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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0 月 25 日分享 

 

第一章：9 月 2 日 Webbot 的其他部分內容 

第二章：整個地球的變動 

1） 地球的變動非常大 

2） 地球擴大引發怪異天氣，出現野性的風 

3） 全球暖化其實是一個謊話，地球根本沒有暖化 

4） 地貌急劇的轉變 

5） 大雨導致內陸湖出現 

6） 2015 年冬天至 2016 年，北半球出現嚴重暴雨、洪水和風暴 

7） 太陽導致超高的雲 

8） 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出現洪水和雪災 

9） 美國的南部、北佛羅里達州、墨西哥大雨造成各種問題 

10）將到的六個月會是極之寒冷，而這將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11）歐洲會發生強降雨 

12）今年是極之嚴寒和極早出現下雪的冬天 

13）今年冬天，雪會成為主導，導致地土流失和洪水 

14）北大西洋至到歐洲的海邊沿岸迎接子彈般的風暴 

 

第三章：全球的人民 

1） 全球因為金融危機的緣故，出現示威和暴動 

2） 普遍政府都出現能源危機 

3） 西方輿論將資金凍結歸究中國 

4） 全球社會意識形態對貨幣、中央銀行、銀行、政客不信任 

5） 分散居民 

6） 極多難民爆發衝突，令城市變為無政府狀態 

7） 全球新的社會失控 

8） 人民將社會崩潰的責任歸究難民 

9） 草坪戰爭 

10）難民回流到南方 

11） 個別向銀行家尋仇 

12）全球宗教組織崩潰 

13）全城清空 

14）天氣加上資金凍結，會引發整個石油行業倒閉 

第四章：總結感言 

 

影片：麻樹醫療用途︰大麻能殺死癌細胞應驗篇 

日華牧師早於兩年前， 

前瞻性地於 2013 年 11 月 17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9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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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分享當今眾多陰謀論裡面，其中最被壓抑的資訊，就是有關麻樹的應用。 

 

 

 

原來，麻是一種極為普及的物品，長達幾千年，人類都一直合法地大量使用， 

只是財閥因著私利，於 1930 年代設下陰謀而禁制了。 

 

麻一直被用作製造細麻布、麻包袋、麻繩等物件， 

在未有文明時，造船業及其他行業，都極為依賴它， 

所以，當時麻甚至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經濟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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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更詳盡分析，假如世界沒有任何醫藥、金屬和能源， 

卻只能夠選擇一種資源去取代的話，首選必然是更便宜、更優越的麻成為代用品。 

 

早在 50 年前，人們用麻製造的車殼， 

已經連鐵鎚也無法損害分毫，甚至比碳纖維還輕。 

麻的好處非常多，用麻提煉的電油，比原油更便宜， 

除此之外，麻還可以製成麻繩、細麻服裝、能源、食物、醫藥、土產和金屬等。 

 

 

 

再者，日華牧師更引述很多自然療法資料， 

顯示大麻能夠提煉出一種油，可以治病，甚至殺死癌細胞， 

雖然，麻具有如此廣泛的用途，但是，原來背後存在極大的陰謀。 

該篇主日信息在一年半前播出， 

揭露當今世界對於大麻，在醫藥、能源、工業和經濟方面， 

一直以來都極為不公平地壓抑它的效用。 

 

直至一年多後，於 2015 年 4 月 9 日，有新聞報道標題名為︰ 

「美國研究：大麻具有藥用價值，可殺滅部分癌細胞。」 

英國《獨立報》網站報道，一個由美國政府出資的研究機構，公佈其最新的報告稱︰ 

大麻可以殺死癌細胞，美國政府可能開始正式承認大麻的藥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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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完全吻合日華牧師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分享， 

整個世界因為日華牧師的分享而轉動了。 

 

原來，由美國政府委託的聯邦研究團隊，本意是想嘗試證明， 

大麻（cannabis）具有「不可接受」的醫療用途，企圖以此壓抑大麻的藥用價值， 

然而，該資訊最終卻無意間，相反地揭露大麻實際上是如何殺死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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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研究所（NIDA）報告表示︰ 

最近從一項動物試驗中，已證實從整株大麻所萃取的大麻素， 

可以殺死一定的癌細胞，並且可以令其中一種最嚴重的腦瘤縮小， 

在老鼠身上的研究顯示，當大麻與放射線一併使用，還可以增加放射線殺死癌細胞的效果。 

 

 

 

由於這項專業的新發現公布後， 

恰巧地，緊接就是提交給國會和眾議院對於「將大麻醫療在全國層級合法化」的提案， 

內容是動議將大麻從「一級管制藥物」（Schedule I）降至二級（Schedule II）， 

使聯邦政府接納大麻的可接受醫療形式時，可以更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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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提案亦會將「非令人興奮化合物」的大麻二酚盆栽植物（cannabidiol）， 

從列管物質管理法中移除，允許在沒有違反聯邦法規下，在各州間分配， 

從此，美國政府可能會開始正式承認大麻的藥用好處。 

 

此外，由倫敦聖喬治大學科學團隊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麻含有兩種最普遍的大麻素。 

Herbal Dispatch 的 Mike Adams 表示︰這兩種大麻素，四氫大麻酚（THC）和大麻二酚（CBD）， 

能減弱癌細胞的活力，以及使它們更容易受化療影響。 

 

2014 年，這個研究發表在分子癌症治療（Molecular Cancer Therapies）醫學期刊上， 

詳細說明當這些特殊的大麻素與化療結合使用，腦癌致命多樣性將大幅減少。 

 

首席研究員 Dr. Wai Liu，在 2014 年 11 月華盛頓郵報專欄中發文稱： 

我們已經證明大麻素，對於治療成人身上最具侵略性的癌症中，能夠發揮作用， 

結果是希望提供治療腦部「神經膠質瘤」（glioma）的突破性方法，並拯救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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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整個世界都隨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分享而轉動，並完全吻合日華牧師的教導。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接續分享 2015 年 9 月 2 日及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市場的部分。 

 

當中，9 月 2 日 Webbot 有關市場的部分： 

13）股票市場的龐大財富，將會煙消雲散，急轉直下， 

全世界的人只看著金礦、銀礦和比特幣（Bitcoin）。 

 

14）比特幣將變成中國及全世界時尚達人的必備品， 

人們甚至會看擁有比特幣就像是賭徒贏了錢一般開心。 

 

15）許多政治家因社會經濟問題充斥著極大壓力，甚至面臨崩潰， 

因此，他們會要求中央銀行和市場提供解決的方案和答案。 

 

16）政要害怕失控的原因，是因為網絡已經無法提供正常服務， 

這就如「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導致很多電纜、電線、電腦、網絡都毀壞， 

甚至令銀行電腦失靈，社會福利電子系統崩潰。 

 

17）2015 年秋天至 2016 年，越來越多電子系統失誤， 

導致全球不能進行貿易，甚至人們不再信任電腦系統。 

 

18）經濟市場加上政治，產生了南海爭議及「金礦戰」，甚至捕魚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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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聯邦儲備局將於十月加息。 

 

20）債券貶值，甚至一日之間蒸發。會先由中國蔓延至歐洲，及後再到美國。 

 

21）所有以債務為中心的公司、樓宇、汽車，皆會貶值 99%， 

意思是情況會比 1929 年再壞十倍，美國將會回收廢物、物資，尋找白銀循環再用。 

並且，於樓宇裡面拆走可以循環再用的鋼筋、電線，取回銅、銀、塑膠等原料。 

 

22）十一月開始，自動櫃員機（ATM）不能運作，所以轉用比特幣， 

於這情況下，比特幣將會成為 666 系統。 

 

23）新的營商模式，跳蚤市場大復興，因為當全美國屋宇市場崩潰後， 

所有大商場、大工廠都會變為跳蚤市場，人們只能靠賣舊東西掙扎求存。 

 

24）Blockchain 出現新技術，將主導整個市場，並淘汰銀行業， 

令比特幣這種電子貨幣能夠完全取代銀行， 

Webbot 形容，就像 Uber 革新整個行業， 

當沒有中間人能夠從中取利，人們自然就會轉用 Bitcoin。 

 

有關 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對於市場預測的 18 點： 

1)因為一些外來緣故，影響銀行利息，引來一連串逃債事件，甚至影響保險業。 

 

2）假股票 

Webbot 提及，全世界最少有五成以上的股票是假的， 

當消息傳出後，將會對市場產生巨大的破壞，影響實在十分可怕。 

 

3）由於即將來臨的破壞很嚴重，俄羅斯和歐洲未來將會聯合作出投資。 

 

4）2015 年 12 月，上萬計的年青人走到街上叫賣白銀。 

 

5）2016 年首半年開始，白銀等同金錢。 

 

6）人對銀的需求量提升一倍，這成為有錢人和銀行家的惡夢。 

 

7）2015 年尾，北半球或歐洲發現，戶口的黃金抵押消失，這將會引發暴亂。 

 

8）傳媒在 2015 年尾開始報道銀就是金錢。 

 

9）伊拉克貨幣第納爾對比美金，將會由現時的 1:20 變成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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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會是美金死亡前的骨牌效應。 

 

10）除了伊拉克，加幣和泰幣亦會在骨牌效應下貶值。 

 

11）貨幣貶值的瀑布、全球大型債務爆破造成 20 年的破壞。 

 

12）政府將會全面控制銀作為太陽能材料的法例，並且，對銀進行出入口管制， 

政府亦支持工業以菲林膠片或其他物件，將銀循環再用。 

 

13）將舊電子產品的白銀循環再造，會變成大生意，那時，銀將會以每克計算。 

 

14）國家貿易之間的抵押品消失，將會引發爭論甚至「互相恐嚇」。 

 

15）銀的價格急劇變動，導致公司損失抵押品。 

 

16）欺詐、偽造、假債券、雙重計算資產事件被公開，導致人們對市場失去信心。 

 

17）銀行家和聯邦儲備局製造新醜聞去分散人們的注意力。 

 

18）2016 年，國家用延遲出入口程序去應對金融矛盾問題。 

 

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一年前已經分享，ISIS 其實是由美國提供協助， 

目的是要使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台，現時，新聞才開始有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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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俄羅斯參戰後，奧巴馬隨即反口，要求阿薩德必須下台， 

同時間，普京亦反擊稱，美國一直支持 ISIS。 

 

日華牧師分析，這正正是末世的標記，因《以賽亞書‧17 章 1 節》早已預言， 

於主回來的時候，大馬士革會變為荒場，並且，開始世界大戰， 

「聖經密碼」亦談及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大馬士革和敘利亞開始。 

 

