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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4 年 12 月 21 日分享 

第一章：佔中事件分析答問篇 

第二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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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Freemason 使一個城市成為廢墟的方式，就是一方面藉美國推行民主，  

另一邊，就推行神所憎厭的事，例如同性戀、人獸苟合，或一些完全不合理、污穢的法例。  

 

 

 

原因，他們必先將城市變成如約珥書所記載，觸犯神審判原則的城市，而他們則成為耶和華的刀，

去審判這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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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他們亦在香港推行同一方式的計劃。 

推行民主的學生，亦參與同性戀遊行，觸犯聖經裡滅城的原則  

 

當到了第 8 步驟，軍隊介入時，一切已成定局，這個城市將會被滅。  

而到第 9 步驟，全球傳媒譴責時，所有傳媒都只會集中報道軍隊介入，  

宣稱香港如何缺乏民主，強調民主訴求正確，  

但傳媒卻會對黑社會隻字不提，只為要毀滅香港的民主。  

 

原因，推行民主時，需要大家講求合理、忍讓和融洽，  

但一群自私及被煽動的人，卻會因著虛榮心和無知，進行破壞。 

 

到第 9 步驟，全球傳媒會一面倒孤立這個國家。  

並且，出現美國僱傭兵及游擊隊。  

對中國而言，會有日本介入，美國則以軍事設施和武器，支援日本的行動。  

甚至可以演變成美國於別國境內轟炸 ISIS。  

日本會在全世界譴責中國時，成為香港的救星。  

 

而最近日本不斷以釣魚島事件挑釁中國，就是要測試中國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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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以日本救香港，藉此挑釁中國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正如現時烏克蘭的顏色革命，逼使瀕臨破產的俄羅斯參戰。  

 

再者，日本現時亦派間諜到中國查找各個軍事基地。  

這正是二次大戰前，日本所做的預備工作。  

 

 

 

到了第 10 步驟，當香港面對沒水、沒食物、沒電、沒有正常生活， 

建築物被燒毀但沒有消防員救火的情況下，  

按著人道主義，為了拯救佔 90%的無辜市民，中國一定要插手，並使用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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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軍隊進城，就會進到第 10 步驟 —— 全世界制裁中國。 

情況正如現時的俄羅斯一樣，被全世界制裁，逼使她參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雖然，這些步驟，似乎環環相扣，步步進逼， 

但藉著真知識，情況是可以解決的。  

現時的烏克蘭，是 3%的精英，去攻擊警察，  

這班精英正毀滅這個國家，而不是祝福她，最終導致雙方燒毀，軍隊入城。 

情況就如身體當中的免疫系統，攻打自己的免疫系統。  

 

現時，香港亦面對同一情況，  

牧師已經做了最難的部分，就是用真知識去分析整個事件的程序。  

而市民只需要做最簡單的部分，就是舉報策劃事件的幕後黑手。  

 

 

 

正如一輛貨車，在完全失控時，最佳的方法，就是立即把它停止。  

而不是像這群學生一般，被人慫恿，以為製造了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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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情失控時，不單沒有停止，反而繼續踏油門加速。  

 

如果他們願意臨崖勒馬，立即退場的話，  

幕後黑手便會現身，立即煽動和慫恿另一班人起來示威搗亂。  

當幾批示威者也退場的話，幕後黑手的計劃便終告失敗。  

 

因此，只要示威者能夠找出滋事分子和黑社會，將他們交給警方，  

事情就不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亦不會出現受傷或被殺的情況。  

 

 

 

原因，Freemason 幕後黑手的人數只有很少，所以，他們一定要隱藏起來。  

如果在香港的幕後黑手被逮捕，或是資金被斷絕，事件就可以很快平息。  

大家亦可以回歸以互相尊重的方式去尋求民主。  

 

只有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下，民主才得以孕育。  

但 Freemason 幕後黑手卻不容許這樣做，  

他們煽動雙方，甚至向雙方陣營提供對方的罪證，  

這樣做不是為了幫助任何一方，而是為了破壞雙方關係，  

因此，佔中和反佔中雙方也是受害者。  

 

 

 

並且，以破壞的方式，用香港經濟作威脅來爭取民主，  

就如同恐怖分子以恐嚇方式逼他人就範一樣，這並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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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每一次進行顏色革命也能全身而退，  

是因為他們熟知各國，就算被其他國家捉拿，政要也會因著外交尊重而放人。  

因此，對香港而言，警察及政要也要敢於得罪及公開這些外國勢力的組織。  

免得香港成為烏克蘭般，街道被掘起、建築物被燒毀、沒食水、沒電力、沒有工作的慘況。  

既然 Freemason 敢於對一個國家進行破壞，  

當逮捕他們時，就應該讓他們承擔罪責，不能因涉及外交而隱瞞。  

傳媒更應如實報道，讓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  

讓人民發揮真正的民主精神，就是將入侵的外敵趕出去。  

 

 

 

現時，Freemason 謀害中國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圈套的十個步驟已經展開，  

如果我們不停止他們的話，這些步驟會一個接一個地出現。  

因為，他們在多年前，已經計劃好這場顏色革命，並且埋下眾多伏線。  

因此，他們不會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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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透露，將會繼續分享更多這方面的資料，  

原因，根據聖經的記載，將中國牽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末後日子的一手重要棋子，  

甚至，Freemason 及美國部署將美金變廢紙， 

及推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更加涉及將來教會的被提。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以解答問題的方式，繼續分享對「佔中事件」的分析。 

 

第一章：佔中事件分析答問篇 

許多人也問過我這道問題，我覺得值得在此回答，讓大家理解。 

我們曾嘗試從一個宏觀的概念看， 

但今次，就以一個狹窄的概念看一個有趣的事實。 

 

有人問我：「你對這群學生有何看法呢？」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過程。 

這件事在未發生之前，我已預測了這些事，而我亦理解，這是人之常情。 

 

簡單而言，由開始的時候，我對這群學生有一點點的佩服， 

但現在我卻覺得他們是卑鄙小人。 

我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事實，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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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現在，很多人認為佔中是一個創舉， 

其實，佔中是香港 150 年以來，一個最大型的黑社會暴民創舉！ 

 

 

 

原因有兩點。 

 

第一，現時我們看見，為何新聞不斷報道很多黑社會介入呢？ 

因為，以往從沒有如此大量的黑社會和資金，能介入在任何的動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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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何我能早已預測有這個的現象。因為，這是顏色革命的專利。 

顏色革命，必定有大量來至販毒而來的金錢，所以我才能預測到。 

其次，新聞不斷地出現這些報道。 

 

那麼我就問你一件事，你猜猜這群學生， 

現時他們知不知道在他們身邊維持秩序的那群人，就是黑社會呢？ 

他們是否知道在他們身邊的保鑣，就是黑社會呢？ 

每一次在前頭衝擊，在後頭呼叫：「我們學生要訴求！」 

他們知道這些人就是黑社會嗎？ 

我認為，起初的時候他們未必知道，但現時，我幾乎肯定他們是將錯就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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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當我聽到他們對老一輩說：「你對得起下一代嗎？」 

我想：「那你是否對得起上一代呢？」 

這城市的建立，你有一份兒嗎？ 

這城市仍未交給你時，你就已經拆毀了它，有些還承認自己是基督徒， 

我想：「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你一定是典型的押沙龍基督徒了，一個典型會敗家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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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他們是卑鄙， 

因為，如果他們由始至終都不知道有黑社會介入，亦不會倚賴黑社會的勢力， 

並且沒有人警告說這根本是顏色革命過程中，將會毁滅香港的做事法，我還可以佩服他們。 

 

但反過來，如果他們明知這一切，但仍然將錯就錯的話，這就是很卑鄙了！ 

他們如此做，還對得起這班警察嗎？ 

 

 

 

因為顏色革命的整個過程，都一定有很多他們故有的做法，還有很多不同的手段。 

所以，過去我會羅列出他們做事的方式， 

但當中是包括了很多狠毒的做事方式。 

 

例如，顏色革命過去一直以來的做法， 

就是找一些知識份子出來，站在知識高地上大放厥詞！高呼要公平！ 

但接下來，真正發動衝撃、使用暴力打警察的，大部分都是黑社會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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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班學生，普通的警察根本已經可以很簡單地將他們撃退， 

簡直是弱不禁風，難道，你認為他們有能力將警察打得頭破血流嗎？ 

當然不是！那些人正正就是如我所分享，是一群被毒品效易所推動的黑社會！ 

 

那些黑社會會維持秩序、成為保鑣，更會進行衝擊， 

而後面的學生卻不斷斥責警察打學生！打示威人士！ 

那些人竟然會這樣做，甚至是將錯就錯。 

正正就是多年來顏色革命的做法！ 

 

 

 

香港以前也試過很多次暴動或混亂，但那些都不是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一定是美國花上很多時間籌備，然後調動很多黑金， 

即藉由販賣毒品所得的金錢去推行，才可以成功， 

但如果這班學生明知道而仍然要這樣做的話， 

那麼，說他們是卑鄙小人都已經是說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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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典型地都是這樣， 

當他們策動了事情，之後變得出了名， 

當共濟會的報章或是由共濟會收購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刊登了他們的名字和照片，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很偉大了，即使內裡是多麼卑鄙也在所不惜！ 

於是，就讓事情將錯就錯的發展下去。 

 

 

 

這件事有眾多證據已預先被說了出來，許多事情，不獨是有香港才發生過， 

全世界在過去十數年間都經已發生了， 

沒有可能不知道今次事件擺明是屈枉了警察。 

 

換句話說，警察所面對的，並不是學生，那一班人全是暴力份子。 

是否要警察任由他們打？否則便是過份使用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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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走出來指責警察對學生過份動用武力。 

但是，那些並不是學生，而是黑社會。 

這麼多次的顏色革命，八九成主力衝擊的人都是黑社會的， 

帶著一些被收買或僱來的地盤工人，又或無業游民去進行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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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預先警告，而全部亦已經發生。 

只是在場的人士，將錯就錯，這些人是很卑鄙！ 

這些人在香港沒有什麼建設，明顯只有破壞。 

他們自己就用卑鄙的方法，而又要求別人對他們公平公正，這種方法根本與盜賊無異。 

 

這些人很懂得包裝自己的詭計，所為「文人多大話」 

可是，許多平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表達的是什麼。 

 

現時，我嘗試用大眾明白的字眼讓大家知道其實正在發生什麼， 

你就明白為何香港和中國政府覺得沒法跟這些學生溝通。 

他們的講法，背後的意思，就是「現在我要趕走這個大家庭的所有監護人，家長， 

然後讓黑社會來統治這地方。我要進行公投！」 

 

 

 

Freemason 深知，只有三不管的國家和城市才會用公投的。 

在公投時，卻有人持槍或武器在旁威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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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典型是黑社會最愛用的方式。 

 

因為，本來已成功用了法治的方法，導致公投不被暴民控制， 

但現時的運動，就是要趕走家長，最好香港獨立，然後讓黑社會進來。 

所有黑社會“撐腰”的人，都會在公投勝出。 

 

 

 

若達至這階段，你便明白，為何我會提及日本？ 

如果以黑社會掌管香港的話，當然非日本莫屬， 

因歐洲有黑手黨，而日本則是亞洲區最厲害的黑社會基地。 

這樣，香港會被誰統治？由誰去扶植那些因公投而上位的人？ 

他們的意思，就是要踢走這些家長，讓黑社會去控制。 

從歷史當中，看不到別的路，一定會這樣發生！ 

 

 

 

這班學生「打劫當提款」，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就是這間銀行。 

他們明明只有十元在戶口裡，卻拿槍去銀行要求提一百萬，還對全世界人說：我是來提款的。 

 



20141221   www.ziondaily.com 
 

 
 17 

 

 

他們很懂得歪曲事實，行動明顯是充滿挑釁性和有黑社會參與，卻宣稱自己是和平。 

他們善於玩弄字眼！ 

 

影片：「佔中運動」終極推行的就是「民主暴政」 

在香港「佔中事件」中，發起人一直堅持爭取「公民提名，必不可少」， 

這個要求，甚至比過去任何香港民主黨派的要求更為激進。 

 

與此同時，佔中的發起人亦超乎尋常地堅持； 

其實，倘若香港真的實行「公民提名」的政治模式， 

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香港？ 

而這個結果，又會否是佔中的發起人，秘而不宣的真正目的呢？  

 

關於「公民提名」是否合理？ 

早前於 2014 年 11 月 23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50 篇」 

播出「佔中人士所提出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是否合理」的短片中經已詳細說明了。 

 

既然是聲稱「爭取民主」的和平運動， 

為何又會以種種不民主、不理會絕大多數市民的聲音、剝削升斗市民的利益來要脅政府就範？ 

甚至，縱容黑社會介入，以極端及激進的暴力行為來「爭取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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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佔中運動」根本就是一場暴民式示威，爭取的只是可恥的「民主暴政」。 

 

 

 

原來，綜觀全世界真正實行「公民提名」的總統制國家，共有 8 個， 

其中 6 個都是一些政治和經濟較落後的地區， 

包括：非洲西部的畿內亞比紹、馬里、加納、非洲中部的贊比亞、 

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和中亞國家的塔吉克。 

 

至於另外兩個有「公民提名」的國家，南韓及智利亦算不上是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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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奉行「總統選舉」制度， 

但是，實際也只是單單由民主和共和兩黨推舉其「候選人」來競選總統。 

 

 

 

至於，6 個實行「公民提名」的總統制國家， 

不單社會、政治及經濟都較落後，並且社會上亦不是如想像中真的擁有「民主」， 

社會暴力、軍人政變與及內戰連綿。 

 

這些國家包括： 

1）畿內亞比紹：以走私毒品聞名，人口 150 多萬，是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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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2 日畿內亞比紹軍事領導層發動軍事政變， 

總理葛梅斯、代理總統白瑞拉及軍事參謀總長殷德加，已被解除職務，並遭拘留。 

縱使日後有新總統選舉，執政的政府軍隊亦早已佈滿各個投票站， 

投票是否公平、公正、沒有威嚇，也屬未知數； 

 

 

 

2）馬里：位處西非的內陸國家，貪污嚴重，愛滋橫行； 

2012 年 3 月 21 日，一批馬里士兵在首都巴馬科發動政變， 

推翻總統杜爾，宣佈中止憲法、解散國家機構。 

之後，4 月 30 日晚，效忠前總統杜爾的衛隊士兵， 

開始在首都巴馬科多處地點與政變軍人駁火，企圖發動「反政變」。 

部分衛隊士兵企圖控制機場，但遭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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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洲西部的加納：大約有 28%人口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日收入僅為 1.25 美元。 

加納獨立後，經歷過多次軍事政變，國家憲法更曾在 1981 年遭撤銷，並且禁止組成政黨。 

直至 1992 年的新立憲法，再次准許多黨制。 

然而，過去軍事政府效率低，經濟政策持續出現通貨膨脹及財政赤字。 

 

 

 

4）非洲中部的贊比亞：在 2014 年前一直被列為「不發達國家」，未能躋身為「發展中國家」。 

1997 年 10 月 28 日，贊比亞發生以「倫古上校」為首的軍事政變， 

但忠於總統奇盧巴的軍隊很快控制局面，並挫敗了這次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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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6 月 30 日，由於贊比亞領導的政府大力加強廉正建設，堅決打擊貪污腐敗， 

少數對政策不滿的人，卻秘密策劃對總統和內閣核心成員進行暗殺，妄圖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 

贊比亞總統下令警察、軍隊、國民服務隊和總統府衛隊， 

進入高度戒備狀態，以防範有人企圖謀殺總統和政府高級官員。 

 

另外，2002 年 6 月 28 日，贊比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恩古盧貝因涉嫌受賄，引咎辭職。 

