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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1 月 8 日分享 

第一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不同國家人民的民生情況 

A） 加拿大 

1） 政治危機令保險公司失敗 

2） 政府失敗導致擁有黃金為儲備的銀行賴債 

3） 年輕中國人於加拿大成為新領袖 

B） 美國 

1） 美國人認知總統大選存在行賄和腐敗的問題 

2） 新聞組織結業 

3） 出現龐大超級颶風 

4） 洪水帶來種種危機 

5） 美國毀滅性天氣導致遊牧民族產生 

6） 新型態經濟及政治體系產生 

7） 人們會發現，金銀價格原來是被外交事務委員會所壓抑 

C） 香港 

1） 破產 

2） 香港重建，是靠幫助中國推銷貨幣 

D） 中國 

1） 資本管制 

2） 樓宇泡沫爆破 

3） 中國將會以「抵押品交換」的方式進行大宗買賣，不再倚賴美元 

4） 大地震 

E） 法國 

1） 法國會因著難民問題而產生社會劇變 

F） 德國 

1） 難民潮令民眾壓力爆破，加上天氣反常，人民百上加斤 

 

第二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 UFO 資料 

1） 採礦工人發現曾有外星生物採礦 

2） 一輛擁有歷史文物的貨車突然消失 

3） 人們會發現，地殼變動和 CERN 有關連 

4） 現時怪異的天氣是來自 UFO 

5） 旅客離奇失蹤 

6） 地球公轉軌跡改變了四季 

7） 人們會開始發現地球擴大的事實 

8） 天氣變壞至一個階段，進入了地堡的人，已不能依靠地面上的食物 

 

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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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接地與多頻震盪器問答篇 

問題一：現時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經擁有 36 吋 MWO 天線，假如把它們放在彈簧床褥上面或下面，會

有甚麼分別和影響？ 

問題二：36 吋 MWO 天線可否與電暖氈一起使用？ 

問題三：關於接地方面，以前牧師曾建議利用金屬盤作為「看太陽」的工具，若一些肢體想利用鋁

箔紙（錫紙）作為接地導體，他們長期於廚房工作時便能站在上面進行接地，這是否可行呢？ 

問題四：現時弟兄姊妹都流行佩帶「C」字型的銀手觸。若我們進行 Grounding 的時候，把銀手觸接

駁接地的電線，用鱷魚夾夾著銀手觸。如果我們用這種模式接地，是否可以？或者會否有什麼不良

的影響出現呢？ 

 

第五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也門遭罕見颶風暴雨侵襲 

11 月 2 日，也門（Yemen）罕有地遭受四級熱帶氣旋「查帕拉」（Chapala）吹襲，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指，查帕拉的風力達到時速 160 至 185 公里，最高陣風達 240 公里， 

相當於 4 級颶風，它捲起了 10 米高的海浪，並帶來暴雨。 

 

原來，也門位處降雨量少的地區，其地理位置更不利風暴的形成， 

然而，也門今年竟然出現了一股達 4 級的颶風， 

48 小時之內為當地帶來 500 毫米雨量，是當地每年平均總降雨量的 10 倍， 

換言之，單單這一場暴風雨已經為也門帶來 10 年的總降雨量。 

 

 

 

當地氣象局指出，「查帕拉」的威力是該地區有記錄以來最強烈的暴風， 

當地 1500 個家庭由沿岸地區疏散到內陸的學校，甚至是到洞穴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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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擔心「查帕拉」來襲會進一步加深境內人民所遭受的困境。 

 

原來，正正在這次風災發生前的 7 天， 

日華牧師在 2015 年 10 月 25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8 篇」信息中， 

已經按著 Webbot 內容率先警告：地球將會出現一些怪異的風， 

吹襲一些過往較少受颶風吹襲的城市。 

 

而且這些怪風會摧毀這些地方，破壞城市的房子和建築物， 

7 天之後，也門便受颶風吹襲，正正應驗了此預測。 

 

主日片段： 

它講到第 2 點，地球擴大所引發的怪異天氣，有很多的 wild wind， 

就是很野性、胡亂吹的風（wind），並且到一個階段，我們將會看見風吹到一些地方， 

這些地方以前因為沒有這麼多怪異的風，所以已經發展成現代城市了。 

因為全世界所謂的現代城市，也是自古以來很少災難、缺乏， 

才會成為一個富庶、美麗的城市。 

Webbot 說變化太大，甚至到一個程度，當這些風卻吹過來，便摧毀了這些地方。 

 

事實上，早於 2012 年 2 月，日華牧師已經按著「2011 年 12 月份 Webbot」預告：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異常風暴和大暴雨將會成為怪異氣候， 

風暴盛載龐大的豪雨，有如一個湖浮在天空之中。 

甚至，一次暴雨所降下的雨量會超過全年的降雨量， 

今次，也門的暴風雨甚至是一次過降下了當地 10 年的總降雨量。 

 

無庸置疑，異常天氣及世界的災難事件，完全環繞「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有關 Webbot 的內容。 

 

2015 年 9 月 2 日的 Webbot，關於不同國家的民生情況︰ 

 

在意大利方面，人民於政治上有極大不滿， 

另一方面，會因意外而發現新的電力。 

 

法國方面，因為電腦失靈而導致人民養老金出現問題，人們會因而拆除銀行的設施。 

 

美國方面有 17 點： 

一、幾種資金凍結的衝擊，導致美國出現不同問題， 

包括︰電子付款系統失靈、郵遞出現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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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凍結信用的影響力範圍，所產生的連鎖反應甚大， 

令人民感到震撼，因沒有電油、水、雜貨店，人民無法做買賣。 

 

三、物流上的誤差，導致美國辦不成任何盛會。 

 

四、金價上升，造成社會不穩定，對美國的政要而言，簡直好像地獄一般。 

 

五、自我組織的群體增多，在無政府狀態下，人們自行制定街頭規則。 

 

六、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導致無政府狀態。 

 

七、美國退休軍人成了僱傭兵。 

 

八、很多城市出現住屋危機，例如︰很多設施毀壞沒有人修理，沒有水和電，也沒有交通， 

並且，出現大型污染，因此，政府要將大量人口遷移。 

 

九、因各州政府不合作，聯邦政府決定放棄檢控其他州的罪犯。 

 

十、中產與草根階層不會再相信政黨，只有富人參與政黨競選。 

 

十一、美國退休金全部消失。 

 

十二、因為退休金全面消失，大批中產變成暴力階層， 

失去退休金的老人家沒錢供樓，結果銀行收回樓宇，引致他們暴動。 

 

十三、在這兩年的暴動中，美軍秘密基地會因為暴動而被發現。 

 

十四、美國國防部缺乏資金，需要放棄外國軍事設施，美軍因而要自行籌款回國。 

 

十五、美軍草根階層沒有退休金、金錢和糧食， 

他們猶如一支第三世界國家的軍隊，到後來會完全停止運作。 

 

十六、2016 年所出現的政治腐敗，將會直接影響該年的美國大選。 

 

十七、所有經濟、電子電腦系統將會每天崩潰，其後，人們會失去信任和耐性。 

 

至於印度人民方面，Webbot 則提到兩大點： 

一、她們研發出藉著電腦來診斷病情的產品。 

二、氣候災難將產生大量難民，要出動軍隊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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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國方面： 

 

一、西方傳媒不斷宣傳，這些經濟崩潰是由中國主導， 

但是，中國普羅大眾卻認為，是西方的宣傳導致中國的市場加快跌勢。 

 

二、中國內部相信，中國股市下跌與西方掌權集團有關。 

 

三、中俄合作研究新能源。 

 

而 2015 年 9 月 2 日的 Webbot，在總結中提及人類將要進到時間的「硬邊緣」， 

並且，全宇宙將會進入一個挑戰性的時間，人們會面對非常之大的試煉。 

 

至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的 Webbot，關於地球方面： 

 

一、太空會出現閃電。 

 

二、地球擴大影響城市。 

 

三、中國西北部會出現大地震，中國會知道，這是因大型強子對撞機（LHC）啟動而造成。 

 

四、又長又直的新型風出現，這些如噴射氣流的風，會直接吹襲地面，時速超過 100 英里。 

 

五、在海平面或海邊，會出現動物和人集體突然心臟病發而死。 

 

六、對於氣候變遷，美國會說是人為，但其實是因為太陽與地球的關係， 

而大範圍的地區，將會出現更大的洪水。 

 

2015 年 9 月 18 日的 Webbot，關於全球人口方面： 

 

一、歐洲會因為難民問題引致軍法統治。 

 

二、出現多種鎖鏈、連鎖反應字眼， 

包括︰鎖著暴民、鎖著船隻以防洪水、鎖連車輛防止被破壞， 

亦包括連鎖反應出現的災害和金融問題。 

 

三、由於美元死亡，因此，多國出現完全壓抑人民的政權。 

 

四、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共同發展新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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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貨幣危機對非洲影響較為輕微，因為他們倚賴美金的程度較少。 

 

六、出現很多需要救援的字眼， 

全球所有東岸，包括︰北美、南美，甚至中國的東岸，都需要軍隊救援。 

 

七、火車意外大量出現。 

 

八、全球偷貴金屬的罪案率大幅度上升。 

 

九、銀行偽造自己金庫被偷黃金的事件，但最終被發現， 

並且，事件與「外交事務委員會」有關聯。 

 

十、殺害銀行家，這是由於人們因銀行家而破產、失去所有錢、養老金，故受害人作出報復。 

 

十一、電子世界將出現一股新的反銀行家勢力。 

但這應該亦是 Freemason 帶領世界走向「666」系統的其中一步。 

 

十二、貨幣死亡導致人們對皇室不尊重。 

其實，這亦是十王計劃的一部分，因為當他們知道神的計劃後， 

他們有意放棄一切，建立「玫瑰園計劃」，為的就是去換取永恆的身體。 

 

