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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4 年 12 月 07 日分享 

第一章：（5）狙擊手出現 

第二章：（6）互相推卸責任 

第三章：（7）內戰當民主 

第四章：軍隊介入（軍法統治） 

第五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了「2012 信息」號外篇，  

就是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到底為什麼世界總是被 Freemason 牽著鼻子走呢？ 

因為 Freemason 懂得充分利用人性的醜陋與弱點來進行計劃， 

而他們亦懂得借助屬靈的律，使一個城市變成被神審判的對象。  

 

 

 

然後，他們成為「耶和華的刀」毀滅那城。  

即使是好像伊甸園般的城市，也要變成荒場。 

這就是《約珥書》所記載的「耶和華軍隊」。  

當那城屬於所多瑪、蛾摩拉的話， 

蝗蟲和螞蚱 ── 這些耶和華的軍隊就會進入城內審判。  

 

而現在香港所發生的事只不過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縮影。  

類似的事件在過去二十年中已經不斷重複發生，  

香港的佔中事件，並不會這麼輕易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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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況與烏克蘭非常相似，俄羅斯成了被世界讉責的丑角。  

而香港也會一步一步的進入同一個光景，導致中國成為丑角， 

即使有一天日本向香港發射飛彈，全世界也只會讉責中國，這就是陰謀者的目的。  

 

 

 

香港步入完整的圈套前，必會先經歷以下步驟：  

1）自以為的創舉  

2）以為今次事件是單一事件性，但卻是沒完沒了  

3）雙方情緒和理智燒毀  

4）有被收買的黑社會參與佔中 

5）當黑社會出現之後，社會已經大亂，狙擊手亦會出現  

6）互相推卸責任 

7）內戰當民主  

8）軍隊介入，中國正式成為丑角。  

9）全球的傳媒不再報道香港究竟發生什麼事，只是一面倒譴責中國  

10）全世界譴責中國  

 

當這 10 點完成後，Freemason 就成功將中國拉進第三次世界大戰。  

到了第 9、10 點時，已經大局已成。 

若要阻止香港陷入圈套的話，必須要在第 8 點就停下來。  

 

第一點、自以為的創舉。 

這是指佔中人士以為自己的抗爭能創造歷史，  

這會讓人產生虛榮心，覺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偉大的事，  

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只是 Freemason 製造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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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亦曾因為同樣的原因，觸發多達 1,700 萬人上街示威。  

當學生帶領運動後，無業遊民、街頭露宿者或失業者，以及黑社會就會延續這些事件下去。  

 

 

 

第二點、理解到事情將會沒完沒了。 

佔領中環人士和政府雙方均認為佔中是獨立事件， 

可是，他們沒有意料到 Freemason 已計劃好使事件維持數年。  

正如他們在香港回歸以前，已經在香港教育系統上作出部署，  

為到類似「佔領中環」的事件製造民主土壤。  

 

第三點、雙方情緒和理智燒毀。 

美國清楚知道什麼是民主，這是要在融洽的情況下才可維繫的。  

民主制度只能處理社會上百分之一的人犯案，因為現有的司法程序太複雜。  

但對於一個暴動社會，犯罪人數大增，以至連監獄都爆滿，警力亦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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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若果有過萬人自首，警方亦無力再執法。 

維持數月的暴亂，已經足以使警察疲憊不堪， 

再沒有時間和精力來對抗黑社會。 

那時，黑社會和狙擊手便會有恃無恐地出來搗亂，  

最後，雙方的體力和精神也會燒毀，疲憊不堪。  

 

 

 

第四點、當警方及暴動者燒毀之時，被收買的黑社會就會出來。  

這就好像身體的免疫系統一旦被破壞，癌細胞就自然會冒出來一般。  

全世界每一場暴動中，黑社會也是 Freemason 的底牌。  

 

 

 

他們會像烏克蘭及「弗格森事件」中的黑社會一樣，全都蒙上面。  

他們甚至會派面具給身邊的人或民眾，使警察沒法辨認捉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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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社會也會燒毀設施和拆毀道路，使他們所到達之處皆變成廢墟。  

 

 

 

Freemason 之所以能控制全球的黑社會，是因為他們擁有大量出產毒品的田地，  

他們供應毒品給黑社會，所以，Freemason 有著他們眾多的把柄。 

 

 

 

除此次外，Freemason 能作為兩邊的推手，能藉此打傷大量警察和市民。  

他同時控制的傳媒，使傳媒對警民衝突只作低調的報道。  

 

烏克蘭經歷十多年的社會混亂， 

每一班新冒起的反政府人士，也把警察看作敵人。  

在家人、社會與黑道中人的攻擊下， 

於是警察人數便開始流失，漸漸沒有人再願意當警察。  

 

但美國卻要警察開始接受軍訓，並且將軍隊的武器交給警察， 

使他們不會在示威中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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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其他地方，當警察失效和黑社會出現時，  

唯一能救這個城市的就是軍隊。  

但當軍隊進入城市，人民就會認為政府要施行軍法統治。  

 

從第一天開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教導示威者無理的訴求，  

其實已經奠定了事情一定會向軍法統治這個方向發生。  

因為一方面，警察人數流失，  

另一方面，公民抗命下大部分的民眾都會傾向犯罪。  

當罪案增加 100 倍時，警察就無力再應付了。  

 

 

 

在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指出，Freemason 所計劃的陰謀， 

已經在歷史上重複了多次，但歷史課本上卻隻字不提。  

因為 Freemason 的知識遠遠超越一般人，他們並用這些知識統治世界。  

他們明白屬靈的原則，使或然率變成必然率。  

他們讓別人得罪神，所以神唯有被逼要祝福他們去審判那些犯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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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的前身是聖路武士，即現時的銀行家，  

他們一早已經知道《聖經》借債的原則，欠債的人是債主的奴隸。  

因此，他們成為了借債的基督徒、甚至國家的主人。  

但最可惜的是，基督徒卻不相信這些屬靈原則。  

 

Freemason 除了利用香港，逼使中國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外，亦會利用伊波拉病毒。  

過去，香港這個城市發生過嚴重的禽流感及沙士疫情，  

原來這並不是巧合的，而是 Freemason 的實驗， 

等到有一天，當中國被拉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疫症便隨時爆發，  

因為香港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若果要將中國拉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便一定要打敗中國在金融上的優勢。  

而使香港的經濟崩潰，單單製造內亂是不足夠的，還要利用疫症。  

《聖經》提及在七年大災難裡，會有瘟疫出現， 

所以伊波拉病毒一定會按照時間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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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經濟如何步入崩潰之中？ 

當美金變成廢紙時，原先港幣亦可選擇與人民幣掛鉤，  

並且，中國已為香港打開了自由行等措施，樂意支持香港， 

所以要香港經濟崩潰並不容易。 

可是，當香港與中國因佔中事件而交惡，  

再加上伊波拉病毒爆發，導致全球廢棄美金時， 

如果中國到時又不願意讓港幣與人民幣掛鉤的話， 

那麼，香港就會如 Webbot 所言，以為美金有希望，卻沒想到它會變廢紙。 

到那時，港幣才與人民幣掛鉤的話就已經太遲了，  

人們的財產已減少了一千倍，甚至一萬倍，香港的經濟亦已完全崩潰。  

那時，Freemason 便成功地透過香港使中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就如阿根庭，當紙幣變成廢紙時，整個社會也處於混亂當中。  

 

Freemason 預知有些事一定會發生，而人是不能阻止的， 

就如神要審判以色列，是沒有人可以阻止的一樣。  

既然 Freemason 掌握的不是或然率，而是必然率，  

那麼，我們唯有用《聖經》的標準，用必然率抗衡他的必然率，才能得勝。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第二篇。  

 

第一章：（5）狙擊手出現 

現在，軍隊仍未進來， 

通常，政府也知道，只要軍隊一進入，就已經輸了。 

所以，在這情況下，當黑社會瓦解警察後，便會進入第五步， 

這就像烏克蘭一樣出現狙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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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狙擊手是專門從外國聘請來的，他們在事件發生的前一年已來到香港， 

這就如當年到達烏克蘭一般。 

這些外國的狙擊手，普遍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成員。 

這些狙擊手（Sniper）手持狙擊槍械，在不同的地方開始掃射，射殺雙方的人，以致局勢進入第六步。 

 

 

 

當狙擊手射殺警察，警察必然施放煙霧彈，使用塑膠子彈，繼而使用真子彈， 

因為警方質疑對方不知從何而來的真武器。 

另一邊廂，狙擊手射殺群眾，那麼，事件便沒完沒了，流血事件便大幅增加。 

 

或者，關於狙擊手這一點，有人會問，狙擊手從何而得槍械呢？ 

這是一條很幼稚的問題，因為香港是法治區，也是一個自由貿易港。 

相同的處理法也出現在烏克蘭和利比亞。 

當地發生內戰時，也不知何故、何來的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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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 

或許不知道在哪一個貨櫃，狙擊手已藏有大量的專業槍械。 

也可能在另一些貨櫃內，已經藏有一些日後香港發生內戰時， 

當實行軍法統治之時，人民暴動所需用的軍火。 

 

 

 

這已經不成問題了， 

因為他們已經預知了整件事情的發展和方向， 

並花上年的時間來籌備和預謀，這些已經是指定會發生的動作。 

事實上，這已經在不同的國家出現了，更莫說是香港這一個小城市。 

 

 

 

當狙擊手出現，已經清場之際， 

因當進入第五步的時候，有些人可能會憑著良心說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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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黑社會頭子可能會說是別人煽動他們；有的學生就說是別人煽動他們； 

又或是有些大學教授出來承認自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早佈署的特工。 

但這些人在狙擊手來到時，都會一律被滅口。 

 

 

 

影片：狙擊手與佔中事件 

在 2014 年 12 月 7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美國謀害中國步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其中的第 5 個步驟：有狙擊手出現於香港的佔中事件， 

警方及反政府示威者會被槍擊，事件深化佔中事件正反雙方的仇恨， 

甚至使社會的混亂加劇，逼使政府出動軍隊平息騷亂。 

但此舉會刺激反政府聲音進一步加大，最終現有政權將會被推翻， 

那時美國所扶植的親美政權就可以上場。 

 

回望過去世界各地不同的革命事件， 

往往也有一批神秘槍手出現殺害示威人士， 

而 Freemason 所扶植的傳媒，則報道為警察開槍鎮壓示威者。 

 

例如在 1989 年東歐國家羅馬尼亞的政權更替事件。 

羅馬尼亞為共產國家，自 1965 年起，由壽西斯古所統治，他兼任黨總書記及總統。 

到了 1989 年，東歐國家紛紛脫離共產主義，但羅馬尼亞卻沒有任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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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2 月，羅馬尼亞的蒂米什瓦拉市（Timisoara）， 

一名羅馬尼亞裔匈牙利籍牧師拉茲羅‧托克斯（László Tőkés）被下令遣送，事件引發示威。 

其後，事件更演變成一場反壽西斯古的示威。 

 

 

 

1989 年 12 月 17 日，軍隊開槍鎮壓騷亂，造成人命傷亡。 

事件沒有被政府媒體報道， 

卻被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 Europe）及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廣泛報道。 

 

 

 

報道聲稱有四千多人被射殺、一千二百人受傷、萬多人被捕、一千二百人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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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這兩個電台都是受美國政府資助而設立的。 

1990 年，法國解放報承認，這宗屠殺事件其實是被西方傳媒誇大。 

 

 

 

可是，大屠殺的消息令事態急轉直下，誘發大批民眾湧去首都布加勒斯特示威。 

 

 

 

12 月 21 日，壽西斯古發表公開演說，譴責蒂米什瓦拉市的騷亂事件，但卻引發更多人上街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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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局勢開始失控，壽西斯古由直升機護送撤離。 

其後，他被新政府的人員捉拿。 

兩天後，12 月 24 日，壽西斯古接受審訊，同日他和他的妻子被槍決。 

 

 

 

而牧師拉茲羅‧托克斯自 2004 年起成為歐洲議會成員，自 2010 成為歐洲議會副主席。 

 

 

 

羅馬尼亞政變後，電影製作人 Susanne Brandstatter 在 2004 年拍攝了一套名為 Checkmate（將軍）的

紀錄片，講述羅馬尼亞推翻壽西斯古的過程， 

由示威慢慢演變成推翻政府的騷動，這宗事件並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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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其實有陰謀者經過多年精心策劃， 

首先，他們將壽西斯古描繪為獨裁者， 

並由美國 CIA 訓練反對派分子及提供各種槍械， 

協助製造這次蒂米什瓦拉市的騷亂事件， 

同時間，亦預備好能取代新政府的人選，最後引發示威， 

透過裡應外合，他們成功捉拿壽西斯古，然後即時審判及槍決他。 

 

至於鏡頭下，蒂米什瓦拉市內被大屠殺的屍體，其實是由醫院運來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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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 

At the Decebal Bridge, I saw a group of soldiers waiting for us in fighting position. 