 

 

這讓我們知道，奧巴馬，甚至現時的教皇也是演員，是十王所用的傀儡。 

例如︰「玫瑰園計劃」當中，信息曾提及香港是「玫瑰之城」， 

而最近的羅斯堡槍擊案，就將 923、玫瑰之城、高鐵等共同信息組合出來， 

因於剛過去的 9 月，我們度過了《聖經》節期所指， 

真正的吹角節、9 月 23 日的贖罪日以及住棚節， 

錫安教會身為新婦，藉著解開這些謎題，從而得到答案及「被提的信心」。 

 

歷史上，以諾、以利亞及主耶穌也是被提的榜樣，他們得著資格被提， 

因此，被提的祝福，也要因著信心才能夠得著， 

被提的信心，甚至要動用移山的信心，才能夠達到。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 Webbot 的內容。 

 

第一章：9 月 2 日 Webbot 的其他內容 

現在，我們分享 9 月 2 日 Webbot。 

早前，分享了 9 月 2 日和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市場」的預測， 

因為這是目前我們能夠使用的資料，以檢測發生的事情， 

及主要用作預知接下來演變的事件， 

尤以 9 月 2 日 Webbot 的市場內容值得一看。 

 

現在，我們說回 9 月 2 日 Webbot 的全段預測，即全份共 27 頁報告的其它部分。 

 

首先，報告的大前提談及 Metadata（最主力、最大的總結、最大量的資料），以它觀看整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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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往的預測，Metadata 都非常準確，預測的事情必然發生， 

就如 2005 年的難民潮（當時已經提及了）， 

現在，從日常生活裡，它已經變成新聞了， 

甚至，預測談到發生的地方因為什麼原因而出現難民潮。 

 

 

 

按著 Metadata 的預測，接下來的一年，將會出現大批「救援」的字眼， 

它來自非常惡劣的天氣，導致許多地方被摧毀， 

與此同時，許多文明國家需要出動軍隊去救援， 

除了救援人民和災民外，救援經濟等字眼也有出現。 

 

第二章：整個地球的變動 

接著，有關地土方面，即整個地球的變動。 

 

1）地球的變動非常大 

第一點，地球的變動非常大，對比以前，以前的變動速度很慢， 

現在，從未試過，由今年開始，將有非常急劇的轉變， 

換句話說，如果早幾年的變動是快的話，今年則會更快了。 

 

2）地球擴大引發怪異天氣，出現野性的風 

第二點，地球擴大引發的怪異天氣，許多 wild wind（野性的風）出現， 

甚至到一階段，這些怪風將會吹襲某些地方， 

那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甚少災難、缺乏的， 

亦正因此，那些地方才能成為富庶並美輪美奐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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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每星期也有怪風吹襲香港， 

將所有摩天大廈的玻璃窗都打破，這樣你也不會再建造了。 

而 Webbot 提到，一些十分文明的城市，整個城市都是摩天大廈， 

但那些怪風卻吹襲這些地方，打破了房子和大廈的窗和玻璃， 

而怪異之處，就是每隔數天便有怪風吹襲一次。 

 

 

 

因此，最後人們會失去了保暖設施，也不能再使用這些地方，到最後唯有撤離， 

這些城巿因為停電，並且玻璃窗被打破， 

以及在一些以往不會刮大風的地方卻刮起怪風， 

以致很多文明城市出現了災難。 

 

大家都知道，大城市通常是不會有龍捲風的，龍捲風反而會出現在野地， 

所以，在那些野地，是不會設立城市，只設立郊區或農莊， 

而這就解釋為甚麼美國德薩斯州大部分地區都是農莊， 

但連那些沒有災難的地方都將會變成災區。 

 

3）全球暖化其實是一個謊話，地球根本沒有暖化 

第三點，現在 Webbot 所顯示的氣候變遷， 

會讓人知道，全球暖化其實是一個謊話，地球根本沒有暖化。 

它說，南半球本來是夏天卻下雪，而事實上，澳洲一些乾旱的月份會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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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提出一些題外話， 

如果你查看二氧化碳導致地球暖化這點， 

從「氣候門事件」已經證實，奧巴馬根本是個大騙子， 

藉詞太多二氧化碳導致全球暖化，所以要收二氣化碳稅， 

那時出現的數據，我也以為是真的，但現在發現數據全是假的， 

反而，地球現今是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少二氣化碳。 

 

 

 

但他還借口收取二氧化碳稅，藉以謀利， 

現在大眾縱然知道受騙了，也不能提出控訴，唯有嗟嘆不幸， 

可見，這些美國的所謂氣候專家們，是多麼卑鄙，刻意遺漏和更改資料。 

 

影片：二氧化碳導致地球暖化的謬論 

日華牧師曾在「2012 榮耀盼望第 278 篇」，為大家分享過「氣候門事件」， 

近 20 年，由於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提出人類工業化，導致所謂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 

因而大力推動環保減碳運動， 

但是，這一切其實並沒有科學根據，相反只是用假數據製造的一場鬧劇。 

 

「氣候研究小組電郵爭議」（Climatic Research Unit email controversy）， 

又稱為「氣候門事件」（Climategate）， 

是指 2009 年 11 月發生在英國， 

隸屬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EA）的氣候研究小組（Climate Research Unit, C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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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黑客入侵，盜取及公開過千封 1996 年以後的電子郵件、超過三千份內部文件， 

以及關於溫室效應研究的一系列電子郵件和檔案， 

證明有人曾經刻意修改數據中，不利全球變暖理論的資料， 

使別人查看時，會以為地球氣溫上升，是由二氧化碳量增多而導致。 

 

 

大部分人被主流傳媒洗腦，以為所有科學家和有識之士，都支持全球變暖的理論，但事實卻不然。 

2008 年有超過 31000 名科學家，包括 2700 名氣候專家和地球物理學家， 

共同簽署一份「請願書」（Petition Project），為了向世界宣佈： 

「聯合國對『地球暖化』的預測，並沒有絕對的證據，亦沒有在現實中發生。 

而『地球暖化』源於二氧化碳的理論，更沒有被證實，全球科學界對這問題也沒有一致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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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份重要的宣佈，卻很少在新聞媒介中被報道，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被人為操控，不容許有任何如這類具代表性的反證事例， 

以及動搖「地球暖化」的言論出現。 

 

二氧化碳增多導致地球變暖的整套理論， 

由始至終都只是由戈爾的大學老師 Roger Revelle 一人推銷的理論， 

最終卻被政府和傳媒大力推行。 

 

 

 

相反，其他 3 萬多名科學家聯署反對這理論的意見，卻被抹黑和完全否定， 

所以，二氧化碳增多導致地球變暖的整套理論，根本只是一場政治秀。 

 

另外，這些支持地球變暖理論的人，都會極為狡猾地，在沒有證據支持下， 

就於每年夏天最熱的時候，對公眾聲稱今年又破了歷史上的最熱記錄。 

以 2014 年為例，這年曾被稱為最熱的一年， 

但是，同時卻是南極洲有記錄以來，冰帽和海冰面積最大的一年， 

甚至，有一艘專門研究氣候變暖的破冰船，被困在南冰洋的冰層之中。 

 

戈爾在 2007 年推廣地球暖化理論，得到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他聲稱，北冰洋的海冰會在 2013 年完全消失， 

事實卻剛好相反，北冰洋的海冰面積於 2014 年仍然一直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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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美國著名電視天氣頻道 Weather Channel 的創辨人 John Coleman， 

發聲明指現今的全球變暖理論，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現今地球所發生的現象，與支持全球變暖的理論完全相反， 

兩極的冰帽都正在擴大，北極熊亦正在增多，甚至海平面也沒有上升。 

 

 

 

戈爾亦曾聲稱，到了 2100 年，地球的海平面會上升 20 呎， 

但事實上在過去 20 年，地球絕大部分的驗潮儀都沒有發現海平面上升，亦沒有加速上升的趨勢。 

有研究於 2014 年指出，過去 20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麋鹿數量正在大幅下跌， 

支持全球變暖理論的人，立即把事件歸咎於氣候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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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真正原因卻是當地野狼數目增加。 

 

 

 

另外，2013 年北極夏季冰蓋面積比 2012 年增加了 60%，超過 100 萬平方英里， 

科學家警告，世界正在經歷氣溫急速下降，可能面臨全球變冷，氣溫急降將持續到本世紀中葉以後。 

此前，根據電腦預測的災難性氣候變暖，是一個危險的誤導。 

 

今年 2015 年 10 月，一名曾於澳洲溫室氣體辦公室工作的前氣候模擬專家， 

擁有六個應用數學學位的電子工程師 Dr David Evans， 

發現現今用來檢測地球二氧化碳量，對氣候暖化影響的模型中， 

有兩個錯誤的地方，令被測出的地球二氧化碳量增多，將地球暖化的影響誇大了十倍之巨。 

他認為，近年天氣變熱是太陽活動所引致，而非二氧化碳增多的緣故， 

他甚至認為地球將會變冷，到了 2030 年，更會開始進入小型冰河時期。 

 

4）地貌急劇的轉變 

第四點，Webbot 指泥石流會嚴重至一個新的階段，令地貌急劇的轉變。 

今年人們會聽見，例如，泥石流甚至會把一座山的一半沖走而埋沒了山下的城市，分隔了道路， 

整個城被分開了，但中間造成了一道河，全個市鎮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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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可看到，4 至 5 層樓高且新的河道產生出來， 

並出現「沖走」、「吞噬」、「新的河道」這些字眼。 

 

 

 

影片：泥石流景象應驗篇 

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預測有關地土及地球變動的第四點， 

Webbot 警告：接下來，泥石流事件將會嚴重至一個階段， 

洪水將整座山沖去一半，掩埋山下的城市，令道路分隔。 

 

當這個預測發佈後， 

9 月 16 日，中國雲南省保山市昌寧縣遭遇特大暴雨， 

累積降雨量達 259.8 毫米，引發泥石流災害， 

一側長達 100 多米的山體滑坡出現崩塌， 

如 Webbot 所預測：近半座山塌陷，沖毀道路，導致車輛受阻無法前進， 

災害已造成兩鎮共 3023 人受災，78 間房屋倒塌，223 間受損，7 人死亡，17 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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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中國四川康定市突然發生泥石流， 

約 2000 立方公尺的泥漿包裹著不同體積的石塊湧向道路，順著山坡和居民出入的道路湧下， 

石流量甚大，泥漿不僅將道路覆蓋，部分房屋亦受影響，甚至沖走停放路邊的車輛， 

導致康定城區交通中斷，逾千民眾緊急疏散。 

 

