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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8 月 23 日分享 

第一章：8 月 4 日 Webbot 有關市場的預測 

1） 沒有了自由市場 

2） 中國股災與 1929 年美國股市大崩潰 

3） 中國股票市場大混亂 

4） 凍結資金 

5） 保值的心 

6） 九月將有連續三星期出現經濟問題 

7） 銀的峰值出現 

8） 人們恐慌得一定要購買能保值的物品 

9） 脫離社會文化的人們開始出現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Webbot 應驗篇（中國經濟動盪篇） 

日華牧師早於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信息第 8 篇」中， 

經已按著 Webbot 的資訊率先警告，踏入今年 5 月至 6 月， 

中國股市將會爆破，甚至影響全球經濟。 

 

日華牧師發出警告一個多月後，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國股市出現 25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大暴跌。 

數星期內，中國股市蒸發超過 24.4 萬億元人民幣，折合超過 30 萬億港元， 

深圳、上海兩個股票市場，超過一半上市公司，達 1,429 間公司集體申請停牌。 

其中，7 月 8 日當天共 660 間公司停牌，暫停股票交易，躲避股災， 

截至 8 月 7 日，一個多月後，上海股票市場有 88 間公司仍然停牌，  

深圳股票市場則更多，仍然有 311 間公司繼續停牌，合共約 400 間公司停牌超過一個月。 

 

縱然自 6 月起，中國政府史無前例累積投放數萬億元人民幣救市， 

但中國股市仍然如同日華牧師的預告般持續崩潰。 

 

上海綜合指數由 6 月 12 日高位 5,178 點，大幅下跌，7 月最低跌至 3,373 點，跌幅接近 35%。 

截至 2015 年 8 月 3 日，上海綜合指數收報 3,622.9 點，累積跌幅仍然超過 30%， 

由於股票市場崩潰的情況未有緩和的趨勢，  

中國政府除了投放數萬億元人民幣救市之外，更在 7 月 10 日採取暴力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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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高調帶隊到中國證監會調查所謂「惡意沽空」， 

為中國股市 25 年歷史上，首次作出如此重大的市場干預。 

全國公安機關借打擊證券期貨違法犯罪活動為名，阻嚇股民只准買入股票，不准沽貨， 

並對所有沽盤的人士，都以「惡意沽空」股票為理由， 

展開調查、依法處理，一律當作不法分子處理，以達致所謂「全力維護資本市場正常秩序」。 

公安部表示「惡意沽空」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年。 

8 月 7 日，證監會表示，會繼續堅決加大打擊內幕交易的力度， 

為抑制過度交易，並且加大異常交易行為的監管力度， 

以達致所謂「維護市場正常秩序」。 

 

7 月後，已有 28 家公司公告表示，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數字超過今年上半年總和， 

調查範圍包括：資訊披露違法違規、違規減持股份，以及高頻短線交易。 

 

另外，截至 8 月 3 日，深圳上海兩個交易所，已對 34 個證券交易帳戶採取限制交易措施。 

中國證監會要求香港與新加坡的外資和中資證券交易商提交股票交易記錄， 

將調查行動拓展至海外司法轄區，追查早前所有「惡意沽空」A 股的行動， 

外界普遍稱此舉為「秋後算帳」。 

 

新聞片段： 

滬深交易所已對 34 個證券交易帳戶採取限制交易措施。 

中證監負責人接受內地報章訪問時指，在內地股市初步企穩， 

但情緒較為敏感情況和一些帳戶的異常交易行為與程式交易風險疊加下，嚴重影響市場穩定。 

為維護市場秩序，滬深交易所已分兩批對 34 個證券交易帳戶採取限制交易措施。 

內地傳媒報道指，由中信證券旗下中信聯創與美國大型對沖基金 CITADEL 合資成立的司度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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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4 個被限制交易的帳戶之一，市場出現了中信證券與國際對沖基金沽空 A 股聲音。 

中信証券表示，已轉讓司度貿易股權，並且從未介入營運管理，而 CITADEL 確認脹戶被限制交易。 

另外，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指，中證監要求香港與新加坡的外資和中資證券交易商提交股票交易紀錄， 

將追查惡意沽空 A 股的行動拓展至到海外司法轄區。 

 

新聞片段： 

滬深兩地交易所即日起禁止借貨沽空即日帄倉。投資者頇在下一個交易日才可買回股票帄倉。 

中信証券等最少五家券商即日起暫停所有相關業務。有分析師指出，措施對穩定市場實際作用有限。 

內地監管部門繼續出手，企圖堵塞任何有機會令到大市波動的漏洞。 

滬深交易所更改融券，即借貨沽空的交易細則。由 T+0 轉為 T+1，沽空不可買賣即日鮮， 

頇在下一個交易日才可買回股票帄倉，跟現貨市場看齊。 

深圳交易所指出，措施防止部分投資者利用借貨沽空方法進行即日鮮， 

因這個做法增加股價異常波幅，影響市場穩定，措施即時令部分券商頇即時公布全面暫停融券業務。 

中信証券透過客戶軟件發布公告指，為配合深交所緊急修改交易規則，以控制風險， 

即日起暫停融券交易。而華泰及長城證券亦同樣宣布暫停。 

 

中國股市的混亂情況，實在完全驚人地準確應驗 5 月時 Webbot 的預測。 

 

除此之外，2015 年 8 月 7 日，Webbot 創辦人 Clif High 再以錄音分享， 

預告在 8 月，中國人民幣匯率將會貶值，隨後立即嚴重影響全球經濟， 

當事件應驗發生之後，中國大媽便會前往外國搶購金、銀和珠寶等保值資產， 

繼而導致所有實貨金銀皆被搶購一空。  

 

當 8 月 7 日 Webbot 發布後， 

在沒有任何先兆下，香港時間 8 月 11 日，中國人行突然宣布將人民幣匯率貶值， 

事件正如 Webbot 所預測，完全應驗。 

人民幣出乎意料地大幅貶值，三天總貶值幅度達到 4.4％，為幾十年來最大跌幅。 

 

人民幣連續第三天貶值，為全球市場帶來極大動盪，貶值壓力的「洪水」破閘而出， 

使全球金融市場混亂，拖累其他亞洲貨幣一同下跌至多年的最低點。 

事件完全應驗 Webbot 預測，中國股市及經濟將會持續惡化， 

這個八月份更會被稱為「不幸的八月」。 

 

除此之外，在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信息第 8 篇」中， 

日華牧師經已警告，6 月份中國股市將會出現崩潰， 

中國政府縱使努力救市，但仍然於事無補， 

結果，中國政府逼不得已公佈黃金庫存量， 

於是，人們才驚覺中國擁有的黃金數量，遠比一般估算分析的還要多， 

事件將會引發各國搶購金銀的熱潮，導致金銀價格狂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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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現在將要進入 5 月，我們會看見在 5 月會出現很大的動盪， 