在 Decebal 大橋上，我看見一隊士兵，正在戒備狀態下等著我們。 

 

We started shouting “No violence, no violence!” 

我們開始大叫：「不要暴力！不要暴力！」 

 

There was no warning. They fired straight into the crowd, without firing a single warning shot! 

當時並沒有任何警告，在沒有鳴槍警示下，他們直接向人群開火！ 

 

I flew some three meters through the air and lost consciousness. 

我從空中下跌 3 米並失去意識。 

 

When I came around I was surrounded by dead and wounded. 

當我恢復意識時，我已經被屍體和傷者包圍。 

 

The bloody price of Timisoara. 

蒂米什瓦拉 ── 血之代價。 

 

There were supposed to be 4,000 victims some of which are put on display. 

當時據報有 4 千人遇害，好些更被展示於人前。 

 

In reality, this is also a fraud as old autopsy marks reveal. 

事實上，這也是一個騙局，因為有人在屍體上發現了解剖痕跡。 

 

In Romanian Brasov, there used to be a similar movement in November, 1987 but since nobody died the 

people calmed down again. 

1987 年的 11 月，羅馬尼亞的布拉索夫，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運動，但最終因沒有人喪命，所以群眾

最後亦冷靜下來。 

 

And when repeating this, one must bear in mind that if not enough people die. 

故此當再次推行運動時，緊記著如果沒有足夠的人死亡， 

 

if not enough blood flows the people will never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沒有足夠的血流出，民眾是不會挺身而出的。 

 

These are not the 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 these people here. You can see, if you look at them, that the 

body have been cut open. 

他們不是革命的受害者，你可以看到他們身體曾被剖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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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has killed these people? Also the Securitate? 

誰殺害他們的？又是秘密警察做的嗎？ 

 

Nooo, they just died! 

不，他們是剛死去的！ 

 

Radio Free Europe broadcasts hourly reports underlined with the sounds of shots and screams. 

自由歐洲電台每小時播放新聞，特別播出射擊和慘叫的聲音。 

 

The crowds are also enraged by specially trained provocateurs. 

群眾亦被那些受過特殊訓練的煽動者激怒。 

 

Gheorghe Ratiu - Head of Homeland Security of the Securitate 1989. 

Gheorghe Ratiu ── 羅馬尼亞秘密警員轄下國內安全部主管，1989 年。 

 

The Securitate had information and purposefully infiltrated these Western camps. 

秘密警察得到了情報，並有目的地滲入那些西方陣營。 

 

There was a camp in Germany, in Zirndorf another one close to Vienna one  at Traiskirchen, one in 

Budapest and another in Hungary, in Bicske 40 kilometers towards Austria in the former barracks. 

這些陣營有一個位於德國的齊爾恩多夫，一個靠近維也納，一個在特賴斯基興、一個在布達佩斯，

另外還有一個在匈牙利比奇凱，離奧地利邊境 40 公里，在前軍營處。 

 

Here, people were trained in guerrilla tactics. 

這裡，民眾學習游擊的戰術。 

 

The units that had the sole purpose of creating unrest among the population were trained in order to initiate 

the rebellion. 

這些單位唯一目的就是製造民眾騷亂，他們受訓去發動叛亂。 

 

Even though these camps were within Germany, Austria or Hungary the instructors were all Americans. 

雖然陣營設立在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但教官全都是美國人。 

 

The Germans, the Americans in Austria, in the south of Germany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 also took part in 

training the right people. 

德國人、美國人，在奧地利、德國南部和另外幾個國家，都有協助訓練合適的人。 

 

We were aware of that at the time and did our bit in this process. 

我們當時都知情，並為整個計劃完成我們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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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aer -前中央情報局調查員 

For the covert operations, you can train people. The special forces can train foreigners. 

在這個秘密行動中，你可以訓練群眾，特種部隊負責訓練外國人。 

 

The CIA can train them to use weapons as it was done in Cuba or in other places. 

CIA（中情局）能夠訓練他們使用武器，他們在古巴和其他地方曾作過類似訓練。 

 

All this paramilitary stuff is just a training. 

所有準軍事行動都只是訓練。 

 

Was this possible back then in Romania? 

這於當時的羅馬利亞有可能嗎？ 

 

Yes! It was carried out by the countries bordering Romania from Hungary. 

有！當時訓練是在羅馬利亞周邊國家進行，在匈牙利進行。 

 

We've mentioned the training camps in Hungary and Germany, sure. 

我們曾提到位於匈牙利和德國的訓練營。 

 

but at the time of action, the people must be planted on site and you probably realize that you can’t smuggle 

in hundreds of people but maybe a dozen. 

當然在正式發動時，必須在當地培植人手，你要明白我們無法使上百人偷渡過境，只能處理十數人。 

 

Milton Bearden - 中情局東歐主管 1989 

 

Yeah, but they’re saying these were CIA camps? 

是的，但他們指這些是中情局訓練營？ 

 

You must make a clear difference as many actions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CIA. 

你要先弄清當中的分別，許多的行動據說是由中情局負責。 

 

but I don’t know what story you’ve heard. 

但我不知道你聽到了甚麼。 

 

I don’t mean to say that this is all nonsense but I advise you to proceed with some caution on that. 

我不是指這些全沒有根據，但我勸你要小心一點。 

 

Charles Cogan - 中情局巴黎主管 

It could be that the CIA supervises these camps or trains the tr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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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可能是負責監管訓練營或訓練教官。 

 

The real life version is that you grab someone and say: “Here’s an M16. This is how you insert the 

magazine. This is how you load it. This is how you shoot somebody” or “this is how you take the detonator 

and explosives and blow them up” 

真實的版本是你抓著一些人並向他們說：「這是 M16 步槍，這樣插入彈匣，這樣上彈，這樣向人開

火」又或「這樣拔除雷管，引爆炸藥將他們炸死」。 

 

從歷史上可以得知，壽西斯古的倒台，是由美國政府及 CIA 所策動， 

由蒂米什瓦拉市發生騷亂事件，至到壽西斯古被殺，政權被推翻， 

相差時間只是短短不足十天，並且當權者毫無還擊之力，就被殺掉。 

這足證美國政府煽動別國人民的計劃是經過周詳的策劃和部署。 

 

委內瑞拉亦有相似的情況。就如對付羅馬尼亞一般， 

以一宗槍擊事件引發一連串早已經部署好的行動， 

務求在極短時間內，推翻一個政權。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於 2000 年勝出總統選舉， 

他的立場一向反美，但他在國內深受人民愛戴， 

並且，他與美國的敵人 ── 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關係非常友好， 

所以，查韋斯一向是美國政府的眼中釘。 

 

於 2002 年 4 月 11 日，委內瑞拉有反政府人士遊行至總統官邸，而政府支持者亦集結於此。 

期間有狙擊手向雙方開槍，殺了 18 人，警察及政府支持者亦向狙擊手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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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被收買的傳媒，隨即指控是警方及政府支持者殺害市民。 

 

 

 

事件觸發委內瑞拉軍方的不滿，軍方隨即在當日發動政變，推翻查韋斯。 

然後，委內端拉最大商會主席佩德羅‧卡爾莫納，隨即宣誓成為代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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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紐約時報》亦報道，獨裁者查韋斯下台，委內端拉將會有民主政府。 

 

 

 

但其實，查韋斯正正是民選產生的總統。 

明顯地，《紐約時報》是要協助美國政府將查韋斯塑造成獨裁者， 

從而將這一場政變合理化。 

一切都照足美國政府及 CIA 的計劃進行，逼使查韋斯退位。 

 

可是，期後事情卻出現戲劇性變化。 

兩天後，成千上萬的查韋斯支持者上街，協助查韋斯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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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該場政變失敗告終。 

 

 

 

後來，有報道指出，原來發動政變的勢力，其實與美國政府有關， 

他們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 

而查韋斯亦指控美國協助發動政變。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020415/254436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020415/2544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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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不論是敘利亞或烏克蘭的革命運動， 

也有報道指，有美國 CIA 或 CIA 所訓練的狙擊手參與其中。 

美國的目的就是要謀害當地政府。 

 

其實，每一個國家對槍械皆有嚴格的管制法例，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狙擊槍的。 

並且，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用狙擊手去阻止示威進行。 

因為狙擊槍根本不能發揮阻止市民前進的作用， 

除了中槍者外，所有身邊周圍的人，也不會知道有人射擊， 

故此，會繼續前進，繼續衝擊警方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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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者用狙擊手的原因，是讓示威者不知道子彈從哪裡飛過來， 

讓狙擊手事後能夠全身而退，不被捉拿。 

每當示威者中槍倒地的話，傳媒就可以將矛頭直指警察或軍人。 

加速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刺激民眾要推翻政府。 

 

YouTube 影片： 

The latest events in Egypt called for Great Britain and United States to resort to their infallible method. 

埃及最近發生的事件，讓英美使用他們萬無一失的方法 

 

The one they always use when it comes to escalation of viol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never they want 

to wreak the havoc and it happened. 

他們常用這方法在不同國家令暴力升級，好在別國造成巨大破壞，而這真的發生了。 

 

Snipers are in action again. 

狙擊手再次出動。 

 

Several protesters were killed after snipers opened fire from atop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in Cairo 

reports rush in citing Al Jazeera. 

數名示威者被殺，狙擊手從開羅內政部頂樓開火，新聞引述半島電視台報道。 

 

The source also says that the protesters came under sniper fire when they were trying to attack the ministry. 