於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我們現時已經踏進一個非常末後的日子， 

過去，十王已經作出充足準備， 

例如︰俄羅斯加入打擊 ISIS 後，大馬士革已經差不多變成荒場。 

 

 

 

按《聖經》記載，當大馬士革變為荒場， 

俄羅斯便會帶同她所有同盟國，由該處進攻至戈蘭高地， 

然後，會有一場很大的地震，以及核彈爆炸，從那裡一直延伸至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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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ISIS 的出現，雖然導致大量恐嚇、大量人民離開， 

但這更像是十王的計劃，讓回教國家未能攻打以色列之餘， 

亦令大批人民離開中東逃難，讓他們避過核爆和大地震， 

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十王的人道計劃。 

 

既然，十王已經預備好《啟示錄》的應驗，那麼，我們更應作出充足的預備。 

其實，自從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後， 

神亦不斷引導我們預備隨時走難、隨時被提。 

 

 

 

現時，當全世界充斥最多的就是難民時，我們終於明白到， 

神讓我們預備，就是要我們成為別人的榜樣，成為毛衣人的榜樣，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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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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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引導我們每一年也重複為災難預備，為被提預備，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仔細、一次比一次預備得更好， 

因為這就是讓我們成為世界所有信徒的活劇。 

 

在事件未發生時，我們憑著信心去做， 

那麼，當普天下不警醒的人，要面對真正的七年大災難時， 

我們反而被免去災難，並且能被提。 

因我們是唯一一班跟從神到這個程度的群體， 

並因著我們的預備，讓我們得著新婦的資格。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 Webbot 的內容。 

 

第一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不同國家人民的民生情況 

A） 加拿大 

接著，就是有關一些個別國家的人民現象，當中談及加拿大將會出現三個現象。 

 

1） 政治危機令保險公司失敗 

第一點，一個政治的危機將影響加拿大的保險公司，導致一些保險公司失敗， 

這個現象導致上百間公司沒有保險賠償，以及影響他們 40%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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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失敗導致擁有黃金為儲備的銀行賴債 

第二點，這個政治的危機發展到一個階段，導致一些黃金儲備的銀行賴債， 

並且因政府失敗而導致這個醜聞出現。 

 

 

 

3） 年輕中國人於加拿大成為新領袖 

第三點，在 19 個月內，加拿大會出現一班新領袖，他們被推舉出來， 

在全球的目光下，躍升成為領導階層， 

最有趣的是，這群人不單跳級，而且越過年代， 

本來不應該是這一代人擔任，但這一代的年輕人卻躍升成為領袖，而且他們竟然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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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將會有中國人成為領袖。 

 

 

 

B）美國 

1） 美國人認知總統大選存在行賄和腐敗的問題 

接著，有七點談及美國的人民。 

 

第一點，美國人慢慢地認知總統大選存在行賄和腐敗的問題， 

在接下來幾個月，大選的腐敗和行賄將成為主題，導致很多人的思想否決正常大選。 

這些證據將會迅速地上載到 YouTube，讓人看見這些故事， 

人民的反應當然非常反感，但是，原來這是 Freemason 的計劃之一， 

這是一種新做法，Freemason 有意讓政黨與政黨之間玩指責的遊戲。 

 

2） 新聞組織結業 

第二點，一些美國的新聞組織、新聞部會結業，原因是它們失去所有廣告費， 

故此，部分會結業，但部分新聞部會繼續運作下去，如香港一樣。 

 

3） 出現超級龐大颶風 

第三點，當傳媒系統出事的同時，2016 年將會出現一個超級龐大的颶風， 

而這颶風非常強大，導致人們需要駕船進入美國沿岸城市是，因為水浸至兩層樓之高， 

事實上，颶風不只一個，而是幾個連續吹襲了幾個美國東岸的城市，包括紐約、新澤西。 

 

在這裡所顯示的字眼是寒冷、多雨，整個城市及其周邊的城市都受到影響， 

導致交通癱瘓、地鐵水浸、通訊系統破壞，這些字眼都出現在美國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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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洪水帶來種種危機 

第四點，說到洪水，它不單會製造難民，並且「洪水」這字眼會急劇出現很多不同的演變， 

因為洪水會導致不同地方出現危機， 

包括社會福利斷絕、社會服務面對很大壓力以及受到干預而不能正常運作的危機。 

 

5） 美國毀滅性天氣導致遊牧民族產生 

第五點，美國大片土地，尤其是北美地區，將會在這個毀滅性天氣下， 

導致大量人口逃離，產生一班一班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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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幾年，政要將會推動另一種思維形式，培養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現今存活的社會，需要我們不斷前進， 

因此要成為遊牧民族，而這些字眼將會在這數年間於美國出現。 

 

6） 新型態經濟及政治體系產生 

第六點，由於全球貨幣崩潰以及全球經濟倒台，再加上全球需求量劇減， 

導致新型態的經濟及政治體系產生，尤其是針對它們跟石油及石油副產品之間的關係。 

因現今所有政府跟石油生產、石油副產品、西藥等，在暗地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這種關係到時將會改變，因石油及其副產品將不會再成為主導。 

 

影片：Webbot 經濟預測：全球經濟不景導致資源出口國經濟惡化 

2015 年 9 月 18 日出版的 Webbot，當中有關美國人民的第六點提到， 

由於全球貨幣崩潰和經濟倒台，加上對貨物需求量劇減， 

導致經濟和政治體系產生新形態，尤其是與石油工業之間的關係。 

 

原來，由於全球經濟正在衰退，2015 年中國全年經濟增長將會低於 7%， 

作為全球最大的入口國和消費國，中國的經濟和全球一同衰退將會帶來嚴重後果。 

 

9 月 24 日媒體報道稱，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和美聯儲預期加息的背景下， 

原油、天然氣和鐵礦石等資源價格下跌， 

資源輸出國的貨幣貶值、物價上漲和財政惡化問題日益嚴重。 

有觀點認為，「資源熱」已面臨轉折，輸出國經濟低迷成為世界經濟的不安因素。 

 

據日本《讀賣新聞》9 月 22 日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9 月 5 日前匯總的報告表示： 

「新興國家的經濟，預期比一年前惡化，資源輸出國尤其明顯。」 

 

作為國際原油價格指標的美國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期貨， 

6 月的結算價仍處於每桶 60 多美元，3 個月間下降了約 30%。 

 



20151108   www.ziondaily.com 
 

 
 13 

 

 

據 IMF 數據，天然氣 8 月的價格比去年第三季度下降了 50%， 

鎳和鐵礦石價格下降 40%，煤炭價格也跌了 10%。 

 

 

 

報道稱，中國的鐵礦石、煤炭、鋁消費量排名世界第一，石油消費量更僅次於美國， 

需求旺盛的中國經濟減速，導致資源輸出國的經濟和財政更趨惡化。 

三菱綜合研究所的武田洋子表示：「中國的投資正在漸漸收縮和集中，需求不會再恢復以前的水準。」 

 

另外，由於預期美聯儲將於年內加息， 

投資家開始將投放在新興國家的資金轉移到美元，加劇了資源價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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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報道指，因經濟和財政惡化所帶來的擔憂， 

以馬來西亞為例的資源輸出國，貨幣被拋售、貶值， 

引致物價上漲，尤其是進口商品，令民眾的負擔增加， 

同時，雖然貨幣貶值，但由於資源需求降低，出口增長仍乏力。 

 

為了支撐經濟，俄羅斯今年以來已經 5 次降息， 

盧布兌美元匯率 1 年內下降了約 40%，8 月的物價上漲率達到約 16%。 

 

巴西雷亞爾和南非蘭特兌美元匯率，也分別下降了約 40%和 20%。 

 

資源輸出國的財政也嚴重惡化，沙特因油價下跌，8 年內首次發行國債。 

石油佔出口額 90%以上的委內瑞拉，要求石油輸出國組織舉行緊急會議。 

 

另一方面，資源輸出國的出口下降成為不安因素， 

貿易統計數據顯示，8 月日本出口俄羅斯的汽車數量為 9,899 輛，比上年同期減少近 60%。 

在世界股市下跌，導致資產貶值和經濟前景不明的背景下，國內消費恐怕將會陷入疲弱。 

 

所以，這次股市下跌，就好像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一樣， 

代表著全球經濟的長久衰退，甚至比那一次更嚴重， 

因為，這一次全球經濟已經從根部的資源出產開始出現問題。 

 

7） 人們會發現，金銀價格原來是被外交事務委員會所壓抑 

第七點，當人調查對金銀價格被壓抑的罪行，會發現原來是外交事務委員會所為， 

到時，他們會眾叛親離，甚至會有自殺事件出現在這些群組當中。 

 

C）香港 

 

1） 破產 

接著我想大家都意想不到，很關心的另一個人民就是香港的人民。 

第 13 頁提到香港，尤其是在有關市場的字眼內，出現「破產」這些字眼， 

不但在市場，並且提及政府，當然，這亦會影響到私人公司。 

事實上，這個破產的現象會為社會帶來非常大的衝擊， 

而這破產的字眼有機會是指到電燈公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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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重建，是靠幫助中國推銷貨幣 

第二點，香港雖然受到破產及經濟的影響， 

但香港重建竟然會由中國去幫助香港「銷售貨幣」而完成。 

Webbot 不肯定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總言之，是香港在幫中國去銷售貨幣下， 

簡單來說，即中國創造一些管道，為了使經濟及資源流入香港， 

不管香港在破產的漫延影響下，她仍然有新的商機，這是由中國帶來的。 

 

