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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227 主日分享 

Part 1 前言 
現在的分享模式會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需要一百位弟兄姊妹的協助，用不同圖片、影片的方式來解

釋深奧的信息內容。並且在以後的主日，無論規模有多大，有多少堂也可以承擔，因為只是播放影

片。所以，以後的主日會把超過五小時的分享，濃縮為一小時四十五分鐘。 
 
「2012」是一套重要的信息，與每一個人也有關，因為會講及美國的前途，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 

 
相信大家聽完之後，所有人對生命和現實的看法也會改變。雖然，外邦人希望能逃過災禍，但作為

基督徒，面對七年大災難，基本上，無人能逃避，但最重要的是神掌管一切，神亦會在災難中保護

基督徒。 
 
重溫Simpsons code於這 14 天應驗了的部分 
1. 粟米片或麥片被污染： 
 粟米片被重金屬所污染，甚至有鐵粉出現，這絕對不正常，因吃後對人體有害。原先預備下年

才向傳媒公開的事件，但原來現在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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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25 日空氣傳染 

在 12 月 10 是至 25 日的變種和空氣傳播，原來不是一個宣佈，而是一種手段。 

      
就是藉著世界各地，飛機低飛噴灑有毒物質來製造人造瘟疫，甚至有「白砂雨」（white sand rain）
落下。 

      
 

從互聯網上的資訊得知，原來現在已經開始實行。甚至有惡化跡象，在這幾天多了幾倍。 
跟據烏克蘭及波蘭的經驗，噴灑後 7 至 14 天人們就開始發病，病毒也開始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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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trails site 
http://mirrors.wordsforgood.org/educate-yourself.org/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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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變壞，美金變成廢紙 
 下年美國經濟變壞，最終美金變成廢紙。 

 
在未發生以前，很多美國的大企業將會倒閉，其中包括 70 間銀行。現在已宣佈來年倒閉的大型企業，

包括全美第二大電子產品賣場 Circuit City（電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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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Depot、 

      
 
Max Factor（蜜絲佛陀）、 

 

 
Kodak（柯達菲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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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B 汽車公司。 

  

 
雖然只係估計，但如果只是上述任何一點有 50%發生的話，已經不能輕視，因為對人們的影響很大，

可能比二次大戰更可怕。 

 
作為一位基督徒，在這個時刻，要知道將來所發生的事，有些資訊，例如蜜蜂滅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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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面對饑荒，如果我們能有所準備，便不會成為別人的負累，反而成為救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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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Simpsons code 
Simpsons code 提供的資訊，能夠幫助我們知道 Freemason 下一步的工作，讓我們能有所準備。 

 
因此，學習正確的解讀是重要的。因為到現在為止，光明會是以 Simpsons code 作為通知的媒介。 
 
作為基督徒，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禱告和宣告，並要作出警告。由於情況十分嚴重，所以，未發生

事件之前就要反應。正如拆彈專家，就算在十次當中，未必每次都真的有炸彈，但他們仍然會十分

認真地處理，並且，別人也不會罵他們這樣做是過份緊張，因為這牽涉多人的生命。但唯獨褻慢人

會取笑，因他們不會負責任。 

 
 
Video – WW3 Prediction （v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Hh6ywAk1d0 
 
正如「911 襲擊」，Freemason 重複又重複地用一些符號來提醒其會員，讓他們的會員能夠避開。甚

至有些人說，在烏克蘭進行空中噴灑前，已有人提醒美國國民要關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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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會之末世終局 
Illuminati Endgame 

之末日製造 
Apocalypse Made 

日期: 2009 年 10 月 18 曰 
Date: 18th, Oct, 2009 

As was explained in the youtube video “the Simpsons code”, the illuminate are planning an apocalypse.  
The Christmas terrorist attacks are the first stage to creating World War 3. This catastrophic event of a 
global nuclear war will likely begin between 16th to 20thFebruary, 2010. Why do I think this……… 
 
如在 Youtube 影片「阿森一族密碼」中所解釋， 
光明會正在計劃世界末日。 
聖誕節的攻擊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這災難性的全球核戰很可能在 2010 年 2 月 16 至 20 日開始。 
為何我會這樣想呢…… 
 
……because of this Smiley Face symbol. 
I will explain why… 
Some claim the Smiley was created around December 1963 for a subsidiary company by Harvey Ball.  
This is a half truth. 
The Smiley is an ancient symbol that has been used by the occult for centuries. 
It originally looked like this…. 
 
