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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1 月 1 日分享 

第一章：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有關不同國家人民的民生情況 

A）意大利 

1）人民對政治上有極大不滿。另一方面，會因意外而發現新的電力 

B）法國 

1）因為電腦失靈而導致人民養老金出現問題 

C）美國 

1） 幾種資金凍結的衝擊，導致美國出現不同問題 

2） 因凍結信用影響力的範圍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甚大，令人民震撼 

3） 物流上的誤差，導致辦不成任何盛會 

4） 金價上升，做成社會不穩定，對美國的政要來說，簡直好像地獄一般 

5） 自我組織的群體增多，在無政府狀態下，人們自行規定街頭規則 

6） 人民根本對政府失去信心，導致無政府狀態 

7） 美國退休軍人成了僱傭兵 

8） 很多城市出現住屋危機 

9） 因各自州政府不合作，聯邦政府決定放棄檢控其他州的罪犯 

10）只有富人參與政黨競選 

11）美國退休金部消失 

12）因為退休金全面消失，大批中層變成暴力階層 

13）在這兩年的暴動中，美軍秘密基地會因為暴動而被發現 

14）美國國防部缺乏資金，需要放棄外國軍事設施，美軍自行籌款回國 

15）美軍草根階層猶如一支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後來會完全停止運作 

16）2016 年所出現的政治腐敗，將會直接影響該年的美國大選 

17）所有經濟、電子電腦系統將會天天崩潰，其後，人們失去信任和耐性 

D）印度 

1）印度研發了藉著電腦來診斷病情的產品 

2）印度氣候災難將產生大量難民，要出動軍隊來救援 

E）中國 

1）西方傳媒不斷宣傳，是由中國主導這些經濟崩潰 

2）中國內部相信，中國股市下跌與西方掌權集團有關 

3）中俄合作研究新能源 

第二章：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總結 

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地球 

1）太空閃電 

2）地球擴大影響城市 

3）中國西北部會出現大地震 

4）又長又直的新型風出現 

5）在海平面或海邊，會出現動物和人突然心臟病發而死 

6）對於氣候變遷，美國會說是人為，但其實是與太陽與地球的關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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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全球人民 

1） 歐洲會因為難民問題導致軍法統治 

2） 出現多種鏈鎖反應 

3） 由於美元死亡，因此，多國出現完全壓抑人民的政權 

4） 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共同發展發展新絲綢之路 

5） 貨幣危機對非洲影響較為輕微 

6） 出現很多關於需要救援的字眼 

7） 火車意外大量出現 

8） 全球偷貴金屬的罪案率大幅度上升 

9） 銀行偽造自己金庫被偷黃金，但最終被發現 

10）殺害銀行家 

11）電子世界將出現一股新的反抗勢力 

12）貨幣死亡導致人們對皇室不尊重 

第四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南海主權爭議 

2015 年 10 月 18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接受路透社專訪，重申南海主權， 

他強調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任何人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和相關權益， 

中國人民都不會答應，中國在南海採取的有關行動，是維護自身領土主權的正當反應， 

習近平指中國不想成為世界警察，亦從未進行擴張主義 

該篇專訪，隨後被多個中國媒體紛紛報道。 

 

 

 

此外，路透社報道：就南海問題，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在南海人工島的行為，表示保留意見。 

美國現任國防部長卡特表示，美國軍隊有權通過《國際法》授權的領空和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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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備受爭議的南中國海地區。 

 

其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10 月 18 日重申南海主權的同一天， 

正是日華牧師於「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主日信息中， 

按著 Webbot 預告：中國南海島嶼將會產生爭議，甚至會演變成「資源戰」的那天， 

所以「2012 榮耀盼望」信息，連一日也沒有偏差地預告世界所發生的趨勢。 

 

主日片段： 

第 18 點，經濟巿場和政治一體的現象，資料（data）顯示就是「金礦戰」， 

最主要有 5 個地方，其中一個地方就在中國南海。 

 

我們知道中國在南海建造了一個島嶼，現在亞洲區都叫苦連天， 

但原來這些資料顯示，早在 2005 年的時候，ALTA 報告（report）已經講了， 

它當時不知道這個島原來是人工島， 

但現在有更多資料顯示，這個島嶼究竟是在講甚麼？ 

原來不是人們以為是戰略性那麼簡單，其實是經濟性的， 

因為原來這個島是為了提取資源而建造的， 

在這個島可以提取新鮮水源，可能是指地下水，以及礦床。 

 

但它提出新鮮水的其中一個原因，有機會是： 

我們在今年之後，將會看到人們會這個地方採用地熱、發熱的發電廠， 

因為地熱也可以將水蒸餾，同樣能提供大量新鮮水。 

所以它說，這個似乎是經濟策略的「金礦戰」， 

就是中國為了恢復她的經濟，所以，主力在南海做這個採礦的工作， 

就是因為這個島，我們將會聽到這些消息從那個地方傳出來。 

 

隨後 10 月 26 日，有報道指美國可能計劃數日內派軍艦或軍機進入中國， 

在南海人造島礁 12 海里範圍內巡邏。 

有中國軍事專家建議，解放軍船艦在極端情況下，可採取撞擊美方船艦等手段反撃， 

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堅決的意志，捍衞自己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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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翌日 10 月 27 日，美國最終決定派出「拉森號」驅逐艦， 

駛入中國美濟礁及渚碧礁 12 海里範圍。 

對於中方的強烈反對，美國反駁：按《國際法》，美國擁有在全球公海航行的自由， 

並強調「不需要徵詢任何國家」， 

中國外交部強烈不滿美軍駛入南海相關海域，提出嚴正交涉，奉勸美方不要無事生非。 

所以，世界大事正正環繞「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和發生。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 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的內容， 

Webbot 的 Metadata 顯示，接下來的一年，將出現大量「救援」的字眼。 

 

有關整個地球的變動︰ 

一、地球的變動非常大及急劇。 

 

二、地球擴大引發怪異天氣，出現「野性的風」，吹襲一些原先較少災難的城市， 

但當怪風不斷侵襲，不斷打破房子和大廈的窗戶，人們也被逼放棄城市，唯有撤離。 

 

三、全球暖化其實是一個謊言，地球根本沒有暖化。 

 

四、地貌因泥石流的緣故而急劇轉變。 

 

五、大雨導致內陸湖出現。 

因為大雨在大廈兩邊流向街道，將車輛推至街道中央，導致水位上升至 40 呎， 

當人移走車輛後，雨水衝前，又造成另一個內陸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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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5 年冬天至 2016 年，北半球出現嚴重大雨、洪水和風暴，將所到之處的一切毀滅。 

 

七、太陽導致出現超高的雲。這種雲將應驗《啟示錄》的經文，會製造前所未有的龐大冰雹。 

 

八、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州出現洪水和雪災，令某些地區的電訊設備和設施被破壞，需要重建。 

 

九、美國的南部、北佛羅里達州及墨西哥，因大雨造成各種問題，不單農業和植物被破壞， 

馬路、各種工業設施和機場也被淹浸。 

 

十、未來六個月會極之寒冷，並且這將會是未來數十年的寫照。 

 

十一、歐洲會發生強降雨，甚至海平面地方也會被「怪風」破壞。 

 

十二、今年是極之嚴寒和極早出現下雪的冬天。 

 

十三、今年冬天的雪會成為主導，導致地土流失和洪水。 

 

十四、北大西洋至歐洲的海邊，沿岸都會迎接子彈般的風暴。 

 

至於全球人民部分︰ 

 

一、全球因為金融危機的緣故，出現示威和暴動，甚至其口號是「殺死銀行家」， 

這種情況，將會是先兆標記（marker），讓人知道全球經濟將一去不返。 

 

二、普遍政府都出現能源危機，到時她們只能應付照明、冷氣及暖氣的調溫系統。 

 

三、西方輿論將資金凍結歸究中國。 

 

四、全球社會意識形態對貨幣、中央銀行、銀行、政客、政府不信任， 

因此，世界經濟將變得一團糟。 

 

五、分散居民， 

由今年直到 2020 年，類似「歐洲難民」會成為主要字眼。 

本土居民設置籬芭，不容難民直接進入， 

但難民將如約珥軍隊般，衝進來搶奪資源，破壞城市， 

當他們破壞一切離去後，本土居民也瞬間淪為難民。 

 

六、極多難民爆發衝突，他們搶去汽車來走難，令城市變為無政府狀態， 

到 2019 年，因政府拖欠軍人薪金，他們會在歐洲成為了僱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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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球新的社會失控問題， 

因社會面對龐大的壓力、貨幣崩潰、政府倒台，居民變成了難民。 

 

八、人民將社會崩潰的責任歸究難民。 

 

九、草坪戰爭，難民湧入當地公園扎營，如同佔領。當地人倚靠黑社會逼令難民離開。 

 

十、難民回流到南方，居住在北方的難民抽乾城市的資源， 

隨後發生暴動、指責、逃亡、舊有政體被毀滅等字眼， 

因此，北方的政治變得不穩，並成為缺乏食物的地方，所以，人民回流到南方。 

 

十一、個別人民向銀行家尋仇。 

 

十二、全球宗教組織崩潰。 

 

十三、全城清空， 

整個城市的資源被清走、資金被凍結， 

導致大量裁員、樓市亦崩潰，最終令大量市民離開。 

 

十四、天氣加上資金凍結，會引發整個石油行業倒閉，全球也會改用電力或免費能源。 

 

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我們可以從 Webbot 理解十王的部署， 

他們於歷史當中，作出種種預謀，包括「玫瑰園計劃」。 

現時，他們亦正引動敍利亞的發展，令世界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就應驗《聖經》記載，大馬士革變成荒場的預言。 

 

現在，大馬士革 75%的地方已經變成荒場，剩下的 25%正被 ISIS 霸佔， 

如 911 事件一般，ISIS 的存在也是錯漏百出的偽旗行動， 

她是由美國製造出來，使以色列免受回教國家傷害， 

但當俄羅斯參戰後，她將會借助這個機會，於中東設立軍事基地。 

 

現時，敍利亞、俄羅斯、伊朗和伊拉克成為同盟， 

下一步，將應驗 Bible code（聖經密碼）所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戰是由敍利亞開始的預言， 

俄羅斯會帶領伊朗和敍利亞一直進攻至中東，為的就是搶奪以色列的資源， 

然後，神就會使他們滅國，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教會亦已經被提。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Webbot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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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有關不同國家人民的民生情況 

接下來，就是主要講述不同國家的民生。 

首個就是意大利，第二就是法國，第三個就是美國，然後就是印度和中國， 

Webbot 都有提及當國的民生，我會逐一講述。 

 

 

 

A） 意大利 

1） 人民對政治上有極大不滿；另一方面，人們會因意外而發現新的電力 

第一個國家 ── 意大利，Webbot 提及她時，只是簡短地歸納了一句說話： 

意大利人民將對政治有極大的不滿，但他們卻意外地發現一些水晶能生新的電力。 

 

我不知這是否指他們發明新的電力，還是新的免費能源， 

但卻不斷說「新的電力、新的電力」。 

 

 

 

B）法國 

1）因為電腦失靈而導致人民的養老金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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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國家 ── 法國。 

法國的銀行將在未來的日子，因為電腦失靈而使人民的養老金出現問題， 

下年二、三月，當人們的養老金盡都失去的時候，便會拆除銀行的設施。 

 

 

 

C）美國 

接下來就是美國，共有 17 點。 

以現時 Webbot 顯示，無論在 9 月 2 日以及 9 月 18 日的 Webbot， 

而今次只分享 9 月 2 日的 Webbot，都說美國落於最慘的光景。 

 

 

 

1） 幾種資金凍結的衝擊，導致美國出現不同問題 

第一點，就是出現幾種資金凍結的衝擊，導致美國出事， 

包括不斷失誤的電子付款系統，直到人民察覺其影響甚大、廣闊，甚至連郵遞也出現問題。 

當很多問題出現後，他們不公開，直到 11 月才爆發出來。 

 