消息人士指出，示威者遭狙擊手射殺時，他們正試圖攻擊內政部。 

 

If you want to stop the crowd storming a building you would rather fire in the air first This would be a 

signal to the people This is the way to stop violent crowds with minimal, if any, losses 

如果想阻止群眾強攻一棟建築物，你會先向天開槍，給群眾一個預警，這是以最少損失來制止暴民

的方法。 

 

On the other hand, no one will notice a sniper shot in the crowd. They won’t even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next to them fell down. 

再者，無人會注意到狙擊手在人群開槍，群眾甚至不明白為何身旁的人會倒下。 

 

He may have stumbled over something. Who knows? 

可能絆跌了，誰知道？ 

 

Sniper shooting is not the way to disperse a crowd simply because the crowd can’t notice it but then this 

body shot in the head or in the heart will be noticed by journalists and shown by Western TV companies. 

狙擊手開槍，目的不是驅散群眾，因為群眾根本不可能注意到，但頭部或心臟中槍的身軀，卻會被

記者注意到，並於西方電視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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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owd has no intellect; it has only instincts. It will not make ballistic tests or figure out where the shots 

came from. 

群眾沒有思維能力，只有直覺，它不會作彈道測試或找出射擊的源頭， 

 

The crowd will instinctively accuse the bloody regime. 

群眾只會憑直覺指責血腥政權。 

 

No authority will ever use snipers to disperse the crowd. It is done by those who want to set crowds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to escalate violence. 

沒有政權會使用狙擊手驅散人群，這是那些想利用群眾對抗政權，並使暴力升級的人做的。 

 

Just surf the web and you will find ample cases. 

只需上網查找，你會發現大量事例。 

 

when unknown snipers try to provoke or escalate disorders and clashes. 

就是不知名的狙擊手出現，試圖引起或加劇動亂和衝突， 

 

All you need to do is type unknown snipers and the date. 

只需輸入不知名的狙擊手和日期。 

 

I described a few examples in my book. 

我在書中描述了幾個例子， 

 

Pakistan, June 2010; Thailand, May 2010 Iran, June 2009; Romania, December 1989 

巴基斯坦，2010 年 6 月；泰國，2010 年 5 月，伊朗，2009 年 6 月；羅馬尼亞，1989 年 12 月 

 

Moscow, October 1993 Snipers were shooting at Muscovites soldiers and commandos from atop the US 

embassy 

莫斯科，1993 年 10 月，狙擊手從美國大使館頂部，射擊莫斯科人、士兵和突擊隊員 

 

Snipers always come onto the stage when the crowd is too hesitant to overthrow its government. 

當群眾過於猶豫推翻其政府時，狙擊手便隨即上場。 

 

They only have to stir it up and their duty is done. 

他們只要引起動亂，責任便完成了。 

 

事實上，暗殺事件是刺激民眾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不論是用來鏟除異己或是使民意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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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林肯完成南北戰爭，將和平帶給美國後， 

他隨即就被暗殺了，然後 Freemason 就可以騎劫整個美國。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亦是源自費迪南大公夫婦於塞拉耶佛被暗殺的事件。 

 

 

 

同樣，當甘迺迪嘗試揭穿 Freemason 的陰謀時，他就死於暗殺。 

 

http://i.dailymail.co.uk/i/pix/2008/09/25/article-1061691-02CAEDA800000578-31_468x540.jpg
http://i.dailymail.co.uk/i/pix/2008/09/25/article-1061691-02CAEDA800000578-31_468x54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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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 ── 馬丁路德金亦是死於暗殺。 

 

 

 

從眾多的歷史事件看來，佔中事件會演變為有狙擊手出現殺害佔中領袖， 

然後，那班被 Freemason 所收買的傳媒，卻將責任嫁禍給那班從來不會用狙擊手去控制人群的警隊、

香港政府，甚至中國政府，目的是為了要刺激民眾推翻政府的情緒， 

這事絕對不足為奇。 

 

而這亦是共濟會一向採用的手段， 

如此，就解釋了為甚麼在過去的歷史中，人們一直查不到這個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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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做到這一步，基本上整件事件都已經沒有人證， 

那些自以為將會從事件中獲利的人，反而會死在當中。 

而他們被殺的藉口是甚麼呢？ 

可以是因為罪案，被人搶劫，這些人證的房子無故被燒，甚至被殺人滅口！ 

 

需留意，當事情發展到黑社會介入之後， 

原來，全世界的黑社會就是共濟會的其中一張皇牌、底牌，而另一張就是傳媒。 

 

所以，當黑社會介入時，你會看見全世界的傳媒都會對此一律避而不談，對於狙擊手的出現亦一樣。

所以，後來在歷史中對這些事件作出總結時，都是不會提到這些事情的。 

 

情況就好像現時的弗格森巿事件（Ferguson）一樣， 

你會看見 CNN 等電視台的報道，根本已經被共濟會所收買。 

 

 

 

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香港只是一個城市， 

所以，我們不會明白一個國家是怎樣運作的。 

就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以甚麼手段來使整個國家受控？ 

其中一點就是發展漫畫，所以，全世界的漫畫和卡通最盛行的地方就是日本。 

 

 

 

但日本所使用的方法其實只是很低層次，而美國則高級得多， 

他們是利用傳媒和荷里活來統治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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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曾經分享過，怎樣去辨識關於共濟會如何教育人民， 

又或是進行洗腦及傳遞信息，都是藉著傳媒和電影。 

 

 

 

所以在電影當裡，共濟會最喜歡用的演員就是尼古拉斯‧基治（Nicolas Cage）， 

還有經常以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為導演。 

 

 

 

在他們的電影中，有很多槍殺事件以及槍擊案，甚至是一些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這兩個人：一個是演員，另一個是導演，經常會在電影中傳達 Freemason 的訊息。 

而這就是控制一個國家的手段，所以當地的傳媒全都是被共濟會所控制， 

這也包括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傳媒。 

 

影片：現今傳媒的角色 

在 2014 年 12 月 7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傳媒現今的角色。 

 

在現代社會中，由於 Freemason 人數很少，所以需要以槓桿方式，才能夠控制全世界數十億的人。 

因此，他們主要控制幾個關鍵行業，包括傳媒、娛樂、毒品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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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擁有傳媒、娛樂，就能夠掌控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思維取向。 

當他們擁有毒品，就能夠有源源不絕的金錢供應。 

當他們擁有銀行，就能夠控制政治，甚至引發戰爭。 

因此，大部分傳媒已被 Freemason 所控制， 

他們從不會揭露 Freemason 摧毀別國的種種手段，甚至幫忙掩飾。 

 

換言之，他們已經背棄了記者報道真相的天職，成為協助政府管理人民的打手。 

就如牧場當中，負責驅趕羊群的牧羊犬，不斷發聲去將羊群走進主人所訂的方向之中。 

因為在現今的「民主」社會中，人民投票選擇領袖， 

並不是有雄才大略、擁有聰明智慧者，就會受到市民的擁護和支持， 

反而，誰人能夠控制「民意」，那人就能夠成為一國的領袖。 

而在現代社會中，能夠主宰「民意」的機構就是傳媒， 

因此，一個國家的有效統治，傳媒必然佔著重要地位。 

 

而 Freemason 亦明白到，如果打著「官方傳媒」的旗號，人民定必抗拒。 

所以，Freemason 會以私人企業方式擁有大部分傳媒，成為他們駕馭民意的工具。 

美國亦有人開始察覺當中的情況， 

過去幾十年間，美國的傳媒落入幾間公司的手上。  

到 1983 年，美國有 50 間機構控制著大部分的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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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時，大部分美國的傳媒已落入 6 間機構當中。 

一個擁有三億人口的國家，單單只有 6 個傳媒機構。 

因此，人們稱這些大財團所買起的傳媒機構為主流傳媒（Main Stream Media）。 

 

 

 

因著現時互聯網發達，人們為了對抗主流傳媒， 

因而開設了很多網上媒體，去揭露主流媒體不會報道，亦不敢報道的事情， 

稱為另類傳媒（Alternative Media）。 

 

例如，在近期的弗格森事件當中，有市民於 CNN 作出直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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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聲呼叫這些是假記者，不會報道真相。 

 

 

 

YouTube 影片： 

They ain't going to say the truth, neither way. 

他們不會說真相，不會！ 

 

They ain't never goin' to say the truth. 

他們不會說真相。 

 

They got their own narrative and they get paid by Zionists（Freemasons）. 

他們有他們的敍述，猶太復國主義者（共濟會）付錢給他們。 

 

They are AIPAC-run agency. 

他們是由「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經營的。 

 

They are run by – I know, what’s up? 

他們是由……經營 ── 我知道，甚麼事？ 

 

They're all run by Israel, so they all got to go! 

他們都是以色列經營的，所以都要離開！ 

 

And I will watch CNN and them press conference players and they will lie. 

我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他們玩弄新聞發佈會，他們會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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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them are liars, all of them got to go CNN got to go. 

他們全都是騙子，他們全都要離開，CNN 要離開！ 

 

事實上，Freemason 要以「製造問題、演釋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去改變人民的意願。 

他們所製造的大型問題，必定需要各個傳媒的合作，才能夠成功。 

例如，將美國一手帶進反恐時代的「911 事件」， 

當時，在第 7 大樓倒下前 20 分鐘，BBC 已作出報道。 

 

 

 

又例如，鼓動各國空襲敘利亞，伊斯蘭國殺害記者的片段，  

但傳媒卻不顧當中的粗製濫造、錯漏百出，只管繼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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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專家指出是假的時，傳媒都只是輕輕地提一下，從來沒有正式的澄清， 

往後，亦繼續堅持之前片段是真實的說法。 

甚至，其後的記者以同一手法被殺害， 

傳媒也堅持說那些粗製濫造的片段為真實片段，是 ISIS 將他們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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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配合加拿大提出新反恐條例所發生的槍擊事件， 

傳媒沒有發現受傷士兵中槍後只有少量血液流出、 

亦沒有發現四個人合力做心外壓法時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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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沒有質疑一名數十年沒有開槍，年近 60 歲的侍衛長， 

在跳開避子彈時，卻可以在凌空轉身連開數槍射殺疑犯。 

 

 

 

並且，開槍所遺下在牆上的九個彈孔，後來被發現在以前已經出現，不是新的彈孔。 

可是，記者們亦從來沒有澄清這些錯誤，亦堅持他們的說法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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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這些轟動世界、改變國家方向的事件， 

除了傳媒機構配合報道之餘，亦阻止記者們提出質疑或去找出當中的真相， 

所以，多年過後，這些 Freemason 於背後策動的事件，  

除了網上有人發現真相外，傳媒亦不會再提及，讓這些人物和事件銷聲匿跡。 

 

同樣，當錫安教會的主日信息分享「危機演員」的概念後，  

人們在網上開始留意到電視新聞的報道手法， 

他們發現，原來一些電視新聞所採訪的市民，其實並不是普通市民， 

而是一些預先安排的「危機演員」去配合報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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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們亦發現，香港的電視台亦如日華牧師所言，似是被人操控了。 

 

第二章：（6）互相推卸責任 

接著第五步之後，第六步就是「互相推卸責任」， 

整件事就是藉著互相推卸責任，得以繼續延伸下去， 

介時，人們會問那些學生當時為甚麼要做這些事？ 

那些學生卻會否認和自己有關，推卻事情失控與他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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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任何人都應該知道，若你沒想到事情是會失控，那便不應該開始！ 