……因為這個「哈哈笑」標誌，我將會作出解釋…… 
有人說哈哈笑是哈維‧鮑爾在 1963 年 12 月為一間分公司所設計的， 
這只是事實的一半。 
哈哈笑是被玄學家採用了數百年的一個古老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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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初是這樣的…… 
 
The Smiley represents a planetary conjunction between Venus and Jupiter.  
This conjunction above the crescent moon gives the appearance of a smiley face. 
The modern Smiley is just this ancient symbol with a Sun symbol behind it. 
 
哈哈笑代表金星和木星之間的行星結合， 
它們在一彎新月之上結合看起來像一個笑臉， 
這現代版本的哈哈笑，只是把一個太陽標誌放在這古老標誌之後。 
 
The Sun symbol represents light（illuminati reference）. 
Satanic cults are very ritualistic and will coordinate sacrifices like clockwork. 
Most of these sacrifices line up with pagan and Christian holidays, full moons/new moons, Halloween 
etc… 
 
太陽標誌代表光（光明會標記），撒但異教徒非常奉行儀式，往往按照指定時間獻祭。大多數的獻祭

都跟隨異教徒及基督徒的節日，例如滿月和新月、萬聖節等時間而安排。 
 
Planetary conjunctions are relatively rare events. Especially ones involving such a close encounter between 
Venus and Jupiter. 
A similar close conjunction between Venus and Jupiter occurred in June of 2 B.C.,  
And some scholars have connected the event with the Christian nativity story.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ree kings in the East were alerted to the birth of Jesus and led toward Bethlehem 
by a superbright star a celestial phenomenon that could be explained by two planets tightly grouped in the 
sky. 
The genesis of satanic rituals is based upon a reversing of catholic rituals. 
They are a mixture of the profane of the holy. 
The meaning of this Smiley planetary conjunction between Venus and Jupiter is reversed by Satanists to 
signify the coming of the anti-Christ. 
（Whether you believe this is irrelevant. What matters is that Satanists believe this.） 
 
行星結合是較為罕有的事件， 
尤其是涉及金星和木星之間近距離的相遇。 
一個類似有關金星和木星的結合曾在公元前 2 世紀 6 月時發生。 
有些學者把這事件和主耶穌降生連繫一起， 
根據《聖經》記載，三個東方的王被一顆超光亮的星吸引， 
以致他們注意到主耶穌的降生及被引領到伯利恆， 
這天象可以被解釋為兩顆行星緊密聯合在一起。 
撒但教的儀式往往源於把基督教的儀式倒轉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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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是褻瀆神聖的混合物， 
這個哈哈笑式的金星和木星的結合， 
被撒但教徒倒轉過來解釋為敵基督將要到來的標誌。 
 （你相信與否沒有關係，最重要是撒但教徒相信這事。） 
 

 
Smiley Face Murders 
The Smiley Face gang has committed 40 murders in 11 states.  
They leave a smiley face near the scene of the murder. 
This adds to the evidence of the Smiley being used satanically. 
 
哈哈笑臉兇殺案 
哈哈笑幫在十一個州犯了四十宗謀殺案， 
他們在犯案現場附近留下了哈哈笑標誌， 
這成為哈哈笑被邪惡地運用更有力的證據。 

 
The Smiley appeared in the movie “Watchmen”. 
Notice on the poster there is a falling man. 
 
哈哈笑標誌在電影《保衛奇俠》內出現， 
注意在海報中有一個正在墮下的男人。 
 

 
In the beginning of “Watchmen”, just before one of the characters called “The comedian” is thrown out a 
window and falls to his death, a drop of his blood lands on the Smiley badge he is wearing. 
“Love forgive me” 
 