2）因凍結信用影響力的範圍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甚大，令人民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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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因凍結信用影響力的範圍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甚大，完全令人民震撼， 

那時候，因他們不能電郵、沒有電、沒有水、沒有士多， 

若然有士多的話，該士多的電腦也壞掉了，也不能夠作買賣。 

 

3）物流上的誤差，導致辦不成任何盛會 

第三點，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間，將會出現很多物流上的誤差， 

導致美國辦不成任何盛會，就好像演唱會一樣， 

因為某東西來了，但另一些東西卻來不了； 

又或者這件事處理好了，但那樣卻不行，處理好了卻沒有電； 

歌星來到，物品卻仍未運到。 

意思即是每種東西都延遲或延誤， 

導致無論是貨物也好，人事也好，全部都不能夠協調， 

很多盛會都取消，做不到。 

 

4）金價上升，做成社會不穩定，對美國的政要來說，簡直好像地獄一般 

第四點，按著字眼顯示，金價將會上升，這對美國的政要來說， 

在 2015 至 2016 年間，簡直好像地獄一般。 

因大量人民對於金、銀的認識，就等同無盡的財富，這字眼是第一次出現， 

這亦連繫到美國政治、社會的不穩定，一同出現這些的字眼。 

 

5）自我組織的群體增多，在無政府狀態下，人們自行規定街頭規則 

第五點，自我組織的群體會增多和增大， 

這到一個階段，因在無政府的狀態底下，街頭規則由人所規定， 

並且，每天好像教授學生一樣，有一些新加入的黨員， 

一些好像黑社會的人，他們會教育其他人一些新的街頭生存法則。 

 

6）人民根本對政府失去信心，導致無政府狀態 

第六點，他提及美國會出現無政府狀態，最主要原因是人民根本對政府失去信心， 

無論政府用哪些宣傳手段，但他們至終都會看見政府的腐敗， 

以致他們完全不會去尊重政府。 

 

如今，你會看見，很多人民仍然很傻地支持奧巴馬， 

有很多明顯是假的事件，仍然不會在時代進步底下看穿。 

但這情況，到時不會再出現，因為人民三餐不繼，養老金全都化為烏有， 

所以，最終會演變成這現象。 

 

7）美國退休軍人成了僱傭兵 

第七點、因為美國的社會福利和退休金都沒有了， 

導致那些退休軍人好像歐洲的士兵一樣，成了僱傭兵。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10 

8）很多城市出現住屋危機 

第八點，關於一些居住方面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很多城巿中同時併發出來的，就是住屋危機。 

例如那裡的設施毀壞沒有人修理，無水無電，也沒有交通， 

於是地方政府很吃力地容納很多這方面的災民， 

但接下來卻出現很多不知從哪裡來的大型污染，所以政府要將人大量遷移。 

 

其實，政府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要解決很多住屋危機和樓市的崩潰， 

但一次又一次的面對著失敗。 

 

9）因各自州政府不合作，聯邦政府決定放棄檢控其他州的罪犯 

第九點，2016 年時，聯邦政府決定放棄檢控國家中其他州的罪犯， 

因為其他州政府並不合作，他們的看法已經不同， 

所以，在檢控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人聽令， 

因此，這裡提及聯邦政府在下年將會失勢。 

 

10）只有富人參與政黨競選 

另一點，在下一屆政府中，政黨所玩的遊戲將會變得不同， 

因為從上而下的政黨，裡面的人也不相信自己政黨所說的假象。 

從前的人會相信他們的承諾， 

但現在，人們明白，再相信下去其實是很愚昧的， 

到那時，中產階級、草根階層已經完全放棄參與這些競選、籌款等活動。 

 

屆時，我們看到，籌得的競選款項竟有 100%來自有錢人， 

完全沒有中產或草根階層參與， 

並且，整個競選就是由二萬人完全負責。 

競選影響到一個階段，甚至黨的高層辭職，而導致其他政黨的人跳槽， 

這就是下一年的競選寫照。 

 

11） 美國退休金部消失 

第十一點，下一年，人們會在美國看到退休金全部消失， 

導致所有政府的規劃（program）出事。 

 

12）因為退休金全面消失，大批中層變成暴力階層 

第十二點，因為退休金的全面消失，大批中層變成暴力階層， 

大量的暴力、暴動產生，甚而人們會在電視上，看到警察屠殺老人， 

因大部份暴動者皆是失去退休金的老人， 

他們沒有了退休金，又要面對供房子，銀行收回樓宇的問題，這引致他們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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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 Webbot 亦提到，在香港也會看到示威暴動， 

今次參與的主要是中年以上的人，因為他們失去退休金， 

到時，為了食物，財務的暴動浪潮會橫掃整個美國的東岸。 

事實上，過程當中會影響一些軍事設施。 

 

13）在這兩年的暴動中，美軍秘密基地會因為暴動而被發現 

第十三點，在這兩年的暴動中，美軍的一些秘密基地，會因為這些橫掃東岸的暴動， 

導致一批年青人發現了一些秘密文件，並靜悄悄地將它們移走了， 

當這些文件公開的時候，就發現過去二百年當中， 

關於美國好些的暗殺、謀殺、政治陰謀。 

政府雖試圖制止，最後卻變成公開的秘密。 

 

14）美國國防部缺乏資金，需要放棄外國軍事設施，美軍自行籌款回國 

第十四點，美國國防部因為資金凍，結導致很多地區缺乏資金， 

包括他們藏身處，位於外國的美國軍事基地，由於資金無法流進他們手中， 

所以，這連鎖反應最終更切斷了整條供應鏈， 

導致美國需要放棄位於外國的軍事設施，就連美軍也要自行籌款回國。 

 

15）美軍草根階層猶如一支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後來會完全停止運作 

第十五點提及，縱然美國仍以為自己的軍隊是國際級， 

但實際上，草根階層的美軍已沒有退休金、金錢和糧食， 

起初，美軍仍猶如一支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但後來卻完全停止運作， 

屆時，正是那些參與其中的精英自食其果的時候。 

 

16）2016 年所出現的政治腐敗，將會直接影響該年的美國大選 

Webbot 在第十六點，再次強調 2016 年所出現的政治腐敗，將會直接影響該年的美國大選。 

 

17）所有經濟、電子電腦系統將會天天崩潰，其後，人們失去信任和耐性 

第十七點則是有關美國人民的最後一點， 

那時候，所有經濟、電子、和電腦系統將會天天崩潰（break down）， 

最初，人們還寄存著一絲希望，然而，之後他們連那份信任與耐性也失去。 

 

影片：如何保護電子儀器免受太陽風破壞 

日華牧師於「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 

分享到 Webbot 近年不斷出現有關「太陽疾病」（Sun disease）的字眼。 

 

由於強烈的太陽風打向地球，令人類情緒大變， 

甚至將人腦部血管的血液煮熟，導致人們中風。 

另一方面，所有未受到適當保護的電腦和電子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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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能會因太陽風而出現短路和燒毀。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日間外出活動和駕駛車輛時， 

我們要有智慧地戴上鋁箔帽或含銀纖維的帽子保護腦部，以策安全。 

 

 

 

而保護電子儀器，如手提電話或平板電腦，方法亦非常簡單， 

只要把電子儀器放進「防靜電袋」， 

就可以阻隔所有來自太陽風、對電子儀器有害的輻射微波和電磁波。 

但大家在購買防靜電袋時要留意：必須選購兩面都是灰色防靜電面的「防靜電袋」， 

因為部分只有單面能夠防靜電，當面對太陽風就無法真正保護電子儀器。 

 

 

 

事實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防靜電袋亦屬於常見產品， 

當你購買電腦零件，例如︰電腦底版、硬碟或顯示咭時， 

廠商都會用防靜電袋來保護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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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亦可以在淘寶網搜尋欄中，輸入「防靜電袋」， 

購買各款不同大小，並附有自封塑膠拉鍊的防靜電袋， 

價格一般視乎大小，由幾毫至幾元人民幣不等，極為便宜。 

 

 

 

D）印度 

至於印度人民方面，Webbot 則提到兩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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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研發了藉著電腦來診斷病情的產品 

首先，印度在接下來的危機和困難裡， 

研發了一種既經濟又可靠，能藉著電腦來診斷病情的產品， 

它們易於複製、能大量生產，很適合當時的難民使用， 

剛開始的時候，它們的體積很龐大，但隨後卻越來越小。 

 

Webbot 指出，它的設計尤如「星空歷險記」中， 

隊長與飛船對話時所使用的那台 Star Trek 電話的設計。 

屆時，它將會幫助很多病患者。 

 

 

 

2）印度氣候災難將產生大量難民，要出動軍隊來救援 

其次，印度的氣候災難將產生大量難民，甚至，印度會出動軍隊來救援， 

從字面上，我們知道這些字眼，就是人民對軍隊建立新的信任等字眼， 

就在印度這些人口裡出現。 

 

D）中國 

最後的一個關於人口方面的資訊，就是中國 ── 我們的祖國， 

這裡有三點，這十分有趣，我覺得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1）西方傳媒不斷宣傳，是由中國主導這些經濟崩潰 

第一點，關於西方的傳媒會不斷宣傳，是由中國主導這些經濟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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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則相反，其內部認為，其實這是西方的宣傳， 

而事實上，這個宣傳導致中國的市場跌勢加快， 

所以，他們覺得這個也是奸的，這班人刻意裝得像中國人一樣。 

 

於是，中國政府便捉了一班，真的可以說是不合時間、地點， 

走到中國訪問的所謂外國人，中國捉了他們。 

無論屬於報復也好，阻止也好，中國到時會這樣做。 

 

2）中國內部相信，中國股市下跌與西方掌權集團有關 

第二點，關於不斷下跌的中國股市，起碼是中國內部相信， 

因為他們不是最高層那班知情的人， 

中國內部相信這是與西方的掌權集團有關，是他們控制市場。 

 

所以，中國的「新的努力去教育人民」，就是指， 

這是西方犯罪的政府，那些很成功的犯罪集團去製造跌市， 

並教育人民，其實責任在美國那兒， 

甚至將來有些新的中國製造的遊戲，其內容也是攻打美國的。 

 

影片：時事追擊：中國主導世界經濟崩潰 

自 2015 年 6 月 12 日開始，一連串中國股市及經濟變動， 

促使全球經濟崩潰，觸發全球股市、商品及貨幣貶值。 

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的新興市場主管夏瑪預測：「下一次世界衰退將是『中國製造』」。 

 

由中國主導的經濟困境波及世界，震散全球的經濟架構， 

正如 Webbot 所預測：「中國主導」經已成為外國人談論的話題。 

 

10 月 14 日，零售業巨頭沃爾瑪最近在中國市場面臨挫敗，業績下滑， 

遭遇自 1988 年，27 年來最大跌幅，下跌 10.04%，市值縮水高達 220 億美元。 

 

10 月 21 日，上海股市暴跌 3.06%，收報 3320.68 點，創一個月最大單日跌幅。 

而深圳股市同時下跌 5.87%，收報 10915.99 點， 

受中國股市暴跌影響，拖累澳元下跌至一星期低位，收報 0.7205 美元。 

 

10 月 23 日，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布「雙降」政策，存放款降息 0.25%，同時調降存款準備金率 0.5%。 

這是人民銀行在過去四個月內第三度「雙降」，估計釋放人民幣 70 億元。 

由於中國突然再度宣布「雙降」政策，帶動全球市場巨震； 

其中黃金上漲，人民幣即時重挫。 

中國解釋，當前大陸國內外形勢依然複雜，需要繼續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 

所謂「為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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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6 日，美國誓阻中國主導全球經濟， 

由美國連同 12 國組成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簡稱 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正式通過合作協議，並且將中國摒除在外。 

 