6 月 29 日，贊比亞情報總局前局長春古，因盜用公款、行賄和腐敗等罪名被反貪委員會逮捕。   

 

5）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 

1975 年葡屬的安哥拉獨立，同年爆發長達 27 年內戰， 

直至 2002 年，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UNITA/安盟）的領袖薩文比，被政府軍擊斃。 

隨後，交戰雙方達成停火協議，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安人運）從此執政至今。 

內戰導致傷亡達十多萬人，60 萬人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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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安哥拉開始有民選選舉， 

其中，2008 年第二次多黨選舉，由安哥拉人組成的一個龐大觀察員組織， 

向全國派出 1,300 名觀察員，該組織記錄了選舉期間， 

共發生 6 次暴力及恐嚇事件，並 400 多宗其他違規事件。 

 

6）中亞國家的塔吉克：現任總統由 1992 年開始掌權至今，連續執政 22 年，最快到 2020 年才會退位。 

 

 

 

上述 6 個擁有「公民提名」的國家，都是罪惡頻生，貪污腐化盛行。 

綜觀歷史，這些國家真正的執政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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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武力、破壞社會設施、恐嚇和軍事政變手段。 

「公民提名」選舉根本只是一個粉飾了的理想。 

 

所以，上述 6 個擁有「公民提名」的國家， 

其根本和實質都是常常被軍事和武力掌控的政體， 

 

有見及此，香港政府根本不會接納「公民提名」的訴求， 

否則，只會令民主反而倒退 100 年， 

而且，亦會令社會出現如上述 6 個擁有「公民提名」的國家一樣民不聊生！ 

同樣，現時香港「佔中運動」發起人一方面堅持以「公民提名」，要脅政府滿足他們的訴求。 

 

 

 

另一方面，持續性以「暴民」手段，製造社會混亂， 

又以「公民抗命」的名義破壞司法制度，對抗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 

 

其實，Freemason 是借助「佔中運動」的發起學生， 

打著所謂「民主」的旗號，借此隱瞞、煽動並利誘群眾， 

製造成上述那 6 個擁有「公民提名」國家的慘況。 

 

即使中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管治， 

能夠使香港在國際間維持繁榮安定，仍堅決要脫離這種管治。 

並且，將「基本法」的約束力完全瓦解。 

 

當香港脫離現有中國的監管和保護之後， 

在國際間，中國一直對香港的保護和幫助就會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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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就可以號召奉行「暴力」的黑社會勢力來掌控這個城巿。 

 

事實上，現時「佔中運動」的參與者，不但認同這樣的理念， 

甚至，厚顏無恥、自以為是，切實地示範出來， 

整個運動之中，大部分的武力都是由黑社會製造或煽動。 

普羅大眾都看見他們就是一群暴民。 

 

Freemason 大量投放來自毒品的資金，給予 CIA、NED 和 NDI 等， 

然後再經迂迴的渠道供應「佔中運動」， 

繼而，讓多方面的人力物力，都能夠源源不絕地供應，讓佔領行動可以作長期性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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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積極霸佔道路和破壞社會的學生們，從未繳納過稅項，亦尚未對社會作出過明顯貢獻， 

卻不惜以霸佔道路、影響別人生計、衝擊執法警察的方式「爭取民主」，實質只是一種「奪權」手段。 

 

正如，一個尚未賺過錢的學生，銀行只有 10 元存款， 

卻在眾人面前打著「提款」之名，拿著槍械到銀行要求提取 100 萬元。 

雖然，他們口口聲聲稱是「提款」，卻拿著槍械要脅銀行，提取別人的資產。 

 

這正正就是這群學生，向政府所作出一模一樣的「無理訴求」， 

真真正正要「爭取民主」，理應以和平、顧及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式， 

不會容讓粗言穢語、互相辱罵、暴力衝擊，甚至黑社會參與。 

 

但這群「佔中運動」的參與者卻倒行逆施， 

百分之百就是「民主暴政」所為， 

所謂為社會爭取的「民主」，根本是永不兌現的承諾。 

 

暴力式的「佔中運動」再發展下去， 

最終亦只會如 Freemason 所計劃，讓香港脫離現有中國的保護， 

繼而讓黑社會勢力進入，以更激進的暴力手段，騎劫和控制整個香港。 

這就是他們致力爭取「公民提名」的陰謀， 

從此，香港亦如畿內亞比紹、馬里、加納、贊比亞， 

甚至，如烏克蘭和埃及一樣再沒有「民主」，社會上只剩下「民主暴政」。 

 

當大家現在真正認知擁有所謂「公民提名」的意思之後， 

人又會否願意繼續選擇所謂「公民提名」，讓香港的民主反而倒退 100 年？ 

社會亦墮入「民主暴政」的慘況！ 

 

事實上，只要簡單地反過來想一想，倘若那群不斷要求公民提名的學生領袖， 

今天就要求他們移民到這些充滿凶殺、犯毒、罪案，但有「公民提名」的國家去生活； 

試問他們之中，又有多少個會首肯呢？ 

相信，答案是不言而喻吧！ 

那麼，極力爭取「公民提名」，是為香港的未來而爭取，還是別有用心？ 

觀眾心中早已自有定奪了。 

 

可能，他們讀書較多，喜歡玩弄字眼。 

所以，我說他們是「文人多大話」。 

當然，這些黑社會不會用金錢支薪，原因，於銀行可以被追索到， 

所以，他們會以毒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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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佔中」前，中國政府已籌備了一個大型的緝私行動， 

似乎中國政府也知道這個詭計。 

 

 

 

所以，當今次事件，在所有事未發生之前，我作出一個評估。 

但現在發生的時候，我看到這些當事人， 

我相信，在最初的時候，這些學生可能是不知道的， 

但後來知道的時候，竟將錯就錯，這我認為是很卑鄙的。 

 

影片：「縱容黑社會」的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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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 2013 年 1 月，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率先搶佔「道德高地」，提倡所謂「和平佔中」概念， 

聲稱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 

鼓吹示威者長期違法佔領中環要道，癱瘓香港的政治及經濟中心， 

迫使中國及香港政府改變對政改的立場。 

 

然而，在 2014 年 9 月 28 日，原本由香港學界所發起， 

有數萬人支持的大罷課集會進行至第 7 天， 

「佔中運動」的發起人戴耀廷突然宣布即時啟動「佔領中環」。 

集會突然變調，揭開「佔中運動」的序幕， 

部分學生不滿，質疑「佔中份子」騎劫了原本的罷課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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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銅鑼灣及旺角，亦被示威者佔領。 

多條主要道路被堵塞，社會部份經濟活動被癱瘓。 

 

兩個多月來，「佔中運動」示威人士由原本和平的集會， 

繼而演變成霸佔道路、癱瘓交通和阻礙商鋪的經營， 

進而，以暴民式手段挑釁警察及破壞立法會玻璃外牆等。  

 

明顯地，「佔中運動」經已變質，示威者公然以暴力的所謂「公民抗命」方式，衝擊香港司法制度。 

 

甚至，「佔中運動」越演越烈， 

在 2014 年 11 月 30 日晚上，學生團體宣佈行動升級， 

鼓吹示威者一同圍攻香港政府總部。 

雖然是次行動名義上是非暴力的， 

但實際上，示威者的行動充滿對警方的挑釁和各種暴民式非法行為。 

 

新聞片段： 

警方與示威者凌晨在龍和道爆發激烈衝突，網上瘋傳一張照片 

顯示有警員的手肘懷疑遭鐵釘刺傷，以致出現兩個「血孔」。 

據知，有示威者涉嫌在自製的木板紙皮盾牌中內藏鐵釘，並將該「鐵釘盾牌」推向警員， 

令警員被釘刺中受傷。有警員指，示威者的盾牌表面沒殺傷力，卻暗藏殺機。 

 

警務處高級警司徐偉雄早上交代清場行動時亦指部分示威者的盾牌， 

有釘或鏍絲伸出，導致有警員的右手出現兩個「血孔」，形容是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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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凌晨有示威者被發現在附近一個地盤搬出水馬、石塊等物資，用以築起路障跟警方對峙。 

到早上 9 時許，金鐘龍和道近添華道一個地盤，報稱被人盜去大批物品並報警， 

經初步點算後，損失約 30 箱石柱樣本，一些填海工具、50 個水馬，及 30 個地盤指示燈， 

其後職員在地盤對開尋回 20 箱石柱，但部分已經損毀。 

警方將案件暫時列作地盤盜竊案，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新聞片段： 

所謂用卡紙做的盾牌，裡面原來是包裹了木板或者甚至是用鐵板，用硬物去襲擊我們（警員）， 

包括了投擲雞蛋，投擲一整罐汽水，令我們有同事眼角爆開流血。 

也有水樽、頭盔，甚至是胡椒粉。 

這些行為，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夠容忍的，也是市民大眾不願意看見的。 

我對於學聯、學民思潮負責人，昨晚號召包圍的行動，作出最強烈的譴責！ 

 

雖然，周永康及黃之鋒在記者採訪時，不斷向公眾口口聲聲說是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

的抗爭原則，但是，打從開始，當晚集會前，周永康及黃之鋒早已計劃將行動升級， 

實際根本就早已計劃，以「暴力」方式圍攻政府總部，而並非一般所謂「和平集會」。 

 

所以，他們一早呼籲市民帶備眼罩和頭盔等裝備，重裝自己，前來所謂的「和平集會」， 

若果「和平集會」是「和平」及「非暴力」，又為何有需要帶備眼罩和頭盔等？ 

 

事實上，實際暴力衝擊時，示威者亦早以帶備各樣自製武器， 

以「暴力」方式圍攻政府總部！ 

以下是 Facebook 專頁「港人講地」報導： 

雙學領袖周永康及黃之鋒對「學生圍攻政府總部事件」， 

如何講大話欺騙市民及公眾所謂的「和平」， 

實際上，他們是有計劃、有預謀、縱容及包庇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YouTube 片段： 

你們不要再推鐵馬！配合警方！現在警方警告你們！ 

根據公安條例…… 

小心有人擲水瓶、小心水瓶…… 

 

這次行動之前，也作出了很多次的呼籲， 

其實這次行動中，我們是不會主動襲擊和挑釁警方的， 

也不會企圖強行衝破警方的防線， 

我們覺得群眾依然是在恪守非暴力原則。 

 

「大家想不想出去！？」「想！」「是不是想出去！？」「是！」「有沒有決心！？」「有！」「1, 2, 3！」

「開路！開路！開路！開路！……」「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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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多前線的戰友，包括學界、同學都有受傷，甚至出現不同的情況，我也覺得責任其實是在警

察身上。其實要驅趕示威者，可以把他們抬離現場，為什麼要用警棍去打（示威者）？ 

=========== 

 

所以，周永康及黃之鋒根本就是以欺騙的手段，蒙蔽公眾整個佔領運動的暴力， 

否則，絕對無可能，持續兩個月的佔領暴力事件， 

包括：衝擊警察、粗言穢語辱罵執法人員、黑社會人士滲入佔領行動、 

示威者持有傷害性武器傷害警員等，他們從未有一次加以譴責及阻止。 

 

至於，持續暴力佔領行動，導致有執法警察受傷， 

甚至，有警員因為在佔領行動執勤時暈倒，送往深切治療室救治， 

他們亦從未有對警方給予一次的慰問或道歉！ 

 

明顯，他們一直是一方面口口聲聲是「和平」及「非暴力」； 

另一方面卻是縱容示威者使用「暴力」！ 

 

當發生學生暴力圍攻政府總部事件之後，佔中三子朱耀明牧師， 

竟然說謊包庇示威者向警察作出的暴力行為，稱持武器的暴力示威者為「手無寸鐵」。 

 

新聞片段： 

60 多天以來，香港市民以「愛與和平」，靜坐在幾個地方。 

但這幾天，警方以警棍那種的形式，這種毆打手無寸鐵的人（的形式）。我自己是不忍心的。 

 

對於朱耀明牧師來說，普羅大眾從電視轉播中，已經看清圍攻政府總部的暴民式行為， 

難道從這次示威者暴力事件之中，學生預先有組織製造大量武器、具有攻擊性的盾牌、 

以及大量破壞公共設施等，他們還算是「手無寸鐵」？ 

無庸置疑，朱耀明牧師都是假仁假義，包庇暴力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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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原來「佔中運動」啟動後數天，有資料傳出， 

有黑社會分子滲透「佔中」正反雙方的陣營，伺機製造雙方混亂局面。 

黑社會分子更煽動群眾追擊警方，刺激前線警務人員的不滿情緒。 

經常有示威者向警察發洩不滿， 

他們更包圍警察、無理地指斥辱罵警員， 

多次使用粗言穢語，高呼「黑警」等。 

在警方拘捕的人士之中，不少人士有黑社會背景。 

 

10 月 5 日，有消息人士向《成報》透露，有黑社會分別參與「佔中」和「反佔中」陣營， 

觸發 10 月初的旺角街頭混戰。 

事件發生是因為「佔中」示威者堵塞道路時間已長達一周， 

令區內黑白兩道的生意均大受影響，所以他們決定挺身「反佔中」。 

同一時間，一些「佔中」陣營亦禮聘黑幫人士參與「佔中」， 

保護參與示威的學生。兩派陣營先是口角，繼而動武。 

 

及至 11 月 22 日，有報道稱，再有黑社會主幹成員， 

在佔領區一星期內三次與黎智英會面，並且與在場的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會談。 

 

有輿論懷疑，有人一直在各佔領區引入黑勢力，製造混亂。  

更有消息指，「佔中運動」發起後， 

黑社會各路人馬出現在佔領區，受聘支持佔領行動、拍照恐嚇執法警員、 

運送各項物資、帳篷和卡板等，更有黑幫青少年裝成示威者留守佔領區。 

 

其實黑社會涉嫌介入「佔中事件」，早就有跡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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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10 月 5 日，正當社會各界同聲譴責黑幫衝擊「佔中事件」之際， 

有不少黑社會背景人士陸續在佔領區附近徘徊。 

翌日，有多輛跑車停在旺角各個路障前堵塞馬路， 

聲稱「自發去保護學生」，仗義相助。 

 

又例如，就旺角禁制令提出上訴的「佔旺」人士， 

亦被揭發有黑社會背景，案底纍纍。 

 

與此同時，由 2014 年 11 月初至 12 月底，粵、港、澳三地警方在掌握情報和分析形勢後， 

部署「雷霆 14」聯合行動，聯合打擊跨境有組織犯罪及黑社會行動。 

截至 12 月 1 日，警方搗破 38 個有組織跨境犯罪集團， 

共繳獲各類槍枝 188 支、子彈 67,525 發及各類毒品多達 1,253 公斤。 

 

警方亦將「佔中」黑金的源頭列為打擊目標， 

目的是切斷黑幫的資金及他們與佔領活動的聯繫。 

部份黑幫人士在返回大陸時遭公安扣查，羈押在羅湖看守所。 

其後，警方將會再深入追查「佔中」黑金的源頭，不排除有後續行動。 

 

在「佔領」運動發展期間，多次有黑社會成員會晤「佔中」發起人。 

顯然，「佔領」運動背後組織極為複雜，黑幕重重。 

多份密件揭露泛民接受政治黑金的醜聞， 

而黑社會的真正黑金，更可能是販毒得來的資金，甚至，直接收受毒品。 

 

還有評論指，反政府人士及黎智英等人，一直聲稱「政黑勾結」和「警黑勾結」。 

但如今黎智英被揭發與黑勢力關係密切，明顯是賊喊捉賊。 

如今「三山五嶽，各路人馬早已令佔領區亂七八糟」。  

 