中國帶來了兩個渠道，讓香港的經濟復甦： 

第一，讓香港成為賣這些貨幣的閘； 

第二，讓香港成為經銷石油的地方。 

但箇中的買賣方法及經商方式是前所未見的，為的是挽救香港的經濟。 

 

 

 

D） 中國 

1）資本管制 

接下有 4 點關於中國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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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資本管制」這個新字眼將會出現， 

現在關於「資金凍結」，我們更加清楚它以什麼形態出現。 

在 10 月，中國開了一些秘密會議，然後會公開實施「資本管制」， 

這是在緊急情況下，與被高升的那位將軍共同出現的。 

 

 

 

2）樓宇泡沫爆破 

第二點指出樓宇的泡沫爆破，最為首當其衝的是住宅， 

商業樓宇的影響並不大，雖然有影響，但是視乎地區性。 

 

要知道，我們所講的是「首當其衝」， 

五年後，所有樓宇的價值將跌至 1%，這將會是一個事實， 

只是商業樓宇不是首當其衝的第一批。 

不過這是地區性的，只有某些地區才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而第一批樓宇受影響的主因，就是中美戰爭的留言。 

 

影片：時事追擊︰南海爭議政局更新 

10 月 27 日，美國決定派出「拉森號」驅逐艦，駛入備受南海爭議的中國南海礁島範圍， 

美國國防部部長卡特表示：將鼓勵其他東南亞國家獨立展開類似行動。 

由於美國驅逐艦「拉森號」駛入南海海域，中方派艦監視並高度抗議， 

南海問題突然從周邊國家的島嶼爭奪，轉變為中美軍事衝突的引爆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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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中國具有南海水域及其島嶼的主權， 

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楊宇軍表示：「美軍艦放著寬闊的國際航道不走， 

專門繞道進入中方駐守島礁近岸水域炫耀武力，是對國際法上『自由航行』的一種濫用」。 

 

YouTube 影片： 

China’s military says it will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and Beijing has 

lodged a formal protest with Washington. 

中國軍方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北京已經向美國提出正式抗議。 

 

It follows a patrol mission by a US Navy warship close to an island claimed by 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這是由於執行巡邏任務的美國海軍軍艦，在南海靠近一個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島礁。 

 

China'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as briefed a group of Chinese journalists among them CCTV’s Han 

Bin. 

中國國防部已經會見一批中國記者，其中包括中央電視台的韓彬。 

 

Tensions are rising even higher. The US warship Lassen sailed into waters of China’s Nansha Islands also 

known as the Spratly Islands. 

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美國軍艦拉森號駛進了中國南沙群島海域，又稱普拉特利群島。 

 

China calls it: a deliberate provocation 

中國稱之為：蓄意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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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ction by the US side threatened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personnel and facilities on the related islands and the safety of Chinese fishermen's normal operations and 

damaged th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美方有關行為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危及漁民正常生產作業安全，損害

地區和平穩定。 

 

We expressed our resolute opposition and solemn protests. 

中國國防部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China has been carrying out construction in some of the reefs and islands including the Zhubi Reef, which 

the USS Lassen sailed close to. 

中國於一些島礁和島嶼上一直在進行建設，其中包括拉森號接近的渚碧礁。 

 

The US calls these “artificial islands” and does not recognize China’s territorial rights. 

美國稱這些為「人工島」，並不承認中國的領土權。 

 

We have said and we are acting on the basis of saying that we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permits. 

我們已經說過，也在這個基礎上行事，就是美軍會在任何國際法允許的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 

 

China takes the reclamation as natural extensions of insular features and says the US is muddying the 

waters. 

中國認為填海是島嶼的自然延伸，並說美國在混水摸魚。 

 

Many Chinese believe the foray is meant to show US dominance. 

許多中國人認為，美國是在顯示其主導地位。 

 

The main purpos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duct its rebalance to Asia Pacific is to use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o contain China. 

美國進行亞太地區再平衡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 

 

China also criticized the US for the militarization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中國還批評美國把領土爭端軍事化， 

 

We strongly urge the US side to earnestly respect Chin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properly cope with divergence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no conflict, mutual trust, win-win cooperation” 

take concrete measures to correct the wrong doings and prevent such incidents from happening again. 

我們強烈敦促美方切實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安全關切，從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高度出發，本

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妥善處理分歧，採取切實措施糾正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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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For now, Chinese vessels continue their routine patrols of the area. 

現時，中國船隻繼續於該地區進行日常巡邏。 

 

11 月 1 日，台灣國際關係學會會長分析指出： 

美國巡航行動有三層意涵， 

一、表面上是堅持航行自由； 

二、目標是要中國停止人工島建設，不該再有進一步的填海造島和軍事化行動； 

三、更深層是鞏固美國亞太軍事地位。 

 

美國巡航行動代表著美國戰略上的選擇， 

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崛起，美國決定再不透過周邊國家的代理人， 

而是直接以兵臨城下的軍艦巡航方式，嚇阻中國大陸持續性軍事擴張行為。 

 

至於，按分析：中國接下來的選擇取向並不多： 

一、中國不可能在南海主權上退讓，不可能放棄島嶼有效主權； 

二、不可能接受國際常設仲裁法院 PCA（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介入； 

三、中國意向更不必要與美國進行軍事衝突，與美國關係惡化。 

 

事實上，就形勢也不要低估中國後續的反應， 

畢竟這是攸關南海主權、軍事發展與能源安全等重大利益。 

此外，11 月 2 日，台灣行政院表示，台灣政府也介入事件， 

堅決捍衛南海四沙群島領土主權及海洋權利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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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政院表示，鑒於菲律賓從未邀請台灣參加南海仲裁案， 

仲裁庭亦未就本案徵求台灣的意見，實在仲裁庭有欠公平， 

因此台灣政府對其相關判決如中國政府一樣概不承認，亦不接受。 

 

11 月 1 日，中國反擊美國宣示南海主權，中國軍方首次公開一組照片， 

顯示解放軍海軍航空兵的「殲-11BH」重型戰鬥機帶實彈，進駐了西沙永興島機場。 

 

 

 

永興島是海南省三沙市行政中心，距離海南島約 350 公里， 

去年，擴建後跑道長度達到 3000 公尺，可起降包括大型運輸機在內的各型飛機， 

中方將南海島礁軍事化是必然之事。 

 

事實上，在未發生近期中美對南海爭議之前， 

在 2015 年 10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 

錫安教會的日華牧師經已按著 Webbot 的預測，及早帶出： 

中國南海島嶼將會產生爭議，甚至之後還會演變成「資源戰」。 

 

其實，從 1986 年開始，越南從中國南沙海域打出第一口油井到現在， 

越南經已從南海賺取了 1 億噸石油、1.5 萬億立方米天然氣，獲利 250 多億美元。 

而菲律賓每年開採南海石油 350 萬桶、天然氣 10 億立方英尺， 

相當部分亦是從中國南海島嶼周邊開採來的。 

 

過往中國在這些事情上只是默默的看著，除了表示抗議，也沒有怎麼實際行動。 

然而，隨著近期在南海問題日漸劇烈，中國一改往日只抗議沒行動的常態， 

強硬表態：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不會退讓，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維護中國在南海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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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事件完全吻合今年 10 月 18 日， 

日華牧師藉「2012 榮耀盼望」信息所作出的預測： 

一、中國南海島嶼爭議將會持續惡化； 

二、事件隨後更會演變成「資源戰」。 

 

可見，當日華牧師宣布南海爭議預測之後， 

世界政局完全環繞「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事實上，中國人民當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發生大地震， 

它指出，一個非常龐大的地震，將會在中國製造恐慌和極大的破壞。 

 

3） 中國將會發現以「抵押品交換」的方式進行大宗買賣，不再倚賴美元 

第三點是一個新的實驗，這個新的實驗對中國來說是開心和成功的， 

我們常常提及，美元是外匯儲備，因為，美金就如抵押品般，屬於最可靠的貨幣。 

 

但中國將會在經商方面發現一種新的方法，在大宗商品交易的崩潰下， 

中國會嘗試「抵押品交換」這做法。 

她用這個方法，去嘗試防止貨幣貶值，防止人們血本無歸， 

十月後，中國嘗試用這個方法，在減少依賴美國和美元的情況下， 

去實行她的經濟，就是利用抵押品的經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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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方法本身是尚未成熟的， 

但在 2016 年，中國會面對一個非常龐大的地震和其他大型的自然災害， 

就如剛才提到，中國的東岸將會受到龐大的破壞， 

那時，中國對美國的大型強子對撞機的申訴，將導致她們在外交關係惡化。 

 

所以，中國只好使用這種尚未成熟的「抵押品交易」的經商方法， 

比他們預設的時機更快去執行。 

這種做法也很適合中國即將出現的一種新型的出口貿易方式， 

這方式也是合用於全球面對非常龐大的災難後重建， 

就是好像香港建造屋邨，以及水壩的組件一樣，以砌樂高積木（Lego）的方式， 

先完成整個發電廠的模組、海港模組或機場模組， 

然後，派中國的工程師外國幫忙整合，你會看到這種新的方法。 

 

 

 

事實上，中國是全世界新的工廠，所以，真的會如此行， 

因為，中國擁有許多原料，如泥沙、水泥、三合土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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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要是全世界近海邊或接近水的設施， 

如水壩、機場或海港，全部也被破壞時，便需要這些模組了， 

而需要這些東西時，最快的方法就是用模組的方法砌合， 

所以，這完全是在合理的情況下，互相印證全世界的東岸將會出現大問題。 

 

 

 

因為，我們剛開始以為只是美國東岸因隕石出問題， 

但中國的東岸也同樣出現問題，這將會是十分嚴重， 

所以，在未來的數個月，我們應該拭目以待以及警醒預備。 

 