由於中國近期明顯主導全球經濟， 

美國總統奧巴馬聲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將為美國產品開闢新市場。 

當我們有超過 95%的潛在客戶都居住在國外時， 

我們就不能再讓中國這樣的國家制訂全球的經濟規則。」 

 

有見及此，於隨後 10 月 12 日，中國全力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加速談判腳步， 

以抗衡美國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勢力。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經由中國主導的 16 個成員國， 

包括東南亞國家協會 10 國，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 

汶萊、柬埔寨、寮國、緬甸、新加坡、越南， 

另外加上日本、韓國、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國， 

組成 34 億人口的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約佔全球人口的二分之一。 

 

除此之外，自 2015 年 6 月 29 日，50 國已簽署協定， 

由中國主導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AIIB）， 

中國主導全球五大洲成員國家，進一步抗衡美元的主導地位，促成美元歸國。 

 

中國為了抗衡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 

踏入 8 月，中國 29 天內先後兩度增持黃金儲備， 

包括 2015 年 7 月 17 日，中國繼 6 年前 2009 年，再額外增加 604 噸黃金，增長 57%。 

隨後 8 月 14 日，中國再度增持 19 噸黃金儲備。 

截至 10 月 17 日，中國合共四度增持黃金儲備， 

包括 9 月 30 日，中國央行在 8 月末黃金儲備增至 1693.6 噸，總值為 618 億美元。 

到了 10 月 17 日，中國央行公佈連續第四個月增持黃金儲備， 

再度增持 15 噸，增至 1708.5 噸儲備。 

 

倫敦金屬交易所宣佈，幾乎已經沒有任何剩餘黃金。 

最大貴重金屬經銷商 A-Mark 解釋， 

黃金缺乏的原因是中國及印度對黃金進行全球性購買。 

 

而經濟領域的領先研究者指出，亞洲大國增長中的經濟體買光了貴重金屬， 

並形成了其自有的黃金市場，這將強力打擊美元的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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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黃金儲備方面，10 月 22 日，德國商業銀行報告指出，2015 年的白銀投資需求創下記錄。 

銀條的總需求不僅創下近幾十年來的最高記錄，而且還佔據近三分之一的白銀需求。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中國於 9 月份大量進口白銀，達 338 噸，同比增長 39%。 

單單今年前 9 個月，中國總共進口白銀達 2,395 噸，同比增長達 21.6%。 

中國在白銀儲備方面，明顯也作出了積極的部署。 

 

另一方面，世界白銀協會於 10 月 13 日的報告稱， 

由於白銀需求強勁，美國、加拿大、澳洲、奧地利和英國鑄幣局都不得不按配額銷售銀幣， 

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今年第 3 季度全球銀幣銷量達到 3290 萬盎司，幾乎是去年的兩倍。 

亞洲包括中國在內銀幣需求大增 202%。 

 

在大量銷售的情況下，一些國家鑄幣局也不得不以配額方式銷售，以保證供應， 

世界白銀協會表示，在白銀行業中這並不常見， 

一些交易商更是首次經歷這場白銀供不應求的情況。 

 

除此之外，有分析稱，接下來促進銀價上漲的兩個主要因素： 

首先，是中國獲得儲備貨幣的地位， 

引發了貴金屬交易中心的結構性轉移，短期內推動銀價。 

 

其次，則是中國建設銀行加入白銀定價機制， 

成為滙豐、瑞銀、摩根大通、三井貴金屬、豐業銀行和道明銀行後， 

首家參與白銀定盤價的中資銀行，這舉動將推升白銀價格的短期前景。 

 

另一方面，即使中國經濟於 2015 年第一季度增速放緩， 

中國上海期貨交易所白銀庫存從 2014 年底的 122.8 噸，增加至原來的三倍達 341.5 噸。 

據分析指，白銀價格在未來將會大幅上漲超過 420%。 

 

顯然，中國的種種部署，正正應驗 Webbot 預測： 

中國全面主導全球經濟，甚至加速全球經濟崩潰，摧毀美元強勢領導地位。 

 

3）中俄合作研究新能源 

跟著說一個他發現的很雛形的字眼。 

他指關於中國新的一種類似免費能源的東西，由印度、加拿大、西伯利亞合作， 

在中俄合作的研究設施裡面，有一個印度的科學家去研究， 

這種名叫「西伯利亞鑽石」，能夠產生電的科技。 

關於鑽石能夠產生新的電力，其實在很多年來他提過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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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Webbot 預測出現新能源 

2015 年 9 月份的 Webbot 提及將會出現新能源， 

一個月後的 2015 年 10 月 26 日， 

一位名為 Keshe（Prof. Ing. Mehran Tavakoli KESHE）的伊朗裔科學家， 

向全世界發表他發明的免費能源機 Keshe Plasma Generator， 

以及所有設計文件，供大眾免費下載。 

 

 

 

這種免費能源是源於 Keshe 發現自然界的物質形態， 

除了有氣態（風）、液態（水）、固態（土）和電漿（Plasma）（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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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古人所指的風火水土之外，還有第五種形態，就是所謂的 GANS 甘斯形態（Gas in Nano State）。 

 

 

 

Keshe 指出，以 GANS 形態出現的物質，可以產生無限能源， 

只需要兩個魚缸大小的 GANS 物質，就可以供應一個城市二百年的電力。 

 

而生產 GANS 的方法非常簡單，只需要投入極少能源， 

甚至一間中學實驗室的規模，已經足以製造 GANS 物質。 

 

 

 

今年十月，Keshe 更在意大利開辨了一所學院名為 Spaceship Institute，提供一系列課程教導相關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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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015 年 9 月 2 日 Webbot 總結 

最後，在結束的時候，是他提到今次結束的 Conclusion（總結），就是時間的「硬邊緣」。 

 

 

 

他指，我們將要進到，宇宙進入一個挑戰性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會導致很多人生命會經歷很大的影響和倒置， 

我們在情緒上和經歷上，會有一個非常之大的試煉時間。 

但相對，對於我們來說，可以看為成長，這便是一件好事， 

但對於肉體的舒適來說，未來的數年，將不會是好日子， 

而是很大機會要我們面對磨練、震撼、經歷危機的日子。 

 

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地球的預測 

接下來，我會分享 9 月 18 日的 Webbot，這是我現時手上最後的一份 Webbot， 

早前，我們已經刻意提早分享市場（Market）那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便明白，為何要預早分享這部分， 

因為，聽到這一篇，甚至完結這一篇後，已經要陸續發放更多的應驗篇。 

 

身為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要緊記：這些應驗篇就是告訴我們， 

過往所翻查過的 Webbot，那些尚未應驗的重點將會應驗， 

因為，Webbot 的應驗篇，是一組一組地應驗。 

事實上，現在我們所說的全球形勢， 

豈不是在我們於 2011 年開始分享 Webbot 的資訊時，便朝這方向走嗎？ 

只是，當中有些的年份，是 Webbot 提早說了， 

但這有甚麼問題呢？只是早一點預備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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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強調的新婦，就是她預備整齊， 

若要以一詞彙來形容神的新婦，那便是「預備」了。 

 

 

 

因此，當我們不斷在神的帶領下作出預備，我們豈不就是新婦了嗎？ 

難道是那些動也不動，不作預備的人就能稱為新婦嗎？一定不是。 

那些賓客，連禮服都不預備的，神就會審判，將他們掉在黑暗裡。 

 

 

 

現時，當我們不斷分享 Webbot 的資訊， 

是為預備我們的心，並且讓我們更肯定自己所身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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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知道 Webbot 的準確性，連時代也印證其準確， 

原因是它所提及的，是在事情發生前已經預告了，並且已經記錄在《啟示錄》， 

因此，我才知道它的真實。 

 

只是，有時 Webbot 會說早了一、兩年，但當這些事情真的發生時， 

最重要是我們知道現時是《啟示錄》時代，而不是仍舊作夢時候。 

事實上，越是能夠早些時間作好妥當的預備就愈好， 

一旦發生災害，也會對我們絲毫沒有影響， 

反而這能成為我們的助力，從而讓我們能夠被提。 

 

但對於那些不作預備的人，除了不能被提之外， 

還要留在災禍當中，親眼失去至親又或看見他們在那個光景中受苦。 

當 Webbot 的預測變得越來越準確，我會不斷把資料與大家分享， 

我們分享的每一篇信息，肯定是神時代的信息， 

並且神一天也不偏差地帶領著我們。 

 

我們繼續分享 Webbot 在 9 月 18 日所發佈的資料， 

首先分享的內容是關於地球，包括六點： 

 

1）太空閃電 

太陽發出的能量導致太空出現閃電。 

 

 

 

在高空的閃電不只打在地上，並且會打到太空， 

導致一些人造衛星被閃電擊中，這真是匪夷所思， 

因為那處不應有閃電，只是，當 Planet X 臨近時，閃電便能打上太空。 

因為，Planet X 是處於地球大氣層以外的一個星球， 

它與地球之間一同產生放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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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本動畫《千年女王》亦曾經提到，當 Planet X 靠近地球時， 

會產生閃電，它甚至用到 Nibiru 的字眼形容這個星球。 

 

 

 

而這種放電現象會在今年被人看到，這是人造衛星離奇失靈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種稱為太空的閃電。 

 

2）地球擴大影響城市 

第二點，Webbot 提及今年有一個大城市出現的情況， 

由於河水流動的緣故，她已經被分開了兩處， 

因為地球不斷擴展，令這個城市兩部分越隔越遠了， 

而且，市上的道路和大橋開始鬆脫和裂開，這些現象會逐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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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國西北部會出現大地震 

第三點，Webbot 已多次提到，所以我們需要特別留意。 

中國西北部會出現大地震，並且情況很嚴重，從而引起很大的恐慌。 

 

 

在今年，中國發現，當大型強子對撞機啟動後，會引發出大地震， 

其實，日本的 311 大地震亦是由於這個原因而發生， 

很多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就是 LHC（大型強子對撞機）啟用的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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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其附近的二百公里範圍內，曾有一次 LHC 啟動， 

而導致一架飛機在空中粉碎，這點我們曾在主日信息中分享過。 

 

 

 

但及至今年，才有好些國家發現這現象， 

但中國會投訴和抗議說不要再啟動這機械，因為，發現這是與地震有密切關係。 

這恐慌著實有太多證據證明，這大型強子對撞機一旦啟用， 

由於地磁影響，會導致板塊移動，龐大地震隨之發生，所以，這漸漸變成全球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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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又長又直的新型風出現 

第四點，有新的風出現，是一種又長又直的風。 

 

 

 

我們知道，一般的風是弧形流動，進而有龍捲風、風眼等出現， 

 

 

 

但將會有些噴射氣流，它們是直接吹襲地面的風，時速超過 100 英里， 

這些風一吹襲，地面便受到破壞、並產生危險， 

導致有「死亡、毀滅」等的字眼出現， 

但這新的風其性質與龍捲風是完全不相同的， 

是直接吹襲的，就好像射擊一般。 

 

5）在海平面或海邊，會出現動物和人突然心臟病發而死 

第五點，將會在海平面或海邊，出現動物和人突然心臟病發而死的現象， 

這是群體式、集體式的死亡，是突然間動物集體心臟病發死亡， 

所以，建議大家真的要配載「鋁箔帽」或「銀纖維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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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如何保護體內的心臟起搏器免受太陽風燒毀 

當遇上強烈的太陽風打中地球時，所產生的影響， 

不單會令人精神失常、腦部中風，電子零件亦會被燒毀。 

 

如果心臟病患者在體內安裝了心臟起搏器， 

就極可能會因為太陽風所產生的微波、電磁波或輻射，令儀器停止運作， 

導致需要完全依賴它來維持正常心跳的病人，立即因心臟病發死亡。 

 

 

 

但是，假如你擁有「防靜電衣」，並於太陽風入侵地球期間穿上， 

就可以保護體內的心臟起搏器，免受太陽風所破壞而喪命。 

大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購物網站淘寶網，在搜尋器中輸入「防靜電衣」， 

價錢一般只需約數十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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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 2003 年上演的一部美國科幻災難電影《地心浩劫》（The Core）， 

講述地球的核心因不明原因停止轉動，以致地磁減弱， 

在失去地磁的保護下，地球會遭受致命的高能宇宙微波輻射襲擊，造成災難。 

 

 

 

電影在開始的時候，就形容地球因為地磁減弱而失去磁場保護，使太陽風可以直接打進地球， 

電影亦正正形容，很多安裝了心臟起搏器的人，都因為儀器被太陽風破壞而心臟病發死亡。 

 

電影片段： 

Before I begin, le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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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開始之前…… 

 

David? 

