生著名的「橙色革命」。事源 2004 年 10 月 31 日的烏克蘭總統大選，由於沒有任何候選人

達到法律規定 50%的多數。因此，在同年 11 月 21 日，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維克托‧尤先科和

維克多‧亞努科維奇之間舉行重選。但是眾多烏克蘭國內外的觀察員報道，指官方宣佈的亞努科維

奇獲勝結果，是舞弊導致。尤先科在選舉活動中，使用橙色作為其代表色，因此，這場運動亦使用

橙色作為代表。這個運動的標誌，是橙絲帶和一面寫上「對！尤先科！」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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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被公佈後，上百萬抗議者聚集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市中心的獨立廣場及河臘沙機大街。 

尤先科的支持者，建立了一個 24 小時不斷被佔據的帳篷城，就如同現今香港的佔中事件。 

 

 

 

烏克蘭全國，從此爆發了一系列由反對派組織的抗議、靜坐及大罷工等事件。許多西方政府以及非

政府組織，向這些運動提供資金，亦訓練他們組織非暴力抵抗的戰術，和香港現時的佔中運動亦得

到西方政府提供資金一樣。 

 

據《衛報》報道，這些機構包括美國外交部、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 NDI、

國際共和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和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美國聯邦政

https://www.ndi.org/、國際共和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和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
https://www.ndi.org/、國際共和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和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
https://www.ndi.org/、國際共和協會以及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和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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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資助的全國民主基金會，即 NED，從 1988 年開始已支持烏克蘭的非政府民主建設活動。 

 

 

 

橙色革命導致烏克蘭大選要重啟，在第二次投票中，親美的尤先科勝出大選。但是，親美的尤先科

上台後，並未能解決國內的問題，橙色革命後，他領導的政府把財政預算的 80%都分發給民眾，此

舉，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 2010 年的總統大選中，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再

次上台。 

 

但到了 2013 年 11 月 21 日，親美的反對派再次發動上街示威革命，名為 EuroMaidan，民眾佔領街道，

把雜物放在街上，使烏克蘭基輔市中心內的交通被中斷。 

 

亞視片段： 

EuroMaidan（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由原來只是在獨立廣場的示威，演變成最終血流成河、多人

死傷的慘劇。政權被推倒之餘，市中心大受破壞。在去年 11 月底，剛剛發生的 EuroMaidan（烏克蘭

親歐盟示威運動）之前，河臘沙機大街攘往熙來，商戶正常營業，交通暢通並且有秩序。住宅區出

入口順達無阻，遊客在獨立廣場拍照，雕塑藝術清晰可見，聖誕樹的支架也開始搭建。 

 

幾天之後，EuroMaidan（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進行初期，示威的範圍也只是獨立廣場，河臘沙

機大街仍然通車，市民的生活並未收到影響。不過，到了後期，情況已經非常不一樣，住宅區通道

受阻，差不多整條河臘沙機大街都被佔據，到處都是輪胎、垃圾等等的障礙物，車輛都要改道而行，

商戶關門停業，獨立廣場的雕塑藝術插滿旗幟，原本是聖誕樹的支架，則變成「季莫申科」樹。 

 

基輔市中心除了外貌的變化之外，示威方式也轉趨激烈。在 2 月 14 日情人節，我們到訪其中一組反

政府組織的營地，營地位處於獨立廣場之外，面對防暴警察的包圍。這一組營地的管理人叫 Vasilij，

在去年 11 月 22 日，他由距離基輔 150 公里的家鄉來參與 EuroMaidan（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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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示威、理性抗爭」口號之下，大量樓房建設被破壞、燒毀。 

 

這裡是烏克蘭著名球會，基輔戴拿模，以及一些住宅樓宇。不是警察燒的，所有被燒的，都是市民

燒的。警察只是擲那些爆炸氣體，那些東西（催淚彈）等，以及開槍打人，火都是我們放的。因為

我們都說，我們是這裡的主人，反正都是我們的東西，我們要燒就燒吧。這是我們的，不是你們政

府的。 

 

不怕，因為這些樓宇是重建的，沒有人住的。不過……這兩棟就有人住。Vasilij 認為，抗議示威大

不了只是幾棟樓宇和公車被燒，歐霸杯賽事不在基輔舉行，最重要的社會要有主、僕之分，而他們

才是主人。 

 

這就是球場入口，是很有名的足球隊，是基輔戴拿模的球場，是烏克蘭最好的足球隊，是一支很偉

大的足球隊。 

 

封鎖線在這裡，一直到那裡，因為警察攻打我們，所以有這條線，現在沒有人踢足球了，因為他們

想進去也不行。 

 

Vasilij 強調政府無視他們的存在，對他們來說，要改變現狀，就只有靠公民抗命。 

 

很多人，包括政府都說，我們是極端主義者、恐佈分子。但我們不是，我們只是普通人。我們作為

主人，要跟僕人（政府）說，我們才是主人，你們不是。我們有勇氣。在烏克蘭的人都認為我們是

極端主義者、恐佈分子，但我們不是，我們只是公民抗命，我們要向市民解釋。 

 

在這場主、僕角色爭鬥中，市民成為無辜的受害者。在警民對陣的戰線附近，有如一個死城，商舖

關門無法營業，地上全是放火後餘下的灰儘，彌漫著一片燒焦的臭味。 

 

示威者都穿起軍服，手持盾牌和木棒，也安裝了投石架，說明他們的抗爭需要暴力。部分示威者則

在旁接受操練，學習當與執法者近身肉搏時，如何將對方擊倒。而且，現在守衛深嚴，有多個類似

警崗哨站的位置，進入有關範圍的人，都要先出示證明，否則謝絕探訪。 

最後和軍警爆發嚴重衝突，數百人傷亡，事件令亞努科維奇下台。 

 

亞視片段： 

10 年前的烏克蘭，10 年前的「橙色革命」，10 年後，今天的烏克蘭，10 年後，又一個革命新政府。

烏克蘭在 2013 年 11 月起，為推翻總統亞努科維奇而爆發示威。佔領街頭、暴力衝突、肢體對抗、

放火燒車、持續差不多 3 個月，僵局無法打破。這次示威以「Euromaidan」為名作號召，開始集結

人群表達不滿，所謂「Euromaidan」，就是「歐洲」（Euro）和「廣場」（Madian）的合成字。而「廣

場」就是基輔獨立廣場。 

 

不過，到了 2 月，卻出現重大的變化。原本這次示威相對平靜，但在 2014 年 2 月 18 日，烏克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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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爆發暴力衝突，導致最少 25 人死亡，上千人受傷，被形容為烏克蘭獨立以來，最血腥的警民衝突。

這次衝突，最終令總統亞努科維奇，在眾叛親離的困局下下台。當天，大群示威者，向獨立廣場以

東進發，目標包括國會大樓，以及執政黨總部。不過，政府明顯不希望示威者控制的範圍進一步擴

大，加上有部分示威者，用石塊和燃燒彈襲擊警察，因此，政府也以強硬手段阻擋。 

 

當天下午，警察成功守護戰線以外，也向獨立廣場進發，從東往西一直迫退示威者，他們利用閃光

彈，以及水炮等武器，將封鎖線推前。原本向國會大樓進發，但面對還擊，示威者只能且戰且退，

有示威者打算堅守，並且向警察擲煙火和燃燒彈，但始終敵不過防暴警察，最終只能向後撤離，期

間情況一直混亂，有示威者奮力頑抗，有示威者跳崖逃生。 

 

原本在獨立廣場下，連接地鐵的通道商戶，得知防暴警察行動之後，都擔心安全，馬上關店停業。

而核心的獨立廣場，示威者也不敢鬆懈。同時，烏克蘭政府，要求示威者離開獨立廣場的最後通牒

也屆滿。在入黑時間，警方以「反恐」之名，進入獨立廣場，進行清場行動，雙方大戰了一個晚上。

這一晚的「內戰」，警察將控制範圍進一步伸延到部分獨立廣場。而作為示威總部，在獨立廣場對面

的工會大樓，更加陷入一片火海，火勢一直未有停止，燒至第二天早上仍未結束。不過，在 19 日早

上，示威者仍然堅守獨立廣場，未有放棄，他們在路面打鑿磚塊，以人傳人的方式，送到交戰區最

前線，而另一群人，則製作燃燒彈，準備新一輪的攻擊。 

 