在 5 月、6 月的時候，他覺得會出現一件嚴重的事情， 

它說，股票市場會動盪至一個程度，會看到中國的股票市場會瘋狂下跌，瘋狂地下跌！ 

跌至一個程度，出現恐慌至一個程度， 

政府要介入，促使中國要公布，讓全世界人知道她有多少黃金， 

因她公布黃金的數量，遠遠超乎全世界人的估計， 

導致全世界所有賣黃金的地方，在幾天之內，被搶購一空！ 

 

2015 年 7 月 17 日晚間，正因為中國股市持續性崩盤，中國繼 6 年前於 2009 年公布黃金庫存量後，

再次不尋常地對外公布：截至 2015 年 6 月底，他們的黃金儲備為 5,331 萬盎司（1,658 噸）。 

6 年內，較上次 2009 年時的 3,389 萬盎司（1,054 噸），竟然增長 57%達 604 噸。 

 

然而，事情並未尌此完結， 

不足一個月後 ── 8 月 14 日，如日華牧師所預告， 

中國政府在 29 天裡面，竟然異常地兩度公布黃金庫存量。 

中國在 7 月裡，額外再增加黃金儲備 61 萬安士（折合 19 噸黃金）， 

合共擁有約 1,677 噸黃金儲備，為連續 2 個月增加行動，消息令市場感到驚訝。 

 

倫敦黃金交易商 Sharps Pixley Ltd.的行政總裁羅斯諾曼（Ross Norman）表示， 

多數分析師預期下一份公佈的報告，大約需要約 5 年時間， 

然而，是次事件竟然發生在僅僅 29 天之後。 

 

事實上，正如 Webbot 所預告， 

踏入 2015 年 8 月，世界各地都會出現銀幣和銀條短缺， 

世界前三大礦業生產國，宣佈必頇減產 34％， 

由於世界上 70％白銀的開採，是其他金屬採礦的副產品， 

所以白銀已經迅速成為一種稀缺的產品。 

 

著名美國鑄幣廠（The US Mint）於 7 月 7 日和 8 月 3 日，已經兩次宣佈減少分配， 

全部現有的鷹揚銀幣存貨已經售罄，實物銀幣現時經已缺貨。 

 

8 月 17 日，按資料顯示， 

兩星期前，美國鑄幣局再度生產 140 萬安士鷹揚銀幣， 

但於一個星期內，存貨只剩下 100 萬安士。 

與此同時，美國鑄幣局對外配額供應亦再度減少， 

看來，採購生產鷹揚銀幣的原料經已極端困難。 

 

加拿大皇家鑄幣廠（The Royal Canadian Mint）已經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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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發售 1 安士楓葉銀幣， 

他們於生產 10 盎司銀條方面，更出現嚴重問題。 

 

著名的 Sunshine Mint 一安士銀章，所有經銷商和分銷商的新訂單， 

都需要延遲發貨 9 星期，約在十月底才可以供應， 

全美國第三大美國銀幣批發商和經銷商，21 個貴金屬倉庫經已全部清空。 

 

在 8 月 15 日至 17 日的 48 小時內，全美國所有在網上銷售銀幣的批發商， 

幾乎都將所有銀幣售出。 

著名 Johnson Matthey 銀條亦已經售罄。 

事實上，香港一些實銀售賣店，部分貨品經已缺貨（out of stock）、暫時售罄或下架了。 

 

事件完全應驗日華牧師所預告， 

當中國股市爆破之後，白銀將會被搶購一空，所有白銀產品都出現短缺。 

 

另一方面，在 2015 年 8 月 2 日，「天馬座行動信息第 21 篇」， 

日華牧師引述 Webbot 預測，八月開始，中國政府會派出解放軍到國外， 

肅清內部及國外的貪官，並凍結他們的財產。 

 

主日片段： 

所以，其實 Webbot 自己也發現，現時 Webbot 的準確性，進入了非常瘋狂的程度。 

事實上，它在 7 月 13 號講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他發現，這些事情是必定會發生的，所以，他盡快在消息還未消化前， 

把這些資料，把這些會出現的字眼發佈出來。 

 

我接下來講的這些資料，不是很多點，但它們是一定會出現的！ 

要麼出現在現實世界，要麼在全世界的驚惶討論當中，會出現這幾個很大的題目。 

 

第一，中國的股市進入 7 月底至 8 月後，會進入「不幸的 8 月」， 

進入 8、9 月時，我們會慢慢開始看見，中國會凍結人民的財產、資產， 

透過解放軍在中國內部肅清所有貪官，凍結他們的財產，並且拘捕他們。 

他提到很多關於解放軍的工作， 

甚至到了一個程度，人們開始發覺，外國的經濟都受影響了， 

因為中國的解放軍，居然走到外國凍結那些貪官在海外的戶口， 

這樣，這個金融變動，便會根基性地變成一個全球性的金融變動，影響全世界。 

 

結果，15 天之後，2015 年 8 月 17 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 

美國國務院已向中國官員發出警告，指有中國特工和公安部臥底在美國活動， 

逼使逃犯返回中國的行動亦必頇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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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這段時間，正如日華牧師所預告， 

北京發起全球性追捕逃犯的「獵狐」行動， 

通緝及遣返貪污和涉及其他不法行為的人士，並且起回不法資金。 

據報「獵狐」行動主要追捕目標，是在逃的貪官及經濟犯罪人員， 

他們軟硬兼施，恐嚇不法人士的家屬，逼逃犯返回中國， 

有關活動近月愈演愈烈，美國國務院已向中國官員發出警告，要求停止有關活動。 

 

 

 

情況正如日華牧師所預告，踏入八月開始， 

中國政府史無前例地派出解放軍到國外，肅清及凍結貪官的財產。 

 

無庸置疑，「2012 榮耀盼望」信息極具前瞻性， 

在沒有任何先兆之下，驚人地準確預告經濟動盪的每項細節，並且完全應驗。 

 

事實上，日華牧師對於經濟及財富投資已極具前瞻性， 

早於 2003 年 3 月 2 日「摩西詵篇第 454 篇」，他經已按著神所給予的智慧， 

開始在主日信息詳盡研究「亞伯拉罕經濟系統」。 

 

從《聖經》原則詳盡分析和教導，屬乎基督徒應有的經濟智慧、投資理財、 

財富增長和企業管理的智慧。 

當年，日華牧師更教導股神巴菲特所奉行的「價值投資」， 

教導基督徒應該離開所有投機性股票買賣和衍生工具。 

持著「價值投資」的原則，仔細尋找極具「價值」的企業作為投資儲蓄， 

最終尌可以得到可觀的回報，使財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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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3 年 3 月 2 日至 4 月 6 日，一連 6 星期以上， 