4）大地震 

關於中國的第四點，提到中國將會發生的大地震非常嚴重， 

他指出這個大地震需要撤離的人數，是數千萬人計。 

你可以想像是多麼嚴重！中國的「唐山大地震」亦未達此影響程度， 

但它卻是數千萬人，甚至需要動用中國軍隊幫忙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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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提及，許多鐵路將會損毁和撞破，亦是因為這緣故， 

他指出，鐵路和許多地方也會被破壞，其損毁程度，需上星期計的時間才能修好， 

其之所以需要修理，是因為這地震導致許多如山一樣高的垃圾，阻塞鐵路和交通。 

所以，這就是我們身為中國人需要留意的。 

 

它所指的地方是中國西北部； 

但問題，東北部卻有洪水，而中部又有地震。 

所以，大家必須小心。 

 

 

 

E） 法國 

法國會因著難民問題而產生社會劇變 

接著提到的國家，便是法國了。 

他指法國在秋天的時候，因著難民所導致的壓力而產生一個整體的覺悟， 

這個覺悟是指在 2016 年，這社會秩序將會急劇地改變， 

工廠被侵佔，極端分子會搶掠和偷竊藥物， 

屆時，法國人將會逃避問題，甚至某階段，許多人也會染上藥癮， 

即是藉著吸毒和吃藥去逃避國家的問題。 

 

F） 德國 

難民潮令民眾壓力爆破，加上天氣反常，人民百上加斤 

這個國家的人民就是德國了。 

Webbot 提及，德國最明顯，在接續的數個月中，難民潮會導致民眾的情緒壓力爆破。 

在 9 月至 10 月的時候，這些壓抑的情緒會直接影響德國的經濟， 

加上，即將來臨的冬天，不論是洪水、天氣的反常都會導致人們百上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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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物流會變成一個惡夢， 

於今年的冬天裡，德國的郵遞服務，其運送的困難程度將會被人稱為一個傳奇。 

 

第二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有關 UFO 的資訊 

1） 採礦工人發現曾有外星生物採礦 

第一點，在接下來的日子，將會有一篇新聞報道，談及一件很怪異的事， 

就是由採礦的工人發現了另一批人物，不知道是外星生物還是甚麼， 

但就是列入為 UFO 的另一批生物，由地球的地心採礦挖掘出來。 

 

礦工在地底的礦洞中，發現其中一條礦脈，裡面有一些非常遠古時代的採礦的工具， 

但其先進的程度，就是現今的科技，即是現時的採礦工具也及不上的， 

但因為其時間屬於遠古時代，到發現的時候，全都已經十分陳舊，不能再使用， 

即使是很多千百年前的採礦工具，卻比現時任何採礦工具更先進， 

但是陳舊的程度已經不能再供人使用。 

 

 

 

2） 一輛擁有歷史文物的貨車突然消失 

第二點，在很多人的眼前，將會有一輛貨車，裡面原本載有一些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品， 

但就在人們眼前消失，這一件事與 UFO 有關， 

Webbot 表示這是一個標記（Marker），往後這一類的事件將會繼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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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們會發現，地殼變動和 CERN 有關連 

第三點，談及 CERN。 

將會有好些人慢慢地把地殼的變動和 CERN 連繫起來。 

網上將會有好些影片（video）和很多資訊講到 CERN 能影響變動， 

於是數以萬人不斷看有關資訊，導致恐慌出現， 

甚至使人們在使用網上的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時， 

都會搜尋出到這些影片（video）和這方面資訊， 

很多人便知道大地震產生的原因， 

是由於 CERN 被啟動了，因而影響了地球的地殼。 

 

影片：時事追擊：CERN 與地震息息相關 

早於 2015 年 4 月 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由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建造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簡稱 LHC，自從於 2008 年 9 月 10 日投入運作至今， 

每當開動或是增強能量時，都會對地球產生不良的影響， 

例如導致天空出現怪光，發生大地震，或是出現奇怪的空難。 

 

於瑪雅年曆的終結日，即 2012 年 12 月 21 日， 

CERN 將 LHC 開啟至最大能量， 

而澳洲的天空隨即出現了一個與 2009 年 12 月 9 日，與挪威天空一樣的奇怪旋渦。 

這個是挪威天空出現的奇怪旋渦，而這個則是澳洲天空出現的奇怪旋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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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當 LHC 開動時，世界各地就會不約而同地發生大地震。 

在 2008 年 9 月 10 日，當 LHC 第一次啟動時， 

全球在 24 小時之內發生了四個大地震，包括伊朗的 6.1 級、 

大西洋的 6.6 級、印尼的 6.6 級、以及北海道的 6.9 級，共四個大地震。 

 

另外，當 LHC 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加強能量至 3.5TeV（Tera-electron volt）時， 

數小時後，海地太子港就發生了 7 級大地震，造成超過 30 萬人死亡。 

 

 

同年還有數次大地震，包括 2 月 27 日，智利 8.8 級大地震； 

4 月 14 日，中國青海 6.9 級大地震；以及 10 月 25 日，印尼 7.7 級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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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德國之翼航空 9525 號航班在 2015 年 3 月 24 日所發生空難， 

同時也是 LHC 全面開動後，出現「燒機」的時間， 

並且事發地點，正是 CERN 的 200 公里範圍之內。 

最離奇的是，該航班的殘骸是以完全不合理的程度徹底粉碎， 

根本不可能是由單純的撞機事故能夠造成。 

 

 

 

其實這場空難，是否就是因為 LHC 的全力啟動， 

令到空間扭曲，而使飛機在空中完全粉碎和解體呢？ 

 

另外在 2015 年 4 月 25 日，CERN 再一次啟動 LHC，並且逐步增強能量了四次之多。 

同日，尼泊爾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 7.9 級大地震， 

導致多達 8,000 人死亡，18,000 多人受傷， 

亦令到尼泊爾首都和鄰近地區受到嚴重破壞。 

 

另外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 

智利發生了一次 8.3 級的大地震，導致 100 多萬人要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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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智利發生黎克特制 8.3 級強烈地震後，之後再有多次強烈餘震， 

其中一次強度達到 7 級，最少 5 人死亡、多人受傷，100 萬人要疏散。 

智利發出海嘯警報，其中北部科金博港觀測到有 4.5 米高的浪。 

今次是當地近五年來最嚴重的地震。 

 

地震一刻，在距離震央約 160 公里的港口城市瓦爾帕萊索，街上的旗桿猛烈搖晃。 

由於正值下班繁忙時間，首都聖地亞哥的交通都因為地震而出現大亂，有民眾就隨即到室外暫避。 

在聖地亞哥郊區一間超級市場，地震一刻一度停電，有人被嚇至大叫， 

不少貨品由貨架掉下，散滿一地。 

而在聖地亞哥機場的旅客亦驚惶失措，機場職員隨即疏散所有人，航班也要改道。 

 

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三晚近八時，震央位於聖地亞哥西北偏北大約 230 公里， 

之後發生多次強烈餘震。 

地震後，多個沿海城市水位上漲，智利當局隨即發出海嘯警報，其後在多個沿岸城市觀測到海浪。 

其中北部科金博港的浪高達 4.5 米，市內九成半地方都發生水浸。 

而全國就有一百萬人要疏散，學校要停課。 

震央以東的內陸城市伊亞佩爾亦一樣受地震影響。 

市長指有不少房屋倒塌，一名女子被塌下來的牆壓中死亡， 

另外電力中斷，全市都陷入恐慌。 

總統巴切萊特其後發表電視講話，指國家再次面對大自然的打擊，她說，政府目前會集中協助災民。 

 

巴切萊特在 2010 年的 8.8 級地震中被批評反應緩慢， 

今次就在地震後隨即與官員開會，商討救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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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宣布將發生嚴重水浸的沿海城鎮通戈伊和科金博列為災區， 

派軍隊前往當地戒備，她亦會親身前往視察災情。 

是次地震威力強勁，遠至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都能感受震動。 

而秘魯、夏威夷及新西蘭等，亦在智利地震後密切監察海面情況，以防海嘯來襲。 

 

有人發現，原來正正當智利大地震發生的同一時間， 

CERN 就把 LHC 的能量增強到 6.5TeV。 

接著，這一個 8.3 級的大地震就剛巧地發生了。 

 

 

 

YouTube 片段： 

September 16, 2015, This is a tsunami and earthquake update but I’ve got to start here. 

2015 年 9 月 16 日，這是一則有關海嘯及地震的最新資訊，但我會從這裡開始。 

 

You're looking at record bunches as far as proton collisions. Never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have you seen 

what you’re seeing tonight. 

你看到的是破紀錄的質子束碰撞，那是人類歷史中從未發生過的，今晚你正在目擊。 

 

Notice that 6.5 TeV per beam gives you the 13 tera-electron volt. 

留意每束能量是 6.5 兆電子伏特，合起來就是 13 兆電子伏特。 

 

We've seen that before. 

我們早前已看過。 

 

But within a week we went from 450 bunches as far as the amount of collisions to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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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短短一週，撞擊數量從 450 束增至 1,033 束。 

 

Not quite tripling record energies, 

雖尚未把破紀錄的能量提高三倍， 

 

but critical is the time right here. Just before 0300 hours. 

但這裡的關鍵卻是其顯示時間，凌晨 3 點之前。 

 

You saw an intense rise in the energy that has maintained to this point. 

可以看見能量大幅提升，並維持在此水平。 

 

The beam energy is in the green. The beam intensity is the red and blue lines. 

質子束能量以綠色線代表，強度則是紅色和藍色線。 

 

But that long, extended green line rising at before 0300 hours is very important. 

但重要的是，那延長的綠色線在凌晨 3 點上升。 

 

Now you can see the beams are much tighter than in the other video, they were running at much less power. 