影片開始時，在劇中的人物「小丑」被拋出窗外跌死之前， 
他的一滴血液落在他所佩戴的哈哈笑徵章上。 
「愛饒恕我」。 
 

 
The line of red blood crossing over the Smiley’s left eye is mimicking a clock face at five minutes to 
midnight. 
The Doomsday clock is a symbolic clock face 
That uses the analogy of the human species being at a time that is “minutes to midnight” 
Wherein midnight represents catastrophic destruction or global nuclea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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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劃過哈哈笑左眼的血線，在模仿一個還有五分鐘就到午夜的鐘面。 
末世之鐘是一個具象徵性的鐘面， 
這象徵人類正處於還有數分鐘便到午夜的光景。 
午夜代表災難性毀滅或全球性的核子戰爭。 

 
“Move the Doomsday clock up to five minutes until midnight” 
“Destruction by nuclear war” 
把末世之鐘調教到還有五分鐘就到午夜， 
因核子戰爭而毀滅。 

 
Five minutes to midnight on a Smiley face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representing the beginning of a global 
nuclear war on the Smiley conjunction of Venus and Jupiter （Feb 16-20, 2010）. 
 
在一個哈哈笑臉上還有五分鐘就到午夜可以被解釋為： 
就在金星和木星結合的時刻，一個全球性的核子戰爭開始。 
（2010 年 2 月 16 至 20 日） 

 
Episode 17 of season 20 of “The Simpsons” titled “The Good, the Sad, and the Drugly” also featured a 
Smiley face. 
Lisa discovers on the internet that the world is going to end, 
So she takes anti-depressants.  
 
在《阿森一族》第 20 季第 17 集名為「好的、壞的及吸毒者」同樣出現哈哈笑臉。 
麗莎在互聯網上發現世界將要終結， 
因此她服了抗抑鬱藥， 
她跟著在幻覺中見到哈哈笑。 

 
 
“What was Springfield be like in 50 years, let’s see what the computer says, oh my God” 
“World war over” 
“Last drop of oil” 
 
「究竟春田市在 50 年後會變成怎樣呢？」 
「讓我看看電腦怎麽說。」 
「噢！我的天！」 
「世界大戰結束。」 
「最後一滴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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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movie “Smiley face” this Smiley symbol is also featured. 
The “Smiley Face” movie was produced by a company called “First Look Pictures”. 
The logo for the company first shows light,  
Then an eye （illuminati reference）. 
 
在電影《哈哈笑臉》中也出現這個哈哈笑標誌， 
電影《哈哈笑臉》是一間名為「首眼影業公司」所製作的。 
這公司的標誌首先出現光線， 
接著是一隻眼睛（光明會標記）。 
 
There is a scene in the movie where the main character draws a Smiley face in the sky. 
The Smiley face then turns into a skull （death）. 
Coincidence? 
 
影片中有一幕主角在天空上劃了一個哈哈笑臉， 
這哈哈笑臉接著轉變成了一個骷髏頭（代表死亡）， 
這是純屬巧合嗎？ 
 

 
“Hello there Smiley” 
「你好，哈哈笑。」 
“Hello Jane” 
「你好，珍妮。」 
 

 
Also in the movie there is a scene where one of the characters is writing down some numbers. 
On the page is shown Feb 20,  
Then across from it is 322. 
322 is the number for the Skull and Bones. 
322 is the inverse number of 666. 
The 20th of Feb. 2010 is when the Smiley planetary conjunction is taking place. 
 
同樣在片中有一幕，其中一個角色寫下了一些數字， 
在這頁寫的是 2 月 20 日， 
在這對面是 322。 
322 是骷髏骨會的數字， 
322 是 666 的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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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年 2 月 20 日就是哈哈笑行星結合發生的時候。 

 
I have a strong suspicion where these nuclear bombs are hidden in America. 
Like everything else the illuminati does, 
They are out on the open in plain sight. 
Could they be in water towers that have Smiley faces painted on them? 
 