大衛？ 

 

I'll go get help 

我去找人幫忙 

 

Jesus. Jesus, David 

天啊！大衛 

 

Phone 911. Phone 911! 

打 911 叫救護車！ 

David? 

大衛？ 

 

Nick? Nicky? Nicky! 

尼克？尼克？尼克！ 

 

Okay 

沒事 

 

It's okay, it's okay. You'll be okay. 

別慌張，沒事，你會安然無恙。 

 

Get everybody else off the bus! 

叫所有人下車！ 

 

You're…you're teasing me, right? 

你在取笑我，是嗎？ 

 

Oh, my…! 

啊！ 

 

Whoa. Wait, these are bodies. 

啊，等等，這些是屍體。 

 

I think we're in the wrong place here.Yeah, we're in the wrong place. 

我想我們去錯地方了，是，我們去錯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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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f you were in the wrong place, you would've already been shot. 

不。如果你們誤闖了禁地，早就被射死。 

 

That's a hell of a greeting. 

你都是這樣跟人打招呼嗎？ 

 

Serge 

賽吉 

 

Serge. Yes. It’s always a pleasure. 

賽吉。很榮幸見到你。 

 

Same here, Thomas. 

我也是，湯瑪士。 

 

Dr. Keyes 

他是凱斯博士。 

 

I know. Tom Purcell. 

我知道，我是湯姆普瑟。 

 

Gentlemen, you do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here is totally classified, okay? 

相信各位都明白到，這裡的一切都是完全機密的？ 

 

At 10.30 a.m. local time 32 civilians, all within a ten-block radius...died. They didn't get sick first. They 

simply hit the ground dead. 

本地時間早上 10 時 30 分，在 10 個街區範圍以內的 32 名市民死亡，他們沒有生病，卻突然倒地而

死。 

 

Nerve agent? 

神經毒氣？ 

 

Our first guess. No. 

一開始猜過了，不是。 

 

They all died at the same time? 

同一時間死亡？ 

 

As far as we can tell, to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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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就是這樣。 

 

This hits CNN in one hour. I need a reason. 

電視台 1 小時內就會知道消息，我要個原因來解釋。 

 

Is there a variation in sex, age, body type? 

不同性別、年齡、體型的人有甚麼共同點嗎？ 

 

They all had pacemakers. 

他們都有心臟起搏器。 

 

Under a minute. Your reputation is well-deserved. 

1 分鐘以內，你果然名不虛傳。 

 

Hey, hey, hey! 

喂、喂！ 

 

How did you guess, without any clues from the victims? 

沒有罹難者的任何線索，你怎麼推測得到的？ 

 

No, that's... Serge and I are the clues. 

不，那是……賽吉和我就是線索。 

 

I mean, he specializes in high energy weapons. I do geomagnetics. So calling us means you suspect an 

electromagnetic pulse weapon. 

他精通高能量武器；我則研究地磁，你邀請我們來，意即你懷疑有電磁脈衝武器。 

 

If these are the only fatalities they must be people susceptible to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如果他們是唯一罹難者，那一定是易受電子干擾影響的人。 

 

QED pacemakers. You're spooky sometimes? 

量子電動力學、心臟起搏器，你有時候挺嚇人的。 

 

Now, I need to know did some sort of weapon kill these people? 

現在我需要知道，是某種武器殺了他們嗎？ 

 

The power that you would need to create an EM pulse strong enough... I mean, that's...that's not a weapon 

that I've ever heard of. 

能夠製造這種強度的電磁脈衝能量的武器，我指，我沒有聽過這樣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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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kay, we're done. 

沒有。好了，我們完成了。 

 

6）對於氣候變遷，美國會說是人為，但其實是與太陽與地球的關係有關 

最後一點：第六點，在接下來的氣候變遷，美國不斷撒謊，說這是人為而做成的， 

但事實上不是人為的，人們會越來越肯定：氣候變遷是太陽與地球之間的關係導致的。 

 

事實上，我們會留意到大範圍地區， 

如：北美、亞洲中部、中國西北方都會有大量洪水， 

現在我們所見，在這數年間出現的洪水所帶來的破壞， 

只是出現了五分之一的程度，五分之四的威力卻尚未出現。 

 

 

 

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全球人口的預測 

接下來有十二點關於全球人民的預測，很值得聽， 

這亦是我特意提早向你分享有關經濟方面內容的原因， 

因為，我曾試過數次由頭開始查看 Webbot 的內容， 

卻發現很難捕捉到為何人民會變成這樣， 

但當你看完關於經濟市場的內容時，便會知道箇中的原因。 

 

我曾向大家分享， 

現時，全世界的人，第一次受金錢控制至如此厲害的程度， 

金錢決定了你的幸福度、人際關係、生活質素、 

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生與死，甚至，決定了你快樂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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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理解到，我曾兩次分享過，在 9 月 2 日和 9 月 28 日的 Webbot 有關經濟市場預測的話， 

那相信你現在便會明白，9 月 28 日的 Webbot 帶出了全球人口或不同城市個別人口的反應。 

 

全球人口將會出現的反應，共有十二點。 

 

1）歐洲會因為難民問題導致軍法統治 

第一點，歐洲會因為難民問題嚴重至一個階段， 

促使他們要派遣士兵到街上進行軍法統治，從而引發了「社會不穩定」、 

「經濟不穩定」等字眼出現。 

 

 

 

字眼提及他們使用的軍備有坦克車和直升機， 

事實上，他們動用了軍事力量來壓抑人民的不滿。 

 

2）出現多種鏈鎖反應 

第二點，提及「鎖鏈」，有很多「鎖鏈」的字眼出現， 

例如：鎖著暴民、鎖著船隻以防洪水、 

把大量的車輛鎖起來，防止暴亂和破壞， 

又或是連鎖反應所出現的災害和金融問題。 

其中「鎖鏈」、「連鎖」這些字眼將會在很多地方出現。 

 

 

 

3）由於美元死亡，因此，多國出現完全壓抑人民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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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對人民的抑制，最早出現的地方將會是東南亞， 

例如：印度、巴西和南美， 

在這些地方將會看見一個完全壓抑人民的政權， 

原因是美元死亡這現象而出現，這影響實在太大， 

因此，這變動的幅度之大，必定使全球接受「666 系統」。 

 

 

 

4）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共同發展新絲綢之路 

第四點，新的絲綢之路設施及經濟結構，會因為共同貨幣的緣故， 

使中國與俄羅斯將聯手共同發展這絲綢之路的交通架構。 

 

 

 

5）貨幣危機對非洲影響較為輕微 

第五點，當貨幣危機橫掃全球的同時， 

非洲因這危機而產生的不穩定狀況卻是相對的少， 

雖然，南非當地本身有難民、失業等問題， 

但屆時南非的問題卻不是很嚴重，主要原因是她並沒有太倚賴美金。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35 

 

 

相對地，與美金掛鉤的香港，真的要從中汲取教訓， 

因為不倚賴美金的國家，將於是次貨幣問題中，受最低的影響。 

 

6）出現很多關於需要救援的字眼 

第六點，有許多字眼是關於需要救援的， 

譬如歐洲竟需要俄羅斯出動軍隊，於海上救援他們的人， 

印度的軍隊亦需要出動救援自己的國民， 

將有洪水引致各國需要出動大量軍隊參與救援。 

 

 

 

報告提及一些字眼，這些字眼也算挺可怕， 

全球的所有東岸，包括北美、南美的東岸，中國的東岸，都需要軍隊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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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今年北半球的冬天至明年春天，全球將經歷大型的水災， 

如日本、亞洲都會有非常大型的水災。 

這會否就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於亞洲中，中國沿岸所受到的破壞將為最大， 

因此，我們真的要好好留意這一點。 

 

7）火車意外大量出現 

第七點，關於火車的相撞、出軌、意外等會大量出現， 

而且屆時大量出現的地方為中國， 

雖然，歐洲亦有發生，卻不會如中國般大量出現此類意外。 

 

 

 

影片：時事追擊：火車意外 

9 月 19 日上午，美國南達科他州東南部發生一列運載乙醇的火車脫軌起火事故， 

98 節車廂中，7 節裝運乙醇的罐車脫軌，導致乙醇外泄，至少 1 節罐車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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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西班牙北部的畢爾巴鄂市發生火車碰撞事故， 

一列載有 250 名乘客的火車，在進入市中心的一個火車站時， 

由於沒有及時減速，撞上了軌道終點的護欄，事故共造成了 27 人受傷。 

 

9 月 23 日，印尼首都雅加達兩列通勤火車，在中部一個火車站追尾相撞， 

導致大約 42 名旅客受傷，被緊急送往多家醫院治理。 

 

10 月 4 日下午，中國濟南火車站出現意外，膠濟鐵路線的煙臺方向線路出現問題， 

造成多趟列車延遲，旅客一度滯留。 

 

10 月 5 日，美國一輛從佛蒙特州開往華盛頓特區的客運列車， 

在行駛過程中，撞上散落路軌的石塊，導致 4 節車廂脫軌，事故造成 7 人受傷。 

 

 

 

10 月 13 日，美國加州接連發生列車撞人事件， 

於下班時間 4 時 43 分，一名男子在加州火車聖馬刁車站，遭一列火車撞傷， 

導致火車交通大受影響。意外後，乘客需要下車改搭另一輛列車。 

 

另外，下午 6 時 30 分，有人出現在捷運聖布魯諾站路軌，被撞倒身亡。 

同日，美國亞利桑那州一輛運輸硫酸的列車發生出軌意外， 

共 11 節車廂脫軌，事故原因仍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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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台灣嘉義嘉北平交道晚間發生火車撞轎車意外， 

一輛轎車疑似硬闖平交道，結果車尾被柵欄卡著， 

駕駛者急忙下車扳開柵欄，卻沒想到就在這個瞬間，火車迎面而來，撞上轎車。 

 

 

 

10 月 19 日，台灣第一條輕軌捷運列車發生出軌意外，第一、二節車廂脫軌，幾乎衝出馬路。 

 

10 月 21 日，美國馬里蘭州，接近巴爾的摩會展中心附近， 

一列 MTA 輕軌火車和一輛汽車相撞，5 人被送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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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美國德薩斯州由於受颶風「帕特里夏」暴風雨侵襲， 

多處地區山洪暴發，引致水浸，沖毀部分火車路軌，剛好有一列貨運火車駛過而出軌。 

 

10 月 26 日，台灣高雄市鼓山區， 

一輛車疑闖越馬卡道路和西藏街口平交道時，欄柵剛好放下， 

女司機一度嚇呆，竟停在路軌上。 

結果火車疾駛而至，撞上私家車，推行 200 多公尺才停下， 

司機被救出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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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件完全吻合 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預告： 

全球會大量出現火車出軌和火車意外。 

就是當 Webbot 資訊發佈短短一個月裡便應驗了。 

 

8）全球偷貴金屬的罪案率大幅度上升 

第八點，報告提及，全球罪案率大幅度上升， 

Webbot 所指的是偷金、銀和貴金屬等的罪案。 

這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推理，讓我們更加知道貴金屬將會一定非常珍貴，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說是紙幣和信用卡，你可以將它放在銀行裡， 