這裡的質子束對比其他影片的縮少了，因為那些質子束運行能量較少。 

 

But again you’re looking at record energy being collided. 

但所撞擊的仍然是破紀錄的能量， 

 

Again 1,180 nominal bunches, remember less than a week ago was 480. 

大約 1180 束，記著少於一週前只是 480 束。 

 

Now in the earlier video, they were down, they had dunked. 

按較早前片段，它們處於低水平。 

 

Now they are back up, running very hot. 

現已重新啟動，全速運行。 

 

The time that you're seeing on these scales is very critical. 

在這裡看到的時間座標是非常關鍵的， 

 

The target for the luminosity's is in the red, but the delivered amount of energies is in the green. 

目標光度以紅色表示，釋放出的能量強度則以綠色表示。 

 

Important again, because I believe they are clipping the 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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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申，我相信螢幕縮窄了資料顯示範圍。 

 

When you see it reach 6.5 TeV per beam and then flat line. 

當每團質子束到達 6.5 兆電子伏特後就會出現橫線。 

 

All you got to do is click the meters it really doesn't show the peak. 

你只要按一下那些儀表，因它不會顯示峰值。 

 

Again this timing is critical, why? 

那麼為何時間是關鍵呢？ 

 

They do not use Universal Time like the USGS earthquake system uses. 

他們不使用標準時間，像美國地質勘探局的地震系統那樣。 

 

They use Switzerland time which is GMT or Universal Time plus 2 hours. 

他們用瑞士時間，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或世界標準時間加 2 小時。 

 

Exactly at the time before you see this at 0200 hours going into the 17
th

, because they're ahead of us. 

就在踏進 17 日的凌晨兩點，其時區比我們早。 

 

We had this quake at exactly the same time, the 8.3, that’s in Chile. 

就在同一刻，智利發生了 8.3 級地震。 

 

Look at the aftershocks, guys, we've already had a 7, 6s, a 6.4. 

看看之後的餘震，有 7 級、數個 6 級和 6.4 級地震。 

 

As you see that intensity line continued in the green. It’s turned; it’s running right now full-speed. 

就如大家看到代表強度的綠色線，它突然轉強，以全速運行。 

 

Look at this, at exactly the same time. 

看，時間是完全一樣的！ 

 

到目前為止，CERN 向外公佈，LHC 最大的啟動能量為 13TeV ，並且只是用光子作為對撞的粒子。 

 

但是有人在網上指出， 

到了今年 2015 年的 11 月 20 日至到 12 月 13 日， 

CERN 就會利用了更大質量的金屬 —— 鉛離子，作為對撞的粒子， 

屆時 LHC 的能量會大增 88 倍，達到 1148T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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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們再一次發現，電影《回到未來》關於時空穿梭的數字「88」， 

因為電影中的時光機跑車，要開動至時速 88 英里才可以進行時空穿梭。 

 

 

 

而 CERN 的 LHC 外形，亦好像數字「8」， 

甚至，建造 CERN 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達至時空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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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是屬實，而之前 LHC 只要增加個位數的 TeV 能量，已經觸發 8 級以上的大地震的話， 

究竟比之前大 88 倍的 1148TeV 能量，又會為地球帶來怎樣級數的大地震呢？ 

會否是一個 9 級，甚至 10 級的龐大地震呢？ 

 

4） 現時怪異的天氣是來自 UFO 

第四點，Webbot 提到，好些人將會發現，現時怪異的天氣是來自 UFO。 

某些地區，UFO 的科技令到一些人會覺得空氣好像重了，密度提高了，呼吸特別困難， 

而他們出現這些徵狀前，天上先有一些奇怪的光線射出。 

 

5） 旅客離奇失蹤 

第五點，是有關旅客離奇失蹤的。 

很多旅客，尤其西方旅客，到達全世界不同地方之後， 

最後，他們失蹤，人們找不到他們踪影，後來傳媒才開始報道這些資料。 

 

6） 地球公轉軌跡改變了四季 

第六點，人們開始討論的話題，就是發覺地球四季出現了變動， 

這是由於地球公轉軌跡改變而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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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地球公轉和自轉對氣候的影響 

我們身處的世界，為何會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氣候變化呢？ 

因為，地球是環繞太陽公轉，稱為公轉面或黃道面。 

 

 

 

但是地球本身不單會環繞太陽公轉，亦會自轉。 

令一日裡有日夜之分，形成早晨、中午、黃昏和夜晚。 

 

當地球自轉時，面向太陽受陽光照射的一面，就是日間，而背向太陽的一面就是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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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球的自轉軸和黃道面，不是形成 90 度的直角，而是以 23.5 度的傾角轉動。 

6 月夏至時，太陽直射北半球北回歸線的正上方， 

所以北半球接受較多陽光，形成了北半球的夏天。 

相反，此時，南半球就是冬天了。 

 

但到了 12 月冬至時，太陽就直射南半球南回歸線的正上方， 

所以南半球接受較多陽光，形成了南半球的夏天， 

但相反，北半球就是冬天了。 

 

一年四季因而形成，所以，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軌跡， 

與及地球自轉的傾角，是直接影響地球的氣候。 

如果地球距離太陽的軌跡變近，就會令氣溫上升，相反，就會令氣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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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地球自轉時沒有傾角，而是與黃道面成 90 度直角的話，地球就不會有四季了。 

同時，如果地球自轉的傾角比現在更大，那麼，夏季和冬季的氣候就會變得更極端。 

 

 

 

因此，屆時，普遍地很多人開始講及地球擴大論，提到很多另類的科學， 

而對好些人來說，這是嶄新的。 

 

影片：時事追擊：地震及地球擴大 

2015 年 10 月 26 日，阿富汗東北部和巴基斯坦發生 7.5 級強烈地震， 

震央在興都庫什山脈地區，震源深度為 212 公里。 



20151108   www.ziondaily.com 
 

 
 38 

地震發生時，一所女校的學生試圖從室內往外跑， 

結果發生「人踩人」事件，造成 12 人死亡，25 人受傷，部分傷勢嚴重。 

巴基斯坦電視新聞亦報道，人們紛紛從辦公大樓逃出。 

 

英國一位地震專家表示，該地震殺傷力非常大， 

造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超過 380 人死亡，2,000 多人受傷。 

此外，由於地震災區日前氣溫驟降，災民急需毛毯和衣物保暖， 

國際救援組織也曾發出警告，指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成千上萬地震災民正受到嚴冬威脅， 

尤其是無家可歸者可能會凍死。 

 

10 月 27 日，美國西岸加州小城聖拉蒙（San Ramon）， 

於兩周內發生多達 408 次小地震，創下歷史記錄， 

震級為 1 級至 3.6 級，大部分震源深約 8 公里， 

地震專家表示，該地區未來數周將會繼續群震，實屬罕見。 

 

10 月 31 日，中國雲南省昌寧縣發生 5.1 級地震， 

造成昌寧縣、隆陽區及永平縣共 16,650 人受災，168 間房屋倒塌，14,733 間受損， 

地震波及範圍較廣，涉及保山、大理及臨滄三州市共 4.5 平方千米， 

地震發生後，雲南地震局迅速啟動 3 級應急響應。 

 

11 月 2 日，台灣東部海域發生 5.9 級地震，深度 18.9 公里， 

地震測報中心主任郭鎧紋指出，台灣地震觀測是在東經 119 至 123 度、北緯 21 至 26 度範圍內， 

平均每年釋放的地震能量約等同 11 顆原子彈。 

截至目前為止，已發生 5 次規模逹 6 級以上地震，相當於約 6 顆原子彈， 

年底前仍可能出現規模達 6 級以上的地震。 

 

除此之外，11 月 1 日有報道指，10 月 23 日美國懷俄明州比格霍恩山（Big Horn Mountains）， 

發現一條估計長 686 米、闊 46 米的巨型裂縫。 

事件最初由打獵公司「SNS Outfitters and Guides」向世界公佈， 

他們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上載巨型裂縫的照片， 

並留言表示：「我們在兩周前發現這條巨型裂縫，這景象真的驚為天人。」 

 

有人稱這道裂縫為「裂紋」，也有人說這是地球上一道「很深的口子」， 

另一些人則把它視為地球開放和吞噬自己的例子。 

地質專家 Seth Wittke 推測及警告：裂縫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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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這道裂縫就是地球擴大的證據， 

事實上，日華牧師在今篇主日信息中， 

按著 Webbot 警告，接下來人們會開始討論一件事， 

就是發覺地球四季的變動，是因為地球軌跡改變而出現， 

並且會開始普遍地談論地球擴大的現象。 

 

事實上，世界正向著地球擴大的方向發展。 

並且，世界的確完全環繞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7） 人們會開始發現地球擴大論 

第七點，由今天開始直至明年， 

很多人將會發現很多地球上的新事物和事情，這成為大家討論的話題，很多人會分享這些新概念， 

只不過，對於一些已經了解地球擴大論或 Webbot 的人的來說，這都是「舊聞」來的。 

 

簡單而言，他們將我們已認識的知識，視作新事物、新發現去討論，像是終於明白事實的真相。 

就如我們在 20 年前已經分享 Tesla 的科技一樣， 

人們到了今時今日才講論我們以前已經知道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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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氣變壞至一個階段，進入了地堡的人，已不能依靠地面上的食物 

第八點，今年的天氣變壞至一個階段， 

那些進入了地堡或建立地堡的人，不能依靠地面上的食物， 

要開始吃地堡裡所儲存的食物。 

 

第三章：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總結 

在將臨的日子中，會令到所有人， 

不論是 Freemason、Power-to-be、或是所有在背後操控世界的負責人也好， 

令他們很震驚或意外的，就是地球將會遇到一波又一波的事件和災難、經濟崩潰等， 

導致全球人類將會發展一種新的文化。 

 

 

 