戲劇性的情況在 3 日後出現，原本總統亞努科維奇，已經在 21 日跟反對派簽署協議，作出包括提早

大選，以及組織新聯合政府等安排，作為妥協，不過 1 日後，烏克蘭國會卻罷免了，亞努科維奇的

職務，成為橙色革命後，第二次革命，而出奇地，兩次革命，被革者都是亞努科維奇，似乎在烏克

蘭，一人一票的普選，都無法確立總統的認受性。 

 

現時烏克蘭的分裂已經在全面內戰的邊沿，國內首都的主要街道被親美和親俄的示威者佔領，嚴重

影響民生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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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佔中運動，同樣地都有美國 NED 的資助，同樣是以佔領街頭，迫使政府作出妥協甚至要求特

首下台，同樣地產生警民衝突，同樣地有反對佔領者與佔領者爆發衝突。示威者亦指出會長期佔領

街頭，而政府清場只是遲早的事，再這樣走下去，究竟香港會否變成另一個烏克蘭呢？只是遲早的

問題。 

 

 

 

有趣的巧合是，香港的佔中和反佔中陣營，是分別以黃色和藍色作代表顏色，而烏克蘭的國旗卻無

獨有偶是黃藍兩色，究竟是真的巧合，還是雙方代表顏色都是由同一班人設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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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曾早於今年 2014 年 8 月時所分享，並在「2012 榮耀盼望 Vol.244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

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影片中指出，美國為求展開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以俄羅斯和中國為

目標，並會使香港如同現今的烏克蘭。 

 

現時，發生在香港的佔中事件，明顯有美國的情報組織在背後策動，甚至，可能有間諜滲透到佔中

和反佔中的陣營，志在製造更大的衝突，令香港社會進到沒完沒了的爭論之中，藉此打擊香港和中

國經濟和政治的穩定，甚至使中國步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成為「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中的

漁人。 

 

甚至乎美國參眾議員和曾參選總統的 Ron Paul 指出，美國在國外所推動的民主，其實是要殺掉此國

家的民主。Ron Paul 是來自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醫生、眾議員，以及總統候選人，隸屬共和黨籍。從

1997 年起他一直擔任德州第 14 國會選區的眾議員，之前也曾於 1976 及 1979 至 1985 年間擔任第 22

選區的眾議員。Ron Paul 亦曾經積極投入參與 2008 年總統選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B8%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9C%BE%E8%AD%B0%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E9%BB%A8_(%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E5%B9%B4%E7%BE%8E%E5%9C%8B%E7%B8%BD%E7%B5%B1%E9%81%B8%E8%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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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A former US congressman says Washington is destroying democracy by spending billions of dollars to 

influence change abroad. 

前美國國會議員稱，華府破壞民主，藉著花數以十億美元去影響外國的轉變。 

 

Staunch government critic and former Congressman Ron Paul has accused the US government up meddling 

in other countries domestic affairs under the pretext of promoting democracy. 

忠實的政府反對者及前國會議員 Ron Paul 曾指控美國政府以提倡民主為藉口，插手其他國家的內部

事務。 

 

Paul’s latest remarks comes less than a week after he slammed the White House for interfering in Ukraine’s 

Crisis by spending huge amount of money 

Paul 最新的言論於數日前發表，他指責白宮花費大量金錢，去干預烏克蘭危機。 

 

He added the US is trying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a country where power has not been passed along by 

way of democracy but rather by ousting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resident. 

他更指出，美國嘗試在一個國家提倡民主。但權力卻不是以民主方式更替，而是使到民主方式產生

的民選總統下台。 

 

Paul said Washington cannot support democracy while it exerts sanctions and blockades on other countries. 

Paul 稱，華府不能一方面支持民主，另一方面於其他國家施以制裁及封鎖。 

 

Hello, this is Ron Paul with your weekly update for Monday March 24
th

. 

大家好，我是 Ron Paul，今天是 3 月 24 日星期一，每周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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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lmost ten years ago when before the hou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I objected to the US 

government funding NGOs to meddle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Ukraine. 

差不多十年前，我於國際關係委員會中，反對美國政府資助非牟利機構，去插手烏克蘭的內部事務。 

 

At the time the Orange Revolution has forced the regime change in Ukraine with the help of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Washington. 

那時，藉著華府數以百萬計的援助，橙色革命於烏克蘭逼使政權交替。 

 

At that time I said we do not know exactly how many millions or ten millions of dollars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pent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Ukraine. 

那時，我已說，我們並不清楚地知道，美國政府如何於烏克蘭總統選舉中，花費數以百萬或數以千

萬計的金錢。 

 

We do know that much of that money was targeted to its one particular candidate and that through a series 

of cut ou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oth American and Ukrainian. 

Millions of dollars ended up in sup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close quote. 

我們知道，大部分錢也是去到一個指定的候選人，藉著一連串減少美國及烏克蘭的非政府機構，百

萬計的金錢最終流向支持那總統候選人。 

 

I was worried about millions of dollar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funded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its various organizations Spent into meddle Ukrainian internal affairs. But it turns out that 

was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我曾擔心，美國政府花上百萬計的金錢，於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有關機構，花於干預烏克蘭的

內部事務。但卻發現，這只是冰山一角。 

 

Supporters of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s will argued that nothing is 

wrong with sending US dollars to promote democracy overseas.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有關機構的支持者會爭論，花費美金到海外提倡民主，並沒有錯。 

 

The fact is however that NED and you said the other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destroying democracy. 

但事實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他機構，其實和提倡民主無關，他們所造的一切是要破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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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國外所推動的民主，其實是要殺掉那些國家的民主，使他們不會壯大，杜絕對美國覇權的威

脅，以所謂民主革命所產生的動盪，停止這些國家的發展，使她們陷入經濟不景中，美國的銀行家

就會在此時出手，假意向她們借貸重建國家，但龐大的利息卻使這些國家在二十年後，被美國完全

控制。 

 

日華牧師亦曾在 18 年前 1996 年分享「私有化世界」的信息指出：在背後控制美國和西方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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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銀行家，以無中生有的方式，只需要開動印鈔機和電腦程式計算，就可以「製造」出美金，

並用這些完全沒有實質價值的美金，大量借給其他處於危機中的國家。 

 

 

 

但相反，這些國家的政府，卻需要把人民的生產力，國家的天然資源，國內的工業出產，甚至土地、

水源、石油，甚至公營機構，變賣給銀行家作為利息，而現今全世界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完

全落入這些美國影子政府的 Freemason 銀行家手裡面。 

 

最後讓我們反省： 

當我們希望得到美國所提供的美式民主，並以各種方法威迫政府，例如佔領街頭和衝擊警察等等的

行動之前，我們應該撫心自問：究竟我們是否希望香港變成另一個伊拉克？利比亞？還是埃及呢？

我們希望變成烏克蘭現在一樣的境況嗎？這就是大家期望的將來嗎？這就是為自己及子孫的將來，

所製造的理想家園嗎？ 

 

假若我們受著同一勢力 ── 美國 Freemason 的擺佈，正以相同方法做相同的事！但是卻期望跟伊

拉克、利比亞，或是埃及、烏克蘭得到不同的後果，任何以理智思考的人也深知道，這是渺茫中的

渺茫。 

 

因此，這不會沖淡紙幣本身的幣值，也不會貶值。你可以擁有民主，但美國只需用油墨，便能交換

整個國家。單是擁有民主這個過程，很多國家也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假設數十年後真的能辛辛苦苦

地成為民主國家，並且不如台灣那樣。台灣早前是家長政制，現在雖然變成了民主政制，但每次開

會都幾乎是脫鞋打架、擲水瓶等告終，現時這種民主那麼幼稚，倒不如維持家長政制還好。你看到，

台灣其實也需要半個世紀，才能到達美國式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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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台灣民主化混亂過程和議會暴力事件 

在 2014 年 11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號外篇之中，日華牧師分享到現今台灣的議會暴力

文化，以及烏克蘭和香港示威者以佔領街頭抗爭的情況。 

 