日華牧師在「亞伯拉罕經濟系統」主日信息裡面， 

極具前瞻性地詳盡分析和研究海爾公司卓越的企業管理模式， 

教導其潛藏的「內在價值」，完全符合股神巴菲特「價值投資」的各種條件。 

 

 

 

甚至，當年 2003 年 3 月，海爾電器公司（上市編號 1169.HK）仍是每股約港幣$0.18 時， 

已經分析及預告它的股價必然會倍升。 

經歷過往多次環球金融的變動、2008 年金融海嘯的股災等等， 

縱然海爾電器公司股價如其他股票一樣有上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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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經過策略上十合一的股價調整， 

但是，歷史和現實已經向我們證明， 

日華牧師在經濟和投資上都是極具前瞻性，並且完全正確。 

 

正如日華牧師所分析，海爾電器公司潛藏很高的「內在價值」， 

自從 2008 年金融海嘯之後，股價隨即很快步入升軌，收復過往失地。 

 

 

 

甚至，股價由 2003 年 3 月每股約港幣$0.18，十合一後即$1.8，一直不斷攀升， 

踏入今年 2015 年 4 月 14 日，海爾電器公司更創出$25.9 的歷史高位。 

 

對比 2003 年以股價十合一後即$1.8（讀：一元八毫）計算，股價升超過 14 倍， 

換句話說：若 2003 年時投資 10 萬元，今年已經倍增最高至 140 多萬元。 

12 年間，海爾電器公司的股價，能夠從種種環球經濟動盪的影響下，仍然能夠升值超過 14 倍。 

 

這足以證明日華牧師於 12 年前， 

已經有著一貫對事物分析的準確性和前瞻性，準確預示世界的趨勢和走向。 

只不過，大家或許有所不知， 

12 年前，當日華牧師以「價值投資」的原則分析及預告︰ 

海爾電器公司的股價必定會倍升的時候， 

不少離開錫安教會的壞學生， 

12 年來，一直盲目地，不斷以極為無知的理解能力， 

在傳媒面前和眾多網絡帄台上，如瘋狗一樣批評日華牧師對海爾公司的分析和預測， 

認為日華牧師的預測是錯誤，完全沒有理據。 

他們總是以一般短視、投機炒賣、輸掉身家的小股民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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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批評跟隨教會教導投資海爾股票，連累他們輸了錢。 

但是，這群無知、短視的壞學生， 

只要完全依足日華牧師所教導的「價值投資」原則， 

踏入 2015 年，他們已經可以沾到錫安教會的祝福， 

賺取這 14 倍的利潤，發了達。 

 

明顯，對於這群沒有理性分析、不看事實、口沒遮攔、喪心病狂的壞學生， 

只能夠認定他們是福薄的一群，不單在世的日子無法得著富足， 

尌是連「永生、救恩」的資格都失去。 

 

相對地，此時此刻與錫安教會一同成長、隨從神帶領的弟兄姊妹， 

踏入 2015 年，神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和「玫瑰園計劃」， 

不斷印證及顯示錫安教會的時代性身分。 

 

確實，我們尌是真命天子，是神親自命定、選召和塑造的一群神的長子， 

以一日也沒有偏差地，承繼神給予歷代歷世以來最終的祝福！ 

 

第一章：8 月 4 日 Webbot 有關市場的預測 

在此，我相信大家已經留意到， 

從今年年初至今，無論是金融、局勢或每一個轉變都極為急劇， 

而且，每個轉變都按著我們所預知的發生了。 

 

大家已經看了 8 月 8 日的應驗篇，從中已看到一個事實： 

尌是我在年初已經說了，Webbot 的準確度非常驚人，它應該經過眾多的改良， 

導致它能準確地解讀金融的情況。 

 

當然，關於天氣上，因屬於大範圍及地區性，所以，它未能仔細地解讀， 

但明顯地，它對預測金融和經濟市場的變動有很大的躍進。 

甚至乎，現在我們已看見， 

它在五月時的預測，皆全指向香港和中國，這兩處地方可謂首當其衝， 

例如，它提到，8 月 8 日，整個 8 月份將會是中國人遭遇不幸命運的月份， 

現在，將完結 8 月了，相信大家已經親眼看到。 

 

當我錄影這篇信息時，是於 8 月 14 日的淩晨時分， 

大家都看見，現時中國股市的變動簡直是瘋狂，導致人們對股市失去信心， 

你曾看過，有哪個自由市場的國家， 

會命令軍隊禁止人民沽空股票，即使虧蝕，也要人民獨力承受呢？ 

因此，以現時這個情況，是完全按照 Webbot 的預測發生，並且是非常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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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準確度，亦按照 Webbot 所言， 

代表著那嚴重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發生， 

所以，這裡所說事件發生的步驟， 

我們應該仔細理解，因為我相信， 

普世間唯有我們這所教會，才已經預備好去解讀接下來發生的事， 

以及能夠預計事件發生的幅度。 

 

今年，我們都會親眼見到事件發生的幅度， 

開始如我們在 2013 年所預測的一模一樣， 

當中不同事件發生的幅度、次序，事件發生的地方以及所影響到的貴金屬， 

每一樣都很準確，因為當中的時間的確是摺疊了。 

 

然而，除了事件發生的幅度是一樣之外，另一樣事情是十分感謝主的， 

尌是事件發生的速度慢，即是所有事件的發生， 

尌像以慢鏡頭看「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一樣。 

 

影片：2013 年「全球性海岸線事件」與金銀暴升 

早在 2012 年 6 月 16 日，Webbot 創辦人 Clif High 以錄音分享， 

印證 The Farsight Institute 20 位遙視者所發佈， 

在 2013 年 6 月 1 日前，將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Webbot 在更早之前的數據中，已顯示了全球的海邊城市將會受災， 

出現比南亞大海嘯更嚴重的災難，死亡人數更驚達 12 億 8 千 9 百萬人， 

而且，有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字眼，早在 2003 年 Webbot 的數據中經已出現。 

 

接著，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及 12 月 31 日，Webbot 持續發佈的預測中，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影響全球海岸城市， 

包括歐洲、美國東西兩岸、印度洋沿岸，及亞洲區沿岸等等， 

這些地區大部分將會沉浸在洪水和海洋底下。 

至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前，世界上將會出現種種不同的先兆標記（Markers）。 

 

縱使，The Farsight Institute 預告在 2013 年 6 月 1 日前的日子已過，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亦未有如期發生， 

但是，2013 年 6 月 1 日後，Webbot 的數劇預測仍然持續顯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要隨時發生。 

 

並且，最令人震驚的尌是，從 2014 年開始，Webbot 陸續有數據顯示， 

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死亡人數將會由 12 億 8 千 9 百萬人， 

持續累積至 28 億人，甚至最終會高達 30 億人。 

 