即使「佔中」發起人明知有黑社會滲入，卻更加將錯就錯， 

縱容黑幫暴行，讓「佔中運動」淪為一個「黑社會革命」。 

 

再者，這群具有學識的「運動帶領者」， 

不論支持「佔領」的是大學教授、大學生、雙學團體領袖、議員， 

甚至，是支持「佔領」的所謂牧師，他們都是一群「文人多大話」的人， 

每每站在道德高地上，以優美的說詞來，掩飾他們背後的污穢和邪惡。 

 

其中，當「佔中運動」持續影響民生、破壞社會秩序及多次出現暴力事件之後， 

2014 年 10 月 25 日，「佔中運動」發起人之一，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接受無線新聞《講清講楚》專訪。 

專訪中，周永康多次歪曲事實、強詞奪理、包庇及縱容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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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公然同意示威者以「公民抗命」為理由，集體犯法衝擊香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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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地，這完全是一個謊話！ 

在 9 月 28 日，警方還未施放催淚彈之前， 

示威者經已多次以暴力衝擊警察防線，並推倒鐵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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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為什麼要 3 個地點，為什麼不可以減少到一個地點？ 

為什麼不可以先切割有暴力（發生）的旺角， 

為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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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發生什麼事，直播鏡頭完全看得見的，對不？ 

你也看見的，是示威者先拉鐵馬。 

 

事實上，整次「佔中運動」之中，示威者持續使用暴力，這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作為「佔中」的發起人，仍然能埋沒良心，理直氣壯地聲稱事件只是「和平示威」。 

他實質是縱容黑社會及暴民施用暴力，威嚇普羅大眾， 

甚至有預謀地癱瘓香港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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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完善整個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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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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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還有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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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這種以公民抗命與自首去完善法治的理論，實在荒謬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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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一個黑社會罪犯，明白法律的代價後，就可借公民抗命為名殺人放火？ 

即使他願意自首承受法律代價，但他也能稱得上是完善法治嗎？ 

是正確嗎？是合理嗎？ 

 

難道自首可以補償那被殺被傷害的人之性命嗎？ 

以「公民抗命與自首」去所謂「完善法治」，根本完全不合理。 

全世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會縱容以「公民抗命」來作奸犯科、殺人放火。 

就算是以「公民抗命」去「自首」，亦只是受到應得法律上的制裁， 

完全稱不上是「完善法治」！ 

再者，今天的金鐘佔領區經已清場。 

以公民抗命為名，公然違法的示威者和周永康曾經聲稱， 

他們會去自首，來彰顯法治和完善法治！ 

 

但是，截至 2014 年 12 月 15 日為止，全個「佔中運動」僅僅只有 75 人向警方自首。 

而當初振振有詞的周永康，亦沒有自首，而逃避承擔「公民抗命」的刑事責任。  

 

周永康、眾策劃者及數萬名參與「公民抗命」的佔領者， 

以「文人多大話」方式，聲稱會以「自首」來「完善法治」， 

但是，「自首」 的亦僅僅只有 70 多人，數萬人仍然逃避承擔「公民抗命」的責任， 

是一群不負責任的敗類。 

 

無論過往他們的說詞怎樣花巧和掩飾，至今，既然仍然有數萬名參與者在逃，沒有自首， 

這樣，就足以表明他們沒有完善到「法治」，他們是公然違法。 

 

雖然，「佔領運動」以「公民抗命」為名， 

但是，實際是一場集體犯法，衝擊法治的暴徒行為。 

所有的帶領者，亦是公然呼召市民集體犯罪， 

傷害普羅大眾的利益、堵塞道路、襲擊警察、破壞公眾設施、 

搗亂商舖的營業、損害香港的經濟，和損害香港國際的形象。 

甚至，他們被 Freemason 利用，發起了一場巔覆國家的「顏色革命」！ 

 

隨後，雙學成員及泛民立法會議員被拘捕，他們在離開警署後， 

隨即在門外拉橫額，大叫口號「抗命有理有節」。 

 

而令我們大開眼界的是，他們再定義「公民抗命不一定要認罪」的歪理。   

 

顯然，這群佔領示威者對於「公民抗命」的責任，越變降低， 

他們所謂「抗命有理有節」， 

意思亦即是「他們無論怎樣集體犯法，也是所謂有理有節，自私自利，隻手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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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他們打從開始，根本就是一群沒有準則，不單公然犯法，更是公然卸責的人， 

只要能夠保護自己及利益，就會放棄所有的公平公義的標準， 

甚至是撇棄自己曾振振有詞的所謂「完善法治」去自首。 

 

這樣完全沒有標準、常常善變的人， 

又怎能夠叫人安心將香港的未來，托負給這群慣於逃避責任的小人？  

 

或許他們就算可以成功， 

但是，這群善變的人，亦不會兌現給予社會應有「民主」、 

不會兌現給予人再有「安定繁榮」、 

甚至，他們絕對可以反口，將社會帶入「民主暴政」的光景！ 

 

至於，佔領運動的帶領者一方面「知法犯法」， 

另一方面，一直實行「縱容黑社會和暴力」， 

他們所言所行就是完完整整「匪類所為」的典範。 

 

縱使，佔中三子兩位大學副教授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牧師前往所謂「自首」， 

但身為法律系副教授的戴耀廷，明知自己最少犯下七項罪名， 

卻強調只願意承擔一項最輕微的「參與非法集會」罪， 

並且除了遞交給警方的簡單表格，就不向警方提供更多資料。 

明顯地，根本沒有承擔「公民抗命」裡面刑事和民事的責任， 

如此推罪卸責的做法，與「公民抗命」本意徹底違背。 

 

 

 

YouTube 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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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3 日佔中三子中區警署自首 

自首只是交表格？ 

那麼這張資料，一會兒進去時，你可以按照這份資料跟警方說， 

可能警方也會再有另外一些紀錄， 

就是他可能收，或者未必收你這張紙， 

就是他未必一定會收你這張紙。 

不過，這張紙是你進去時，主要的，是你承認的罪行是什麼？ 

大家一會兒主要就會填一張這樣的資料。 

 

只承認一宗罪？ 

這有機會是，他（警方）如果找到其他證據，是會控告你另外的罪行， 

不過，暫時我們這次的自首，就只會先承認這罪行而已。 

 

自首？讓警方自己找資料？這也算自首？ 

 

但在大家提交資料給他（警方）時，在表格上都已經提醒大家，除了在表格所說的內容外，你是不

需要提供其他資料了。 

就是說，警方問：你可否再提供其他有關犯罪資料？ 

你就說：我再沒有話要說了，就只有這張表格上所說的事情而已。 

這變相可能他（警方）說：這樣，我們留下了紀錄後，我之後再約你回來，再錄一個詳細的口供時， 

你走了以後，我們（佔中團體）有了你的紀錄，我們（佔中團體）的支援隊也會再跟你談談， 

如果（警方）真的需要你回去時，他（警方）約你回去時， 

那我們（佔中團體）的律師支援隊，就會建議大家，在那次詳細地錄口供時，會做些什麼？ 說些什

麼？ 

 

但我想我們都是，不需要再說其他東西了， 

讓他（警方）找到足夠的證據起訴我們，因為起訴是他（警方）的責任，認罪才是我們的責任！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犯了罪，但起訴是他（警方）的責任！ 

我想就讓他（警方）搜集資料好了，而我們就沒話說了，就這樣而已。 

 

刑事、民事都與戴耀廷無關？ 

 

戴：因為現在警方發射了催淚彈後，整件事已經變質了， 

所有事情從法律上，也扯不到與我有關，包括刑事跟民事也是。 

我們最多只是說，我們呼籲市民去佔領添美道，但其實沒有太多人佔領添美道， 

大家根本沒興趣佔領添美道，人人都去了佔領夏慤道。 

我沒有叫人佔領夏慤道。 

就是在刑事、民事的責任上，現時的情況反而保護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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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他們是真自首還是假自首？真負責還是假負責？ 

 

明顯地，戴耀廷「知法」而參與「犯法」，他所謂的「自首」亦只是一場戲，完全沒有作為公民，在

法律上承擔「公民抗命」應有的責任，這樣實在與「公民抗命」本意徹底違背。 

 

再者，2013 年，戴耀廷率先搶佔「道德高地」，提倡所謂以「非暴力」公民抗命方式的「和平佔中」， 

 

然後，2014 年 9 月 28 日，他突然宣布提前「佔領中環」。 

2014 年 12 月 13 日，戴耀廷承認，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已經過時， 

又指聖誕及除夕，將會是激烈抗爭的高風險期。 

 

回顧過往「佔領運動」，戴耀廷所稱的所謂「和平」及「非暴力」又再是一場謊話！ 

 

另一方面，2014 年 12 月 15 日，當佔領運動最後一個佔領區銅鑼灣清場後， 

學聯與民間團體再以「不合作運動」展開「下半場抗爭」，呼籲市民「抗租」及「拆稅」， 

即公屋住戶延至月底交租，納稅人則分拆多張支票、 

每張寫上「689」元、「6.89」元等金額交稅，增加政府行政成本。 

更表明不排除在政改方案表決時佔領立法會。 

 

其實，他們所作所為就是借「不合作運動」這優美說詞為名， 

向公義不會就範的政府進行要脅和威嚇，情況，完全正如一個賊人進到一間銀行裡「打刧」，卻不斷

喊叫：「我要提款……我要提款……趕快將所有金錢給我。」  

 

另外，無論他們怎樣自圓其說：他們只是「卑微的訴求」， 

他們不斷要求「公民提名」，要求所謂「真普選」， 

但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經已詳細到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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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持續漠視香港的憲法 —─ 《基本法》， 

無庸置疑，他們的訴求打從開始，根本在態度和要求上就完全絕不「卑微」， 

而且，充滿狂傲、自私、背叛和野心！ 

 

其中，由原定聲稱「無限期絕食」，之後又改口轉為絕食 100 多小時的黃之鋒， 

當絕食僅僅四、五日，未見特首等官員蹤影探望， 

竟然就斥責特首刻毒、涼薄。 

 

這些紙上談兵的小朋友們，原先誇下海口「無限期絕食」， 

最終，因為實際又真是捱不到肚子餓， 

僅僅只是絕食四、五日，一星期都還沒有，又宣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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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不斷要脅政府和辱罵官員，可見他們的狂妄和自以為是， 

他們所謂「卑微的訴求」，完全與「卑微」拉不上關係， 

實際上，只是一群小人，強詞奪理，處處以暴力和要脅掛帥， 

完全談不上是「爭取民主」的手段式。 

 

假若，一群持續暴力的示威者或學生，可以違背《基本法》， 

豈不是，這經已樹立了一個榜樣， 

在將來的日子，不論是他們或是其他黑社會份子同樣可以漠視法治？ 

甚至，公然再以暴民式手段，要求修改《基本法》？ 

 

學民領袖黃之鋒連日在「佔領運動」上，一直在「混淆視聽」， 

要求政府與學生對話，但前提是「重啟政改」。 

但是，所謂「重啟政改」， 

根本是撤回人大常委按著《基本法》「831 決定」； 

只是黃之鋒仍然堅持任性及挑戰《基本法》的法制， 

對特首、律政司司長及立法會主席的言論充耳不聞， 

黃之鋒所謂「重啟政改」，實質是要破壞按著《基本法》原有的「政改五部曲」。 

 

YouTube 片段 

學生固然要求中央政府撤回 831 決定。但是否撤回 831 決定， 

你問梁振英也沒有用，既然如此，我們不如直接問梁振英，重啟政改是否可行。 

如果說要重啟政改的話，意思是將我們之前開啟政改， 

到現在做了的步驟和有關的決定，將它完全否決。 

包括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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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同學說：我只是要你重啟政改，不是要否決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的決定，這說法是不成立的。 

 

如果我們不走下去，不做第三部曲，將有關決議交給立法會決定的話，有人可以說，其實是政府單

方面否決了立法會審議這個決定的權利。 

所以，在程序上不能有一部分的人說要重啟就可以重啟。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進行所謂政改五部曲，已經進行了兩部， 

我看不到有任何所謂重啟的空間， 

你只可以完成整個程序，才可以說下一步如何做。 

 

顯然，黃之鋒及其他學生一直所謂「卑微的訴求」， 

所謂只是想與政府「重啟政改」等， 

其實亦只是「文人多大話」，「混淆視聽」的騙語， 

黃之鋒所謂「重啟政改」，實質根本是要衝擊《基本法》， 

藉著眾多的花言巧語和各樣的掩飾， 

將施政官員經已推行的「政改五部曲」撤回， 

可見整個「佔中運動」，都不是一場單純的學生運動， 

而是，源自一群善用言詞、陰險狡滑、早有預謀的暴徒。 

 

顯然，這群人只是一群公然犯罪，卻又逃避罪責的匪類之輩， 

而且，「佔中」發起人一直包庇黑社會的暴行。 

所以，「佔中運動」實質上就是一個縱容黑社會，恃勢凌人的「民主暴政」。 

 

 

 

另一個理由，為什麼我會覺得學生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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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們已經慢慢知道，現時他們這種是黑社會“撐腰”（支持）的民主！ 

 

 

 

如果他們真是講民主，即成年人說民主一般是如何？ 

就是「我出來說民主，我出來示威」， 

但當有很多商店走出來投訴：「我做不成生意、我沒有飯開、我失業了」。 

計程車的團體說：「我們已經有數個月沒有飯吃。」 

若許多小巴、小販出來提出訴求的話， 

你們說民主，那麼，你們會聽取意見嗎？ 

如果真是民主的話，你們就會聽取。 

 

 

 

但明顯地，現時由他們所提供，他們所要求的民主，是沒有你們份兒。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民主嗎？那麼，你們有黑社會支持就成了。 

我有黑社會支持，所以，當我們在這裡進行「流動式佔中運動」的時候， 

你們不可以將商店關上門。 

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出這樣的事？ 



20141221   www.ziondaily.com 
 

 
 43 

因為，這是黑社會的所為。 

難道這就是民主嗎？究竟這些人讀什麼書？ 

 

 

 

事實上，Webbot 早在數個月前的預測，已提及這種「流動式佔領」， 

甚至被定名為「人渣革命」。 

我並不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而說， 

而是在很多個月前已經說到將有人渣革命出現。 

 

所以，當看見現時混亂的情況，沒想到當時預測， 

就是世界上的人，將會因兩極化，而出現人渣革命。 

現正於我們眼前發生，還有一些裝作站於知識高地，但卻讀書不成的學生走出來說話， 

但其實，他們背後是有黑社會支持。 

 

   

 

反過來看，這班學生是否能成為別人的榜樣呢？ 

即使，我們假設他們能做到其他榜樣，但他們是做了什麼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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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告訴全香港市民和老百姓知道，就是民主是需要由黑社會來支持。 

不管黑社會的資源及資金從哪裡來，甚至是來自毒品，但總之這就是民主。 

 

 

 

這就是民主嗎？這叫進步嗎？ 

顯然不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由政府統治，總比找黑社會來統治好。 

 

或者，這班學生在起初時沒想到這麼多， 

但現時卻將錯就錯，他們正是以一個榜樣讓大家知道， 

當他們爭取到民主後，他們放上台上的人， 

之後，一群黑社會可以走出來，就可以再推翻他們。 

 

可是，其他人卻是不可以，因為，普通人不用說能夠在街上示威， 

他們就是在自己的店舖裡，也未必安全。 

 

 

 

現在，這就是他們為香港作示範，顯示出他們所帶來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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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歷史上是沒有的。 

原因，這是「有色革命」的特色，就是利用大量販賣毒品的錢，收買黑社會去做這件事。 

 

但為什麼我覺得這群學生很卑鄙呢？ 

他們可能從以前的毫不知情，變成現在絕對是心知肚明。 

因為，我們在旁觀也能看見這些事，但他們卻將錯就錯， 

這才是我覺得很卑鄙的地方。 

 