自 1987 年開始，台灣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宣布解除台灣省戒嚴令，放寬對傳

播媒體及言論自由之種種限制，引薦台灣出身的知識份子，擔任政府要職，包括後來接替他成為中

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 

 

 

 

其實在 1949 年，中國國民黨於國共內戰戰敗後退守台灣。自此，蔣中正（又稱：蔣介石）和兒子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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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以家長權威方式統治了台灣約 40 年。那段時期，國民黨實施戒嚴令，嚴防一切反對力量，提

防中國共產黨和台灣本土居民的勢力。 

 

 

 

 

 

然而，蔣經國以家長權威式進行統治的同時，亦極力發展台灣本土的經濟。當中，以 1970 年代的「十

大建設」為重點，帶動台灣於往後 20 年的經濟起飛，且每年以雙位數的百份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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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從 1980 年代開始，經濟發展的成效顯著，台灣人以「豪爽」見稱，腰纏萬貫，當時全世界都非

常歡迎來自台灣的遊客，情況就如同今天我們所見的中國大陸遊客一樣。 

 

另一方面，到 1980 年，美國總統列根上台，他強烈要求當時就任的總統 ── 蔣經國，開放台灣政

治上的各種限制。 

 

 

 

及後，1988 年，蔣經國逝世，繼任人李登輝上台。在 1990 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於任內推行

民主改革，並在 1996 年舉行的首次全國普選總統選舉中勝出，成功連任。在第二任期期間，李登輝

突然表明自己支持台獨的立場，以當時身為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的身份，與支持台獨的敵對黨派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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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合作，亦公開支持民進黨的陳水扁參加 2000 年的總統大選。結果，一如他所料，陳水扁在 2000

年成功擔任總統，結束了國民黨在台灣長達 50 年的統治。2001 年 9 月 21 日，國民黨以李登輝背叛

黨派為由，正式開除其黨籍。 

 

事實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存著難以解決的矛盾，就如國民黨堅持一個中國，並且大部分黨員和支持

者皆是在 1949 年從大陸退守台灣的政府官員、軍人及其家眷所組成；相對之下，民進黨多由台灣本

土人組成，因此他們視國民黨為入侵者。 

 

所以，當台灣推行民主改革時，台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和議會暴力，加上李登輝於 2000 年

的總統選舉中，以一種近乎「陰謀」的方式，分裂國民黨內原本一同合作正副總統的候選人宋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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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連戰，令國民黨的票源分薄，李登輝又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公開支持敵對的民進黨，令民進黨

的陳水扁成功登上總統之位。最後，台灣社會便出現嚴重的撕裂。 

 

 

 

甚至李登輝在任期間，把總統的權力大幅提高後，才把總統之位交給陳水扁，使陳水扁在任期間能

以特權，收受大量金錢利益，卻沒有被調查。隨後，陳水扁在 2004 年競選連任期間，原本選情落後，

但因為出現槍手開槍打中陳水扁一事，令大量選民受騙而投他一票。結果，他連任成功，這就是著

名的 319 槍擊事件。 

 

 

 

其實這件事件疑點重重，不少人認為那是陳水扁自編自導自演的偽旗行動，即用危機演員扮演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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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陳水扁，而他就假裝被子彈打中流血受傷。但以上種種事件，經已使台灣政局發展到無法和解

的局面。 

 

 

 

另外，由於社會出現嚴重分裂，開放後，由美國政府強迫加注入台灣的美式民主思想，令台灣議會

變成謾駡和打鬥的場地，議員盲目支持有利自己黨派利益的法案，而敵對黨派提出的法案，就一概

反對，並且以打鬥方式阻止不利自己的法案通過，更打斷對手發言。 

 

以下影片，是 1994 年國民黨郝柏村出任國防部長後，初次到立法院備詢，卻被民進黨的陳水扁打翻

郝柏村的桌子的影片。 

 

YouTube 影片： 

郝部長今天在立法院還引起了掀桌子、砸椅子的混亂場面。下面就是充滿火藥味的立法院國防委員

會。國防部長郝柏村今天答覆立法委員陳水扁質詢時，由於陳水扁已經超過時間，同時陳水扁有意

進行對談而不下發言臺。同時加上主席處理的方式，使得陳水扁不滿郝部長的答覆，而陳水扁把郝

部長的發言臺給掀翻了，「哪有人這樣？哪有人這樣是嗎？哪有人這樣是嗎？我不要質詢啦，哪有這

樣，哪有這樣，哪有這樣……就要算了？」 

 

此舉引起對方不滿，而拿起椅子加以反擊。你們真的要搞啊？ 

 

僅僅在 2004 至 2007 年間，在台灣立法院發生的重大群毆事件共 6 次，水杯、文件、飯盒，甚至是

鞋子，都成為他們隨手取起可扔的「武器」。事實上，台灣在約 20 年的民主化期間，立法院的打架

事件都一直沒有停止。 

 

YouTube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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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立法機構召開臨時會，審查「地制法」，不過就是這樣一部，只有 12 個條文的地方制度規

定修正草案，卻引發了「藍綠」在立法機構的大戰。在歷時 70 分鐘的表決過程當中，「藍綠陣營」

是大打出手，上演了一部武打動作大片。 

 

本周一，「地制法」表決爆發「肢體大戰」，民進黨和國民黨兩派民意代表，從頭打到腳。首先，從

門口開始，兩隊人馬就一路追打，抓頭、拉手，各種手段統統來，一開場就打得驚天動地。正準備

從右側大門，進入會場的台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平被一旁的民意代表，一把推開，硬是給擋在門

外。好不容易，立法機構 2 號人物，曾永權才在「藍營」民意代表的拉拉扯扯之中，從左側門擠進

了會場。沒有想到，他剛站上主席台，就被一個民進黨籍的民意代表，一把把眼鏡給扯下來，此舉

就是為了不讓他宣佈「地方制度規定修正案」表決的開始。 

 

這一邊，民進黨的郭忠伸手搶劫，那一邊，國民黨的謝國樑為了阻擋對手進攻，以一敵三，之後，

謝國樑終應寡不敵眾，臉上掛彩，手臂也統統掛彩。混亂中，民進黨為了搶麥克風，搞起騎馬打仗

的戰術，高齡 70 歲的老同志，也不忘用力頂同伴。還有，民進黨民意代表把抗議標語，當飛鏢不偏

不倚，射中國民黨民意代表的眼睛，還好只是眼鏡破了，人沒有受傷。還有這位，一閃身，撲過去

就是為了搶張表決卡，打鬥中，不止男民意代表很搶鏡頭，女俠們也一個個身手不凡，大家在主席

台上，就像是在擠沙丁魚，兩位女民意代表，被擠到臉都變了形，情急之下，只好露出一口狼牙，

狂咬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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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雖然在過去的 30 多年，得到所謂世人爭取美國所推銷的自由民主，卻變為現今充滿暴力

的議會打架文化，社會中，國民和民進兩黨無法和解而分裂，並彼此仇視，而剛民主起步十年的烏

克蘭，雖然得到普選，但政府和總統在普選後一樣得不到人的認受，並發展至政府和反對派在街頭

抗爭，佔領主要街道來要脅對方，比台灣情況還不如。 

 

但是，可怕的是，香港現在已步向烏克蘭的光景，示威者同樣以佔領街頭來抗爭，如果繼續下去，

只會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美國的民主是用上二百年時間，他們已經知道如何控制民主。我們已經用了五年時間分享「2012

信息」，當中重複地分享「911 事件」、「MH17」、「MH370」和「偽旗行動」等等，全都是可以在 24

小時內，把民主變為「假民主」的方法，藉著恐懼導致民主瓦解。 

 

其實，民主是「群羊效應」。所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於後來發現民主是不可行的，當中存有一個很

大的破綻。其破綻便如 Freemason 所做的一樣，他們知道，以君主控制，以政治強行控制著你，你

早晚會出亂子，那麼，倒不如把控制權交給你，讓你自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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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你得到控制權的背後，便以恐懼引導著你。即是首先製造問題，其後演繹問題，然後提供

答案。恐怖份子、「911 事件」等問題湧現後，所謂的「民主」最後也會傾向在背後策動「偽旗行動」

的人，以及他們所聘請的危機演員的思維方向。 

 