有見及此，錫安教會在 2014 年 5 月 18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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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製作了一本「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預測總表」，詳盡列出各種先兆標記， 

大家可以登入 2014 年 5 月 23 日錫安日報網頁， 

「2012 榮耀盼望 vol. 223」的主日信息文章， 

下載「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預測總表 PDF 版」。 

 

 

 

事實上，在過往兩、三年裡，在未有任何跡象和先兆下，  

Webbot 都經已在各種事件未應驗發生前，先聲奪人地作出詳盡預告， 

指出這些都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前的眾多 Markers， 

甚至於過往三年裡面，這些 Markers 都經已驚人地逐一應驗。 

 

其中，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預測總表」的第 42 點： 

2012 年 9 月 Webbot 數據顯示，將要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期間，美國加州將成為重災區。 

當中會出現一位十分健碩的亞裔摔角手，成為救災英雄，幫助其他人求生。 

 

 

 

原來，Webbot 數據顯示，這是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其中一個先兆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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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件卻完全應驗在一套今年上映的電影， 

尌是 2015 年 5 月 28 日於全球首播的電影《加州大地震》“San Andreas”， 

在香港的首播時間為 6 月 4 日。 

電影正式開始拍攝的日期，是上年 2014 年 4 月 22 日， 

換言之，是 2012 年 9 月 Webbot 發布預測後的 19 個月，才正式開始拍攝。 

 

而片中的英雄，是於 2013 年 10 月才定案， 

由狄維‧莊遜（Dwayne Johnson）飾演男主角， 

他不單是一位著名美國演員，也是一名身材魁梧的亞裔職業摔角手。 

 

 

 

尌如 2012 年 9 月 Webbot 數據所顯示， 

在影片中，成為在美國加州大地震中救災英雄的 Dwayne Johnson， 

不單身材健碩，亦是他幫助其他人求生。 

 

在 2012 年 9 月，Webbot 竟然能夠準確預視「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期間的背景， 

尌是 2015 年上映的電影《加州大地震》。 

的確，Webbot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先兆標記的預測， 

已經一個接一個準確應驗了。 

 

此外，在 2013 年，綜合 Webbot 關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其中一個終極先兆標記， 

尌是金銀價格急升，之後的 15 至 20 天，尌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屆時人們可能只有不足 15 天的撤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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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5 年 5 月之後，Webbot 所預告關於中國股災、人民幣貶值和經濟動盪的預測， 

亦相繼驚人地準確應驗了。 

接著 Webbot 亦預告，金銀價格將會狂升，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會大灑金錢， 

將國內外所有實貨金銀搶購一空。 

事件甚至導致售賣實貨金銀的商店，因金銀原料和產品缺貨，而倒閉結業。 

踏入 2015 年 8 月，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搶購實金和實銀的情況已經出現。 

 

2015 年 7 月 17 日，中國對外公佈，截至 2015 年 6 月底， 

他們的黃金儲備為 5331 萬安士（1,658 噸）， 

較上次 2009 年公佈時的 3389 萬安士（1,054 噸），6 年內增長 57%達 604 噸。 

不足 29 天之後，於 8 月 14 日，中國再度公佈黃金庫存量， 

中國單單在 7 月，已經額外再增 61 萬安士（折合 19 噸黃金）黃金儲備，合共擁有約 1,677 噸。 

 

並且，中國大媽亦應驗 Webbot 的預測， 

出動搶購金銀，並投資於金條和銀條，使金銀產品斷貨。 

 

除此之外，踏入 2015 年 8 月，全球多個網上實銀售賣商店， 

大量白銀產品亦經已出現異常缺貨（out of stock）、暫時售罄或將貨品下架了。 

情況完全吻合應驗 Webbot 預測。 

 

接下來，當金銀價格狂升，尌是 Webbot 所預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終極先兆標記應驗的時候， 

屆時人們只有不足 15 天通知及撤離海岸城市。 

作為有智慧的基督徒，此時此刻，應該率先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預備和部署， 

尤其是作出經濟和購置白銀方面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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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次我特別在這裡加插一篇信息， 

分享在 8 月 4 日（星期二）發佈的最新一份 Webbot 報告， 

以及 8 月 7 日所發佈的答問篇（Q&A）， 

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資料，都是需要即時跟大家分享的， 

免得事件發生尌已經太遲。 

 

這份 Webbot 裡所指事件發生的時間，正正尌是這篇信息播出的時間， 

所以，大家將會看到未來十多天會有很大的變動， 

並且我們在這段時間裡，要懂得如何應對，如此，對我們來說這才是祝褔。 

 

在這篇共 25 頁的 Webbot 中， 

我特意先分享第 16 頁有關「經濟市場」的部分，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關於文化或是政治變動，都會因為經濟市場而受影響， 

再加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及天氣都會急劇地影響民生， 

因此，我先從「經濟市場」分享，並且以此作為重點去看。 

 

1）沒有了自由市場 

它提及，關於經濟市場的，尌是在第 16 頁裡面。 

第一點，我們現時必頇要知道的是， 

Webbot 的 data（數據）顯示沒有了自由市場， 

現在，我們看到真正的自由市場，是灰色地帶的市場。 

 

而唯一的自由市場尌是我們所指的 Bitcoin， 

從 Bitcoin 將會反映出全球經濟崩潰的現象。 

當 Bitcoin 不斷飊升時，全球的財富已經出現振動。 

 

 

 

當 Bitcoin 飊升時，我們便會看到一個自由的市場， 

原來 Bitcoin 和其他數碼貨幣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市場， 

即是一些加密（encrypt）了的數碼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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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股災與 1929 年美國股市大崩潰 

它提及，現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股災，與 1929 年的股市非常相似。 

 

 

 

影片：1929 年股災與日後影響 

1929 年於美國所發生的超級股災， 

常被視為美國有歷史以來，最嚴重、影響最深遠的股災。 

 

1920 年代，世界剛經歷完首次全球性的戰爭， 

尌是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各國經濟因這次世界大戰而崩潰。 

 

而美國由於位處北美，可以倖免於難，加上，於戰爭後期才參戰， 

所以，國土並沒有因戰爭而被破壞， 

因此，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快速發展，甚至已勝過歐洲諸國， 

可說是經濟最繁榮和富庹的國家。 

 

1920 年代，歷史上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同時間，金融產業發展，人們也將金錢投入股票市場， 

甚至，以大量槓桿方式買入股票， 

因為於 1920 年代，美國經歷十年的經濟繁榮，導致股票市場像是只升不跌一般。 

 

道瓊斯工業帄均指數，由 1921 年開始的 75 點，升到 1929 年頂峰時的 381 點，升幅為五倍， 

這是一個足以讓人瘋狂的數字， 

因為，這相等於公司的帄均年增長率，高達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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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耶魯大學的著名經濟學教授 Irving Fisher， 

於 1929 年 10 月 21 日說︰「股票價格已漲至，看起來像是永久的高原。」 

“Stock prices have reached what looks like a permanently high plateau.”  