 

 

10 月 1 日，中美洲國家危地馬拉首都市郊一個小鎮，因持續暴雨，引發泥石流， 

如 Webbot 所預測：有半座山達數以噸計的泥石連同樹木滑下， 

淹沒約 125 間房屋，部分更被掩埋至 15 米深。 

是中美洲近年最嚴重的山泥傾瀉之一，造成最少 131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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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人失蹤，當局已經將 400 名生還者疏散到安全地方。 

 

 

 

10 月 10 日，中國雲南玉溪公路連續降雨， 

導致玉溪市新平縣境內，部分省管幹線公路遭受不同程度的泥石流及塌方等自然災害， 

泥沙石沖刷出一條長 75 米，最闊達 30 米的「淤泥大道」，奔湧至公路，造成長 30 米缺口。 

 

同日，美國南卡羅來納州遭遇千年一遇的歷史性水災， 

南卡州中部雨量驚人地高達 450 毫米，暴雨造成 9 道堤壩斷裂， 

沿海地區羅鎮，更出現大範圍水浸和土石流，損壞總計可能升破十億（$1 billion）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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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緬甸東部克耶邦因暴雨引發泥石流， 

兩個偏遠村落被掩埋，影響超過 30 間房屋， 

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近百人需要緊急疏散至安全地方。 

 

 

 

10 月 16 日，美國南加州山區降下突如其來的暴雨， 

導致洛杉磯以北公路的斜坡，土石鬆動，引發土石流傾瀉而下， 

這次土石流來得又急又快，整個路面猶如流沙，包括 75 輛大型車， 

共 190 輛車受困，司機愴惶逃走，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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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有關地土及地球變動的預測，正在全球應驗。 

 

5）大雨導致內陸湖出現 

全球將會有一個新景象，大雨在街道之間造出內陸湖。 

 

 

 

因大水沖向兩邊樓宇，把車輛沖至街道中央，倒塞了前方， 

導致水位一直上升，達至 40 呎高。 

如果人們用一些方法，如用工程車移走它， 

但移走後大水繼續向前沖，沖向另一個位置， 

不久又升回 40 呎，形成內陸湖。 

 

 

 

大雨到一個階段，沖塌的物件會成為內陸堤壩， 

這景象普遍會在全球出現。暴雨將會連綿不斷， 

數天前的那一場暴雨，香港彩虹道的水浸只是其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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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5 年冬天至 2016 年，北半球出現嚴重大雨、洪水和風暴 

第六點提到，在 2015 年冬天至 2016 年，整個北半球將會出現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較以往還要嚴重的大雨、洪水和風暴， 

受災區主要位於北美洲和歐洲地區，同時亦包括西伯利亞東部和中國北部， 

而這兩年的冬天，將會被人記憶為「水的毀壞」。 

 

 

 

記得我早前分享到「水的地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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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則是「水的毀壞」，代表洪水將完全破壞、毀滅所經之處的一切， 

包括途經的所有城市和城鎮也被破壞，今年我們將會親眼見識到其破壞力， 

所以，請大家好自為之，不要前往中國的北方，如蒙古等地。 

 

 

 

7）太陽導致超高的雲出現 

第七點是我認為非常瘋狂的，因為這一點可謂是《啟示錄》的專利。 

Webbot 指出太陽會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們將會聽見，一種聞所未聞、超高的雲， 

按著 Webbot 的解釋，從未有雲位於這麼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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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知道，越高的雲，便越容易製造雹， 

但這種超高空的雲，將製造出前所未有、極其龐大的冰雹！ 

而且，這種冰雹亦很濕和從很高的高度降下， 

而《啟示錄》也指出，屆時所落的冰雹，是九十斤一顆，絕對足以致命！ 

 

Webbot 指出，現在將會開始出現這現象，這種超高空的雲，會製造出極其龐大、前所未有的冰雹； 

 

影片：冰雹應驗（超高的雲） 

啟示錄 16 章 17-21 節：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又有閃電、聲音、雷轟、

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

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又有大雹子從天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一他連得約有九十斤）。為這雹子的災極大，人

就褻瀆 神。」 

 

《啟示錄》早已預言：世界末後的自然災害中， 

將會有一種超級巨大的冰雹，重達 90 斤，相等於 54 公斤， 

按照東方女性的國際體重標準，一位身高 1.6 米的成年女性，體重就是約 54 公斤。  

 

 

 

換言之，《聖經》不單預言會有壘球般大小的冰雹降下， 

重量甚至有如成人的體重，是一場從天墜下，傷害人類、樹木及青草的巨型冰雹災難。 

 

然而，自古以來，釋經家一直都未能理解， 

天空是如何製造出與人類體重相若，達 90 斤的冰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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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冰雹的形成，其實是由於水氣在積雨雲內，不斷被強烈的氣流推升及急降而導致。 

 

雲中水蒸氣隨氣流上升，高度增加，溫度就會持續降低， 

達到攝氏零度以下時，水蒸氣便會凝結成小水滴， 

冰粒在不斷上升的運動過程中，會吸附周圍的小冰粒或水滴而變大，形成冰雹。 

 

 

 

雖然冰粒因為重量增加而下降，但遇上強大的上升氣流後，就再次往上升， 

冰雹在積雨雲裡不斷急速上升和下降，反覆累積變得愈來愈大， 

直至上升氣流無法承載其重量時，就會普降下來。 

 

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預測及警告： 

接下來世界將會出現一種超高的雲，有足夠的高度和強大的上升氣流， 

使冰雹不斷急速上升和下降，持續累積重量， 

屆時，所降下的冰雹大得非常驚人，前所未有。 

 

Webbot 竟然能夠以電腦搜尋數據的方式，以完全合乎科學的角度， 

合理地解釋《啟示錄》所預言，能夠形成重達 90 斤冰雹的原因， 

就是世界各地將會出現超高的積雨雲，繼而製造出這種《啟示錄》級數的大冰雹。 

 

踏入今年的秋天時分，世界各地仍然出現各種異常天氣。 

9 月 21 日，剛進入秋季的德國柏林，竟然反常地降下一場大冰雹，如乒乓球的冰雹傾盤而下。 

 

9 月 26 及 27 日，澳洲布里斯班連日遭遇反常冰雹襲擊，街道鋪滿了高爾夫球般的冰雹。  

 

10 月 3 日，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魯塞斯廣泛地區降下冰雹，池水被冰雹擊盪得連連翻滾。 

 

10 月 6 日，美國及墨西哥邊境的華雷斯，遭沉重的冰雹襲撃， 

大冰雹將汽車拍打得搖搖晃晃，砸碎車窗，造成交通混亂。 

 

10 月 12 日，甘肅卓尼縣遭受冰雹及暴雨襲擊，強度為當地有氣象紀錄以來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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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鎮、木耳鎮等 4 個鄉鎮遭受冰雹襲擊， 

持續時間約 17 分鐘，冰雹最大直徑為 6 毫米，在地面形成了一層積雹，宛如積雪， 

如蘋果等未能及時採摘的農作物，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是次夾雜著冰雹的暴雨，導致 37 人死亡，19 人失蹤， 

據氣象資料統計，當地上一次 10 月降雹是 30 年前，而本次冰雹的強度為歷史同期最強。 

 

10 月 15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薩德伯里，降下高爾夫球般大小的冰雹。 

同日，美國加利福尼亞棕櫚谷遭瘋狂的冰雹和暴雨沖刷，途人急忙尋找掩護。 

 

10 月 18 日，美國鳳凰城地區，遭暴雨冰雹夾擊，乒乓球般的冰雹破壞大量汽車和林木。 

 

現時，世界各地已經面對不同程度的冰雹災害， 

Webbot 更預告︰接下來世界將會出現一種超高的雲，繼而形成超級巨大的冰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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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啟示錄》預言：接下來世界將會發生一場大地震， 

是自人類有歷史以來，最龐大及最嚴重的地震， 

意味著，這場地震會比 1960 年智利 9.5 級大地震及大海嘯，都更為嚴重， 

達 10 級，甚至可能介乎 15 級至 20 級的大地震。 

 

 

 

《啟示錄》預言，那時除了這場史上最龐大的地震， 

導致各海島和眾山也不見了之外，還會陸續出現重達 90 斤的大冰雹。 

當冰雹事件的規模越來越龐大時，我們就要有所警覺， 

這場史上最龐大的地震即將隨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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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亦同樣預告， 

接下來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世界將會發生一場巨大的地震災難， 

似乎，Webbot 正預測到這場《啟示錄》所預言的大地震，即將隨時發生。 

 

即使只是降下來的雨水，也會撕裂被擊中者的身體， 

或許大家也有在戶外被雨水打中的經驗，你的皮膚也會感到痛楚， 

但這些雨將會撕裂人們的皮膚，甚至把人壓倒在地， 

因這些雨水是從超高的雲、極高的位置落下的。 

 

8）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出現洪水和雪災 

第八點提到在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洪水和雪災， 

雪災即是融雪後所產生的洪水，兩種東西互為， 

它會沖斷橋度、電纜，使地方多個月失去網絡， 

其破壞程度，令某些地區的電訊設備和設施， 

將會破壞至需要重建的階段，這是在今年和將至的一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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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國的南部、北佛羅里達州、墨西哥大雨造成各種問題 

第 9 點，在 2016 年中，不但是加利福尼亞州，美國的南部和墨西哥地區， 

雨水會沖出河道，在這些地土中沖刷出新的河道， 

其沖刷程度，將會孤立許多的農村，因為整段馬路也被沖了。 

 

 

 

在北佛羅里達州的氣候變化是特別龐大，其在方向上也特別的錯， 

這將會破壞了墨西哥灣的工業設施，亦會破壞人們在海邊的日常生活和活動， 

大量的農業或植物也會被破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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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下雨和洪水出現的情況到某階段， 

墨西哥灣的大城市內的停車場、商場、整個高速公路、甚至是機場也會被水淹沒。 

 

 

 

10）將至的六個月會是極之寒冷，而這將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將至的六個月，便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第十點，他指出在將至的六個月中我們將會親眼看到， 

這六個月，便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這六個月中我們會看到極之寒冷， 

以及其寒冷的速度和溫度將會破紀錄，以及下雨量也會非常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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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況將會帶來很嚴重的經濟傷害。 

但問題是，這六個月便是將來數十年的寫照， 

這六個月中所看到的災害，便會在將來數十年中重複地發生。 

 