他們希望沒收人民槍械，便製造槍擊事件；他們想攻打其他國家，把他人的政體瓦解，因別人開始

以黃金買賣石油，那麼，他們便製造「911 事件」。這導致美國人民要求攻打這些國家。 

 

但在這些年間，美國發起的每一場戰爭也是「偽旗行動」去發動，這已是由歷史去證明了，根本連

美國政府也證明，因為美國的將軍已經分享了有關內幕。可是，連美國現今修讀政治的人，也不清

楚現在發生什麼事情，這是專門用以操控所謂「民主」的一種概念。 

 

假設，即使香港或烏克蘭在五十年後，出現完全的「民主」，也只不過是共濟會（Freemason）手下

的一頭走狗。他們只需利用少許的「偽旗行動」，這些國家或城市便要立刻政改，立刻按著他們的意

思去做。立刻要注射他們所提供的疫苗，立刻會變成「喪屍」。 

 

 

 

影片：控制民主最成功的手段 ── Order out of Chaos 

於 2014 年 11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裡面，日華牧師談及，在歷史上，Freemason 表面上讓

人擁有民主自由，但實質上他們以恐嚇的手段，或透過「製造問題、演釋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操控「群眾」走上沉淪的道路。 

 

對於非民主國家來說，民主自由是一項非常大的試探，他們皆認為，民主自由能夠挪開現實中的不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48 

公平、踢走偏聽、官商勾結的政權。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只是 Freemason 帶給他們的假象。歷史的

教訓讓我們明白，Freemason 所描繪的民主烏托邦，不但沒有出現，而且人民更因追求民主而成為了

Freemason 的奴隸，因為他們給 Freemason 以「恐嚇」的方式支配了。 

 

Freemason 以「偽旗行動」加上主流傳媒的「假新聞」一浪接一浪的報道，矇騙了一班天天坐在電視

機前，乖乖等著被騙的羊群。 

 

只要製造恐懼，24 小時之內，羊群就會受驚，乖乖順從 Freemason 所指向的方向，將自己經過不斷

抗爭、人民與當權者兩敗俱傷及經濟崩潰，千辛萬苦才換取得的民主自由，雙手奉予 Freemason。 

甚至他們會作出一些完全失去理性的決定，因為「恐懼」，能使人為了保護自己而傾盡所有。 

 

就如先前主日信息所提及，伊拉克的總統侯賽因曾因提倡不以美元作為國際石油買賣的結算單位，

而成為了 Freemason 的敵人。於是 Freemason 透過「911 恐怖襲擊事件」，為美國人民帶來極大的恐

懼。美國政府事後將責任嫁禍給阿富汗的塔利班恐佈份子及拉登，並藉詞設立國土安全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專門負責打擊恐佈主義，尤其是美國本土的恐怖分子。 

 

 

 

自此，美國人民的頸上就架著一把寫著「恐佈分子」的刀，恐嚇著每一名美國人。Freemason 不論指

誰是恐佈分子，美國人民也會因為想挪開恐佈分子對自己的威脅，而高聲呼求政府出兵大開殺界，

但最終他們只是助長 Freemason 達成了陰謀。 

 

伊拉克就是其中一個試驗點。自「911 事件」後，美國總統布殊不斷指控伊拉克的侯賽因協助恐佈分

子，並且收藏了大殺傷力武器。美國為了復仇，繼 2001 年「911 事件」後出兵阿富汗後，2003 年 3

月亦出兵伊拉克。但當推翻侯賽因政權後，美軍卻沒有找到他們所聲稱的「大殺傷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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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於「911 事件」五周年的電視講話中，布殊更稱「911 事件」與侯賽因無關。 

 

 

 

YouTube 片段： 

I'm often asked why we're in Iraq when Saddam Hussein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9/11 attacks.  

我常被人問及，當撒達姆侯賽因不需要為「911 事件」負責時，為何我們仍然在伊拉克。 

 

The answer is that the regime of Saddam Hussein was a clear threat.  

答案是，撒達姆侯賽因的政權，明顯是一個威脅。 

 

My administration, the Congres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aw the threat  

我的政府、國會及聯合國也看見這個威脅。 

 

-- and after 9/11, Saddam's regime posed a risk that the world could not afford to take.  

「911 事件」後，撒達姆政權是一個世界所不能夠承擔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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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is safer because Saddam Hussein is no longer in power. 

撒達姆侯賽因沒有權力後，世界是更加安全。 

 

And now the challenge is to help the Iraqi people build a democracy 

現時的挑戰，就是去幫助伊拉克人建立民主。 

 

that fulfills the dreams of the nearly 12 million Iraqis who came out to vote in free elections last December. 

去實現將近一千二百萬人的民主夢，他們已在去年 12 月在自由的競選中投票。 

 

2007 年，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格林斯潘稱，伊拉克戰爭很大程度是與石油資源有關。前共和黨員，

現任美國國防部長 Chuck Hagel，於 2007 年稱，伊拉克戰爭是為了石油。曾任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

處理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四星上將 John Abizaid 亦稱，不能否認伊拉克戰爭是為了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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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影片： 

2007 年 10 月 13 日士丹福大學第二屆圓桌會議，主題為「對抗災難：爭取石油、食水及健康的地球」 

 

General Abizaid, we clearly have seen, you know, Chairman Alan Greenspan recently said as he came up 

with his new book that he thought part of the reason if not the main reason that we are in Iraq right now has 

to do with oil and the fight of oil. 

Abizaid 將軍，我們清楚看見，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最近說，他出了本新書，認為我們出兵伊拉

克，部分原因，如非主要原因，就是與石油和爭奪石油有關。 

 

Whether that’s exactly right or whether the reality is that part of our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is t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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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ur oil dependence, energy dependence 

無論這是否屬實，無論我們捲入中東，是否與追求石油、能源獨立有關。 

 

clearly, we are there clearly, lots of troops are there. Many of your own troops have died or been wounded. 

顯然，我們已經在那裡，顯然，很多軍隊已經在那裡。很多你的部隊都死了或傷了。 

 

Give me your estimation having spent the last four years commanding troops there that the ability to 

anytime in the near term to...to bring some tranquility, frankly, to Iraq. 

按你估計，根據過去四年在那裡指揮軍隊的經驗，短期內，何時能夠為伊拉克帶來平靜呢？ 

 

Is that a reasonable hope over the next five or 10 years or is it the Long War that you've talked about? 

五年、十年後有可能嗎？還是那是你所談到的「持久戰」？ 

 

John Abizaid 

退休美國將軍 

 

You know, Carlos, I came here to watch a football game. 

Carlos，我是來看足球比賽的。 

 

You’re looking for these guys to throw passes? 

你期待他們傳球？ 

 

And I also came to listen to Tom Friedman and I think it’s very unfair that I have to answer these hard 

questions. 

我來亦是為了聽 Tom Friedman 講話，我認為，要回答這些難題，對我很不公平。 

 

Look, it is - first of all,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that are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首先，我認為，認知中東現時局勢很重要。 

 

and of course, it’s about oil. It’s very much about oil. We can’t really deny that 

當然是有關石油，的確是有關石油，我們不能否認。 

 

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ldier who’s now fought in the Middle East for six years. My son in law has 

fought there for four years. My daughter has been over there. My son has served the nation. 

從軍人的角度看，在中東打仗六年，我的女婿在那裡打仗四年，女兒也在那裡，我的兒子一直為國

效力。 

 

My family has been fighting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only reason I bring this point up is to make sur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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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understand that this isn't about being a general. It’s about being a citizen. 

整個家庭都參戰很久了，而我說出這點的唯一原因是，想確保你明白，這不是一個將軍的故事，而

是一個巿民的故事。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region has an awful lot to do with globalization. 

It’s a battle of the integrators versus the disintegrators and the epicenter for the problem is the Middle East. 