我相信，他們可能會經歷這些心路歷程。 

所以，亦如我所言，這個陷阱的十個步驟，第一步便是人們的優越感， 

讓他們覺得這是創舉，所以，即使要不擇手段也要繼續下去。 

可惜，這些十來歲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為香港歷史作了什麼榜樣， 

就是稱為「黑社會革命」。但現在，他們已經做得明目張膽了。 

 

 

 

他們又會奇怪，為什麼他不能夠服眾？為什麼別人不聽他們的訴求？ 

我覺得，他們有點神經病，即等於一個大盜搶劫的時候，認為警察對他們使用暴力一樣。 

 

現在，他們在「搶劫」別人的生計、飯碗，「搶劫」別人唯一堅守的店舖， 

「搶劫」大家的和平及安定的生活。 

然後，還掩飾黑社會的暴力行為，反而不斷譴責別人用過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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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試想，這就是現在「顏色革命」特有的現象， 

不過這亦沒所謂，因為，按著「顏色革命」的步驟，他們很快便會被剷除。 

 

現在，我可以估計，這是一個實質 NED 一向的做法。 

例如，現時學聯及學民思潮有兩批人， 

按著 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慣常做法， 

他們會使這兩批人裡，其中一批的首領成為受害者。 

 

 

 

如我所說，當狙擊手出現，會襲擊其中一個首領， 

然後讓他們的家長發出訴求，甚至 NED（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協助他們到聯合國， 

然後七情上面的痛哭，導致全世界的人都指，這些學生只是追求公道、公平， 

卻受到武力對待，一面倒的譴責另一方。 

 

影片：美國把警察裝備軍事化預備軍法統治 

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2012 榮耀盼望」號外篇主日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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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的梁日華牧師，分析美國弗格森市的暴動情況。 

 

事件源於 2014 年 8 月 9 日星期六，密蘇里州弗格森市一名黑人青年 Michael Brown， 

在手無寸鐵下，被白人警察 Darren Wilson 槍殺的槍擊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示威、暴動。 

 

 

 

雖然事件已經過了數個月，但仍然未有平息的跡象。 

這幾個月來的每一天，也有示威活動。並且美國全國已經有幾百萬人出來每天在各地示威。 

 

美國弗格森市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案，美國各地抗議活動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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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郵報》在 12 月 1 日發表評論文章稱，槍擊案不僅引起人們對種族問題的關注，也讓民

眾看到警員暴力執法背後的問題，即美國警方軍事化和警員對致命武器裝備的使用。 

 

 

 

文章稱，弗格森市槍擊案的悲劇，帶給人們的教訓之一，就是對於警員在市區和社區執法的真相，

很多美國人無法得知還有多少是他們不知道的。 

民眾看到暴力執法背後的種族不平等現象之外，還對聯邦政府一直以來的作為感到驚訝。 

 

示威者們曾抗議當地警員，使用軍事化武器和裝甲車輛的大規模場面，讓民眾大開眼界， 

這些武器大部分是由華盛頓五角大廈，即美國國防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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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格森案之前，「警員裝備軍事化」只是公民自由主義者才會擔憂的題目， 

但此案之後，這一個說法已經被各個傳媒頻繁地提及。 

 

 

 

為了回應示威者對於警員軍事化的擔憂， 

奧巴馬於 12 月 1 日準備了一份行政命令，旨在能夠更好地追蹤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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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一份報告顯示，根據國防部的「1033 號」計劃，國防部作為地方警察局軍事裝備的主要提供者， 

近年共提供了 92,442 支手槍和來福槍、44,275 個夜視設備、5,235 輛悍馬車、617 輛 MRAP 裝甲車和

616 架飛機和直升機。 

 

報告還顯示，國防部「並未對所提供武器裝備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更令人震驚的是，地方警察局

獲取這些武器裝備時，當地的地方官員通常都沒有參與相關的決策過程。 

 

YouTube 片段： 

Men in Kevlar vests and helmets, camouflage carrying automatic rifles, moving in tactical armored vehicles. 

穿上了防彈背心、頭盔、迷彩服，手持自動步槍、乘坐著裝甲車。 

 

These aren't American troops on the battlefield but police in Ferguson. 

他們不是戰場上的美國士兵，而是弗格森市的警員。 

 

One observer says he thought he saw police in an MRAP. 

有目擊者聲稱看見警察坐在「MRAP」裝甲車上。 

 

An MRAP is a Mine-Resistant Ambush Protected vehicle. It’s built to withstand armor piercing bombs.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need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MRAP」是防地雷抗伏擊裝甲車，它能承受具穿透裝甲能力的炸彈，這不是美國社區內所需要的 

 

But Kara Dansky of the ACLU says more than 500 MRAPs have made their way from Afghanistan and Iraq to 

local police forces in America just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 Kara Dansky 指出，過去兩年已有超過 500 輛 MRAP，從阿富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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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運送到美國的地方警隊 

 

It’s part of what the ACLU in a recent report called the Excessive Milit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cing. 

ACLU 在最近公佈的報告中，稱之為「美國警隊過度軍事化」。 

 

Indications of that are everywhere in Ferguson Police in these towns are getting much of this combat equipment 

free of charge from the Pentagon. 

在弗格森市到處可見到這現象，這些城市的警察能夠免費，從國防部得到這些軍事裝備。 

 

The Defense Department says just in 2013, nearly $450 million worth of military equipment was given to law 

enforcement. 

按國防部統計，單在 2013 年就有近 4.5 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獲分配到執法部門。 

 

A defense official says Ferguson police only got a couple of Humvees and a trailer, But police departments 

throughout Missouri which are assisting in Ferguson got 20 MRAPs and hundreds of M16 rifles in recent years. 

一位國防部官員回應，弗格森警隊只獲分配兩輛軍用汽車和一輛拖架，但支援弗格森的密蘇里州各

警察部門，過去數年就獲得了 20 輛 MRAP 和數百枝 M16 步槍。 

 

Critics say often when they get these weapons policemen’s attitudes change. 

有評論認為當警察獲得了這些武器後，他們的執法態度會有所改變。 

 

Increasingly, the police are trained to view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ies that they’re supposed to be protecting 

and serving as enemies. 

越來越多警察被訓練出來面對群眾時，視那些理應受他們保護和服務的人為敵人。 

 

It’s not just their possession of all this equipment, that is an issue. Watchdog groups say many of these police 

departments lack the training on how to use these weapons responsibly and that often escalates the dangers. 

問題不僅限於他們擁有這些裝備，監察組織指這些警察部門缺乏訓練，教導他們如何負責任地使用

這些武器，而這往往導致危機加劇。 

 

Dangers like police overreacting when conducting minor operations like serving search warrants. 

危機包括警察執行簡單任務時表現過火，例如執行搜查令時。 

 

They will drive up in an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 raid a person’s home holding assault rifles, holding people at 

gunpoint yelling at everyone to get on the floor. 

他們會乘坐裝甲運兵車，去搜查被搜人士的家園，手持著步槍並以槍口指向他們，吼叫所有人伏在

地上。 

 

This is an extremely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we've seen over and over again situations like this whe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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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raumatized and sometimes people are injured and killed. 

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歷，但我們看到這些情況屢見不鮮， 

人民精神上受到了折磨，有時甚至會受傷和被殺。 

 

But current and former police say criminals have increasingly more firepower and law enforcement can’t afford 

to be outgunned. 

但現任和前警隊都聲稱，罪犯擁有的軍火正在上升，執法部門不可能在火力上少於罪犯。 

 

If people are shooting at the police and committing looting and other violent acts then the police ne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如果人民向警察開火後到處搶掠並施行暴力，警員需要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 

 

The Defense Department supports this trend overall. 

國防部普遍支持現時的趨勢。 

 

While it would take you or me four to six weeks in unending hassle and documentation to secure a passport as 

report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your local police force need only fill out a one-page form for an 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 

現時你和我需要 4 至 6 星期，加上繁瑣的程序和文件才能取得護照，但按華盛頓郵報報道，地方警

隊只要填一頁紙的表格就能獲取一輛裝甲運兵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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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 2014 年 9 月 7 日的「2012 信息號外篇」日華牧師提及， 

一位曾參軍多年的美國基督徒警長 Dan Page， 

於 2012 年 6 月提到 60 天內讓美國崩潰計劃的第二步，就是出現種族仇恨事件。 

 

 

 

Dan Page 指出，最後一步，就是美國本土會發生恐怖襲擊事件， 

而罪名會被歸咎於美國本土的恐怖份子。 

就好像早前有報道指，一名美國記者被人割下頭顱，而兇手就是一名英籍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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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一次，美國政府會把事件歸咎於美國本土的「宗教狂熱者」，而「宗教狂熱者」的定義，就是有

上教會、承認主耶穌為救主的人，並會將十份之一收入納給基督教教會的任何人士。 

 

當最後的步驟完成，美軍就會進入市鎮內殺死所有擁有槍械的人民，特別是基督徒。 

Dan Page 亦指出，伊拉克在被美軍毁滅的 60 小時前，亦曾發生非常相似的程序， 

就是美軍自己策動一次偽旗恐怖襲擊事件，並把罪名歸咎於伊拉克人， 

容讓美軍有藉口可以在一晚之間屠殺 32,000 名伊拉克人。 

 

其實，日華牧師已經預測，弗格森市的事件將會發展到全國性事件， 

並且是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作出預備，就是要使到世界大亂。 

究竟，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市的白人警察槍殺黑人的案件， 

是否美國 Freemason 一早佈局的陰謀，目的是令美國各地的示威升溫， 

甚至逼美國市民以武力甚至使用槍械還擊警察，使美國政府有大條道理可以實施軍法統治呢？  

 

究竟美國為何早於 1997 年，就已經頒佈 1033 號法案，把美國軍方對外軍事行動中， 

所使用過的強大殺傷力武器，例如機關槍、來福槍、手㨨彈、裝甲車、 

軍用飛機和直升機，都轉移到警察手中？ 

如果只是用來對付一般國內的犯罪分子，何需要用到戰場上所用的軍事裝備呢？ 

 

 

 

究竟美國政府是否就如同警長 Dan Page 的預測，將要實行獨裁暴政統治， 

所以預早計劃好提升警察的配備，用以對付美國國內數以百萬計，藏有私人槍械自衛的市民呢？ 

 

甚而，現今美國令國際油價大跌，為要迫使俄羅斯一定要發動戰爭，以挽救自己國家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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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真的出現這情況，學生們不應埋怨別人，因為是他們走進陷阱裡。 

他們會說：「要死亡的嗎？但沒有人預先通知我啊！」 

 

學生們學習「顏色革命」，但這些事情，都是「顏色革命」的一貫做法。 

 

到底哪一次「顏色革命」會帶給那地方更繁榮？ 

 

   

 

這些學生說這些話時，就當知道要成為榜樣。 

我所分享的，不是單憑一、兩次的「顏色革命」歷史， 

而是已有二十年的「顏色革命」歷史； 

在這些歷史裡，哪有一次顏色革命會帶來更和平，以及繁榮安定的社會？ 

歷史已證明不曾出現！所以，他們有什麼理由去支持他們這樣做？ 

 

這些人由始至終沒有建立一個榜樣，只有破壞而已。 

這破壞只要滿足他們虛榮心時，他們會繼續下去，直至被清黨為止。 

學生們自稱站於道德高地，實底裡卻是偽君子，比成年人更偽善的做法。 

 

這何來道德高地？何來服眾？何來內涵？ 

若是這樣，全世界的黑社會都已站在道德高地吧！ 

黑社會比學生還好，起碼他們出來打架殺人，都讓別人知道他們所屬的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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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的學生出來說話，幕後出手的卻是被收買的黑社會。 

雖然，學生辯稱沒有被收買， 

但我已說明，收買學生和黑社會的都同屬一批人， 

只是從不同途徑供應金錢給他們而已。 

 

所以，學生們所爭取的民主制度，從來都不是用這種暴民式手段建立的。 

這種方法，都是三不管國家，如哥倫比亞政府成形的模式， 

就是國內一切都由黑社會控制，政要上台都是由他們推舉上去的。 

 

 

 

黑社會會致力保持公平公正，並保護最大力抗爭的人。 

哪個人背後有最多黑社會支撐，便可以達到自己的的訴求了。 

如果這是民主的制度，那麼，全世界國家也需要向這些三不管地方學習。 

 

另一方面，關於毒品的買賣，我相信美國已經是教父的級數，首屈一指。 

當美國統治阿富汗時，隻手將阿富汗變成全世界九十個巴仙毒品的出產國。 

 

難道香港學生也想香港成為著名的毒品出產地？ 

否則，為什麼一切要跟隨著美國呢？ 

 

歷史上，在美國，老布殊曾經是中央情報局局長，他們討論怎樣去販賣毒品。 

就如克林頓任阿肯色州州長時，他亦主使販毒。 

到他成功擔任總統時，這更是公開的秘密。 

若有人想檢舉他，他們都會一一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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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九十位掌握克林頓過去販毒資料的人，都離奇暴斃。 

在歷史上，這稱為「阿肯色州突然死亡綜合症」。 

 

 

 

影片：美國總統的黑暗面：毒品交易 

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的「2012 榮耀盼望」號外篇中， 

錫安教會梁日華牧師分享到， 

於過去數十年，美國在海外國家，例如埃及、突尼西亞及敘利亞中，所推動的民主運動和民主革命， 

甚至是入侵別國，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亞的時候，都會和當地的反對派，即黑社會，以毒品

的種植、生產和販賣，作為秘密支援反對派推動各種示威、佔領街頭。 

甚至收買狙擊手和當地政要，以及購買軍火來組織革命軍， 

推翻原本反對美國的政權，並扶植親美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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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美國就可以在不需要動用美國國內資金，亦不需要國會通過的情況下， 

收集到推翻國外政權所需要的龐大費用。 

 

例如：在 2014 年 11 月 3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號外篇中， 

和其中「美國多年來都是以販毒得來的金錢支持各地民主運動和革命戰爭」短片裡面， 

已經詳細分享到，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如何在二次大戰後的各個大小戰事， 

以及美國在國外推動的民主革命中，以販毒得到的金錢，支持及武裝這些國家的國內反對派。 

曾任美國州長的 Jesse Ventura 指出，美國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毒販， 

由 1960 年代，美國中情局已經利用在東南亞和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支持越南的戰事， 

這可以說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而其中一個表表者，就是美國兩代父子的總統家族：老布殊和小布殊 

 

 

 

因為老布殊不單只是 1981 年至 1989 年的美國副總統，和 1989 年至 1993 年的美國總統， 

他亦曾在 1976 年至 1977 年任職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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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老布殊否認他在任職中情局局長前，曾為中情局工作， 

但從多方的證據顯示，老布殊在 1950 至 1970 年代，一直為美國中情局工作， 

並且亦有不少人認為，甘迺迪於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被槍殺， 

亦是由老布殊以中情局工作人員的身份所策劃的。 

 

 

 

另外，由 1950 年代開始至今，美國中情局一直以毒品交易，支持美國國外的民主運動和革命戰事，

所以，老布殊必定是和中情局的毒品交易息息相關。 

到了 1980 年代，當老布殊擔任列根的副總統時， 

美國亦是利用在阿富汗的販毒活動，來支持反蘇的民兵。 

到了 2003 年的反恐戰爭，老布殊的兒子小布殊繼續其父親的販毒勾當， 

今天在美國的控制下，阿富汗成了世界 90%毒品的總生產國，這亦是布殊家族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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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和毒品交易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美國總統， 

排首位的，就一定要算 1993 年至 2000 年任職美國總統，惡名昭彰的克林頓。 

 