我有一個強烈的懷疑，究竟這些核子彈藏在美國那一處。 
就像光明會所做的其它事情， 
它們都在顯眼的地方， 
它們有可能在塗上哈哈笑臉的水塔內嗎？ 

 
Here are some suspected locations……. 
這些是其中一些可疑地點…… 
 
愛荷華州的亞代爾。 
Iowa, Adair 
地址：愛荷華州，亞代爾，希爾克雷斯特街 
Address: Hillcrest St., Adair, IA 
方向：在亞代爾 I-80 東可看到 76 出口，能到市鎮。 
Directions: Visible from I-80 east of Adair. Exit 76 into town 
 
威斯康辛州的老鷹。 
Wisconsin, Eagle 
地址：威斯康辛州，老鷹  
Address: Eagle, WI 
方向：在州際公路 67 及 59 交滙處的西北方。 
Directions: Northwest side of the intersection of Hwys 67 and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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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利諾州的亞特蘭大 
Illinois, Atlanta 
地址：伊利諾州，亞特蘭大，南街 
Address:South St., Atlanta, IL 
方向：1-55，140 出口。州際公路 25 號往西，進入城繼續直行往南街。 
Directions:  1-55 exit 140. Drive west on Hwy 25 into town, and continue straight on South St. 
 
伊利諾州的卡柳梅特城 
Illinois, Calumet City 
地址：伊利諾州，卡柳梅特城 
Address: Calumet City, IL 
方向：由 1-94 北面可看到，可能近州際公路 83 及普拉斯基路。 
Directions: Visible in the north distance from 1-94. Probably near Hwy 83 and Pulaski Road. 
 
伊利諾州的馬坎達 
Illinois, Makanda 
地址：伊利諾州，馬坎達 
Address: Makanda, IL 
方向：在 US 51，卡本代爾南面 
Directions: On US 51, south of Carbondale 
 
伊利諾州的湯馬士波魯 
Illinois, Thomasboro 
地址：伊利諾州，蘭圖爾 
Address: Rantoul, IL 
方向：1-57 東面出口 
Directions: East of 1-57, exit  
蘭圖爾北面 250 號 
250 north of Rantoul. 
 
伊利諾州的瓦瑟卡 
Illinois, Watseka 
地址：伊利諾州，瓦瑟卡 
Address: Watseka, IL 
方向：瓦瑟卡西面數里，在 US 州際公路 24 號 1-57 的東面。 
Directions: Some miles West of Watseka, Just east of 1-57 at US Hw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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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納州的阿什利 
Indiana, Ashley 
地址：印第安納州，阿什利 
Address: Ashley, IN 
方向：眺望州際公路 69 號。 
Directions: Overlooking interstate 69. 
 
密西根州的果港 
Michigan, Fruitport 
地址：密西根州，果港，航空公路 6435 號 
Address: 6435 Airline Hwy, Fruitport, MI 
方向：庇鄰航空公路 6435 號，聯合大廈中心。 
Directions：Adjacent to United Building Centers, 6435 Airline Hwy. 
 
密西根州的法城 
Michigan, Flushing 
地址：密西根州，法城，法城路 
Address: Flushing Road, Flushing, MI 
 
密西根州的米靈頓 
Michigan, Millington 
地址：密西根州，米靈頓 
Address: Millington MI 
方向：M-15 之北面。 
Directions: North side of M-15 
 
密西根州的鐵木 
Michigan, Ironwood 
在鎮東面之邊沿 
On the eastern edge of town. 
從 US2 東行可看見，在遠方的山頂上。 
Visible from eastbound US 2, at the top of a distant hill. 
 
密西根州的韋斯特布蘭奇 
Michigan, West Branch 
「面帶微笑的城市」 
“City with a Smile.”  
經典的黃色哈哈笑水塔 
由當地推動者拉爾夫「哈哈笑先生」所推動。 



1227 主日分享 
 

 
 36

（可能是撒但教徒） 
A classic yellow smiley water tower, 
Promoted by local booster Ralph “Mr. Smiley” Steinhauser. 
（Likely Satanist） 
 
密西根州的韋爾斯 
Michigan, Wells 
座落於密西根湖北岸的一個小鎮，在安息墳塲的東南方。 
A small town near north shore of Lake Michigan. 
East and south of the Gardens of Rest cemetery, 
約在 M-35/US-2 東面兩個街區（向著湖） N19th 街 
About two blocks east of M-35/US-2 （towards the lake）. N. 19th St. 
 
明尼蘇達州的懷特公園 
Minnesota, Waite Park 
地址：明尼蘇達州，懷特公園 
Address: Waite Park, MN 
方向：西第 15 街西南面 
Directions: West 15th Street SW. 
 