我們要明白，在那地方發生的事，與全球化有極大關係，那是融合者與分裂者之戰，而問題的中心

就是中東。 

 

因此，美國借「911 事件」出兵，去入侵一個沒有對美國發動任何攻擊的國家，實質為搶奪伊拉克的

石油，彷彿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但現時，即使伊拉克人知道真相的話，也已經太遲了。因為這

場戰爭造成大量伊拉克人命傷亡、經濟崩潰、國家四分五裂。伊拉克亦已經成了荒場，陷入不斷的

內戰和崩潰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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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是敘利亞。自 2011 年起，美國以讓敘利亞的人民得到民主自由為藉口，多次以支援叛軍

的方式，希望推翻極權的巴沙爾政府，但實際上，美國在敘利亞發動內戰，目的是搶奪其天然資源。

可惜，叛軍並沒有成功，相反，總統巴沙爾更在大選中再次勝出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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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國並沒有如此就輕易放棄她對資源的慾望，自 2013 年，美國從這些叛軍中，塑造出另一個比拉

登更兇殘的伊斯蘭極端恐怖組織，稱為 ISIS。然後，美國再次以反恐為由，空襲敘利亞及伊拉克的

ISIS。 

 

 

 

為了突顯 ISIS 的兇殘及她對西方的威脅。Freemason 製造出西方記者被擄及殺頭的假新聞片段。加

上傳媒不斷扇風點火，燃點起西方對 ISIS 的恐懼。但其實，對於一個身處中東的恐怖組織而言，殺

掉西方外國記者，對於他們攻佔伊拉克、攻佔敘利亞並沒有甚麼好處，只會挑起西方國家的怒火，

去圍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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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的主日信息提及，雖然這些記者被斬首片段，無論是記者 James Foley 或是 Steven Sotloff， 

短片製作也非常粗疏，即使是錯漏百出，各國的執法機關亦不會過問其真偽，反正，這已經足夠，

就讓西方有藉口空襲敘利亞。 

 

 

 

亦因此，「恐懼」再一次驅使了美國人同意空襲一個從來沒有對他們發動攻擊的中東國家。雖然，敘

利亞現時的內戰仍然處於膠著狀態，叛軍未有成功推翻巴沙爾政權。可是，炮火不斷摧毀當地房屋、

商店、基礎設施、石油開採基地，敘利亞經濟面臨崩潰，社會文明亦倒退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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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算最終勝出了戰爭，敘利亞亦已經差不多變成了荒場，那時，極需要資金重建社會，而餘

下的唯一辦法，就是如伊拉克一樣，賤賣天然資源給西方國家的 Freemason 財團。但如果叛軍勝出，

巴沙爾政權被推翻，敘利亞四分五裂，面對西方財伐，更加沒有議價能力，只能乖乖的奉上寶貴資

源。 

 

另一個例子，就是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原定審議新的反恐法，內容是加強情報機關 CSIS 的權力。 

由於這條新的反恐法，令加拿大人民放棄更多的私隱權，因此極具爭議性。 

 

 

 

就在這關鍵時刻，突然在 2014 年 10 月 22 日，加拿大發生罕見持搶男子衝入國會事件。一名男子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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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手持一支 Winchester 點 30-30 步槍，先到國家戰爭紀念碑，襲擊兩名站崗衛兵，連開數槍，槍

殺其中一名站崗衛兵西里洛（Nathan Cirillo），另一位衛兵曾經追出，其後，槍手再搶走一輛汽車衝

入國會大樓。當時，各個政黨正在國會大樓內的辦公室開會。槍手於國會大樓內胡亂開了 30 槍，最

後被國會侍衛長 Kevin Vickers 射殺。槍手雖然是加拿大人，卻被指剛剛改信了回教，這意味著回教

恐怖分子已經進到加拿大本土。 

 

 

 

 

在槍擊案發生後一天，警方已經發放當時的片段。 

 

香港電台片段： 

槍擊案發生後第 2 日，渥太華警方發放案發時的閉路電視片段，看到槍手闖進國會的經過。片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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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槍手開車到國會東翼前下車，拿著槍跑進大樓範圍，途人走避。他接著搶了一輛汽車，開去中央

大樓，這時候已經有警員追捕。到達中央大樓後，槍手下車走進建築物，與國會警衛和警員火拼，

警方證實，32 歲疑兇比博是單獨行事。比博有多次案底，最近改信伊斯蘭教，可能有極端信仰。警

方說，比博在加拿大出生，可能同時擁有利比亞國籍，他不在「高危人士」名單。 

 

疑犯案底紀錄顯示，他曾涉毒品、暴力及其他犯罪活動，我們知道最近他申請護照，並得知要進行

背景審查。警方當時並無任何資料，顯示疑犯或會涉及國會安全罪行。比博的媽媽向受害者致歉，

她說感到愧疚，為無辜受害者而非兒子流淚，警方又說，比博與星期一在魁北克省開車撞死一名加

拿大士兵、同樣改信伊斯蘭教的男子沒有關連。 

 

總理哈珀與夫人到國家戰爭紀念碑獻花，向殉職的衞兵致敬。哈珀在復會的國會發言時強調，將加

強反恐法例，賦予監控和保安機關更大權力，又提醒民眾保持警惕，但不用恐慌，擊斃槍手的國會

侍衞長維克斯，受到國會議員鼓掌致敬。案發於當地星期三，槍手在戰爭紀念碑殺死 1 名衞兵後，

闖入附近的國會大樓與警衞火拼，最後被擊斃，案中還有 3 人受傷。 

 

這是一宗典型回教恐怖分子於西方國家作惡，而被國家英雄射殺的故事。但當細心觀看這些新聞片

段時，卻會發現當中錯漏百出。明顯地，這是另一次「偽旗行動」，為加拿大修改「反恐法」舖路。 

 

例如當衛兵西里洛中槍後，在場有目擊者，包括一名稱為 Barbara Winters 的律師、一名軍人和一名

護士等一同幫助西里洛，巧合地，他們五人也懂得急救，因此一同為他進行心肺復甦法。他們被指

不理危險，當聽到槍聲後，除了不逃走之外，還衝到槍擊點協助士兵。 

 

 

 

可是，新聞鏡頭卻出賣了這班不理危險的人的漏洞，因他們所進行的心肺復甦法已讓人知道，這只

是一宗假新聞。就讓我們先看一看正確「心肺復甦法」應該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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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心肺復甦法，傷者應該是平躺，雙手垂下，醫護員在施行體外心臟壓法 30 下後，要吹氣二次。

但在鏡頭中的衛兵西里洛，他把戴著白手套的雙手放在胸前，其實在這個情況下，根本不能為他進

行心肺復甦法，幫他作心臟壓法的人，根本不是壓在他的胸部。我們再播一次。並且，他們是一個

人吹氣，一個人同時施行體外心臟壓法，雙方並無溝通，明顯地，片段是用來欺騙對急救一無所知

的大眾。 

 

 

 

並且，當時西里洛是胸部中槍，但是，不論是心肺復甦法期間，或是是送上救護車時，也是沒有血

漬的，反而是近腳部位置有一小灘血漬。當送院後，地上更只遺下少量血漬。這對比胸部被大口徑

長槍所槍傷，重傷致死的人來說，這並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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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西里洛被送上救護車時，救護人員並非分秒必爭，急於開車，反而等候了一段長時間才開

走，似演習多於命案發生。此外，當時是救人現場，理應不讓閒雜人等在場。但是，當時卻出現兩

名路人，近距離站在傷者旁邊，他們神情輕鬆，沒有人驅趕，完全不像身處一個發生槍擊命案現場

的狀況。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國家紀念碑站崗時，四周應該是這樣的。 

 

 

 

但在槍擊案發生前一刻，他們站崗時，已經放置了鐵馬及警察黃色膠帶，彷彿知道將要發生槍擊案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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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槍手殺害衛兵西里洛後，駕車到國會大樓。但有在當地工作的立法會員工，於槍擊案發生約 20

分鐘之前，已經從窗邊見到多輛警車，無故停在國會大樓的草地外，因此拍了一幅相片放上

facebook。而從告示牌及燈柱所造成的光影分析，槍擊案發生 15 分鐘前，警察已經到場。 

 

此外，在新聞報道中，記者解釋當日事情發生的經過，侍衛長 Kevin Vickers 以近乎沒有可能做到的

動作，就是在掉下時，反身向著兇手開槍，並在牆上造成 9 個彈孔。 

Vickers then perches himself on one side of the pillar Bibeau's on the other side. They're literally in arm's 

length from each other just around the pillar. 

