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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0 月 4 日分享 

第一章：2015 年 8 月 16 日 Webbot 的 23 點預測 

1）結了冰的石油 

2）空無一物的空間 

3）可怕的土地冬天 

4）法律地震 

5）聯邦修剪 

6）將來的回音 

7）離群的午餐 

8）英屬的惡夢 

9）乾旱的天空 

10）新的經驗，用舊的做法處理 

11）浮動的村莊 

12）浮動工作 

13）地球會出現最後的二元化 

14）泥可以伸長，鋼卻不能 

15）學生的發呆 

16）不斷下跌的漩渦 

17）條紋的跳舞 

18）沖洗的梳打 

19）騾子的團隊日 

20）草坪戰爭 

21）誰坐在司機位置？ 

22）貴重的隊伍 

23）歷史上的掃盪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以答問方式，分享 Webbot 的內容。 

問題一：現時 Webbot 和許多經濟分析都指九月將會出現經濟動盪， 

例如：美金崩潰以及政府凍結人民儲蓄。 

這情況對中國大陸的平民百姓於內地的人民幣儲蓄會否有很大影響？ 

 

答：即使開始時的影響並不大，但後來一定很大， 

因為 Webbot 提到於十月，貨幣戰爭的規模會較八月龐大數倍， 

到明年三月，又會較十月龐大數倍。 

 

其實，中國政府擊沉股票市場，令有錢人失去一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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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使人民幣貶值，擊沉貨幣， 

當人們眼見自己的金錢消失，金銀價格卻以倍數上升， 

那麼，人們一定會購買金銀。 

 

事實上，中國是全世界購買最多黃金的國家， 

當人們購買金銀，就等於將財富轉移給政府， 

因為當金銀價格上升，政府手上的金銀價值亦會水漲船高。 

 

 

 

中國政府於短時間內，已兩次公佈其黃金儲存量，但實貨金銀的數量不多， 

因此，假若少數人大量購買的話，就會很快被搶購淨盡。 

中國這種做法，最終會演變成「金本位」制， 

不單可以對抗美國使黃金及石油貶值的陰謀， 

同時，亦讓外國的財富流入中國人手裡。 

 

因為當外國的中國人不斷購入金銀，並存放在當地， 

經濟崩潰過後，中國人於當地擁有的金銀，就等於擁有全世界的財富， 

他們可以於當地購買土地、貨物。 

 

問題二：Webbot 提及太陽風的疾病，我們應何時開始佩戴防輻射帽呢？ 

 

答：現在處身戶外已經需要佩戴帽子， 

室內則不用，因為建築物的水泥能抵擋像微波般的太陽風， 

因為太陽風所造成的中風、中暑或猝死現象，政府不會公開真相， 

所以，與其冒險，倒不如常常佩戴這種帽子。 

 

問題三：我們之前所做的帽子，是在裡面鋪上鋁箔。 

現在，我們可否以導電布料替代鋁箔？ 

 

答：可以，只要在原有帽子縫上銀纖維布料便可。 

但防輻射帽的好處，在於帽身較闊，能遮蓋臉部和頸部，所以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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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神在香港的主軸，正是「玫瑰園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作為主角，港幣會否安全呢？ 

 

答：不一定。因為按雙魚座的神話記載，其中一條魚會先沉入水中。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經濟崩潰的情況就難以想像。 

因為貨幣的價值，並不是由一個城市自行決定的， 

若果別人不信任你的城市，就同樣不信任你的貨幣。 

而且，因港幣是與美金掛鉤，當美金變廢紙，港幣也會遭殃， 

再者，《聖經》提及，在我們被提後，到時全世界也不會使用紙幣。 

Webbot 的資料甚至顯示，未來數年，全球貨幣都會變為廢紙， 

所以，港幣同樣會變廢紙，之後，人們便會轉用電子貨幣。 

 

問題五：Webbot 資料顯示，我們現在介乎「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即將發生的時間， 

那麼，弟兄姊妹儲備白銀時，首選在國內儲備是否比較理想呢？ 

 

答：在國內儲備上，比例最好只是多出少許，接近兩地各佔一半比較好。 

 

 

 

而香港，即使放在保險箱，位置也絕對不要接近香港島，應該靠近新界。 

但按著「玫瑰園計劃」，香港是我們將來真正作工的地方， 

只是，我們要以智慧人的方式先離開一段短時間，接著再回來， 

尤其是當別人知道我們來自神的揀選，儲存了白銀，擁有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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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動盪的時候，必定有不法之徒希望傷害我們。 

 

謹記：我們是神所帶領，已到了半點也不偏差的地步， 

例如：蘋果公司推出玫瑰金色的手錶，印證我們的信息， 

並且，當主日信息提及中國大陸 KFC（肯得基家鄉雞）， 

第二日，中國 KFC 就推出一款粉紅玫瑰色的漢堡包， 

若果牧師沒有於五月份北上旅行，就不會在信息提及 KFC， 

所以，每次北上也是神所認可，印證我們每一天也沒有偏差， 

亦因此，我們要依據神的感動去做，不能懶惰和大意。 

 

問題六：我們於 2013 年 5 月北上大度假，是來自 Webbot 對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當中提到白銀價格暴升是一個標記，之後的一至兩個月內，就會出現「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而今年九月就是安息年完結、禧年開始，全球經濟將會有很大動盪， 

那麼，當白銀暴升的一、兩個月內，我們是否要動身北上呢？ 

 

答：首先，我們要知道，整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絕對是神所預備，並且出於神的心意。 

並且，「玫瑰園計劃」、港珠澳大橋等資料，也說明這套信息，就是這顆珍珠， 

香港是歷史上採珠的地方，中國更加是現時出產全世界 95%淡水珍珠的地方。 

 

 

 

2009 年 12 月 13 日分享第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港珠澳大橋就於兩天後動工， 

到了 2013 年，我們知道金銀、比特幣升值之後的十五日，「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就會出現。 

 

其實，如果當時真的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很多人也會因為研究 Webbot 而逃離審判和災難， 

但當年沒有發生，今年 Webbot 只是指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後遺症， 

卻沒有發出災難警告，沒有警告世人要離開岸邊，唯獨我們知道當中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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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真的如《聖經》所預告，當災難來到，不會有預警， 

並且，會取去一個，留下一個。 

 

 

 

但當我們切心研究、進行綵排， 

我們就會知道「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先兆標記。 

事實上，過去信息當中，Webbot 就佔了一大段落， 

而按照神帶領錫安一日也不偏差的原則，Webbot 的分享也是神所命定的。 

 

問題七：近期「天馬座行動」信息和 Webbot 的資料， 

讓我們更肯定，《哈該書》提及金子銀子都要運到神的家， 

Webbot 亦提及中國大媽在不同地方搶購金、銀和珠寶等， 

那麼，教會的變化又將會是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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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現時所見的步驟，是經過精心部署，就是讓接下來，最後大復興會隨著建殿完成而出現。 

全世界正按著 Webbot 所預測的發生，大媽們如「藍色螞蟻」一般到全世界尋寶， 

全世界的珍寶，也會因著中國大媽而來。 

 

相反，敗壞的西方國家，卻不能參與最後的大復興， 

因為既然中國是隱藏的十支派，那麼，必定會參與聖殿的重建， 

事實上，整顆珍珠和「玫瑰園計劃」，包括所有基建的規劃和建造， 

也像是神於歷史中，指示十王刻意營造，讓中國人能夠參與最後的復興， 

而今次中國的經濟動盪，也絕不是偶然，是為了讓世界的珍寶落入中國人手中， 

使《哈該書》的預言能夠應驗。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中國人的中秋節是對照住棚節， 

而 9 月 28 日，更出現 Tetrad（連環四月食）中，最後的月食。 

因此，今年將會是很特別的一年。 

 

 

 

過往，在每年 9 月也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讓錫安教會彷彿守了住棚節， 

例如：2009 年 9 月 5 日，神送給日華牧師的生日禮物， 

就是先知 Bob Jones 的預言，讓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今年 9 月 13 日的主日是吹角節， 

當日分享了接地（Grounding）和多頻震盪器（MWO）。 

 

 

 

然而，吹角節代表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看見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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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月亮也代表白銀，今年，我們亦確實看見白銀的短缺。  

 

   

 

而中秋節的傳說，就是「嫦娥奔月」，傳說嫦娥吃了長生不老藥，然後升天， 

同樣，MWO 因著奇妙的功效，被弟兄姊妹笑稱為使人長生不老的機器，這真是一個特別的印證。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 Webbot 內容。 

 

第一章：2015 年 8 月 16 日 Webbot 的 23 點預測 

開始之先，讓我們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 

今次，我們會接續分享關於 8 月 16 日的 Webbot， 

現在，當我錄製這段錄音的時候是在 8 月 17 日。 

 

當中，含有另一個補充，這補充也挺有趣的， 

這是基於很多人問他（Clif High）很多問題的緣故， 

這個補充變成回答問題的內容。 

 

接著，他發佈了一份 Webbot，主要將 23 個大題目拿出來討論， 

裡面出現的字眼、事物將會變成動向， 

但是，在這裡重複去看，再連貫不同的資料看時， 

似乎「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真的會在今年出現。 

 

關於經濟方面的資料，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都是真實的， 

因為，他從別處，已看到事件真的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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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現時我們看見中國以及全世界貨幣所出現的問題， 

更有深度地講述那件事將會有的預測。 

 

當然，除了有變動外，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人們也眾說紛紜： 

「這東西很快見底了！那東西又怎樣呢！」 

可是，沒有一個是可取的， 

在發生之前，所有人也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事， 

但當發生後，這些人卻說話多於做事， 

但其實，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 Webbot 卻不然，它不只說出將來的變化，甚至說出現有的連鎖反應， 

這也是我們要知道的，並且會成為一個線索， 

當我們見到這些線索的時候，我們便要作出預備， 

所以，我們正式開始分享當中 23 個大題目的內容。 

 

1）結了冰的石油 

因為好像有一些字眼，是形容全世界的石油帝國， 

他們好像一個大動脈和靜脈般， 

這些控制著全世界經濟與繁榮的動脈和靜脈都枯萎了。 

 

 

 

其實，他看見什麼事呢？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交通、工業、繁榮均依賴石油，  

假若沒有石油就不能供電；沒有石油，就沒有任何交通。 

 

影片：經濟泡沫是按著預知的陰謀 

日華牧師於「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中， 

曾分享到，十王是藉著中世紀聖路武士所發掘的聖殿寶藏， 

以預知世界走向的能力，統管《但以理書》所預言的第四獸國度。 

 

他們理解到，在這現今末後的日子，就是被提和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世界必定如《啟示錄》所預言，發生七年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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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全球人口只會剩下十分之一，其餘九成人都會在大災難中滅亡。 

 

正因為十王預知末世來臨的時間， 

並且於 1983 年藉太空總署所發射的人造衛星，確定 Planet X 將會重臨的真相， 

所以，無論是經濟、政治、社會還是軍事方面， 

十王都早已為到由 2015 年開始的七年大災難，作出充足的準備。 

 

例如︰自 2006 年起， 

挪威政府在北冰洋的斯瓦爾巴群島建造了一個種子貯藏庫，名為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 

主要用作收藏全世界作為食品的農作物種子，保護農作物的基因多樣性， 

防止人類在大規模災害時，永遠喪失某些糧食的基因。 

 

 

 

這項工程得到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支持，被稱為全球農業的「挪亞方舟」， 

同時，全球約有 1,400 個種子庫，有些座落於政局不穩或環境面臨威脅的國家， 

有些則因戰爭或內亂而遭到破壞。 

 

 

 

美國太空總署一直聲稱，地球在未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 

都絕對不會出現「種族滅絕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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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又如何解釋全世界政府都正在為大災難而預備末日種子庫呢？ 

 

另外，美國以及全世界政府，皆領導國民由 1970 至 1980 年代開始， 

以幾何級數的增長率，開發地球所有資源，包括︰黃金、白銀或是各種礦藏。 

甚至以泡沫式經濟，瘋狂地發行鈔票和貨幣， 

令整個社會都窮奢極侈地製造各種機械、商品和奢侈品， 

人們亦大力發展泡沫式樓市，以極為貪婪的方式炒賣樓盤， 

建造大量根本沒有人居住的大小樓宇，最終甚至淪為鬼城。 

 

單單看美國自 200 多年前立國起，至今天的國民生產總值 GDP 圖表， 

就會發現美國的經濟，由 1970 至 1980 年代開始，如同火箭升空般發展起來。 

 

 

 

這現象不單出現於美國，其實全世界政府於同一時間，都在進行同一件事。 

 

 

 

佔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國，亦由 1970 年代尾至 1980 年代初， 

完全放棄以往的共產主義，轉為我們今天所見， 

跟隨西方，不斷大力發展各項經濟，純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 

甚至，完全無視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以及經濟過度發展而導致人性的嚴重扭曲， 

為的似乎只想趕在某年某日前，挖光和用盡國家的所有天然資源。 

 

170 多年前，八國聯軍以武力打開中國的口岸， 

但今天，中國卻如同十王的殖民式工廠，與十王緊密合作， 

以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工資和最龐大的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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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資方面，一同為將要發生的全球性大災難預備。 

 

令《聖經》所預言的將來大災難時期裡， 

人們甚至可以在廢墟發掘許多經已出產的大量工具和物資，循環再用， 

好讓人類在災難中，因預先發掘的礦藏， 

以及預先製成的大量商品、物資、鐵路、網絡、房屋、鬼城， 

甚至避災地堡，而不致於在大災難中完全滅亡。 

 

從以下記錄片，大家可以知道， 

現今中國大陸已經成了名符其實的世界工廠， 

全世界的大企業，都利用中國的龐大人口、土地和天然資源，不斷瘋狂地生產。 

加上，中國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就可以更大力提升執行力，而不需要面對西方國家因民權和民主所帶來的高成本。 

 

並且非常明顯地，自從已故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於 1970 年代尾掌權之後， 

就立即與西方國家建立這種為他們企業服務的合作關係， 

打開中國各個沿岸城市，包括︰天津、上海和深圳等， 

讓全世界都可以在過去 30 多年間高速地生產各種物資。 

 

YouTube 片段：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 remarkable change has transformed the fac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The figures are mind-boggling. 