正如一個人駕駛一輛汽車，明知自己沒能力駕馭它，會因此失控撞上巴士站，撞死數百人， 

那麼，那人倒不如一開始便不要上車倒好。 

 

 

 

若你不能控制它，當看見它失控時便應該急流湧退，否則你便會成為千古罪人！ 

 

 

 

人家稍為煽動、抬舉一下，你便興奮得樂上半天， 

自以為打破了香港、烏克蘭的紀錄，舉辦了大型的示威，再由示威變成暴動， 

但之後就說成是「失控，不關我的事，每位都是自發的，與我沒關係。」 

 

但作為發起人，可以先走，不需要不斷地拿這些彩頭！ 

這班人一開始便帶出一些不能接受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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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動動腦也知道，這一班只有十多歲的年青人究竟懂什麼呢？  

但他們那份驕傲，受別人唆擺便得意忘形， 

失控又不承認，失控不承擔責任便應該停；卻因虛榮心而不肯停。 

 

   

 

影片：「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的第一至六個步驟的總結 

錫安教會梁日華牧師在 2014 年 11 月 3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 

分析到當前在香港已發生歷時兩個多月的「佔中事件」。 

 

日華牧師指出，事件背後是由美國的 Freemason 所策動， 

目的是逼使中國參與將會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 Freemason 會用十個步驟去達到這個目的，就是「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這十個步驟包括： 

1. 自以為的創舉 

參與者都覺得自己正在製造創舉，這是一種虛榮心。 

 

   

 

2. 理解到事情將會沒完沒了 

起初，大眾會以為今次是單一的事件，但是 Freemason 有方法使到事件沒完沒了， 

後來，所有人都會知道事件已經到了無法平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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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方的情緒和理智燒毀 

由於事件沒完沒了，導致雙方在情緒和理智上燒毀，形成暴亂，這是必然的結果。 

 

   

 

4. 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 

美國 Freemason 會收買香港和香港附近的的黑社會，包括香港、澳門、深圳和廣州等， 

以暴力令佔中事件進一步升溫。如果對付烏克蘭需要幾千名黑社會參與， 

對付香港則只要幾百名黑社會介入，就可以將情況推至與烏克蘭一模一樣。 

 

   

 

5. 狙擊手出現 

當黑社會介入後，社會已經大亂，其後就會出現狙擊手，暗殺雙方的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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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互相推卸責任 

到了第 6 個步驟時，正反雙方心態已經燒毀，加上事件演變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雙方互相推卸責任，成為繼續維持暴動的藉口。 

 

 

 

7. 內戰當民主（政府及警隊瓦解） 

 

 

 

8. 軍隊介入（軍法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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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球傳媒譴責 

 

 

 

10. 國際譴責及制裁 

 

 

 

日華牧師指出，當事件發展到第個 6 步驟時，社會經已大亂， 

無論是佔中或反佔中的一方，都會把事件的嚴重後果推卸給對方， 

因為，社會的秩序不知何日才能夠回復，香港的經濟一落千丈，黑社會介入示威暴亂， 

令事件充滿暴力，甚至，出現狙擊手暗殺雙方的主要人物，令雙方無法和解，更演變成仇恨。 

 

事件到了這個地步，無論正反雙方都已經成為輸家， 

只有在背後策動事件的美國 Freemason 成為唯一真正的贏家， 

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犧牲香港，而不是為香港和中國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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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參與示威的人數遠超過警察， 

並且示威者已被人教唆，不需要怕犯法，不需要怕被警察拘捕，甚至不怕留案底被判監， 

因為當革命成功後，他們就會成為英雄，警察會失效，沒有辦法再維持秩序。 

 

這個時候，香港的特區首長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辭職，但是即使他選擇辭職，由另一個人選暫代， 

對整個局面都不會有任何幫助，甚至示威者成功逼令特首下台後，氣焰會更為厲害。 

 

另一個選擇，唯有使用軍隊入城清場，但如果出動軍隊的話，就會死傷無數， 

所有人都只會成為更大的輸家。 

 

在佔中事件開始之前，金融集團美銀美林發表了研究報告， 

認為如果佔中事件持續 3 個工作天，會令香港損失近 40 億元， 

但如今佔中已經持續了超過 60 天，換句話說， 

已經令香港經濟損失共超過 2,400 億港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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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如發生在美國紐約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樣， 

而且佔中事件令中國內地來港旅客大減， 

因為中國政府大幅減少自由行和內地旅行團數量，令很多依賴旅遊業的香港商店蒙受巨大損失， 

不單商戶業主和租戶受影響，當中受僱的職員都已經或將會面臨收入劇減，甚至失業的光景。 

在佔領區，大部份商戶因佔領事件，收入大減一半以上。 

以下是一個香港 YouTube 頻道「港人講地」訪問一些因佔中事件而生意受影響的人士，現身說法。 

 

YouTube 影片： 

皇室堡分店生意不見了七成至八成， 

這裡（佐敦店）就三成左右， 

 

皇室堡、銅鑼灣（分店）， 

原本 5 號有 35 桌的婚宴，結果只擺了 30 桌。 

 

晚飯（時間）影響更大，平時晚飯（時間）有六、七十桌， 

沒有婚宴的話，有六、七十桌，現在只有十多桌， 

 

（佐敦店）這邊有三間餐館，十月一日起已經少開一間，午市都不開了，因為人流不夠、客人不夠， 

他們怕亂、怕政府不知何時清場、怕暴動、怕長者、小孩會受影響，直接說要取消（訂位）， 

問他們（客人）甚麼事，他們說因為佔中影響。 

 

公司在 2000 年成立，03 年遇到 SARS（非典型肺炎）， 

當時很辛苦，但這一刻又再重演。 

 

民主意見，自發爭取自由、表達意見，都不能這樣表達。 

每人都有意見，你要表達意見，卻不能霸佔馬路，不讓人家走， 

正所謂給一條路讓人家走吧！都沒有！ 

民生如何生存、生活呢？ 

 

中區餐廳整體的生意額下跌三成以上，也就是單純在中區，每天損失 1,000 萬以上， 

如果包括後來被佔領的旺角和銅鑼灣，粗略估計，單純這三區，每天損失大概 5,000 萬生意額， 

這已經是保守估計。 

 

也有老闆向我反映，看到現在的情況，不知道佔領行動何時完結， 

每天望天打卦，沒有生意，沒有人流， 

有時候，他們差不多已經到了崩潰邊緣！ 

 

唉……有些餐館老闆慨歎說無能為力， 

他們沒了現金流，沒有收入來支付租金、發薪金、繳付不了供應商貨款，以及其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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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麼辦呢？ 

 

也有些老闆跟我說，最多能支撐十天、八天，已經彈盡糧絕。 

有人跟我說，可不可以控告佔中的發起人？ 

但遠水不能救近火，你說要去控告對方，需要多長時間呢？ 

我還沒有（開始）訴訟，就已經彈盡糧絕， 

 

另外，YouTube 頻道「港人講地」亦訪問了一些在佔領區做小生意和工作的升斗市民， 

談及佔中對他們的影響 

 

YouTube 影片： 

之前是沒有人走過的，好像死城一樣，差別很大！ 

現在的生意下跌了三、四成。 

當然應該（重開道路），我們做生意是靠人流， 

你知不知道我們差不多連飯都沒得吃了。 

 

好了很多！ 

今天多些人走過， 

希望他們不要再在這裡（旺角）搞事了， 

重開這條路，有些人可以坐公共汽車（巴士）來旺角， 

就算不是購物，都可以湊熱鬧，看看東西，希望多點人流。 

 

大概影響了三、四成（生意）， 

一來是少了遊客，二來是道路不方便，三就是由於有（佔領）運動， 

每人都是，沒甚麼事就不會亂花錢，先看看情況， 

環境不好，不知道世界將會如何。 

如果現在道路重開，應該人流會多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豉油街隧道口是必經之路。 

 

其實從以上所看見的得知，這個佔中事件為香港所帶來經濟上的嚴重影響， 

是 Freemason 在背後所策動佔中時一早已經預計好的。 

因為當事件發展至數月甚至上年的時間，就會令無論本來經濟是如何繁榮的香港都會一落千丈， 

使大量人士收入大減和失業，並使這些失業人士成為這個運動中，無論正反雙方的「新血」， 

使佔中沒有平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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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指出，若到達第 9 或第 10 個步驟的話，一切都會太遲了， 

一定要在第 8 個步驟停下來，不然，中國被逼加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成為鐵定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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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這樣，警察便瓦解，在這情況下，所有地方政府都會瓦解， 

到了這地步，不管是首長，總理都在那時下台，烏克蘭豈不是這樣？ 

 

除非立即進駐軍隊，實行軍法統治，像埃及那樣， 

可是，即使進駐軍隊，也有不順利的時候， 

因他們可用同一方法瓦解警察，也可用同一方法瓦解軍隊。 

 

 

 

只不過在香港，當全部警察瓦解時，特區首長最終會決定下台。 

否則，一是進行軍法統治，一就是下台， 

這些政要因為沒有與 Freemason 交手的經驗， 

因此，他們沒想到，從起初這個走勢就只有這個方向，他們沒想到警察將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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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怎麼會由一個牧師，向大家分享這些信息呢？ 

大家都以為會是由一個政要去分享的。 

可惜的是，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更熟悉民主，美國知道民主是不能承擔這些後果的。 

 

影片：美國民主發展步伐的歷史 

在 2014 年 12 月 7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錫安教會梁日華牧師分享到， 

美國和現今奉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真正能夠成功誕生民主制度的原因。 

 

成功誕生民主制度是要經過漫長的時間， 

人民與人民之間，人民與領導者之間，在互相尊重、彼此協商下產生共識， 

過程中因不少長時間的商討，也產生了不同的法律訴訟，甚至曾引發內戰， 

最終，也避過了國家的分裂。 

 

日華牧師指出，一個民主國家的建立，就好像育養一個嬰孩成長一樣， 

需要極大的忍耐和安穩的環境，才可以長大成人。 

美國的成功，亦是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成長歲月，才能有今天的美國， 

成為現今世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無論在軍事、經濟、科技都領導群倫。 

 

但是這樣的一個成功民主國家，是如何建立的呢？ 

且看看一段關於美國的簡單歷史。 

 

北美洲本來是由亞洲人經過西伯利亞移民到美洲，成為了當地的土著，就是現今的印第安人和愛斯

基摩人。一直到 1492 年，哥倫布在西班牙女王的支持下，尋找到一片廣大的新大陸， 

就是美洲大陸。往後的 100 年，大量的歐洲白種人移民到美洲， 

希望遠離歐洲皇室和傳統宗教上的控制，建立一個新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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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620 年 11 月，經過在海上 66 天的漂泊後， 

一艘來自英國名為「五月花」的大帆船向美洲陸地靠近。 

 

 

 

他們為了在美洲大陸上建立一個大家都能受到約束的自治基礎， 

他們在上岸之前簽訂了一份公約，這份公約被稱為《五月花號公約》， 

簽署人立誓創立一個自治團體，這個團體是基於所有人的同意而成立， 

而且將依法而治。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重要的政治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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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英國移民所訂立的這份公約，是以神的名義，並承認英國國王的領導權威， 

建立一個自治的英國殖民地。 

自此之後，一直到喬治華盛頓在 1776 年 7 月 4 日宣布美國正式成立，脫離英國統治， 

期間英國移民在北美洲的東岸分成 13 個殖民地， 

而這 13 個殖民地就成了之後美國立國時的 13 個聯邦州份。 

 