 

 

 

但當然，這句說話令他賠上了財富和名聲， 

因為在三日之後 ── 1929 年 10 月 24 日， 

股市於毫無先兆下，突然大幅下跌，歷史上稱為「黑色星期四」。 

其後，10 月 28 日星期一，道瓊斯工業帄均指數下跌 38.33 點， 

跌幅為 13%，歷史上，稱為「黑色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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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以香港股市現時約 24,000 點為例，如果要下跌 13%，即 3,120 點。 

到 10 月 29 日星期二，跌幅加劇，指數進一步下跌 30 點，即 12%，至 230 點。 

因此，亦被稱為「黑色星期二」。 

 

 

 

如果以香港股市為例，即再下跌 3,000 點。 

指數拾級以下，到 11 月 13 日，下跌至低位 198 點， 

對比最高位而言，一個月內已下跌約 50%，消失了 300 億美元的財富， 

亦相等於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開支。 

 

 

 

其後，雖然逐步回升， 

至下一年，1930 年 4 月 17 日，曾升至 294 點高位， 

但其後，又繼續下滑， 

因此，這次反彈，被稱為「死貓反彈」（Dead Cat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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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三年後，1932 年 7 月 8 日，股市才跌至真正的低點，41.22 點， 

與高位比較，即下跌 89%。 

 

 

 

如以香港股市為例，下跌 89%， 

即等於由 24,000 點，一直下跌至 2,640 點。 

所以，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股災。 

 

股災所波及，不單是金融股市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陷入崩潰的連鎖反應， 

全美 25000 間銀行，有半數倒閉； 

購買力消失，出現大量過剩產品； 

工廠關門、工人失業，造成大量貧窮人口， 

當時，全美失業人口達一千五百萬人，佔全體勞動力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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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經濟崩潰的情況，甚至由美國蔓延至歐洲各國， 

受創最重的是向美國借貸最多的德國和英國。 

 

1932 年，德國失業人口高達六百萬人，佔勞動人口 25％， 

因此，間接促成了往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YouTube 影片： 

On October 29, 1929, reality finally caught up with the stock market and what went up came crashing back 

down. 

1929 年 10 月 29 日，經濟崩潰最終觸及股票市場，導致泡沫爆破。 

 

Panicked investors sold 16 million shares in a single day –many for just pennies a share. 

驚惶的投資者在一日之間拋售了 1 千 6 百萬股，許多股票價格跌至數便士。 

 

Millions of other stocks went unsold entirely on that afternoon known as Black Tuesday. 

數百萬的股票在整個午市無人問津，當日被稱為黑色星期二。 

 

In just a matter of hours the stock prices took such a nosedive that any gains mad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vanished. 

股票價格在短短數小時內暴跌，瞬間蒸發了上年度的收益。 

 

The market’s collapse was the most distressing downturn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市場崩盤成了紐約證券交易所史上最慘痛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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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distressing, in fact, a number of investors committed suicide rather than face financial ruin. 

市場慘況令一些受不了經濟打擊的投資者自殺。 

 

Many key industries were struggling even before Black Tuesday. 

許多重點工業在黑色星期二之前已出現問題。 

 

Throughout the boom times of the roaring '20s, agriculture had been in a tailspin. The textile, steel, 

automobile and railroad industries were also beginning to feel the pinch. 

在 20 年代經濟起飛期間，農業已經開始下滑，紡織、鋼鐵、汽車和鐵路等行業亦開始受壓。 

 

As the unemployment rate increased, most families bought even less. The gap between the handful of 

wealthy Americans and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got even wider. 

隨著失業率上升，大部分家庭消費減少，為數不多的美國富戶和帄民之間的貧富懸殊加劇。 

 

Even though, most Americans had not profited from the economic boom of the 1920s, they bought many 

exciting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during this era of unrestricted credit, living well beyond their means. 

大部分美國人並未實際受惠於 20 年代的經濟起飛，但他們卻大量購入和享用新興產品和服務，倚賴

無限的信貸額度來享受不配得的生活。 

 

The banking industry too was hard hit. Some banks had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stock market and helplessly 

stood by as that money vaporized into thin air. 

銀行業亦不能幸免，有銀行因大規模投資在股票市場，而眼巴巴地看著大量現金蒸發。 

 

As Americans began to realize the pitiful state of the troubled economy, many panicked and rushed to 

withdraw their savings from banks. 

當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經濟已步入衰退時，便惶恐地趕到銀行提出存款。 

 

Many banks simply couldn’t instantly produce the cash demanded and instead shut their doors, leaving 

depositors with nothing. 

大部分銀行因為沒有足夠現金供應，而選擇關閉，拒存戶於門外。 

 

Bank failures wiped out nearly 9 millio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659 banks were closed in 1929 and 

by 1933, one quarter of America’s banks had failed. 

截至 1933 年，全美共有四分一銀行倒閉，銀行倒閉導致近 9 百萬個存款帳戶被撇帳，1929 年共有

659 間銀行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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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Webbot 以 1929 年美國股災對比中國大跌市， 

並且，中國將主導全球經濟崩潰的話， 

香港的股市，如果亦如 Webbot 預測應驗，尌會由 24,000 點，跌至約 2,60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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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曾經在主日信息當中分享，現時我們所看見的大跌市， 

其實是 Freemason 透過眾多銀行家精心安排，一早預備好的計劃，到了特定時間尌會大跌。 

因此，過去幾年，陸續發生很多銀行家被殺人滅口的情況， 

因為，當整個計劃已經完成後，所有參與這個計劃的銀行家都會被殺， 

這尌是 Kill the Mechanic 的原理。 

 

股票市場的災禍，不論是短期（short term）的資料，和長期性（long term）的資料， 

包括 3 個月至 18 個月的資料，甚至一直看下去的兩三年， 

中國的股災會全面引發債務爆破，並全球債務爆破， 

即不單只是中國，而是全球性的。 

 

Webbot 猜測的時間是非常的合理和準確的， 

因為在 2014 年尾他已經不斷談及這個爆破， 

所以，在 2015 年 3 月的信息分享當中， 

我亦談及，他是連續數個月，不斷強調又強調， 

中國將有的股票爆破的時間和各樣發生的事情， 

實際上，是重複了很長時間，並且是很仔細的談及當中所出現的連鎖反應。 

 

他談及，現在我們所見的股票市場將會不斷下跌， 

我們現時所見的跌勢，其實仍算緩慢， 

他指出，接下來的跌勢，將會快得令人作嘔！ 

屆時，將會對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極大的破壞。 

 

 

 