過去三十年間，一個重大轉變改變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之面貌，數據令人吃驚。 

 

Since 1980,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as increased by over 3000% from $300 billion to over $10 

trillion. 

自 1980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 3000%，從 3 千億美元到逾 10 萬億美元。 

 

This boom has been fueled by the remarkable ris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sector symbolized by the 

ubiquitous ―Made in China‖ mark on seemingly every factory-made product. 

推動著經濟發展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國製造業，由無處不在的「中國製造」產品標籤所象徵著。 

 

In 1988, China’s global trade was valued at $200 billion. Today, it is worth over $4 trillion. 

1988 年，中國全球貿易達 2 千億美元，今天已超過 4 萬億美元。 

 

This has led to a now familiar narrative: from a primarily poor and agrarian country. 

這創造了耳熟能詳的故事：從最初的貧窮農業國。 

 

China is now increasingly urban with a burgeoning middle class enab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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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xation of rules on private capital. 

中國現在越來越城市化，並出現新興的中產階級，這都源於中國共產黨放寬對私人資本的規定。 

 

This, we are told repeatedly has led to more people being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an 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這一點被人反復談及，就是這是世界史上最多人脫貧的時期。 

 

China is honoring former leader Deng Xiaoping for engineering the country's rapid economic growth. 

中國正在尊崇前領導人鄧小平，他為國家經濟快速增長所作的貢獻。 

 

Chen Weixiao is from Deng’s home province of Sichuan. He says Deng’s economic reforms made life 

better for ordinary Chinese. 

陳偉逍（音譯）來自鄧小平的家鄉四川省，他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使百姓有更好的生活。 

 

We’re eating well and we have nice clothes to wear. It’s a well-off society, everything is good. I’m very 

happy. 

我們吃得好，有漂亮的衣服穿，這是一個小康社會，一切都很好，我很快樂。 

 

Chen was a tourist in the southern city Shenzhen. 

陳是到南方城市深圳旅遊的旅客， 

 

The city was China’s first special economic zone which offer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foreign investors 

and exporters wanting to cash in on the country’s cheap labor. 

這城市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它提供優惠待遇給外國投資者和出口商，他們希望利用中國廉價勞

工賺錢。 

 

Thing that they’ve done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s lift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you know,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achievement. 

過去 30 年，中國共產黨所做的是助數億人脫貧，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成就。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re’s been more attempt to secure the interests of disadvantaged people and of 

relatively poor people in the countryside. 

在過去 10 年間，有更多措施推出，以保護弱勢群體和農村較貧窮的人的利益。 

As compelling as this narrative is, it does not tell the whole story. 

這段敍述聽上去令人信服，但整個故事卻不僅如此。 

 

While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 country as a whole is significantly wealthier than it was, three decades ago 

the masses of poor itinerant workers remain largely impoverished dividing their lives between long hours in 

sweatshop-like factories and restless nights in squalid, overcrowded company dormitories.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13 

無可否認，中國整體比 30 年前顯著地富裕起來，但大部分農民工卻仍然貧困，他們把人生消耗在長

時間工作的血汗工廠和晚上沒有安寧、骯髒和擁擠的公司宿舍。 

 

For the time being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conomy remains cheap, reliable 

labor. 

現時，中國對全球經濟最顯著的貢獻，仍然是廉價和質量可靠的勞工。 

 

Anyone who’s ever worked an assembly line can tell you about the pressure and the boredom and the 

fatigue. 

任何在組裝線工作過的人，都可以告訴你那種壓力、煩悶和疲累。 

 

Conditions in the factories have often been harsh Poor safety, illegally long working hours cramped 

accommodation, few breaks and little leave. 

工廠的工作環境往往是惡劣的，安全不足、非法的長工時，擁擠的住宿、極少的休息和休假。 

 

An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world’s largest electronics company Samsung by th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China Labor Watch has revealed that abuse of workers is rife in factories either owned by 

Samsung or in those that make parts for Samsung products. 

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於全球最大電子公司三星，進行作了一個臥底式的調查，揭示了虐待員

工的問題，發生在三星工廠和其零件生產商的工廠。 

 

Eight factories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six directly operated by Samsung and two supplier plants by 

spies posing as workers or interviewing workers. 

八間工廠被調查，其中六間由三星直接營運、兩間是供應商的工廠，臥底假裝成工人或參與入職面

試。 

 

They found forced and excessive child labor excessive overtime, exhaus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widespread verbal and physical abuse. 

他們發現大量被迫工作的童工，過度超時工作、惡劣的工作環境，以及大量的言語和身體虐待。 

 

This story – the story of the brutal conditions that make the world’s cheap plastic products possible and the 

desperation of the workers who make them – has threatened to burst through the bubble of first world 

ignorance before. 

這是一個有關世界廉價塑膠產品背後的殘酷故事，以及一眾生產員工的絕望故事，這故事使第一世

界國家的無知破滅。 

 

In 2012, the issue of the suicide problem at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 Foxconn – with over one million 

employees across China and 400,000 in Shenzhen alone – became headline news. 

2012 年，電子產品製造商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成為頭條，富士康在中國有逾 100 萬名員工，單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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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已有 40 萬名。 

 

When it was brought to the public’s attention by Mike Daisey and his one man show, ―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of Steve Jobs‖ which detailed his experience traveling to Shenzhen with an interpreter and 

interviewing the company’s workers. 

員工自殺事件引起公眾關注，源於藝人 Mike Daisey 及其節目《喬布斯的痛苦與狂喜》，節目披露

Daisey 與傳譯員，到深圳訪問富士康員工的過程。 

 

In my first two hours of my first day at that gate. I met workers who were 14 years old, I met workers who 

were 13 years old, I met workers who were 12. 

就在到達富士康門口的首天，首兩小時內，我遇到 14 歲、13 歲、12 歲的工人。 

 

Do you really think Apple doesn’t know? 

你真的認為蘋果公司不知道嗎？ 

 

When Daisey’s story was eventually found to contain errors and fabrications the issue of Foxconn’s 

treatment of its workers disappeared from the news cycle. 

當 Daisey 被揭發失實報道和捏造新聞時，有關富士康員工的新聞亦隨之消失。 

 

But the reality underlying that story a reality of long hours and poor pay and suicide nets disappeared with 

it. 

但故事隱藏的現實：工時長、低工資和防自殺安全網亦隨之消失。 

 

The suicide nets went up in the spring of 2010 when nine Foxconn workers jumped to their deaths in the 

span of three months. 

防自殺安全網在 2010 年春天出現，因 3 個月內有 9 名富士康員工跳樓死亡。 

 

A total of 18 employees took their own lives or tried to in recent years. 

近幾年共有 18 名員工企圖自殺或自殺死亡。 

 

Some striking news: an employee of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attempted to kill himself by cutting his 

veins Thursday in South China’s Shenzhen city. He survived after medical treatment. 

驚人消息：富士康科技集團員工於週四，在中國南部的深圳市試圖割脈自殺，搶救後存活下來。 

Now the suicide attempt came after 12 Foxconn employees had tried to end their lives and 10 had 

succeeded by falling from buildings so far this year. 

這是繼 12 名富士康員工試圖自殺後又一案件，本年至今已有 10 名員工跳樓身亡。 

 

A tragic state of affairs, and in response Foxconn has taken action to ensur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ir 

employees by making them sign a pledge vowing not to kill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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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就慘劇採取行動，以確保員工心理健康，那就是要求員工宣誓，承諾不會自殺。 

 

Done and done! 

那便完成！ 

 

While the average worker building electronics in the US today makes over $23 an hour and works 41 hours 

a week. 

現今美國一般電子製造工，每小時賺逾 23 美元工資、每週工作 41 小時。 

 

Most of the people at Foxconn earn just over $2 an hour and strive for a 60-hour work week. 

大部分在富士康的員工，只有每小時逾 2 美元的工資和一週工作 60 小時。 

 

Shifts have overtime built-in so workers regularly do more than 60 hours a week more than Apple’s 

guidelines. 

每次輪班都必定超時工作，故員工普遍每週工作逾 60 多小時，超過蘋果公司的準則。 

 

So if the workers at the bottom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have seen very little of the benefits of that 

miracle. 

所以，如果中國經濟奇蹟的底層員工，只沾到奇蹟的些微好處。 

 

The question is: who has?  

那麼誰擁有大部分呢？ 

 

The answer, perhaps unsurprisingly is that a small group of families all related to a small cadre of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surrounding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ping during the country’s transition out 

of Maoism in the 1970s have reaped the lion’s share of this new wealth. 

答案也許在意料之中，就是那一小群的家庭，他們與一小撮在中國領導鄧小平身邊的政客和官僚相

連，那時正值 70 年代中國脱離毛澤東思想的過度時期，他們在這新財富中分了一大杯羹。 

 

And they did so by cutting a deal with the corporate, financial and banking elite of America who were 

searching for a way to move the US manufacturing base offshore. 

他們與美國商界、金融和銀行精英達成決定性協議，因為當時那些精英正尋找方法，把美國製造業

基地轉移海外。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is part of the story, we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to know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 country was colonized to serve wealthy foreign interests. 

為了理解這一部分，必先了解中國歷史，要理解以往中國亦曾被建成殖民地，來滿足富強外國的利

益。 

 

In the 18th century, Europeans developed a taste for various Chinese goods including silk, te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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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celain. 

18 世紀，歐洲人對各種中國商品，如絲綢、茶葉和瓷器甚具興趣。 

 

The trade for these goods was largely one way China was not so interested in European goods. 

此類商品貿易大多是單向的，因中國對歐洲商品並沒多大興趣。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of Europe’s silver bullion found its way into China and stayed there. 

結果，越來越多歐洲銀條流入並儲存在中國。 

 

To correct this trade imbalance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hit upon a Machiavellian solution. 

要解決這種貿易不平衡，英國東印度公司想到一個詭詐的方案。 

 

It used intermediaries in Turkey and India to smuggle opium into China where opium dens became 

commonplace and the effects of opium addiction ravaged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它透過土耳其和印度的中介公司走私鴉片到中國，鴉片煙館隨後遍佈街頭小巷，鴉片成癮的毒害更

蹂躪中國農村。 

 

By 1838, as many as 12 million addicts populated the opium dens, many idle and unemployed some selling 

their family into slavery to afford their habit. 

到 1838 年，中國已有多達 1,200 萬名鴉片成癮者，他們遍佈鴉片煙館，閒散、失業，有的更賣家為

奴以維持毒癮。 

 

When Chinese Special Imperial Commissioner Lin Zexu was dispatched to Canton, now modern-day 

Guangzhou, to stop the opium trade the British responded by sending warships and expeditionary forces to 

wreak havoc on Chinese ports and coastal cities. 

當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被派往廣東（即現今廣州）禁止鴉片貿易時，英國隨即派遣軍艦和遠征軍

隊，嚴重破壞中國港口和沿海城市。 

 

This, the First Opium War led to a decisive British victory and the Treaty of Nanjing which ceded Hong 

Kong to the British as well as forcing open five major port cities to British trade including Guangzhou, 

Xiamen, Fuzhou, Ningbo, and Shanghai. 

這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帶來具決定性的英國勝利和《南京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以及迫使中國

五大港口城市開放予英國貿易，包括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 

This began an era that Chinese nationalists later called the ―Century of Humiliation‖ . 

開啟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稱為「百年國恥」的時代。 

 

The Qing dynasty had itself been humiliated and unequal treaties like the Treaty of Nanjing underm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de restrictions, foreign relations and even the country’s legal system. 

清朝被羞辱，以及《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損害傳統中國貿易限制、外交關係，甚至損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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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度。 

 

China had become yet another outpost of the British Empire, still autonomous but as integral to Britain’s 

trade interests as any of its colonies. 

中國已成為大英帝國又一基地，雖仍是自主，卻已成為英國貿易利益的一部分，與其他殖民地無異。 

 

With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1949 China once again retreated into its ―Middle Kingdom‖ status 

severing its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ties to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ther western powers that 

had long held such power over it. 

隨著 1949 年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再次退回至其「中間國家」的地位，脫離控制中國多年的，英國、

美國及西方列強在外交和經濟的聯繫。 

 

As Professor Michel Chossudovsky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explains however, those 

ties were to be formed once again less than three decades later. 

全球化研究中心總監 Michel Chossudovsky 教授解釋，這些聯繫卻在 30 年之後再次建立。 

 

so 1972  is a landmark date. 

1972 年是重要的年份。 

 

1976 is the major landmark date for the transition. 

1976 年是這個轉變的重要里程碑。 

 

Zhou Enlai dies in early 1976. He was very much a go-between the two faction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Left and the Right, the Capitalist Roaders and so on. 

周恩來於 1976 年年初去世，他在共產黨兩派擔當中間人，即左派和右派，以及走資派等等。 

 

and then Mao Zedong passes in September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there is a 

regime change where the so-called Gang of Four, but they were depicted as the Gang of Four. 

毛澤東隨後於 9 月逝世，毛澤東死後隨即出現了權力更替，就是人稱的「四人幫」。 

 

the four major leaders within the state apparatus were in effect displaced and arrested and demonized and in 

fact these were supporters of Mao Zedong. 

即國家權力核心的四位主要領導人，隨即被革職、逮捕和冠上不同的罪名，事實上他們都是毛澤東

支持者。 

 

This coup could not have been, have taken place while Mao Zedong was still alive and the Western media 

celebrated pretty much reverberated the pos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當毛澤東仍在生時，這場政變不可能發生，西方媒體大多慶幸有這場政變，為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地

位帶來影響。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18 

And then there wa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with a new leader Hua Guofeng which lasted approximately well 

about a year to two years and Deng Xiaoping made his comeback in 1977-78 and in 1978 they established 

the free trade zones which was very crucial. 