11） 歐洲會發生強降雨 

第 11 點中，他提及「強降雨」將會在全歐洲， 

特別是藉風暴打進北歐，更甚在海平面高的地方至到高山的地方也會被這些「怪風」破壞， 

而這些怪風是相反固有的模式。 

這些地方，包括了波蘭、德國北面、丹麥以及蘇格蘭。 

 

 

 

12）今年是極之嚴寒和極早出現下雪的冬天 

他提及，今年的冬天，是一個極之嚴寒和極之早出現下雪的冬天，這個冬天時間又長又很可怕。 

 

影片：早冬來臨 

在 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預測地土及地球變動的第 10 點和第 11 點， 

Webbot 警告：這個冬天將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冬天將會提早出現，而且極之寒冷和低溫，打破多個地方紀錄， 

降雨量也非常多，對經濟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這個情況將會在未來數十年間重複地發生。 

 

當這個警告發出後， 

9 月 30 日，美國阿拉斯加迎來今年第一場雪，比往年早了 5 天， 

雪量也比過去多，積雪累積達 18 厘米，刷出 23 年來的新紀錄。 

初雪來得特別早，10 月初已經出現漫天大雪的景象，廣茂樹林被白雪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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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張家口冬奧小鎮崇禮賽區迎來首場降雪， 

比往年提早了約半個月，部分區域積雪厚達 4.3 厘米。 

 

10 月 12 日，中國雲南的冬季提早降臨，十月中旬原本是觀賞紅楓葉點綴山巒的最佳季節， 

不過今年卻雪花飄飄，到處也是厚達 20 厘米的積雪，自然降雪比原定季節提早了大約一個月。 

 

10 月 13 日，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美國東北部和中西部， 

因連續三波冷氣團來襲，許多地區包括紐約和賓夕凡尼亞州， 

氣溫將驟降至冰點以下，出現今年第一波瑞雪。 

 

自 9 月初以來，紐約市、費城、芝加哥和波士頓等大城市， 

氣溫均高於歷年平均值，出現反常高溫， 

但在 10 月 16 日受到來自加拿大的北方冷氣團影響， 

中西部至東岸的氣溫驟降，部分地區的氣溫更下降至冰點， 

東海岸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爾州）已經降下今年第一波瑞雪。 

 

10 月 11 日，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英國今年可能面對 50 年來最漫長的冬天， 

因為 300 隻原居於西伯利亞的天鵝（Bewick’s swans），經已來到英國 Slimbridge 的濕地， 

是 1963 年以來天鵝最早到達的紀錄，比上年早了 25 日。 

俄羅斯有一句諺語，就說「天鵝的喙帶著雪」“the swan brings snow on its bill”， 

意思是當天鵝出現之後，冬雪便會接著來臨。 

至於俄羅斯西部的平均氣溫，大約是攝氏零下 5 至 10 度， 

預料不久之後就會下降至零下 30 度。 

 

10 月 13 日，日本北海道旭川市降下入秋以來第一場雪， 

比往年早了 10 天，比 2014 年更早了兩個星期，氣溫同時一直下降，讓人感覺冬天真的要來了。 

日本新聞報道：「今天早上最低氣溫是北海道的陸別町，錄得攝氏零下 2.9 度， 

是目前日本本季的最寒冷紀錄。」 

街頭民眾的毛衣和圍巾不離身，也有人開始替愛車換上雪輪胎，迎接冬天來臨。 

有日本民眾表示：「很慘，我從櫪木縣過來，但今天的天氣突然從晴天變成下雪， 

還有雨雪，全部也遇上了。」 

 

10 月 19 日，美國密西根州降下秋雪，提前迎接冬天的來臨。 

 

YouTube 片段： 

For much of the country tonight a stark warning that winter is near. 

今晚對於全國大部分地區而言，是冬季臨近的明確警告。 

 

Take a look at this snow falling in upper Michigan, at least two weeks earlier than usual and in north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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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state, snow collecting on this backyard deck, nine inches so far. Nearby another backyard buried 

under the snow, a patio umbrella bending down to it. 

留意上密西根這次降雪，比平常提早了最少兩星期，在紐約北部這個後院的積雪厚達 9 英寸，附近

另一個後院亦完全被積雪覆蓋，連太陽傘亦被弄彎。 

 

Tomorrow, for millio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cold beginning to the work week. 

明日，數百萬上班人士要面臨寒冷的工作周。 

 

ABC senior meteorologist Rob Marciano starts us off tonight. 

ABC 高級氣象學家 Rob Marciano 為大家報道， 

 

Across upstate New York a blast of winter bringing dangerous conditions along with it. 

突如其來的寒冬，令整個紐約北部變得危機四伏， 

 

More than 50 accidents in Syracuse blamed in part on icy roads. 

道路積雪在雪城釀成超過 50 宗意交通外， 

 

Up to nine inches of snow in some communities. 

好些地區積雪厚達 9 英寸， 

 

and look at how fast the weather changed. 

讓我們看看天氣如何急速轉變， 

 

Just north of Syracuse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here last week. But today... 

這是雪城北部上星期的情況，但今天…… 

 

I woke up this morning and I thought it was Christmas. 

我今早起床時以為已經到了聖誕節， 

 

Enough for three-year-old Liannah Ariola to build her first snowman. 

積雪足夠讓 3 歲的 Liannah Ariola 堆砌出人生的第一個雪人。 

 

Her mom telling us. 

她的母親表示， 

I have not seen this snow this early in a long time. 

我已很久沒這麼早就看到下雪了。 

 

確實，今年冬天將會提早來臨，所以，Webbot 的準確預測不單在經濟上， 

甚至，在反常天氣和災難方面，也是驚人地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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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今年冬天的雪會成為主導，導致地土流失和洪水 

至 2016 年，冬天的雪的累積會成為主導，是導致地土流失和洪水的罪魁禍首。 

在 2016 年過了冬天，在融雪的時候，雪崩、水災會成為影響美國北部和中部河流的一個主因。 

 

 

 

14）北大西洋至到歐洲的海邊沿岸迎接子彈般的風暴 

北大西洋至到歐洲的海邊沿岸， 

在接續的日子，會受到一連串好像子彈般的風暴， 

雖然短促，但是速度快和密集，是一連串像子彈般「呯、呯、呯」打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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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大西洋打進來的風，直接進到穿越整個法國的北部和德國的南部， 

直到阿爾卑斯山亦會帶來大量的雨水和大風。 

這些會破壞她們的鐵路、交通運輸、郵遞，學校需要停課，政府亦要停運， 

最大破壞的地方，很多將會是主要的馬路。 

 

 

 

第三章：全球的人民 

接著談及有關全球人民共有十四點，談及全球的人民在今年於不同程度的危機中， 

他們有的現象和生活情況： 

 

1）全球因為金融危機的緣故，出現示威和暴動 

在 2015 年尾至 2016 年，社會的轉動和社會震動， 

即是震動全球人口的一個標記（Marker）是什麼呢？ 

他說，全球持續不斷因為金融危機的緣故， 

導致非常之多的首都和大城市，出現很多的示威和暴動， 

他們的口號就是「殺死銀行家」，意思就是殺死猶太人、羅富齊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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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些便是標記， 

這個標記就是讓我們知道，在 2016 年至 2017 年全球的經濟暴動便會一去不返。 

 

Webbot 提到將有一件很怪的現象， 

不過據我分析，這怪現象在發生了「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後，才會出現的。 

 

2）普遍政府都出現能源危機 

第二點，無論何地，普遍政府都出現能源危機的問題， 

Webbot 預測僅僅只是照明、冷氣及暖氣的調溫系統，已經耗盡該地的電力， 

尤其位於島嶼上的城市情況更為緊張。 

 

而香港島是島嶼，所以有可能會出現這個問題， 

而其中一個導致的原因當然是資金凍結。 

 

 

 

3）西方輿論將資金凍結歸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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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Webbot 提到將來在西方將出現輿論說：「今次的資金凍結又是中國造成」、 

「中國導致很多國家變成了滿街都是乞丐的地方」，將出現這些字眼。 

 

 

 

4）全球社會意識形態對貨幣、中央銀行、銀行、政客不信任 

屆時，全球社會意識形態會變成對周遭都完全失去信任， 

首先，人們對所有貨幣失去信心，所有幣值都一落千丈， 

一時間伊拉克貨幣貶值，不久，加幣又貶值， 

接著其他貨幣亦相繼貶值，世界的經濟變得一團糟。 

 

人們先不信任國家的貨幣， 

接著對國家中央銀行失去信心，然後對所有銀行不信任， 

接著下一步是對政治家、對未來五年的政府， 

按著這樣對一個個失去信心，引而衍生了目前的問題。 

 

5）分散居民 

第 5 點，關於「分散居民」， 

由今年直到 2020 年，類似「歐洲難民」會成為主要的字眼， 

Webbot 預測將來一些城市的演變將會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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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看到關於難民潮的資料時， 

不期然想到這就是《約珥書》中所說的約珥軍隊，為什麼呢？ 

因這些難民潮會導致本土居民設置籬笆，不容難民直接進入。 

 

 

 

你或許會覺得這事很殘忍，就如報章傳媒所報道，這種做法十分不人道， 

但當你聽下去，你便會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來，這些難民衝進城市以後，他們就如約珥軍隊一般， 

即使你將他們攔阻在外，他們還是照樣衝進來， 

跟你打架，搶奪你的資源，破壞你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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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導致一個接一個城市，其中的市民，因著被難民破壞了一切，自己也瞬間淪為難民， 

即是說，他們之所以要防患這些難民進城，並不是與什麼人道問題有關， 

而是為防止自己下半生也淪為難民而已。 

 

 

 

但問題是，即使他們已這樣攔阻了，難民仍是不顧一切的闖進。 

 

影片：難民潮的爭論 

早前主日信息亦提及，歐洲正面對中東難民潮， 

Webbot 甚至預測，大批難民湧入，佔領本土的社區，將帶來草坪戰（Turf War）。 

 

今年，已有 35 萬名難民從地中海湧入歐洲， 

然而，在他們橫過地中海的過程中，已經造成 2,600 人死亡， 

加上由其他地方進入歐洲的難民，總難民人數達 43.8 萬。 

 

 

 

去年全年，難民人數為 57 萬人， 



20151025   www.ziondaily.com 
 

 
 41 

單單在敘利亞 2,300 萬人口當中，已有多於 10%人口，即 400 萬人出走， 

包括其他難民的收容人數， 

黎巴嫩為 120 萬、約旦為 65 萬、土耳其為 190 萬、伊拉克也有 25 萬。 

 