之後 Vickers 靠著柱子的一邊，而 Bibeau 就在另一邊，他們在柱子旁，只有一臂之距。 

 

Sources tell CBC that the Sergeant-at-Arms could actually see the barrel of the gun sticking out from 

behind the pillar but he doesn't hesitate. 

消息指當時警衛官 Vickers 看見有槍管從柱子伸出，但他並沒有猶豫。 

 

Kevin Vickers takes his side arm, dives around the pillar to the ground. While he's in the air he spins to land 

on his back firing upwards at Bibeau. 

Kevin Vickers 立時以側臂借力從柱子撲向地面，並且在空中停留的瞬間轉身以背著地，同時間向

Bibeau 開火。 

 

Hitting Bibeau as he himself hits the ground. Then Bibeau drops and Vickers continues to fire into Bibeau, 

emptying his entire clip. 

在著地之際擊中 Bibeau，Bibeau 隨即倒下，Vickers 繼續向 Bibeau 開火，直至彈藥耗盡。 

 

As soon as Bibeau hits the ground the rest of the security team go in and they too ope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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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Bibeau 倒下著地的同時，其餘的警衛到達現場並向他開火。 

 

With this in mind watch this now famous video shot by Josh Wingrove of The Globe and Mail of what 

exactly happened. 

大家有了這個概念後，就看這段由《環球郵報》Josh Wingrove 所拍攝的影片來了解當時的情況。 

 

You can actually hear Vickers' shots followed quickly by the parliamentary security team as they follow on 

in. 

你可以聽見 Vickers 開槍後，立時就是國會警衛隊進來開火的槍聲。 

 

Wendy, that huge barrage of gunfire that we've all heard. 

Wendy，就那些接二連三的巨大槍聲， 

 

Let me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many rounds were expended. If you look at that alcove today, this is what 

you would see. There are 9 bullet holes in the wall this would be where Bibeau himself was standing let 

alone the number of rounds that actually hit Bibeau 

讓我解釋一下究竟有多少輪攻勢，你去看一下壁龕，現在就是這模樣，牆上有 9 個彈孔，這應該是

Bibeau 當時站立的地方，還未計算擊中了 Bibeau 的子彈。 

 

In fact, one bullet actually didn't even hit the alcove, it went right through the library doors, right into the 

library. That's a bullet hole in the desk of the library deep inside the library no one was injured. 

事實上，有一枚子彈沒有射中壁龕，而是穿過圖書館門直入了圖書館內。而這就是那個彈孔，在圖

書館深處的書桌，那裡並沒有人受傷。 

 

但早於 2013 年前，已經有人將該位置的照片上傳到 Google Map 的街景圖。照片顯示，該 9 個聲稱

是案發造成的彈孔，早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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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日並不是國會召開會議的日子，但奇怪地，卻有著很多攝影記者在現場拍攝，彷彿早知道

有大新聞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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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平和的加拿大要推行反恐法，並要求人民放棄私隱的話，人民必然不會答應。但藉著這次的偽

旗行動，加拿大人的意向就被改變了，他們同意，好像美國一樣，讓反恐機關有更大權利監視人民，

並且提倡可以積極拘捕疑似恐怖分子，以阻止恐怖襲擊發生。 

 

 

 

如日華牧師所言，Freemason 有著上百年控制人類思維的經驗。即使是一小撮人，他們只要懂得製造

恐懼，也可以在 24 小時內，改變整個國家的意向。但由於他們只是一小撮人，人民絕對有能力毀滅

他們。所以他們一定要躲在暗處，並且最怕被人揭穿，每一次，只要計謀被揭穿的話，他們就會放

棄。因此，如果我們提醒其他人，讓人民的覺醒，明白他們的詭計，他們的陰謀必會告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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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看看，由「禽流感」到「沙士」、「豬流感」，直到現在的「伊波拉病毒」，單單是「伊波拉

病毒」已經被誇大得讓全世界的人也非常驚恐。 

 

 

 

事實上，「伊波拉病毒」在四十年間，只導致四千人死亡；雖然，在這一年間的死亡人數上升了一倍，

但是在四十年間，死於「伊波拉病毒」只有四千人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你可曾知道，現在

美國每一年因為酗酒而死亡的已經超過八萬人。即是說一個月，因為酗酒而死亡的人數，也多於在

十年內，因「伊波拉病毒」而致死的累計人數。一個月內因為酗酒而死亡，單單在美國，已經超越

全世界在這四十年間，因「伊波拉病毒」而致死的人數。 

 

 

 

這還沒有計算因吸煙或很多其他致死的疾病，也沒有計算排行首位，就是因西醫錯配藥物致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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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想，「伊波拉病毒」在四十年間，只導致四千人死亡。即是說，在四十年間，只需聘請四千名

「危機演員」便可以完全操控。 

 

影片：伊波拉病毒與疫苗陰謀 

2014 年 11 月 9 日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號外篇信息中，日華牧師分析，關於新一輪伊波拉病毒

的新聞，在世界各地，特別是西非地區的疫情，正鬧得熱烘烘，明顯這是傳媒的誇大報道。 

 

 

 

目的使全球國家買入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令西醫藥廠可以用這種近乎是「偽旗行動」的陰謀，使全

球的人民和政府，因著對伊波拉病毒的極度恐慌而乖乖就範，購買疫苗。 

 

2014 年西非伊波拉病毒疫情，指自 2014 年 2 月開始爆發於西非的大規模病毒疫情，最初始於幾內

亞，隨後蔓延至獅子山共和國、賴比瑞亞及奈及利亞。本次疫情的病毒屬伊波拉病毒的薩伊伊波拉

病毒，此次疫情乃 1976 年發現伊波拉病毒以來最嚴重的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截至 10 月 27 日，共有 13,703 個病例，4,922 人死亡。此次疫情於 8 月 8 日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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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國際間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但日華牧師指出，過去四十年，因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亡的人數，雖然超過一萬人，但對比全世界

多種不同的死亡原因，根本是九牛一毛，影響極微。 

 

以全球最普遍的傳染病－瘧疾為例，全球每年感染瘧疾人數約 2.07 億，死亡人數約 62.7 萬人。數字

已經是伊波拉的數十倍，而且這只是瘧疾每年的感染或死亡數字。伊波拉病毒的感染及死亡數字上

升，只是因今年 2014 年所出現的病例。 

 

 

 

又以乙型肝炎為例，全世界有 3.5 億慢性帶毒者，最終將會使其中大約 15－25％死亡，而每年亦使

到約 100 萬人，死於慢性活動性肝炎、肝硬化和原發性肝癌，這乃世界第十大死因，相比伊波拉病

毒，人數高出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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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狂犬病為例，每年造成 55,000 人死亡，95%位於亞洲與非洲，數字比現時伊波拉病毒的高峰期

高出十倍以上。 

 

 

 

又例如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2011 年的報告指

出，2010 年單單美國國內一年內因心臟病加上癌症死亡的人口超過 100 萬，糖尿病每年的死亡人口

超過 7 萬，因感冒和肺炎而死亡的人口超過 5 萬，因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而死亡的人口超過 14 萬，每

年因中風而死亡的人口超過 12 萬。以上只是統計已經是最先進國家 ── 美國一年來因病症而死的

情況，如果以全球計，必定是十倍以上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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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美國政府對一個過去 40 年來只是導致約 1 萬人死亡的傳染病，作出如此誇張的防範，並且藉

傳媒不斷發布他們正在大力研發疫苗的新聞呢？相對每年令 62 萬人死亡的瘧疾、每年使 100 萬人死

亡的乙型肝炎所引發的疾病、每年導致 5 萬多人死亡的狂犬病，卻不見美國政府年年大力宣傳它們

的危險性呢？ 

 

2009 年爆發豬流感 H1N1 事件，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科學顧問，指豬流感將會使 1 億 2 千萬美國

人受到感染，及使 9 萬名美國人死亡。 

 

 

 

2009 年 4 月，世衛把「流感大流行」的定義改為：不需要大量人口受感染或死亡，已經可以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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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流感大流行」，更改定義後的一個月，當時豬流感雖然只是使全球約 144 人死亡，世衛卻把豬