 

 

克林頓任職期間，就曾經因為被人揭發稱為「拉鏈門」（Zippergate）事件， 

指他與女助手萊溫斯基有不正常的性關係，甚至曾被國會彈劾而幾乎要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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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克林頓最可怕之處，並不是他的道德標準和不檢點的婚外情行為， 

而是他有一大段不為大部分美國人所知，他與黑幫、毒品、黑錢， 

以及數以百計通姦和尋找妓女的歷史。 

 

甚至曾有超過 90 人，因為知道克林頓的這些「黑材料」， 

而離奇地因所謂的自殺、意外及急病而身亡，甚至被人謔稱為「阿肯色突然死亡綜合症」。 

但從多方的證據顯示，這些人的死亡，都是因為知道克林頓各種無法無天的所作所為， 

而被人謀殺的。這些個案，亦多數是發生在克林頓擔任阿肯色州州長時和總統的期間。 

 

克林頓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上任的同時就把全美國所有刑事檢察官都解僱的總統， 

然後再任命所有自己揀選的刑事檢察官。 

刑事檢察官就是負責對罪犯作出檢控的官員，但為何克林頓上任不久， 

就把所有不是自己揀選的檢察官換掉呢？ 

如果發生在任何其他國家，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個總統是一位在過去和現在有很多非法勾當的獨裁者。 

 

另外，克林頓亦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曾經解僱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局長的總統， 

事件發生在 1993 年，克林頓在一日之內兩次致電 FBI 局長，速請他立即離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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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日後，美國歷史上自從甘迺迪被行刺後，白官最高級行政人員中最可疑的死亡事件發生了， 

就是白宮副法律顧問 Vincent Foster（又稱 Vince Foster）所謂的自殺事件。 

 

 

 

Vince Foster 是克林頓由孩童時代已經認識的朋友，並由克林頓引薦入白宮， 

多年來和克林頓夫婦有不少生意和法律上的往來，知道他們大量的不法勾當， 

亦擁有大量克林頓秘密性派對的文件和相片證據，為何會這樣巧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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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克林頓太太希拉里，要求從 Vince Foster 手上取回所有不利克林頓任職總統的文件時， 

Vince Foster 的手下 Jerry Parks 就警告他，如果希拉里取回克林頓所有罪證，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但就當希拉里取回文件後的當日，Vince Foster 的屍體就被發現在一個公園之內，由於當日 FBI 沒有

局長，原因就是在這一日之前，就正如上述提到，克林頓正正在這事件發生前一日，急急解僱了 FBI 

的局長。 

 

 

 

所以 FBI 沒有派人到場，只是由在公園執勤的警察調查， 

而結果認為他是自殺，但事件實在疑點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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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 Vince Foster 的手下 Jerry Parks 對身邊的人說「我是個死人了」， 

兩個月後，他就在一間餐廳用膳後，在門口被一個駕車的槍手連開三槍殺死。 

 

 

 

首先克林頓本身由年青時代開始，已經是一名吸毒的癮君子，多次被人指證他吸食可卡因，其中一

位證人，就是曾因收藏毒品可卡因而被判入獄一年的 Roger Clinton，他是克林頓的弟弟。 

 

 

 

1990 年，一位已經被定罪的毒販和警方線人 Charlene Wilson， 

在美國大陪審團面前作證，供稱她曾在多個派對中， 

親眼看見克林頓弟弟 Roger Clinton 把可卡因給克林頓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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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看見克林頓因受毒品影響掉進垃圾桶中， 

而這些是經常發生參加者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派對。 

 

 

 

1983 年至 1984 年，美國聯邦緝毒人員拍攝到 Roger Clinton 談及他哥哥克林頓， 

形容克林頓吸食可卡因就好像吸塵機一樣。 

 

克林頓在 1977 年至 1979 年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長時，克林頓在出身地小石城， 

已是人所共知的一名極度性濫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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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當時的手下包括阿肯色州警長 LD Brown 和 Larry Paterson， 

都曾指出克林頓數以百次，非法使用州政府的汽車， 

由警長 LD Brown 和 Larry Paterson 作司機，載克林頓到不同地方，上數百次和不同的女性犯姦淫，而

事後克林頓的安全細節指揮官（security detail commander）曾警告 LD Brown， 

如果他把這些事供出，就會把他解僱甚至殺死。 

當克林頓擔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長時，曾給予證券交易商 Dan Lasater 一份價值 3,000 萬美元的阿肯色州

警隊的無線電系統安裝合約。 

但事實上 Dan Lasater 是一名毒販，當時正被警方調查涉嫌販運可卡因。 

 

 

 

在 1983 年，有情報報告指，美國緝毒署當時對 Dan Lasater 展開了調查的同時， 

新墨西哥州總檢察長辦公室亦對 Dan Lasater 展開有關他販毒的調查。 

而一個聯邦大陪審團亦起訴他， 

指控他與克林頓的弟弟 Roger Clinton，偷運和販賣可卡因。 

但一年後 Dan Lasater 就被假釋並被州長無罪釋放，而當時的州長正是克林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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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名為 Patty Anne Smith 的少女， 

曾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美國總檢察長辦公室作證， 

指 Dan Lasater 在她 16 歲時把她的貞操奪去， 

並企圖操控她成為妓女去滿足 Dan Lasater 的朋友。 

另外，Patty Anne Smith 亦指出曾多次發現克林頓在擔任州長時吸食可卡因。 

 

 

 

後來，克林頓在 1992 年當選美國總統， 

他任命了 Patsy Thomason 成為政府的白宮辦公室主任。 

她被指曾過百次沒有向出入白宮的人士，作出適當的安全檢查，而巧合地所有涉事者都是吸毒者。 

並且，在 Patsy Thomason 的領導下，所有在白宮內的隨機毒品測試都被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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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位於阿肯色州，全球最大肉類食品生產商 Tyson Foods 的 CEO，Don Tyson， 

他是克林頓最重要的競選支持者之一， 

他曾因此得到克林頓政府給予數百萬美元的國家稅收減免和優惠待遇， 

並且在環保條例上獲得寬鬆監管。 

 

 

 

但根據美國緝毒署的文件顯示， 

在 80 年代，Don Tyson 涉嫌利用公司的飛機進行販毒活動， 

走私毒品從佛羅里達州運到阿肯色州，同時他亦涉嫌洗黑錢。 

在 1988 年 7 月 19 日，有備忘錄指 Don Tyson 涉嫌非法使用和販賣可卡因， 

於是美國緝毒署 DEA、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美國稅務局 IRS 及阿肯色州警察， 

聯合調查有關 Don Tyson 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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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終，Don Tyson 竟然沒有被任何人員檢控， 

因為司法人員都被他們的上司停止了所有調查和檢控。 

而當時克林頓是阿肯色州的州長，亦曾任司法部長， 

難怪，司法人員無法對克林頓的支持者 Don Tyson 作出檢控了。 

 

 

 

同樣在 80 年代，克林頓在阿肯色州任職州長時， 

阿肯色州正正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毒品走私中心， 

亦是美國史上最大的可卡因走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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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 Mena 小機場，為當時美國史上最大的毒販 Barry Seal， 

每日運送價值六千萬美元的可卡因入美國。 

這機場同時也有進行走私軍火及清洗黑錢活動。 

有證據顯示，美國中情局的飛機亦參與在這一幫的販毒和偷運軍火的勾當之中。 

 

 

 

當時阿肯色州的州警長 LD Brown 曾以文件作供， 

指出州長克林頓自 1984 年起就已經知道 Barry Seal 的販毒勾當， 

但一直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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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緝毒署當時正想以 Barry Seal 作控方證人， 

檢控多個涉案人物，當中可能包括州長克林頓。 

但就在克林頓被揭發，他對 Barry Seal 的勾當可能知情後， 

Barry Seal 就於 1986 年 2 月 19 日，在公路的車輛上被暗殺身亡。 

 

 

 

1987 年 8 月 23 日，大毒梟 Barry Seal 死後的一年半， 

有兩名少年 Kevin Ives 和 Don Henry 在 Mena 機場目擊毒販正為可卡因落貨。 

 

這兩名少年後來被殘酷虐待及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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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屍體被放入篷布袋內，並掉到火車軌上，屍體最後被火車輾過。 

但法醫官 Fahmy Malak 指，他們是服食過量大麻而失去知覺，於是意外跌進路軌而被火車輾過致死。 

而這個法醫官唯一的負責人，正是州長克林頓。 

 

 

 

後來，由於事件太可疑，美國法院的大陪審團決定再次為兩名少年驗屍。 

驗屍報告顯示 Kevin Ives 是被人用亂棍打死的， 

並且頭部有一個來福槍彈孔，明顯他是被殺害。 

及後，有更多證人作供，指這兩名少年是被人打死的， 

但他們後來都一一神秘地死亡，死去的證人多達七位之多。 

 

第一位是這兩名少年的朋友 Keith Coney，相信他是事件的目擊證人之一。 

他在事件發生後八個月，因為駕駛電單車撞上貨車而身亡。 

但從他的屍體可以判斷，他明顯是死於被割喉的。 

可是事件並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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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死去的證人也是這兩名少年的朋友 Boonie Bearden， 

他於事後失踪，永遠都沒有再出現過。 

 

 

 

第三位是 Keith McKaskle，於 1988 年 11 月，他被人打了 113 棍而重傷身亡。 

死前，他曾透露知道事件內情而想作證， 

但卻向家人和友人表示他的生命正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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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是 Gregory Collins，他聲稱知道內情。 

就在 1989 年 1 月，他被一支雷明登槍向著面部開槍射殺。 

 

 

 

第五位是 Jeff Rhodes，他也聲稱知道內情。 

在 1989 年 4 月，他的屍體被人發現在市內的垃圾場中，死因是頭部被槍擊。 

 

 

 

第六位聲稱知道內情的證人是 Richard Winters，他在 1989 年 7 月，被人用削短型獵槍射殺。 

第七位被殺的證人是 Jordan Ketelson，他在 1990 年 6 月，頭部被開槍射殺。 

 

最終，以上七位死者的案件，都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和驗屍。 

 

另外在 1997 年 11 月，一位車房零件東主 Johnny Lawhorn Jr.， 

在一架貨車上發現一張在 1982 年時發出給克林頓的$27,000 美元支票， 

並向報界公開，但過了不久他就死於交通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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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林頓任職期間，和他有關而離奇死亡的人數超過 90 人，以上的只是一小部分。 

 

綜觀上述多方的罪證，正如日華牧師所分享，美國在過去數十年，在海外國家所推動的民主運動，

包括入侵埃及、突尼西亞和敘利亞等地時，也會跟當地的反對派，即黑社會合作， 

以毒品交易支援反對派，以推動各種示威活動。 

而且，美國更會收買狙擊手和當地的政要，以及購買軍火來組織革命軍， 

推翻原來反對美國的政權，並扶植親美的政權。 

 

原來，不單只美國的中情局和軍方會利用販毒來支持所謂的民主運動， 

甚至美國的總統都會聯合黑社會和毒犯。 

他們為了一己私利，而滿口謊言， 

甚至不惜殺人放火、姦淫擄掠、走私販毒，可謂無惡不作！ 

 

當傳媒肯合作一同去隱藏時，那麼明目張膽的事情也可以發生。 

美國有一位州長 Jesse Venture 曾經說過，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犯。 

原來，美國就是運用這些販毒得來的金錢去推翻不同的國家。 

 

你能夠想像，販賣一噸海洛英已足夠支付整個佔中運動的開支。 

我們曾說過，很多大前提的事，而在細節上，毒品的流向又會如何？ 

如何收買黑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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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明白，在顏色革命發生前，當地會有大量毒品流入，因為，這就是黑社會的資金來源。 

事實上，只需要少量的毒品，已足以收買全深圳、澳門、全港的黑社會參與佔中運動， 

那麼，暴力事件因而沒完沒了。 

 

 

 

這也是其他的顏色革命的特有現象， 

如果 Freemason 繼續他們的行動，警方、中國仍是毫不知情的話，事件便會沒完沒了。 

 

相對，假如中國政府知情的話，並於深圳、澳門、香港去竭力打擊， 

這些用作毀滅香港、資助佔中運動的毒品，有緝私組，佔中運動便可以停下來了。 

 

 

 

看看示威者是否只憑志氣？ 

沒有販賣毒品後的資金作支援，運動又是否會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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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佔中運動的前後時間，是香港有史以來破獲最多的毒品案件。 

 

影片：近期緝獲毒品事件 

早於 2014 年 11 月 30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51 篇， 

日華牧師藉著分析香港「佔中運動」， 

提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圈套的十個步驟， 

當中的第 4 步是「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 

原來，在近十年間，世界各地所謂的「民主運動」，背後所得的贊助資金， 

都是藉著美國販賣毒品所得的。  

 

 

 

其實，對於美國來說，幕後收買議員、學校、專業人士、教授或傳媒等， 

藉著迂迴及錯綜複雜的帳目來提供資源，往後就能夠掩飾雙方的關係。 

 

但是，對於美國需要藉著大眾資金來收買「黑社會組織」的話，走私提供毒品， 

就是既能夠最有效提供「利益」去到這些黑社會， 

另一方面，又能夠隱瞞大量巨額資金的帳目，令警方難以追查黑金轉帳的情況！ 

 

主日片段： 

如我所說，這一步，第四步的話，黑社會， 

共濟會（Freemason）便很容易藉著威脅的方式，逼他們行動。我相信他們也未必想做的， 

當然，開始時他們會做，但後來他們發現（這樣做）會毀滅自己的城鎮！ 

但因為共濟會（Freemason）實在有太多他們的把柄， 

共濟會（Freemason）是負責供應毒品給這些黑社會， 

很多三不管的地方，真正操控它們的是誰呢？ 

 

自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爆發「佔中運動」後， 

便陸續應驗日華牧師的分析： 

就如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一樣，不少黑社會勢力被幕後資金推動， 

參與在「佔中」與「反佔中」當中，藉著推動不同的暴力衝擊，製造香港混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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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亦應驗日華牧師的分析，在「佔中運動」發生的同時， 

中國廣東省、香港及澳門等地不斷破獲多宗販毒罪案。 

 

 

 

明顯地，一方面趁著「佔中運動」的發生， 

另一方面，在幕後資助的人及各地的黑社會， 

趁著「聖誕節」假期，來港販毒及獲取資金來協助「佔中運動」。 

 

例如： 2014 年 12 月 7 日，香港警方拘捕一名自稱「佔中」支持者的男子， 

在網上號召和組織，意圖於聖誕節期間，煽動市民組成攻擊隊圍堵旺角及衝擊立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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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該名男子曾於 2008 年藏有危險藥物及盜竊罪被捕。 

該名男子在網上詳列部署行動，包括：煽動市民於聖誕期間（二十四至二十六日）， 

連續三天在佔領區大搞「領袖派對」，更將參加者分為六組攻擊隊，預計每組 60 人， 

又列明每組進攻方式，包括：用鐵筆、鐵錘及磚頭發動攻擊； 

負責後防的有長棍組；還有持鐵鋼木板作護盾的前排攻擊手， 

另有「購物」組等，並提醒參加者需準備「重裝」保護。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任何人如有違法行為， 

警方必定嚴正執法，採取果斷行動以恢復社會秩序。 

 

 

 

原來，早在 2014 年 9 月中，當「佔中運動」未曾發生之前， 

深圳海關集運發生史無前例的「塞關」風暴， 

深圳海關突然嚴查所有入境香港的快遞貨車， 

有貨車在皇崗及深圳灣被扣關長達七日仍未清關， 

導致不少已委託集運到香港的淘寶物品，嚴重延誤， 

多間受歡迎集運公司決定無限期暫停發貨到香港， 

有港人因結婚用品被扣關，心急如焚，更有港人直接上深圳取貨。 

 