當歐洲各國開始拒收難民的時候， 

9 月 3 日，一名三歲小童，跟父母從土耳其坐船逃難到歐洲時， 

因船隻翻沉而被淹死，屍體沖上海灘，這名三歲男童的照片震憾世界， 

他的死亡，引來極大迴響，人們紛紛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收容更多難民。 

 

 

 

當人們為這名三歲小童哭泣，指責政府不願收容中東難民的同時， 

他們又有否想過，是誰在製造眾多的難民？ 

豈不是為了保護美元強勢及搶奪資源，接連攻打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和敘利亞的美國？ 

 

再者，敘利亞位處中東北部，大部分人也向北面進入土耳其，然後再到歐洲各國。 

但是，敘利亞南邊也有其他中東國家，甚至是較為富裕的海灣六國，他們都是美國重要的中東盟友。 

她們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塔爾、阿曼和阿聯酋， 

他們與美國的關係友好，但卻不人道地，拒絕接收敘利亞難民， 

因此，這些難民才會向北逃到土耳其，再冒險逃到歐盟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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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若果美國願意停止繼續干預中東事務，或是向中東盟友、海灣國家施加壓力， 

他們早已開始接收大部分難民，而不會產生眾多難民渡海遇溺的慘劇， 

因此，貪婪的美國政要、銀行家，才是整場慘劇的罪魁禍手。 

 

Webbot 在其中提到，最恐怖的是，這事件只會不斷的倍增（Multiply）而上， 

為什麼呢？因為當他們被人奪去一切的時候， 

當自己還不是難民卻被人搶奪一空的時候， 

那麼，他也只能到別人處再去掠奪別人的東西， 

就是說，他會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並知道下一步需要做什麼應對。 

 

6）極多難民爆發衝突，令城市變為無政府狀態 

第六點，歐洲到一個階段，會出現極多難民， 

難民會一直衍生爆發，製造很多衝突，到最後，他們會大量盜取汽車， 

他們會進入一些汽車代理的公司，以及一些停車場中搶奪汽車。 

 

或許大家不知道，通常這些地方的車匙也會留在該輛車之上，只是在外面的閘鎖著而已， 

如果你能夠進去，能夠撞破外面的閘的話，其實就能駛走每一輛汽車， 

他們就是這樣，他們駕走整個城內汽車代理公司中的每一輛汽車， 

當沒有汽油的時候，便丟下這車，進到第二個城中再進行掠奪。 

 

他們就是這樣作，試想這是多麼恐怖的破壞力？ 

他們就這樣丟下車子，那麼馬路還會成為怎麼的模樣？ 

你能夠想像，這事真的十分恐怖，就如喪屍城市一般，交通完全癱瘓了。 

那你現在便能明白為什麼 Webbot 一直預測下去，明年會發展到這樣混亂的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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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來，所有汽車代理公司的汽車都消失了， 

所有汽車零售商的店舖，以及這些代理公司會慢慢演變成為村莊， 

人們會在這些地方打架，爭奪「地盤」，整個城市變成無政府狀態， 

整個歐洲也會遭遇到這種破壞式的拆毀。 

 

影片：蝗蟲般的難民潮 

2015 年 9 月 2 日的 Webbot，進一步提及難民潮所產生的獨特情況， 

日華牧師形容，這就像《聖經》所提及， 

於末後日子，約珥軍隊出現時，蝗蟲披覆全地的現象。 

 

因為蝗蟲出現，其中一個特性，就是大批蝗蟲飛行，吞吃所有沿路的植物， 

其數目之多，可以遮閉整個天空，當飛過後，整片土地的農作物也會被吃光。 

 

Webbot 形容歐洲各國盡力防備中東而來的難民潮， 

設置籬笆阻止他們進入，期望這些難民拐彎到別的國家， 

字眼上，就如農民防備蝗蟲入侵一般。 

 

 

 

可是，中東的難民，最終亦會如蝗蟲一般，無視這些籬笆， 

衝入不同國家，進入不同社區，搶奪他們的資源、福利、食物和土地。 

甚至他們為了到達計劃中的目的地，會無視一切法律，衝入賣車場搶走裡面的汽車， 

駕駛至沒有汽油時，就放棄這輛汽車，搶奪另一架汽車繼續前進。 

由於他們以不法的方式侵略及破壞，因此，原有的社區，過後亦不能恢復過來。 

他們就如蝗蟲一般，無視整塊田的穀物，其實是別人辛勞耕種的成果， 

並且，於食盡之後，就飛到另一塊田，繼續略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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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這批難民吃盡一個社區的資源， 

毀掉這個社區之後，就會前進到另一個社區， 

由於難民人數眾多的緣故，連地區政府也無法阻止。 

 

 

 

當一個社區無法阻擋這些難民，資源被搶奪淨盡後， 

原先居住在這個社區的人民，也會因為失去一切所有， 

自己亦變成另一批蝗蟲，侵略另一個社區， 

因此，這就應驗了《約珥書‧2 章》所提及約珥軍隊的現象。 

 

約珥書 2 章 1-11 節： 

「你們要在錫安吹角，在我聖山吹出大聲。國中的居民都要發顫；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將到，已經臨

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有一隊蝗蟲（原文作民）又大又

強；從來沒有這樣的，以後直到萬代也必沒有。牠們前面如火燒滅，後面如火焰燒盡。未到以前，

地如伊甸園；過去以後，成了荒涼的曠野；沒有一樣能躲避牠們的。牠們的形狀如馬，奔跑如馬兵。

在山頂蹦跳的響聲，如車輛的響聲，又如火焰燒碎稭的響聲，好像強盛的民擺陣預備打仗。他們一

來，眾民傷慟，臉都變色。牠們如勇士奔跑，像戰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亂隊伍。彼此並不擁擠，

向前各行其路，直闖兵器，不偏左右。他們蹦上城，躥上牆，爬上房屋，進入窗戶如同盜賊。他們

一來，地震天動，日月昏暗，星宿無光。耶和華在他軍旅前發聲，他的隊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強

盛者。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畏，誰能當得起呢？」 

 

這段《聖經》談及，這批蝗蟲，其實是一群人， 

因此，雖然這批難民如蝗蟲軍隊般， 

由歐州的南面一直略奪至北面，甚至整個歐盟區也遭殃， 

但原來，《聖經》讓我們知道，在這群蝗蟲軍旅前面，是耶和華在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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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歐洲難民潮，正正就是神對世人的審判。 

 

 

 

他們的貨幣亦會癱瘓， 

而這事情會使歐洲疲弱至一個階段，於 2019 年，政府會拖欠軍人的薪金， 

導致軍人也有自己經濟崩潰的故事，因而在歐洲成為了僱傭兵， 

只要有人願意付錢，他們便會成為打手和保鑣， 

屆時，社會崩潰、食物供應不穩定，這就是歐洲下年的寫照。 

  

7）全球新的社會失控 

第七點，全球新的社會失控。 

失控導致社會面對龐大的壓力，使貨幣崩潰， 

當中央政府倒台，儘管沒有任何難民湧入該城市， 

但在這城市居住的居民也成為了難民。 

 

雖然，這引發了這個現象，但我們目睹全世界或歐洲， 

即全球社會的新社會秩序將會遭到很多破壞，並且，主要來自難民。 

大量難民導致我們眼所見的設施全都毀滅， 

這猶如《約珥書》所說的現象，將會在全球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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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難民之間的衝突已經成為了主要的新聞， 

有些難民又進行示威等，亦是將會出現的現象， 

例如：難民湧進希臘，導致希臘也自身難保， 

因為希臘人正正介乎在難民與乞丐之間， 

所以，那時，最主要影響全世界的事件， 

導致社會進入無政府狀態、所有城市都破壞等，都是因為大量的難民。 

 

8）人民將社會崩潰的責任歸究難民 

第八點，經過下年之後，全世界人民開始聯想和理解到， 

整個國家社會崩潰（break down），最直接的源頭就是難民！ 

 

9）草坪戰爭 

第九點，是在上一份 Webbot 也提及的「草坪戰爭」，即是爭奪一塊草地。 

「草坪戰爭」的行動是因為難民湧進來、衝進來，甚至不請自來， 

並選擇在當地的郊野公園或大公園中扎營，如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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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佔領後，本土無政府狀態的人民，便會倚靠黑社會， 

跟著，他們拿著槍、武器，迫令這班佔領者離開他們的城市，就如趕羊般趕走他們。 

 

於這情況下，共濟會（Freemason），亦即「Power to be」， 

他們原是希望透過宣傳，使這些地方接受難民， 

然而，令其意想不到的是，全世界竟這麼快便排斥難民。 

 

於許多城市中都衍生出這種「草坪戰爭」， 

大家都互相爭奪城市的草坪，不許其他們隨便居住、紮營或露宿。 

 

10）難民回流到南方 

第十點，「回流南方」。許多「難民」的字眼於北半球出現， 

相反，南半球卻較少出現，而這些難民都嘗試找新地方，但這些地方卻不適合居住。 

 

資料顯示，在未來的二十五年以上， 

於北方，許多處於學生年齡的年青人都會成為難民，並走到南方。 

而且，北半球的西方及東方，於歐洲、美國、加拿大、地中海、亞洲、加勒比海等地， 

都有「難民」的字眼出現。而人們對這些難民，都用上「抽乾」來形容， 

意即抽乾了該城市的資源，隨之更有「暴動」、「指責」、「逃亡」、「舊有政體被毀滅」等形容字眼。 

 

於未來二十五年，北方就如滅絕一般， 

因天氣、政治不穩、食物乾竭而滅絕，結果使人們走到南方， 

這確是十分瘋狂的事情，若沒有電動單輪車，要走亦很困難。 

 

11）個別向銀行家尋仇 

第十一點，由 2015 年末至 2016 年， 

全球的人都因他們自己的痛苦，出動去尋仇，尋找並刺殺銀行家， 

所以，當一個銀行家也不是好事。 

 

於這些個別刺殺銀行家的行動中， 

其中一次卻有暴徒誤殺一些皇家成員，導致在記者招待會裡， 

於這些王室成員的傾談時，卻不知道自己並沒有關掉麥克風， 

所以，就讓人聽見他們的談話內容︰ 

銀行家死亡並不重要，但現時死亡的卻是王室成員，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事件亦因此公諸於世。 

 

12）全球宗教組織崩潰 

第十二點，接下來的八年裡，全世界性，最主要是全美， 

一般的教會等宗教組織會開始 Breakdown（崩潰），就在接下來的八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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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有留意關於這一任教皇的預言，就提到他會帶領羊群進入七年大災難， 

這是瑪拉基對於第 122 任教宗的預言，亦即是第 266 任教皇。 

 