之後的過渡期由新領導人華國峰主政，他掌權的時間大約一、兩年，到了 1977 至 1978 年鄧小平復

出，並於 1978 年建立非常關鍵的自由貿易區。 

 

and subsequently of course in 1979 Deng Xiaoping travels to America and also makes the statement or 

expresses his anti-Soviet position and he said, "how do we tame the polar bear?" so to speak. 

鄧少平隨後於 1979 年出訪美國，期間發表講話表明他對抗蘇聯的立場，並向世界反問「如何縛住北

極熊？」。 

 

And then in the early 80’s you had some important landmark decisions. 

80 年代初期，中國作出好些重大決定。 

 

One was, I think, 1983, was the new Chinese Constitution which abolishes the People’s Commune which 

ultimately was still how they managed to inscribe economic policies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is quite, you 

know, is quite unusual in some regards. 

其中之一是 1983 年的新中國憲法，當中廢除了人民公社。 

而新憲法終極目標是提倡新的經濟策略，這在某程度上而言是比較不尋常的。 

 

And then in the following year, 1984 they extend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o much broader areas in what 

were formerly the treaty ports of the colonial or semi-colonial period. 

隨後的 1984 年，他們擴大了經濟特區的版圖，納入從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時期的通商口岸區域。 

 

Now that is of cours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hat they were restoring and in the same, of course in the 

same cities we’re talking about Tianjin, Guangzhou, Shanghai of course and what they do is they restore 

areas where foreign companies can come in and invest.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因為他們選擇了一樣的城市進行重建，所指的是天津、廣州，當然還有上海，

他們重建這些地區，讓外國企業能夠進駐和投資。 

 

It’s much more directed towards broader 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y. 

當中主要著重擴大工業化和技術層面， 

It’s not limited simply to assembly-line type of operations but that was of course very crucial. 

而且不僅限於組裝線等類型的操作，但當然這些非常重要。 

 

Now I should make a flashback to the 19th century, because in the wake of the Opium Wars which started 

in 1839 which, well, without getting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this war, there was a treaty and there were 

subsequent treaties. 

讓我們暫且回到 19 世紀，回顧始於 1839 年的鴉片戰爭所引發的事，我們不會探討這場戰爭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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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性，這場戰爭帶來了一份條約和好些後續條約。 

 

The Treaty of Nanjing is 1842, which opens up China to Western merchants and investment and so on 

including, and then subsequently railways,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so on and it puts China’s trad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olonizers in particular Britain - it controlled the customs. 

1842 年簽署的《南京條約》，開通了中西貿易和投資等渠道，後來還有鐵路和不同公共基建等等，

它使中國的貿易置於殖民主義者的控制之下，尤其是控制了關口的英國。 

 

Now that particular structure was used as a model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to foreign capital in the wake 

of, let's say, in the wake of Mao’s death what we might describe as the post-Mao era. 

這種結構在毛澤東死後，被用作為重建中國和外資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形容這為後毛澤東時

代。 

 

And they use in fact the same terms, the "open-door policy". 

他們亦用上了同樣的名稱「門戶開放政策」。 

 

Now the "open-door policy" is an American concept which was part of a treaty, it’s the Treaty of Wanghia 

which was signed shortly after the Treaty of Nanjing. 

「門戶開放政策」是一個美國概念，這概念來自於《望廈條約》的一部份，這條約是在《南京條約》

後不久簽下的。 

 

And so there they reinstate the structures of trade which prevailed prior to 1949. 

所以他們其實是恢復 1949 年之前所盛行的貿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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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國由 1980 年至今 35 年間，GDP 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 30 倍，由 3000 億美元上升至 10 萬

億美元。 

 

 

 

而全球的 GDP 亦由 1980 年的 11 萬億，升至今天的 70 多萬億，總共上升了 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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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世界石油和天然氣的產量，由 1970 代尾開始亦呈幾何級數上升， 

2011 年到了頂峰，之後就一直下滑，因為，它們已經被開採得一乾二淨。 

 

 

 

黃金和白銀的開採，亦於 2010 年打後到了頂峰，隨後一直下滑， 

至今，白銀甚至已經差不多被開採淨盡了。 

 

 

 

同時，美國於過去 30 多年，徹底改變以往的正派作風， 

以各種偽旗行動為藉口，武力入侵別國，尤其是中東回教國家， 

搶奪其石油和毒品資源，加速完成發掘地球資源的工作， 

於國內則預備好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所設的營舍 FEMA Camp、 

國土安全部、警察軍事化和槍械管制等， 

確保基督徒被提後，美國仍然能夠控制社會秩序。 

 

明顯地，過去 30 多年，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中國成為列強的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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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絕對不可能有著今天的繁榮程度，亦不可能擁有這種過度豐富的物資。 

所以，十王是早已預知，並為到可能是由 2015 年開始的七年大災難， 

在各方面，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及軍事作出萬全的準備。 

 

但他卻看見石油凍結了。 

因為，現今社會，石油是維持全世界交通、工業繁榮的主要因素， 

但 Webbot 卻看見由於資金被凍結，從而令石油亦都被凍結， 

導致全世界的科技好像倒退了一般， 

就如一個生物的動靜脈也萎縮了一般，血液未能運行一樣。 

 

  

 

然而，我卻要告訴你，其實這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全世界使用石油的情況，其實對地球做成很瘋狂的破壞。 

例如我們乘坐一輛汽車，就好比同時有 80 人一同呼吸一樣，即是 80 人同時使用氧氣， 

如此就會出現一個現象，按著 Webbot 在錄音所說，地球擴大之後，就連氧氣也稀薄了。 

 

 

 

但我們要知道，當我們乘坐 747 客機， 

它十小時的航程，是等如 200 萬人一同用氧氣、一同呼吸， 

如此，你就能明白為何空氣質素會差，氧氣變得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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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很多人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缺氧的問題了。 

 

 

 

事實上，不只一架飛機在飛行，再加上汽車、船和很多燃燒石油的交通工具， 

所以，石油被凍結，其實對地球也是一件好事。 

 

因此，按著神所預計，各樣東西都應該是剛剛好的， 

現在你會看見爆炸、污染為何會是愈來愈嚴重， 

是因為其他氣體增加了，但氧氣卻減少了。 

 

 

 

而 Webbot 提到，其中一個出現的大問題，就是人們明顯感到氧氣少了， 

因為地球擴大了，相對地各流層的大氣就會變得稀薄， 

而按著 Webbot 作者 Clif High 的錄音分享，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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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地球擴大令大氣層空氣變薄 

早於 2011 年 6 月 12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日華牧師已經就地球擴大的理論作首次分享。 

除此之外，原來地球擴大還會產生另一個影響，就是令大氣層變薄，原因是甚麼呢？ 

 

地球大氣層，又稱大氣圈，是因為重力而包圍著地球的一層混合氣體， 

它是地球最外層的氣體圈層，包圍著海洋和陸地， 

地球大氣的主要成分為氮、氧、氬、二氧化碳及少於 0.04%的微量氣體，這些混合氣體統稱為空氣。 

 

 

 

由於地球的引力作用， 

令差不多所有氣體也集中在距離地面 100 公里高的範圍， 

而其中 75%大氣，更集中在距離地面 10 公里高的對流層範圍， 

換言之，大氣層就是一層約 100 公里厚，包圍著地球的空氣， 

所以大氣層是有一個指定的總體積。 

 

如果地球因為 Planet X 逼近而擴大， 

但大氣層空氣的總體積卻沒有增加，相對地大氣層就會變薄了。 

例如︰地球的半徑平均大約是 6371 公里，按幾何學數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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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體積就等於 1.0832 X 10^12 立方公里。 

 

 

 

以大氣層高度為 100 公里計算， 

體積大約就是 5.1811 X 10^10 立方公里。 

如果地球的體積擴大了，但大氣層的空氣沒有相應增多， 

包圍著地球的大氣層厚度或高度就一定會變薄了。 

 

原理就如同一個指定大小的水杯，假設容量為 300 毫升， 

如果把 300 毫升的水倒入杯中，就會剛好裝滿水杯，兩者的高度會相同。 

但如果把 300 毫升的水，倒入一個容量有 600 毫升的杯內， 

水的高度就會下降，和先前的高度不一樣， 

因此，同一原理，地球擴大就會令地球的大氣層變薄了。 

 

 

 

2）空無一物的空間 

第二點，他提到空無一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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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語之所以出現，是由於將來在食物鏈中， 

會出現最缺乏的一環 ── 魚類，這是海中獲得的食物。 

將來會有一些漁船回來時，會提到有一些海域， 

以至是整個海洋也沒有魚，在整個海洋都找不到食物。 

 

但其實，這一點我們早已說明， 

海洋死亡其實在 311 日本大地震時，我們就已經知道，只是大家假裝不知道而已， 

之前裝作有份量的專家，連海洋微粒、每一樣的百分比都知道。 

但現時，這麼大的事情，他們卻可以完全不知道？ 

 

 

 

我們可以預知這麼大的事情，但這些裝作清楚了解的所謂專家， 

現時，海洋裡連海草也沒有一條，他們都可以假裝什麼都不知道， 

可見，其瞞騙手段是多高明！ 

 

影片：魚類及海洋死亡 

日華牧師分享有關 8 月 16 日 Webbot 資訊， 

其中第 2 點，Webbot 預告於食物鏈中，其中最缺乏的就是魚類， 

世界各地將會發生大量魚類離奇死亡事件，甚至將出現海洋死亡現象。 

 

自日本 311 核輻射泄漏事件後，由 2012 年 4 月開始，太平洋地區頻頻發現各種變異海洋生物。 

2012 年 4 月，海洋哺乳動物中心（The Marine Mammal Center）發現一隻先天缺陷及畸形的海象， 

如脊柱畸形駝背和有兔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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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4 月 19，美國西岸 San Francisco Gate 網上記載， 

發現一隻海象的脊椎有一節額外膨脹形成明顯的駝峰，其身體消瘦， 

事實上，在海洋哺乳動物中心，專家已經發現有許多小海象或海豹有相同脊柱彎曲的缺陷。 

 

 

 

踏入 2015 年情況更加嚴重， 

2015 年 2 月 27 日，阿拉斯加土著部落健康協會 ── 地方環境觀測（Alaska Native Tribal Health 

Consortium – Local Environmental Observer），發現一條黑色基因異變的魚， 

魚的左側增長及出現脫位，懷疑有可能因為某種疾病或環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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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 日，NOAA 漁業成員（NOAA Fisheries）在西岸拖網時， 

發現一隻不尋常的海星，形狀明顯出現突變。 

 

 

 

另外，2015 年 6 月 21 日，有人捕獲一條銀色變形的比目魚，它的鼻子及上唇的一部分完全丟失。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28 

8 月 28 日，巴西里約熱內盧奧林匹克公園旁一個湖泊， 

有最少一噸魚死亡，包括數以千計的鱸魚及鯔魚等。 

 

8 月 28 日，美國德薩斯州貝敦湖（Baytown lake）有成千上萬的死魚，發出惡臭氣味。 

 

9 月 1 日，英國西德茅斯（Sidmouth）其中一個優美的海灘，數以十萬計的小魚被衝上海岸死亡。 

 

從 9 月 6 日起，韓國廣尚南道南海郡附近海域，發生大面積紅潮，紅潮已導致 83 萬條養殖魚死亡。

包括真鯛和石斑魚，直接經濟損失達 17.5 億韓元（約合港幣 1260 萬元）。 

 

9 月 6 日，在合肥南淝河新港段至繁華大道跨南淝河大橋段， 

長約 3 公里的河面上，出現了大量死魚。 

相關部門說，這是南淝河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死魚事件」，打撈出死魚近 3000 斤。 

 

9 月 8 日，台灣金門縣后湖海灘今天發現大批魚屍，綿延近一公里，數量高達三萬條。 

 

從 9 月 11 日開始，嵐山區巨峰鎮巨峰水庫養殖的魚就大量死亡，幾天的時間已經有十多萬斤魚死亡。 

 

9 月 14 日，美國阿拉斯加灣西部科迪亞克島（Kodiak），近 3 個月來發現大批鯨魚離奇死亡。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指出，自 5 月以來， 

有許多瀕臨絕種的鯨魚屍體漂浮在科迪亞克島。 

截至目前，已累計約 30 多頭至少 10 幾公尺的巨鯨「非正常死亡事件」， 

其中包括 14 頭座頭鯨、11 頭長鬚鯨、1 頭灰鯨，以及 4 頭還未歸類的鯨魚， 

過去相同時間，在阿拉斯加灣的鯨魚死亡率，在今年卻暴增 3 倍。 

 

NOAA 海洋哺乳動物專家黛博拉‧福基爾說： 

「一般全年平均有 8 條鯨死亡，現在的死亡數量明顯增加，這值得擔憂。」 

 

9 月 15 日，日照巨峰水庫出現了超過十萬斤的死魚，死亡原因並不清楚。 

 

9 月 16 日，德薩斯海洋科學研究所大學周圍的碼頭上，發現致命的紅潮導致魚類死亡， 

紅潮正逐步擴散到南部海岸科珀斯克里斯蒂地區（Corpus Christi area）。 

 

2015 年 9 月 23 日，美國聯邦人員在阿拉斯加調查發現 25 頭海象死亡。 

此外，繼 9 月 2 日，人們於美國阿拉斯加位於北極圈以內的 Point Lay 海灘， 

發現高達 3.5 萬隻海象簇擁而亡之後，在 9 月 25 日，再有報告發現大量海象擠在一起死亡。 

美國地質調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及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官員正在調查，以確認情況，並判斷海象死亡的原因。 

目前，尚沒有確切數字明確顯示這次海象死亡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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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美國北加州水庫沃克湖（Walker Lake）一夜間就流乾了，造成數千魚類死亡， 

沃克湖水庫過去稱為米德斯山水庫（Mountain Meadows reservoir），是個很受歡迎的釣魚場所， 

過去的星期六，很多人還在湖上釣魚，現在沃克湖卻一夜之間流乾了。 

太平洋氣電公司（PGE）發言人莫雷諾（Paul Moreno）說： 

「我們一直努力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但現實是旱情很嚴重，現在人們也很擔心下游的魚。」 

 

9 月 28 日，中山黃圃一魚塘三萬斤魚離奇死亡，損失近 20 萬元。 

 

9 月 29 日，在花蓮壽豐地區，出現魚類大量死亡的異常情況，將近三萬多斤的台灣鯛， 

全部翻肚浮出水面，養殖戶損失慘重。 

 

9 月 30 日，咸陽湖景區青年湖有大量的魚漂在水面上，一些活魚不斷跳出水面， 

隨後景區工作人員趕赴現場發現魚已經死亡，目前工作人員將湖水和死魚進行取樣， 

送往相關部門檢測，同時，為了安全起見，請遊客不要打撈食用，也別在湖裡垂釣。 

公園準備三個大坑填埋死魚。 

 

事實上，除了大量魚類及動物死亡之外， 

踏入 2015 年，更有廣泛報道關於全球氣候及天氣大反常，乾旱、山火、風災及害蟲細菌等， 

導致全球持續發生可怕的樹木群死現象，大面積樹木集體死亡。 

其中，美國林務局公布︰由於美國加州經歷世紀大乾旱， 

達 1200 萬棵林木及森林，出現極大範圍凋謝及枯萎。 

 

YouTube 片段： 

[Dane Wigington - Lead Researcher for GeoengineeringWatch.org  

Dane Wigington GeoengineeringWatch.org 網站首席研究員] 

 

Massive tree die-off is occurring all around the globe. 