明尼蘇達州的春季公園 
Minnesota, Spring Park 
 
明尼蘇達州的自由港 
Minnesota, Freeport 
地址：明尼蘇達州，自由港 
Address: Freeport, MN 
方向：從 I-94 可看到。 
Directions: Visible from I-94 
 
新澤西州的長港 
New Jersey, Longport 
地址：新澤西州，長港，第 31 街北 
Address: North 31st Street, Longport, NJ 
方向：林蔭大道的西北面，第 31 街北。 
Directions: North 31st Street, NW of Bl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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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達科塔州的格蘭福克 
North Dakota, Grand Forks 
地址：北達科塔州，格蘭福克 
Address: Grand Forks, ND 
方向：東面 140 號，I-29 出口 
Directions: I-29 exit 140 east. 
在南華盛頓及底馬斯之角落，第 5 大道南的北面 
Corner of S Washington and Demers, just north of 5th Avenue S. 
 
德克蕯斯州的史密斯維爾 
Texas, Smithville 
由 US-71 近史密斯維爾入 FM153 東，水塔距城市範圍 7 里。 
正在 FM-2104 及 FM-153 之岔口。 
From US-71 near Smithville, take FM-153 East, the tower is 7 miles from the city limits, right at the fork of 
FM-2104 and FM-153. 
 
印第安納州的馬克爾 
Indiana, Markle 
地址：印第安納州，馬克爾 
Address: Markle, IN 
方向：US 224 路線 
Directions: US Route 224 
 
威斯康辛州的奧康托科斯 
Wisconsin, Oconto Falls 
地址：威斯康辛州，奧康托科斯，積遜街 
Address: Jackson Street, Oconto Falls, WI 
方向：約在 US141 格林貝以北 25 里，繼在 22 號公路往西 5 里。 
高原路東南面，櫻桃徑西面積遜街盡頭。 
Directions: Around 25 miles north of Green Bay on US  141, then west five miles on Hwy 22. 
South of E. Highland Drive, west of Cherry Avenue, at the end of Jackson Street. 
 
加利福尼亞州的坎爾 
California, Helm 
地址：加利福尼亞州，塞爾馬 
Address: Selma, AL 
（辛普勞公司，在漢福德及 5 號公路之間南科羅拉多大道 12688 號） 
（Simplot JR Company, between Hanford and Hwy 5. 12688 S Colorado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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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卡羅來納州的洛利（如在「阿森一族密碼」中所示） 
North Carolina, Raleigh （As shown in “the Simpsons code”） 
地址：北卡羅來納州，洛利 
Address: Raleigh, NC 
方向：三角路延伸到 US70 近機場。 
Directions: Triangle Drive off US 70 near the airport 
（沒有相片） 
（NO PHOTO） 
 
內布拉斯加的阿克斯特爾 
Nebraska, Axtell 
地址：內布拉斯加，阿克斯特爾，23 公路，1044 號 
Address: 1044 23 Rd., Axtell, NE 
方向：貝斯佩奇 
Directions: Bethpage 
從 6 號及 34 號公路均可看到北面幾個街區後進入大路 
Mission, visible from Hwys 6 and 34. Take the main road a couple blocks north.   
 
內布拉斯加的吉本也有一座哈哈笑水塔。 
Nebraska, Gibbon also has a Smiley water tower. 
（沒有相片） 
（NO PHOTO） 
 
奧克拉荷馬州的摩爾 
Oklahoma, Moore. 
奧克拉荷馬城南面，從 I-35 左面可以看見。 
South of Oklahoma City, visible from I-35 on the left. 
（沒有相片） 
（NO PHOTO） 
 
南卡羅來納州的哥倫比亞 
South Carolina, Columbia 
哥倫比亞城的廢水處理場有一座塗上哈哈笑圓形藍色的儲水缸 
The city of Columbia’s water treatment facility has a round blue water tank that has a smiley painted. 
從 1-77/126 旁路可看到 
Visible from the I-77/126 bypass. 
（沒有相片） 
（NO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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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達科他州的布里頓 
地址：南達科他州，布里頓 
South Dakota, Britton 
Address: Briton, SD 
方向：黄色的水塔上以哈哈笑的形狀寫上「歡迎來到布里頓」。 
Directions: The words “Welcome to Britton” on a yellow water tower are in the shape of a smiley face. 
（沒有相片） 
（NO PHOTO） 
 
阿拉巴馬州的塞爾馬 
Alabama, Selma 
城市水塔，塗上哈哈笑臉。 
City water tower, painted with a smiley face. 
 