 

 

本來這 13 個殖民地只有非常鬆散的結構，他們沒有統一的貨幣， 

沒有商業貨品的交易往來，也沒有統一的外交政策。 

然而，為何他們後來能夠統一而不分裂，國土日益擴張，甚至變成今天廣闊的美國地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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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由大陸軍總司令華盛頓所領導的 13 個殖民地軍隊， 

由 1775 年開始和英國發生了著名的美國獨立戰爭，8 年後美國戰勝了英國， 

在 1783 年英美簽訂了「巴黎和約」，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 

 

 

 

由於華盛頓成功帶領 13 個殖民地獨立，在美國人民面前他成為了國家英雄， 

有著無上的權威和影響力。 

 

1789 年 4 月華盛頓正式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 

聯邦憲法的制定和實施，使一個擁有真正意義的美國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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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盛頓的主持下，1787 年美國 13 個聯邦舉行了「制憲會議」，歷時 116 天，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次會議。 

 

來自各州的代表們，就如何建立一個有權威，同時又能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聯邦政府的難題上， 

進行了激烈的爭執和辯論，到了 1787 年 9 月 17 日，美國第一部成文憲法最終形成。 

當時，華盛頓警告來自 13 個州份的 55 個代表， 

並所有有份簽署 1776 年美國獨立宣言的所有開國元勛， 

要麼他們永遠分裂為 13 個獨立的國家，彼此為敵，內戰不斷； 

要麼他們合一成為一個聯邦合眾國，只有這樣才可以在歐洲列強的面前， 

真正能夠自主，不會被列強併吞。 

 

由於美國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令美國擁有統一的聯邦政府、統一的軍隊、統一的市場、 

統一的貨幣，因而打好一個極為重要的經濟發展根基。 

 

華盛頓是當時唯一的權威式領導人，沒有法律可以限制他連任，他卻在成功擔任兩屆總統之後， 

決定不再連任，亦不再在往後的總統選舉中參選，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使歷史上除了第二次大戰時期的羅斯福外，沒有任何總統上任超過兩屆，平衡了總統的無上權力。 

 

亦因為美國所施行的總統制，使在任時的總統幾乎可以無阻力地施政，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 

甚至發動戰事都不會被國會掣肘，唯一可以限制他的就是法律和下一屆的選票， 

這就奠定了美國富強的重要基礎。 

 

但是美國最早期的憲法，其實是白人和男性專政，黑人和婦女是沒有公民和政治權利， 

甚至大部分黑人都是地主和農場主人由非洲引入的奴隸。 

由於美國的政客需要大地主的支持才能施政，所以一直對黑人的權利避而不談。 

 

1861 年 3 月第十六任美國總統，亦被稱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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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大部分位於北方的州份已經規定雇用黑人為奴隸是非法的， 

但南方州份種植被稱為白色黃金，亦即棉花的大地主和農場主人， 

仍可合法地繼續使用黑人作奴隸。 

隨著希望解放奴隸的林肯競選總統，南方 7 個合法使用黑奴的州份表明， 

如果林肯當選總統，就會脫離聯邦分裂美國。 

結果林肯成功當選，並且為了保護美國的統一， 

以及維護憲法保障每個人民都有自由和公民權，發動了著名的南北戰爭。 

 

歷時 4 年的南北戰爭，於 1865 年，美國北方的州份勝出， 

不單保持了美國的統一，亦正式廢除了奴隸制度， 

美國的憲法精神得到進一步實踐，黑人都得到公民權和投票權， 

使美國的民主發展得以向前邁進一大步，但這是美國立國的八十九年後才發生。 

 

雖然林肯是南北戰爭的發動者，但當時林肯並沒有使用「兵不厭詐」的原則， 

沒有「妖魔化」南方人，亦沒有以假資料「抹黑」他們，甚至指明會在戰勝後善待他們。 

但可惜的是，林肯亦因此付出了性命，在勝利後僅僅 6 天，林肯就被南方的支持者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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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林肯勝出戰爭解放黑奴，但往後的 100 年間，美國仍保持對黑人的種族隔離政策， 

黑人在國內仍未得到和白人一樣的公平待遇。 

 

甚至婦女的公民權和投票權，要到 1920 年才正式寫入美國憲法，該修正案規定， 

美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性別而被美國任何一州加以剝奪或限制。 

至此，美國婦女的投票權正式得到確定。 

但這已經是美國由 1776 年立國，一百四十四年後才發生的事。 

 

可見，一個被現代稱為最文明、最民主、最先進的美國， 

她的民主也不是一步登天，而是經過漫長的時間一步步演進而成。 

 

到了 19 世紀末，因著電力系統和各種電器產品，例如電燈和電報的發明， 

使美國進到歷史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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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電力系統的普及，美國的經濟力量從此躍升到世界第一位， 

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體系。 

但美國經濟急速增長，亦令到資本主義的問題開始一一浮現， 

美國壟斷式大企業，包括石油大王、牛肉大王、電訊大王、鐵路大王、金融大王， 

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相繼出現。 

 

當時，美國鐵路總利潤的 85%，被 7 個壟斷集團控制， 

鋼鐵產量的 65%，由摩根鋼鐵公司掌握。 

又例如洛克菲勒的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在 1890 年已經控制了美國 9 成的石油提煉生產。 

美國國家財富的 60%，掌握在只佔美國人口 2%的富人手中。 

 

 

 

所以到了這個時候，美國的民主和自由再一次受到嚴重衝擊， 

因著經濟發展權被壟斷，公民權和自由，甚至政府的控制權和司法權都受到威脅。 

大企業收買和賄賂政客，剝削平民百姓，壓抑他們工資，且工時長達每天 12 至 1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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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物價都被大企業控制而不斷上漲，所以由 4 歲小童，以至老人， 

都要長時間在工廠工作以增加收入。 

當時全美國有 200 萬名童工，同時亦是工業發達國家中因工傷致死率的第一位。 

 

 

 

由一代笑匠差利卓別靈拍攝和演出的著名電影，《摩登時代》和《城市之光》， 

就是形容在壟斷式資本主義下，平民的悲慘生活。 

 

 

 

在 1890 年美國政府因為各種的商業合併，而推出「反壟斷法」，對抗大企業控制美國的經濟手段， 

但一直到 1911 年，美國政府才第一次使用「反壟斷法」，控告當時的「標準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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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標準石油公司」被逼分拆為 7 間較小規模的石油公司而告終。 

 

由此可見，就如日華牧師分析一個民主國家的建立過程， 

好比養育一個嬰孩一樣，必須有極大的忍耐，以及安穩的環境下才能長大成人。 

而美國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成長，才成為今時今日的美國。 

 

那段漫長的日子裡，就需要人民與人民之間，人民與領導者之間， 

藉著互相尊重、彼此協商，逐步產生共識， 

過程中亦因商討而引發了不同的法律訴訟，也曾出現內戰， 

不過，最終也避過了國家的分裂。 

 

相反地，今天的美國，在得到成功之後， 

似乎並不希望出現另一個可與之競爭的對手， 

而顯然，這個對手就是中國。 

 

 

 

於是，在過去的 30 年來，美國背後的 Freemason， 

只是不斷輸出「一步登天」的所謂民主運動到世界各國， 

結果，不單沒有真正的民主，卻帶來災難性的破壞， 

就如同伊拉克、利比亞、埃及和烏克蘭的悲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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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美國政府從自己得到一個平穩的共和民主政體的經驗得知， 

民主的發展必須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練，才能夠完成，但仍未能達至完美； 

更何況僅僅數年時間，就希望得到一個成功的民主政治平台，根本是不可能！ 

甚至，現在美國政府和總統奧巴馬的政策，其實是正在把美國民主一步步摧毁。 

 

所以，可以確定，Freemason 的目的，不是要別國的人民得到民主， 

而是要在成功之前，把這些國家的民主道路毀滅， 

這樣，就可以把一切阻礙他們統治世界的阻力消滅淨盡！ 

 

所以，到了最後，學生不會承認責任，警察亦會瓦解， 

政要承擔不起責任，於是他們只能下台。 

升斗市民則全都是損失，所有參與這事件的人都是輸家。 

而下一步便是軍法統治，中國就如俄羅斯，香港則好比烏克蘭。 

 

第三章：（7）內戰當民主 

所以，進到第七點，就是人們視內戰當民主。 

人們聲稱是為了民主而內戰，為了民主而推翻政權。 

他們聲稱自己既然有民主，便能推翻所謂的特首或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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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主是形容一個特定的事件。 

大家常常提及理想的民主，皆會以美國作為榜樣。 

但大家有沒有想到，美國是在一個獨特的環境下， 

人民在非常融洽的情況下，一群農民在互相尊重下而誕生的民主。 

就如一個接生婆接生「民主」這嬰孩時， 

是以指定的手續、方法維持他生存、呼吸。然後，才能成功接生嬰孩。 

不可能找一位軍人以機關槍向媽媽亂槍掃射，卻希望能接生到那嬰孩，這是不可能的。 

 

現時，香港及全球各處亦聲稱要追求民主， 

但他們可曾想過，美國開始民主前的二百年是怎樣嗎？ 

他們是在融洽、互相尊重、互惠下建立民主的， 

而非在互相威脅、反對下，使國家四分五裂來產生民主。 

 

可是，他們從一開始已經視內戰作民主，才會做這些東西。 

不停說「民主」，但，是哪一種民主？ 

這是從書本中記載，還是現實？ 

 

 

 

是烏克蘭的民主、利比亞的民主，還是「阿拉伯之春」的民主？ 

她們做了所有的步驟，卻得不到「民主」。 

 

但這些地方現時有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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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地方的人連溫飽的問題也解決不了，富豪也全都撤離了那個國家， 

所有外資也撤退，銀行也抵制那個地方，留待他們平息後，銀行便借貸給他們， 

這樣就是民主嗎？但現在他們就在做這件事。 

究竟他們正在推銷什麼給香港無知的市民呢？ 

這便是我所說，他們把內戰看為民主。 

 

 

 

舉個簡單例子，以一個比民主更簡單的概念，讓大家理解民主的複雜性和現象。 

就如我們每個人也曾唸書，曾經上過學， 

但是，怎樣才是唸書呢？怎樣才是上課？怎樣才算是學習呢？ 

一所優等的學校，學生上課時的氣氛是怎樣的呢？ 

那一定是維繫在某一種氣氛下才可以成長、學習、唸書。 

 

 

 

相對地，一所劣等的學校，上課時，男男女女聚在一處打架、胡亂擲東西、說粗言穢語， 

甚至把老師趕走，老師一轉身便用粉筆或粉刷擲他， 

這樣的環境能唸書嗎？根本沒可能成長。 

 



20141207   www.ziondaily.com 
 

 
 61 

 

 

民主比這個還要精細， 

現在，這些人所推動的民主，就等同於你要唸書，你可以上課， 

但上課時會有恐怖份子，突然開槍射殺其中一個學生， 

然後叫其他人繼續上課，繼續看著老師； 

然後又用刀殺死另一個學生，繼續叫其他人上課； 

接著有人毆鬥，用三角銼刀和牛肉刀襲擊對方， 

然後卻叫其他人繼續上課，並說其他人要繼續成長。 

 