流感定為傳染病最大的威脅分類級別。 

 

 

 

 

然而對比上一世紀，只有曾令過百萬人死亡的傳染病，才定為六個級別中的最高，例如 1918 年的西

班牙流感，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 千 5 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並且美國政府和世衛亦大力推行豬流感疫苗注射，但由於當時大量醫生和醫護人員都非常抗拒為自

己注射豬流感疫苗，加上這疫苗曾導致多宗醫療事故，所以令全球大部分人都抗拒注射豬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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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各地政府花上億元買入的豬流感疫苗因沒有人使用，過期報銷。雖然世界各地都抗拒注射豬流

感疫苗，但最後也沒有出現如他們所講的大流行並使多人死亡，明顯事實與美國和世衛所作出的預

測相去甚遠。 

 

雖然如此，在 2009 年，豬流感疫苗使著名藥廠葛蘭素史克的第二季盈利上升了 30%，又使著名藥廠

羅氏第二季盈利對比上年同期上升了 12 倍，似乎無論疫情是否如他們聲稱的「非常嚴峻」，但他們

的銀行戶口已經因這場假疫潮而大幅進帳了。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74 

 

 

究竟所謂伊波拉病毒的大流行，又是否和豬流感一樣，只是藥廠藉疫苗賺大錢的工具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不是藥廠利用疫苗來賺大錢，而是疫苗的安全性和效用成疑，甚或危害健康。 

香港青文書屋出版的《免疫針危害健康》，是由香港著名綠色力量創始人，前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

會大學講師周兆祥博士所寫，書中指出，打免疫針不但不能預防疾病，甚至會為小童和成人帶來各

種身體，甚至精神問題。 

 

 

 

周兆祥指出，原來免疫針可以預防疾病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醫神話。事實上，疫苗乃人工製造

的病毒，不但無助預防疾病，更因它避過人自身的防疫系統直接注射進血液，這種人為式對人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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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進行污染的行為，為人類的健康帶來的損害乃災難性，輕則身體衰弱，重則喪命。一個多世紀以

來，注射疫苗已經使千千萬萬的兒童死亡。 

 

另外作者提出，疫苗的防病作用及效力也是成疑的。想知道疫苗的效用，有兩個方法： 

一）直接檢查受注射者是否出現相應的抗體； 

二）看看有關傳染病的發病死亡統計數據，研究在注射前後發病死亡數目的變化。 

 

前者是從理論的層面上檢查疫苗的成效，但很多時不能作準，所以，使用實際傳染病的發病及死亡

統計數據，才是較為可行的方法。 

 

作者舉出了一些統計數據（圖 1、圖 2、圖 3、圖 4），列出英美兩國的麻疹、肺結核、百日咳、腥紅

熱、白喉等傳染病的死亡數字比例，在疫苗注射運動開始之前早已大幅下降，而在運動開始後， 

死亡數字比例也沒有更大幅度的下降，顯示多種傳染病死亡數字的大幅下降是有其他原因，例如營

養、衛生及醫藥的改善等，所以無法證明疫苗注射運動對此趨勢有任何關鍵性的影響。 

 

 

 

而來自美國疾病及預防控制中心（CDC）有關反駁的數據，列出德國麻疹、小兒麻痺及麻疹三種疾

病，在注射疫苗前後的圖表統計資料，列出自從疫苗注射運動推行後，上述三種傳染病的感染發病

數字都有相當程度的下降，似乎證明疫苗注射運動至少能有效預防上述傳染病。可是當與書中的統

計圖表數字對比後，卻發現這些統計數據有問題。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76 

 

 

之前指出疫苗是傳染病死亡數字大幅下降後才推出的圖表統計數據，開始統計年份由最早的 1850 至

最遲 1900 年，那些來自美國疾病及預防控制中心，用來證明疫苗有效的數據開始統計的年份最早卻

是 1950 年，遲了足足 50 至 100 年，而 50 至 100 年前的卻沒有顯示，這種缺失可能會誤導人們對報

告的結論。 

 

 

 

再以英國肺結核死亡率統計圖表為例，如果把 1855 至 1954 年所顯示的資料刪除，只保留 1955 年之

後的數據，會給人一種錯覺，以為是因使用疫苗後，令傳染病死亡率下降，其實早在疫苗注射運動

開始之前，死亡率已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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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2013 年 9 月，一位香港本土文化人湯禎兆在其文匯報的專欄「路地觀察」中，宣揚「疫苗

有毒、導致自閉」的訊息。專欄指出，小童一歲是接種傳聞中最毒的疫苗 —— MMR 的時候。網上

論壇中，不少人對該疫苗有嚴重的爭議。 

 

 

 

MMR —— 即麻疹、腮腺炎和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easles，Mumps and Rubella）。這針一直為父母

的心腹大患，孩子接種後反應一般較劇烈，發燒久久不退。這三種疫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陸續研發，

於 1971 年合併。藥廠和政府為了方便，自七十年代起，各地開始採用這種混合疫苗，為約一歲的小

孩接種。時至今日，不少醫學報告及藥劑師早已警告，此混合疫苗可能會引起自閉症及腦炎等神經

問題。事實上，正常而言，三種病菌同時襲擊人體的機會十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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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英國曾經停用，但因為再度爆發德國麻疹而恢復使用。多年來，不同國家的藥廠和政府都有

給自閉兒童的家庭賠償，某程度上承認了疫苗影響腦神經，但由於德國麻疹等疾病會引致併發症，

甚至導致死亡，各國繼續鼓勵家長為孩子接種疫苗。 

 

其實研究早已證實，無論是自然病菌又或疫苗病菌，所引起的併發症是相同的；亦即疫苗對大部分

孩子來說，與本身的病菌一樣惡毒。 

 

作者亦指出，數據顯示，在人類關注衛生問題後，打疫苗針所針對的病毒已大量減低，包括病症數

目。社區沒有菌，不是因為有疫苗，而是大家都明白了「洗手」的重要。而且，大部分人以為打針

後便安全，其實這是錯的。就以肺炎為例，病毒超過 90 種，但現在疫苗只是 13 價，即包括 13 種菌。

打了針，肺轉弱了，然後還要怕餘下的 77 種菌的來襲。意即讓小孩的肺被 13 種菌圍攻後，然後希

望它還能對付其餘的 77 種菌，難道這合邏輯嗎？ 

 

 

 

作者繼續指出，西方醫學報告也多次說明，疫苗跟病毒引起的併發症是相同的。而且正因那是已死

的菌，所以才會加入其他化學劑，希望可以激發免疫系統。除滅活病源外，其他典型成分有水銀、

鋁、甲醛、酚、抗生素和乙二醇等。全部直接入血，永久地留於身體組織內，持續使腦部的免疫系

統處於緊張狀態，釋放游離基，破壞腦組織，造成語言障礙、行為異常、性情變化等。所以人家說

從前的小孩較易照顧，其實不無道理，因為現今的小孩從小身體已經不斷受干擾 —— 重則自閉，

輕則哭哭鬧鬧，你還以為他很頑皮。 

 

令腦部持續緊張的另一副作用，是身體其他免疫功能下降，身體只能集中火力對付疫苗中的病菌及

化學物，不能全面發展其他免疫功能，於是現今的孩子容易過敏，對果仁過敏，對空氣又過敏，不

是哮喘就是濕疹，正因他們的免疫系統發展不全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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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是培植疫苗的方法。很多時候培植方法是從動物身上得來，例如猴子。但猴子的血清進入

人體的免疫系統後，會變成致癌物。 

 

其實，日華牧師曾在 2009 年分享的「健康之藍圖」中提到，每年冬季和春季的流感高峰期，西醫皆

鼓吹市民打流感疫苗，但其實流感高峰期出現的真正原因，是因每年大節日過後，尤其聖誕節和農

曆新年，人們普遍會大吃大喝，令身體抵抗力下降，而出現流感高峰期。 

 

 

 

並且疫苗本身含有水銀，會破壞腦神經細胞，幕後的影子政府，亦是以疫苗作為減少人口的計劃手

段之一。 

 