但如果說是金和銀，你就不會安心放在銀行裡，因為銀行有可能會倒閉。 

所以，將來，由於銀行會倒閉，再加上貴金屬升值，全球大量罪案就是關於偷金和銀。 

 

影片：時事追擊：偷金事件 

9 月 23 日，台灣高雄市一名女子，到當鋪假裝購買金戒指， 

卻像變魔術一般，將一枚價值上萬元的金戒指偷走， 

警方憑明顯紋身刺青將她逮捕時， 

她因為不想進監獄與 1 歲女兒分開而痛哭，卻已經太遲。 

 

9 月 24 日，馬來西亞一名女事主發現家中兩件金飾失竊， 

經調查後懷疑是年僅 16 歲的侄兒所為， 

有關金飾已經被他和一名同黨拿到市區一間金舖出售， 

警方逮捕疑犯落網後，前往收贓的店舖將贓物起回。 

 

9 月 27 日中秋節，中國紹興高新區一間高級別墅遭盜竊， 

被偷去玉器、金器、名錶及現金，粗略估計價值達 600 萬元。 

 

10 月 1 日，羅湖水貝工業區一間金舖發生黃金大劫案， 

一名員工趁著「十一」長假，從前臺抽屜取出鑰匙， 

直奔後方金庫，偷走了約 90 斤千足金飾品，價值 2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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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廣州白雲區一名男子在珠寶店假裝購買金項鏈， 

試戴時趁店員不備，戴著金項鏈逃跑，後來被民警抓獲， 

在他身上搜獲價值人民幣 24,000 元的金項鏈。 

 

10 月 15 日，馬來西亞仙特拉車站內的金行發生「假買金，真搶劫」事件， 

賊人趁老闆不注意，手握著金鏈往外逃跑，店主痛失約港幣 12,000 元的金鏈。 

 

10 月 17 日，廣東高州華廈珠寶店，遭兩名小偷「鑿壁偷金」，偷走百多萬金飾。 

 

新聞片段： 

事件發生在高州府前路這間華夏珠寶店，店內監控視頻顯示，昨天凌晨兩點零三分， 

其中一面牆壁上的鐵皮微微震動了幾下，然後一名男子就神奇的從牆壁上鑽了出來。 

這名男子身材瘦小，戴著口罩和太陽帽， 

進入珠寶店後，他淡定地拿出工具，開始撬櫃台上的鎖。 

 

不過他的技術似乎一般，撬了半天也沒有成功，無奈之下，他只好去找「救兵」， 

過了一會，另一名身材稍胖的男子也從洞口鑽了進來，幾下就把櫃門撬開了。 

身材瘦小的男子把手伸進櫃台裡，將大批金鏈塞入褲袋裡， 

他們兩人隨後又將店內其他櫃門逐一撬開， 

將櫃台內的金鏈一掃而空，最後逃之夭夭。 

 

當日早上八時多，珠寶店經理翁叔，從樓上下來一看，整個人都傻了。 

「櫃台的貨全部都沒了，然後我就跑到大門那裡看看，門有沒有鎖好？ 

然後看到門是鎖好的，跑過來看到這裡被挖了一個洞，然後我就報警了。」 

民警趕到珠寶店調查取證，發現這兩名小偷竟然是在兩幢緊挨著的樓房之間進行鑿牆的， 

這條巷子只有四、五十厘米寬，瘦點的人勉強可以通過， 

後來那個身材稍胖的小偷，真不知道是怎麼進來的。 

「這個洞有多大？四十公分吧。」 

據珠寶店負責人介紹，他們被盗的金飾將近五公斤， 

價值一百多萬元，目前，當地警方正對案件作進一步調查。 

 

10 月 29 日，一名南亞裔男子在尖沙咀突然遭十多名同鄉，用玻璃樽及木棍襲擊， 

搶去事主身上總值約 5 萬元金飾，包括︰頸鏈、手鏈及戒指。 

 

除了上述偷金事件外，世界各地亦頻頻傳出盜墓偷金事件。 

9 月 26 日，河南洛陽宜陽縣 5 名男子挖開古墓，企圖盜取文物及金器， 

犯案時其中 3 人在墓室內窒息暈倒，最終搶救無效死亡。 

10 月 10 日，香港亦驚現盜墓賊，在大埔黃宜坳村一列山墳， 

發現最少 19 個墓穴被挖起，陪葬的金器不翼而飛。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42 

隨後 10 月 12 日，警方再接獲村民報警，指先人的墳墓遭挖起，陪葬的金器和玉器被盜。 

 

10 月 13 日，波蘭格沃瓦喬夫，多個猶太人墓地遭人挖掘， 

現場所見非常駭人，連墓碑的地基亦被翻開， 

因為相傳猶太人傳統會以金器陪葬，懷疑有人為了偷金而盜墓。 

 

10 月 24 日，山西警方破獲一個盜掘西周時期古墓的犯罪集團， 

匪徒利用鼓風機、鐵鍬、電瓶、編織袋等工具挖掘古墓，盜取金器及文物， 

其中一名疑犯作案時，被民警困在 20 米深的墓洞底部， 

在警方聯合消防進行救援時，被迫出洞自首。 

 

原來 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早已預告： 

由於經濟不穩及貴金屬升值的緣故，全球罪案率大幅上升，尤其是偷竊金、銀和貴金屬的案件。 

預測實在驚人應驗，其中盜墓偷金犯案的手法更是駭人。 

 

因此，我從一開始教導弟兄姐妹，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逃難時， 

都教導你們要住在同一區域；否則，在很多鄉村或其他地方都是很危險的。 

 

除按著 Webbot 所說，這兒更加證明， 

銀、貴金屬到時用在工業用途是過於珍貴， 

Webbot 原意即不可用於工業用途，因為銀是非常珍貴！ 

 

9）銀行偽造自己金庫被偷黃金，但最終被發現 

第九點，將會有好些銀行偽造自己，偷取自己金庫裡的黃金。 

 

 

 

一開始偷了搶了之後，還以為自己成功， 

但因為內裡同黨露出馬腳而被人識破。 

但該醜聞裡面是與「外交事務委員會」有關聯的， 

導致他日，人們不會再被邀請進入該組織， 

因為「外交事務委員會」變相是一個臭名。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43 

影片：「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主日信息提及「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 CFR。 

 

 

 

原是一個由大約 150 名學者，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成， 

為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出謀獻策的智囊組織。 

 

 

 

其後，慢慢發展成一個與各國外交官，一起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會議的組織。 

 

該組織成立於 1918 年的紐約市， 

當時，第一屆主席，是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戰爭部長的 Elihu Root， 

參加者除了學者和外交官，更包括資深政治家、大商家、銀行家、CIA 及傳媒高層等等。 

現時，已發展成一個擁有 4,900 名成員的非牟利智囊組織，致力推動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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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成員為全球政經界名人，單單董事會成員已包括︰ 

退休財長魯賓、前美國將軍 John Abizaid、前四星上將鮑威爾、 

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開拓重工前 CEO James Owens 等等。 

 

 

 

因此，CFR 於美國政經界，亦相當有影響力， 

甚至被人認為，他們的目的是為了得著全世界。 

 

YouTube 片段： 

The year is 1917, and Representative Oscar Callaway enters a disturbing statement into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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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ional Record. 

1917 年，眾議院議員 Oscar Callaway，為美國國會會議記錄留下一則令人憂慮的發言。 

 

The statement reveals why J.P. Morgan interests hired 12 high-ranking news managers. 

發言中揭露了為何 J.P. Morgan 集團，雇用 12 名新聞界的高層經理。 

 

The 12 were asked to “determine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s in America". 

這 12 名人士被指派「分析全美最具影響力的報章」， 

 

They were to figure out how many news organizations it would take “to control generally the policy of the 

daily p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旨在研究要擁有多少家傳媒機構才能夠「廣泛控制全美每日新聞的報道方向」。 

 

The 12 found it was only necessary to “purchase the control of 25 of the greatest papers”. 

這 12 名人士發現只要「購入 25 份最具影響力報章的控制權」就能做到。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the policy of the papers was bought and an editor was placed at each paper to 

ensure that all published information was in keeping with the new policy”. 

「協議達成；報章編採方向被購入，在每份報章委派一位總編輯來控制所有報道，吻合新的編採方

向」。 

 

Soon, that policy would be defined by a front group formed by J.P. Morgan and his colleagues. 

隨後，編採方向就由一個前線組織來決定，該組織由 J.P. Morgan 和同工組成。 

 

In fact, Morgan’s personal attorney was founding president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事實上，Morgan 的私人律師，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的創會會長。 

 

Today, the CFR maintains that its goal is to “increase America’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今天，CFR 仍堅稱其宗旨是要「增進美國對全球的理解」。 

 

However, the actual objective of this highly exclusive club is revealed by the rare admissions of the insiders 

themselves. 

然而，這個只有專屬人士才能參與的俱樂部，其真正目標卻被內部人士泄露了。 

 

In the early 60’s, a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ofessor collects information for a book favorable to the 

network of powerful men who founded the CFR. 

60 年代初，一位喬治城大學教授為到一本書搜集資料，這書關於創立 CFR 的權力人士的關係網絡。 

For two years, Professor Carroll Quigley is allowed to examine the confidential papers and secret records 

of thi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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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年，Carroll Quigley 教授獲准查閱一些機密檔案和一些關於這個網絡的秘密記錄。 

 

Quigley reveals that these men aim “to create a world system of financial control, in private hands able 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ach countr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Quigley 教授發現了這些人旨在「創造一個世界性的金融控制系統，由私人擁有，藉此掌控各國的政

治系統和全球經濟。 

 

In short, they seek total and quiet control, of the entire world. 

簡單而言，他們希望完全和靜悄悄地統管全世界。 

 

And the CFR is their most visible conduit for carrying out that agenda. 

而 CFR 就是他們最公開的渠道，來執行計劃。 

 

CFR members include America's wealthiest tycoons as well as the highly placed elite in government, 

academic institutions tax-exempt found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media. 

CFR 成員包括美國最富有的大亨，還有那些精英，來自於政府、學術機構，非牟利組織和建制派傳

媒機構。 

 

Ruling Class Journalists written by Richard Harwood describes the CFR membership as the ruling 

establish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Harwood 撰寫的《霸權階級的記者》，形容 CFR 成員就是統治美國的建制派。 

 

The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boasted that news reporters who are CFR members “do not merely analyze and 

interpret foreign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y help make it”. 

這篇《華盛頓郵報》文章，指出 CFR 成員的新聞記者「不僅分析和解讀美國的外交政策，還在協助

制定政策」。 

 

Who are these policymakers? 

那麼這些政策制定者又是誰呢？ 

 

Many of their faces are familiar. 

他們都是我們熟悉的面孔。 

 

NBC's Tom Brokaw 

全國廣播公司的 Tom Brokaw 

 

CBS's Dan Rather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 Dan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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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s Barbara Walters 

美國廣播公司的 Barbara Walters 

 

Jim Lehrer of PBS 

美國公共電視台的 Jim Lehrer 

 

William F. Buckley of National Review 

國家評論的 William F Buckley 

 

media mogul Rupert Murdoch, owner of the giant multi-faceted News Corporation. 

傳媒大亨梅鐸，他是媒體巨頭新聞集團的創辦人。 

 

These media heavyweights and many others like them are members of the CFR. 