 
如你個人認識一些在警隊服務的人士，請他們去檢查一下這些水塔（在有支援的情况下）。 
 
一旦光明會發現我已經發佈這 Youtube 影片，他們很可能會把核彈移走。如果我是你，我會盡快行

動。在這裡，作者呼籲警方去調查這些襲擊行動。基督徒，不應恥笑，更不應等到發生事時才做。 
我們也有自己的角色，去提醒群眾查這些事件，有時，已經可以停止這些攻擊，不要等到事情發生

後才做。 
 
End of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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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光明會控制的世界，詩篇 110 及 Web Bot 
 
現在是複雜的情況。在政府裡有三班人： 

 
90%是好人，所以 Freemason 要欺騙他們，才可以控制他們。再加上製造危機，讓他們出師有名，為

他們賣命。 
 

 
少數是影子政府，敬拜撒但，成就敵基督。但當中，再有一小部分是 Rephaim，是墮落天使與人所

誕生的族類。政府會聽他們話，因為他們會說自己是創造者。 

 

 
甚至他們宣稱宗教是由他們開始，主耶穌亦可能是 Rephaim。天主教會及很多人會承認他們，一個

大迷惑將發生。到災中，墮落大使會下來，進行迷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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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一百一十篇一至三節： 
「耶和華對我主說：『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力

的杖來；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當你掌權的日子，你的民要以聖潔的妝飾為衣，甘心犧牲自己；你

的民多如清晨的甘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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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星期前見到這個預言在我們當中應驗。人被喚醒來到教會。同樣，「甘心犧牲自己」是基督徒在今

年面對的。 

 

 
詩篇 一百一十篇四至七節： 
「耶和華起了誓，決不後悔，說：你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在你右邊的主，當他發怒

的日子，必打傷列王。他要在列邦中刑罰惡人，屍首就遍滿各處；他要在許多國中打破仇敵的頭。 
他要喝路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頭來。」 
 
《詩篇》超過一百年是準確的，今年亦如是，但今年並不是和平年，因為屍首將要遍滿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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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沒有 Simpsons code，今年仍是動盪的一年。當研究馬雅年曆， 

 

 
原來三千年前已預言，在 1999 年千年蟲儲糧的人，能在這個年代行在神計劃當中及成為掌管者。 
 
再者，Webbot 證明今年是動盪的一年。Webbot 建基於原來人能預知未來。 

 

 
1976 年 Dr. Kornhuber 實驗發現，原來人類在必要時能預知 1.5 秒的將來，原因是神經線與觀感需要

1.5 秒來反應，所以，需要預知 1.5 秒才能變成即時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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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實驗，Institute of Heartmath，Boulder Creek，California 的 Rollin McCraty，讓人觀看一些沒有

次序的相片，同時監察腦波反應。結果證明，人類能預知 5 秒後的相片，在 5 秒前已經有情緒上預

備。 

 

 
再進深一步，Princeton University 的 Roger John 博士做了一個實驗，所得出的結果，與中國易經的結

論，不謀而合。 
 
易經是改變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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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錢幣，是「公」還是「字」，成為不同的卦象。Roger 用電腦不依次序擲錢幣，理論上，應該會是

零、壹、零、壹而最終會是一條直線，但人類能用意念去改變或然率。 
 
再進一步，在 60 個不同地方，用不同電腦擲錢幣。1997 年 9 月 6 日，或然率突然傾向一邊， 
原因是全球人士也觀看戴安娜王妃的喪禮。 
 

 
腦波對生命的傾向突然傾向一邊，影響現實。 
 
又再進一步，2001 年 9 月 11 日，「911 事件」之前 4 小時，或然率又突然間傾向一邊，但當時，「911
事件」還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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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另一次 2004 年 12 月最後一個星期，或然率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度，24 小時後，就發生南亞海嘯，

死了 30 萬人。 

 