試問在這些情況下，當中的學生如何能正常上課呢？ 

老師不能正常授課，而家長亦不會讓子女在此亂七八糟的學校唸書吧！ 

教育的環境尚且不能一團糟，何況要建立比它複雜一百倍的民主體制呢？ 

現在，他們想要的民主不能以這方式爭取，這簡直是一件極矛盾的事情， 

究竟爭取的人知道自己在胡說八道嗎？ 

 

在烏克蘭事件、「阿拉伯之春」或是其他地方的民主運動之所以沒完沒了， 

是由於他們所爭取的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學生們覺得民眾、政府不明白他們， 

但是，他們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的訴求何其荒謬。 

明察秋毫的人反會質詢他們： 

「這是民主嗎？究竟你在訴求甚麼呢？你要求是甚麼呢？」 

 

他們要求的民主其後果只有自滅，甚麼事情也牽扯上民主，而他們要求的民主， 

根本是癡人說夢，從未有地方存在過，追求的只是海市蜃樓。 

 

影片：內戰當民主 ── 民運發起人與政府官員間的分野 

早於 2011 年 12 月 4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96 篇， 

日華牧師引述 2011 年 Webbot 預告「人渣革命」將會出現。  

屆時，一些革命發起人將會以無賴和失常方式， 

大肆毀壞、搶掠及以游擊隊式犯罪的手段，製造示威和暴動， 

最終，將自己的國家和城市推入萬劫不復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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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怎麼演變成「人渣（敗類）革命」呢？ 

人們不只是在阻塞道路，而是開始搶劫，（他們）搶劫銀行、群體搶劫、遊擊隊式犯罪， 

包括打劫所有商店，就是所有你能夠想像到的罪案都會發生。 

所以它說，踏入冬天後，開始產生這個「人渣（敗類）革命」，開始出現。 

 

當日華牧師引述 Webbot 作出前瞻性預告「人渣革命」將會出現， 

3 年後，「人渣革命」陸續應驗以及發生。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爆發「佔中運動」示威， 

香港大學副教授戴耀廷、泛民議員與兩個學生組織，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和學民思潮等，發起一場聲稱爭取民主的政治運動。 

同時間，中環、銅鑼灣及旺角等地即被佔領，多條主要道路被堵塞，部分社會操作癱瘓。 

經濟受到重大影響，零售業市道下滑、香港內部經濟被拖累及放緩。 

 

 

 

「佔中運動」發生兩個月以來，示威及衝擊事件持續惡化， 

佔領者與警察一直持著膠著狀態，沒完沒了。 

事實上，「佔中運動」發展至今，示威發起人與施政官員之間對於香港的發展存有極大分歧， 

示威者將香港推向「內亂邊緣」，正如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一樣，還以為是爭取民主， 

對於一直殷勤地建立香港成為繁榮安定 城市的施政者， 

數十年間，在環球社會及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仍不斷務實地提升香港在國際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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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次「佔中運動」的發起人，大部分是學生，從未有任何實際從政的經驗， 

亦未有為香港及社會作出實際顯著的貢獻， 

所以，形成示威者與施政者出現極大差異的程度， 

施政者對於示威者紙上談兵的空談實在難以理解。 

 

 

 

帶領示威的學生只是一廂情願，只站在道德高地的烏托邦， 

未能切身處地宏觀世界的實況，不斷作出無理的訴求。 

現時，正如一群剛剛就學的學生，一味不諒解老師給予的指導和教程， 

甚至發起杯葛、搗亂。因而形成課室出現僵持的局面。 

 

就例如：自從 2014 年初，示威學生訴求不斷轉變， 

每當施政者未能滿足他們的訴求時，示威學生便舉辦所謂的「和平民主運動」， 

由原先表達訴求、發展到佔領示威、再推進至公民抗命、威脅及破壞。 

 

而今次「佔中運動」其中之一的帶領者，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秘書長周永康， 

從 2014 年 7 月開始，他帶領香港學聯參與「佔領中環」預演活動。 

從 9 月開始，周永康發起罷課活動，成為「雨傘革命」、「爭取真普選」示威運動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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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14 年 10 月 10 日， 

切實維持香港繁榮安定的施政官員曾經嘗試與學聯進行正式對話， 

雙方都期望可縮窄分歧，以減輕對香港經濟及民生所造成的嚴重影響， 

但對話未開始已宣布告吹，原因是學聯、學民思潮、泛民政團，在會議前數小時突然宣布， 

如果談判沒有結果，他們要挾會在街頭與議會發起新一輪不合作運動， 

又重提公民提名及撤回人大決定等要求，堅決不撤離或讓路。 

香港政府政改官員隨即批評學聯反口及提出新要求， 

質疑對方想借對話重新號召市民「佔中」，動搖雙方的對話基礎，故宣布無限期押後對話。 

 

及至 2014 年 10 月 21 日，香港佔領行動第 24 天， 

學聯五位學生和政府官員會談，歷時兩小時， 

政府官員重申：民主應該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申訴。 

 



20141207   www.ziondaily.com 
 

 
 65 

 

 

會談片段： 

但無論理想有多祟高，都應該以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爭取，長期佔領街道， 

只會破壞社會秩序，影響普羅市民的生活，甚至是生計。 

 

然而，學生不切實際地，一味只顧站在道德高地上，強詞奪理，純粹以紙上談兵方式， 

所謂以和平手段，為社會爭取「民主」，堅持以抗命及不認同「基本法」的手段， 

漠視絕大部份升斗市民的利益，繼續以暴力方式持續佔領，衝擊警察， 

以香港普羅大眾生活的利益來要挾政府就範。 

 

因從香港「佔中運動」發展至今，明顯地，我們可以見識到，NED 等美國政府機構， 

用同一個手法去煽動這班學生，就是這些所謂「顏色革命」將要毀滅一個城市的典範， 

情況正如烏克蘭「顏色革命」一模一樣， 

 

而且，NED 一路藉著學生及其他人持續推動「佔中運動」的手法和形式， 

完全是外國勢力一貫操縱「顏色革命」演進下去的配套， 

因此，最終延續下去，亦會如其他「顏色革命」的結果一樣。 

因為，幕後的導演，由始至終，也是同一班人。 

 

第一、就是以宣稱爭取「民主」的號召，搶佔「道德高地」， 

因此，他們為達到「民主」目的所做的一切，就一定是正確。 

並且，所有阻止他們的聲音及行動，都是錯誤及為害香港。 

例如對一些曾反對他們的店舖進行報復。 

他們自覺合理，揚言行動繼續至聖誕節，令商店每一天也要提早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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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手段絕對是「不民主」的手段， 

因他們漠視絕大多數社會上人民基本生活的利益， 

一味以暴民手段，爭取自己的利益和訴求。 

 

第二、逐步以強權暴力，甚至容讓很多黑社會勢力參與， 

以不斷犯法方式，摧毀政府對於城市所有監管、法治， 

甚至要消耗及癱瘓警察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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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府及警察有所退讓，就變相承認他們正確， 

亦因此，他們就可以變本加厲，逼政府及警察作出更多的退讓。 

 

藉著上述「顏色革命」的配套， 

香港「佔中運動」最終就是要放棄「基本法」的約束，擺脫中國統治， 

結果，只會容讓那些懂得以「暴力手段」的黑社會勢力和外國勢力，壟斷了整個城市， 

香港最終亦只會成為如烏克蘭一般的 Freemason 傀儡政權。 

 

現在，讓我們見識香港「佔中運動」領袖， 

親自解釋如何以完全「不民主」暴民方式去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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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政府漠視他們「神聖」的「民主」訴求時， 

他們就可以合理地將行動不斷升級，直至兩敗俱傷為止。 

 

 

 

2014 年 10 月 25 日，無線新聞節目《講清講楚》專訪學聯秘書長周永康： 

（主）如果你有看特首梁振英的訪問的話，他說得很清楚，中央一樣有角色，中央有權不給一些，

她不想給你的東西。 

 

（周）中央有她自己的角色，那她不給的原因……大家要看清楚她的原因是甚麼， 

但那似乎不會是一種令香港人接受的原因。 

 

（主）但問題是你們下一步會如何？ 

你們罷課之前說，我們不（嘗試）抗爭，便不會知道可不可以改變，對不對？ 

罷課也嘗試過了，佔領也嘗試過了，那下一步會如何？升級？ 

 

（周）大家覺得升級，就是有兩種方向，但升級是必然覺得需要的， 

只不過升級的趨勢是純粹佔領區上的升級，或是不合作運動的戰線擴散呢？ 

我想大家覺得必然是後者居多的。 

 

（主）如果由當初愛與和平，與現在這佔領行動比較，是否已經變質？ 

跟當初和平佔中，他們的說法與現在佔領，是否已經變質？ 

 

（周）我想這不是變質，本質依然是大家爭取民主，並且會恪守非暴力原則，這是整個社運很重要

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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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你到那些地區的時候，大家會覺得，變的特點就是形式，原本你說愛與和平去佔領中環，大

家可能只是坐在這裡，好像 7 月 2 日遮打道行動，大家會給警方抬走。 

當然現在更主動，會去不同區域，那些人會流動，確確實實是不同， 

但是否本質上有改變？我覺得不是本質上有轉變。 

 

（主）但行動的方法，本質上沒有不同嗎？ 

你剛才說，原來公民抗命的方法就是坐在這裡，坐一天、兩天，給警察抬就離開， 

現在警察抬，你們不離開。 

 

（周）因為大家覺得佔領運動形式，給人抬走，這是道德感召，其實道德感召已經有， 

在運動內發展很多次，另外透過干預整個社會秩序，去令人聚焦當下政制問題， 

確實是迫使政府每天按佔領運動，去想怎樣解決問題。 

 

當然其困局在於，不能放開所有框架，然後給你政制方案，我們可以有更加民主進步的方案，而不

是假民主、假普選。這情況下她做不到，使運動依然要繼續下去。 

 

（主）但要使政府煩惱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究竟馬路和民主有甚麼關係呢？ 

 

（周）其實政府是在堵塞民主道路，我們堵塞不同馬路就是向她施壓。 

 

（主）政府堵塞民主道路，然後你們堵塞人民的馬路，可否這樣理解？ 

 

（周）人民馬路包括佔領區的人的路。 

 

（主）那條路是屬於所有人的！ 

 

（周）佔領區的人，其實那條路，他自己本身也擁有， 

但問題在於，現在為甚麼要做短期干預行為？是為了長期利益。 

如果沒有民主政制，這樣損害比兩時三刻堵塞馬路更大！更龐大！ 

（主）這不是你們對抗政府的問題，是你與其他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 

如果可佔領馬路的話，那佔領機場可以嗎？ 

 

（周）佔領機場就是…… 

大家在公民抗命裡面或者佔領運動裡面，你也有策略， 

就是你覺得哪些區域是能向政府施壓的。 

 

（主）如果，現在有一些人發起霸佔機場，他們覺得我能佔領機場的話，就是對政府施壓， 

因為機場是香港的交通樞紐，對不？那是不是能向政府施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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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這一點，我覺得方向大家可以討論，但我們自己就還沒認為要去到佔領機場的階段， 