大量樹木群死現象現正於全球發生， 

 

Anybody who knows anything about trees can see how horrible they look. 

任何認識樹木的人都會看見它們的樣子有多可怕， 

 

And we’re told when media goes to the every detail it says only the drought and we see trees, landscape 

trees, dying just as quickly we know we're being lied to. 

傳媒的詳細報道頂多說是由於旱災導致，但當我們看見景觀樹同樣迅速死亡，便知道我們被騙了。 

 

When we see the bark being burned off for those trees on the sun-exposed side, because the UV radiation is 

astoundingly high, because the ozone layer’s being torn apart by climate engineering and ionosphere 

heaters. We know we're being li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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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見樹皮在受陽光照射的一面燒焦，是由於紫外線輻射強度極高，由於臭氧層因氣候工程和電離

層加熱器而撕裂，便知道我們被騙了。 

 

Does a drought cause the bark to be burned off the sun-exposed side of a tree? No. 

旱災會使樹皮在受陽光照射的一面燒焦？不。 

 

So again, it's up to all of us to learn what's happening. 

故此，我們需要了解究竟發生何事。 

 

I tried to sound the alarm on the trees about a decade ago. 

約十年前，我已嘗試敲響樹木危機的警鐘， 

 

My father was an arborist and I’m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trees like I'd see whether or not they’re healthy. 

家父是樹藝師，我對樹木的情況特別敏感，例如我會去看樹木是否健康。 

 

They didn't look bad enough then; they certainly look bad enough now. They are dying all over the globe at 

a cataclysmic rate because this is a nonlinear equation. 

當時樹木的情況並非很壞，但現在卻糟透了，全球樹木正以災難性速度死去，因為這是非線性方程。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nonlinear, as it begins to unfold and unfold exponential ly. 

緊記：非線性，因為它開始以指數式發展。 

 

Our boreal forests are dying. Boreal forests are the second greatest source of oxygen on the planet. 

我們的北方森林正在死去，北方森林是地球上氧氣的第二大來源， 

 

We have unbelievably intense UV radiation killing them from above. 

有難以置信的強紫外線輻射正對地球造成傷害。 

 

We have protracted drought because aerosolizing skies affects evaporation affects hydrological cycle 

radically so the trees are being dried out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我們經歷長期旱災，因為空中噴灑正影響蒸發過程，也嚴重地影響水循環，使樹木乾旱，還有這點

十分重要， 

 

trees are being coated with an incendiary dust. Its metal particulates are incendiaries. 

樹木被「可燃的塵」覆蓋，那些金屬顆粒是可燃的。 

 

so from every direction, the forests are burning up right now in Siberia Record and cataclysmic fires are 

happening. We're not being told about that. 

因此西伯利亞的樹林正四方八面燃燒起來，破紀錄和災難性的火災正發生，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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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eria is losing 100 million acres a year. 

西伯利亞每年失去 1 億英畝。 

 

Canada lost 600% more forest. 

加拿大失去的樹林比以前高 600%。 

 

The forest fire and historical norms - there's nothing normal about any of this. 

這些山火和歷史常態 ── 這任何一點都不尋常。 

 

so when your media tries to pacify you and agency officials try to pacify you because that's their job. 

故若傳媒嘗試安撫你，當局官員也嘗試安撫你，因為那是他們的工作。 

 

Stop and consider that they are paid to deceive the population to keep the population calm. 

停下來，思想一下，他們是受薪來使民眾保持冷靜的， 

 

Whatever else they're motivated that's what they're doing. 

無論動機為何，這是他們正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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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廣西防城港 4500 畝紅樹林因爆發蟲害，出現大面積枯萎，變得一片枯黃， 

欽州學院海洋學院副教授，更稱自己從未見過這麼嚴重的情況， 

實在，踏入 2015 年之後，全球氣候的劇變及異常事件， 

經已如 Webbot 所警告，嚴重影響大自然生態及食物鏈了。 

 

3）可怕的土地冬天 

第 3 點，可怕的土地冬天，特別在北半球出現。 

 

Webbot 說，現時全世界會有的乾旱，以及在海岸邊的一些重點地方， 

許多不同的地方都出現一些字眼，就是說到氮氣的周期（cycle）崩潰， 

事實上，這裡特別是指北美，亦包括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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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導致許多美國食物搖籃，從此失去了種植食物的能力。 

 

大前提是，會導致極多人的營養流失，因缺乏營養，許多小孩會夭折，使出生率下降， 

而嬰兒出生的時候的重量將會很輕。 

 

它說，這現象在 2016 年會在美國普遍出現， 

2016 年並非它的高峰期，而是它開始向高峰期進發。 

事實上，特別是大範圍的地方，我們會看到在南半球就會過熱， 

但同時，北半球就會出現洪水，這些都影響許多他們可以居住的地土。 

 

 

 

4）法律地震 

第 4 點，法律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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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6 年開始，美國至少會有一半律師會失業，並在迫於無奈之下要找其他工作， 

這證明了資金凍結是很真實的，因為，這是資金凍結的連鎖反應。 

他說，因為資金凍結導致美國的法律機構法治枯萎， 

因為律師執行工作後，卻得不到回報。 

 

 

 

因為當資金被凍結，他們只能白幹活， 

因而很多律師被迫尋找其他工作。 

它的背景資料亦指出，從 2005 年起，Webbot 已浮現一些字眼， 

提及在 2015 年的 11 月，每盎司白銀將會升至一千美元。 

 

5）聯邦修剪 

第五點被稱為「聯邦修剪」，意思是當資金被凍結時， 

在聯邦儲備局裡，將會出現好些「自殺行為」， 

它特意引用了這字眼，意即「暗殺」是強行被說成「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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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將來的回音 

第六點就是「將來的回音」。 

 

 

 

Webbot 表示，在 8 月所發生的事情，其實只是 10 月「貨幣戰」的回音， 

到了 10 月，現時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件，將會嚴重數倍， 

當然，按照 Webbot 上一份在 8 月 4 日所發布的資料， 

也指出這些事件將會在明年 3 月再一次發生。 

 

所以，今年 8 月和 10 月，以及明年 3 月，也會發生這些「8 月的不幸」的事件， 

例如貨幣貶值、股市爆破、由政府介入所導致的經濟崩潰、中國增加黃金儲備、 

黃金價格上升，這些事情會在這三個月份發生，因此，今年的 8 月只是將來的回音。 

而到了 10 月，我們將會更明顯地看見，全球經濟震動根本是中國主導的， 

在 12 月，我們將從物價、物件的貶值，看見這些現象的擴大。 

 

影片：經濟震盪（中國主導） 

早於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第 8 篇」，日華牧師經已按著 Webbot 的資訊， 

率先以 5 月 MAY 及求救 Mayday 的概念，警告踏入 5 月至 6 月，中國股市將會崩潰， 

甚至由中國主導影響全球經濟。 

 

牧師發出警告一個多月後，2015 年 6 月 12 日，出現中國股市及一連串的經濟崩潰， 

情況就如日華牧師的預測一樣，事件逐一應驗。 

 

踏入 8 月份，全世界經濟崩潰果真如警告般應驗， 

如煙花匯演一樣，更被 Webbot 稱為「不幸的 8 月」。 

 

事實上，由 2015 年 5 月 3 日，日華牧師率先警告中國及全世界的經濟將會崩潰， 

過去 5 個月，不斷有很多所謂的專家聲稱：股市已經見底。 

 

然而，環球股市卻完全按著牧師所警告，由中國主導不斷沉底， 

甚至，情況完全朝向 1929 年經濟大蕭條的慘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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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9 月 23 日報道，今次由中國主導所觸發的環球金融市場動盪，香港更處於風暴中心。 

 

所以，情況如警告一樣，香港由今年 5 月開始，股市會連跌 5 個月。 

創 2002 年 9 月後 13 年來最長的跌浪，情況亦較 2008 年金融海嘯及 2003 年「沙士」更差。 

 

至於亞太區股市幾乎全軍覆沒，南韓及馬來西亞股市分別跌 1.89%及 1.36%， 

印尼股市下挫 2.29%，澳洲及台灣股市分別跌 2.07%及 2.06%， 

當中澳股標普（ASX 200 指數）收報 4,998 點，創兩年收市新低， 

並且是前年 7 月以來首度跌穿 5,000 點。 

 

9 月 29 日，正於以色列人度過住棚節期間， 

港股在期指結算日跟隨外圍急跌近 3%， 

恒生指數最多跌過 818 點，低見 20,368 點，超過 2 年低位， 

收市報 20,556 點，跌 629 點或 2.97%。 

至於，國企指數收報 9,230 點，跌 281 點或 2.96%。 

 

值得留意，9 月 29 日國企指數當日收報 9,230 點， 

這裡出現早期主日信息提及的數字 923，代表了 9 月 23 日，即全年第 266 日， 

而 266 亦是一個嬰孩在母腹懷孕第 38 週的日子。 

 

至於，2015 年 9 月 23 日，是以色列法定為今年的贖罪日， 

除此之外，國企指數收報 9,230 點，完全吻合《詩篇‧133 篇》所記載， 

代表擁有永遠生命的黑門山，因為，黑門山高 9,230 呎，數字上竟然巧合地一模一樣。 

 

事實上，在國企指數收報 9,230 點的前一日，即 9 月 28 日， 

日華牧師與「2012 信息」製作團隊，剛剛完成新一輯長達 9 小時的主日信息錄影， 

而這一輯全新信息的主題及內容，正正就是關於「923 與黑門山背後的真正意義」。 

實在，這一切完全是神在時間上全然的掌管， 

當錄影完這套解說「923 意義」的信息後一天， 

香港國企指數就出現了 9,230 點的數字， 

明顯，整個經濟的變動完全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 

 

除此之外，9 月 30 日，港股開市跟隨美股反彈，恆生指數高開 239 點， 

同樣，出現了 239，即另一種西式寫法的 9 月 23 日，巧合的情況實在極不尋常。 

 

9 月 25 日，中國上海和深圳兩個股市小幅低開，11 點後再度大盤跳水，滬指跌破 3100 點。 

上海股市跌 1.6%，報收 3092.35 點，兩個股市共 52 隻股票跌停。 

 

9 月 29 日，中國 A 股市場持續數個月來暴跌，導致更多對沖基金成為「受害者」，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36 

在追蹤的 79 家基金，大部分在 8 月份資料發佈後下跌， 

大中華對沖基金指數在 8 月份下挫 7.1%。 

 

根據權威媒體統計資料所得， 

6 月末資產才剛剛超過 10 億美元的 Greenwoods China Alpha Fund， 

在 8 月份重挫 15%，1 至 8 月累計跌幅達 6.9%。 

該基金在今年首 5 個月還增長了 37%， 

始料不及，自 5 月之後，直至 8 月竟轉盈為虧 6.9%。 

 

9 月 27 日，美國股市第 3 季已下跌 6.4%，步向 4 年來表現最差的季度， 

標指距離今年 5 月高位 2,130.82，已經下跌了 9.4%，而且 90 天內沒有再創出新高紀錄， 

是 2012 年 8 月以來最長的調整期。 

 

9 月 28 日，因著中國低迷的工業數據，加劇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放緩的擔憂，令商品價格承壓， 

銅連續第五個月下跌，創下金融危機以來最長下跌週期， 

價格更首次跌破 5000 美元大關，跌至 4968 美元一噸，跌幅逾 1%。 

 

相較於其 2011 年頂峰時的水平，銅價已經下跌超過 50%。 

其他工業金屬同樣受到擠壓，鋁下跌 1.3％，至每噸 1548 美元，鎳下跌 0.4％，至每噸 9925 美元。 

 

此外，9 月 29 日，全球商品交易商瑞士嘉能可不堪債台高築與獲利衰減的雙重夾擊， 

遭恐慌性拋售，該公司股價重摔近 30%，創歷史新低， 

該礦業巨頭面臨存亡關頭，被各大信評機構與投資銀行降評，亦觸發拖累全球商品股下挫。 

 

由於嘉能可資不抵債以及風險加增，連帶持有大量商品組合的渣打銀行亦受拖累， 

據市場統計上半年渣打貸款組合，當中 194 億美元借予「商品生產商」， 

232 億美元借予「商品交易商」，能源公司則為 256 億美元， 

涉及商品相關貸款合共近 682 億美元（超過 5285.5 億港元），佔集團貸款總額 23.7%， 

加上商品交易商嘉能可的股價崩塌式下跌，但市場擔心壞賬問題影響重大。 

 

