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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4 年 12 月 14 日分享 

第一章：（9） 全球傳媒譴責 

第二章：（10）國際譴責及制裁 

第三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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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點，當黑社會瓦解警察後，就如烏克蘭一樣，將會出現狙擊手。 

這些狙擊手是 Freemason 專門從外國聘請，通常是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成員。他們將會在不同的地方，

以狙擊槍射殺雙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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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質疑對方從何得來真武器。另一邊廂，狙擊手也會射殺群眾。  

這樣下去，事件就會沒完沒了，流血事件會大幅增加。  

 

這就如烏克蘭和利比亞，當內戰時，不知何故，反對派就會有槍械。  

同樣，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可能在某個貨櫃內已存有大量專業槍械，  

足夠在香港實行軍法統治時，供給人民暴動所需用的軍火。  

既然相同情況可以在不同國家發生，照樣亦可以在香港這個於 1997 年前，由英國統治的小城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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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第五步，狙擊手出現，事件已經接近清場階段，  

因為可能一些參與事件的黑社會頭目、學生或教授會憑著良心說出真相， 

承認被人煽動及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擺佈，於是狙擊手就來殺人滅口。  

Freemason 一向採用這種手段，使他們在過去歷史中，不會被人查出他們是幕後黑手的身分。  

因為事件已經沒有人證，所有收受利益的人已經死了。  

 

 

 

除了黑社會外，Freemason 另一張皇牌就是傳媒。  

他們可以對黑社會介入及狙擊手出現的新聞一律避而不談，所以不會有歷史記載。 

就如日本於二次大戰後，利用漫畫、卡通去教育及控制國民， 

而美國則是用荷里活電影及傳媒去控制人民。  

 

第六步就是互相推卸責任。  

當狙擊手出現，造成局勢失控，人民在追究事件時，學生就會否認責任。  

但是，就如有人駕駛一輛汽車，最終會失控，導致多人傷亡， 

早於汽車失控前，司機就應該急流勇退，不要成為千古罪人。  

現時的學生受人煽動、抬舉，以為自己不斷創紀錄，他們因著虛榮心，不會停止行動。  

 

若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警察就會瓦解。 

烏克蘭的首長及總理都在這地步時下台。  

除非立即進駐軍隊，實行軍法統治，像埃及那樣。  

相同地，香港面對這情況，若非軍法統治，就是政府官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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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更熟悉民主，  

美國知道民主並不能解決這些嚴峻的後果，下一步只有軍法統治。  

 

第七點，內戰當民主。示威人士以為不斷推翻特首或總理，就是民主的表現。  

現時，當人談及民主都會以美國作為榜樣， 

而美國式民主是在一個獨特環境下，因著農民互相尊重而誕生。  

就如接生婆接生「民主」這嬰孩時，是要在非常小心的情況下，才能夠成功，並且絕不能用暴力。  

 

可是，Freemason 卻煽動其他國家以內戰建立民主。  

烏克蘭、利比亞及「阿拉伯之春」的暴民式民主，  

最終連人民溫飽的問題也解決不了， 

富豪、外資及銀行全部撤離，這並不是民主的表現， 

但 Freemason 現時就將這個概念推銷給香港。  

 

 

 

正如一所學校，學生上學讀書，也需要在和諧的環境下才可以成長。  

如果將老師趕走，學生不斷打架、胡亂擲東西， 

甚至有恐怖分子，開槍射殺學生，那麼，學生怎麼能夠成長？  

同樣，建立民主體制比建立學校複雜上百倍， 

更加不能以暴民、威脅的方式爭取，否則只會令國家毀滅。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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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公民抗命的話，警察就已經失去作用，政府只能用性命威脅去平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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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政府派出軍隊，實行軍法統治。  

為了人道立場，拯救平民百姓，政府只能以軍隊進駐，  

到這時候，政府必定成為輸家，Freemason 卻勝利。   

因在城市裡只有警察是維繫秩序和設施的中間人。  

一旦軍隊進駐，他們只會用槍平定暴亂，再沒有人修橋補路，  

直至軍隊離去，警察才能再維持秩序，做善後工作。  

正如俄羅斯派軍隊進入烏克蘭，亦不能夠幫助烏克蘭。  

真正幫助一個國家建立的，就只有警察。  

當軍隊進入香港，人民就會將責任歸咎中國政府，指控他們不聽民意，中國政府就會變成輸家。  

 

 

 

然而，神卻會審判那些引發爭端的罪魁禍首。  

《聖經‧羅馬書》記載我們必須尊重在上掌權的。  

那群引起爭端的人，雖然受了恩惠，卻不斷作出破壞， 

並且將所有責任都一一推卸，  

所以，神會作出審判，神會讓末後日子的約珥軍隊來到，  

使從前如伊甸園的地方，變成被碳火焚燒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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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約珥軍隊的現象，出現於歐洲、中東，甚至伸展至香港，  

因 Freemason 把這些地方引導成所多瑪、蛾摩拉的光景，  

引動神的怒氣，去摧毀整個國家，同時美國就能成為這個審判者。  

 

如今香港一邊高舉民主訴求的旗幟，另一邊打著訂立性傾向條例的旗號， 

就成為如所多瑪、蛾摩拉一般的城市。  

這正是民主走到極端的現象 ── 眾人按著自己人生標準生活，甚至選擇同性戀。  

 

 

 

其實這些城市是落入了 Freemason 的陷阱。  

同性戀其中一個成因，就是人們接受了大量疫苗注射，導致水銀中毒。 

許多動物如企鵝，因大量進食含水銀的魚，而變成同性戀。  

當城市裡有一大群同性戀者，他們就會爭取同性傾向平等，最終走上所多瑪、蛾摩拉的路，  

因此，基督徒不應該推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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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現時的佔中事件時指出，  

很多人由於不認識《聖經》的緣故，故不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這是有人經過多年的部署，在自己能全身而退的情況下，推行這十個步驟。 

 

 

 

因此，參與佔中的雙方，包括學生、市民、警察、黑社會分子等都不會知道。 

在雙方被煽動的情況下，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國 Freemason 和 CIA（美國中央情報局）。  

他們只是用少許的金錢利益、捐款去製造混亂，  

就可以讓香港的局勢惡化下去，最終如烏克蘭一樣，  

讓中國失去一個我們引以為傲，如童話城市般的香港。  

 

過去一百年，香港在天時、地利和人和底下才能建立起來。  

就算美國作為現時最多人羨慕的民主國家，  

他們當中五分一的人民也是面對著失業、飢餓、住在 Tent City（帳篷城市）、 

很多學生在畢業後背負一身債務。  

今次，香港學生被人煽動上街，最後演變成「人渣革命」，  

如果將香港的繁榮拆毀了的話，他們又是否有把握重建繁榮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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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學生、黑社會或其他人可能得到 Freemason 的好處，  

但這些利益絕對抵償不了他們對香港所帶來的破壞，  

若果香港變成如烏克蘭的危險國度，沒有人來旅遊的話，  

香港就永遠不能回到原來的光景。  

 

其實，真正於香港製造動亂的 Freemason，可能只是十數人，  

只要能夠把他們繩之於法，整件事情就會停止，  

我們亦不會失去我們視為寶貴，引以為傲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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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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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9）全球傳媒譴責 

Freemason 必然做一件事，就是令該城市變成一個渣滓和廢墟。 

一邊推行所謂的「民主」，另一邊，就在該城市推行神所憎厭的事，正如同性戀、人獸苟合， 

或是一些完全不合理、污穢的法例。 

 

 

 

美國同時推行這兩件事，並不是偶然的。  

因這必要合乎《約珥書》所記載，觸犯了神審判城市的原則。 

所以，香港同時推行這兩件事是有理由的。 

試想想，這群學聯的學生，還要參與同性戀遊行，那就糟糕了， 

以我一位牧師的目光來看，他們已觸犯了《聖經》裡所寫的滅城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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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Freemason 在每個地方這樣實行的原因，也是為了讓他們的計劃成功， 

這計劃是傷天害理的，正如阿拉伯之春、烏克蘭事件等等。 

不過，在導致該城市受審判之前，他們會藉耶和華的刀，令神審判這城市。 

就如打從我開始分享《星際‧啟示錄》時已分享， 

例如 Freemason 也是藉耶和華的刀審判美國，香港也會如是， 

或者在其他不同的地方，Freemason 必定會將該城市推入這個情況。 

這是他們定意要將這些城巿推到這境地的做法。 

 