3）中國股票市場大混亂 

Clif High 表示，在 9 月的首三個星期，中國股票市場將出現極大的混亂。 

他形容那群商家，為一群正在哭泣的小孩子， 

並跟隨著一個身受重傷、四肢脫骹、渾渾愕愕的女人。 

這尌是他們在那三星期的光境， 

調整期將於第四個星期展開，但這段時間仍會為普遍市民帶來災害， 

因為他們的資金將被連續凍結三星期，於是，便衍生出他提及的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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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凍結資金 

Chif High 表示，早於 2014 年 11 月，Webbot 已不斷浮現凍結資金的字眼， 

一直到 2015 年 6 月，Webbot 仍不斷強調凍結資金的現象勢必出現， 

它說出我們現時所見，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影片：歷史上的凍結資金 

2015 年 8 月 4 日的 Webbot 談及經濟市場的時候，  

主題環繞著 Coagulation「凝結」資金這個字眼。  

 

事實上，現今社會，各行各業尌像身體的不同器官，發揮著個別的功效，  

在互相合作、協調的情況下，為身體帶來最大的好處。  

而銀行協助資金的流動，尌好像血液一般，將必要的養份，供應給身體的不同部分。  

 

於實體經濟部分，  

例如當客戶向生產商落單訂一批貨品後，客戶給予部分訂金，  

但這訂金，並不足以支付整批貨品的成本價，  

所以，生產商會倚靠銀行所借出的資金，  

向供應商訂貨，支付工人薪金，維持廠房生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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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產品完成付運後，收回客戶的金錢，尌可以償還銀行的欠款， 

甚至，生產商亦可借助銀行的資金來擴展廠房，購買新機器等等。  

 

 

 

而於非實體經濟部分，  

例如，於股票市場，很多人也是以孖展方式買賣股票， 

這方式，尌是以手上的股票作為抵押，向銀行借錢購入更多股票， 

保證金的比例越低，槓桿倍數尌越高。  

 

其實，股票市場，實際上，亦是資金追逐商品的遊戲，  

越多人希望購買，越多資金湧入，股價亦自然上升， 

尌像一堆柴火一般，投入越多的木頭，火尌燒得越旺。  

 

因此，於 1920 年代，美國「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正正尌是實體經濟欣欣向榮，股市不斷上漲，  

而銀行的借貸，更成為了加速器，  

加快了經濟發展步伐的同時間，亦加大了經濟的泡沫。  

 

因為當經濟正常發展成長， 

新的創意想法出現，加上銀行的資金，商人尌能興建廠房、招聘員工， 

尌能夠變成一盤切實可行的賺錢生意。 

 



20150823   www.ziondaily.com 
 

 
 24 

但當資金泛濫，尌算不是深思熟慮的想法，也能夠借得金錢， 

最終，所有投放進去的資金，也會血本無歸， 

情形尌如 1997 年之前，人們相信樓價只升不跌， 

這個信念，引致樓價水漲船高，很多人借錢買樓，形成「樓市泡沫」， 

但當市場一下子逆轉，泡沫爆破後，樓價可以下跌一半。 

 

所以，在美國發生股災的 1929 年，泡沫到了盡頭，爆破的時候，  

由於很多人是以槓桿方式購買股票，  

例如在 1929 年 3 月，股票經紀日常貸款予小投資者的金額，  

相當於股市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  

市場上的總貸款額超過 85 億美元，比美國當時流通貨幣總額還要多。  

 

因此，當大跌市引發「斬倉潮」， 

正正會因為大量借貸而加速股票市場的下跌，以及下跌的幅度， 

因當大跌市時，沒有銀行會願意借出款項，造成資金凍結， 

當沒有木頭掉進柴火的時候，柴火自然不會繼續燃燒。  

 

而當股票市場崩潰，投資者損失慘重，人民的購買力自然下降， 

過剩的經濟，引致大量貨品堆積，  

過剩的產能，讓生產商的投資化為烏有， 

影響所及，當生產商不能償還貸款，  

而銀行亦同樣因害怕無法收回貸款而拒絕借出款項的情況下，使資金凍結，  

引發 1929 年股災後，1930 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  

 

因此，Webbot 提及的資金凍結，  

對於股票市場，以及實體經濟市場而言，必然是嚴重的打擊，  

尌如一個人的身體，剎那間，所有血液凝結的時候，  

下一步，尌是全身所有器官也會壞死。  

 

而 Webbot 所預測的資金凍結，正正尌是預測今年中國經濟崩潰的第二部， 

這尌如 1929 年美國股災般的嚴重程度，先是股市大跌，接著，尌是資金凍結。 

 

因此，當弟兄姊妹看見中國，甚至香港於短時間內出現這種情況， 

切記除了要購買貴金屬外，亦要提防銀行倒閉， 

要懂得將部份財產，或保險箱的貴重物品放在身邊， 

免得銀行關門後，無法開啟保險箱，亦無法於櫃員機提取金錢。 

 

由於股災加劇是由凍結資金所引致， 

亦因此，有些經濟學者，甚至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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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的股災，以及其後的大蕭條，  

是因為政府救市不力，沒有釋放資金出來，  

在自由市場下，任由市場崩潰到底而導致。  

 

而伯南克於金融海嘯的救市方略，  

正正尌是將利息降低，不斷量化寬鬆，大量印銀紙的方式，  

其原理尌是將大量木頭推入柴火當中，阻慢熄滅的速度， 

雖然，經濟市場、股票市場不至於剎那間崩潰，但國債卻會幾何級數的上升。  

 

 

 

因此，Webbot 提及，於大跌市時，凍結資金，正正尌是為了拯救社會經濟的行動，  

因商品、股票市場的價格，永遠是資金追逐商品的遊戲，  

越多人希望購買，甚至借錢購買，價錢尌會不合理地不斷升高， 

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正正尌因著量化鬆寬所帶動的財富假象，而升至令人難以理解的程度。  

 

所以，若果現時的借貸已經過度膨漲，經濟泡沫又爆破時，  

若果不凍結資金時，投資者不會將貸款投入股票市場，  

而是將所有借到的款項，於實體市場購買貴金屬，  

尌如之前 Webbot 所提及，於中國市場經歷股災及人民幣下跌的中國大媽，  

將化身成藍色螞蟻大軍，於全世界購買所有貴金屬、珠寶，  

所以，若果他們能夠以貸款方式購買的話，只會加速追逐商品的過程。 

 

並且，當人們眼見黃金、白銀、珠寶等貴金屬不斷上升至令人難以理解，甚至天價的時候，  

其實，相對地，亦等於手上的金錢不斷貶值， 

這將會引發更多人搶購貴金屬或其他實體商品，以保護手上的資產。  

當所有金錢也跑向購買不同商品的時候，  

連鎖反應所產生的超通漲，甚至惡性通漲，將會導致經濟崩潰更為嚴重。  

因此，凍結資金，雖然會令股票市場崩潰，經濟倒退至大蕭條， 

但對於銀根已經過度擴張，資金嚴重泛濫的時候， 

政府亦會希望透過凍結資金的方式，  

盡量使到經濟市場不會走到如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惡性通貨膨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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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當幣值也崩潰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而是人民起來反抗，最終導致政局不穩的後果。 