至於，截至 2015 年第 3 季，強積金連續 5 個月「慘蝕」， 

更為 2011 年第 3 季後表現最差的 1 季，強積金投資蝕達 528 億元，每名打工仔輸逾 1.9 萬元， 

「港人至愛」的中國及大中華股票，以及香港股票類別成重災區，分別跌 20.35%及 18.19%， 

就連有量寬政策作後盾的日股與歐股類別，於九月亦雙雙跌逾 4%， 

年初至今整體強積金平均累跌 4.77%。 

 

9 月 30 日，第 3 季恒生指數累跌 5,403 點，以點數計算，是歷來最傷的一季。 

 

全球股市哀鴻遍野，全球股市市值蒸發約 11 萬億美元（約 85.8 萬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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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差不多相等與 2014 年全中國一整年國內生產總值， 

中港股市更是全球「最傷」，第 3 季恒指累挫 20.59%， 

港股市值蒸發 5.8904 萬億元，相當於每名股民帳面平均損失逾 261 萬元。 

 

正正 9 月 28 日，受股災衝擊，香港樓市大吹淡風，市況亦突然逆轉， 

無論交投量及金額均較去年同期倒跌，急跌約 37%。 

 

9 月 29 日，受股市拖累，香港 10 大屋苑交投不足百宗， 

創 2013 年推出「雙倍印花稅」後，30 個月新低，業主沽貨更要減價，以致 8 個屋苑樓價下跌， 

香港 10 大屋苑在中秋節 3 天假期共錄得 7 宗交易，其中 6 個屋苑「捧蛋」，出現 0 成交。 

 

股市影響蔓延到樓市，九月超過 28 宗一手樓花「撻訂」，平均每日出現兩宗。 

其中環海東岸出現連環 11 宗「撻訂」，相等於售出單位 340 伙的 3%，「撻訂」樓價總值半億元。 

可見，不論是香港、中國或是全球經濟震盪， 

也正正是按著日華牧師在 5 個月前的警告，陸續在應驗！ 

 

原來早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0 時 55 分， 

日華牧師已經向全教會藉教會內部通訊用的 Sync calling 軟件，發出一個緊急通告。 

 

通告詳細內容如下︰ 

因為 Webbot 近期對經濟發展動向的預測，非常準確， 

全球的股市都按 Webbot 的預測由 2015 年 5 月開始大跌，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9 月 17 日，提醒教會弟兄姊妹， 

預測在今年 2015 年 9 月 28 日，將會再一次全面陷入恐怖式暴跌的軌道。 

 

這個內部通告提到， 

當面臨這種幅度的跌市，手上的投資同樣有可能化為烏有， 

有見及此，經濟方面，其中一個智慧的做法， 

就是在 9 月 28 日前，賣掉手上所有的股票、基金、衍生工具，以及正在按揭或投資的樓宇。 

因為如果沽出後，市場轉為向上的話，亦只是賺少一點而已，本金及盈利尚可以鎖定， 

但是，如果沒有沽出而發生如 1929 年經濟崩潰的話， 

你原本擁有的以上各投資工具的所有價值，即本來的盈利及本金亦會全部失去。 

 

與此同時，教會亦鄭重提醒大家，我們並不贊成任何肢體，借此暴跌時間， 

以投機的心態，購買任何投機性的產品， 

因為，就算你的投機產品升值了，你也絕對不能兌換你的產品而獲利， 

事源這市場或投放這產品出來的公司，亦同樣面對結業或無能力接回產品的問題， 

結果，亦會招致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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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通告發出的 11 天之後，正正就是通告提及的 9 月 28 日星期一， 

正是香港中秋節翌日的公眾假期，如同日華牧師所作的警告一樣， 

香港股市沒有開市的一天，全球的股市出現插水式大跌，道指一日下跌 313 點。 

翌日，9 月 29 日，香港股市重開，股市立即全面下挫， 

恆生指數開市早段報 20,519.77 點，較上日收市跌 666.55 點或 3.15% 

 

日華牧師在此提示各位弟兄姊妹： 

在未來短時間內，9 月 28 日的大跌市，只是進入經濟全面崩潰第一步， 

股票市場會有一段極短時間的穩定期， 

但這絕對不是股市已經見底的訊號，而是下一次大跌的前奏， 

一段極短時間之後，將會在一個指定的日子，再次大暴跌， 

日後，牧師將以 Sync calling 通知教會肢體，請大家密切留意！ 

 

Webbot 指出，10 月不單會出現貨幣戰， 

而且，貨幣戰將披覆全球，使全球的消費和零售崩潰。 

同時，由於凍結資金的緣故，物流亦會受到影響，使所有「即時發貨」暫停， 

這在美國的情況將最為嚴重，中國的情況雖然不算太壞， 

但由於美國的消費者無法購買貨物，導致很多中國的生產商倒閉。 

 

 

 

7）離群的午餐 

第七點稱為「離群的午餐」。 

 

 

 

Webbot 提及在 2017 年，將出現很多與 UFO 接觸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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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環繞 UFO 偷取食物和資源， 

當中出現的字眼，包括「藍色的光」、「飄浮而消失」等。 

 

8）英屬的惡夢 

第 8 點就是英屬的惡夢。 

因為多元化的種族仇視，出現了仇視的問題、暴動， 

再加上反常天氣，便使這些問題更嚴重， 

所以，在愛爾蘭及英國南部，都會出現這些暴動， 

而很多很堅定的保守黨，以為對自己有利， 

但問題竟然是，他自己也會成為受害者之一。 

 

 

 

從字眼中顯示，提到這些暴動會霸佔碼頭、隧道，暴動人士會數以日計去對抗當權者。 

而在字眼當中，也會提到他們屆時會用坦克車去清場，以此分開生事者和打架的戰鬥人員。 

 

9）乾旱的天空 

第 9 點，他提到「乾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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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貴的字眼就是「地理工程」，因為，他指出美國西岸的乾旱，好像加利福尼亞州一樣。 

 

現時，新聞提到，如果繼續乾旱，那些人會分散居住， 

即那些城市已經不能夠再維持下去，水量不能夠供給任何城市； 

而那些人離開，因為他們虧了很多錢，人們要完全荒廢這些城市，離開這些地區。 

 

 

 

在這些即時資料、預測以及短期預測顯示， 

因為這些天氣和乾旱，導致人們遷移的程度嚴重，這不是單單因為泥土那麼簡單， 

而是整個天空也出事，導致難以下雨， 

因為地球和大氣層好像形成了電磁的現象，將出現一些布狀閃電， 

閃電原是條狀的，但 Plasma 是布狀的， 

所以，你會看見有些特別的玩具，它的閃電似是布狀的，如魔幻球便是了， 

這導致天空很難下雨，並且這些閃電，政府也會否認的， 

 

 

 

但問題是，當飛機去到某一個大氣層數，就會遇到某些異常情況，到了某一個高度便出事， 

所以，到時很多飛機，都會因此而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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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情況卻導致天空很難下雨， 

這種布狀 Plasma 閃電在地球的大氣層上空出現後， 

伴隨這個現象，就是整個地區出現微型的鑽石， 

這當然不是如米般大，而是超微型，如塵般的鑽石，在整個地區出現， 

這應該是碳，在極高壓和高溫下而形成的。 

 

 

 

那時，天氣會變化得十分反常，導致人們不知可用甚麼字眼去形容這些大雨， 

因為下大雨的情況是，日間乾燥， 

但晚上卻下起大雨來，猶如山崩，又如海洋的浪撲過來， 

這都不能形容這場大雨的幅度究竟到達甚麼程度。 

 

 

 

影片：暴雨和洪水 

在今個星期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引述 8 月 16 日 Webbot 預測， 

其中，Webbot 警告：天氣反常的變化，導致暴雨和洪水， 

甚至下雨的情況有如山崩或是像海浪撲湧過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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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10 日，日本受颱風艾陶影響，關東和東北地區連降暴雨， 

罕見暴雨接連兩日襲擊日本，造成本州東部與北部洪水與土石流為患， 

約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家園。日本氣象廳對 500 萬居民發布「半世紀以來」罕見暴雨警報， 

甚至一度建議 80 萬居民撤離。 

 

 

 

艾陶橫掃本州中部地區後，一小時竟然降下 120 毫米大雨， 

入秋的 9 月裡，部分地區單單 48 小時內降下的雨量， 

竟然是整個九月平均雨量的兩倍，超過五百毫米， 

高知縣局部地區一小時 120mm 大雨。 

 

此次雨災以茨城和栃木兩縣災情最嚴重，茨城縣鬼怒川、宮城縣涉井川先後決堤， 

日本國土交通省亦指，約 30 條河川可能氾濫， 

最終向茨城、埼玉、宮城和千葉等 7 個縣，約 100 萬居民發出避難勸告。 

 

茨城鬼怒川因洪水氾濫而決堤，如 Webbot 所預告：海嘯般的水牆衝進常總市，沖走房屋與車輛， 

災情令人聯想到 2011 年 311 大地震引發海嘯的場景。 

由於房屋被淹，很多住戶居民在家中等待救援， 

自衛隊、消防人員、警察已在常總和周遭地區救出 260 人， 

但仍有 22 人失蹤，東部大半被淹，1160 萬戶住宅被水淹。 

 

洪水導致福島核電廠的污染水問題變得更加棘手，排水也無法幫助應付大水， 

負責福島核電廠營運的東京電力公司（TEPCO）坦言， 

福島第一核電站有部分受輻射污染的水，經已流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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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歐洲受到暴雨侵襲，西班牙阿梅里亞省受到暴風雨襲擊， 

洪水把道路淹成洶湧的河流，沖下的水流非常湍急，將整排汽車沖走，畫面十分驚人。 

 

 

 

9 月 9 日，意大利西西里島受到地中海罕見的熱帶氣旋侵襲， 

短短 40 分鐘就降下 65 毫米的雨量，暴雨造成市區大淹水， 

當局發布紅色警戒，汽車都快要被大水沖走。 

 

9 月 8 日，美國洛杉磯聖貝納迪諾縣，極端天氣給高沙漠地區居民帶來近一英尺深快速流動的大水，

2,000 戶居民和商家斷電。 

 

9 月 14 日，美國亞利桑那州和猶他州邊境降下暴雨，山洪席捲而來，破壞道路， 

其中包括汽車和建築物，至少 15 人死亡。 

位於希爾戴爾鎮以北大約 32 公里的錫安山國家公園遭遇洪水沖刷， 

淤泥和瓦礫滾滾而至，暴雨導致河水氾濫。 

當地居民說，他們從未見過如此兇猛的洪水， 

猶他州州長赫伯特表示，將全力以赴投入救災。 

 

9 月 16 日，受東北風影響，台灣氣象局針對 7 縣市發布豪雨、大雨特報， 

其中基隆大武崙一帶，因為一陣暴雨，街道變成了汪洋一片，民眾在家中往外看， 

馬路變成河流，水深及膝，還有機車差點被水沖走，險象環生。 

 

9 月 16 日，雲南省保山市昌寧縣出現的特大暴雨，累積降雨量達 259.8 毫米， 

暴雨引發泥石流災害，其中田園、漭水兩鎮受災嚴重， 

已導致 2 人死亡 5 人失聯，另有 35 間房屋倒塌，119 間房屋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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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泰國芭堤雅因為連夜暴雨，觸發 10 年不遇的大洪水， 

洪水氾濫成災 380 名遊客一度被困， 

洪水導致附近一座鱷魚旅遊農場內多條鱷魚乘洪水氾濫逃走，附近居民都人心惶惶。 

 

 

 

9 月 21 日，紐西蘭北島吉斯伯恩 24 小時內就下了 120 毫米大雨， 

造成境內主要河川圖朗加努伊河暴漲潰堤，多個路段因為大水持續封閉。 

 

9 月 26 日，香港多個地區出現狂風大雨，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本港廣泛地區錄得每小時超過 30 毫米雨量， 

九龍東在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至二時四十五分，錄得每小時逾 70 毫米雨量記錄， 

達黑色暴雨程度，其中黃大仙彩虹道近黃大仙警署出現大範圍水浸，整條馬路儼如急流。 

 

9 月 27 日，澳洲布里斯班遭暴雨及大冰雹襲擊洗禮，很多人的後院和街道都被白色的冰雹覆蓋。 

 

9 月 28 日，台灣受強颱風「杜鵑」正面吹襲，整個台灣均感受到其強勁， 

暴風圈仍籠罩台灣各地及澎湖、金門，各地風雨持續，「杜鵑」為台灣帶來強風暴雨， 

宜蘭頭城的溫泉酒店大門被吹爛，水不斷從門口湧入，酒店大堂遭水淹。 

 

受颱風「杜鵑」侵襲，基隆河員山子的水位創下歷年最高， 

上游山區累積雨量達 628 毫米，全台灣累計曾有 193 萬戶停電。 

颱風再度重創烏來山區，滾滾土石流，原本蓊鬱翠綠的山林， 

變成一片土黃色，泥水不斷奔流，還有房屋地基被掏空，搖搖欲墜，烏來路坍成孤島。 

颱風造成不少農作物損失，農委會估計，損失新台幣 3 億元， 

以雲林縣損失最慘重，達 7,950 萬元，畜產損失估約 5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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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正進入稻作出穗期，颱風來襲造成稻米田內有超過 5 成面積變成黃褐色，農損嚴重， 

其中，彰化二期稻米損失超過 2 成。 

 

隨後 9 月 29 日，颱風「杜鵑」登陸福建莆田市，帶來大風暴雨， 

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區出現暴雨，部分鄉鎮出現大暴雨，陣風達 13 至 14 級， 

全省 23 個縣市，129 個鄉鎮雨量超過 50 毫米， 

其中 8 個縣、27 個鄉鎮雨量超過 100 毫米，福清南嶺鎮達 201.3 毫米。 

 

 

 