原來，這宗史無前例的「塞關」風暴， 

事源深圳文錦渡海關查獲 2 噸假幣，及幾百公斤冰毒毒品， 

由於，事態嚴重升級，文錦渡封關，報關行全部停止作業， 

多間快遞公司（DHL、FEDEX、UPS、TNT、EMS）都受到有不同程度延誤！ 

 

所以，在「佔中運動」未爆發之前，幕後黑手經已率先大量走私毒品來港， 

似乎為到將要發生的「佔中運動」，預先鋪路，收買黑社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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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正值「佔中運動」發生的同時，香港及鄰近地區等地不斷破獲多宗販毒罪案， 

2014 年 11 月 14 日澳門司警根據線報偵破一宗販毒案， 

搜出八十多包毒品「冰」和「K 仔」，約值 14 萬港元。 

 

11 月 22 日，廣州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逯峰透露，該市警方自 4 月開展「六大專項」行動以

來，繳獲各類非法槍械 1,429 支、彈藥 20.2 萬發、各類毒品超過 2 噸， 

期間廣州警方搗破製販毒團夥 140 個。  

 

 

 

11 月 26 日，廣東省公安廳僅用 4 天，連續破獲三宗公安部督辦目標毒品案， 

繳獲 1.7 噸氯胺酮毒品（俗稱 K 粉），可鋪滿 20 多平米地面。 

警方共抓獲犯罪嫌疑犯 53 人，手槍 1 支、子彈 5 發、總值超過 1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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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6 日，廣東省公安廳披露：自 2014 年 9 月 29 日（即「佔中運動」發生的同時），公安

部開展「百城禁毒會戰」以來，廣東警方共偵破毒品案件 3,800 多宗，抓獲犯罪嫌疑人 4,400 多名，

繳獲各類毒品約 6.5 噸。廣東警方表示，警方將不斷進行禁毒嚴打鬥爭。 

 

11 月 27 日，日本當局在橫濱巿拘捕兩名持香港特區護照的中國男子， 

檢獲 80 公斤毒品，黑巿價接近 3 億 7,000 萬港元。橫濱地方檢察院已對兩人作出起訴。  

 

 

 

11 月 28 日，內地公安在近月進行大規模掃毒行動。 

其中，深圳公安共破獲超過 4,200 宗案件，檢獲 4,200 多公斤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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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拘捕 4,800 人，搗破近百個犯罪集團。 

 

 

 

12 月 3 日，針對粵港澳跨境犯罪的新特點， 

廣東省、香港及澳門三地警方開展代號為「雷霆 14」的大規模統一打擊行動。 

截至 12 月 1 日，警方搗破 38 個有組織跨境犯罪集團， 

共繳獲各類槍枝 188 支、子彈 67,525 發，各類毒品 1,253 公斤。 

 

 

 

2014 年 12 月 4 日，警方分別在上水及大圍破獲兩宗毒品案，拘捕六名男女， 

檢獲總值 500 萬元的可卡因及霹靂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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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檢獲約 7 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約 748 萬元， 

並拘捕一名從巴西聖保羅經土耳其伊斯坦堡飛抵本港的疑犯。 

 

 

 

香港海關會繼續留意毒品走私的新趨勢，制定合適的執法策略； 

同時亦會加強與外地不同執法機關的情報交流，共同聯手打擊國際販毒活動。 

同日，海關在羅湖管制站檢獲約 3 公斤懷疑冰毒，並拘捕一名 43 歲女性入境旅客， 

檢獲毒品市值約 1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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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2 月 7 日，屯門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進行反毒品行動， 

突擊搜查屯門寶田，在單位內檢獲約十克懷疑冰毒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3 宗販毒案共檢獲 7 公斤懷疑可卡因，逾 3 公斤懷疑冰毒，市值逾 868 萬元。 

 

 

 

12 月 8 日，香港海關在香港國際機場檢獲約 9 公斤懷疑可卡因毒品，市值約 1 千萬元， 

並拘捕兩名同行的抵港旅客。 

該兩名被捕人士，從巴西聖保羅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飛抵本港， 

其中一名女子將行李寄艙時，發現行李內有 12 罐罐頭水果。 

經詳細檢查後，在罐頭內發現藏有該批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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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日，黃大仙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於區內進行反毒品行動， 

發現一名 18 歲青年身上檢獲約 150 克懷疑氯胺酮（俗稱 K 仔），市值約 18,000 元， 

遂以涉嫌販毒將他拘捕，帶署扣留調查。 

 

 

 

同日，警方根據線報，在於筲箕灣耀東邨耀華樓拘捕 1 名 15 歲少年， 

少年涉嫌將與家人同住的單位，變成毒品分拆中心，警員在其屋內搜出 130 克 K 仔， 

再經進一步追查後，掩至興華邨拘捕 1 名涉嫌販毒男子，為黑社會骨幹成員。 

據悉，疑犯涉嫌操控多個少年販毒，其中年齡最細只有 1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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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香港海關在機場破獲歷來最大宗冰毒案，檢獲 104 公斤冰毒，市值 4,200 萬元。 

關員在 5 批由深圳經香港準備轉運往大馬的濾水器，拆開檢查， 

在 51 個濾水器的濾芯金屬管中，發現該批冰毒。 

 

 

 

12 月 10 日，警方在上水石湖墟進行反毒品行動，檢獲約 30 克冰毒，總值約 12,500 元。 

 

12 月 11 日，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組探員，在機場離境大堂截獲一對男女， 

在 2 個行李篋暗格共檢獲 19 小包冰毒，共 5.4 公斤，市值 2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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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廣東汕尾陸豐高速路，警力合圍緝捕大毒梟， 

毒販仍試圖掏齣電擊棒和催淚劑拒捕，持續約 20 分鐘的過程中，警方共開 5 槍， 

兩名毒販一死一傷。警方繳獲冰毒 30 公斤。 

 

 

 

在陸豐的冰毒交易價格是 3 萬元一公斤，但是走私到了江蘇，就要賣到每公斤 9 萬元。 

如果讓這 30 公斤冰毒流向市場，總值 270 萬元。 

 

12 月 16 日，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突擊搜查元朗大井圍一村屋， 

於屋內檢獲約 90 克懷疑冰毒、約 60 克懷疑 K 仔、少量懷疑可卡因、大麻及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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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約 52,000 元，以及 2 支仿製 AK47 步槍。  

 

 

 

正值「佔中運動」發生的同時，香港周遭等地的販毒罪案不斷增加， 

明顯地，「佔中運動」背後的資金來源，似乎與黑社會及毒品確實有密切關係。 

 

相信在「聖誕節」假期，針對打擊販毒活動， 

定必令「佔中運動」的資金供應造成重大打擊。 

 

正如日華牧師所預告：在「佔中運動」發生的前後， 

大量不尋常的毒品走私及龐大， 

顯然，就是幕後操縱者，為到藉著提供毒品利益， 

成為收買大量黑社會介入「佔中運動」的有效渠道。 

 

這可說是，用「死人的錢」去推動這些學生， 

就是那群「游手好閒，求學不果」的學生，走出來要公平。 

其實，背後有人利用他們的樣子和名字去欺騙普世的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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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全世界的傳媒是一丘之貉，被 Freemason 所收買， 

所以，你會看到，只要擁有數樣事物便能夠統治世界。 

如果美國真的收買了傳媒和娛樂，那美國不就可以製造更多的大欺騙？ 

 

 

 

最厲害的，連最基本的欺騙都能夠做到， 

由最早的登上月球、太空人上月球，都只是由和路迪士尼（Walt Disney）拍攝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提及數次最大型上太空的行動時，很多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 

其實當時，他們便處身於新力（Sony）與和路迪士尼（Walt Disney）的電影製片廠（Studio）裡，當

你回看空軍一號的行程便會知道。 

 

影片：美國登月的影片和照片是用廠景加投影技術拍攝出來 



20141221   www.ziondaily.com 
 

 
 89 

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號外篇， 

日華牧師分享到美國太空總署在 1969 至 1975 年的登月計劃，名為阿波羅計劃，其實是虛假的。 

 

我們在電視上所見，太空船在宇宙飛翔並登月的影像，多年來已經被眾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專業人士

指出，是在地球上的片場拍攝的影像，不可能是在外太空和月球表面上拍攝。 

 

例如在照片中，當阿波羅 11 號的太空倉登陸月球，全球都曾看見登陸的直播， 

但人類是第一次登陸，又如何可以以第三者的角度，拍攝到太空倉下降到月球表面？ 

是誰替早在月球設定好有腳架的攝影機拍攝降落一刻？ 

又是誰替第一位腳踏月球的太空人岩士唐在旁邊拍攝他腳踏月球呢？ 

難度是中國傳說早已飛到上月亮的「嫦娥」嗎？ 

 

 



20141221   www.ziondaily.com 
 

 
 90 

 

 

其實在過去 50 年，太空總署的這些錯漏百出的破綻照片和影片，比比皆是， 

為何美國要偽造登月的照片和影片呢？ 

究竟美國是否曾經在 1960 至 1970 年代登上月球呢？ 

 

日華牧師早於 2010 年初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 vol.11：聲頻創造（三）UFO 大揭秘之月亮的秘密」

中提到，美國曾經登陸月球，但不希望其他國家知道他們登月所使用的科技，是在 1947 年所謂外星

人飛碟墜落的羅茲威爾事件後，從墮落天使中得到，所以故意偽造登月的影片和照片。 

 

 

 

並且早在登月前，美國太空總署已邀請美國的和路迪士尼公司，拍攝阿波羅計劃的宣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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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與美國太空總署一樣，由美國 Freemason 所創辦的和路迪士尼公司， 

是否有份參與偽造美國登月的影片和照片呢？ 

 

其中一個造假的證據，就是普遍宣稱在月球上拍攝的照片和影片， 

似乎都是用了一種在 1940 年代已經發明的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影片拍攝技術。 

在 1968 年推出，由著名導演 Kubrick 拍攝的電影《2001 太空漫遊》，就是使用這種拍攝技術。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只需在一個室內的廠景攝影棚內， 

利用投影機所投影的影像，加上一個非常高反光度的投影幕 Scotchlite， 

及一塊一面是鏡子、另一面是透明的分光鏡，就可以在鏡頭下拍出一個室外的場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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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1968 年推出的電影《2001 太空漫遊》，開場就有一段史前黑猩猩在戶外獵食和打鬥的片段，

其實，這些畫面都是在室內的廠景拍攝，加上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的投影方法， 

這些由人扮演的黑猩猩，在鏡頭下就如處身廣濶的曠野一樣。 

 

 

 

但當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畫面的背景是投射出來的影像，投影的背景是事前用另一部攝影機拍攝，

然後在廠景內用投影機投影出來，再用另一部攝影機拍攝實景與投影重疊的假戶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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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影片： 

Once upon a time…there was no green screen. 

很久以前……，沒有綠幕，  

 

The lost art of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失落了的前射式屏幕投影藝術。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is the cinema technique of combining foreground action with background footage. 

前射式屏幕投影是一項結合，前景動作和背景素材的電影技術。 

Stanley Kubrick used this technique for the “Dawn of Man”sequence in 2001: A Space Odyssey 

Stanley Kubrick 曾應用這技術於，《2001：太空漫游－人類的黎明》中 

 

It allowed him to capture deep focus that you could never achieve if filmed on location. 

這技術讓他捕捉到深度聚焦，是現場拍攝永遠無法做到的。 

 

3M Scotchlite reflective material 

3M 視覺麗反光材料 

 

This material is made of millions of glass beads that can reflect 95% of light back to the source allowing the 

subject to be lit without affecting the background. 

這種材料是由數百萬個玻璃珠造成，能反照 95%的光到光源點，可在不影響背景下照亮拍攝物。 

 

Scotchlite fabric 

視覺麗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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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or 

投影機 

 

“One way” mirror 

「單面」鏡 

 

Camera（capture through glass） 

攝影機（透過玻璃拍攝） 

 

Mirror is on a 45 degree angle 

鏡子放在 45 度角位置 

 

Align axes of the camera and projector to remove the shadow. 

對準攝影機和投影機以除去陰影， 

 

When aligning mirror try and make an isosceles triangle with the grid of the floor. 

在放置鏡子時，嘗試與地板上的線圖成等腰三角形。 

 

“Window Tint” is used to create one-way mirror. 

使用「車窗貼膜」製造單面鏡。 

 

所以背景和實景，在廠內的攝影機下，就會有景深不同的現像。 

 

 

 

尤其是在 1960 年代，當時的底片感光度都很低，一般室內拍攝都要使用比較大的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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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大光圈拍攝，所有比較有經驗的攝影者都會知道，影像會出現淺景深的現像， 

即是在對焦點以外的距離，影像會越來越模糊。 

 

請看看淺景深的照片，當中只有那隻對好焦的牧羊狗是清晰可見的，在焦點以外的地方都是模糊， 

因為，這是以大光圈或大型底片拍攝時，必定會出現的現象， 

除非在陽光下或片場中，當光線極為充足情況下， 

以極細光圈拍攝，才可以做到一拍前後全清的照片。 

 

 

 

尤其是在 1960 年代，底片感光度都很低，並且在環境惡劣，不可能以片場打燈的方式拍照， 

並且太空人才第一次才到的月球，根本不可能拍到前後全清的相片 

 

因此，使用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的方法拍攝，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沒有了淺景深的現像， 

無論是實景或投影的背景，都非常清楚， 

整個畫面都在焦點之內，就算刻意製造少許模糊，都是人造不自然的效果， 

和實景的景深自然模糊有不銜接的界線，這界線就是實景的盡頭，即投影幕的影像。 

 

其實，美國荷里活一直都有使用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方法拍攝， 

甚至在 2013 年推出的科幻電影《攻‧元 2077》（Oblivion），都有使用這一種技術， 

在廠景中模擬高空的環境，但當然對比 40 多年前 1968 年的《2001 太空漫遊》， 

這些景深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並且所用的技術先進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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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The sky tower is a home built at 3,000 feet above the ground. 

天空塔建造在距離地面 3 千英尺的高空上。 

 

This is almost like a station, it's almost like a military outpost. It’s a living quarter but it’s also a working 

environment. It's a three-level home that’s on this tiny little spindle. 

這幾乎就像一個駐地，一個軍事前哨站，是一個營房區，也是一個工作室，一個在這小小的主軸上

三層高的家。 

 

Obviously it’s not something you could build but I felt like we could get close. 

顯然，這不是你可以建造的，但我覺得我們可以模擬。 

 

Before the movie started, principle photography we went to Haleakala, a volcano in Maui. 

電影開始拍攝前。我們去了在毛伊島的哈雷阿卡拉火山。 

 

We set up three cameras that captured sky, clouds, sunrise, sunset, stars. 

我們設置了三部攝像機。捕捉天空、雲海、日出、日落、星星。 

 

Then we took that footage and we front projected it on a massive screen that surrounded the set. 

然後，我們利用這些影片，把它投射到一個包圍片場的巨大屏幕上。 

 

It gave the film a very epic feeling. 

它帶給電影非常史詩式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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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we were to do this blue screen all that blue that you see outside the windows would spill into all these surfaces 

and all this glass. And that would be a virtual nightmare to have to paint out and deal with these visual effects. 

假如我們用藍色屏幕，那所有你在窗外看到的藍色，會照遍這些表面和所有的玻璃，要逐一去除這

些視覺效果，將會是個惡夢。 

 

They...up here to get that stuff in camera is the critical design feature in this whole set. 

利用這方法來拍攝這一切，是這套電影的設計特點。 

 

There's no blue screen. I mean what you are seeing is the final product. 