 
所以，人的預知可以是 24 小時。Webbot 就是 1990 年所發展的程式，尋找整個網上所有的資訊，開

始時是用來預測股市升跌，但後來，發展到能夠預測很多事情。 
 
例如，2001 年 6 月，Webbot 預測 69 日內有世界性恐慌，就是「911 事件」。2003 年美國軍部發生慘

劇，十幾日後哥倫比亞號發生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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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紐約大停電、2005 年大　風和 2004 年海嘯等。甚至尋找出美國副總統走火打傷。當時事件

還未發生，原來，是副總統走火射傷朋友。今年 12 月，Webbot 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公佈以

後未必能夠出下一份報告。 
 
事實上，人有預知的能力。正如《易經》及馬雅年曆講及 2012 年 12 月 21 日是人類意識的終結。 
就算未必全部應驗，但已經學到寶貴的功課。人類對現實、未來的認識已經不一樣。 
 
但跟據這些權威資訊所講，在 2012 前，如果人類不預備的話，只會受虧損，因為生命是脆弱的！ 
就算預備千年蟲十次，只有一次遇上，但你卻因沒有預備而離世，你所節省的時間，又是否能令你

賺取生命？ 
 
再者，在天上，神會獎賞你，在地上，人會讚賞你。正如約瑟一樣，他的異夢成為纏累，但最終讓

他成為宰相。例如，北韓將貨幣貶值，頭十萬，一百兌一，之後，一千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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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菲律賓、台灣和日本也在面對災害。 
 
end of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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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儆醒 
所以，《聖經》提醒我們要儆醒，儆醒的代價是什麼？ 
 

 

 
儆醒是守夜的人，在過程中，如果無事發生，或者是無聊和浪費的。但守衛正是為到十年一遇有賊

的日子而預備的。所以，在互動的世界中，正是有人儆醒，所以世界才平安。唯有那些懦夫的基督

徒，才會認為儆醒沒有用。在天上會知道，歷代基督徒的儆醒所帶來的功效。 
 
我用一個例子來說明我們要有的心態﹕ 
1941 年 12 月 7 日，我們知道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日子，在這日子之前，美國知道日本必會攻打他

們，很多人很想知道日本會做什麼，用什麼方法和在那裡攻打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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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來在 17 年前，一個叫 Billy Mitchell 的軍人，  
 

 
 
他不是一位普通軍人，他是一位將軍，一位傳奇人物，他發明了 B-25 轟炸機，這種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轟炸機（B25 Mitchell bomber），在二次大戰廣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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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早知道日本會做的事情，並寫了一本 133 頁的書，清楚明確地寫了日本會襲擊的地方是珍珠港， 
時間會是 1941 年 12 月 7 日早上的 7:30。結果，日本真的在當天早上 7:55 襲擊。他也講到在同日，

菲律賓在早上 10: 40 會受到襲擊，結果當天的 12:35 菲律賓確是受到襲擊。 

 

 
但卻沒人相信，還被美國恥笑。我相信，被美國人取笑，對 Billy Mitchell 不是最大的傷害。真正被

傷害的，是那些沒聽警告而死的人。因為不是要爭辯那一個是對還是錯，Billy Mitchell 所做的是要

救人的性命！ 
 
同樣，在一系列 2012 這信息中，我會用很多個案和不能推翻的例子來證明 2012 是被人隱瞞，這或

許會變成其他人的笑柄，而消息全被保密。因為他們沒有從神的角度分析，沒有答案。其實，就算

用人的角度分析，當 planet X 前來的時候，神會保護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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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這信息中會有不同題目，包括﹕金字塔、麥田圈、時間空間的分別、馬雅年曆和古文明等等。 

      
 

 

 
為的就是「預告」將要發生的事。而讓我們能夠有答案： 
  
「我們要變成一個得勝的基督徒，帶著聖經答案的基督徒。」 
正如知道病，就知道神的醫治。甚至《詩篇》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神能審判，同時亦能保護我們。 
作為基督徒，我們不應把頭埋在沙土裡。 
更不應成為褻慢者。 
 
end of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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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下期預告：三個傳奇：三個方舟、三個約櫃 
3 Ark = 3 Ark of Covenant  
 

 

 
分享其他題目之前，先要知道神是誰，誰掌管明天和神的權能是何等的大。 
 
摩西的方舟、挪亞方舟和摩西建的約櫃能解開千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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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亞當到挪亞頭十個人的名字 
舉例：我們先講挪亞的傳奇。《創世記‧五章》講及挪亞的族譜， 
 