 

 

所以當到了第八點，軍隊開入城市的時候，整個程序其實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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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這個城市在神的面前已經是值得被毀滅的了。 

因為當軍隊介入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成為定局， 

所有參與者都已經輸掉，不論是那個城市還是整個國家都是已經輸了。 

 

接下來到了第九點，就是這個時候，是全球以及所有傳媒都等待的一刻，而在這情況下， 

我們通常會在傳媒報道中看見，他們都會集中報道那個城巿被軍隊介入的情況， 

從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而這情況在香港也是一樣，那時，傳媒只會報道中國的軍隊如何介入， 

宣稱香港如何沒有民主，以及強調那這班投訴者的訴求是正確， 

但所有報道都對黑社會隻字不提。 

 

即使會有報道指出有很多奇怪的勢力出現， 

就如外國勢力或是黑社會勢力，弄致整個局面非常混亂，但所有人都會覺得合理， 

就只因為整個局勢都是混亂，但卻沒有人會想到這些次序其實是千篇一律。 

因為唯有按著這次序，才可以毀滅到當地的民主。 

因為推行民主時，若大家都是講求理由、忍讓、融洽，這些事情永遠都不會發生， 

一定先要有一群很自私的人被煽動才可以開始。 

 

雖然，他們會說自己是帶著赤子之心， 

但若整件事是因為人們煽動了他們的虛榮心而發動，那麼就不應該繼續。 

即使他們說自己是有赤子之心，但會是完美嗎？ 

他們同樣有虛榮心、一樣有錯誤、一樣會是無知。 

所以在這情況下，全球傳媒便一直報道，一面倒地責備這些國家沒有民主， 

在傳播媒介當中孤立這個國家，使她在此情況下處於兩難之間。 

 

影片：美國以傳媒攻擊俄羅斯和烏克蘭親俄勢力 

在 2014 年 12 月 14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錫安教會梁日華牧師分析指出， 

香港的「佔中事件」背後是由美國的 Freemason 所策動， 



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11 

目的是要使中國被逼參與將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日華牧師指出，Freemason 為求達到這個目的，會設計出十個步驟去完成， 

就是「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當中包括： 

1） 自以為的創舉 

2） 理解到事情將會沒完沒了 

3） 雙方的情緒和理智燒毀 

4） 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 

5） 狙擊手出現 

6） 互相推卸責任 

7） 內戰當民主 

8） 軍隊介入 

9） 全球傳媒譴責 

10） 國際譴責及制裁 

 

在 2014 年發生在烏克蘭的第二次橙色革命中，美國已經施展過這十個步驟了。 

而結果正如日華牧師所說，就是當由親俄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下令以武力鎮壓親西方的示威人

士，以及當俄羅斯以軍事介入烏克蘭的衝突時，就是上述第八點所提及的「軍隊介入」， 

便會引發第九點的「全球傳媒譴責」和第十點的「國際譴責及制裁」。 

 

 

 

民選的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為了平息國內的動亂而以武力鎮壓。 

但親美的間諜卻收買狙擊手，槍殺示威者和警察。 

然後，西方傳媒一面倒譴責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 

以狙擊手殺害示威者，是一場政府對自己國民的血腥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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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一個政府根本不會以狙擊手射殺民眾的方式來平息示威， 

明顯這是反政府示威者或親美的間諜所做的，目的是使事件升溫並把責任推卸給政府。 

 

在 2014 年 3 月 5 日，歐盟外長凱瑟琳‧艾希頓（Catherine Margaret Ashton）和愛沙尼亞內務部長烏爾

馬斯‧帕耶特（Urmas Paet）的電話對話錄音，證明狙擊手和烏克蘭反對派有關。 

 

 

 

兩大歐洲政治家交流了對烏克蘭局勢的分析。 

在談話中烏爾馬斯・帕耶特提到，在基輔獨立廣場上出現的狙擊手， 

是烏克蘭親美的反對派僱用的。目的是要嫁禍給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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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提到，所有證據皆證明， 

無論示威民眾還是執法人員都是被同一批狙擊手射殺的。 

 

但親美的西方傳媒卻完全沒有報道這一次談話的內容。 

事件發生後，親俄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被親美的烏克蘭國會趕下台， 

而亞努科維奇亦以他個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為理由，逃到俄羅斯。 

 

在事件發生後的兩個月，美國帶頭以俄羅斯以非法軍事介入烏克蘭內政為由， 

以經濟手段制裁俄羅斯。 

美國財政部列出的制裁名單包括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 Oil）、 

俄羅斯的幾間銀行、建築和交通公司， 

還有俄羅斯天然氣建築與輸送公司（Stroytransgaz）以及俄羅斯最大的石油鐵路運輸公司（Transoil）。  

 

白宮發言人還表示，如果莫斯科開始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 

美國還會採取進一步制裁行動，對俄羅斯經濟的個別部分實施制裁。 

 

到了 2014 年 7 月 17 日，馬航 MH17 航班在烏克蘭東部被擊落，機上全部人罹難， 

親美的烏克蘭政府和美國的西方盟友，在深入調查事件之前，已立即指責事件為親俄的部隊所為，

以 9K37 「山毛櫸」地對空飛彈擊落 MH17，並立即發佈可能是親俄部隊的錄音，指證是他們的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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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後，錄音被人發現根本是偽造的，是在事件發生前的一日已經預備好。 

因為在影片檔案建造日期是發生前的一日，所以肯定該影片是在事發前已經開始製作的。 

 

 

 

到了 7 月 21 日，俄羅斯國防部公布馬航 MH17 的雷達和衛星遙測等數據。 

國防部副部長安東諾夫對烏克蘭政府提出 10 點疑問， 

包括為何烏克蘭航管局在飛機失事前命令 MH17 航班降低飛行高度， 

要求烏克蘭提出有關地面塔台通話紀錄， 

要求烏克蘭軍方公佈山毛櫸飛彈在事發前在烏東部的部署， 

質疑有關指控馬航 MH17 是俄羅斯擊落的說法和不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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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質疑美國白宮發言人在未確認真相時， 

就立即批評俄羅斯是一種信息戰。 

但美國和親美的烏克蘭政府完全沒有回應相關要求， 

並且，繼續在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下， 

強烈譴責俄羅斯和親俄烏克蘭部隊。 

 

在 MH17 事件發生後 12 日，事件的責任誰屬仍未明朗， 

但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在 7 月 29 日， 

單方面宣佈將對俄羅斯採取新的經濟制裁措施。 

美國採取的制裁行動包括禁止美國公民和在美國的居民與三家俄羅斯的銀行有業務往來。 

歐盟亦同樣就烏克蘭危機對俄羅斯採取新的經濟制裁措施， 

打擊對象包括俄羅斯石油工業、軍事工業以及敏感技術行業。 

奧巴馬還說，如果俄羅斯繼續在目前的道路上走下去， 

俄羅斯要付出的代價將會更大。 

美國國務卿克里同時在華盛頓發表講話， 

敦促俄羅斯和烏克蘭反叛力量允許西方調查人員全面進入馬航 MH17 航班墜機現場。 

 

到了 9 月，美國和歐盟再次加強對俄羅斯的制裁。 

甚至到了 11 月 17 日，歐洲和美國已向俄羅斯傳達了明確資訊， 

即如果不解決烏克蘭危機，他的國家將會被全球孤立， 

並且美國、日本和澳洲表示，或將加大對俄羅斯制裁力度。 

 

 

 

另外，在 2014 年 12 月第一個星期，美國國會通過了強烈譴責俄羅斯介入烏克蘭的提案。 

而美國眾議員 Ron Paul 就指出，這一個提案令他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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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令他記起在 1998 年，美國國會同樣通過了強烈譴責伊拉克的提案， 

而美國在當時的四年後就對伊拉克動武。 

 

新聞影片： 

Has the US effectively given the green light to a 21st century cold war? 

美國正為 21 世紀的冷戰開綠燈？ 

 

It is a very valid question, 

這問題是有根據的， 

 

after considering a new resolution that was overwhelmingly passed by the House with a vote of 411 to 10. 