這些傳媒界中的重量級人馬，以及許多像他們的都是 CFR 成員。 

 

10）殺害銀行家 

第十點，來年，全球人民開始出現一個現象 ── 殺害、追捕、迫銀行家自殺，或者促使他們自殺。 

源於那群受害者，就是被銀行家害得破產、沒錢、沒養老金的人， 

他們只想著要報仇。所以，全球將會出現一輪這類型的事件。 

 

 

 

我很早期已與大家分享過， 

如果大家記起，在經濟還沒出事前，我早幾個月前已經說： 

「大家是否看見許多銀行家被殺？這就是『殺死工程師』（Kill The Mechanic）， 

經濟將要崩潰，一定會！」 

 

你試想想，香港還沒碰到這事件的時候，我已經知道了這些事情， 

並且向大家說了，銀行家將會被殺，其實在 1929 年出事前，便有這類事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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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些事件會陸續發生，因為這是本來必然會出現的現象， 

只是當問題出現的時候，傳媒仍然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11） 電子世界將出現一股新的反抗勢力 

第十一點提及，電子世界將出現一股新的反抗勢力。 

 

 

 

他們與「無名氏」這組職不同， 

他們會在電子世界中，利用黑客（hacker）來對付銀行家， 

阻礙他們的交易和政府運作，所以，最終將被視為恐怖分子。 

 

解碼系列：無名氏與駭客介紹 

2015 年 9 月 18 日的 Webbot，提及於電子世界當中，會有一批駭客起來對抗銀行家， 

他們與另一群同樣熟悉電腦、以及電腦網絡駭客所組成的「匿名者」或「無名氏」Anonymous 不同。 

這群駭客會以數碼方式，企圖阻礙政府運作和銀行家的交易，打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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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匿名者」（Anonymous）雖然也是由駭客組成， 

但他們成立的目的，不單是對付銀行家，而是以維護網絡自由為目的， 

以網絡攻擊為手段，打擊一切他們看為不公義的組織， 

並以電影"V for Vendetta" 的主角，自由鬥士 V 自居， 

亦因此，他們的成員於網絡出現時，也是戴著 V 面罩。 

 

 

 

於香港雨傘革命期間，「匿名者」曾經因為不滿香港政府鎮壓，因此曾向香港政府宣戰。 

 

YouTube 片段： 

Greetings, world We are Anonymous. 

全球人民，您好，我們是「匿名者」。 

 

It has come to our attention that recent tactics used against peaceful proteste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found their way to Hong Kong. 

我們已注意到，美國近期用於對付和平示威者的戰術已延及香港。 

 

To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we have heard your plea for help. 

香港的示威者，我們已聽到了你們求助的請求， 

 

Take heart and take to your street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is fight. 

振作，並佔據街道，你們不是孤軍作戰。 

 

Anonymous members all over the world stand with you and will help in your fight for democracy. 

世界各地的匿名成員和你們站在同一陣線，幫助你們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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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Hong Kong police and any others that are called to the protests we are watching you very closely 

and have already begun to wage war on you for your inhumane actions against your own citizens. 

香港警方及任何其他被召對抗示威的人，我們正非常密切地監視著你，並已開始發動戰爭，抵抗你

對自己公民的不人道行為。 

 

If you continue to abuse, harass or harm protesters we will continue to deface and take every web-based 

asset of your government off line. 

如果你繼續欺負、騷擾或傷害示威者，我們將繼續進行破壞，並把政府的每一個網絡資產剷除。 

 

That is not a threat; it is a promise. 

這不是威脅，而是承諾， 

 

Attacking protesters will result in relea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all of your government officials. 

攻擊示威者將使所有政府官員的個人資料公諸於世， 

 

We will seize all your databases and e-mail pools and dump them on the Internet. 

我們將搶佔你所有數據庫和電子郵件庫，把它們放上互聯網。 

 

This is your first and only warning. The time has come for democracy for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這是你第一個也是唯一的警告，是時候給香港市民民主了。 

 

但我覺得，這亦是 Freemason 的計劃之一， 

因他們若要帶領世界走向「666」系統的話，就必須先擊垮自己的銀行系統。 

 

謹記，雖然銀行家是奸惡的、壞事做盡， 

但他們卻被其上司蒙在鼓裡，他們不知道內情， 

他們不知道自己只能風光幾十年， 

而 Freemason 早已預定，到最後將他們趕至死地。 

 

當然，低層的 Freemason 不會知道這些計劃， 

甚至他們一部分人還是銀行家，但高層的銀行家卻早而知道， 

Freemason 以「殺死工程師」（Kill The Mechanic）的方式，令銀行家成為代罪羔羊。 

 

12）貨幣死亡導致人們對皇室不尊重 

第 12 點提到一個現象，若在 2016 年，我們看見世界貨幣死亡的話， 

那麼，下一步便是全球也會對皇室不尊重，人們甚至會侵佔皇室所擁有的私人土地、樓宇和別墅。 

而部分人會拒絕交稅、不參與皇室慶典、對皇室的態度完全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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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亦是計劃的一部分。 

 

如我所說，當這人找到寶貝後，便把它藏在地裡，並變賣自己的一切， 

當中包括他的所有財產、名譽和地位，而十王就是這麼認真。 

 

 

 

在工業革命時代，我們已看見皇室藉憲法，將自己的權力交還人民， 

因此，才有現時的發展，並產生了「玫瑰園計劃」， 

皇室是有意放棄這一切，為的就是去換取永恆的身體。 

 

影片：「解碼系列」 ── 共濟會與全球君主制度崩潰的關係 

2015 年 9 月 18 日的 Webbot 提及， 

當貨幣貶值後，所帶來的影響，是人民對皇室不再尊重，甚至分取他們的土地。 

日華牧師分析，這是十王踏出於被提前的最後一步， 

亦是過千年的「玫瑰園計劃」的其中一步。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52 

因為當我們從「玫瑰園計劃」的脈落中，看見歷史上所有的共同信息， 

由過去百多年的香港建設，甚至 200 多年前五月花號的 4794、 

信義會的玫瑰標記、伊利沙伯皇后所開創的黃金時代， 

一切一切，也是十王刻意策劃、安排與建造。 

 

 

 

日華牧師分析，要讓世界出現現時的發展成果， 

不論是社會、科技、經濟、教育、文化，也要進展到這個階段， 

並且，能夠完成神末後種種的建造的話，十王必然要作出犧牲。 

因為在歷史上，不同的國家在大部分時間，也是君主獨裁制度， 

不論是但以理時代的巴比倫、其後的亞歷山大大帝、 

主耶穌時代的羅馬、其後的君士坦丁， 

中國更是一直於幾千年以來，也是行君主制度， 

朝代的更替，也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成王敗寇。 

 

直至近百年，有共濟會 Freemason 背景的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中國才正式脫離君主制度。 

 

在此，我們可以見到一個現象，就是於奉行封建君主制度的國家， 

國家有否發展、國運的興衰，完全取決於當時代的君主是否英明。 

並且，於君主制度下，每名國民都要臣服於君主的絕對權力及生活常規裡， 

成為順民，過著規律的生活， 

因為任何有違常規的言論和事情，也可以讓人招致殺身之禍。 

 

就如中世紀時代，即公元五世紀到十五世紀的歐洲，人們稱之為「黑暗時代」， 

因為於這段時間，歐洲文明的發展明顯較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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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也是農民，君主住在自己的城堡，被兵丁保護著， 

一代又一代，也是這種生活。 

直至中世紀後，十王突然間，因著某些原因，突然下放權力， 

而英國，更是最早的君主立憲國家。 

 

到了中世紀末，伊利沙伯皇后開拓了英國的黃金時代， 

全個歐洲，就好像進入一種加速當中。 

其後，屬於 Freemason 的法國思想家的湧現，開創了啟蒙運動， 

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被稱為「法國啟蒙運動三劍俠」， 

他們所宣講的民主、自由思想， 

鼓吹政治、社會改革之餘，亦讓人於自由思想下能夠各展潛能， 

於科學、學術上得以發展，社會科技進步。 

 

因此，啟蒙運動下，一方面牽起了法國大革命， 

最終，國王路易十六被殺，法國成為了共和國， 

其後，同樣是 Freemason 的拿破崙掌權，踏上國際舞台， 

更影響了全個歐洲不同的國家，君主的權力被削去，很多國家的政治制度被逼改換。 

 

另一方面，科技的進步亦帶領歷史進入工業革命時代， 

發展下來，於短短二百年間，將世界推進到現代化的社會， 

有了近代最先進的科技，各種基建、互聯網，才可以將世界變成現在的模樣， 

可以幫助一班人，以短短一生的時間，能夠尋找得到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得以完成神末後聖殿所囊括的信息。 

 

歷史看似是漫無目的地演進，可是大家又有否留意到， 

這些令世界改變的思想家、改革家也是玫瑰十字會、Freemason 的會員。 

因此，他們是被委派將世界推向特定的方向。 

 

試想，若果沒有十王的參與， 

沒有他們甘願冒著被推翻的風險，啟動加速世界發展的機器； 

沒有十王傾盡國力，孕育香港這顆東方之珠， 

小小的香港，根本不能夠成為國際大城市。 

事實上，不論是英國、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等歐洲列強， 

他們也曾經擁有大量殖民地，但是，從來沒有如香港， 

能於一個這樣狹小的地方，得著如此成功的例子， 

很多的殖民地，後來亦只成為二、三線國家。 

 

再者，文明的發展，並不是必然的， 

不是擁有漫長的時間，就必然得到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祖國就是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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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歐洲列國完成工業革命，乘風破浪到各地爭奪殖民地的時候， 

明清兩代仍然是固步自封，自以為天朝大國。 

當 Freemason 由曾留學荷蘭的西周引入日本， 

人們開始醒覺，願意放棄君主獨裁制度，明治維新的時候， 

中國的讀書人仍然埋首於科舉考試的八股文中，過著幾千年如一日的生活。 

 

這強烈的對比，正正說明了，於君主制度下的必然後果， 

就是於君主制度下，人民自然會過著千年如一日的生活， 

社會、科技、學術、思想均處於停滯不前的光景。 

 

就算推翻俄羅斯沙皇君主制度的阿歷山大克倫斯基，他也是 Freemason 成員， 

而往後的列寧、托勒斯基及史太林，也是受 Freemason 銀行家所捐助。 

 

同樣地，中國經歷幾千年的君主制度，如其他國家一樣，絲毫沒有改進， 

人民用上幾千年時間，也無法想出任何改變現實的方法。 

因此，中國人民亦同樣接受 Freemason 所帶來的思想啟蒙， 

脫離君主獨裁之後，才能夠踏上現代化的道路。 

再者，十王之所以願意犧牲，其另一個目的， 

就是要製造出一個讓人們得著「自由旨意」（free will） 的環境， 

讓人民擁有自由選擇信仰的機會。 

因為當國家於君主制度下，有國教的時候，人民一出生就必要信某個宗教， 

信奉回教、天主教、佛教等等，他們沒有自由選擇的機會。 

 

就算生於英國，以基督教為國教，聖公會為主流的情況下， 

國民成為基督徒，但也未必是好事。 

因他們也是被逼接受基督教，而不是自願愛主、跟從神。 

從舊約的所多瑪、俄摩拉的例子讓我們知道， 

當大部分人擁有自由旨意的時候，十居其九也是走向犯罪、邪惡的道路。 

 

而當社會越自由的時候，人民就越覺得自己所擁有的自由，還是不足夠， 

他們會推翻所有的束縛，所有阻止他們犯罪的法例， 

甚至推翻在他們之上的皇室。 

 

但是，亦唯有是這樣，世界才會孕育出一小撮人， 

他們擁有在歷史上從來未出現過的信仰昇華程度， 

就是在擁有完全的自由旨意，充斥著各種私慾、罪惡的情況下， 

仍然心甘情願的選擇愛神，行走屬天的窄路， 

這就是歷史上最稀有，新婦級數的信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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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其實可以看見，我們現時已經踏進了一個很末後的日子， 

我們要以成為一個守望者的身分去看這件事。 

 

因十王現時已經很明顯地盡了他們的責任，做足了他們的預備， 

舉例：大馬士革已經差不多變成荒場， 

因為俄羅斯已經用上飛彈，再以戰船射出導彈摧毀這地， 

基本上，俄羅斯每次出動都是以地氊式轟炸，從城的一邊轟炸到另一邊。 

 