 

 

但 Webbot 在此竟然也提到，除了教會之外，其他宗教亦會因為經濟問題， 

導致這類事件發生，很多宗教組織亦因此而末落。 

 

13）全城清空 

第十三點，他用了一個詞語「全城清空」，有些城市會整個城市被清空， 

因為他們沒有資源、資金被凍結，導致大量裁員、樓市亦崩潰。 

 

如果大家知道，同樣是這份 Webbot，提到將來的經濟， 

樓市會跌至 1%，比 1929 年經濟大蕭條還要低 10 倍，因為當時還有 10%， 

但今次經濟崩潰，會導致樓市的價值只剩下 1%，有升降機的樓宇也不值錢。 

 

他提到，除了這些原因令全球的城市清空， 

其實，還包括污染和資源短缺，導致這些現象出現，人們因此大舉離開城市。 

 

14）天氣加上資金凍結，會引發整個石油行業倒閉 

第十四點，出現一個長遠現象， 

按著 Webbot 提及，天氣加上資金凍結，會引發整個石油行業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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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這個工業將會減產至一個階段，絕不足以供應全球， 

到那時候，全球也會使用類近免費能源的方式，來維持和維繫，亦即電力， 

這亦是 Tesla 或寶馬等眾多車款，皆推出電動車的原因了，因這根本就是未來的走勢。 

 

Webbot 指出，那時候，石油的開發只是為了應付化工原料的需求， 

而不是用作能源用途，所以，該行業的損失將會非常慘重。 

 

第四章：總結感言 

我相信大家在這一篇信息裡面，慢慢理解現在十王所作的部署， 

事實上，現時我們看到，這個時勢已經讓我們理解到， 

我們已經逼近第三世界大戰。為什麼呢？ 

 

 

 

因為，現時我們會看到，很多事情都是由十王掌控， 

而十王的掌控，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你能夠想像都其實會怎樣， 

我們知道他們掌控了方向，而事實上這些事便這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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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可以說：「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但事實上，到全個人類歷史塵埃落定後，我們才知道為什麼神掌管十王， 

十王一定要向這個方向發展。為什麼？ 

 

第一，有機會這樣的發展是導致我們所說，第一《聖經》的預言會應驗， 

但其實所造成的殺傷力是最低的。 

就如「911 事件」，你會看到他們進行了很多次演習（Drill）， 

使到絕大部分在該座大樓的人，當天根本不在那座樓宇內， 

而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他們所說死了三千人， 

其實，絕大部分是假造的身份，根本就沒有死去那麼多人。 

 

影片：「911 事件」的偽造死難者照片的資料 

日華牧師已經多次於「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分享 2001 年的「911 事件」， 

其實，並不是由中東恐怖組織阿爾蓋達的拉登策劃， 

相反，是由美國 Freemason 所計劃，並由中情局策動的一宗「偽旗行動」。 

 

不單如此，甚至在「911 事件」發生後， 

有人發現有部分所謂死難者資料圖片，明顯是偽造的。 

例如︰「911 事件」中第 93 號航班，名為 Elizabeth Wainio 的所謂死難者， 

日華牧師早已詳細講解，這班航機根本沒有墜毀， 

事件發生時，亦早已於另一個機場降落了。 

 

 

 

美國政府聲稱 Elizabeth Wainio 在第 93 號航班墜落尚克斯維爾鎮前， 

曾用自己的手提電話，與繼母傾談了一個長達 4 分半鐘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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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明顯是美國政府的偽造事件， 

因為飛機航行時，根本不可能進行手機通話， 

更不可能傾談了 4 分半鐘之久，編寫這個故事的人，根本當美國人是傻瓜。 

 

 

 

另外，美國政府所提供有關 Elizabeth Wainio 的部分照片， 

明顯是同一張照片，加上電腦後期製作，變成背景不同的假照片。 

以官方提供的兩張照片為例，明顯是同一張照片，但兩張照片卻有所不同， 

其中一張照片的背景物件，並沒有於另一張照片中出現， 

明顯是後期製作時，被人刻意加上或刪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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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張照片，就是有力的證據， 

證明 Elizabeth Wainio 這位所謂「911 事件」的死難者照片，曾被人刻意修改，甚或偽造。 

 

如果這是一個真實個案，美國政府又怎會修改死難者照片？ 

因為這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情，絕對不可能出現這情況。 

 

關於 Elizabeth Wainio 的另外三張照片，和剛才大家所見的兩張照片， 

相中人的面部，明顯是由同一張照片經後期電腦製作，合成不同背景和衣服， 

因為，相中人的面部是完全 100%相同，這是現實中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 

 

 

 

這兩幅所謂不同的照片，明顯亦是來自同一張照片，但其中一幅卻被改動了，背景被刻意塗黑。 

 

 

 

另外，亦有人發現， 

一名於「911 事件」中的死難者，有不少照片，出現在不同網站內， 

但是，明顯地兩幅所謂同一個人的照片，都是經過電腦後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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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把同一張照片，合成不同背景和衣服，再作出少許改動而成的假照片。 

 

例如︰這名所謂死難者的兩張照片， 

左邊的黑白照片，非常明顯地是用右邊的彩色照片製作出來，只要後期加插了軍帽和軍服。 

 

 

 

以及圖中兩幅，聲稱是同一名死難者的照片， 

但是，左邊的照片，明顯是用右邊的照片合成， 

只是轉動少許角度，加深顏色和改動背景， 

以現今的電腦技術，這些都是易如反掌。 

 

 

 

例如︰圖中兩張照片，同樣聲稱是同一名死難者， 

但可以清楚看見，右邊的照片是用左邊的照片合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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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圖中兩張照片，可以清楚看見， 

右邊的照片是用左邊的照片合成，只是做了鏡面左右反轉和改了背景而已。 

 

 

 

讓我們逐一細看這些照片。 

 

亦有一位所謂的死難者，於不同照片內， 

雖然有著同一個名字，面貌卻是不同，根本是兩個不同的人。 

 

 

 

「911 事件」的消防員死難者中，有一批照片雖然是不同消防員， 

名字亦顯示出他們之間並沒有親屬關係，但面貌卻是出奇地相近， 

究竟於「911 事件」中死難的消防員，有可能出現如此多相似的面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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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道，按官方資訊，他們是同一班次的紐約消防員， 

在 911 事件的世貿大樓倒塌時一同死亡， 

從名字看來，他們並非雙生兄弟，亦不是一家人。 

仔細想想，當你走進一所消防局， 

卻看見眼前出現一對對容貌像雙生子的人，是否一件非常詭異的事件呢？ 

還是這只是一些電腦合成的照片呢？ 

 

雖然，現在仍無法追查所有所謂死難者身分的真偽， 

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偽造了「911 事件」中死難者的照片。 

這就引發了一個極為嚴重和關鍵的問題， 

如果有人存心偽造 911 死難者的照片，他的目的何在呢？ 

 

一場如「911 事件」般嚴重的災難，必定會有人命傷亡， 

為何還要偽造事件中的死難者身分和照片呢？ 

是否有人刻意想增加 911 事件的死難者數目， 

用來掩飾 911 事件當日的真相？ 

 

世貿大樓因當天數十個以上各種不同的災難演習， 

大部分員工已經在事前離開了世貿大樓，其實，真相是否如此呢？ 

其實「911 事件」是由美國政府自己動手策劃，目的並不是想要殺害大量自己國家的精英， 

但是，如果人民發現這次龐大的事件中，死亡人數只有數十人，甚至是更少，民眾一定會產生懷疑。 

所以，他們早已預備好上千的假死難者資料，希望瞞天過海， 

事實上，他們亦早已動員大樓所有員工，在事發前藉數十個以上各種不同的災難演習， 

令絕大部分願意合作的人離開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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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大家可以重溫日華牧師於 2014 年 8 月 17 日所分享的主日信息， 

精華短片（VO）「演習與偽旗行動」。 

 

我們現時所見，這些事件是按照《聖經》預言去發展， 

但問題是，真正誰是誰非，我相信，被提後，我們會更清楚知道， 

為什麼這件事會這樣做？或那些又那樣做？ 

就好像舉個簡單例子，就好像當時的特斯拉（Tesla），你說誰是誰非？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很壞、很差的人，但你亦可以說他是好人。 

為什麼？ 

 

 

 

因為，原來 Tesla 的免費能源，如果今日人人都擁有 Tesla 的免費能源， 

那麼，我們所說的恐怖分子便不會持槍上街。 

他們是手持一枝能放射幾千赫茲微波出來的槍上街。 

 

 

 

他只要站在對面馬路向著一間銀行，整間銀行由裡面以至銀行附近的整個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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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商場內的全幢樓宇，每個地方只要一秒鐘就會慢慢向上升上去， 

全座樓的人就會被微波煮熟了！明白嗎？ 

 

 

 

如果免費能源是人人可以唾手可得的話，其實你能想像那種危險性？ 

現時已經很瘋狂，現時說幾百瓦特的鐳射（Laser）， 

已經絕對可以相隔幾幾十米，便打穿一呎厚的鋼板。 

 

 

 

你能想像，子彈算得上是什麼？ 

現時我們用鐳射，只是用來瞄準而已， 

如果那個鐳射不是瞄準的話，射一下便能打穿對方。 

當然，現時沒有免費能源，就不能有這種科技， 

每個人都要靠水電、電池，才輸出一小點，1 瓦特（Watt）至幾瓦特（Watt）的電力， 

但是，如果有免費能源的話，幾千、幾萬瓦特，也就如一支手槍那麼細小。 

 

究竟，阻止了 Tesla 在一百年前付出的免費能源，誰是誰非？ 

我相信在歷史結束的時候，我們才會知道。 

不過若按神的方向如此發展歷史的話，有些事情一定得這樣發生和鋪排。 

 

影片：為何十王和 Freemason 要壓抑 Tesla 的發明 

日華牧師於信息感言部分，分享到十王和 Freemason 一直壓抑天才科學家 Tesla 的所有發明， 

你可以說是來自惡意，但亦有可能是來自善意。 



20151025   www.ziondaily.com 
 

 
 58 

就以壓抑免費能源為例， 

假如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無限、免費、無線傳輸，並且非常微形的免費能源機器， 

而這種設計一旦落入了一個惡人手中，可能是暴君、獨裁者， 

或如二戰時的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等好戰分子，甚或是恐怖分子， 

後果就非常可怕，甚至比他們能夠得到核彈更加可怕。 

 

 

 