颱風「杜鵑」眼直徑達 140 公里，而一般颱風眼的直徑不超過 100 公里，屬於少見的「大眼」颱風， 

此次強颱風正值天文大潮，廈門部分地區發生海水倒灌，一些道路出現大面積積水。 

此外，寧波全市面平均雨量達到 206 毫米，最大為鎮海區 315 毫米， 

雨量超過 200 毫米的共有 178 個，24 小時最大雨量的奉化站 274 毫米，接近百年一遇； 

西塢站 249 毫米，達到五十年一遇。 

「杜鵑」造成福建省 99 萬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 14 億元， 

寧波全市受災人口 35 多萬人，直接經濟損失 16 億元。 

 

9 月 29 日，由於天文大潮，美國南佛羅里達州海岸，一夜之間遭洪水淹浸，覆蓋棕櫚灘等地。 

 

10）新的經驗，用舊的做法處理 

第 10 點，新的經驗，用舊的做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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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人們會轉換貨幣，嘗試用另類的新貨幣，代替舊貨幣， 

即用新的方法，運行舊的經濟系統， 

那時，有些地方的紙幣、金、銀、比特幣，人們會嘗試將之融合， 

這是一個轉變期，到最後會變成電子貨幣，就像《聖經》所說 666 系統。 

 

11）浮動的村莊 

「浮動的村莊」，這字眼在 2002 年時已出現，今次出現更多， 

難民開始在地中海、黑海和加勒比海做浮動的房屋，整條村莊都是浮動的，被稱為沼澤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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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記得的話，沼澤居民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後， 

因泥土覆蓋了整個城市，剩下不可住人的沼澤和已污染的地方， 

Webbot 在 2012 年時，已提到「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後， 

會有這些浮動的人民和村莊，那時已提及這重點。 

 

這些難民危機，導致人們不肯離開這些地區， 

便在浮動的村莊居住，住在那裡的海面或沼澤， 

因為這些地方沒有人去或居住， 

而這樣的浮動村莊，難民所住的地方，會成為當權者的刺激。 

 

12）浮動工作 

第 12 點，關於浮動工作。 

 

 

 

美國和全世界有一大批失業人士的住處也是浮動的， 

只要哪裡有工作提供，他們便會湧到該地方居住和工作， 

而有部分人士為了服務這些「流動工作者」，亦會一拼湧到該處去， 

情況就如以往的舊金山，何處有金礦，工人便會一窩蜂湧去那裡工作， 

亦因而令到其他的職工，如理髮師、建設的工人遷到該區，給他們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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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們浮動工作的關係， 

一個地區突然有工作提供，一眾失業人士便湧到該區去， 

我在另一點亦分享到這現象，這是由於「資金凍結」引發這個後遺症。 

 

13）地球會出現最後的二元化 

第 13 點，地球會出現最後的二元化。 

 

 

 

地球即將進入冰河時期，在進入之前，最後的二元化便會出現， 

就是同時間，會有極熱和極冷的天氣在地球不同的地方出現。 

 

地球上，在同一時間，當這處極為炎熱，使人們熱死； 

而另一處卻極為寒冷，使人們凍死，這極端的現象將同時在地球出現， 

這些現象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地球進入了最後一步，便是極熱和極冷的階段。 

當過了這階段，地球便會進入漫長的冰河時期。 

 

影片：極端天氣（破紀錄的冷和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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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分享到，8 月 16 日 Webbot 資訊中，關於天氣的第 13 點， 

是地球天氣將會出現兩極化，異常極熱和極冷，並同時間嚴重影響全球各地。 

 

事實上，單單在這一個月裡，全球異常天氣，屢破紀錄。 

 

2015 年 9 月 2 日，香港天文台公佈，今年 8 月香港較正常炎熱和少雨， 

8 月 8 日更錄得 36.3 度，一日內 4 次破紀錄高溫， 

自 1884 年以來創 130 年最高溫紀錄。 

 

 

 

8 月平均氣溫為 29.3 度，較正常 28.6 度高 0.7 度，是有記錄以來最高氣溫的 8 月之一， 

總雨量僅 143.3 毫米，只是約為正常 432.2 毫米的三分之一，異常少雨。 

由 2015 年開始至 8 月底，香港累積雨量只有 1,520.1 毫米， 

較同期正常的 1,905.5 毫米低約兩成。 

 

於 9 月 4 日入秋時分，加拿大環境部對多倫多市發出高溫預警， 

警告每天氣溫將持續在攝氏 30 度以上。 

 

9 月 7 日，台灣入秋後第一道冷鋒來到，台北氣溫驟降，清晨僅 25 度， 

比前一天 36.5 度的高溫驟降超過 10 度，北部氣溫普遍驟降 8 度， 

而基隆前一天氣溫仍然高達 36.8 度，創今年以來當地最高溫， 

一天之隔，竟然就發生了極熱和氣溫急凍的極端天氣。 

 

9 月 8 日入秋，美國洛杉磯市中心大部分地區處於華氏 90 多度高溫， 

相當於攝氏約 32 度以上高溫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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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蓋博谷、橙縣內陸地區、聖費南度谷、羚羊谷等地則錄得超過華氏 100 度高溫。 

南加州即使到傍晚 4 時多，溫度也沒有絲毫退意， 

仍達到華氏 104 度，相等攝氏約 40 度超高溫， 

國家氣象局對於聖蓋博和聖塔蒙尼塔山區發出高溫警告。 

 

9 月 9 日，美國三藩市舊金山熱浪來襲，南灣各地出現華氏近百度高溫， 

吉爾洛最高溫將達華氏 107 度，相等攝氏約 41.6 度超高溫， 

打破 1976 年創下華氏 104 度的 9 月氣溫紀錄。 

雖然，天氣於 9 月已經入秋，但七所高中為免學生無法承受極端高溫天氣， 

宣佈 9 至 10 日兩天，提早於中午前 11 時 45 分放學，意味著每天上課僅僅只有兩個多小時。 

 

由於熱浪滾滾，洛杉磯地區高溫酷暑考驗當地電力設備，超過 1.5 萬用戶斷電， 

水電部發言人哈爾斯稱，洛杉磯有 5,000 戶斷電，大約花了 10 小時才可以恢復供電。 

 

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國濟南地區氣溫驟降，從 10 日最高氣溫 26 度， 

跌至最低溫 14.3 度，最大降幅約 12 度，是入秋以來最大降溫， 

濟南街頭，秋風讓人顫慄，許多市民已經換上長衣長褂的秋裝。 

 

新聞片段： 

「就是有一點冷，我到你們那裡去買衣服都沒買到，要麼就太厚了，要麼就太薄了。」 

「有！感覺很意外，因為昨天晚上不知道下雨， 

所以也不知道天氣會冷，所以一出門感覺這麼冷啊！」 

 

9 月 16 日凌晨開始，一向溫差較低的甘肅蘭州市出現秋雨， 

市區氣溫一直下降，一度低至攝氏 12.7 度， 

相比起前兩天約 28 度，溫差高達 16 度， 

接著日間又回升至 24 度，一日內溫差達 12 度， 

這次氣溫驟降，忽冷忽熱，使許多市民措手不及。 

 

9 月本是清風送爽的初秋，但直至 9 月尾，中秋前天氣依然炎熱， 

9 月 21 日，香港天文台指，受全球暖化和都市化影響，本港秋天溫度不斷上升， 

過去 90 年秋季氣溫，以 30 年為一期，平均溫度 24.3 度，近 10 年平均溫度驚達 25.3 度， 

有市民感嘆：「只有夏季和冬季，秋天不知道去了哪裡。」 

 

新聞片段： 

過去 90 年的秋天，由平均 24.3 度，過 30 年升高點，近 30 年再升高， 

近 10 年更升到 25.3 度。天文台預測中秋節最高氣溫高達 31 度， 

「我小時候，起碼是四、五十年前，立秋是有意思的， 

現在的立秋跟天氣和溫度完全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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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新疆烏魯木齊連番雨襲各地， 

氣溫持續下跌，急降攝氏 8 度，山區多地出現降雪， 

原定於 10 月 15 日供暖的阿勒泰市，將提早於 9 月 28 日前開始供暖。 

 

9 月 26 日，中秋節還沒到，黑龍江省呼中區已開始降雪， 

意味這個地區和往年相比提前進入冬季， 

降雪持續 3 個多小時，景區一片銀裝素裹， 

最低溫跌至攝氏零下 7 度，最高溫也不到 10 度， 

情況完全吻合 Webbot 的警告︰今年北半球部分地區，將會提早迎接嚴厲的冬天。 

 

9 月 14 日，根據英國政府氣象辦公室 Met Office 公佈， 

2014、2015 和 2016 年極可能名列史上最暖熱之年，地球將連續 3 年「熱」破紀錄， 

科學家表示，地球平均溫度正在上升，單單是 2015 年，就比 1961 年至 1999 年高 0.68 度。 

 

9 月 22 日，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 公佈了 8 月全球平均溫資料， 

打破了 136 年以來的紀錄，再次寫下新紀錄。 

 

破紀錄的，除了 8 月均溫之外，還有 6 月至 8 月，及 1 月至 8 月的全球均溫， 

甚至，2015 年的 2 月、3 月、5 月、6 月、7 月及 8 月的單月均溫也創下新紀錄。 

 

 

 

從近 90 天的全球海溫距平圖可以看見，於熱帶太平洋地區、北美西岸及北大西洋南側海溫都偏高，

因此也預測今年的均溫很可能會創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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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極冷和極熱的天氣同時出現，我們便知道，這情況會引發出可怕的風暴， 

因此，Webbot 預測在 2016 年至 2017 年將會出現極為可怕的風暴，其直徑會有一千英里。 

早前我曾經分享過，會有五百英里直徑的風暴，結果真的出現了， 

但一千英里直徑的風暴，真的十分匪夷所思， 

這將會是一個極端的風暴，其毁壞力會是非常可怕。 

 

但《聖經》中記載神在最後的審判時，會暫時停止地的四風， 

否則，全部樹木和青草也會受到破壞， 

在神回來之前，極端的風暴似乎將於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全球性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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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在 2016 年開始出現的變動，Webbot 會用「意想不到」來形容， 

四處會發生極端天氣，這邊出現旱災，但那邊卻發生水災， 

這處的電網完全毀壞，在那處所有的鐵路也不能使用， 

在接下來的六年，也會用「意想不到」四字來形容， 

其破壞程度是使以往人們居住的地方，變得不能再居住了。 

 

14）泥可以伸長，鋼卻不能 

泥可以伸長，鋼卻不能。 

 

 

 

有關管道、鋼纜、電纜、海底電纜（Cable）也會大量斷裂，甚至天線塔都會被廢棄， 

電波也會變得不正常及不能傳遞，普通的天線塔、電網塔已不能將電波發送出去。 

 

這怪異現象導致： 

一、電纜斷裂。 

二、電波變得沒有用處，所以要廢棄天線塔。 

 

15）學生的發呆 

學生的發呆 ── 這是資金凍結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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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會有很多的債務爆破， 

及至秋天時，很多依賴債務去維生的學校、大學等因此要關閉， 

因為資金凍結的嚴重程度，連學校餐廳也缺乏資金購買食材， 

且沒有資金繳交電費，宿舍斷水斷電，沒有錢而不能再經營。 

 

甚至，2015 年的秋天，即將進入冬天之際， 

學生因此變得非常混亂，導致他們有「佔領宿舍」的行動出現， 

暴力、違法事件等將會加劇， 

在這混亂、暴力等問題之中，並非所有學生一同參與的， 

那些較富裕的學生，原本也計劃離開的， 

因為他們資金較充裕，這所學校不行的話，便可以轉校， 

但他們也發呆了，是因為天氣再加上資金凍結底下，連交通系統也不能運作， 

他們想離開該城市回自己的家鄉也不行。 

當交通全都出現問題，不論是大型交通、穿州過省的交通等皆出現問題， 

導致他們被逼滯留在缺水、電、食物的宿舍中， 

甚至導致他們要找些慈善機構，並要露宿在街上， 

當中提到，美國的大學將會出現這些龐大的現象，是由於資金凍結，而引發的連鎖反應。 

 

16）不斷下跌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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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斷下跌的漩渦」會將所有事物都捲入其中，包括：市場、股票市場， 

並且，這「不斷下跌的漩渦」會因政府的介入，而導致現象一天較一天差， 

你千萬不要以為一天較一天差，已經是很悲慘的情況， 

Webbot 更指出，由九月第二個星期開始，情況是一小時較一小時差， 

出現了一邊下跌，一邊加速的現象，這是多麼的瘋狂。 

 

17）條紋的跳舞 

條紋的跳舞，即是舞動的條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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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就是當你揮動一條絲帶，那個波幅便會一直持續。 

 

 

 

債務上限爆破的出現，將會好像一個拖拉著一個拖輪軸， 

人們為了敵擋中國股市爆破，當政府推出這輪救市時， 

他們都會參與，並引發了連鎖反應及骨牌效應， 

那時，全世界的貨幣和股市都會被拖垮。 

 

在早年，我們曾提及，將會有一件事情出現，引致全球貨幣變成廢紙， 

按著一元美金上的說明，我們曾作出預測，這與 2012 信息有關， 

只是，現時，我們親眼看到這真的是一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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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美金上說出了，終有一天，全世界只有一種貨幣， 

而我們亦親眼看到，由 2009 年分享至今，現時已快將踏進 2016 年了， 

連 Webbot 也準確地說明，只是，今次更仔細、精細地說明這全都是由中國主導， 

引致美元變成廢紙後，全世界的紙幣都會變成廢紙， 

最後，每人都要以金銀或電子貨幣交易。 

 

 

 

然而，電子貨幣一定要有一個可掛鉤的兌換媒介， 

故此，金銀、比特幣一定會在我們被提前，成為最主要的兌換媒介，引致比特幣的價格上升。 

 