這裡沒有藍色屏幕，你所看到的是最終產物。 

 

And we are able to change the weather at sunset, the next day, it's daylight and we have night. All the clouds are 

moving and it's all pretty amazing. 

我們可以改變天氣，由日落到翌日的白天，還有夜晚，雲海在移動，非常動人。 

 

What that allowed us to do is to not only capture in camera, but use the reflected light of that footage to actually 

light the sets and the actors. 

這不僅使我們攝錄到所需影像，並能利用錄像的反射光去照亮片場和演員。 

 

The lighting t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actors' faces is the same as the light they get at sunset because it's 

literally footage of a sunset. 

演員面對的光線與日落的光線一樣，因光線正正來自於錄像中的日落。 

 

You end up with an all-in camera visual effect and a visual quality that just can't be faked. 

你最終擁有全功能攝像機的視覺效果，並擁有無可比擬的視覺質素。 

 

有趣的是，當對比 1969 年至 1974 年的美國登月阿波羅計劃，向公眾發佈的影片和照片時， 

不難發現使用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拍攝的特徵，就是較接近鏡頭的地面、太空人、太空車和太空倉，

與背景都有不銜接的感覺，地面和背景好像形成了一個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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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美國太空總署所用的鏡頭，是 70mm 菲林 Hasselblad 中型底片相機， 

比一般民用相機 35mm 菲林大四倍， 

故此，「前清後矇」的淺景深現像理應非常嚴重，但從所有登月照片所見， 

和《2001 太空漫遊》電影的特徵相同，就是整個畫面都相當清楚，沒有淺景深的現像。 

 

 

 

而且，到了某一個位置，就會突然變得不自然，例如，背後的所謂月球山景，不自然地模糊， 

不像由一部攝影機拍攝的景深自然模糊伸延，即越遠越模糊，而是突然變得模糊一片， 

極似是使用 Front Screen Projection 方法拍攝投影幕上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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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你細心一點看，就會發現太空總署所有向公眾發佈的登月影片，都是全黑白的， 

只有近年才發放彩色的影片，為何只公佈黑白的影片，是害怕人們看出當中的破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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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在今年 2014 年，太空總署所發佈 Rosetta 無人太空船降落一顆彗星的照片， 

同樣是黑白照，難道今時今日的科技連一幅彩色照片都沒有嗎？ 

太空只有地球有顏色的嗎？ 

的確是全不合理。 

 

 

 

究竟美國在 1969 年及之後，向公眾發佈的所謂阿波羅登月影片和照片，是否真實地在月球拍攝呢？ 

如果美國太空總署真的偽造一部份甚至全部的影片和照片，他們的目的何在呢？ 

 

是否有意隱瞞美國已經從墮落天使得到超越人類上千年的科技，不讓世人知道，留待末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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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科技給予聖經啟示錄所預言的敵基督，在七年大災難中稱霸世界呢？ 

 

現時我們分享的假民主、顏色革命、甚至吹捧一些人，讓他們誤以為自己正在改變世界。 

其實全都可以藉著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傳媒和娛樂製造出來。 

 

 

 

他們用傳媒來教育人民，沒有歷史可言，因為他們只是聽新聞報道而已， 

然而那些新聞全都是用危機演員來報道， 

所以，一個國家統治世界的方法，如日本是利用漫畫和卡通， 

但美國卻利用荷里活、新聞和傳媒，這都是合理的。 

 

所有所謂的大新聞，如：「911 事件」，其中有哪些不是與傳媒或荷里活有關？ 

所以，那不單只是陰謀，根本是非常合理地推論出來。 

舉例，美國攻打伊拉克，最早是從哪裡發放出假新聞？便是傳媒。 

人民投了什麼票？他們所投的全都是傳媒所推動。 

奧巴馬為何能夠當選？是在傳媒的推動下，他才能夠擔任總統。 

 

 

 

他們利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利用荷里活和傳媒，已經能夠演出那麼多的戲碼， 

而他們的錢是由毒品來提供，便是如此簡單。 

 

可能有人會指出，「如果是毒品的話，一定會被人拆穿，被傳媒揭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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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會，因為他們用了那麼多錢來收買對方。 

他們會問︰「你是記者嗎？老闆給你多少萬元？一萬？」 

我一律多給你十倍，你替我幹，你替我寫，一律多付十倍。 

 

 

 

「《雪梨日報》？你的報社有多少價值，能賺多少錢？一千萬？ 

我多付百倍，只要你按著我所說的執行便可。 

若有人揭發西醫的醫藥陰謀，介紹雙氧水（氧份療法）， 

你便幫我打壓，你是第一份報紙開始打壓，以恐懼將其抹黑， 

其他報紙便會照著行，全香港報社亦會緊隨其後。」 

他們的手法便是如此。 

 

難怪《蘋果日報》是第一份公開打壓我們的報紙， 

當中不無理由，單看他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微妙關係， 

你便能想通當年「雙氧水事件」為何會弄至那般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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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蘋果日報與打壓事件 

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日華牧師提及，Freemason 控制一個國家的方式，定必包括利用傳媒機構。  

原因，正如牧羊人需要牧羊犬的協助，幫助牧羊人看管羊群。  

這就是槓桿方式，以一隻牧羊犬，去管理好一群羊， 

就算沒有圍欄，羊群看似自由， 

但是，面對牧羊犬，他們都會彷如沒有思想一般，不會走開，乖乖地跟隨牧羊犬的指揮。  

 

 

 

Freemason 除了藉著傳媒去發放假新聞，協助處理偽旗行動，成為推手之外，  

另一項工作，就是要為 Freemason 的計劃，保駕護航，  

讓這群羊繼續處於受控的狀態，不斷供應羊毛給牧羊人，成為 Freemason 世世代代的奴隸。  

 

因為，神所設立的，是一個充滿自由和資源的地球，人們可以輕易過一個富足和健康的人生。  

 

但 Freemason 卻以幕後黑手的方式，控制所有國度，為要使人類世世代代成為他們的奴隸，  

付出大部份的薪金，購買他們所出產的能源、用他們所出產的醫藥，讓他們成為得著天下的銀行家。  

 

因此，Freemason 需要傳媒去製造輿論，打壓一切危害他們賺錢的方法。  

例如，接近一百年前，已經出現了永久耐用的燈泡、永久不破損的絲襪， 

而發明交流電的 Nicholas. Tesla（尼古拉‧特斯拉）早於一百年前已發明了能夠提供免費能源給全世

界的特斯拉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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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大麻纖維可以做汽車、大麻油可以做汽車燃料、大麻可以醫治各類疾病，包括癌症； 

脂質維他命 C，甚至可以對付暫時無藥可治的豬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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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切由神智慧創造的定理，能夠讓人過一個富足、健康生命的發現和發明， 

卻一一煙沒於過百年的浩翰歷史當中。  

教科書不會記載，傳媒不會發問，亦不會報道，甚至，反過來出手打壓。  

大家也就繼續安居於 Freemason 所設計的巴比倫羊圈當中。  

 

就算這些資訊被人再次發現或再次發明，  

這些受控的傳媒，都會成為打手，打壓這些無權無勢的發明者，  

讓所有人都不相信他們，以為他們是瘋子或是騙子，然後他們就自然會被社會所淘汰。  

 

因此，這些 Freemason 控制的傳媒機構的存在，並不是單純為著報道新聞，讓人民擁有知情權。  

他們的經營，不是如其他私人傳媒機構般，需要著眼於收支平衡，維持報社的運作，慢慢發展， 

他們是為著更大的目的而存在，在 Freemason 的幫助下，有著無窮的資源去達成更重要的任務。  

 

例如，錫安教會於 1996 年分享醫藥陰謀中的氧份療法信息，  

直接挑戰 Freemason 醫藥陰謀的霸權。  

信息內容就是分享在醫學上使用已經近百年、最平價但不能賺大錢的天然物質，雙氧水及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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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星期後，最先起來攻擊錫安教會的報刊，就是當時創刊一年的《蘋果日報》。  

當中的內容，充滿虛假失實的報道， 

報道前，不向教會作出提問之餘，亦不會報道任何的澄清內容。  

目的，就是要以「製造問題、演釋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將錫安教會塑造成一個社會的大問題，接著，就是以恐懼去演釋這個問題， 

最後，提供仇恨成為答案。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們不去接觸錫安教會所分享的資訊，甚至憎恨、仇視他們。  

往後，為了羞辱教會，更將名稱改為「錫安教」、「邪教」，稱日華牧師為「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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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正如早前的主日信息所提及， 

任何一個政府，包括烏克蘭政府，也不會用狙擊手去平息暴亂，  

原因，這不單不能阻止人民前進，相反，會激起群眾的怒火，引發更多人上街。  

但經傳媒報道後，人民卻會相信傳媒這些不合理謊言， 

認為是軍隊鎮壓，於是起來推翻烏克蘭政府。  

 

同樣，從來沒有一間教會或機構，  

會以教導會員吃毒藥作為亮點，以毒死他們的方式去增加人數和收入。  

可是，經過傳媒報道後，人民同樣又會相信這些不合理的謊言，並且全盤接受，照單全收。  

 

直至今年的佔中事件，人們才如夢初醒，  

《蘋果日報》並不是他們想像中，單純為報道事實而存在。  

而佔中事件，亦不是自發爭取民主的運動。  

 

今次佔中事件，原本看似是由一群擁有赤子之心的學生所帶動， 

群眾自願參與的公民抗命，不合作運動。  

 

但是，人們漸漸發現，原來，《蘋果日報》與今次的佔中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背後推動的，不是一名單純熱愛民主的商家， 

而是一位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傳媒大亨，一位早就擁有傳媒機器，能夠輕易製造社會輿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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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傳媒說，《蘋果日報》的黎智英，是泛民及佔中運動的幕後金主，得到捐款的， 

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社民連、佔中三子的朱耀明及陳健民、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及天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  

 

對於捐款的指控，黎智英沒有否認之餘，更稱捐錢是為了推動「社會有益事」。  

在金鐘清場當日，他更坐在一眾泛民議員之中，等候被警方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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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開始醒覺， 一直以來，為香港繁榮而勞心勞力的政客，  

私底下，也不過是一班收取金錢為別人工作的傀儡。  

 

 

 

在各地推行顏色革命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亦與同一班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有報道更指出，黎智英的政治手段，  

首先是成立多個激進又靈活的「關注組」，押注在不同議題上， 

再透過以《蘋果日報》為主的媒體機器煽風點火、推波助瀾， 

到了適當時候，曾接受黎智英捐獻的政客，就會在立法會等制度化渠道接力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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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黎智英的巨額捐款，一律經由他的手下，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 Mark Simon 發放。  

而 Mark Simon，則被指為美國的 CIA 中間人。  

事實上，Mark Simon 的父親於中情局工作超過 30 年。  

Mark Simon 亦曾於海軍擔任情報員。  

 

 

 

黎智英亦被報導，在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 Paul Wolfowitz（保羅．沃夫維茲）穿針引線下，  

投資緬甸地產項目。他投資緬甸，就是要讓美國所提供的金錢，甚至是 CIA 的毒品金錢，能夠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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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捐款要透過 Mark Simon，就是因為美國不信任黎智英的緣故。  

當 Mark Simon 被揭發充當中間人後，就立即將妻兒安排返回美國，以暫避風頭。 

 

 

 

其實，《蘋果日報》的成立時間，剛好是 97 回歸之前的 1995 年。  

似乎這是美國對香港回歸後，在傳媒方面的一個部署。  

並且，創辦《經濟日報》，資深報界人士石鏡泉指出，他們於 1989 年開始辦報，一直得不到刊憲權，  

但《蘋果日報》卻得到當時的港督彭定康關照，一開始就取得刊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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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黎智英作為《蘋果日報》的社長、壹傳媒集團主席及執行董事， 

是香港佔中運動的最大金主，提供大筆資金及推波助瀾，希望佔中運動能夠成功， 

 

那麼，他旗下報章雜誌的記者又怎能夠恪守記者的中立守則，對佔中事件， 

尤其是反佔中及制止佔中的警方，作出準確、公平的報道？  

這豈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謊話？  

 

由他與美國 CIA 的種種關係看來，  

他又是否單純的為了辦報，而在回歸前創立《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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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如美國政府於其他地方製造顏色革命一樣， 

需要製造一些看似是中立、敢言、不畏強權的傳媒機構，成為他們的打手， 

一方面，為顏色革命推波助瀾。 

另一方面，則用來打壓一切與美國政府或 Freemason 為敵的言論？ 

 

而錫安教會按著神帶領，於 1996 年開始分享眾多 Freemason 的陰謀， 

包括當年的氧份療法，以挑戰 Freemason 的醫藥陰謀。 

而幾個星期後，《蘋果日報》是第一份出來攻擊的報章。 

 

現在看來，這並不為著報道真相，而是為了另一個更大的任務， 

就是維護 Freemason 的醫藥霸權，讓香港人繼續成為各種病痛的受害者。 

 

 

 

但十多年後，就是因著錫安教會對 Freemason 的各種陰謀，有著更深切的理解， 

拆解《蘋果日報》對「佔中事件」的報道，亦同樣不是單純為著公義發聲、為民請命， 

而是為了更大的任務，讓香港成為 Freemason 所控制的城市，甚或令中國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這些金錢來源是販毒所得，因此，一直進行販毒的前美國總統小布殊， 

於反恐事件後，開首便要攻打阿富汗而不是伊拉克。 

亦因如此，Jesse Ventura 曾說，美國才是全球最大的毒販是沒有誇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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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身為基督徒或我以牧師的身份來說，我一點也不羨慕美國， 

即使香港跟隨美國的方向走二百年，最多只能使香港成為全球最大毒販。 

 

雖然，傳媒會大使渲染，被《時代雜誌》報道，聲名大噪，然而這些人如何面對神？ 

 

第二章：總結感言 

現在大家知道來龍去脈了， 

只是，我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將這篇信息宣講。 

我首次把 Freemason 幕後主導的所有民主革命內幕揭開， 

他們背後的資源來自毒品， 

 

因此，當年我早已說明，銀行喜歡提供貸款予人以興建建築物的原因， 

那些金錢實際上來自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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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會明白到，為何一間教會借錢建堂，她一定會受到咒詛的原因？ 

當年，我的身分還是一名小卒，不敢說。 

因為，講出來也未必有人會相信，甚至，就算是犧牲了，也沒有人知道原因何在。 

 

 

 

一間銀行，它有很多黑錢，但是，如何使用這些黑錢呢？ 

比喻：有一張一千元的假鈔，或者未必是假的，它的來源很可疑？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就算是一間電器商店， 

店員也會問你這張一千元的鈔票是如何得來、警察也會問你如何得來、 

他只要懷疑你的時候，也可以去報警處理。 

 

但你想一下，一間愚蠢的教會，向銀行借了一億， 

那間愚蠢教會的牧師，會否問銀行，「這一億是怎樣得來？」 

「你給我數一下、看一下、驗一下、或者查一下？」 

他不會這樣做的。 

 

洗黑錢就是這樣的，借黑錢給一些揮霍的教會，明知聖經上說這是敵擋神，她也做了。 

試想，她做了一個販毒銀行的奴隸，她又期望神去祝福她， 

神不用這些教會牧者，下地獄最深那層也是給了他們面子了。 

當然，地獄就一定要下了，但不用這些牧者下地獄最深那層，已經給了他們面子了。 

 

這就是為何在很早年，很多時，都跟弟兄姊妹去私底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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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和黑社會之間的關係、銀行家就是 Freemason。 

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Freemason 借貸給教會興建建築物。 

 

 

 