因得著這種科技， 

他們從此可以把極大殺傷力的武器，變為如機關槍般細小。 

假如有免費能源，而且是無限量和無限大的話， 

他們就可以製造一枝手提微波槍，一次就可以殺死大量人。 

 

或者製造一枝鐳射手槍， 

只要打破任何汽車的車呔或油缸使它爆炸，就可以無聲無息地暗殺任何人， 

射向任何油站或煤氣儲存裝置，就能夠在城中產生爆炸，甚至能夠輕易擊落任何飛機。 

 

鐳射槍的射程，是可以瞄準數以公里計的目標， 

因為發射時完全不會有子彈所造成的後座力影響準繩度的問題。 

 

影片中，大家可以看見， 

現今在未有免費和無限的能源下，非 Tesla 科技的鐳射炮， 

單憑一槍，已經可以把戰機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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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esla 已經成功製造出一種手提地震機器，可以隨時製造大地震， 

 

 

 

Tesla 更發明了一種死光槍，他聲稱這種死光，一次就可以擊落 250 里外的一萬架戰機， 

同樣地，假如這些技術落入奸惡人手中，後果就非常可怕了。 

 

 

 

另外，全世界政府能夠找出犯罪集團的其中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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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找出沒有登記，卻用電量不尋常的地方， 

如此，就可以知道有人正在秘密地製造武器或毒品， 

但是，如果他們擁有免費能源的話，政府就難以對付犯罪分子了。 

 

而那些只能稱為預謀，而不能稱為陰謀， 

就如「玫瑰園計劃」明顯是預謀，但你不能說它是陰謀， 

因裡面沒有任何惡意，裡面全都是善意的。 

 

就如聽畢今篇信息的時候， 

你有否留意到，現在十王其實引動敘利亞，這究竟在發生什麼事情呢？ 

當然，按《聖經》記載，甚至 Bible Code 都提示我們留心， 

因敘利亞將是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方。 

這是很真確的，因為，我們知道《聖經》裡， 

大馬士革成為荒場的時候，就是這第三次世界大戰， 

現在大馬士革 75%已經變成荒場了，剩下的 25%正被 ISIS 霸佔。 

 

 

 

那麼，ISIS 的存在，又究竟誰是誰非？ 

如果它沒存在的話，基本上，伊朗、敘利亞近幾年，每周都在攻打以色列。 

如果為了保護以色列，ISIS 是否需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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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SIS 是類似「911事件」，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箇中所謂的殺人、割頸， 

全沒有血跡，錯漏百出，因全是偽造的，那些人根本不是被殺的。 

 

 

 

現在我們看見這件事一直佈置的時候，伊朗、敘利亞一直在其中打仗， 

但是，俄羅斯開始參戰，開始派出戰機，還說：「我們一定不會派地面部隊。」 

可是我可以確實的告訴你，你將會看見她派出地面部隊。 

 

現時，甚至 NATO 都參戰，ISIS 之一直沒有被敘利亞消滅的真正原因， 

就是土耳其在旁不斷和敘利亞作對，不斷保護 ISIS， 

當現時俄羅斯參戰，NATO 就說：「我怕你侵佔土耳其。」 

於是，NATO 就派兵援助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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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瘋狂的就是美國回應，因俄羅斯參戰了，她會派一些人幫助 ISIS， 

不正是明說 ISIS 根本是美國的， 

並且，當然大家都知道，奧巴馬甚至要逼敘利亞總理下台。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一件好有趣的事件， 

如果俄羅斯在今次參戰，我可以肯定她會連場得勝， 

以致一個階段，開始在該地建立軍事基地， 

因為，當地現時只有美國軍事基地， 

如果俄羅斯成功參與今次戰役並得勝的話， 

她就會建立一個「俄羅斯 ─ 伊朗 ─ 敘利亞」的軍事共同體。 

 

這豈不是如我在 87 年 12 月的時候，同大家分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 Bible Code 也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敘利亞開始， 

因為俄羅斯會帶領伊朗和敘利亞，一直作戰至中東，然後，神就會使她滅國。 

這正是我在開始教會後兩年，分享的《天國比喻》中最後的一個信息。 

 

 

 

現在局勢豈不是急速地向著當年我於 1987 年所預測的發生？ 

我們將會看見，俄羅斯帶著伊朗和敘利亞攻打以色列。 

按近日最新的資料，在戈蘭高地發現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大的油田， 

然而，我在 87 年的時候，已經分享到，俄羅斯會為了石油和資源， 

攻打這個沒有城牆的國家 ——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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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聖經》預言俄羅斯攻打伊斯蘭國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上星期「2012 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經已分享到， 

當前中東敘利亞和伊斯蘭國 ISIS 之間的戰事， 

與聖經所預言的末世，有著密切的關係。 

多方證據顯示，ISIS 背後是由美國、以色列及其中東盟國， 

包括土耳其、沙地阿拉伯和約旦所支援。 

主要目的是保護以色列免受敵人入侵，並維持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控制， 

同時可以一箭雙鵰，繼續維護美金霸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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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華牧師亦指出，俄羅斯由今年十月開始，出兵幫助敘利亞反攻 ISIS， 

主要目的不是對抗 ISIS，而是維持同盟國伊朗和敘利亞在中東的勢力， 

並建立一個由俄羅斯、敘利亞、伊朗，甚至包括伊拉克在內的俄羅斯中東聯盟。 

 

 

 

其實早於二千多年前的《舊約聖經》已經預言， 

世界末日之時，大馬士革（即大馬色）將會變為荒場， 

現今中東的局勢，尤其是敘利亞被戰火摧殘，正正就在我們眼前應驗這個預言了。 

 

 

在這段利用無人機拍攝的影片中，可以看見現今大馬士革的景況， 

正如《聖經》所預言，已經因為戰爭變成了一片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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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亦使用可怕的集束炸彈，對敘利亞境內的 ISIS 據點進行地氈式轟炸， 

整個城市被炸得體無完膚，任何人亦不可能生還。 

 

但是，大馬士革成為荒場，不單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而且，ISIS 是以敘利亞叛軍打游擊的方式，入侵大馬士革，滲透整個城市。 

因而令俄羅斯進行地氈式轟炸，希望迫走所有叛軍， 

完全應驗聖經對世界末日的預言，大馬士革是首次亦是最後一次成為荒場。 

 

另一個更為驚人的事實是，其實早在 1987 年 12 月，即約 28 年前， 

日華牧師經已在「天國比喻」信息中，藉著研究《聖經‧以西結書‧38 章》得知， 

《啟示錄》預言的七年大災難是由一個名為歌革的地方開始，即現今的俄羅斯， 

亦即是以前的蘇聯加上其同盟國，為了爭奪以色列的資源， 

會發動戰爭攻打以色列，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聖經》亦清楚預言：歌革即俄羅斯，與同盟國進攻以色列之時， 

神會以一場大災難作為審判，令他們全軍覆沒，甚至因此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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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以西結書‧38 章 3 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士巴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 

上星期我已經跟大家分享，蘇聯無論農業、社會、工業、軍事、經濟，全部都面臨崩潰的狀況。 

雖然她是全世界最多土地的國家，但絕大部份是北極的地方，也絕大部份是沙漠， 

她是面臨崩潰的時間，現在她需要甚麼？ 

就好像神所說，用鉤子勾住她的腮，一定攻打以色列。 

 

然而，日華牧師在早前「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 

已經提及當原油價格跌至 40 美元或以下時，俄羅斯的經濟就會破產， 

事實上，油價更將會跌至 30 美元，所以，俄羅斯經濟已經快要接近完全崩潰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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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在第 5 節就提到，以色列人和她的盟國去打， 

如果你讀這裡，就會發覺近 100 年這些事情才出現，成為以色列的盟國，在以前還不是， 

第 5 節：波斯人……波斯，我們曾經說過，現在是伊朗， 

古實人……古實是現在的埃塞俄比亞， 

和弗人（又作利比亞人），就是現在的利比亞。 

 

 

 

早前你聽到美國和利比亞打仗， 

根本現在所有新聞都圍繞著《聖經》，你知不知道？ 

不過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現在全世界的新聞是以這些做國際最重要的新聞， 

美國、美蘇高峰會議，伊朗和波斯灣局勢越來越緊張， 

歐洲共同市場的經濟和財經，根本全部都是圍繞著《聖經》， 

你從頭到尾看，全部新聞都是圍繞著《聖經》， 

但是他們無知，也不知道將要發生甚麼事。 

 

我們再讀：各拿盾牌，頭上戴盔； 

第 6 節：歌篾人……歌篾人就是現在的東歐， 

如果在地圖上看，她本身是在蘇聯境內， 

但因為在主後 8 世紀時，她被蘇聯趕去現在東歐的地方， 

而甚至被蘇聯入侵後，成為共產國家。 

所以這裡講的歌篾人，就是現在的東歐，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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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留意，神竟然連地名、人名、民族源流和他們組成一群都說了出來， 

你知不知道，你在一個歷史時代， 

就是全世界在講大財團的時候，全世界在講聯盟國的時候， 

但蘇聯聯盟的國家竟然一早在數千年前，3000-4000 年前《聖經》已寫了出來。 

 

在《聖經》裡，還有說兩個最龐大的聯盟國， 

甚至，美國和英國都不是其中之一， 

第一個最大是蘇聯，神如何毀滅了她， 

第二個最大的聯盟國，是歐洲共同市場， 

 

 

 

第 6 節：歌篾人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 

我相信大家知道在以色列正北方是甚麼？是莫斯科 ── 蘇聯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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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以色列向北走，從開始走到跳下海，極處全都是蘇聯的國界， 

全都是蘇聯的內陸，也是她最繁榮的地方，就是她的北方。 

利害吧！真是準確！ 

 

我們從第 1 節開始，讓你清楚知道：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阿，你要面向瑪各地……」 

瑪各地就是現在所有波斯、土耳其、東歐和蘇聯的所有地方。 

 

 

 

很重要！現在神竟然用一句說完這些同盟國的所有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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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前啊！但現在是近數十年才出現這局勢。 

共產出現了 100 年，你知不知道？ 

但今天這個局勢真的全在這裡，就在這一節裡。 

 

《聖經‧以西結書》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清楚預言， 

以色列的敵人會組成一個同盟， 

就是俄羅斯及前東歐共產集團，如︰伊朗和利比亞等， 

而現今這些國家亦確實成了以色列的敵人，並且與俄羅斯是一個同盟。 

 

主日片段： 

第 13 節：示巴人……，示巴就是現在的南非， 

你知道現在南非、英國、美國，她們又是一群人來的。 

示巴人、底但人、他施的客商…… 

 

 

 