當全球紙幣被廢棄，金銀和比特幣便會流通，為了讓全世界的人都朝向這方向， 

所以，在開始時，金銀和比特幣會能夠穩定地兌換、穩定地上升， 

當比特幣的價格不斷上升，能不斷穩固地兌換同等的金時， 

最終，人們都會使用比特幣。 

所以，Freemason 只要把金與銀打造至這樣的勢頭， 

然後，才打破這些紙幣，便能輕易地把人類推向電子貨幣， 

只要有一天，還有金和銀可兌換的話，這現象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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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年來，那於美金一元紙幣上的預測， 

卻於今年，讓我們能親眼看到其發生，更猜不到的是，這與我們息息相關。 

 

18）沖洗的梳打 

第十八點，很特別的一點，因他提及了「沖洗的梳打」。 

 

 

 

其實，只要你把它當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便很容易理解和牢記。 

 

他提到，於 2017 至 2018 年，地球的變動大得很驚人，將會造成巨大的破壞， 

地球的變動與龐大的地震將於太平洋西北方出現，海嘯甚至橫跨整個太平洋。 

 

2017 年 7 月至 10 月左右，這事情似乎便會發生，及至一個程度， 

整個地區的人將會死亡，有此是因地震，有些是因海嘯， 

甚至因死亡的人數太多，發展到一個需要將整個州或區域劃為焚燒區的階段， 

用以將所有屍體燒毀，免除瘟疫的可能性。 

 

屆時，整個區域都要燒滅淨盡，繼而有些被喚作「近乎毀滅的人」出現， 

因為，許多人仍居於那些「近乎毀滅」地區的人， 

他們沒有能遷居的地方，只能仍舊居於原處， 

將有這樣的一班人，稱為「近乎毀滅的人」， 

這樣的情況，其程度與「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級數確是非常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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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騾子的團隊日 

第十九點，「騾子的團隊日」。 

 

 

 

其意思則是出現了一個「為驢為馬」（挨騾子）的團隊， 

資料顯示，將有一個非常大幅度且突然的失業情況， 

導致美國人民叫苦連天，而且，其後遺症更是非比尋常， 

亞洲等生產國將不用指望再有產品可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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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字眼形容，這些暴民，就是「失業的騾子」將霸佔高速公路示威， 

而這些字眼顯示將於 2016 年出現， 

大量失業的人散居外地，而這情況將會長達三年以上，連綿不斷。 

我們所見的所有事件，其影響全都是三年，甚至十年之久， 

這絕對是一個完全難以想像，變化中的將來，卻將於我們眼前呈現。 

 

20）草坪戰 

「草坪戰」的意思是甚麼呢？又為何是草坪呢？意思是先把人當作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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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它會用草坪戰呢？ 

下一個三十年裡面，散居現象會導致非常多的罪犯難民，衝進不同的社區， 

那些社區，根本不能倚靠政府去消滅或驅走這大群的犯罪難民， 

因為政府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是由地方的犯罪集團組織起來， 

對抗外來的難民，相對地也是暴民。 

 

 

 

事實上，字眼當中提到這群人像是一群持著武器的黑社會， 

去抽送（coaching）已經定居下來的難民， 

待他們如羊一般，趕他們離開草場，所以又名「草場戰爭」， 

他們會趕走這社區的難民離開這個城，告訴他們不要再回來。 

屆時將會出現這樣的字眼。 

 

影片：歐洲難民潮（草坪大戰） 

8 月 16 日的 Webbot 第 20 點提及「草坪大戰」， 

形成的原因是大批難民湧入城市，與原居民不斷產生衝突， 

由於政府無法有效控制難民，因此，地區上的黑社會幫派， 

就會成為協助原居民奪回「草坪」的人。 

 

事實上，難民現時由敘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等國家不斷湧進歐洲各國， 

單計今年 9 個月，已經有 350,000 人由北非及中東等地進入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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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德國以外，歐洲各國也不願接收難民， 

原因不難想像，歐洲各國也陷入經濟困局，自顧不暇， 

當然不願花費資源，接濟成千上萬，不斷湧入的難民。 

 

 

 

事實上，很多人也意識到，整個難民問題，都是因為美國直接干預中東事務所導致， 

這幾年間，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利比亞卡達菲， 

當地自此就陷入不斷內戰、分裂的痛苦循環當中，成了難民潮的跳板。 

 

而敘利亞，更是由於美國一心要推翻巴沙爾政權，引動反對派發起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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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伊斯蘭國 ISIS 的參與，聯軍不斷空襲，將城市變成廢墟， 

敘利亞陷入內戰不斷、水深火熱之中， 

人民因著逃避戰火，放棄家園而走難，亦是無可奈何的決定。 

 

除敘利亞之外，伊拉克、阿富汗亦是大量難民的源頭， 

兩國同樣因著飽受美國的戰火，而變成無法居住的人間煉獄。 

 

但無論如何，按著 Webbot 的預測，難民潮將是不能逆轉的趨勢， 

原因，單計敘利亞，已經是一個人口達 2,300 萬人的國家， 

假若 10%人口出走，數量已經是 230 萬人， 

面對無止境的困局，將會讓更多人陸續選擇出走。 

 

 

 

這批中東難民與歐洲各國於種族及生活上也存在巨大差別， 

再加上有報道稱，中東難民夾雜著恐怖分子，令歐洲人民對他們更加心存敵意， 

更何況，歐洲各國現時也靠著借債度日，面對難民湧入分取政府資源， 

人民與難民之間的衝突，自然在所難免。 

 

因此，Webbot 預測，當難民湧到不同社區居住的時候， 

會出現黑幫與居民聯手作出反抗，押送難民離開社區， 

出現一種名為「草坪戰爭」的新現象。 

 

21）誰坐在司機位置？ 

第二十一點，誰坐在司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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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情報資料顯示，這個必定很準確， 

因為，現在所說，關於金融和中國的預測，至少有 90% 以上是準確的。 

 

它顯示，全球貨幣衝擊，不論是凍結，或是信用凍結，其實主要控制者都是中國， 

並且在將來的日子，中國會要求控制貴金屬的價值， 

Webbot 顯示，由今年十二月起，中國會加劇和增加一些法例， 

嚴格管制貴金屬出入口，非常嚴格地管制。 

 

這幾年間，中國警察會大量拘捕國內外的貪官， 

其中一個標記（marker）：如果我們看見中國的警察和解放軍在國外， 

例如在紐約、倫敦，穿著制服執行工作的時候， 

那麼，第二輪貴金屬，由天價再升至另一天價的情況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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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這個動作是經過計劃的，刻意將貴金屬變為主角， 

因為，控制者是中國的時候，中國示範給人看怎樣挽救自己國家， 

中國亦示範她自己的救國方法 —— 購買黃金， 

所以，很多人也會拼命跟隨她的做法。 

 

22）貴重的隊伍 

第二十二點應該翻譯為「貴重的隊伍」，「pipe」這個字的原意就是排隊， 

它想表達的就是「貴重的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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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ot 指出，到了九月最後的三個星期，凍結資金的情況便會漸漸出現， 

並產生非常戲劇性的變動，以致黃金價格與日俱增。 

 

然而，當時才去購買金銀的人便慘了， 

雖然，排隊下了訂單，但只能天天看著金銀升值，卻無法購買得到， 

甚至等待時間從一開始的「星期」，變成後來的「月」， 

即使他們不惜多付幾倍附加費，並且很有耐性地等待，可是到最後，仍然購買不到。 

 

與此同時，那些地區將百物騰貴、通貨膨脹， 

而這種情況會先從幾個國家開始，然後蔓延至全球。 

 

按照 Webbot 的資料，人民幣最終還是會崩潰， 

雖然，崩潰的速度沒有西方那麼快， 

但由於通貨膨脹的緣故，使全球的紙幣最終皆會崩潰、無一倖免。 

 

影片：「貴重隊伍」（Expensive Pipes） 

2015 年 8 月 16 日的 Webbot 提及「貴重隊伍」（Expensive Pipes）的現象， 

這是形容當「信用冰封」（credit freeze） 時，人們搶著購買貴金屬，隨即導致貴金屬現貨短缺， 

人們開始只能夠以預訂方式購買，在需求急劇增加，但供應未能追上的時候， 

如果價格不能提升的話，就會產生長長的人龍。 

 

情況就如最近，一間連鎖傢俬店作出深宵購物折扣活動， 

令整個區份也於凌晨大塞車，人群擠滿整個商場， 

人們要花數小時排隊，才能夠付款離去， 

當時只是 7,000 人，但已經足已癱瘓整個區域。 

 

相對，當越來越多人知道白銀的稀缺及價值被低估的時候， 

當人們開始搶購，現貨很快被搶光， 

之後，人們要先支付訂金，排隊預訂將來的產品， 

而當他們耐心等候的時候，就會出現 Webbot 所提及「貴重隊伍」（Expensive Pipes）的現象。 

 

而根據 Webbot 的數據顯示， 

這條隊伍中的人，會不斷耐心等待，由數星期發貨，等待到數月發貨， 

並且，白銀價格每日上升，當到貨的時候，銀價已比他們訂貨時升價數倍， 

因此，除了付出耐性之外，到貨時所支付的尾數，要比最初所預計的價錢高出很多， 

但縱使人們願意支付升價數倍的尾數，最終，卻可能買不到已經預訂了的產品。 

 

教會亦於 2015 年 8 月 22 及 24 日，透過內部通訊程式 Sync Calling 發放兩個通告， 

提醒弟兄姊妹，預告將會出現白銀缺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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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想購買實貨白銀的話，應該盡早購入， 

並且，不應採取訂購方式，避免最終出現無法成交的情況。 

 

 

 

其後，情況真的如 Webbot 所預計，實貨白銀首次出現前所未見的短缺， 

有評論更指，現時出現的情況，將會到達史無前例的級數。 

 

事實上，現時，銀價短缺的現象已經出現， 

很多網站已沒有現貨實銀出售，全部都已經要透過預訂， 

並且，等候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個月。 

而香港的白銀售賣地方，例如 Kitco，只有數款銀幣及一款實貨銀條，沒有其他白銀產品提供， 

另一間金城金條，所有實貨銀條也需要預訂，完全沒有現貨。 

 

事實上，於批發層面，全美最大的白銀批發商，亦只餘下三款白銀產品可以提供， 

分別是美國鷹揚銀幣、維也納交響團銀幣以及 100 oz 銀磚，但全部也只是預訂，沒有現貨。 

 

而面對需求爆炸性上升的同時，供應不但沒有增加，相反卻減少了， 

原因，2015 對比 2014 年的 1 至 6 月，加拿大及澳洲的白銀生產量下跌了 28%。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68 

 

 

而從下圖所見，鷹揚銀幣的售價對比白銀價格， 

當中的溢價（Premium）慢慢升至 25%， 

這意味著，人們要付出比白銀價格高出 25%的溢價，才能買到鷹揚銀幣。 

 

 

 

因此，可以預期，貴重隊伍的現象，將會如 Webbot 所預計發生， 

並且，將會越演越烈，等候的時間只會越來越長， 

並且，能夠完成交易的機會亦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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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顯示，當通貨膨脹出現的時候，很多人會選擇拋售手持的債券，有些人則會去討債， 

但資料指出，有被銀行派往討債的職員，最後卻被人殺害了， 

所以，若你的職業是討債的話，那麼就要盡快轉換工作了。 

 

23）歷史上的掃盪 

在第二十三點，也是最後一點，被稱為「歷史上的掃盪」。 

 

 

 

它提及現時就好比「歷史大掃除」， 

中國會成為最主要的一道牆，使整個貨幣系統彷彿撞牆一樣， 

即使某些國家的股市和貨幣本身居高不下， 

但當遇到中國這道牆的時候，就會被撞垮，以致很多銀行被摧毀。 

 

 

 

與此同時，Webbot 指出，不但很多王族都會將國權轉移， 

甚至，連一些經濟帝國和宗教帝國，皆會「改朝換代」， 

所以，Webbot 便統稱這些有趣的字眼為「歷史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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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總結感言 

聽完今次 Webbot，在感言部分，我想與大家看一段經文。 

 

路加福音 18 章 8 節：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嗎？」 

 

此處，為何主耶穌基督突然分享一段很有趣的字眼？ 

就是說「人子來的時候」，意即主耶穌基督說當祂回來的時候， 

祂會留意一樣事情，就是世界上甚少人認識甚麼是信心。 

 

 

 

現在，我們被提在即，這套「2012 信息」分享至今，大家便會看見， 

開始時，弟兄姐妹肯定的原因，是方向正確， 

但現在我們肯定的原因是，我們說甚麼都應驗，並且，世界正環繞我們而轉動。 

但在這情況下，你更需要知道為何神這樣行，因為神一直在鍛煉我們的信心， 

事實上，我們一定要用信心迎接今次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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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來，我帶領你們，成為你們的牧師， 

我發覺一個現象，使我明白為何主耶穌基督會說這句話， 

為何主耶穌問：「有信心的人麼？」「信德」原文是「信心」。 

 

為甚麼提及信心呢？ 

也許，你會立時回應：「我有啊！」 

問題是，許多時這只是一個錯覺。 

身為帶領你們的牧師，我就好像你們的屬靈教練， 

在《栽在溪水旁》我也曾以啞鈴對比人生的信仰， 

我就像在這健身房中，教你們健身的教練， 

所以，我會知道你們可能會有個誤解， 

我也親眼看過很多有這樣誤解的人，在信仰上死得不明不白，為甚麼呢？ 

 

也許，你認識一些墮落的基督徒或在外面攻擊我們的基督徒， 

竟然覺得自己懂得懷疑便是很偉大了，但這群人簡直是瘋了， 

因為神從來沒有應許你憑著「懷疑」能夠在神面前自誇， 

你不可能憑著「懷疑」在神面前得到任何東西。 

 

但為甚麼他們會這樣做呢？ 

因好些人被世界的風俗影響至一個階段， 

他們將懷疑視為偉大，自以為懂得懷疑，便代表自己懂得思考。 

 

 

 

甚至有些人上到我們教會亦然， 

與他分享時，很多時他不明白，直至你解釋得令他覺得很震撼， 



20151004   www.ziondaily.com 
 

 
 72 

可是下一次他再來，他又會不明白。 

 