就是每一個人都要離散，就如以色列人般在曠野中四處離散、建立帳篷、奔走， 

不能定居於一個地方。即是說，在將來的日子，人們完全是居無定所，要四處流浪的， 

有大量的難民產生，而本來很多地方安定的居民，也會變成難民四處遊蕩。 

這事將會令到這班掌權者十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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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接地與多頻震盪器問答篇 

今次我們有少許時間，可以發問一些關於多頻震盪器（MWO）和接地（Grounding）的問題。 

 

很有趣，因為當我們分享 Grounding 和 MWO 的時候，這剛好是在吹角節期間分享的。 

 

 

 

但最有趣的是，9 月 23 日，我們分享到黑門山，就是指「永遠的生命」， 

因為黑門山是 9,230 呎，這一定沒有可能是人為的了。 

 

 

 

但當我們分享這套信息的時候，也有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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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常常也看見，荷里活的電影會印證我們的信息分享， 

事實上，在我們分享後，在 10 月初的日子， 

就剛剛有一套關於鐵鉤船長和小飛俠（Peter Pan）的電影。 

 

或許你會覺得這與 MWO 或 Grounding 有什麼關係呢？ 

Peter Pan 的故事內容是圍繞一個世界， 

當人們到了該世界的時候，是能夠長生不老的， 

Peter Pan 就是一個在這地方生活的人， 

故事提及，當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後，他便慢慢成長，年紀身體也隨之改變。 

 

影片：解碼系列：電影 Peter Pan 

2015 年 10 月 8 日，香港上映電影《小飛俠：魔幻始源》（Pan）， 

是改編自著名蘇格蘭作家 James Matthew Barrie 創作的童話小說 Peter Pan。 

故事是關於一個小男孩 Peter Pan， 

如何成為一個會飛、又長生不老、不會長大的英雄。 

 

有一晚，Peter 被拐帶到一個住著凶殘海盜黑鬍子、戰士及精靈的奇幻國度「夢幻島」“Neverland”。 

之後 Peter 聯合戰士火百合 Tiger Lily，以及新認識的朋友 Captain Hook 船長， 

誓要打敗凶殘的海盜黑鬍子，拯救夢幻島。 

最終，他成為了一個不老的男孩 Peter Pan。 

 

事實上，早在 1991 年 12 月， 

荷李活經已將這一套著名小說改編拍製成電影 ── 鐵鉤船長（Hook）， 

這是由著名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執導， 

並由著名演員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及德斯汀‧荷夫曼（Dustin Hoffman）等主演。 

 

在電影中，已經 40 歲，長大成人的 Peter 是一名成功律師， 

與妻子 Moira Banning（茉伊拉）育有一子一女， 

但卻因忙於工作，而與子女的關係相當疏離。 

 

有一天，他們一家四口乘飛機到倫敦探望妻子的祖母 Wendy（溫蒂）。 

Wendy 是一所孤兒院的創辦人， 

她在 Peter 年幼時，曾幫助 Peter 找到新的父母來收養他。 

之後，Peter 卻發現自己的兩個孩子被人綁架了。 

祖母 Wendy 見狀，唯有告訴 Peter 他真正的身分， 

原來他真名是 Peter Pan，綁架他孩子的犯人就是鐵鉤船長。 

可是長大成人的 Peter 記不起從前的事。 

 

當時 Peter 並不相信祖母 Wendy 的話，然後小仙女小叮噹則在此時突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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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暈 Peter 後把他帶回夢幻島。 

Peter 醒來後見到自己身處夢幻島，相當驚慌之餘，更被鐵鉤船長發現。 

但為了拯救心愛的孩子，Peter 必須重新恢復多年前那個長生不老的小飛俠身份， 

在小精靈的幫助下，與鐵鉤船長展開決鬥！ 

 

其實，現時我們所分享的信息很有趣， 

當中不單發現世界環繞我們運轉，並且，更印證了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特別在使用 MWO 和接地（Grouding）時都會感到很有奇效。 

 

 

 

可是，當實際應用時，對於技術人員而言，覺得這是常識， 

但作為用家卻未必會知道，因此，我藉此解答好些問題。 

 

問題一：現時有很多弟兄姊妹已經擁有 36 吋 MWO 天線， 

假如把它們放在彈簧床褥上面或下面，會有甚麼分別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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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視乎該張床褥有沒有金屬成份，若是含有金屬的彈簧床，便不可以﹗ 

因為，它比你的身體更吸收這些訊號， 

儘管不是完全吸收所有訊號，但也會減低最少九成， 

原因，當其他金屬存在，它會比你的身體更吸收這些訊號和電波。 

 

 

 

故此，你不能把一塊 MWO 天線放在一塊金屬版上， 

或把 MWO 天線壓著一些金屬片，如：地櫃的金屬腳、含金屬的 iPad 架或某些金屬架， 

因為當碰到 MWO 天線時，一定會被扯走。 

 

   

 

而接地更甚，因為，接地的電線是連接著地球， 

試想，地球的質量（Mass）是何等大？ 

不論任何的天線訊號，它搶走訊號的程度也是相當之大， 

所以，接地必然會完全吸收所有 MWO 的訊號， 

同一原理，所有金屬彈簧床都會吸收 MWO 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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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36 吋 MWO 天線可否與電暖氈一起使用？ 

 

答：由於電暖氈原本已藏有很多電線，所以，也會吸收訊號， 

電器原本已有很多電線組，故此，更會成為龐大吸收訊號的天線， 

電暖氈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現時兩款電暖氈，其中之一以電熱線，即鎢絲來發熱， 

另一款則將壓成片狀的碳纖維通電，以其產生的溫度達至保暖效果， 

以上的設計，都會有一大塊通電的金屬片，它會把所有有用的訊號吸收。 

 

 

 

一般來說，睡覺時，電暖氈一定會被你壓在身體下， 

所以，除非你把 36 吋的「MWO 天線」縫於薄褥子上，蓋於身上， 

天線在上方，電暖氈在下方，問題不大， 

倘若兩者都在下方，電暖氈一定會把訊號通通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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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建議，這方法曾為某些肢體所用， 

方法是將天線直接塞進褥子的被袋中，而非縫在其上， 

因為，36 吋「MWO 天線」的柔軟程度與尺吋適合放在薄褥子的被袋， 

而且因為能減少噪音，所以，我覺得放在被袋裡比縫在其上更佳， 

原因，使用過的人便會明白，那膠片發出的聲音有多嘈吵。 

 

 

 

問題三：關於接地方面，以前曾建議利用金屬盤作為「看太陽」的工具， 

若一些肢體想利用鋁箔紙（錫紙）作接地導體， 

當他們長期於廚房工作時便能站在上面接地，這是否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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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首先，我們需要知道，接地時，如果長期接觸金屬（鋁）是不太好的， 

因為鋁（錫紙）於人體中可算是重金屬， 

長期以鋁（錫紙）作為人體電子交換的導體不是好事， 

因此，我們建議以銀製品作導體。 

 

 

 

另外，還有一點，雖未能百分百肯定， 

當我們以一種特定的金屬作接地導體，以其與我們的身體通電時， 

該金屬會提供電子，從而與我們的身體作電子交換， 

不同的金屬將對身體有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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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O 創辦人使用銅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希望當我們身體進行電子交換的時候，會有這些好處， 

所以，Grounding 也是如此，是更加大量的電子交換。 

 

 

 

舉例，踏泥地是非常好，因為與泥地進行電子交換， 

會有許多微量的礦物質，與你進行電子交換的時候，對你是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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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長期使用錫紙（鋁箔紙）就不太好了， 

所以，要用就用炭粉，否則就用銀， 

我所說的炭粉，就是我們用炭粉來造可以接地的膠片，銀就是銀纖維布， 

因為銀纖維布本身，也是與你進行銀離子的交換，所以對身體是好的。 

 

 

 

只是，因為這種保健方法太嶄新，無法與你們全面性地， 

以科學角度，解釋什麼物料會有什麼效用，還未有這種科技可以證明它們。 

 

但按我對電子和醫學有少許的常識，我知道，不同物料是會有分別的， 

所以，千萬不要用鋁，因為鋁長期在你身體累積，也是屬於重金屬。 

 

 

 

但鋁成為錫紙帽的效果卻不同， 

因為，錫紙戴在頭上，是為了防止微波，並不是與你的身體進行電子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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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以錫紙與自己進行 Grounding，你會不斷與錫紙進行電子交換， 

這種情況下，那些重金屬就有機會進入你的身體。 

 

問題四：現時弟兄姊妹，都流行佩帶「C」字型的銀手觸， 

如果我們進行 Grounding 的時候，把銀手觸接駁接地的電線，用鱷魚夾夾著銀手觸， 

如果我們用這種模式進行接地，是否可以？或者會否有什麼不良的影響出現呢？ 

 

 

 

答︰如果是銀手觸，沒有問題，是可以的，銀鏈和銀觸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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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你使用的時間長了，你的身體會慢慢解鎖，解開了許多電子的鎖， 

可能你發覺會出現少許刺痛感覺，有時，彷彿有針在刺你一般。 

 

 

 

因為，當你移動，與銀手觸有時會接觸，也有時會斷開， 

這樣，就會有這種針子在刺你的感覺。 

假如你能夠忍受就沒問題， 

如果你開始慢慢發覺那些位置出現痕癢和紅腫，就是我所說的現象。 

初期佩戴的時候並不會有影響，因為由於接觸點太少了， 

因此尖端的放電現象，會使你的皮膚有少許敏感或發紅， 

當然，有些人能夠適應，否則，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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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如你使用 Zapper 一樣， 