「他施」這個字原文來自一個很早的文明城市，是一個很早期的文明城市來的。 

「他施」這個字，與商船、貿易來往非常有聯繫。 

 

在他們的殖民地當中，最龐大的一個殖民地就是英國， 

上星期，我已經分享過英國是甚麼？ 

以甚麼野獸作她的標誌？獨角獸和甚麼？獅子。 

 

第 13 節：他施的客商，和其間的少壯獅子……獅子是眾數， 

所以，現在與英國一起出來的殖民地， 

最主要有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南非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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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讀下去：都必問你說：「你來要搶財為擄物嗎？」 

這裡說，蘇聯來的第一個原因就是財，就是經濟， 

所以，上次我分享過，現在絕大部分人在飢荒裡，她一定要去！ 

 

「你聚集軍隊要奪貨為掠物嗎？」 

第二是甚麼？資源！現在全世界打響鑼鼓就是要資源， 

她就是要這地方，因為這地方被稱為「榮美之地」。 

現在無論是她的環境、地理，全部已經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肥沃、 

最肥美、能種植出最好的蔬菜、果子和任何農作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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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奪取金銀……」這裡說的就是食物。 

「擄去牲畜、財貨嗎？要搶奪許多財寶為擄物嗎？」 

這裡就說，蘇聯最主要的幾個原因，上星期我已逐一分享。 

 

 

 

第 15 節：你必從本地，從北方的極處…… 

剛才已說，現在你從以色列向北望，北面沒有東西，為甚麼？ 

在以色列北面一直延伸到亞洲，甚至與中國邊境接連，都是蘇聯的境界， 

現在，蘇聯是全世界土地最大的國家， 

巧合地，她就是在北方，她一直都是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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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現今的俄羅斯，即以前的蘇聯，位於以色列北方， 

加上敘利亞南方邊界亦是接連以色列北方， 

如地圖所見，連接的地方就是大家常常在新聞中聽見的戈蘭高地。 

 

 

 

正正是今年 2015 年 10 月初，以色列發現戈蘭高地蘊藏豐富石油。 

戈蘭高地被以色列、黎巴嫩和敘利亞包圍，原本屬於敘利亞， 

但在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時，被以色列奪得並佔領至今。 

報道指，2013 年以色列乘敘利亞內戰，邀請美國石油公司到該地勘探， 

兩年後終於發現蘊藏石油儲層厚達三百五十米，預期達數十億桶，足夠以色列使用數十年。 

 

不過聯合國不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擁有權， 

以色列一旦進行開採，或會令中東局勢更加動盪。 

 

新聞片段： 

據以色列媒體報道，以色列石油勘探者在該國境內的戈蘭高地發現大型油田， 

油田面積達 397 平方千米，約佔整個戈蘭高地的三分之一， 

這個油田油層厚達 350 米，而全球油田的平均油層僅為 20 至 30 米， 

目前以色列每天要消費 27 萬桶原油， 

這個油田的儲量可供以色列在未來數十年實現自給自足。 

 

主日片段： 

「從北方的極處率領許多國的民來，都騎著馬，乃一大隊極多的軍兵。」 

 

第 16 節開始講神怎樣對付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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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節：「歌革啊……」就是蘇聯的領袖， 

「歌革」這個字就是領袖的意思。 

歌革啊，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 

末後的日子，我必帶你來攻擊我的地， 

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好叫他們認識我。 

 

第 17 節：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在古時藉我的僕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說的，就是你嗎？ 

「當日」這兩個字很重要，在《聖經》裡面，第 17 節、19 節；第 39 章 8 節、22 節， 

都強調神在一天之內毀滅了整個蘇聯國家，一點也不剩！ 

 

 

 

如何毀滅呢？ 

我們繼續讀：當日他們多年預言我必帶你來…… 

這預言真的很遠古，當時，蘇聯還未成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虛弱到甚至差不多亡國， 

所以，她不可能成為這些地方的領導者。 

祂明明講到「歌革」也就是蘇聯，是這些國家的領導者， 

攻擊以色列人。主耶和華如此說：「歌革上來攻擊以色列地的時候， 

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裡發出。」 

 

神用鼻氣！有兩件事情你要知道： 

於「哈米吉多噸」，主耶穌用口氣殺光敵軍，這裡用鼻氣， 

我告訴你，或者你覺得誇張， 

《聖經》記載神那種偉大，祂用手托住萬有， 

如果祂用鼻孔的氣毀滅一個國家，不算是一件怎麼樣的事。 



20151025   www.ziondaily.com 
 

 
 75 

 

 

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多偉大？ 

如果祂說用鼻氣殺光他們，如果《聖經》這樣說，你最好相信！ 

祂不會說謊的！你知道嗎？ 

祂說用鼻孔的氣弄死他們， 

你最好相信，祂真是用鼻孔的氣弄死他們。 

 

我們再讀： 

我的怒氣要從鼻孔裡發出。我發憤恨和烈怒如火說： 

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動，甚至海中的魚、天空的鳥、田野的獸， 

並地上一切的昆蟲，和其上的眾人，因見我的面就都震動…… 

我們先看到這裡。 

 

你要留意，在當時蘇聯和她的同盟國， 

是跟以色列還有她的同盟國，在她們的國界中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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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時她們遇到的第一件事是甚麼？ 

地大震動。一個超自然的大地震， 

但這個地震，那震源如果在那地方，以色列就全毀滅了，你知道嗎？ 

耶路撒冷會全毀滅的。 

如果你有研究，你發覺那震源應該在哪？ 

在極北的莫斯科，就正正在那裡。 

 

但你知不知道，現在她們交戰的地方，是一些荒蕪的地方。 

但如果震源在那裡會怎樣？ 

那些牆等等都塌了，你還知道那裡有甚麼嗎？ 

她們的地下核彈會爆炸， 

蘇聯會在一天之內經歷無數次的核彈爆炸，而一天之內毀滅了整個蘇聯！ 

 

 

 

我們看看下面是否這樣說， 

祂說：山嶺必崩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 

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劍……」 

「刀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聖經》常常都是提到戰爭。 

「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兄。 

 

「我必用瘟疫……」 

原來這群軍隊第一件遇到的是怪病，很多人病死。 

「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 

一般普遍的釋經家都接受是甚麼？ 

是核彈爆炸。蘇聯的地下核彈因為大地震時， 

所有藏在地下的核彈全部爆炸而毀滅了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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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 28 年前的主日信息， 

竟然已經提到當俄羅斯和同盟攻打以色列的時候，神就會審判， 

俄羅斯本土會發生一場大地震，所有地下核彈亦會因此被引爆而滅國。 

 

明顯地，俄羅斯攻打 ISIS，只要多走一步， 

就會令俄羅斯有出兵攻打以色列的理由。 

因為由「911 事件」開始到現在，所謂的中東回教恐怖主義及 ISIS 襲擊， 

都是由以色列在背後部署的陰謀， 

 

為要令所有想消滅以色列的回教敵人被美國殲滅， 

但是，只要 ISIS 供出他們背後的指使人是以色列， 

就會令俄羅斯和回教國家一同出兵攻打以色列。 

 

另一方面，今篇主日信息所分享的 Webbot， 

就提到中國西北方將會出現極為可怕的大地震， 

而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就是位於中國的西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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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但要留意，《聖經》說神用暴雨和大雹， 

我上星期已提過，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就是用甚麼方法？ 

她最主要用三種，就是用飛彈，去擊落蘇聯射過來的飛彈， 

然後再加上鐳射（Laser），就是激光， 

還加上，她會在最後一層放一個雨雲， 

使所有炸彈大概在接近美國 5 千里外，已經全部爆炸，這就是美國的星球大戰。 

 

 

 

但你可知道，她們的觀念都是來自這裡，這裡神早已用了，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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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電子所以我知道，如果在狂風暴雨和大雹當中， 

所有電子儀器都會失靈，所有飛彈都會凌空爆破， 

這是神當時用來對付蘇聯，在他們打這場仗時，真是碎渣也沒有了。 

所以，星球大戰第一個計劃，是先從這裡開始。 

 

《聖經》裡面提到，包括瘟疫、雨、大雹、火、硫磺， 

使這些人甚至連武器也拿不到， 

如果你看《以西結書‧39 章 3 節》： 

「我必從你左手打落你的弓，從你右手打掉你的箭。」 

這裡一直說︰「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的列國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將你給各類的鷙鳥和田野的走獸作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因為我曾說過。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如果神說的事，我告訴你，一定會實現的！ 

 

亦正是今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分享到 Webbot 提及地球將會出現超高的雲，並因此出現極大冰雹， 

完全對應當年天國比喻所形容，神會用大雹攻擊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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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上星期我已經講了，為甚麼美國和蘇聯有這個高峰會議， 

原因是甚麼？ 

因為毀滅蘇聯的，不是美國，是神。 

 

 

 

在最後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特別要澄清一點， 

這場戰爭我已經多次提過了，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跟「哈米吉多頓」是不同的， 

 

為甚麼？我們看看第 39 章第 9 節：「住以色列城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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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說打仗後，軍隊全死了，他們怎麼樣？ 

出去撿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等當柴燒，燒了 7 年。 

 

 

 

你會發現，如果是「哈米吉多頓」，到時神都回來了，還燒甚麼柴？ 

但原來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還有七年大災難， 

所以，他們燒 7 年，燒了 7 年「哈米吉多頓」就出現了， 

所以，他們燒不完，而主就回來了。 

 

這兩個是現在普遍的釋經家，還有你看《聖經》時分不清的地方，否則你就能解明這裡。 

 

而另一點，在這個戰爭中，她的敵人是誰？ 

是蘇聯還有她的同盟國，而被打的就是以色列人，得勝的就是以色列人。 

明顯地，現今的中東局勢正步向《聖經‧以西結書》第 38 章所預言，世界末後會出現的情況。 

 

歷史明顯在急劇地在我們眼前發生，我們雖不能定斷誰是誰非， 

但起碼可以肯定，我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我們將要在短時間內，也許是以星期計算，就會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 

 

事實上，奧巴馬在今次聯合國演講時也特別提到： 

「我們是為了盡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見，他視今次俄羅斯這些國家參戰，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先兆，而他想盡力阻止。 

 

我相信他這句話，因為按《聖經》，這裡是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地方， 

這地方會導致俄羅斯帶領伊朗和敘利亞，一直作戰至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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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教會已經被提了， 

這是我當年對《聖經》的一個領受， 

當愈到後期，這數星期發生的事件，我就會更加清楚。 

 

最後，我想每人都同三個人說：「我會預備好我得贖的日子！」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也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