 

 

按《聖經》記載，當大馬士革變為荒場， 

俄羅斯便會帶同她所有的同盟國，由該處進攻至戈蘭高地， 

然後，《聖經》記載會有核彈爆炸，以及一場很大的地震， 

從那裡一直延伸至俄羅斯，甚至會發生一場龐大的斷層地震， 

如我早前分享，這會導致他們幾乎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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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你現時便了解，過程中，你可以指責 ISIS 不人道， 

但亦可以說，他們為了十王，已經作出了充足預備， 

因為是 ISIS 在這個地區製造了這麼多問題，使他們一直不得安寧， 

面對大量恐嚇，導致大量人民離開。 

 

但現時你會發現，這種做法是相當人道， 

因為，假如這大批難民並未離開，而俄羅斯卻直接開戰， 

那場地震和核彈爆炸，便會由戈蘭高地向上直達俄羅斯首都， 

你知道，屆時從大馬士革至這些首都，死亡人數會有多少嗎？ 

 

現時，他們只是成了難民，像蝗蟲、螞蚱般，往世界各地去，仿如住棚節般四處去住棚。 

我想告訴你們，十王所作的預備，從某個角度看，可以說他們十分不人道， 

但假如他們是從預知當中，得知這群人最終也會變為屍體的話， 

現時驅趕他們離開本土，亦可算十分人道。 

因為假如到時發生核爆，99.9%的人都將會死亡，對不？ 

但現時 99.9%人不是死亡，只是做了難民四處去。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57 

 

 

十王是做了充足的預備，但相反，我們又是否作出了充足的預備呢？ 

因為，時間已經相當逼近，按《聖經》的記載， 

大馬士革若變為荒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便會開始， 

試想，數千年之後，預言竟然如此準確應驗， 

這是《舊約》的預言，距今超過二千年，卻即將在我們眼前發生。 

 

 

 

以往我們難以想像，因為大馬士革本來是一個如香港般繁榮的城市， 

可曾想過，俄羅斯竟然可以一直攻打下去，直至該地真的變為荒場， 

這是因為，現時俄羅斯使用的飛彈，那種轟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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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ISIS 中東戰事：俄羅斯與敍利亞和伊斯蘭國戰事本週更新 

在上週二，即 10 月 28 日，美國終於提出所謂打擊 ISIS 的新方向，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表示，美方將提升打擊伊敍兩地 ISIS 分子的力度， 

包括增加空襲，甚至在地面直接執行任務。 

卡特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指出，美方不會在打擊 ISIS 問題上退縮， 

並會透過空襲或地面直接行動，來協助盟軍消滅 ISIS 分子。 

 

在早前的「2012 信息」，日華牧師已經分析， 

ISIS 就是美國及其盟國在背後支持的反敍利亞叛軍， 

所以今次美國明顯是向俄羅斯施壓，表明不怕與俄羅斯軍隊正面衝突。 

 

而俄羅斯亦不甘示弱，在美國防長發出上述聲明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隨即在同日，於俄國官方電台 RT 發言， 

指美國在敍利亞派出地面部隊是不合法的行為，而且後果難料。 

 

新聞片段： 

The US, as we were talking about, is considering launching a direct ground operation against ISIL in the 

Middle East. 

就我們剛提及有關美國正考慮發動直接地面行動，以打擊中東地區的伊斯蘭國組織。 

 

What reaction is expected from Russia if and when it does? 

如果最終事成，俄羅斯的反應會如何？ 

 

Konstantin Kosachev 

Russia’s Upper House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 

Konstantin Kosachev 

俄羅斯上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Well, to start somewhere, probably people should know that any action so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America and their allies in Syria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are illegal for the simple 

reason. 

首先，大眾應該要認知，美國和其盟友現時在敍利亞和附近一帶國家，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都是非法

的，理由簡單。 

 

There is no formal request from the ruling authorities of this or that country for any military assistance. 

因為這些國家執政當局從未正式要求任何軍事協助。 

 

So any operations - air-based operations, ground-based operations - in Syria by American forces will be 

il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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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美國部隊在敍利亞的任何行動，無論是空中或地面行動，皆屬違法。 

 

Secondly, we had a very intensive debate about that in the Russian Senate in the Council of Federation 

when the presidential request for using military force of Russia in Syria was submitted to the Council of 

Federation whether to agree on certain developments like potential ground operations with Russian military 

force. 

第二，在俄羅斯聯邦委員會中，亦曾有過非常激烈的討論。 

就是當要求派遣俄軍到敍利亞的總統提案，提交至聯邦委員會時，就提及會否同意某些軍事動態，

包括派遣俄軍參與潛在的地面行動。 

 

And we’ve got exhaustive explanations from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Russian President Mr. Sergei 

Ivanov, the Head of the Russian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that no ground operation is possible because 

that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Russia in the ongoing war in this country and same is going to happen with 

United States forces, definitely they will get trapped they will get involved in this ongoing conflict and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absolutely unpredictable. 

俄羅斯總統的官方代表，伊凡諾夫（俄羅斯總統辦公室主任）詳細闡述理據，指任何地面行動絕不

可能開展，因為這會令俄羅斯無可避免在當地陷入漫長戰爭，毫無疑問美軍也會陷入同樣困境，他

們將會參與此持續不斷的衝突，後果將會絕對不堪設想。 

 

So, I believe this is a big mistake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that the reaction of Russian officials will 

b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故我相信此決定是美國的巨大錯誤，我想俄羅斯官員對此的反應也大概如此。 

 

其實美國總統奧巴馬再次說謊，因為他在 2013 年和 2014 年都已經表明， 

不會派地面部隊往中東幫助敍利亞叛軍和對抗 ISIS， 

只會派出空軍支援當地伊拉克政府軍和敍利亞叛軍。 

 

以下分別是 2013 年，及 2014 年的新聞。 

（2013 年 9 月奧巴馬對公眾的承諾不會派兵打地面戰，幫助敍利亞叛軍） 

 

新聞片段： 

Many of you have asked Won’t this put us on a slippery slope to another war? 

你們很多人都問：「這豈不是讓我們陷入另一場戰爭麼？」 

 

One man wrote to me that we are still recovering from our involvement in Iraq. 

有人寫信給我說：「我們仍然從伊拉克戰役恢復之中」， 

 

A veteran put it more bluntly: “This nation is sick and tired of war”. 

一位退役軍人更直率地說：「這國家對戰爭感到厭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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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nswer is simple: I will not put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in Syria. 

我的答案很簡單：我不會派遣地面部隊到敍利亞。 

 

I will not pursue an open-ended action like Iraq or Afghanistan. 

我不會追求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的開放式行動。 

 

I will not pursue a prolonged air campaign like Libya or Kosovo. 

我也不會發起像利比亞或科索沃戰爭的長期空襲。 

 

This would be a targeted strike to achieve a clear objective: deterring the use of chemical weapons and 

degrading Assad’s capabilities. 

這將是一個針對性的攻擊，以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遏制敍利亞使用化學武器，並削弱阿薩德軍事

力量。 

 

（2014 年 9 月奧巴馬對公眾和軍人的承諾不會派兵打地面戰對抗 ISIS） 

 

新聞片段： 

But I want to be clear: The American forces that have been deployed to Iraq do not and will not have a 

combat mission. 

但我想說明一點，正在伊拉克執勤的美軍不會投入戰鬥任務。 

 

They will support Iraqi forces on the ground as they fight for their own country against these terrorists. 

他們會支援伊拉克地面部隊去對抗恐怖分子， 

 

As your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commit you and the rest of our Armed Forces to fighting another 

ground war in Iraq. 

作為美軍的總司令，我不會讓美軍在伊拉克展開新的地面爭戰， 

 

After a decade of massive ground deployments,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use our unique capabilities in support 

of partners on the ground, so they can secure their own countries’ futures. 

經過 10 年大規模派出地面部隊後，更有效的方法是利用我們獨特的軍事力量，來支援地面的盟友，

以幫助他們奪取國家的未來。 

 

And that's the only solution that will succeed over the long term. 

這是長遠而言會達至成功的唯一方案。 

 

但是，當普京派出空軍支援敍利亞政府軍和對抗 ISIS， 

奧巴馬卻立即出爾反爾，要派出地面部隊， 

明顯，奧巴馬要對抗的不是 ISIS，而是敍軍和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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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美國派出地面部隊，會否和俄羅斯出現正面的軍事衝突， 

即如日華牧師所預測的，最終會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另外在上星期六，即 10 月 24 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接受國營電視台訪問時， 

表示將會為敍利亞叛軍，在打擊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行動，提供空中掩護。 

然而，話音未落，敍利亞叛軍已拒絕俄方的協助，並指毫不理解俄方的舉動。 

 

敍利亞叛軍第 13 部隊的發言人表示，俄軍不斷向他們施襲， 

要求他們與敍國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合作，實在不明白俄方有何用意。 

事實上，俄羅斯自 9 月 30 日揮軍敍國時， 

便將敍利亞叛軍及其他極端組織，與 ISIS 一併列作空襲目標。 

 

其實俄羅斯根本知道敍利亞叛軍等同 ISIS，所以俄國外長指會支援敍利亞叛軍， 

明顯是語帶相關，只是未有直接指出事件背後的真相而已。 

 

另一方面，由於中東戰事所引發的大規模敍利亞難民潮， 

使本來堅持不設限制接收難民的德國，據最新報道稱，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已改變立場，決定將不符合資格， 

即與 ISIS 戰事無關的阿富汗難民遣返回國。 

 

在德國，阿富汗難民是繼敍利亞難民後，人數最多的一群， 

不過默克爾政府相信，多達一半的阿富汗難民， 

並非因遭塔利班分子迫害而逃離家園，而是因經濟問題離鄉。 

 

據聯合國難民公署資料顯示，由今年到現時為至， 

已有 12.4 萬名阿富汗難民在歐洲尋求庇護，較去年同期多出一倍， 

因此，為阻止不符合資格的阿富汗人入境，德國準備遣返阿富汗難民， 

目前已有一半，約七千名阿富汗難民被德國拒絕庇護申請。 

 

在遠離中東戰線的歐洲，尤其是親西方的北約國家（NATO）， 

例如：愛沙尼亞、英國、丹麥、德國等，都正在進行實彈的軍事演習， 

包括在城市內的巷戰演習、搶灘演習、步兵演習及海軍演習等。 

 

新聞片段： 

Meanwhile, just 1,200 miles away Estonian faction of Trident Juncture is in full swing: 

同時，1 千 2 百英里外，三叉戟聯合軍演的愛沙尼亞部隊，正密鑼緊鼓地進行演習。 

 

The Army's Scouts Battalion’s practicing storming buildings and firing at targets just outside the Estonian 

town of Võ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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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偵察營練習攻佔建築物，及射擊位於 Võru 鎮（愛沙尼亞城鎮）外的目標。 

 

During a break, Sergeant Indrek Kangur talks about what he hopes to get out of the exercise. 

休息期間，Indrek Kangur 中士談及他對練習的期望。 

 

Currently we’re studying urban combat especially for Trident Juncture, so I hope we’re really good by that 

time. 

現時我們正為三叉戟聯合軍演學習城鎮戰，希望屆時我們都準備就緒。 

 

At the same time, 1,100 miles across Europe in Plymouth on the south coast of England an elite fighting 

force of the Royal Marines is using boats, helicopters and amphibious vehicles to storm a beach in a show 

of force. 

與此同時，在歐洲 1 千 1 百英里的對面，位於英格蘭海岸南部的普利茅斯，皇家海軍陸戰隊一支精

銳軍隊，以船隻、直升機和水陸兩用車輛攻佔海灘來展示武力。 

 

Commodore Martin Connell, Commander Lead at Amphibious Task Force said that Trident Juncture’s 

exercise is a “real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NATO”. 