因為眾議院以大比數，411 票對 10 票通過了決議。 

 

House Resolution 758 i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with a title “Strongly condemning the a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nder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which has carried out a policy of aggression against neighboring 

countries aimed 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眾議院通過的 758 號決議，其標題是：「強烈譴責俄羅斯政府，在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領導下，

向鄰國採取侵略政策，以達到其政治和經濟支配的目的。」 

 

That is the title of this resolution and it makes a number of demands including calling on Russia to stop 

supporting local militia and Eastern Ukraine and the cancellation of Crimea’s decision to join Russia. 

這就是該決議的標題，決議還有數項要求，包括呼籲俄羅斯停止支持民兵和東烏克蘭， 

並取消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的決定。 

 

It also says 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oses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決議還指責俄羅斯的軍事介入，對國際和平和安全構成威脅, 

 

which some critics have said could be used as justification to one day go to war with the country. 

有評論認為這可能成為將來引發戰爭的理據， 

 

One of those critics is former congressman Ron Paul. 

其中批評者包括前國會議員 Ron Paul， 

 

Earlier I spoke with him about this resolution and I first asked him whether he was surprised that it passed with so 

much support. 

我早前就此決議訪問了他，我首先問他，對決議大比數通過是否感到驚訝？ 

 

Well, no, I’m not surprised they voted for it, because I understand how legislation is passed in Washington. 

不，我並不驚訝他們投票贊成，因為我很清楚法案在華府是怎樣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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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ot with deliberate study. This probably popped up an hour or two before. Probably nobody read it. 

當中沒有經過慎重的研究，甚至可能在表決前一至兩小時才出現，相信沒有人看了。 

 

I went through the whole thing; there are 16 pages of it and if they read it and still voted for i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m. 

我卻看了一遍，整個法案有 16 頁紙，如果他們看了還投票通過，那他們就一定有問題。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m for not reading it. 

當然他們沒有看是不對的， 

 

But I think the 10 people who voted against it obviously read it. 

我想那 10 位投反對票的顯然看了一遍， 

 

But these are generally, you know, just superficial in nature when it comes to discussion but they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that’s why I've been so upset about it, because the title of these things and the superficial 

explanation is we ought to discipline Russia because they are causing so much trouble and that seems to be the 

popular thing and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rarely read these and then they go along with it. 

在討論時一般都只會談及表面上的事情，但那卻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今次我是非常失望的，因

為標題和表面的解釋都指向俄羅斯製造了許多麻煩，應當懲處，而這又是現時的熱門話題，國會議

員都不去看一遍，就讓它通過。 

 

But they get themselves into trouble because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in 1998 a short time after I just went back 

to Congress a resolution similar to this came up dealing with Iraq. And I took to the floor and took the time in 

opposition and said this is a horrible resolution. 

最終他們是給自己惹了麻煩，因為我清楚記得在 1998 年，那時我重回國會不久，有一個類似的決議

是關於伊拉克的。我公開發言，反對並指那是個可怕的決議。 

 

Although it's not a declaration of war it means that we’re going to precipitate one in no time and you know four 

years later we were at war with Iraq. 

縱使那不是一份宣戰的聲明，卻表明了我們即將引發一場戰爭，而四年後我們就與伊拉克開戰。 

 

Now let’s hope and pray I’m absolutely wrong on this and that’s why I'd like to aler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but it's this kind of stuff that stirs up trouble and I’d rather dissipate the problems and have our 

government, you know, tone the rhetoric down a little bit and this was terrible. this is just very provocative 

resolution. 

現在只有盼望和禱告我是完全錯誤，這亦是為什麼我希望喚醒更多的人，因為這類措辭會挑起麻煩，

我寧願選擇化解危機，讓我們的政府以較溫和的語氣表達，那個決議非常糟糕，是一個充滿挑釁性

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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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現在美國是否正在為著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而開始強烈譴責和制裁俄羅斯呢？ 

 

事實上，當全球傳媒這樣做的時候，這個城市就會開始出現游擊隊， 

會有許多美國僱傭兵帶隊前來製造事端。 

這要看她想這個城市在多久後毀滅。 

 

對中國來說，在這情況下應該會有日本的介入。 

因為，日本最近中國， 

美國會利用其在日本的大量軍事設施和武器來支援。 

 

 

 

為什麼她一定要用日本呢？ 

因這對於中國是最丟臉的事情， 

事情一定會演變到一個階段，美國藉日本轟炸香港，像美國現時轟炸 ISIS 一樣， 

別的國家境內有 ISIS，她便去轟炸她們。 

 

同樣地，美國會說香港有各樣的內亂、有叛軍，她會叫日本來轟炸香港。 

其實，這正是我在幾個月前提到的，美國現時只是在尋找一個理由， 

當香港「佔中」演變至第 9 點，全世界都在譴責中國的時候，日本就成為救星了！ 

屆時也許有些香港人會說：「讓日本人來統治，怎樣也是勝過中國，勝過現時軍法統治！」 

 

將來日本侵略香港，香港人還要道謝，是嗎？中國還要多謝她嗎？ 

但是，中國嚥不下這口氣，因為美國早已在試探中國的底線。 

你們有否感到奇怪，最近，就在佔中事件之前， 

全中環有許多美資公司，也迅速地安裝很多閉路電視， 

特意用作拍攝街上的群眾。 

又為何在這數月，日本不斷以釣魚島事件挑釁中國？ 

 



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19 

 

 

 

因為，他們要看中國在這件事當中能否嚥下這口氣。 

例如：最近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中（APEC）， 

日本首相與中國領導人握手時，習近平是板著臉的。 

試想，只是一個釣魚島也弄成這樣， 

如果日本搶了整個香港的話，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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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釣魚臺主權爭議 

在 2014 年 12 月 14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錫安教會梁日華牧師分享到，美國正密謀策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並極力把中國拉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漩渦之中。 

 

而現今發生在香港的「佔領中環」事件，正是由美國 NED 等美國政府支持的情報組織所策動， 

目的是打擊香港的經濟。 

而日華牧師亦預測，當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日本將會參戰與美國一同對抗中國， 

並以軍事武力攻擊香港，規模甚至達核戰攻擊的級數。 

 

在歷史上，中國和日本常有地域主權上的爭議，而釣魚臺就是其中一個最具爭議的地區。 

 

 

 

釣魚臺列嶼由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北小島、南小島、沖北岩、沖南岩及飛瀨等 8 個島礁所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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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上，釣魚臺位於台灣本島外東北， 

中琉界溝（又稱沖繩海槽）西北側，沖繩群島以西，八重山群島以北； 

 

 

 

距離台灣彭佳嶼約 140 公里，日本石垣島約 175 公里。 

中國稱呼釣魚臺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本則稱作尖閣諸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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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聲稱，發現、命名並使用釣魚臺的文獻最早見於明朝，是明朝使臣出訪至大琉球國， 

即今日的沖繩時的沿途記錄，可上溯至 1372 年， 

因此，中國及台灣兩岸政府均堅稱：釣魚臺列嶼自那時起已為中國固有領土， 

並認為島嶼應在二戰後與台灣一併歸還中國。 

 

 

 

但日本認為，明朝時期台灣一直在荷蘭的統治之下，皇明祖訓明確標示台灣不屬於明朝領土， 

因此明朝不可能控制過尖閣諸島，且明朝使臣記載的地名資料也是依據琉球人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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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最早有關釣魚臺列嶼的官方文獻記載，出現於 1885 年明治時期， 

明治政府在勘查釣魚臺後，認爲島上無中國清朝統治或人類居住的跡象， 

於 1895 年 1 月 14 日認定該島為無主地，並將島嶼編入沖繩縣，成為南西諸島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釣魚臺列嶼轉由美國控制， 

直至 1972 年 5 月 15 日，美國將琉球群島管理權移交日本， 

同時一併將釣魚臺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也交給日本， 

但台灣政府及中國政府皆各自認為釣魚臺列嶼為台灣附屬島嶼，因而引發一連串的主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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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正密謀策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極力把中國拉進這漩渦之中， 

而釣魚臺的爭議將會是其中一個觸發點。 

 

所以，美國一定會利用日本，因為她不是為了救香港的市民， 

她的目的只是想挑釁中國，使她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當日本發射一枚飛彈過來，說是要救香港人； 

日本侵略香港，又說是為了民主訴求， 

那麼，中國便正式參與大戰，中國已輸定了。 

到那時候，即使日本侵略香港，中國也要受到世界的譴責。 

 