因為現在霸佔的是金鐘區，這基本上是對政治中心施壓了， 

現在有些朋友在銅鑼灣和旺角區（佔領），這除了希望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之外， 

使得她必須要正視現在的問題。 

同時，目前那兩區的朋友，你去跟他們聊天，都會覺得其實他們都是擁有民主普及的教育， 

基本上那區不同的市民，每天都會到區裡跟佔領者聊天， 

當中其實有很多的互動（Interaction）。 

 

（主）你在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的同時，其實也增加了一些市民的生活成本， 

在過去這一個月裡其實討論了很多問題， 

究竟為甚麼要 3 個地點，為甚麼不可以減少到一個地點， 

為甚麼不可以先切割有暴力（發生）的旺角，為甚麼你們從來不考慮這些事情呢？ 

 

（周）我想，首先第一件事，旺角暴力的問題，旺角（使用）暴力的不是參與的佔領者， 

暴力的是警方。 

 

（主）這個問題當然是見仁見智，因為鏡頭看見的，不僅僅是警方對著坐著的示威者動武。 

 

（周）對！但那些示威者是站著的。 

 

（主）上週五凌晨 12 點發生甚麼事，直播鏡頭完全看得見， 

對不？你也看見的，是示威者先拉鐵馬。 

 

（周）示威者是拉鐵馬，但示威者沒有打警察的頭， 

但是警察有打示威者的頭，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事實。 

其實現在不同佔領區（的佔領者）， 

他們都是為了爭取民主、爭取普選而走出來的人，大家不會輕易說切割， 

因為大家本身的理念和目的都是一樣的， 

（使用的）手段可以不同， 

但是大家都恪守非暴力原則的話，其實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是朝著這個原則框架之下進行的，我不覺得這個是問題需要大家去切割的。 

 

（主）有人說，如果佔領行動持續下去的話，會破壞香港的法治，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周）我想大家說公民抗命的時候，就是完結了整個公民抗命的行動之後，會去自首， 

去完成整個法治，就是對於整個法律體系是會負責的。 

這其實不是破壞了法治，而是彰顯法治，或者完成整個法治體系。 

因為在一些民主國家裡面，公民抗命是大家認受、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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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但現在的公民抗命你們會不會有界限？ 

道路可以霸佔、法庭的禁制令可以違反，那還有甚麼法律是不可以犯的呢？ 

 

（周）當中的行動，就是大家是否明白本身的法律代價，並且是否願意承受法律代價。 

 

（主）所以問題是，是不是（等於）只要願意承受法律代價、只要我明白法律代價， 

我就可以繼續這些的行動？   

 

（周）我想三件事： 

第一，本身走出來爭取，行動本身的目的是否公平、公正、正義（Justify）； 

第二就是，他是否理解背後的法律代價； 

第三就是，他是否會在理解法律代價之後，會願意付出法律代價，去完善整個法治體系。 

 

這三件事他都有做到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這是完善了整個法律體系，而不是在破壞法治。 

 

（主）你們在批評警方選擇性執法，那你們又是不是選擇性守法呢？ 

 

（周）我想大家不是選擇性守法，而是本身三為一體是一個配套來的，是為了民主公義， 

不是為了破壞法治。民主公義是為了完善整個法治，法治體系、整個法制， 

當有民主政府的時候，她才會在法制框架裡面遵守承諾，對市民問責、對法律問責， 

不是像梁振英那樣貪污，到現在都沒有人向他問責的。 

 

（主）但現在你們使得警方要選擇性執法，這不是破壞法治的其中一個問題嗎？ 

 

（周）我想這不是我們要求警方選擇性執法…… 

 

（主）為甚麼不是？有反佔中人士進來，你們覺得他們對你們動武的時候， 

你就覺得：「警察，你得捉他！」到你們霸佔道路的時候：「警察，你們不准進來、不准清場。」 

這不是（使得）警察選擇性執法嗎？ 

（周）警方其實可以清場的，可以拘捕人的，沒有人反對過他們有這樣的法律行動。 

 

（主）沒有人反對過警方清場？你們示威者沒有反對過警方清場？ 

警方曾經搬走過路障，但示威者再搬回去吧？ 

 

（周）我想大家在佔領區裡面，大家會守衛佔領區，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如果警方要拘捕人的話，他們當然可以拘捕了，只不過是他們用些甚麼手法拘捕。 

究竟是用武力、暴力去拘捕人，還是用其他方法去使得示威者被拘留呢？ 

 

（主）警方有叫你們自行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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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對，警方有叫我們自行離開。但本身的理念是大家要佔領、要公民抗命， 

所以當然不會自行離開了。 

 

（主）所以就是說，警方不可以清場，但是如果你們在馬路上，被其他人襲擊或者衝擊的話， 

警方就要處理這些事了。是這個意思嗎？就是要繼續保護你們現在這個所謂的公民抗命？ 

 

（周）我想生命損害或者身體受損是其中一條底線（line），其實大家是覺得必須要恪守的， 

就是反佔領的人士在佔領區裡面搬開鐵馬，其實大家會覺得：那看看誰能搬得走。 

但如果是要毆打某一個人的時候，其實警方必須要執法。 

 

的確，「佔中運動」發展至今，切實執行管治的政府官員與一味持著理想的示威者之間， 

實在存有極大的分野。因政府官員有維持整個政府，甚至整個社會繼續正常運作， 

甚至是不斷改善的責任。正如一間學校的建立，有賴校長及其他老師的努力去維持。 

 

當學生放棄自己學生的身份，以不斷製造混亂、破壞學校及阻礙其他學生正常求學， 

以追求學校要改革時，但校長及老師，卻不能如學生一樣，放棄自己的身份， 

與學生對抗到底，甚至是關掉學校也在所不惜。 

 

當然，我們不會懷疑學生們也許是懷著一棵赤子之心，真誠為香港的未來而努力。 

但若果要將行動不段升級，不斷增加香港政府的管治成本及市民的生活成本， 

甚至最終崩潰時，這又是否他們最初所願看到的情況？ 

 

他們又有否想過，如果他們今次成功逼使政府作出全面讓步的話， 

就作出了一次完美示範，假若下一次，如果政府讓其他人不滿， 

其他人或者 NED 同樣可以煽動人們上街推翻現有政權， 

就如烏克蘭、埃及一樣，上街、示威、鎮壓、倒台，也就是沒完沒了。 

 

需知道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 

香港的經濟奇蹟，是經歷數代人的血汗與努力所累積而成。 

但拆毀一個城市，卻是容易得多。 

 

正如敘利亞、埃及、利比亞、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以暴民式抗爭，逼政府順從的方式， 

最終卻是導致生靈塗炭，溫飽也不能得到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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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崩潰，固然可怕，但佔中所帶來的法治衝擊， 

鼓勵市民只要願意承擔罪責，就可以盡情犯法的概念， 

更會將香港人故有守法、維護法治的意識形態，帶來無可挽救的改變。 

作為政府官員，有責任在任何的情況下，仍然維持社會的繁榮、穩定與進步。 

但身處幸福一代的香港年青人，是否真的能夠負擔得起「玉石俱焚」的代價？ 

 

同樣，現時「佔中運動」發展至今， 

人若是自私自利，堅持己見，漠視身邊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意向， 

最終，只會將社會推向「內戰邊緣」，造成不可挽回以及兩敗俱傷的慘況！ 

 

最可怕的是，一味站在道德高地，紙上談兵的「佔中運動」， 

如 Freemason 一貫手段，藉著傳媒和國際之間輿論及譴責， 

讓香港脫離本身屬於中國的管治， 

最終，只會將整個香港推向被幕後外國勢力及黑社會所操控，內戰不斷的光景！ 

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民主」，只會有強權和暴力，民不聊生！ 

 

因此，由 NED 在任何地方開始所帶動的所謂民主訴求，鐵一般事實是： 

第一，訴求是不合理；第二，所爭取的方式，其實是毀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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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 Ron Paul 所言，NED 給予很多金錢，目的是毀滅當地的民主。 

因為民主就如接生一個小嬰孩，它於一個指定程序下才能生存，才能成長。 

民主亦然，它於一個互相尊重的態度下存在和發展，而不是用互相威脅地成長。 

當一方以威脅方式能成功迫使另一方就範的話， 

那麼，另一方就一定會繼續用這拆毀方式。 

 

用這個方法。而任何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城市，都必定會分作幾方。 

以美國為例，國內也已經分為兩個政黨， 

但他們是用互相尊重的方法，而非互相威脅的方法，過去數百年一直也如是。 

 

 

 

若任何人開始這種威脅方法，而最後是可行的話， 

另一方為了要抵銷對方無理的要求，他們一定會用一樣的方式處理。 

屆時，雙方定會越演越烈，當中，不可能再存在民主。 

這就是我所說的「民主暴政」，人們把內戰當成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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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發點，就是那些最懂得推卸責任的學生。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慣常推卸責任， 

一向以來，由他人供書教學，從未真正為社會作出什麼貢獻。 

他們會說：「我們才十多歲﹐當然還沒有什麼貢獻。」 

那麼，要是沒有貢獻的話，就請不要破壞城巿的民主，對嗎？ 

這就是現時的情況。 

 

因為我們要知道，當人民怕犯法的時候，警察才能夠發揮作用， 

但當人民不怕坐牢，警察就已經失去作用。 

若還要加上集體公民抗命的話，則從這句話說出來開始， 

不論對說還是做出來的人而言，警察的功用已經失去。 

 

當人們使用公民抗命這種技巧，政府就只有以另一種方法解決。 

因為，警察的功效，只能因為你怕犯法、怕坐牢， 

而能夠對你作出警剔。但當人民不怕犯法、不怕坐牢， 

政府就只能夠用性命威脅去對付，就是派出軍隊。 

 

當局勢演變成內戰，就是公民由不怕坐牢，變成不怕死亡， 

那時，就更加會演變成軍法統治！ 

這是典型的演變方式，而那群口稱爭取民主的人， 

他們雖然不斷把民主掛在咀邊，但實際上在背後教導他們如此行的人， 

目標就是要把這個城市推離民主，令這城巿絕對不可能成為民主，只會變成軍法統治！ 

而從這點中，我們都會看見很多國家不斷發生同樣的事情。 

 

第四章：軍隊介入（軍法統治） 

之後，當人們將內戰看為民主的時候，就進到第八步， 

就是任何國家，都只好派軍隊進駐。 

 

 

 

如香港的話，就一定是解放軍駐港，除非中國放棄了香港這地方。 

因為，要是一個地方缺乏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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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人道的國家，為了拯救平民百姓，便要引軍隊進駐。 

但當軍隊進駐這地，這地必輸無疑。 

 

因為，任何一個城巿，只有警察才可以成為該城巿維繫秩序和設施的中間人。 

一旦軍隊進駐，Freemason 知道他們一定會贏得勝利。 

因為共濟會採用暴民方法，唆使暴民拆橋、燒毀建築物、拆路等。 

 

 

 

但軍隊會否找人清掃街道？會否找消防員來救火？會否找人來築橋、修路？ 

這是軍隊離開後，警察來維持秩序，然後由城管善後才會做， 

所以，當軍隊進入城市時，這城市便玩完了！ 

 

換言之，中國輸掉了一個城市，外國便開始在這時候進行他的工作， 

故此，當軍法統治，人人都說不好， 

但不好的原因由誰引發？並引致到這個階段？ 

 