以前有很多人都會佩戴一些弄濕的手帶，來免去手握的步驟。 

但因為手腕及手臂等位置，是比手掌更為敏感的， 

所以，當你使用這些腳帶或手帶一段時間後，便會感到痕癢， 

因為，那些電流會刺激那些位置， 

而當這些刺激不斷累積時，就會使那些部位感到痕癢。 

 

 

 

但為何手掌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因為手掌是神設計給我們，用作觸摸事物的， 

故此，手掌對電的刺激，其敏感程度不會太高， 

如握著銅棒的人，很少會感到敏感一樣。 

但當觸及這些部位的時候，就會很容易感到痕癢、痛楚和結焦等的現象。 

 

 

 

所以，後期我也沒再用手握銅棒的方法了，我使用 Zapper 時，是使用啫喱貼片， 

將其貼在手掌或是腳掌底，這樣便沒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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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是貼在其他部位，雖然，起初不會有問題， 

但當你使用了一段時間，大約是一個月或數十次後，就會出紅疹。 

 

所以，如果銀手鐲的話，偶一為之仍尚算可以， 

但長期使用的話，是會出現這個情況，不過，這是正常的現象， 

然而，當你長期撐下去的話，該位置便有機會患上皮膚病。 

 

因你破壞了該位置的細胞，始終一顆或一組如此細小的細胞， 

當遇到這麼大量的電子在該位置穿過而接地的話， 

對於那顆細胞的細胞壁而言，是一種破壞，因此，它的抵抗力亦會減弱。 

 

 

 

所以，不管是使用 Zapper，還是其他設備， 

當你長時間使用後，均會發現這現象。 

雖然通過的只是微量的電子，但仍會出現這種紅疹現象。 

 

如果你曾經使用過袁大明的「太空小靈精」的話，也會發現有這種現象， 

一開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當電了一段時間後，那些位置便會結焦， 

這是因為這些微電對那些部位的細胞而言，是一種破壞， 

長期使用的話，更會有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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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便明白，教會為何在千挑萬選、並作出長時間考慮後， 

最終提議大家使用枕頭或膠墊， 

因為這種做法可以助你避開這一系列的問題，所以教會才提議這樣大家。 

 

   

 

影片：尖端放電導致皮膚敏感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當接地（Grounding）時， 

身體是以電子交換方式，將不良的帶正荷電子，藉著接地方式傳送到地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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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進行接地時， 

日華牧師提醒：必須留意接地與身體的部位是否合適， 

因為，有些部位的皮膚組織會比較脆弱和敏感， 

例如：手腕、手背、頸部或是腰部等， 

這些部位都集結於較多神經線的位置，因此較為脆弱和敏感。 

 

因著「尖端放電」的緣故， 

電子以一點尖端與上述部位的皮膚細胞進行電子交換， 

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遇到如此大量的電子在該位置穿過， 

對於那顆細胞的細胞壁而言，皮膚便需要承擔額外的電子負荷，從而造成一種破壞， 

所以，皮膚細胞的抵抗力亦因此而變弱。 

 

當使用的時間長了，將會極容易導致這些部位的皮膚出現敏感、發紅、痕癢、刺痛， 

或是輕微炙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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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上述的情況，方法非常簡單。 

 

第一種方法： 

進行接地時，盡量避免以一點尖端，或是利用面積較細小的皮膚接地， 

例如：手鐲、金鍊、頸鍊或腳鐲等，因為這些物件與身體的接觸面非常狹小。 

有見及此，藉著接地枕頭套、接地膠墊、接地床墊等， 

又或是一些面積較大的啫喱貼，以及其他面積較大的接地媒介，都是最理想的工具。 

 

 

 

第二種方法： 

就是藉著身體皮膚較不易受傷的部位，例如：手掌及腳板底等， 

因為，這些位置對電的敏感度不會太高， 

因此，過往推廣接地的機構， 

大多鼓勵人們透過腳板底來作為日常接地的媒介， 

這樣，就能夠輕易避免出現皮膚敏感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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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總結感言 

在今日這篇信息裡，有兩點關於 Webbot 的預測，我覺得需要補充的。 

 

第一點，關於經濟上。 

按著 Webbot 所說的市場、金融市場， 

全世界的人民根本圍繞著全部金融市場變動， 

然後才導致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等地有這些現象。 

 

在這些現象裡，似乎我們要理解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就是現在，我們可以假設一件事， 

當年 1929 年至 1930 年一直持續的經濟崩潰，其實只是一個綵排而已。 

 

 

 

現在我們所見，這次在今年 2015 年至 2016 年開始發生的經濟崩潰、金融崩潰，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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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按著 Freemason 而言，他們要預備敵基督出來， 

換句話說，現在我們所見他們做的事情，會比 1929 年更為劇烈， 

這是 Webbot 不斷重複提到的事情，今次的經濟崩潰會嚴重過 1929 年的十倍。 

 

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我們所說金融體制的變動， 

按著「玫瑰園計劃」，十王早已預知在 5 月，由中國的金融市場開始， 

雖然是中國主導，但香港可說是首先出現這個經濟現象， 

我們開始研究「天馬座行動」的時候，發現這個事實， 

甚至在今年 5 月的時候，真的在我們眼前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是一個陷阱，就是導致全世界都要在短時間內用 666 系統。 

 

 

 

譬如，現在變成荒場的大馬士革， 

無論歐洲共同體，或俄羅斯與美國、英國間敵對， 

在 28 年前，我們分享時，已經如此， 

那時所有這些國家，已經擁有自己的立場， 

只是，當時大馬色，即大馬士革，還沒有變成荒場。 

現在我們親眼看見，這事情也發生了， 

這是《聖經》所言的 Marker（先兆標記），第三次世界大戰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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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現在看見所有事情在今年加劇， 

正正是今年的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的時候開始發生的話， 

我們便知道，現時這個金融爆破： 

 

第一，它的速度爆破、它的嚴重爆破，會比 1929 年更快、更嚴重的話， 

我們可以預知，這就是我們很早分享過的， 

世上一定會有一個全世界性經濟爆破，人們才會用 666 系統。 

 

當然，一般牧師和報道新聞的人不會想到，他們還差很遠才想到這事情。 

但是，我們在很早期經已說 Bitcoin 就是這系統， 

並且，在這些爆破中，Bitcoin 一定會冒升。 

你看見，兩者是否很急劇演變？ 

 

所以，有需要指出，今年的經濟爆破是一個陷阱， 

因它會比 1929 年更加戲劇性， 

它的橫行現象，更使人以為「見底」這種羊群心態更加劇烈， 

並且，必定會有很多被收買的人站出來說「見底了、見底了」。 

 

 

 

因為，如果當你能憑空製造一個黑洞，去吃掉全球的經濟。 

吃掉一個國家，不如吃掉十個；既然吃掉十個，不如吃掉一百個； 

吃了一百個，不如吃掉全世界的經濟，使他們掉進這個黑洞裡，從而毀滅他們。 



20151108   www.ziondaily.com 
 

 
 60 

既然在 1929 年至 1930 已經做了一次綵排， 

我們常常說「Drill」（綵排），美國很喜歡製造「Drill」，這便來一次， 

在 1929 年至 1930 年是一次綵排，但今次是真正的。 

 

 

 

所以，我們已看見 1929 年那年的現象很誇張地發生， 

我預測，這現象會更加劇烈地出現，因它會給予很多人希望。 

 

他們是會這樣說，但事實總歸事實， 

無論在亞洲區，如馬來西亞、中國這些地方， 

她們的經濟大部分是依靠出口。 

例如中國輸出成品，今年全部跌了；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輸出的原料，今年也全部跌了， 

這已顯示經濟崩潰已出現，但實際情況，是比想像中更加嚴重。 

 

我們今天看見股票市場仍有上上落落， 

原因是量化寛鬆，不斷將美元投入市場，目的是有意使它爆破，使很多人湧進去。 

 

之前一批有錢的人，他們虧了，現有是騙第二批人，將錢投入去， 

這批人在下一次如梯級的跌下去後，再騙下一批， 

讓每一批人，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期望， 

認為今次是賺錢時候，投進去賺錢，是賺十倍、五十倍的時間。 

 

我們將會看見這戲劇會急劇地，誇張地發生， 

因為，他們既然能用這方法，弄垮十個國家，不如弄垮全世界國家， 

這就是今次製造經濟泡沫的真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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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們所見，在香港，食肆少了一半人； 

在假期時，那些旅遊景點，也少了一半人，原因，經濟已開始衰退。 

 

 

 

但為何看見在股票市場，仍有熱錢湧入？ 

因為如日本、美國兩國的量化寛鬆政策， 

更不用說中國的情況，她印多少人民幣也沒有人知， 

因此，這次設計出來的黑洞，是為了製造 666 系統的前身。 

 

我們已看見這現象出現，它的嚴重性是「玫瑰園計劃」的級數， 

是已經預備了很多年的，是按年按月在指定地點發生，如我們曾提及的銀門， 

經濟系統的爆破，竟然是在香港這銀門開始，進入人類的經濟黑暗時期， 

預備敵基督出來的經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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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解碼系列：經濟崩潰與 666 系統 

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幾年間，已經從不同角度分享將要來臨的 666 經濟系統。 

 

隨著俄羅斯參與敘利亞攻打 ISIS，已經將要應驗《以賽亞書》裡， 

有關末後日子大馬士革成為荒場的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發生， 

那麼，666 系統的應驗，亦不再是遙遠的事情，而是已經近在咫尺。 

 

啟示錄 13 章 16-18 節：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

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

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2000 年前，當這段經文寫成的時候，汽車還未出現、電腦亦未出現， 

所有人也無法理解，有甚麼方法可以實現這節經文。 

但現時，當所有人都已經習慣使用電子貨幣， 

習慣使用八達通手錶、八達通頸鍊進行日常生活的各種交易活動時， 

於科技上，能夠將晶片植入人的右手或額上，早已經不是新聞， 

現時，香港所有犬隻，根據法例， 

都需要在出生後五個月，於後頸植入一粒如米般大小的晶片。 

 