有些人或許會認為很誇張，現時談第三次世界大戰仍是言之尚早。 

我想讓你知道，只有那些肚滿腸肥的人才會這樣想，日本人不是這樣想的。 

在我分享香港是中國的烏克蘭時，香港將如烏克蘭般發生顏色革命， 

使中國被迫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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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日本已經在預備打仗，他們派間諜到中國查找中國的軍事基地， 

因為無法透過全球定位系統（GPS）和人造衛星探測得到這些國家機密。 

 

 

 

所以，有日本間諜迎娶中國女子並定居在中國， 

利用電子儀器測量中國的雷達覆蓋範圍，哪些地方擁有天然屏障， 

連雷達也探測不了別國的軍事行動。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也曾這樣做。 

 

 

 

影片：日本間諜偵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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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 2014 年 8 月 31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38 篇， 

日華牧師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的時序，當中提到， 

美國若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要對付俄羅斯及中國。 

而若要對付中國的話，就需要以香港作為目標， 

甚至美國將會藉日本以軍事行動或演習，來襲擊香港及攻擊中國。 

 

主日片段：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跡象去看，中國也有她的塞浦路斯，中國也有她的烏克蘭，明白嗎？ 

中國有一個小城市，中國靠她去運送金、銀進口，是藉著匯豐銀行，大量運送給她的。 

中國也有一個地方，她的商業和經濟全都是依靠她的，那地方稱為「特區」，就是香港。 

所以如果一旦出事的話，我們會看見，針對塞浦路斯和烏克蘭所發生的事情， 

這樣會在香港發生，從而引發中國參戰，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日本或一些親美的國家，在這附近演習，一不小心投下了一枚核彈， 

投下了幾枚飛彈在中環，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在歷史上最早的偽旗行動就是「演習」， 

從演習演變成大戰，這是常常會發生的。 

 

所以如果在香港看見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 

香港受襲的時間，其實只是數星期或數月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看見第三次界大戰爆發的話，香港其實是不宜久留的，我們真的要預備離開。 

因為香港要不沒有事情發生，一旦出事的話，她是不會讓香港有機會翻身的， 

香港會被全滅，甚至是到達核彈毀滅的程度。 

所以你問的問題是對的，到時候看見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話， 

其實就算沒有「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我們也需要撤離。 

 

事實上，現時美國以「亞太再平衡」為理由，逐步將 60%的海軍調到環太平洋， 

包括增援大量軍隊和軍備在日本的美軍基地，對中國進行圍堵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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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38 篇播出後七日， 

即 2014 年 9 月 7 日，有報道顯示： 

一名日本人為掩人耳目，假裝成遊人，僱用中國當地的車輛和司機， 

從甘肅慶陽出發，沿秦嶺一路向東測量，非法測繪中國地形及設施， 

最後因闖入寶雞軍事重地而被捕。 

 

 

 

由於每個國家的座標體系和起算點都是絕密，在一般公開的地圖中無法測算， 

因此一些外國人常常假藉旅遊之名，用他們的測量資料和 GPS 對照確定位置。 

事實上，陝西省測繪地理資訊局相關部門負責人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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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外國人非法測繪屢見不鮮，境外人員往往假借科學研究、旅遊探險的形式進行， 

中國西部的陝西省近年來已抓獲美、日等國非法測繪人員多名， 

民眾若發現鬼鬼祟祟的測繪者可以報警。 

 

 

 

自 2009 年，中國共查處了 1,058 宗非法測繪案件，比 2006 年多出一倍。 

在中國違法測繪的涉案人員，主要是美國和日本籍，其餘少量是英國、德國、韓國及印度籍等。 

 

自古以來，地理信息就被各國視為「國之重器」，不可予人。 

繪製敵方地圖是準備戰爭的「必修課」， 

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做了大量細緻的準備工作，包括對大半個中國進行了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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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近年美國及日本頻繁測繪中國地形的事例： 

 

2010 年 2 月 20 日，新疆塔城地區測繪局通過群眾舉報， 

發現某日本公民攜帶手持 GPS 接收機在塔城地區進行 598 個測繪活動， 

涉及塔城地區軍事管理區的有 85 個。 

 

2013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測繪局公佈一宗美國公民非法測繪 9 萬餘個地理坐標的案件。 

 

 

 

2012 年 10 月 21 日，日本情報稱，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內共 16 顆西方間諜衛星在中國上空偵測拍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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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國軍方攻擊，根據美軍的分析，中國使用的電池脈衝武器「偷獵者一號」， 

可以在一分鐘之內持續發射幾百萬瓦的電磁脈衝，破壞幾公里範圍內的電子晶片。  

 

 

 

究竟近年美國及日本頻繁測繪中國地形及進行衛星偵測，涉及多個軍事坐標，目的何在？ 

從歷史軍事戰略可知，必定是為了將要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率先作出準備。 

 

除此之外，當該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38 篇播出後 16 日，即 2014 年 9 月 16 日， 

中國外交爆出日本間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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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中國駐冰島大使馬繼生夫婦涉嫌是日本間諜， 

向日本方面透露國家機密，已於 2014 年初被中國安全部門逮捕。 

 

現年 57 歲的馬繼生，2012 年開始擔任駐冰島大使，先後兩次駐日本， 

第一次是 1991 至 1995 年擔任大使館秘書，任職二秘， 

上一次則是 2004 至 2008 年任職大使館參贊及公使銜參贊。 

報道表示，目前仍不清楚馬繼生到底涉嫌出賣了什麼中國的機密情報。 

 

 

 

2014 年 12 月 8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周永康嚴重違紀案的審查報告》，披露前中央政治局

常委周永康「六宗罪」： 

1） 違反黨紀； 

2） 為多人謀取非法利益，收受巨額賄賂； 

3） 濫用職權幫助親友、情婦從事經營活動，獲取巨額利潤，造成國有財產重大損失； 

4） 收受他人大量財物； 

5） 與多名女性通姦並進行權色、錢色交易； 

6）泄露黨和國家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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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疑將國家最高核心機密泄露給他其中一名情婦 —— 解放軍歌手湯燦， 

而湯燦實際是美國間諜，曾到美國進修，在美期間她被美國間諜機構策反， 

並對她進行諜報專門培訓。 

 

 

 

她利用進出中央重要機關「中南海」，搜集軍事和經濟情報， 

甚至繪製「中南海」內中央高層住所和辦公機構地形地貌圖，提供給西方敵對勢力。 

 

明顯地，美國及日本的間諜活動頻繁，絕非無因，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經已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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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時由外國勢力資助的香港「佔中運動」看來，絕對正如日華牧師所預測，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發動之先， 

美國率先將香港的經濟有如俄羅斯的塞浦路斯一樣加以破壞， 

並且，她想使香港又像俄羅斯的烏克蘭一樣摧毀形同廢墟， 

至終將中國拖進第三次世界大戰之中。 

 

 

 

這是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是那些天天躲在家裡玩電子遊戲的人所不知道的。 

我們看《聖經》便知道，根本有很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先兆已發生在眼前， 

並且，我們比那些光看新聞報道的人理解更多， 

所以，我們會知道每一個城市和國家的變動。 

 

日本將會與美國聯手，假裝支持香港民主， 

但是，日本會攻打中國，所以，這就是日本派間諜到中國的軍事重地作測量的原因，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也曾這樣做過。 

 

影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侵略中國 

2014 年 12 月 14 日「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當前的香港局勢，將有機會引發日本透過藉口侵略香港， 

並令中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若然我們明白到近幾百年的國際局勢，都是由同一個組織操控，  

那麼，鑑古知今，歷史的劇本再一次重演並不為奇，  

因日本並不是從來沒有向中國動武的國家。  

 

其實 Freemason 明白到人性的自私和貪婪，  

所謂國際局勢、外交，都是建基於一國的自我利益上。  

因為一國的人民也就是希望得到最安穩的生活、最好的享受，甚至用不法、強搶的手段， 

也沒有問題，不過，能夠將不法的事件，給予合情合理的包裝就更好了。  

 

因此，各國的關係，從來也不是求同存異、和平共存，而是弱肉強食的原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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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現時各國也有著能夠毀滅對方的武器， 

因此，如果任何一個國家使用核武對付其他強國，自己也有被復仇的危險。  

 