究竟伊波拉病毒的疫潮，是否又是另一次共濟會在背後策動的陰謀，不單要藉著售賣疫苗賺大錢，

甚至以恐懼使全人類接種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又是否有意把伊波拉病毒和瘋狗症的病毒藉所謂的研

究疫苗產生新品種，使死者變為喪屍的病毒，讓全人類為求自保，願意接受可對抗新喪屍病毒的「獸

印 666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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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於美國受到感染的德州女護士 Nina Pham，她痊癒後，奇怪之處是美國政府竟然於同日立即

安排她到美國白宮，與總統奧巴馬見面並當眾擁抱，如果這位女士一天前才從極為危險的伊波拉病

毒痊癒，而伊波拉病毒又是如此可怕和致命，為何這女士可以立即和總統會面，甚至擁抱呢？這樣

合理嗎？其實伊波拉病毒會使患者的內臟和皮膚嚴重出血而致死，但這位女士並不像是剛從伊波拉

病毒中痊癒，這些新聞都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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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一位剛從西非疫區回國的女護士凱西‧希考克斯（Kaci Hickox），受到政府的強制隔離二

十一天，但該女護士卻無視及拒絕聽從隔離，並且上街踏單車，這又是否只是危機演員把伊波拉病

毒在美國擴散合理化的一場戲呢？一位知道伊波拉病毒可怕之處的醫護人員，會否如此無賴，無視

可能把死亡率高達五成的伊波拉病毒在自己國家內擴散，公開違反強制隔離令呢？ 

 

 

 

事件中，該名所謂的女護士亦被查出她原來的身份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情報人員，並在這

事件發生前，她的檔案亦被人刻意抹去，這種做法是否「此地無銀」或是有意想隱瞞她的真正身份，

並不是西非抗疫的女護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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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震驚的是，似乎伊波拉病毒的疫潮，是美國一早計劃好的，並且有意讓它擴展到全世界。因為

Webbot 的負責人 Clif High 指出，遠在 1960 年代，他的父親在美國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工作時，他以

一位職業軍官的身份研究生化武器，而其中一個題目就是使伊波拉病毒於空氣傳播，以此作武器。

但根據官方的記錄，伊波拉病毒是在十多年後的 1976 年首度發現。究竟這次的全球性伊波拉病毒疫

情是否早於 1960 年代已經計劃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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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每次當這些疾病出現後，便會產生極多的疫苗。從前是一、兩種疫苗，現在已經不是， 

每一個小朋友在未成年前，都需要注射數十次疫苗，但那些全是賺錢的門路。 

 

影片：香港出生小童要打多少疫苗？疫苗有用嗎？還是危害健康？ 

究竟一個在香港出生的小童，到長大要打多少次疫苗呢？根據香港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的香港兒

童免疫接種計劃，由初生到小六，在香港出生的小童，一共要打 17 支疫苗針。這只是政府衛生署所

提供的免費疫苗服務，還未計算鼓勵市民自費打的疫苗，亦未計算因各種不同疫情出現，而免費或

收費的疫苗，包括普通流感疫苗，禽流感疫苗，豬流感疫苗，甚至將來的依波拉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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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的疫苗包括： 

初生、卡介苗、第一次乙型肝炎疫苗 - 

一個月，第二次乙型肝炎疫苗 -  

兩個月，第一次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第一次肺炎球菌疫苗 -  

四個月，第二次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第二次肺炎球菌疫苗 -  

六個月，第三次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第三次肺炎球菌疫苗 - 第

三次乙型肝炎疫苗 -  

一歲，第一次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  

肺炎球菌疫苗 - 加強劑，第一次水痘疫苗 -  

一歲半，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加強劑 

小一，第二次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及水痘混合疫苗 - 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

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加強劑 

小六，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減量）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 - 加強劑 

 

但是由香港著名綠色力量創始人，前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講師周兆祥博士所寫，由香港青

文書屋出版的《免疫針危害健康》一書指出，打免疫針不但不能預防疾病，甚至會為小童及成人帶

來各種身體健康甚至精神問題。 

 

 

 

周兆祥指出，原來免疫針可以預防疾病，只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醫神話。事實上，疫苗（即人工

製造的病毒）不但無助於防止疾病，由於它能避過人體自身的防疫系統，直接注射到血液，這種人

為對人體內部進行污染的行為，為人類健康帶來災難性的損害，輕則身體衰弱，重則喪命。一個多

世紀以來，因注射疫苗已經導致千千萬萬名兒童死亡。 

 

甚至有研究指出，近年兒童患上自閉症個案增多，都與打疫苗有直接關係。那麼，所謂疫苗曾有效



20141109   www.ziondaily.com 
 

 
 85 

控制和消滅了很多傳染病，又是怎麼回事呢？作者周兆祥指出，疫苗都是在該傳染病大規模流行多

年後，才被製造出來，當該疫苗製成時，這種流行病已經消失了百分之九十五，因為許多流行病的

發作是周期性，和疫苗毫無關係。 

 

相反的，有些國家和地區在強制推行注射疫苗後，該流行病的發病率反而上升十倍、百倍。作者指

出，控制疾病的最好方法是自身健康、環境衛生和營養。因此，很多流行病的消失，是由於該地區

的環境衛生和營養狀況的改善，與疫苗沒有關係。疫苗不但無功可言，更甚是使很多本來可以自行

痊癒的小病，變成了奪人性命的重病。 

 

既然疫苗百害而無一利，為何它能夠如此盛行，並且大多數國家都會強制人民注射呢？ 

 

作者指出，疫苗是龐大的醫藥工業，它是一筆巨大的利潤，西醫要靠疫苗來維護威信；政府要以此

證明他們在為人民服務；家長要靠疫苗來減低對孩子健康的憂慮。 

 

疫苗關係著這麼多人的利益，因此它的真相就一直被掩蓋了。作者在書中列出製造疫苗的原材料清

單，同樣令人觸目驚心：腐臭的馬血、浸軟的婦女乳房有癌細胞組織、吸塵器袋裡的塵埃、病死動

物的瘡腫濃液、劇毒金屬、磨成粉末的昆蟲屍體、百日咳濃痰、傷寒病人的糞便等等令人作嘔之物。 

 

以這些原材料製造的疫苗，人們以此來預防疾病，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作者在第五章開頭，引用

一博士的說話：「打防疫針是比販賣毒品更可惡的罪行，因為它任由販賣疫苗者毒害、欺瞞無知大眾。

這些疫苗販子毒害幼年學童、嬰兒、父母。」 

 

這本書還提到，美國有部分醫生一直在揭露疫苗的欺騙和危害，他們因此還建立了一個組織。書中

很多證據都來自該組織提供，但這個醫生組織的聲音，一直都被主流社會所壓抑。 

 

現在，我們所說，很多賺錢的方法、身體的狀況、民主等等，全都是可以用一個方向，就是製造問

題、演釋問題、提供答案，已經可以將民主一夜之間完全改換。 

 

以前，如果一個皇帝要求每人打兩支針變喪屍的話，有誰會做？但現時，在推出民主之後，每一個

都會做，但皇帝命令的話，反而未必去做。因為就是恐懼使然！911 對美國的影響，亦是帶來恐懼。 

 

所以，剛才所有的步驟，只差一步就能完成，就是擁有足夠的金錢和影響力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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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以前，君主時代，即使你擁有足夠的金錢和影響力，或甚是擁有軍隊，你都可以被送上斷頭台。 

 

但現時採用這種假民主的方法，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孟山都（Monsanto）的基因改造，諸如此類都

是 Freemason 所採用的方法，用以私有化資源。只要他們有足夠的權力和金錢，便可以輕易地控制

不單是一個國家，甚至是全世界。 

 

所以，為什麼 Freemason 要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他們要用這個方法去複製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現時，則要透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次過去統治全世界。 

 

在過程中，我們不是無助的。就是因為他們採用這方法，讓他像興建金字塔那樣，以極少人控制著

極多的人，但相對而言，這是不可告人的。 

 

 

 

唯有知識，才能使這一小撮人，企圖用槓桿原理來控制國家的詭計失敗。所以，《聖經》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知道這個時代的知識去勝過這些問題，就是真知識。 

 

最後，我想每個人也跟三個人說：「我要擁有這些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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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若我們學到任何東西，我們都一起歡呼、鼓掌，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