明顯地，一個 2000 年歷史的預言如何應驗，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這意味著，《聖經》必然是超越時間的神所默示而寫成，無人可以推諉， 

因此，《啟示錄‧13 章》所記載的 666 系統，已經不再是會否應驗的問題， 

而是何時應驗、怎樣應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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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在此分析，當敵基督出來的時候，地球上所有人也會使用 666 系統， 

可是，全球使用統一貨幣，在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因每個國家也總有自己的貨幣，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以免自己全個國家被別人買走， 

因此，全球統一貨幣的產生，必然不是正常會出現的現象。 

 

就如 Freemason 帶領世界的方式，「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 

有朝一日，當全球最具信用的美金崩潰， 

就如美金一元鈔票早已帶出的信息，於 2016 年「鳳凰從灰燼中復活」的話， 

各國人民於經濟崩潰、各種天災、人禍，甚至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危難中。 

唯一的出路，就如歷史上所有經歷惡性通脹的國家一般， 

他們的政府，只能以發行新貨幣去重建經濟， 

亦因此，《啟示錄》的 666 系統必然是因著大災難和經濟大崩潰出現。 

 

當十王藉著《啟示錄》知道將來，最終是一個沒有未來的世界， 

並且，敵基督會因此掌權的話，十王所作的，就是一個一石二鳥的預備。 

一方面，明知有一天經濟會大崩潰，所有債務也歸零重新開始， 

那麼，他們就在崩潰之前，以量化寬鬆方式，製造出一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泡沫， 

無限量印製鈔票，購買所有預備災難的物品，  

將全世界所有資源一次過用盡，為大災難作出種種準備。 

事實上，於 2009 年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開始量化寬鬆措施，不斷開動印鈔機， 

可是，實質經濟，人民的購買力，根本從來沒有增長過。 

從近年波羅的海乾貨指數，我們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波羅的海乾貨指數，是指海上貨運的多少，包括各類工業原料的運輸， 

從而量度經濟實質是繁榮還是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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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上升，代表貨運增多，經濟需求增加， 

相反，指數下跌，代表貨運減少，經濟需求放緩。 

波羅的海乾貨指數，自 2008 年創下 11,793 點的歷史新高後， 

隨即一路狂跌，跌幅高達 95%。 

 

 

 

今年 2 月，曾經跌至 554 點，追平了近 30 年的新低記錄， 

這證明實體經濟已退回 30 年前的水平。 

 

因此，量化寬鬆所印製的鈔票，根本沒有流向人民的手裡消費， 

當實體經濟不斷收縮的同時，股票市場反而沒有下跌， 

這就代表所有金錢，都流到股票市場，讓這個泡沫吹得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Freemason 亦藉著 1929 至 1930 年的經濟大蕭條作為一次綵排， 

看看當一個歷時 10 年去鋪排的股票市場、經濟市場崩潰，實質上會怎樣演變。 

歷史讓我們知道，下跌方式就像樓梯級一般， 

大跌之後，橫行一段，再大跌之後，再橫行一段， 

指數反覆向下，直至下跌超過 9 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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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今次迎來 666 系統的世界性經濟崩潰， 

將會比 1929 年的經濟崩潰更為劇烈，亦更為戲劇性， 

就是樓梯級式的下跌當中，大跌後，不只是橫行，甚至微升， 

製造人為的入市訊號，讓更多人以為跌勢已經終止，可以買入。 

 

藉著這個陷阱，最終令更加多人於這次崩潰中，損失所有金錢，不得不放棄現有的系統， 

亦讓 Freemason 可以於這次大跌市中取回最多金錢， 

而當崩潰到底的時候，亦是 666 系統推出的時間。 

 

第二點，Webbot 提及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對於我們而言，我們像是夾在兩件事情的中間， 

因中國西北部將出現一個龐大地震，導致上千萬計的人撤離。 

 

 

 

很大機會，於莫斯科附近，會出現一個人類歷史當中從來未遇過的大地震， 

這是《聖經》亦有記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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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當地球上一旦發生地震的話，另一面也會一樣發生同級數的地震， 

這是一直常有的現象，所以，地球的斷層，可說是真的不會停止。 

 

但若然，按著 Webbot 說，如果中國西北部真的有這樣級數的地震， 

導致中國要撤離那麼多人的話； 

另一方面，我們這一面的東岸，東南面全部也發生海嘯的話， 

那麼，我們真的是夾在中間。所以，教會現在會一直留意兩者的次序。 

 

 

 

因為最恐怖就是：如果首先發生海嘯，再發生地震的話，不就是很慘？ 



20151108   www.ziondaily.com 
 

 
 67 

海嘯發生的時候，你慌忙地趕上內地逃避這個海嘯，以為能倖免於難， 

但怎料上到內地卻又遇上地震，又不能折返，那麼真是很恐怖。 

 

 

 

其實，早兩年我們上西安的時候，曾遇上四川大地震， 

那時，我們在西安區域都感受到震動，水電供應都被中斷。 

 

所以，今次在次序上，當然最好先是中國西北部發生了地震，待所有事情塵埃落定， 

當政府處理好停電、停水的問題，東南面才發生海嘯， 

我們便可以慢慢走上去，那麼兩個災難都能避開，不是嗎？ 

所以，要視乎這兩者的先後次序， 

因為這兩者都是 Webbot 的預測，將會在這 12 個月內發生。 

 

那麼，我們會密切留意兩者的先後次序， 

因為，一個是《聖經》所記載的，只不過 Webbot 印證， 

而現在，那一定是與大馬色、大馬士革變成荒場，與俄羅斯一直攻打至哥蘭高地有關， 

並且，如果它真的如此打下來的話，在 24、48 小時之內便會發生地震， 

因為這就是「48 小時審判」，既然俄羅斯要滅以色列， 

那麼神便滅了莫斯科，就是這麼簡單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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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ISIS 中東戰事：俄機空難事件及戰事每週更新 

2015 年 10 月 31 日，俄羅斯科加雷姆航空 9268 號班機， 

發生嚴重空難事件，機上 224 人全部罹難。 

 

 

 

該航班原計劃由埃及沙姆沙伊赫飛往俄羅斯聖彼得堡， 

起飛 23 分鐘後從雷達顯示屏上消失，經證實墜毀於西奈半島中部阿里什。 

事後已經找回飛機黑匣，這次空難為俄羅斯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中東伊斯蘭國 ISIS 在事件發生後，向公眾稱使用導彈擊落了飛機，但遭俄埃官方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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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客機隸屬俄羅斯科加雷姆航空， 

於 1997 年 5 月 9 日首飛，機齡為 18 年的空中巴士 A321-231 型客機， 

事件發生後，埃及北西奈省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俄羅斯總統普京向遇難者表示哀悼，宣佈成立調查委員會， 

將 2015 年 11 月 1 日定為全國哀悼日，以悼念這次空難的遇難者。 

 

另一方面，由於敘利亞戰火不斷，令無辜小孩飽受戰爭摧殘， 

駐英國的敘利亞人權監察組織在上星期表示， 

政府軍和俄羅斯在過去 24 小時於阿勒頗發動的空襲， 

已造成最少 64 人死亡，當中包括 28 名兒童， 

該人權監察組織指出，行動擊中阿勒頗市及阿勒頗省內多個城鎮及村莊。 

 

而有關中東難民方面，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UNHCR）上周一表示， 

上月共有逾 21.8 萬名難民經地中海進入歐洲， 

是歷來人數最多的一個月，甚至比去年全年總數還要多。 

 

公署表示，近 22 萬名難民中，其中 21 萬多人是由土耳其經海路進入希臘， 

直至上月 29 日為止，則有 8129 人由北非抵達意大利， 

公署估計，今年將有逾 60 萬人橫越地中海進入歐洲， 

去年循此途徑進入歐洲的難民則約有 21.6 萬。 

 

隨著美俄雙方在中東消滅 ISIS 的戰事中，不斷角力並升溫， 

兩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機會越來越高， 

究竟會否發展成《聖經‧以西結書》所預言， 

俄羅斯帶著盟國一同攻打以色列，而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日華牧師指出，這極可能是第四獸的十王，有意引動俄羅斯攻打以色列！ 

因為，他們絕對清楚 48 小時審判的原則，十王似乎預知俄羅斯將會背叛他們， 

若果在未來，於短時間之內出現所有基督徒被提的事件， 

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因為基督徒人數眾多，國力必然會隨著被提事件而削弱。 

 

相反，由於俄羅斯曾經被無神論的共產黨統治長達 70 年， 

國內的基督徒人數可謂寥寥可數，所以被提發生後， 

俄國的國力仍然保持的話，就能夠成為敵基督的最大助力，甚至稱霸世界， 

在七年大災難初期，已經將以色列毀滅了。 

 

所以，這極可能是十王的計劃，趕在被提前及早引動俄羅斯攻打以色列， 

借助神的手以 48 小時審判的方式，把俄羅斯和她的盟國一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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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好像日華牧師在 28 年前的主日信息「天國比喻」中所預測， 

神藉一個超級大地震，把俄羅斯所有地下核彈全部引爆， 

令俄羅斯在一日之間滅國，這樣就可以削弱被提後的敵基督勢力。 

 

所以，按著「48 小時審判」的原理，我們能夠預計出來， 

但問題是，另一面的海嘯便不能夠預計， 

因此，弟兄姊妹要預備，教會隨時都會公布，讓你知道教會對這件事件的估計。 

 

所以，最後我想每個人跟三個人說：「我們會隨時儆醒預備作戰的！」 

 

 

 

感謝神！如果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