回顧過去，中國從來都是一個和平的國家。  

甚至過去幾百年，由清代以來，也未曾主動對別國侵略，更加沒有想過要在他國開拓殖民地。  

相反地，近幾百年來，中國卻成為一眾講求民主、公義、和平的西方列強的提款機。 

 

明清時代，中國透過與各國貿易收取了巨額白銀，據估計高達十多億両。  

可是到了晚清時代，由於中國並沒有經歷工業革命，科技停滯不前，沒有武器自衛，  

在坐擁龐大的資源及白銀流入的情況下，自然變成列強分肥的對象。  

 

列國侵華的第一個國家，就是有著 Freemason 背景的英國。 

由於英國向中國購買大量貨品，但中國卻不購買英國的貨品， 

因此導致白銀流入中國，損害英國商人的利益， 

為了填補貿易赤字，他們就販賣鴉片毒品給中國人民，以填補貿易逆差， 

最終，由於成癮者眾，中國對鴉片需求大增，白銀由流入中國，變成了流出中國。  

 

到後期，當清政府決定禁煙時，英國更借故挑啟戰爭，包括第一次及第二次鴉片戰爭。  

每一次清政府也要割地賠款，也就是英國不再需要以向中國輸入鴉片的貿易方式， 

而是直接用武力，將之前支付給中國以購買中國瓷器、絲綢、茶葉等等的金錢，通通收回來。  

從此，列國知道中國是一隻毫無還擊之力的待宰肥羊。  

因此，Freemason 以毒品及黑社會武力方式對付別國，已經不是一件新事。  

 

至於日本方面，日本位處太平洋西北部島國，  

領土由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大島及 7,200 多個小島組成， 

由於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長年受火山、地震的威脅。  

日本在世界上只是一個小島國，可是，國內卻存在活火山 86 座， 

佔世界活火山總數約十分之一。  

此外，每年平均有感地震達 1,000 次。  

 



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36 

 

 

面對著無時無刻會被天災完全毀滅的威脅，一個國家的領袖，必然希望尋找出解決方法。  

在國力弱的時候，只有自怨自艾、坐以待斃。 

但當日本得到 Freemason 的幫助，經歷 1868 年開始明治維新，國力大升，  

借鑒英國的成功，侵略鄰近的國家是必然的選擇。  

不論是 1874 年，日本侵略台灣；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  

1900 年的八國聯軍入京；  

1904 年日本藉著打敗俄軍而吞併了遼東半島；  

1910 年吞併朝鮮；  

其後，日本一直在東北發展，預備大舉侵華。  

 

1923 年，日本經歷關東大地震，十多萬人死亡，200 萬人無家可歸， 

這次天災亦使日本經濟崩潰，為使國家不走向滅亡，日本走向軍國主義， 

將侵略中國的想法合理化，戰爭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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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整個東北，同時亦扶植了滿州國。  

到 1937 年七七事變，正式揭開了中國八年抗戰，數以千萬計中國人被殺的序幕。 

 

 

 

1938 年，大日本帝國總理大臣，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 

號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樹立「日滿中三國相互提攜， 

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  

以大日本帝國、東亞及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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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8 月，近衛文麿更指出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他們的做法，就是以與其他周邊鄰國共同合作、共享繁榮為最崇高理想， 

這個崇高理想，讓他們搶佔道德高地，以經濟相互提攜為藉口，進行道德感召，  

號召日本的年青人，為了愛護其他軍邊國家，希望幫助其他國家經濟提升， 

相互合作，就應該參軍，去入侵他們，殺掉他們的人民，搶他們的資源， 

推翻他們的政府，扶植傀儡政權與日本合作，共同掌管這些國家。 

使到用刀槍入侵別國，殺掉幾千萬人的罪行，也變成合理及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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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Freemason 以崇高理想作為美化不法行為的掩飾藉口，其實從來也不是一件新鮮事物。  

亦由於 Freemason 理解人類的善忘，從來不會於歷史中學到教訓， 

因此，近代，Freemason 亦是以同樣的方式和步驟，炮製出各個顏色革命，包括港版顏色革命。 

 

雖然，最終日本因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侵華不成功。 

但是，日本的情況從來沒有改善過，她仍然是一個處於火山、地震帶的島國。 

資源缺乏，需要倚賴大量入口貨品生存。  

 

亦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侵略思想從來沒有改變過。  

從日本首相安培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悼念二戰日本軍國主義戰犯，到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  

以神風特攻隊遺書向聯合國申請為記憶遺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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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動作，也是為到將來的侵略而鋪路。  

並且，日本由始至終，本身亦是 Freemason 建立的傀儡政權。 

如果 Freemason 真的要使中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旋渦當中，  

位處中國對岸，日本作為英美於亞洲軍力最強的盟友， 

並且，如果成功擊敗中國的話，日本對比各國，將會得著最大的利益， 

因此，日本必然是 Freemason 於亞洲區最重要的棋子。  

 

所以，我們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 

若然日本過早這樣做是沒意思的，因為設施會不斷變動。 

但在打仗前的一年或甚是數月，便需要這樣做了。 

 

你看到，我對香港的預測，是無的放矢嗎？ 

我對這些的預測一直也很準確， 

所以，為什麼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國家現時的進展，為什麼我們能預測到這些進展呢？ 

因為，這全都記載在《聖經》裡。 

 

第二章：（10）國際譴責及制裁 

最後到達第十點，當到達第九與第十點的時候， 

按著人道主義，中國已不能不做。 

 

當然，中國會說是按著人道主義的緣故，但外國傳媒不會這樣說。 

到時候，香港人會怎樣呢？ 

香港人沒水、沒食物、沒電、沒有一個正常的生活、沒有消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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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一座的建築物被燒毀，即使有火災亦沒有人救火，沒有學校、沒有工作。 

 

 

 

其實，除非中國對香港袖手旁觀，否則，餘下的方法只有使用軍隊。 

中國已經無法退讓，他一定會讓軍隊進入香港，為了拯救佔約九成人口的無辜市民。 

 

 

 

因為只有約 3%市民在鬧事，他們一直帶著很多人去鬧事。 

但當軍隊進城後，第 9 點和第 10 點已經近在咫尺，全世界傳媒也會攻擊中國。 

 

第 10 點，全世界制裁中國。 

現時的俄羅斯正是承受這個後果，但俄羅斯真的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俄羅斯真的不想展開「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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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跟俄羅斯一模一樣，無論顏色和行動步驟也好，抄襲的版本亦然， 

我們又怎能夠期待有第二個做法？ 

由始至終帶領、慫恿和搧動這件事，甚至資助這運動持續下去的仍然是美國。 

在這種情況下，第 9 點和第 10 點便會出現，而這場運動根本是不能回頭了。 

 

但在這過程中，卻是可以解決的。 

雖然，我們現在所見，真的是環環相扣，十分緊湊。 

共濟會所用的方法十分厲害，能專攻目標，打敗民主。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方法，就是利用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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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一場戲。 

由始至終，就如我曾經分享，很多疾病是源於我們的免疫系統攻打自己的免疫系統。 

 

現在我們的城市，像烏克蘭一樣，那 3%的精英出來，不是祝福這城市， 

而是毀滅這個城市；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統，攻打自己的免疫系統。 

這 3%的人出來攻擊警察，結果雙方都燒毀，最終讓軍隊進入這城市。 

 

 

 

因此，整件事情如果真的以民主的方法去解決， 

先不要說是以人民主義的方法，作為一個人，以萬物之靈的方法去解決的話， 

那麼，全港市民只需舉手之勞，便可以將這問題解決。 

 

或許令你意想不到，最難的部分已經由我做了，就是將整件事分析出來。 

所以，當我們看見這些步驟按部就班地出現，這些事便很容易解決。 

我們所作的只是舉手之勞，只要所有香港人做好自己的本份， 

不作超越自身的事，而是在本份裡做一些事，這事便能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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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示威者和發起者站出來說，他們現在發現指揮示威的人站出來， 

指出這個運動絕對有幕後黑手策劃的。 

雖然他們被慫恿至成為了創舉，吹捧他們如何年輕有為和偉大， 

但這事情已經達至完全失控狀態。 

既然事情已經完全失控，就需要停止。 

這就如一輛完全失控的貨車，最佳做法是立即把它剎停， 

而不是還要繼續踏油門加速，這真如一個瘋顛的莽漢。 

一旦事件已是失控，便應該立即臨崖勒馬。 

 