水陸兩戰特遣部隊司令長海軍準將 Martin Connell 稱，三叉戟聯合軍演對北約而言是「極具價值的機

會」。 

 

This is a real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NATO. 

此軍演對北約而言是極具價值的機會。 

 

NATO quite frankly has been focused on Afghanistan rightly so, for the last decade or so but we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are very used to operating with our NATO partners. 

說實話，北約在過去約十年，一直合理地特別關注阿富汗情況，但常處海事環境的我們，已習慣與

北約伙伴共同行動。 

 

While English forces flex, demonstrating alliance cooperation 1,000 miles to the east a Danish infantry unit 

practices maneuvers in armored vehicles engaging in a simulated attack, at the Adazi military base in 

Latvia. 

英國軍隊摩拳擦掌，展示與聯盟合作的情況。東面的 1 千英里，丹麥步兵單位進行裝甲車演習，在

拉脫維亞的 Adazi 軍事基地展開模擬攻擊。 

 

I think that we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rident Juncture. And we are armored infantry and we got a pretty 

high firing power and I guess we will use that in Trident Juncture. 

我認為我們在三叉戟聯合軍演的角色舉足輕重，作為步兵，我們具頗高火力，應該會在軍演中展示。 

 

To the south,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German navy engages in defensive maneu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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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地中海上德國海軍正進行防禦演習。 

 

In the heat of a simulated attack on the German Frigate Hamburg, they fend off multiple air, land and sea 

threats. 

在德國漢堡級巡防艦上極激烈的模擬攻擊中，德軍抵禦多次空中、陸地及海上攻擊。 

 

Operations Officer Alexander Mummert realized that in Trident Junctu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scenario 

will be greatly heightened. 

作戰官 Alexander Mummert 明白到，情況在三叉戟聯合軍演中只會變得更複雜。 

 

Trident Juncture is NATO's most ambitious land, sea and air exercise in more than a decade Involving 

36,000 troops from allied and partner nations units from all contributing countries have been preparing with 

drills. 

三叉戟聯合軍演是北約逾十年來，最具雄心的海陸空演習，盟軍友國共派出 3 萬 6 千部隊，所有參

與國家的軍事單位一直進行演習。 

 

The size and scope of these drills cannot be understated as World War III intensifies in Syria. 

這些演習的規模和範圍不容輕視，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敍利亞蘊釀。 

 

NATO is no longer using failed rhetoric against their claimed Russian threat. They are materializing the 

weapons of war in full view of Putin's military. 

北約不再以口頭方式對抗所謂的俄羅斯威脅，在普京軍隊面前，他們正準備軍事武器。 

 

You will not see this reported on the evening news tonight neither will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今晚你不會在晚間新聞看到此報道，你的朋友及家人也不會看到。 

 

It’s your job to inform the world – bypass the corporate media – distribute this to your social networks 

immediately. 

故你有責任越過企業媒體通知世界，立即在你的社交網絡分享此消息。 

 

究竟，歐洲各國是否皆知道中東的戰事，並有可能短期內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要作出充足的預備， 

因為，弟兄姊妹，你們是否想過，現在，我們愈接近後期的話， 

我們有沒有嘗試真的從神的觀點去想一想， 

神究竟這麼多年是怎樣帶領我們呢？ 

 

當然，我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時，我們完全不會明白的， 

因為，當我們用自己利益去看，我們是瞎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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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從神的觀點去看的時候，你可看見神在做一件事嗎？ 

其實，這麼多年來，基本上神叫我們是在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我們差不多每年也試一次，好像難民那樣子， 

我們起初是要走難，後來就是為了預備，是不是？ 

但現時，全世界最多是難民，你知道嗎？ 

 

 

 

而我們每一年都差不多一次或是兩次，我們全部都在預備， 

當大災難臨到時，我們應該如何安頓、預備。 

現在我們知道了，原來，我們將會成為別人的榜樣， 

因為，現時的「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 

原來神給我們的定命是這樣子的。 

 

第二，自從分享「2012 信息」，差不多我們每一年也相信隨時會被提的。 

 

 

 

可見我們有兩個很大的重點： 

第一，我們隨時走難；第二，我們會相信隨時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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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明顯，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玫瑰園計劃告訴我們， 

我們將會成為全世界人、接下來的所有信主的人，甚至是毛衣人的榜樣。 

 

弟兄姊妹，原來我們做那麼多次預演，重複又重複的， 

我們帶著無盡的忍耐，不斷去做的時候，豈不是好像《啟示錄‧3 章 10 節》：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就是說，我們持守著那麼多年的忍耐，我們每年也都是重複一次， 

有些人會覺得：「哇！真是的，用不著每年也這樣做吧！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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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我們都是第一，相信可能有大災難，我們離開； 

第二，每年我們都相信那一年是會被提。 

 

從前，我們真的完全不明白， 

但當你現在明白了一個很瘋狂的理由， 

原來我們就是一個活劇，去示範給全世界的信徒看， 

將來，全世界的信徒也會照著做的話，那麼你便明白了。 

 

 

 

我們重複又重複，我們不下三、五次了， 

但就是因這緣故，我們在普天下人真的面對真的那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被免去，我們可以被提， 

因為，我們比別人做出更多次數，而他們全部都未做過， 

他們完全不警醒，未做過，好像睡覺那樣子。 

 

那麼，將來在七年大災難裡面，他們要做的，如我們完全一樣， 

他們每一年，隨時也要走難，並且甚至他們每年也都在走難。 

 

Webbot 亦是這樣說，每年都在走難， 

好像以色列人在曠野裡面住帳棚一樣， 

並且，他們還要憑著信心，每年都相信自己在那一年會被提。 

 

你現在可明白，其實我們在做些什麼？現在你終於明白了。 

如果我們自私地認為「哪需要做那麼多次啊！一次便足夠了，一次便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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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私的人，就讓他們留在七年大災難， 

我們做這麼多次的原因，是如果我們這樣做， 

我們可以「免去」，不會如普世的人面對大災難。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次，並且是憑信心去做， 

完結後，亦有清楚的記載，讓大家清楚知道是神的帶領。 

 

在起初，我們很粗略去做，到後來卻是精益求精， 

讓將來聽我們信息的人，也可以精益求精去做， 

他們一生未曾做過，但屆時便知怎樣做， 

因為普世沒有人，尤其是基督教群體，懂得這樣仔細地教導， 

並且教得好，最重要的，是能教他們怎樣用信心。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預備」，就是新婦所作的， 

因此，我們明白為何要做這麼多次， 

因為這樣，才可以在普天下受試煉，受災難，面對大災難時，我們會被免去。 

 

 

 

但未曾做過的一班人，怎可以免去？他們每一個都要面對大災難。 

 

現在，全世界都作出預備，我們也要作充足預備， 

所以，我每次都看作真的會發生，就去做。 

每次走難時，都視之為絕對會發生，並且每一次，我都相信那年會被提。 

 

就如過往曾提及，當銀價升時，在走難時謹記要群居，這是其中曾教過的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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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這些細緻的教導都已錄下來，在我們被提後會公開， 

當銀價真的飆升時，我們會公開一批已錄製超過一年，與之相關的信息。 

 

影片：白銀暴升後逃生聚居的智慧 

早於年半前，2014 年 2 月 24 日，即先知 Bob Jones 離世後 10 天， 

日華牧師經已與「2012 小組」及策略家， 

錄影了一套名為「白銀或 Bitcoin 暴升之後的生活」的信息， 

在這段期間。一直輪候，等待安排於主日播放。 

 

信息中，日華牧師以嶄新和智慧的方法， 

教導弟兄姊妹在白銀或比特幣（Bitcoin）暴升之後， 

作為基督徒，如何在末後日子， 

在生活上有智慧和更有效地管理神所給予的富足。 

 

日華牧師從四大生活範疇中，分享了極之豐富和寶貴的建議： 

第一個範疇：生活環境方面； 

第二個範疇：傳福音及與舊朋友聯繫方面； 

第三個範疇：照顧身體健康方面； 

第四個範疇：內心性格和事奉方面。 

 

 

 

其中，日華牧師於「生活環境方面」， 

提醒弟兄姊妹，當藉白銀或 Bitcoin 得著神龐大的富足， 

同時，又需要攜帶大量財富動身北上內地，作逃生準備的話， 

大家在預備上就可以更有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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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落腳點為例，有別於過往主日信息提到， 

以往在大家經濟較緊絀和極有限之下， 

會建議選擇一些較簡樸的鄉村，令逃難生活可以細水長流。 

 

而在這輯新信息裡面， 

日華牧師提醒，當需要帶著龐大經濟移居內地的話， 

弟兄姊妹更應選擇「聚居」。 

 

集體租住一些具規模和嚴格保安的大型屋苑， 

就能夠發揮守望相助，更有效地保護自身和家人安全， 

甚至，開拓和發展更卓越的事奉生活。 

 

主日片段： 

到時比特幣（Bitcoin）升至上千萬美金時， 

全香港每一個人都會猜誰會有一個，或者十個比特幣（Bitcoin）， 

所以，你不懂保護自己就很危險。 

 

好像香港十大首富，他們富有後才知道， 

他們不可以住只有一條出路的高山別墅， 

因為他們在那裡會被人埋伏，之後甚至會被綁架，發生了悲劇才知道， 

有些甚至是太太或丈夫被綁架消失了，才知道不可以住在那裡。 

 

既然我們知道，而一直最準確都仍然是 Webbot 對比特幣（Bitcoin）的預測， 

Webbot 對它的預測外，其實一直緊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所以，當比特幣（Bitcoin）升至某程度， 

教會其實會教弟兄姊妹，在聯群結隊的情況下北上，可能是建立農場、辦農家樂， 

事實上在中國大陸，在合法的情況下，申請牌照去做，連軍方都會保護你。 

所以，是在極之安全的情況下生活，常人不能夠傷害你，或者搶你的錢，不可能！ 

 

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法，讓人們能群體居住，並極之安全， 

你所做的事，甚至讓你覺得這世界確實很大，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教會以前教的每樣東西，原來你都可以做出來，而做每一件事都是祝福人， 

為人預備，並且第一個受益的是自己， 

對於很多人是祝福，對於將來的災難也是一個預備。 

 

教會提議給你們，可以聯群結隊，不同家聚、不同團體， 

北上建立農家樂、建立農場，自己學到東西，也可以祝福人， 

並且是非常合法下，受到法律保障，在內地成為別人的祝福。 

而我說的農家樂，不是一個普通農場，是有別墅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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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屬於自己 24 小時都有東西吃的飯堂，我所說是這種。 

 

而做到這種龐大的情況下，我們相對也有很多最先進的系統， 

導致我們可以在中國不同地方，或者不同城市，都可以互相聯絡。 

 

並且我們仍然可以有電影部、有 2012 小組的工作，到時有更龐大、更流動的信仰， 

因為整個家聚去辦一個農家樂的話，同樣整個家聚在主日聚會時一起播放影片， 

就好像平時聚會一樣。 

 

至於，想進一步詳盡理解「白銀或 Bitcoin 暴升之後的生活」之信息內容，敬請密切留意！ 

 

這些全是在為己為人情況下作的， 

因此，我們可以免去承受這些災難， 

我們已重複多次，沒有一次不是出於神， 

沒有一次是沒有神的命令，心意，帶領下去做，作出超乎常理，常人的事。 

 

 

 

在當時，我們並不知情，只憑信心去信， 

而就是這份信心，使我們被提， 

但那些由始至終都沒有憑信心去作的人，只能留在七年大災難裡去經歷。 

 

最後，每一個都跟三個人這樣宣告：「我要在信心上，做充足的預備了。」 

 



20151101   www.ziondaily.com 
 

 
 71 

 

 

當學到任何事情，讓我們歡呼鼓掌讚美神，感謝主！阿們！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