所以，為何美國這麼多教會，但神也會審判她們呢？ 

神寧願祝福 Freemason，也不祝福美國這麼多的教會， 

因為，在很多教會中，沒有一間教會是不借貸的。 

 

 

 

我那時去分享，最多只能夠用一個比較婉轉的方法分享。 

因為這次佔中運動，我沒有辦法，我一定要說香港「佔中」，與毒品及黑社會之間的關係。 

 

但早年，我至少叫弟兄姊妹不借貸， 

我親眼看見 Glad Tidings（喜信會），即是我的母會， 

他們借貸後，那些咒詛多得四分五裂，就是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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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聽完這兩點分析後，相信你會明白，這件事情看起來並不複雜， 

只是採用自以為高深的字眼，來說明一件很鄙陋的事情而已。 

 

我們所看見的現象，以現時五十多歲的我來看，這群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 

他們典型只是一些小孩。 

猶如在家中，因為爸媽不按照他們的方式購買最奢侈的玩具、 

最奢侈的鞋或在同學面前購買最漂亮的物品給他們，讓他們可奢侈地花費。 

這小孩當然還未開始賺錢， 

但卻在家中打破電視機、用刀劃破椅子、燒毀廚房等方法來威逼父母就範。 

 

 

 

只是，現時這群小孩原本只在家裡進行的事情，卻走出來向著香港市民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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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假如我是政要的話，都不知怎樣向他們說才好？ 

最好的方法是用一條沙藤條打醒這數個人，才算得過去。 

他們正重複進行這些事情，即是在家裡，他們也很不負責任、 

所謂胡亂花費、蠻不講理。 

然而，他們卻不知道自己是愚蠢的一群，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還覺得自己是被揀選的。 

 

典型地，他們所做的方法，明明地告訴你，他們便是擁有這種性格和心態， 

若在將來，由他們上台或由他們認同的主使人上台，你都能想像後果會怎樣。 

 

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如果這一次他們「創業」是靠黑社會的話， 

那麼，他們要用什麼才能維持？ 

相信大家都會知道只有一種方法。 

即使黑社會可以幫助他們，當然，這群學生自以為有「義氣」、講「道義」， 

但他們根本都是被同一群人所指使。 

故此，即使他們能夠上台，最終整個香港都是被黑社會騎劫， 

那種如此守法和辛辛苦苦建立的法治便會蕩然無存。 

現時，他們便是用這種方法， 

 

因此，這便是為何主使人要找這群小孩的理由。 

若再配合傳媒的話，全世界傳媒一定會如此報道︰ 

「是這群年青人出來爭取」、「這群年青人被人打」、「最後由這群年青人得到香港。」 

然後，美國便會讚揚他們，並讓他們登上時代雜誌，以致全件事情便會成形。 

 

當然，我相信這件事情不會發生，也不能夠做到。 

但當臨近聖誕節，值得一提，如我所預測，由於有黑社會的介入。 

所以，大家真的看見新聞報道，無論主觀、客觀，都不能爭拗， 

為什麼有那麼多毒品在「佔中」前出現？ 

 

我個人認為，以警察一貫緝私的那個系統，能夠緝查到十分之一已經很厲害了。 

這樣，你就會知道，價格有多瘋狂，有多少毒品來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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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基本的推理，和 NED 一貫做事的手段，聖誕節是他們絕不會放過的機會， 

原因很簡單，這亦會解釋到，為何在聖誕節前有那麼多毒品的資金，藉著毒品的姿態來到香港。 

 

因為，從「佔中」開始，之前有毒品，一大批錢，一大批人出來做， 

接著，奧巴馬出訪中國，英國又有一班議員要來香港視察。 

我想讓你知道，到今次的聖誕節，全部都預先計劃配合。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錢，為什麼這些錢要去澳門？ 

為什麼這些黑金、毒品要去到深圳，要去到廣州？為什麼廣州會有槍械？ 

為什麼澳門又會搜出那麼多槍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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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要一千支槍械來做什麼？澳門要五萬多發子彈來做什麼呢？ 

 

 

 

以 NED 來說，他不只會召集旺角的黑社會。 

在假期的時候，他會藉自由行購物團的方式， 

這班人真的有錢下來買名貴手錶或名牌手袋， 

但亦是他們在動亂時候一起出手。 

 

如果這樣看的話，聖誕節會是一個好機會，以 NED 一貫的做法，打鐵趁熱。 

他們用一些方法導致一些主要人物受傷的話，其他人就可以一呼百應， 

每個人都有 WeChat，每個人都有 FireChat， 

在中環受傷，接著在旺角、中環到處放火，引發暴動。 

 

 

 

影片：聖誕節危機 

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爆發「佔中運動」示威， 

示威者不斷持續作出無理的訴求、無賴和暴徒式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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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迅速失控，並演變成暴力衝突，也曝露出「顏色革命」的本質， 

而且在「佔中運動」佔領區的物資供應，源源不絕，其幕後金主的財政實力令人驚嘆。 

 

長達 75 天的「佔領運動」，四個佔領區包括：金鐘佔領區（金鐘、添馬艦、中環、灣仔）、 

旺角佔領區、銅鑼灣佔領區，及短期遭被佔領的尖沙咀佔領區等； 

持續大量物資供應，佔領區自給自足。 

包括：大量公眾睡眠區的帳篷、雨衣、雨傘、保暖毛氈、薄被、保溫地墊、毛線帽、禦寒裝備、 

還有充足食物、飲用水，可供數百至到數以萬人的佔領者任吃、任睡、任用。 

 

 

 

新聞片段： 

另一方面，佔領區有大批物資繼續支持踏入第二個月的佔領運動。 

以現時的捐贈情況來說，物資站的義工估計可以撐過冬天， 

又明言只要佔領區的學生一天不撤退，他們就會留守到最後。 

但是建制派紛紛質疑，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支援。 

佔中發生以來，一箱箱的物資源源不絕地送到佔領的現場， 

飲料、餅乾、雨傘、口罩，無一不是需要錢來購買的。 

幕後的資金來源是惹人深思的。 

 

新聞片段： 

香港環境保護協會在「佔領行動」開始首四日， 

分別派義工在中環、灣仔、金鐘等集會現場收集垃圾作分類， 

計算四日已使用超過 150 萬個膠水樽，其中三成樽裝水未喝光便遭棄置。 

 

在「佔領行動」開始首四日，佔領區已使用超過 150 萬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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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75 日的「佔領運動」，單單提供首四日飲用水的開支，已經可以超過千萬港元。 

 

 

 

這裡，還未計算上述提及的基本生活物資支出。 

而且佔領區均有組織地，進駐物資站及醫療站，裡面提供大量醫療鹽水及藥物、 

大量貴重的廣播音響器材、堵塞道路用的卡板，還有提供極之充裕， 

在需要發生衝突時應用的眼罩、口罩、保鮮膠膜及安全頭盔等防護用品。 

 

 

 

據中國評論新聞 2014 年 11 月 24 日，引述《東方日報》進一步披露稱，有人拋出 3,000 萬港元巨款，

讓四路黑勢力染指「佔領」行動，「價目表」更廣發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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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透露，金鐘佔領區及旺角佔領區，參加者每天收取 800 至 1,000 港元的「補助」。 

另外一黑幫，其經手人開出的價錢從 500 至 3,000 港元不等。 

例如：到場聲援 500 港元，靜坐或罵警察能拿取 1,000 港元， 

推人打人收 1,500 港元，出口又出手收 3,000 港元。 

幕後收買黑社會的金主，企圖利用黑幫的仇警心態，在「佔領」平台上伺機製造更大混亂， 

由於有黑金的「補助」，這就是有所謂「支持佔領者」不遺餘力猖狂辱罵警員的背後原因。 

 

 

 

隨著 75 天的「佔中運動」結束，初步綜合上述「佔領」經已動用的龐大開支， 

幕後金主的財力實在驚人。 

 

另一方面，從「佔中運動」發生至今，不論在操作及步驟上，都與多個「顏色革命」的形式完全一

模一樣，實行港版的「顏色革命」，製造社會極大的分裂和混亂。 

 

縱使，多次得到西方被收買的媒體配合，冠以「雨傘革命」的字眼， 

藉此在國際間推波助瀾，引發各國關注及支持。 

明顯地，普羅大眾都可以見到「佔中運動」背後，都充滿著極龐大的外國勢力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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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Freemason 所控制的美國政府、NED 及 NDI 等等， 

好讓 Freemason 藉著「假民主」的運動，來顛覆這些對自己利益有威脅的國家， 

甚至，引發中國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騙局。 

 

只是，我們必須留意，Freemason 並他們的爪牙絕不會輕言罷休， 

甚至，有機會乘著一些特別節慶的日子， 引發大型騷亂、破壞， 

好讓佔中事件升級，甚至可達至所謂國際關注的級數。 

 

事實上，Freemason 慣常在一些特別日子成為他們的代表作， 

尤其常常以 12 月 25 日聖誕節作為一個「神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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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向來安定太平的香港，在 1981 年 12 月 25 日，距今 33 年前， 

聖誕節當日於香港島中環曾發生一次青少年騷動，事件中有 11 人受傷、7 輛汽車被破壞。 

這次騷動對香港政府的青少年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 

 

 

 

甚至，早在 1941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淪陷的序幕，史上稱為「黑色聖誕節」， 

日本軍隊多路進攻，香港於短短十八天內失守。 

港督楊慕琦在九龍「半島酒店」簽投降書，開始日軍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管治， 

一直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軍投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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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雖然香港「佔中運動」多個堵塞的道路經已開通， 

只是仍有不少資料顯示，一些激進的「佔領者」計劃在聖誕期間，煽動市民製造騷亂及破壞。 

 

2014 年 12 月 7 日，香港警方拘捕一名自稱「佔中」支持者的男子， 

在網上號召和組織，意圖於聖誕期間，煽動市民組成攻擊隊圍堵旺角及衝擊立法會等， 

至於，該名男子曾於 2008 年藏有危險藥物及盜竊罪被捕。 

 

 

 

該名男子在網上詳列部署行動，包括：煽動市民於聖誕期間（24 至 26 日）， 

連續三天在佔領區大搞「領袖派對」，更將參加者分為六組攻擊隊，又列明每組進攻方式。 

包括：用鐵筆、鐵錘及磚頭發動攻擊；並提醒參加者需準備「重裝」保護。 

 

12 月 9 日報導，疑由激進組織策劃並有黑社會混入參與的「購物阻路」行動， 

幾乎每晚都到旺角一帶聚集叫囂，嚴重騷擾商舖的正常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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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搗亂者更在網上呼籲在聖誕三天假期內（24 日至 26 日）大搞「派對」及所謂「報佳音」，

計劃率眾禍延旺角至尖沙咀，務求挑釁警方和浪費警力。 

 

12 月 13 日報導，佔中行動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表示：佔領行動衍生出一班比較激進的抗爭者， 

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爭取訴求可能已經過時，又指聖誕及除夕會是激烈抗爭的高風險期。 

 

12 月 14 日，警方消息稱由於平安夜和除夕將至，每年均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在這兩天上街慶祝， 

不排除有滋事分子借機重佔道路，因此警方絕不鬆懈，以防「平安夜」不平安， 

 

其中，已經舉辦除夕倒數活動 20 年的銅鑼灣時代廣場，也計劃取消倒數。 

 

除此之外，正值「佔中運動」發生的同時，廣東省、香港及澳門等地的販毒罪案不斷增加， 

 

明顯地，正如日華牧師所分析：「佔中運動」背後的資金來源，確實與黑社會及毒品有密切關係， 

 

估計「聖誕節」假期期間，從澳門、深圳，並鄰近香港地區的黑社會， 

將會來港大灑因販毒而得金錢，以裝作「購物旅遊」， 

然而，這些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大量黑社會，只為將「佔中事件」順水推舟，引發暴動。  

 

綜合上述種種資訊，或許發生最嚴重情況的可能性只有 10%， 

而事實上，Freemason 一貫對「12 月 25 日」這個「神秘的日子」的執著， 

甚至，定為獻祭予邪神荷魯斯 Horus 的日子，  

Freemason 定必會再在某一年聖誕節引發大型「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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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教會肩擔著守望者角色，在此給大家兩個提醒： 

1）在今年的聖誕節期間，為著人身安全，必須遠離人多的地區。 

例如：中環、金鐘、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等，甚至其他將會聚集人群的地方。 

 

2）若果時間及經濟許可的話，亦可以考慮暫時離港，到別處旅遊，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回顧過往兩個多月來，對 Freemason 背後藉著黑金和毒品所收買的黑社會， 

不斷滲入「佔中運動」之中，製造多次暴民式衝突事件，都有目共睹。 

 

所以，乘著節日發生更激烈的衝突事件，可能性很高， 

有鑑於此，當小心行事，以保人身安全。 

 

要麼不出事，若出事的話，你們在那區，隨時有生命危險。 

身為牧師，即使這個可能性只有一成，我也在這裡呼籲各位弟兄姊妹， 

或者聽了這篇信息的人，如果可以的話，聖誕節不要留在香港，尤其是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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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去不到外國旅行，起碼不要去中環、尖沙咀、彌敦道、佐敦道， 

這些地方去看煙花。盡量遠離這些香港最有價值的地標。 

 

因為，這是 NED 破壞的對象， 

且看烏克蘭，阿拉伯之春，他們所破壞、所選擇的地方，不是一般市民會選擇燒毀的地方。 

當事後訪問那些群眾時，他們都說不是他們做的，而是有人聘請回來的人做的。 

他們會選擇你最辛苦建立而來，百年的基業和最好的地標。 

 

 

 

 

因為，第一，如果燒掉了那些地方，就沒有了旅遊點，就沒有遊客來消費， 

這樣，就能立體式打擊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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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是聖誕節，真的不要去那個地區。 

事實上，他們喜歡選擇節日亦是有理由的，因為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記憶傷痕。 

假若，聖誕節在這裡發生事故，日後假期還有誰會考慮來這個地方呢？ 

因此，NED 就是這麼殘忍。 

 

NED 亦是因為這原因去選擇這些學生。 

這些學生，未曾賺錢謀生，但卻很殘忍，內心差勁。 

他們能與你玉石俱焚，一拍兩散，殺了你也可以。 

你打他們的頭，他們就哭。他們受小小傷，就可以說你暴力，他們踢斷你的雙腳卻沒有問題。 

這些年青人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再強調多一次，臨近聖誕節， 

「如果聖誕節沒發生任何事，那麼新年呢？」我不知道， 

但我作為牧師，只要有一成的機會導致你生命危險的話，我就建議大家可以小心點兒。 

現時，迎面前的就是聖誕節，所以大家要留意究竟會否有這個可能性？ 

 

當你聽這篇信息的時候，錄製的時間是 12 號，但你聽的時候已經是 21 號了。 

如果，在這段時間，這些學聯或學民思潮，計劃在聖誕節時，將事件弄大， 

那麼，可能性已不只一成了。我不是說一定會發生。 

因為可能會是新年，因為他們覺得新年對香港的傷害會更大。 

 

但總而言之，整件事是玉石俱焚。 

並不是一個小朋友在家中撕下一張紙，弄破玻璃杯那麼簡單。 

這小朋友會破壞家中的高清電視，弄壞了價值過萬的梳化椅，燒掉了父母辛辛苦苦裝修的漂亮廚房。 

 

他們正在做出對香港破壞性的舉動，這必定是 NED 所煽動的，他們才會這樣做。 

所以，他們會選擇這些地方和這些時間，其可能性是高的，如果不是聖誕節，就會是新年。 

 

但以現在來說，最接近的就是聖誕節， 

我覺得需要給弟兄姊妹一個提醒，就是大家盡量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話，在假期的時候，可以離開香港，去別處旅行。 

 

最後，每一個都與三個人說：「我們又去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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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