因為，當民眾都選擇退場，幕後黑手便會現身， 

立即煽動和慫恿另一班人來示威搗亂。 

當數批示威者也明哲保身地退場，幕後黑手的計劃便終告失敗。 

 

事實上，示威者放棄留守比每天要堅持對抗更容易， 

而發起事件的領袖一直支持下去亦很困難， 

只需要有內涵去面對失敗，便能夠勇於離場。 

 

 

 

而示威區內的參與者則要留意是否有滋事分子， 

他們都會幪著面，然後突然衝進人群當中持刀傷人或拋擲汽油彈惹事。 

一旦發現這些人，便應立即捉住他們，然後交給警方處理。 

他們理應這樣做，否則當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時，難免會不幸受傷或被警方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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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雖未能找到數千位黑社會成員出來滋事，但數百個其實也不成問題。 

因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甚至是他們不願發生，甚至他們自己是被人威脅（Blackmail）的。 

 

對待示威者可以是如此，但對黑社會可以做的便是舉報。 

 

 

 

因為，在這些大事件上，黑社會的負責人一旦威脅的話， 

他們原來會獲得特赦，因他們可解釋說十多年前已被強迫去犯事， 

因是為了預備日後有更多人去做這些舉動， 

而背後指示人便是那黑社會的負責人了。 

 

如我所言，為什麼這些幕後黑手要隱藏起來？ 

因為他們只是很少數的人，數量非常少。 

事實上，控制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不超過一千人， 

假若拘捕了那一千人的話，那便真的是世界和平了！ 

 

可能在港的黑手也不會超過十數人， 

假如能逮捕了那數十人的話，滋事分子的資金便會斷絕，事件也可以平息， 

傳媒亦不會再去報道相關新聞。 

事件沒有後續，十個步驟也會完全被打斷， 

民主回歸，大家用互相尊重的方式，暫且不討論民主， 

而是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去重建這城市。 

不然，大家不互相尊重，又何來民主呢？ 

 



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48 

 

 

民主要在最大的互相尊重下才可能產生。 

舉例：可能有人會說，這位教授或這群人提供金錢予我們學校， 

要求老師這樣教育學生，並鼓吹這件事情， 

這群人、公司或這一份報紙，甚至到某一個階段，銀行職員都可以舉報，並告訴其他人， 

他發現所從事的銀行明知佔中會發展至如此階段，早前老闆已顯得神神秘秘， 

不過，現在他明顯地好像預先知道佔中事件，因為這是一間外資公司。 

 

 

 

那時，警察要放下其他事情，首先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這事件會停止。如我所言，你不是要逮捕數十萬人， 

你只是逮捕數十人，甚至只是十數人，佔中事件便會完全停止， 

因為，不會再有資金支持佔中人士或在兩邊擔任推手，進行煽動。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如此，你是否反對佔中？ 

我想讓你知道，我的立場是兩方也反對，我不喜歡佔中，亦不喜歡反佔中， 

因為不論站在那一邊的陣營都會被人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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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肯定佔中與反佔中，不理會他們煽動什麼，都會有很多消息流出， 

例如：這個人收受金錢、接聽電話等， 

基本上，我可以肯定是背後的煽動者刻意說出來， 

因為是他們拍下這些相片，是他們把這些金錢給予你， 

但他們卻一直保存了這些證據，在適當時候使用。 

他並不是為任何一方陣營，而是要將雙方都破壞。 

 

 

 

影片：資助並泄露正反兩方資料 

於 2014 年 12 月 14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Freemason 所製造的「顏色革命」中， 

必然會煽動反政府及支持政府的兩派。包括今次香港的「佔中」事件， 

如果要雙方不能和解，鬥爭沒完沒了，甚至越演越烈的話， 

Freemason 就必需要成為兩邊的推手，煽動他們，讓他們沒有喘息的空間。 

 

如果，正反兩方都是 Freemason、CIA、NED 所資助的話， 

那麼，他們就能與正反雙方直接接觸，亦會知道正反兩方的資料。 

所以當雙方的鬥爭開始後，那些能夠抹黑對方的黑材料證據， 

就成為了平衡這場火災雙方的助燃劑，讓雙方也繼續燃燒下去。 

 

由於雙方已處於鬥爭當中， 

若果這些能傷害敵方的材料落入其中一方的手裡，他們就會交給傳媒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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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不會細想這些材料的出處，更不會細想這些材料為何會到達他們的手中。 

例如，佔中和反佔中的雙方都指控對方會出動黑社會。 

 

 

 

佔中、反佔中，又或是雙方都指控對方是收取了金錢利益而出來。 

但若當雙方都不理會這些材料的來源，不追查幕後的黑手， 

又繼續使用那些資料的話，雙方的仇恨只會不斷加深，令事件沒完沒了之餘，更只會越趨白熱化。 

 

事實上，現時這件事亦正在發生。 

因為由當初堅持非暴力形式的公民抗命， 

到後來，佔中及反佔中的雙方不斷挑釁、互相指罵， 

繼而進展成互相攻擊、爆發肢體衝突， 

相互之間的仇恨，甚至演化成野貓式流動佔中，對付反佔中的商舖，不准對方關門， 

這些行動，早已偏離了和平理性爭取民主的初衷。 

 

因此，兩方都是受害者，都是被人煽動。 

因為我們怎能以破壞的方式獲得民主呢？ 

並且，我們亦不可能以恐怖分子的方式來建立民主吧？ 

但現在，這不就跟恐怖分子以恐懼方式逼他人就範一樣？ 

這並不是民主。 

 

影片：佔中運動對社會作出的擾亂和破壞 

早在 2011 年 12 月 4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96 篇， 

日華牧師按著 2011 年的 Webbot 的預測去預告「人渣革命」將會出現。  

一些革命發起人將會用無賴和失去常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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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肆毀壞、搶掠及游擊隊式犯罪的手段，製造示威和暴動。 

 

 

 

主日片段： 

「人渣革命」。人們不是在阻街，而是開始搶劫。他們搶劫銀行和集體搶劫商店， 

以游擊隊方式犯罪，所有能夠想像到的罪案都會一一發生。這種現象在冬天就會出現。 

 

隨後，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爆發「佔中運動」示威，多條主要道路被堵塞， 

社會局部癱瘓，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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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佔中運動」從開始就宣稱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 

在 9 月 28 日，鏡頭下亦有不少前線示威者高舉雙手， 

但是，大多數前線示威者卻持續向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作出挑釁和辱罵， 

甚至以不和平的方式不斷衝擊警方防線。 

 

隨後，因群眾極多及持續發生激烈衝突，警方對示威者展示「停止衝擊，否則使用武力」紅旗， 

在多次警告無效之下，警方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驅散示威人群。  

 

之後「佔中運動」一直持續，影響著香港絕大部分人的生活和生計， 

因此，形成「反佔中」市民與「佔中」人士經常出現衝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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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期間，有不少戴口罩或面具的人士混入人群中挑動雙方情緒，製造混亂。 

事實上，陸續有更多證據顯示，情況正應驗日華牧師所預測「佔中運動」演進的第四步： 

將會有「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 

 

11 月 18 日凌晨 1 時左右，一批為數約 200 人的示威者，部分戴著頭盔及眼罩等裝備， 

衝到立法會示威區旁的出入口，其中 30 名蒙面暴徒，突然以鐵馬衝擊玻璃外牆， 

又投擲磚塊及石製渠蓋等，其中 1 名示威者成功闖入立法會內。 

警員隨即持盾牌及警棍趕到現場，更一度施放胡椒噴霧驅散示威者。 

 

2014 年 11 月 25 日，因著法庭頒布旺角禁制令，清除馬路上的障礙物， 

大批警員協助執達主任，一早到場戒備，並呼籲示威者盡快離開旺角亞皆老街， 

但部分佔領者不單不聽從，更以粗言穢語辱罵警員。 

 

 

 

在清拆障礙物期間，縱使警員不斷作出呼籲，示威者仍漠視禁制令，不斷反抗， 

甚至與執法的警員爆發衝突。 

警方拘捕數十人，清除行動令至少 3 名警員受傷。 

 