 

不過，他並未作出解釋，但我現時會嘗詴去解釋， 

他形容，中國人將會如藍色的螞蟻般，不單走遍中國， 

甚至會遠赴全世界，來尋找金、銀等保值之物，且瘋狂購入。 

 

 

 

影片：Webbot 所提到的中國大媽購物兵圑「藍色螞蟻兵團」 

於 2015 年 8 月 4 日出版的 Webbot，重提由 2014 年尾開始，Webbot 經已作出的預告， 

中國的民眾，俗稱「中國大媽」，亦是 Clif High 口中形容的黃太 Mrs. Wong， 

他們將會如同一隊「藍色螞蟻兵團」，沖刷整個地球， 

到世界各地瘋狂搶購各種有價值的物資， 

例如：黃金、白銀、珠寶首飾和比特幣（Bitcoin），把世上所有物資都搜刮乾淨。 

 

Webbot 提及的「藍色螞蟻兵團」“Army of blue ants”，意思是甚麼呢？ 

其中，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中國在 1950 年至 1980 年代初，還未開放改革時， 

由於當時人民的生活水帄低，並且，受到共產意識形態影響， 

故此，普遍只能夠穿著藍色或灰色衣服， 

加上，中國人口眾多，所以，在外國人眼中尌有如藍色的螞蟻兵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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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可能性，美國著名玩具公司「孩之寶」， 

於 1987 年推出一種人形的螞蟻兵圑“Army Ants”系列， 

當中有兩種不同顏色且互相敵對的螞蟻兵圑，一種是橙色，另一種是藍色。 

 

 

 

明顯地，「藍色螞蟻兵團」尌是指這群如同螞蟻兵團的中國大媽， 

使用手上數以萬億計的人民幣，好像軍隊般，以人民幣作武器，橫掃全球， 

到世界各地買盡所有保值物資，最後，更把所有物資都搜刮淨盡。 

 

然而，到了 2015 年 6 月，中國股市開始出現連續性下跌， 

由 6 月 12 日起，直至 8 月 6 日，近兩個月來上證綜合指數最大下跌達 34.9%。 

導致中國大陸的股民，在短短 6 個星期已經失去三分之一家財，蒸發了數十萬億人民幣的財富。 

 

2015 年 8 月 11 日，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大幅度下調人民幣中間價 1.8%，創 21 年來，單日最大跌幅。 

貶值消息一出，震懾了環球金融市場，觸發大量沽盤。 

到了第二日，即 2015 年 8 月 12 日， 

中國人民銀行再進一步下調人民幣的中間價至 1.6%， 

兩日內，人民幣中間價共下調多達 3.3%。最終三天內，下調了 4.4%之多。 

 

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大跌，明顯尌是一個引爆點， 

我們將會看見中國大媽為了資產保值， 

如同 Webbot 所預告的「藍色螞蟻兵團」般沖刷整個地球， 

瘋狂地使用人民幣，到世界各地爭相購買各種有價值的物資， 

例如：黃金、白銀、珠寶首飾和比特幣，最終，把世上所有物資都一掃而空。 

 

這個情況及至一個階段：首先， 

我們會看見中國人大量購入金、銀、寶石，並一切值錢之物， 

當買盡貴金屬時，他們便開始買比特幣（Bitcoin）， 

可是，事情會不斷嚴重下去，物價會不斷上升。 

 

為何物價會不斷狂升？而他們會買盡所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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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縱然他們買盡了所有金、銀、寶石、珠寶，也買不盡他們想保護、保值的資金。 

 

影片：中國大媽在香港購買白銀首飾的情況 

於 2015 年 8 月 4 日出版的 Webbot，重提 Webbot 經已由 2014 年尾開始作出預告， 

中國的民眾，俗稱「中國大媽」將會沖刷整個地球， 

到世界各地瘋狂搶購各種有價值的物資， 

例如：黃金、白銀、珠寶首飾和比特幣（Bitcoin），把世上所有物資都搜刮乾淨。 

 

以一間在中國內地頗負盛名，位於香港新界荃灣區的純銀首飾店為例， 

該店每天由開門至晚上關門，店內都擠滿操普通話的中國大媽，爭相購買純銀首飾， 

她們每次光顧，每人都動輒購買數千至數萬元不等的純銀手飾，而香港人顧客卻是少之又少。 

 

由於每件純銀手飾的售價，純銀手飾店都會以白銀即時牌價來決定， 

所以，所有貨品都不會標明價錢， 

客人要先選出想購買的商品，店員才會幫他們磅重並計算價格。 

但卻有不少內地顧客，都是不問價錢地入貨， 

甚至不是逐一單件購買，而是一盤盤地買， 

因為店內總是擠滿中國大媽，其他顧客往往要等上一小時，才能完成購買程序。 

而大家從以上所見，都只是上班日的情況， 

如果是星期六、日或公眾假期，其擠迫的情況尌更為驚人了！ 

 

弟兄姊妹，尌這一點，我嘗詴與大家作一個重要的解釋。 

接著這一點，並不是 Webbot 所說的， 

但我們親眼目睹，Webbot 所指的是非常合理， 

從五、六月開始，股票市場的波動， 

他們損失的程度，根本是挽救不了， 

很多時，他們手持的股票，到真正回到自由市場之際，股票會變廢紙。 

其實，只要有一點知識，尌知道在一個自由市場當中， 

如果要動用軍隊進場去妨礙買賣的話，尌已經一下子尌把整個自由市場滅了， 

所以，當真正全面開市的時候，全部股票都會變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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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尌能夠想像，如果你在中國大陸是一個富有人家， 

或是一個暴發戶、商家、甚至是貪官， 

你必定將大部分身家買了股票，他們不是股東尌一定是投資者， 

但是，突然間，股票大幅貶值，幾十萬億尌這樣消失了。 

 

影片：中國干預自由巿場的影響 

主日信息提及，Webbot 預告，中國人為了保護手頭上的資金， 

會轉而買入各種貴金屬、黃金、白銀和珠寶， 

這正是政府干預經濟市場的必然後遺症。 

 

過去幾個月，中國股票市場暴跌，應驗了早前 Webbot 的預測。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國股市出現大暴跌，為 25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中國兩個股票市場，於數星期內蒸發超過 24.4 萬億元人民幣，折合超過 30 萬億港元， 

相當於希臘 2014 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 GDP 的 16 倍。 

截至 7 月 9 日，中國兩個股票市場累積超過 1,400 隻股票停牌， 

相等於有一半上市公司停牌，暫停交易。 

 