就如一次又一次，神帶領我們的美麗誤會， 

你解釋了第一次，他接受了；第二次，他又不接受了； 

就算第二次你解釋得使他接受，他第三次又接受不了， 

直至出現一次，他覺得你有瑕疵，便跌倒給你看， 

他自覺這很偉大，因為他懂得懷疑。 

 

我想讓你知道，這種典型「爛泥扶不上牆」的信仰，有甚麼地方值得偉大？ 

但香港人就是會教這些傻瓜，使他自覺偉大， 

你看看報章，許多說法根本都是這樣的。 

 

我再將這個概念對比另外兩個例子，你便會明白了。 

就好像你幫助一個吸毒和偷錢的人一樣，他忍不住想偷錢，今次你說服了他， 

但是，過了一個月後，他又再次想偷錢，又想吸毒，可是，你又再次說服他了。 

但在第三、四次後，最終，他都吸了毒，甚至也偷了錢， 

那麼，他很偉大嗎？換言之，這個人的內心，根本沒有改變。 

 

 

 

我曾提及，健身會出現一個現象， 

當你看著一個人健身，如果你是健身教練，你當然會較他更強壯、更厲害， 

他可能有著「香雞」（竹籤）般纖幼的手，於是，每次舉重都舉不起，你便扶起他， 

當他舉起一次、兩次、三次，下次再來的時候，又不能順利舉重， 

但你又再次扶起他一次、兩次、三次。 

只是，十年後，你發覺當你不在現場時， 

他還是一次也舉不起這個啞鈴，如此，他很偉大嗎？ 

從頭到尾，他都是接受你的幫助， 

每一次都是借助你的力氣來舉起這個啞鈴，他從來未成功舉起。 

 

其實，很多來到錫安教會的人根本不是付出信心，由始至終，他只是被說服， 

換句話說，即使是瘋癲的人來到一所極有神同在、極有說服力、極有恩膏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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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會相信，即使是傻子也會變得聰明，因為這所教會極有恩膏， 

但是，當他嘗試獨自面對挑戰時，便會立即不信，然後覺得自己較你更偉大， 

因為他的不信，於是說：「你有本事便說服我！」 

香港就是出現了這些敗類。 

 

這讓你知道，在末後的日子，神將會出現最大的復興，很多人會依賴這個最大的復興， 

他們由上教會直至結束，他們從來沒有付出過一絲的信心， 

但因為這個復興實在很厲害，即使不信的人也會相信， 

導致他在這麼厲害的復興中，完全不懂得省察自己， 

故此，為何主耶穌回來會說：「我能看見有信德的人嗎？能看見有信心的人嗎？」 

 

事實上，在這一代，即保羅所說，在末世的時候， 

有很多從頭到尾喜歡說閒話、又不解怨、又沒有親情的一群人， 

他們的信仰從來未被建立。 

 

 

 

事實上，我建立這所教會已經三十年，我見盡很多這樣的基督徒， 

由於他較其他弟兄姊妹早幾年上教會，於是很擅於說話，可是，他所說的是否自己查出來？ 

他所分享的所謂見證是否自己的經歷？ 

全都沒有他的份兒，這全都是牧師的分享和經歷。 

於是，當遇上數次的美麗誤會，他便跌倒了， 

然後，還覺得自己較其他人聰明， 

這是多麼的可悲！ 

 

所以，現時當你開始聽 Webbot，看見在這個世界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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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印證了我們的身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運用信心，也會相信， 

故此，若在這個時候跌倒的人，根本不值得可憐。 

 

究竟，那些人有沒有運用信心？ 

其實，從一開始來到教會時，他們便沒有運用過信心， 

因為從頭到尾，他都是隱藏在教練的力氣下來舉起這個啞鈴， 

他從來沒有鍛煉出一個屬於自己的肌肉， 

有一天，他只是搬動啞鈴，便已經出洋相了， 

只是，對香港人而言，即使出了這種洋相，還以為自己是多麼的偉大。 

 

所以，當你見到外面一些這樣子的人， 

還自以為懂得懷疑，覺得自己很偉大的話，你要知道，那些人是必死的。 

舉例：當主耶穌再來的時候，究竟你是用信心回應才可以被提， 

還是用懷疑去回應才可以被提？那當然是信心了。 

 

所以，如果一個人鐵定說：「我每次都懷疑的！你要說服我相信啊！」 

他十次都這樣做，「第一次『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嘛！第一次大旅行嘛！ 

第二次大綵排嘛！那麼第三次，又是什麼啊？」 

 

 

 

他每次都用懷疑面對每一次的話，到了真的那次，他能夠被提嗎？ 

被提不了，他根本已經設定了自己永遠被提不了，一定下地獄的了。 

 

但另外一個人呢？他不管每次是不是，既然神叫我預備，我便用信心去預備， 

第一次沒有發生，他不是覺得自己笨了，他預備了第二次，用更大的信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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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又不是，那麼他預備第三次，用更大的信心回應。 

 

於是乎，在十次當中，他鍛煉了信心的肌肉， 

並且，到真正的那一次，這個人能被提嗎？ 

可以被提，因為按著主耶穌這裡說的這句話， 

祂回來的時候，會有一大群人說迎接祂的， 

當然，你見到主耶穌基督已經駕雲降臨，當然說相信了， 

他覺得自己很聰明，因為十次他都不信，而這一次看見便信了， 

那麼，見到就用不著相信了！而這些人就是會下地獄了。 

 

我現在就是在說，在這一刻，我更加要跟大家分清楚， 

究竟你跟隨錫安這麼多年，你有沒有鍛煉自己的信心呢？ 

如果過去這麼多次大旅行，你幾乎每次回來都要輔導的話， 

那麼，你即是不行了！ 

 

我不是說故意貶低任何人，我也當然不知道你是誰， 

但我可以保證你死定了！我保證！ 

你不用問其他人，一定死定的， 

因為你從來沒有用信心回應每一次被提的要求， 

被提你一定要用信心，信心大得怎樣？不就是大得令你可以被提了！ 

 

譬如你想得醫治，那麼，我的信心要大得怎樣才可以得醫治呢？ 

不就是大得可以醫治那個級數。 

那麼，被提也是，你可知道被提的信心要多大？ 

被提的信心就是新婦才能夠付得出的那麼大的信心！ 

 

所以，神要用這麼多次挑戰我們，鍛煉我們的肌肉，明白嗎？ 

鍛煉一次比一次強壯的信心， 

每一次都要立志擁有更大的信心，去回應最大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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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究竟用賓客的信心去回應這婚宴？還是用童女的信心去回應這婚宴？ 

抑或是用新婦的信心回應這婚宴，這便會決定你在婚宴中是什麼身分了， 

就是如此簡單！《聖經》亦正是這樣說。 

 

 

 

一些賓客甚至連穿一件禮服的信心也沒有，卻想參與這婚宴，神是不會容許他做賓客的。 

 

影片：真信心與被提 

於主日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到了末後日子，主耶穌回來的時候， 

會缺少信德的人，就是缺少真正認識信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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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18 章 8 節： 

「我告訴你們，要快快的給他們伸冤了。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 

 

因為到了末後的時代，人性走向極端的兩極化， 

一方面，人類因著科技的發展，不斷追尋自己的理想與慾望， 

人們不斷犯罪、得罪神，一個又一個國家重回所多瑪、蛾摩拉的舊路， 

亦因此，神以大災難審判全地。 

 

 

 

但同時間，另一方面，於黑暗中，卻閃亮出信仰的光輝， 

就是世界上，終於會出現一批歷史上前所未見， 

信仰昇華到極致的基督徒，他們是主耶穌等候多年的新婦， 

就是隨著於歷史裡面，一個又一個真理的復還， 

到最後的世代，他們累積歷史上所有神話語的亮光， 

最終以真理妝飾，預備整齊，成為被主耶穌迎娶的新婦。 

 

但可惜的是，神的新婦，只是佔整個末後世代的極少數， 

原因，就算誕生出最優質信仰，能夠成為神新婦資格的人在他們面前分享， 

但對於世界上大部分人而言，他們卻也像是瞎了眼睛一般，喪失這個福份， 

歸根究底，就是如《路加福音》這段經文所提及，他們並不是擁有信德的人。 

 

正如日華牧師所提及，神所說的被提，必然需要用信心回應， 

因為被提並不是廉價得連不相信會發生被提的基督徒， 

也會如被綁架一般，一瞬間，被神從地球強行綁走到天堂， 

並且成為羔羊婚宴的主角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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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神的新婦，必定知道自己是婚宴的主角， 

並且自己妝飾預備整齊，等候新郎，以及婚宴的開始。 

 

啟示錄 19 章 7 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啟示錄 21 章 2 節：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事實上，於天國裡，信心就是所有應許的貨幣， 

當人希望得到神蹟醫治、趕鬼，甚至恩賜運作、Call 位、說的聚會， 

所有神的應許與祝福，都是以信心這種貨幣來推動。 

 

如果希望得到神蹟醫治的話，就需要擁有能夠相信自己得醫治的信心； 

如果希望恩賜運作的話，就要有能夠相信自己可以傾聽神聲音的信心； 

或是看見聚會中病人位置，Call 位的信心； 

或是如主耶穌時代，行水面、水變酒、死人復活，甚至移山的信心。 

 

可惜的是，現今世代的基督教已經淪為社福機構，不值一文， 

他們將《聖經》的標準降至已不能更低的程度， 

為的就是迎合大眾的口味，讓世人接受。 

 

因此，環顧整個香港基督教界，大部分教會也是基要宗派，不接受靈恩， 

他們杜絕一切需要動用信心的信仰部分， 

甚至，反擊一切教別人運用信心的宗派。 

 

要知道靈恩的復還，由五旬節、亞蘇撒街、說方言開始，至今已超過 100 年， 

因此，靈恩其實也不再是所謂「新興宗派」。 

從方言起始，其後的讚美敬拜、醫治、趕鬼、預言等等，一個又一個的真理復還， 

累積至今，現在差不多要進到最後死人復活、永遠審判能力出現的年代。 

 

可是，現時，大部分香港基督徒，甚至教會牧師，  

連那一百年前靈恩復還的原始點，就是說方言也覺得奇怪，甚至不能接受的話， 

那麼，他們又怎能談得上「被提」的信心呢？ 

 

尤其是這些口稱自己為神的僕人，卻抗拒方言，無法認出聖靈的工作， 

更將一百年前，靈恩運動的說方言視為假冒，甚至是被邪靈附身， 

並且，他們認為說方言即使是真的，也是恩賜中最小的，不值得追尋， 

再者，他們將神蹟聚會視為巫術或演戲，而恩賜運作，則被視為假先知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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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這批神的僕人，耳朵聽不進神的聲音； 

眼睛看不見神的作為；口裡說不出神的說話，是屬靈官感傷殘的教會領袖， 

於神面前，他們只是又盲、又聾、又啞的僕人， 

但與此同時，他們卻質疑任何視力、聽力、說話能力正常的僕人， 

認為他們全都是假冒，或是被鬼附著。 

 

既然，神的作為並未能說服教會領袖們動用信心，並且接受聖靈， 

教會的信徒自然亦會以同樣態度對待每一個需要運用信心的真理。 

他們將信仰的責任，全然推卸給教會、牧師， 

如果無法說服他們的話，即使是真理，也絕對是真理也錯了。 

 

這漸漸地形成一個系統，就是於教會界中， 

不斷製造出一群又一群顛倒是非、自己敵擋信心，卻以為自己有信心的基督徒。 

 

一個缺乏信心的信仰，只餘下法利賽人式、空洞的儀式和條文， 

但是，比法利賽人更不堪、更可悲的是， 

他們在剩餘的條文中，更不惜刪減任何世人所挑戰、所不接受的部分， 

將教會的標準變得與世界等同。 

世界接受同性戀，教會亦接受同性戀； 

世界接受邪惡，教會亦以寬恕與接納為名，欣然接受種種《聖經》所不容許的惡事， 

最終，教會於世人眼中變成如小丑一般，成了失了味的鹽。 

 

可是，神從來也不會降低自己的標準來遷就任何人， 

所以，不單「新婦」要有信心的回應，就算是「賓客」也要以信心回應， 

就是要在神面前穿著禮服，才能夠參加羔羊的婚宴。 

因此，每次於神所帶領下所出現的「大旅行」、「大綵排」， 

就是在神的恩典下，讓弟兄姊妹經歷一次又一次的信心鍛煉， 

讓信心得著在風平浪靜時所永遠無法達到的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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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讓自己得著被提資格，更藉著這些鍛煉，能夠於僅有的光陰趕上， 

本來是「賓客」的，能夠屬靈趕上成為「童女」； 

本來是「童女」的，最終於被提前，能夠趕上成為神末後的「新婦」。 

 

所以，我身為你們的牧師，亦可以一個健身教練的概念去理解， 

我親眼見到你們當中很多人，也收到很多匯報， 

就是每一次完結後，這一群人全部要輔導（Counsel）的， 

另外一些則已經離開了，離開了的那些人，是不值可憐的。 

 

但是要輔導的那些人，如果你直至今天仍要被輔導的話， 

那麼，你不是每次都在鍛煉自己的信心， 

你每一次都要靠你的教練幫你背著啞鈴，你才能舉起數下， 

那麼，到真正的那一次，你也死定了。 

 

所以，對於被提，我們一定要知道，這是神的心意，是神的憐憫， 

因為，如果第一次大旅行就是被提的時候，或者連我也沒有信心被提， 

但不是今次，因為我們鍛煉了兩、三次，大家的信心也已經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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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有時讓你能夠有機會參加這麼多次，其實就是祂的憐憫、恩典， 

但是你浪費了憐憫、恩典的話，你的去處只是地獄，或是留在三年半大災難了。 

最後，我想每一位跟五個人說：「我就是那個有信心的人！」 

 

 

如果我們學到任何事情，請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感謝主！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