繼旺角佔領區遭清場後，佔領人士改用「流動佔領」方式，藉購物等活動為名， 

繼續於旺角、油麻地及尖沙咀以「打游擊」方式示威， 

以粗言穢語、滋擾和破壞社會秩序等恐怖手段，令不少商店提早關門。 

甚至佔領人士對一些反對他們的店舖及小巴站進行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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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流動佔領」戰場更轉移至彌敦道與亞皆老街馬路交界， 

有人高呼「我要過馬路」，應聲者從四方八面衝出，不斷來回過馬路，場面混亂。 

甚至有所謂「行人」衝擊警方防線，並阻止車輛經過，「流動佔領」人士數度與警方發生衝突。 

期間有大批市民過馬路時拾零錢、在馬路擲物、叫囂等， 

示威者到處挑釁及企圖再次堵塞道路，行徑非常擾民。 

 

及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晚上，學生團體在金鐘發起集會，宣佈行動升級， 

正式開始圍攻香港政府總部，有人當場派發頭盔、口罩、雨傘及有釘的盾牌等裝備， 

不斷叫人趕往龍和道。 

 

圍政總行動名義上是非暴力，但從電視現場直播所見，行動充滿挑釁和正面衝擊， 

每次衝擊皆有人指揮，是一場有預謀及部署的暴民式非法行為。 

 

當市民眼見示威者的非理性行為，也支持警方有效控制場面，恢復秩序。 

警方強調在金鐘的集會是一個非法集結，已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危害香港法治的根基， 

警方會果斷執法，制止暴力及違法的行為，維護法紀。 

 

畫面可見，示威者用滅火筒對付警員，警員指示大批示威者離開龍和道馬路，並向示威者高叫： 

「我們不會過來的，你們快些走吧！」 

 

YouTube 片段： 

「走吧！你們向後退，我們不會過來的！」 

「走吧！快點走吧！走吧！我們不會過來的！快點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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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示威者不斷衝擊警方防線，警員展開驅趕行動，暴民式衝擊示威一直持續近 10 小時。 

 

佔領行動第 64 天，學聯和學民思潮晚上宣布包圍政府總部， 

示威者要求警方開路，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 

而一批示威者衝出龍和道，佔據來回行車線。 

警方呼籲非法集結人士，立刻停止衝擊警方防線和堵塞道路。 

部分示威者戴上預先準備的口罩、眼罩和頭盔，向政府總部的方向走，在添馬公園跟警方對峙。 

 

警方拉起警告牌，警告他們（示威者）不要越過防線， 

示威者高叫口號要求開路，期間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 

而在龍和道添馬公園附近，也有示威者和警方推撞， 

警方呼籲他們（示威者）離開，否則會採取行動， 

期間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有人用自製的盾牌阻擋，警方揮動警棍，試圖把他們驅散。 

 

新聞影片： 

我先講一講，龍和道東行線旁邊的行人路，剛剛已經有一大群的示威者在這裡聚集， 

並且希望衝擊警方的防線。 

警方的防線已經向後退至差不多是立法會外面的位置，已向後退了很多。 

而在龍和道東行線上，集會人士築起了鐵馬陣， 

他們現在把鐵馬陣向前移至警方的防線， 

那裡大概有幾個鐵馬綁在一起，用索帶綁在一起。 

警方再次舉起紅旗，要求集會人士停止衝擊，否則會使用武力。 

 

警方剛才已經數次向示威者作出呼籲，叫他們要冷靜克制， 

並且指出有個別示威者帶頭衝擊警方的防線， 

警方說，如果他們再衝擊，就會對他們展開拘捕行動。 

警方剛才突然跟示威者說，他們希望守著防線，不會向前推， 

所以他們希望示威者不要再進一步衝擊。 

 

「佔中運動」一直縱容暴民和黑社會的參與和帶動， 

漠視絕大多數市民基本生活的權利，持續損害社會及升斗市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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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這絕對是「不民主」和「不和平」的手段， 

只是以暴民手法，爭取自己的利益和訴求。 

 

 

 

持續性的「佔中運動」，就是以破壞社會作為要脅政府就範的籌碼。 

縱使這種藉著黑社會勢力，以暴力及不民主方式進行的反政府運動， 

或許會獲得成功，將現有的政府、警察、法制和司法系統完全瓦解，達到示威者所謂的民主社會， 

但最終，幕後的黑社會勢力，會藉著同樣以暴易暴的方式， 

將未來的所謂「民主」政府騎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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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58 

 

 

不單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民主」， 

社會亦只有強權和持續性的暴力，民不聊生！ 

 

現在「佔領中環」是以香港的經濟作威脅，逼使他人就範。 

然後跟別人說「這就是民主。」 

 

但這決不是民主。 

這就如搶劫銀行的人，以脅持人質使他人就範一樣。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不過掛上民主的旗號， 

這件事情從始至終跟民主沾不上邊，且不可能帶來更大的民主。 

 

因此，警察和政要將面對一些問題，若警察查出某些事情，一定得詢問政要， 

那麼，千萬不要想著要隱瞞這些事情。雖然，將事情公開會得罪某些外國、組織， 

甚或導至一些外資勢力等撤離。 

 

然而這卻比失去這城市、每一條街道的地面都被翻起、 

每幢花上龐大人力物力的建築物被燒毀、每個市民都沒水喝、 

沒有電源、沒有工作、沒法上學等等慘況好多了。 

 

影片：烏克蘭經過親歐盟示威運動一年後的光景 

2013 年 11 月 21 日，烏克蘭的親美反對派發動上街示威革命，名為 Euromaidan， 

即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 

民眾佔領街道，把雜物放在街上，使基輔市的交通中斷， 

最後，示威者和軍警爆發嚴重衝突，數百人傷亡，事件令親俄的民選總統亞努科維奇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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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烏克蘭的分裂已經令國家處於全面內戰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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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部的盧甘斯克州、南部的克里米亞和頓涅茨克州已經宣佈獨立，並實行了公投，加入俄羅斯聯邦。 

 

 

 

現今的烏克蘭，在經過所謂的烏克蘭親歐盟示威運動革命一年後，親美的西部烏克蘭人， 

推翻本來已經是民選的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重新推舉親美的波羅申科成為總統， 

但一年已經過去，究竟烏克蘭人又得到什麼呢？ 

 

根據一個監察貪污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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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所發表的「行賄指數」， 

烏克蘭在過去一年，行賄指數沒有變化，在革命一年後仍然是全歐洲倒數第二， 

在全世界 177 個有排名的國家中位列 144，貪腐情況極為嚴重。 

 

另外，烏克蘭的貨幣烏克蘭格里夫納，在過去一年對比美元下跌了最少 45%， 

甚至超過一半，是烏克蘭格里夫納幣值有史以來最大的跌幅。 

 

 

 

烏克蘭中央銀行的財政儲備只有 126 億美元，竟然低至 100 億美元， 

是自 2005 年 3 月以來最低的水平，甚至比一間名牌皮革手袋商店的市值還低。 

在世界銀行的「各國經商容易度列表」中，烏克蘭在世界排名第 96，亦是全歐洲倒數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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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時一年的革命過去後，2014 年 9 月全國人民的薪金，對比革命發生前下降了 11.4%， 

但相比之下欠薪的比率卻災難性地上升了 156%之巨。 

 

 

 

對比 2014 年和 2013 年秋天的麵包價格，在一年內上升了三倍，而公共服務的價格則上升了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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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10 月對比一年前，烏克蘭的工業生產總值下跌了 16.3%， 

並且現在烏克蘭的黃金儲備為「零」，即完全沒有儲備黃金， 

因為美國把所有烏克蘭的黃金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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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地下鐵路的票價由 2 格里夫納上漲至 5 格里夫納，漲幅達 2.5 倍。 

 

 

 

現今，烏克蘭的國債已經高達 740 億美元，並且國家經濟入不敷支， 

完全沒有能力可以還債，只能不停向國際貨幣基金 IMF 借貸來填補政府支出， 

而借貸的條件就是增加公共服務費用和減少社會福利。 

甚至，在亞努科維奇時代，人民可以組織反政府示威， 

但革命過後，所有的反政府活動、政治組織和示威都以民主之名被列為非法， 

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都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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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如同香港「佔中事件」中，示威人士所提倡的美式民主， 