五章一至三節： 
「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當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著自己的樣式造的，並且造男造女。在他們被造的

日子，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亞當活到一百三十歲，生了一個兒子，形像樣式和自己相

似，就給他起名叫塞特。」 
 
由亞當到挪亞這十個名字已經有一個意思。當中每個名字都有特定的意思，而我們將所有名字的意

思合起來，就成為﹕ 
Adam 亞當 means Man 人 
Seth 塞特 means Appointed 被指定 
Enosh 以挪士 means Mortal 終將死亡 
Cainan 該南 means Sorrow 悲哀 
Mahalalel 瑪勒列 means The Blessed God 祝福的神 
Jared 雅列 means Shall come down 將下來 
Enoch 以諾 means Teaching 教導 
Methuselah 瑪土撒拉 means His death shall bring 祂的死亡 
Lamech 拉麥 means The Despairing 絕望 
and the word Noah 挪亞 means Rest or Comfort 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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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段變成： 
「人被指定終將死亡和悲哀，祝福的神將下來教導，他的死亡將為絕望帶來安息。」 

 
 
 
end of 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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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真知識 
三個約櫃指向神給人的千古之謎。Freemason 如果知道這個謎，他們便會知道主耶穌才是真神。因他

們亦曾經從這方面想尋找過，但最終尋不著。 
 
人類從神秘主義當中尋找真知識。尋找過程中，透過不同的學問為手段，透過化學、物理學、數學、

天文學、地理學、考古學去尋找。 
 
在歷史上，牛頓亦嘗試透過這些科學去尋找真知識。牛頓所寫有關神學的書多過他寫的科學書三倍。 
 

 

 
人希望透過真知識得到方向、希望和生命的意義。他從真知識中找到的碎件，變成了今天的科學， 
因而出現了化學、地理、物理、力學等，這都是由宗教中開始的。而柏拉圖及蘇格拉底都同意，原

來人類最大的發明，都是來自發現。 

      

 
因為最偉大的真知識已經存在，只要被發掘。所有學問其實都來自神秘主義，所有科學都來自尋找

宗教過程。例如 chemistry 是來自煉金術 alch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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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最終人類本末倒置了，追尋這些碎件而否定了起初的實質，這就是追尋真知識背後的神。 
 
人類由零開始，再次尋找真知識。而其中一次失去就在巴別塔。猶太人相信，就算現在經過巴別塔

的遺址，也會使人失去記憶。 

 

 
Freemason 的 logo，圓規與角尺，亦是顯示他們希望從天文及地理尋找真知識，尋找誰創造整個世界。 
 

 

 
1657 年一位學者 Robert Turner 出了一本書，名叫 Ars No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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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影響後世，只是因為他明白所羅門的一個禱告。 
 

 
 
又例如在 12 及 13 世紀，有一班住在法國及西班牙的猶太學者，他們相信除所羅門之外，連摩西也

知到真知識。而這個思想亦影響了牛頓，引發他的研究。 
 

 
所以，在最末後日子，天上是唱摩西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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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錄 十五章三節：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說：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或作：國）

之王啊，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雖然牛頓是偉大的科學家，解釋了時間、空間、地心吸力和光的秘密，但是，有很多研究牛頓的傳

記作家都相信，牛頓最終都無辦法找到他所追尋的真知識。下一篇就會分享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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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亦是神去禁止我們找到真知識的，因為人的犯罪正是因尋找分辯善惡樹的知識而導致的。 
 
因為這是神對人的考試。考試是為了測試人是否有真材實料。參考答案只可以用來在考試後核對自

己的答案是否正確。但墮落天使用這些答案去試探人，讓他們不選擇生命樹。他們害了夏娃，害了

馬雅人，亦害了示拿人。 
 
而最後，真知識確實地存藏在地理當中。古建築也是建造在幾個地方當中。而秘密就隱藏在三個約

櫃和聖殿當中。從這個地方開始，可以知道神是誰？神掌管的程度？神怎樣看美國？2012 有甚麼事

發生？神怎樣看麥田圈和人類的價值。 最後我們會知道，現在是一個特別的時代！ 

      

 



1227 主日分享 
 

 
 65

 

End of part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