當軍隊進入城市時，警察便退縮了，原因是戒嚴。 

如我所言，軍隊進入的地方，只會打仗， 

他們永遠不會維繫城市中的設施，軍隊從來都不會這樣做， 

這事美國也很清楚。 

 

 

 

他走到這一步，誰進來便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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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當俄羅斯帶領軍隊進入烏克蘭，能夠幫助烏克蘭嗎？ 

當然不能！因為真正幫助他們的只有警察。 

警察一方面可以維持秩序，另一方面亦執行介乎於城管的做事方式， 

讓消防員來幫忙、會派人清理街道、清理現場等， 

而維持秩序的工作則由警察負責，軍隊是不會做這些工作，他們只會開槍！ 

 

他們不是中間人，並不會讓其他人去處理城市的其他事情， 

因為，戒嚴已經實施，全部人民都被勒令回家。 

 

當軍隊一開進香港的一刻，中國亦變成輸家， 

那些不負責任的人便會把所有責任歸咎於中國政府， 

指責全因她不聽民意訴求，而走到如斯田地云云。 

然而，我們作為基督徒，該如何看待整件事情？ 

由始至終，引發爭端的那一群才是罪魁禍首。 

 

從神看來，這是該受審判的， 

因為，《聖經‧羅馬書》中曾記載，我們必須尊重在上掌權的。 

 

 

 

但那群引起爭端的人徹頭徹尾的只是受恩惠的， 

卻不斷作出破壞，然後將責任都一一推卸。 

因此，神要作出審判，神亦讓約珥軍隊的原則於這城市誕生： 

「他們數量眾多，湧到街上，走到牆上，走進屋內……」 

於他們來之前，這地方如伊甸園，他們走後，卻如被碳火焚燒過一般。 

這就是約珥軍隊，神說於末後日子會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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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足跡踏遍整個歐洲、中東，現在更伸展至香港，這種約珥軍隊的現象， 

這源於 Freemason 要把那個國家引導至跟所多瑪、蛾摩拉完全合乎的系統， 

讓神要將那個城摧毀，亦以約珥軍隊級數的破壞臨到， 

因此，美國另一邊便推行另一件事，配合得天衣無縫。 

 

香港一邊是推著民主訴求的旗幟， 

另一邊，打著性傾向條例的旗號推進，原因何在？ 

其實那就跟所多瑪、蛾摩拉如出一轍， 

民主走到最終極端，便是所多瑪、蛾摩拉。 

所謂民主，走到極終，便是每個人按著自己民主的標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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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市若慢慢踏進 Freemason 的陷阱， 

不住推銷疫苗注射，而疫苗的成份大都包含了「水銀」， 

許多人因水銀中毒而成了同性戀，事情便這樣簡單下成了。 

有許多動物，如企鵝也有同性戀的傾向， 

因牠們從少便吃魚類，而魚鱗便含有許多水銀，牠們便因而成了同性戀。 

 

 

 

影片：含有水銀成分的疫苗注射和近代同性戀越趨普遍的關係 

在 2014 年 12 月 7 日「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原來一些動物都有同性戀的行為，例如企鵝。 

原因是這些企鵝只以魚類作為食物，而海中的魚，尤其是魚鱗和魚皮，都含有重金屬水銀， 

所以，我們會見到魚鱗和魚皮有一層閃亮的銀色，這就是水銀的合成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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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銀會破壞生物的大腦神經，近年的科學研究更指出，水銀中毒會令動物產生同性戀行為。 

 

水銀含有劇毒，對人類和動物的健康都會造成嚴重影響， 

而最新的科研成果顯示，水銀甚至還會改變雄性動物的性取向。 

 

據美國《新科學家》（New Scientist）雜誌在 2010 年 12 月 1 日報道， 

美國科學家經實驗發現，雄性白朱鷺日常飲食中有低含量的水銀， 

會導致牠們變成同性戀，造成很多雌鳥無法繁殖，新生幼雛數量也會相應減少。  

 

 

 

之前曾有研究證實，許多化學物質都會導致雄性動物雌性化或降低生殖能力， 

但受此影響的雌性動物並不會改變性取向。 

而此次實驗是科學家首次發現有化學物質會改變動物的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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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野生動物生態學與自然環境保護系， 

研究教授彼得弗雷德里克博士（Dr.Peter Frederick）， 

和斯里蘭卡佩勒代尼耶大學（University of Peradeniya）的尼爾米尼加亞塞納博士（Dr.Nilmini 

Jayasena），在佛羅里達州南部捕獲了 160 隻年輕白朱鷺。 

這些白朱鷺被分成四組，前三組被分別餵食不同劑量的甲基汞， 

即水銀的一種形式，第四組則是沒有甲基汞的正常食物。  

 

 

 

經觀察後發現，前三組中的同性戀白朱鷺明顯比第四組多， 

且這種趨勢會隨水銀劑量的增大而變得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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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雄性白朱鷺相互配對，共同築巢，並一起生活數週。 

雄性白朱鷺之間的交配導致服藥組中 81%的巢沒有雛鳥出生。  

 

此外，變成同性戀的雄性白朱鷺交配次數較少，而且不善於撫養後代。 

弗雷德里克博士解釋說，雄鳥之間發生交配將導致雌雄鳥之間的交配減少， 

而最嚴重的情況則是造成雛鳥的出生率減半。  

弗雷德里克博士表示，除了白朱鷺之外， 

其他鳥類的性取向亦可能會受水銀中毒影響。 

 

錫安教會的梁日華牧師， 

早於 2009 年 11 月 15 日分享的「健康之藍圖（26）完美食物（13）」主日信息提到， 

有關水銀能殺害腦細胞的實驗。  

 

 

 

原來，所有疫苗都是用有機水銀離子來防腐， 

實驗就是測試有機水銀離子對腦細胞產生的影響。  

 

另外，由於現代疫苗的發明，在過去的數十年，不論是兒童、成年人和老年人， 

政府所提供的免費疫苗和私人醫生所提供的疫苗注射數量，都按年不斷提升。 

現在一個香港長大的兒童，在出生後至到成年，往往已經打了十數次疫苗， 

並且所有疫苗都是使用水銀的化合物來防腐， 

可想而知，疫苗對人類的身體，特別是腦細胞的傷害， 

而水銀中毒不單導致老人痴呆症，甚至使兒童產生自閉症。 

 

其實，要排出由注射吸入身體的水銀，比排出由進食所吸入的更困難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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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城市的人口因大量疫苗注射而水銀中毒。 

 

而根據弗雷德里克博士在白朱鷺水銀中毒實驗結果所顯示， 

似乎在近代社會，同性戀的趨勢變得越來越普遍， 

這是否意味著，這和近幾年不斷增加的含水銀疫苗注射有關呢？  

 

 

 

疫苗注射的陰謀是否 Freemason 為了令同性戀增加，以及令世界人口減少， 

甚而令這些城市和國家走向所多瑪、蛾摩拉的路，成為神審判毁滅的對象呢？ 

 

中了水銀毒的人，就會產生同性戀傾向， 

因此，疫苗注射便令一個城市產生許多的同性戀者。 

當這些人進行了許多次疫苗注射，城市中便有許多女性化的男士誕生， 

當每個人都是同性戀者時，大家便說不同性傾向都要平等， 

極終就是要把這些人弄成同性戀者， 

卻不是因他們天生如此，而是疫苗注射把人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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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人慢慢走向所多瑪、蛾摩拉的路， 

這些人認為同性戀者需要平等權利， 

那麼，人獸苟合便也要平等權利，這就是民主的終極。 

 

所以，我覺得基督徒由始至終都不該推動民主， 

因為民主的極限就是所多瑪、蛾摩拉，這是《聖經》中讓我認知的。 

 

第五章：總結感言 

大家已經聽到第八點了。 

你們都曉得這件事件的發生、架構和模式， 

對於許多參與者，因為沒有神的緣故、不認識《聖經》的緣故，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而，背後作推手的人早已計劃好，並且把它重複做了許多年。 

他們十分專業，懂得利用所有人。 

在自己能夠全身而退的情況下，推行這十個步驟。 

 

 

 

對香港來說，你可能是一個學生，或一個主婦， 

甚至你聽這篇信息的時候是一個警察，或是一個黑社會分子。 

 

在這件事件中，可以說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但一個家庭出現不和，而有人從中煽動，令大家互相廝殺， 

你們都曉得這人並非好人。 

 



20141207   www.ziondaily.com 
 

 
 85 

今次事件，真正的得利益者，絕不是現在的主婦、香港的升斗市民、政要、警察、市民或學生， 

而是背後的美國和 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他們本是為一個更大的目標而行動，但卻用微少的利益去欺騙許多人，參與其中。 

 

 

 

我們親眼看見，這種大量的外國捐款，它們每一個部分，一直都是誤導和製造混亂。 

大家心知肚明，香港再惡化下去，只會像烏克蘭一樣， 

失去一個我們引以為傲的香港，失去我們所建立如童話般的香港城市。 

過去一百年，香港是在天時、地利、人和下，才能建立出來。 

 

 

 

人們羨慕民主，我反問，美國有哪一方面的民主程度是你我所羨慕的呢？ 

是否當中佔五分之一的人民，飢餓著睡覺？ 

或是大部分人們，供不到房子，而要住在 Tent City（帳篷城市）？ 

又或是大部分人都失業呢？大部分學生一邊讀書，一邊捱餓？ 

他們的學生畢業後，背負著一身的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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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討論的民主，到底是哪一個部分呢？ 

現在主張民主的美國，又到底有哪方面比我們還好呢？ 

其實，我們建立了一個像童話般的香港， 

絕不是這群學生和外國在背後做捐款、 

用許多手段的 Freemason 所建立出來的。 

 

過去的一百年，香港不是單靠香港人的努力， 

而是在特別的天時、地利、人和下，才能建立出童話般的地方。 

 

 

 

若是今次拆毀她的時候，這群學生有把握，重新再建立香港嗎？ 

我絕不相信，單看他們現在的知識水平、無理的訴求、無賴的方法。 

如我之前所預測，兩極化會出現的「人渣革命」。 

 

當時，弟兄姊妹也說，究竟人揸革命的意思是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所發生的事情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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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單憑這群人所採用的方法，便足以證明， 

如果他們真的拆毀香港的時候，他們將來一定無法創造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故此，在這件事當中，不論是學生、黑社會或其他人也好； 

也許，他們有少許利益！可是，若我們是香港市民， 

我們要知道，香港是獨特的，如童話般美好， 

不是消失了便會自行重新崛起。 

當全世界不承認香港是旅遊區的時候， 

香港永遠也不能回到先前的位置。 

 

所以，這是為何我分享這十點的原因。 

因為先知先覺是我們教會一直以來的現象。 

所以，我們會慢慢看見這十點出現。 

 

但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在任何一個時間，都可以把這次佔中事件停止。 

我再重複一次，為何我能夠了解這件事呢？為何他們一定用這個方法呢？ 

因為，真正發起香港是次運動的只有十數人。 

若你能夠把他們繩之於法，不錯，也許在政治上會開罪一些人， 

在法律上要做某些事情，去引導這些人，針對他們所作的，去將他們繩之於法。 

 

 

 

但最基本的是，我們不會被人搶奪，我們所視為寶貴的城市， 

這個優秀的城市，我們引以為傲的香港。 

 

最後，我希望大家也向三個人說：「我們會找到這幕後黑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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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歡呼、鼓掌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