就是「我們所有的民主，別人是沒有份的」。 

然而，日華牧師正預測，由美國 Freemason 在背後策動， 

發生在香港的「佔中運動」和烏克蘭的「親歐盟示威運動」，即顏色革命是同出一轍的， 

不單事件發生的程序一樣，結果都將會是一樣， 

就是在所謂革命成功之後，絕不會得到這些革命人士所應許的自由民主。 

反而只有經濟崩潰，民不聊生，社會秩序和設施受到嚴重破壞，在革命運動的洗禮後， 

由本來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變為「暴民式統治」的民主暴政， 

其實就是將香港交給黑社會統治，在此之後香港的繁榮將會一去不返。 

而就如日華牧師所分享，全亞洲最大的黑社會就是來至日本的黑社會。 

 

 

 

我們為什麼不把罪，歸咎於那群生事的人身上呢？ 

是否一定要我們去承受這個罪呢？ 

我們完全跟他們在無怨無仇的情況下，他們也做了這些事， 

為什麼當我們調查出真相的時候，我們還不說出來呢？ 

 

Freemason 十分聰明，因為他們知道民主運動之後， 

會牽涉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外交關係，政要查了這些事後，都會去隱瞞、警察又要問政要， 

於是這事件就永遠沒辦法解決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政要們一定要如實報道出來， 

人民就會開始相信和知道事件背後的真相。 

到那時候，香港的報紙，甚至可以大肆報道。 

他們只要將事實報道出來而已，好讓人民看見事實的真相， 

這並不是香港第一次出現的事件， 

其實在很多國家也出現過無理的事情，我們可以去報道。 

 

但我想讓你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策， 

就是發揮每一個人的民主精神，去把所謂入侵的外敵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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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個身體，要怎樣發揮它健康的機能呢？就是它能夠抵抗疾病。 

如果一個身體一看見疾病，自己的免疫系統會攻擊本身的免疫系統， 

然後我們說這種精神叫「共和」？這一定是瘋了。 

這是一個人臨終的時候，才會出現的現象。 

這亦是一個城市將滅亡的時候，才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那種不是叫作「民主。」 

 

真正的民主，就是我們能夠在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情況下， 

彼此發揮自己的精神，將真正的問題解決。 

我們是要民主，但沒理由要用被別人煽動的方法來破壞它， 

甚至亦不是用恐怖分子的方法來達到它。 

 

 

 

影片：民主未有帶領美國得著更美好的明天  

2014 年 12 月 14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Freemason 所帶出的民主概念，以及佔中學生所訴求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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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是一個永遠不能達到的理想烏托邦。  

 

因為就算如美國般的民主國度， 

無論民主黨及共和黨，真正背後掌權者其實都是 Freemason。 

當他們以「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不停提出問題時，人民就會發出呼聲，要求議員走向 Freemason 早已設下的答案，  

最終，最大的得益者，仍然是 Freemason，可是，普遍人民卻自願成為他們的奴隸。 

 

 

 

例如美國人用公帑支持中東各場戰爭， 

包括阿富汗、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等等，  

2015 年，國防預算已將近 5,000 億美元，即 40,000 億港幣的天文數字。 

 

 

 

這數字對比過往已是有所減少。  

但當然，美國政府繼續以恐懼，逼使人民不會要求削減國防開支。  

但其實，該 5,000 億美元，還未包括海外應急行動撥款、退伍軍人支出、核計劃、國土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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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估算，國防總開支應為 9,600 億美元，佔聯邦政府支出 26%。 

 

美國在債台高築時候，仍然使用大筆軍費， 

得益者，除了佔全球 20 大中的 15 名美國軍火商外，  

就是一眾於阿富汗種植毒品的 CIA，  

以及於各國搶奪石油資源，Freemason 旗下的石油公司，  

不論是最早期的伊拉克戰爭、其後的利比亞、烏克蘭、敘利亞。 

所有戰爭全都是以美國人的金錢與性命，換取 Freemason 天文數字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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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國政府本身卻透支著子孫的財富，靠借債度日。 

 

 

 

現時，有 4,600 萬美國人，即每七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要靠食物銀行救濟。  

700 萬美國人只能以兼職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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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有 23.4%的人活在貧窮線下。 

現時，有 3,700 萬美國人欠學生貸款，金額高達 1.2 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  

但他們畢業後，並未因為有高學歷而有較佳前程， 

有 44%的畢業生就業不足，只找到低薪或是兼職工作。  

因此，「民主」並沒有讓美國人或新一代年青人得著更美好的明天。 

 

 

 

再者，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生活方式，  

如果大多數人是邪惡的話，最終亦會演變成所多瑪、蛾摩拉一般，被神審判。  

一般人也以為美國是基督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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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大部分人也不希望遵守神的律例，偏行己路時， 

反過來，可以以立法迫害基督徒。  

 

例如，為著包容不同宗教人士的緣故，所有公立學校禁止禱告。 

 

 

 

又例如有人在自己的家中舉行聚會，卻被政府以該地方並非宗教場所為由而開出罰單， 

並且每一次聚會也要罰款$500 美元。 

 

 

 

侯斯頓國家墳場，甚至不準提及「神」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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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斯頓市議會向五名牧師發出法庭命令， 

限制他們不能談及同性戀或侯斯頓首位女同性戀市長 Annise Parker， 

違者將被視為藐視法庭。 

 

 

 

因此，民主從來也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靈丹妙藥。 

因世界的運轉，不是因為人的律例而操作，  

地受咒詛，是因著人犯罪的緣故，而民主最終只是將《聖經》所責備的罪合理化，  

當每一個人也犯罪，每一個人也接受罪的時候，就連同性戀也會被視為正常。  

因此，悔改、回轉，遵行《聖經》的法則，才是唯一解決政治及社會問題的答案。  



20141214   www.ziondaily.com 
 

 
 73 

第三章：總結感言 

美國 Freemason 謀害中國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圈套的十個步驟， 

若然 Freemason 繼續下去，那麼，在這期間，我們會慢慢地看見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出現， 

除非是由我們終止，否則 Freemason 是不會終止其計劃的。 

 

當大家聽完這十點的分析時，都會發現 Freemason 採用了一個非常龐大的計劃， 

並在深謀遠慮下埋下了伏線。 

試想，竟然有一個團體可以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上預先作預備， 

單是這樣，你已經知道他們會否輕易放下顏色革命？ 

所以，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因此，很多弟兄姊妹都會問我一些問題， 

而在接下來的數星期，我會與大家再詳細分析。 

大家對於某些重點，可能已經感到大開眼界， 

但現時，我只是盡量在這件事中，分享最基本會出現的現象， 

但我也希望在這一、兩個星期可以與大家再詳細剖析這個原理。 

 

因平民百姓沒有想過這些原理。 

甚至有些身受其害、或自己是被煽動的人， 

他們都不知道整件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因什麼而發生？ 

所以，在接續的數星期，我會與大家再詳細分享。 

 

 

 

但是，如我所言，這件事情背後的策劃者深謀遠慮， 

甚至在很多參與佔中人士還未出生前，他們已經開始部署。 

當中很多的部署，甚至在我未出生前已做了， 

可想而知，他們會否那麼輕易放棄？ 

所以，如我所言，他們會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導致事件沒完沒了。 

因為那些部署早在你和我出生之前已經進行， 

很多所謂的棋子已經放在香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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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什麼？ 

根據《聖經》的記載，將中國牽引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末後日子中一個很重要的棋子， 

但中國卻不會按著 Freemason 的意願而行。 

可是，這在全世界的軍事策略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署。 

 

 

 

在接續的數星期裡，當我提及被提時，你便會完全明白， 

為何我會知道那個時間？為何我會知道美國有如此部署？ 

為何他用這些方法？為何採用的形式必定是一致？ 

當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時，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有人會問，「當美金變廢紙時，對他又有何好處呢？」 

當中的好處就連平民百姓也想像不到，稍後我便會與大家分享。 

 

 

 

我已經分享了關於這十點的基礎， 

我相信，現時是每一個人趁時而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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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篇信息及接下來的信息，我都會仔細分析， 

原來當中有些事情，我們可以執行及實踐。 

 

然而，在過去的歷史中，Freemason 未曾輸過。 

尤其是使一處地方變成廢墟、廢城，他們是未曾輸過的， 

所以，現時我們說出這些方法，真的要住在本城市的人參與及趁時而作才可行。 

 

 

 

最後，我想每一個向三個人說：「你和我都要趁時而作！」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