頇知道，股票價格的高低，取決於個別股份的質素、公司資產、盈利能力、經營前景等等。 

當經濟繁榮，普遍市民有餘錢消費，需求增加帶動公司盈利每年增加，股價自然節節上升。 

 

但當經濟低迷，市況不景氣，甚至經營不善，公司轉盈為虧時， 

股價亦自然下跌，眾多公司經歷汰弱留強的時間， 

這是自由經濟市場下，正常的調節。 

 

但現時，中國全民皆股，很多人也將金錢投資在股票市場， 

所以，這次中國大跌市，中國政府未有讓市場自行調節， 

而是出手干預，讓社會的動盪減至最低。 

 

因此，一方面，政府調動各方的資金托市，以免股市繼續下跌， 

「國家隊」入市資金，金額可能高達 2 萬億。 

另一方面，則派公安介入，調查所有惡意沽空者， 

此舉，為要令投資者不敢以推低股價的方式，從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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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暴力救市」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尌是令投資者對整個市場失去信心， 

海外投資者紛紛將資金從中國股票市場抽走。 

當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越低，他們賣出手上股份的意欲尌會越強，股份下跌機會尌越大。 

因此，各方的評論亦分析，「暴力救市」最終只會帶來極嚴重的反效果， 

而中國股票市場大跌市，亦令中國一眾股民虧蝕，手上的股票資產貶值了不少。 

到了 8 月初，投資者手上的資金再減值， 

因在 2015 年 8 月 11 日，人民銀行於無任何先兆下，將人民幣貶值近 3%， 

單單是港人的人民幣存款，已立時蒸發 346 億， 

開啟了新一輪貸幣戰爭。 

其後的數天，人民銀行每天也調低人民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累積跌幅 4.4%。 

人民銀行以「暴力貶值」方式，希望挽救疲弱的出口， 

但所付出的代價，除了拖慢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之外， 

亦打擊了人民對人民幣的信心， 

恐怕人民銀行認為貶值程度不足，持續將人民幣不斷貶值。 

 

中國投資者經歷股災、人民幣貶值的雙重打擊， 

並且，兩者亦未有穩定下來， 

從過去歷史上的股災及貨幣戰爭讓我們知道， 

股災是要經歷一段長時間，股價會反覆尋底， 

而貨幣戰爭，亦不會是貶值三數個巴以尌會完結，而是連綿不絕的貶值， 

因此，股票和匯率繼續下滑的機會極大。 

 

所以，對於口袋裡還有彈藥的投資者而言，為了避免自己的紙幣不斷貶值， 

尌會計劃如何花費手上的金錢來購物，以保存購買力。 

同一時間，巧合地，中國亦繼上個月後，於五年內第二次公布黃金儲備， 

這正好是政府向廣大投資者，發出跟隨政府購買黃金的訊號。 

 

因此，隨著政府暴力干預股市及匯市的自由市場， 

最終，反而令股市下跌加劇、匯率下跌， 

如此，更多中國投資者為著保存手上的購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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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會效法政府不斷買入黃金、白銀、貴金屬， 

甚至令全球不同國家的貴金屬也一同短缺。 

 

你尌能夠想像，下一步， 

人民看見自己手裡上千、百、億的人民幣都貶值， 

這樣你能不能夠想像，當為他們設想一下，他們會怎樣呢？ 

他們必定會購買一切能夠保值的東西。 

 

因此，如 Webbot 所形容，他們會好像藍色的螞蟻一樣， 

為了從政府那裡保護自己的財富，所以他們會買金和銀。 

 

但我想告訴弟兄姊妹，現時金和銀的價值是被人過分低估， 

以中國大陸擁有這麼龐大的財富， 

足以一下子買下全世界所有能購買的金和銀。 

 

 

 

影片：金銀過度貶值 

日華牧師引述 2015 年 8 月份的 Webbot 預告： 

在 8 月，中國股市崩潰和人民幣貶值之後，將會嚴重波及全球經濟。 

 

其中 Webbot 預告，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會開始搶購金、銀及珠寶等保值資產， 

並且會到國外將所有實金、實銀搶購一空， 

最終導致金銀價格狂升，持續創出歷史新高，升價後亦不會再回落。 

 

眾所周知，金銀價格一直被人為操控， 

將紙金和紙銀，以槓桿方式倍大 100 倍以上，作為操控， 

因而導致金銀價格屢屢受壓， 

故此，現時金銀價格都未能反映出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和價值。 

 

究竟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是多少？  

價格是否被過度低估、過度貶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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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這樣理解： 

一、撇開實金和實銀在世界上各層面， 

包括：在工業、醫療和科技上，舉足輕重的實際用途和價值， 

單單計算開採金銀的基本成本，即是撇除金銀礦床的材料成本， 

只計算開採工人的工資、開採時投放的能源、技術和物流開支等。 

 

 

 

根據 2014 年 10 月 27 日，蒙特利爾銀行發表的 

《資本市場全球礦業研究》（BMO Capital Markets Global Mining Research）， 

報告稱，2014 年白銀生產行業，維持成本最少需要$18.11 美元/安士， 

對比當時 2014 年 10 月白銀報價約$19 美元/安士，價格只比成本高出約 1 美元， 

甚至，部分開採礦業的維持成本，更接近$20 美元/安士，根本是無奈地虧本出售。 

 

對於今時今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白銀約$15 美元/安士的價格， 

不單白銀礦業公司賠上維持成本，連埋藏在礦裡的白銀原材料也可說是免費了！  

 

2015 年 6 月 17 日，縱然一些主要的白銀生產商受惠於原油價格下跌，成本輕微下降， 

但是大量白銀礦業公司的經營和開採仍然處於虧本情況。 

 

至於黃金的帄均開採成本，據 2015 年 8 月 11 日市場調查資料，全球十大黃金開採企業中， 

其中七家企業的資料顯示目前黃金的帄均開採成本達$1,201 美元/安士， 

因此，這價格成為了世界公認的黃金帄均成本。 

對於今時今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 

黃金價格約$1,120 美元/安士，較開採成本價$1,200 美元，每安士虧蝕約$80 美元， 

可見開採黃金礦業公司同樣也是虧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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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單單以開採成本計算， 

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明顯都被過度低估，被幕後操控者過度貶值了！ 

正因為現時黃金價格約$1,120 多美元/安士， 

白銀價格約$15 美元/安士，低於生產成本，所以非常便宜。 

 

 

 

所以按著 Webbot 預告， 

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們非常容易以手上的現金， 

包括美金和人民幣，將中國和國外所有城市的實金、實銀搶購一空。 

之後，中國大媽們手上仍然持有大量現金， 

繼而將不同純度的金銀飾物和金銀製品也搶購一空， 

最終導致所有售賣金銀飾物的商店倒閉。 

 

二、除了以開採成本計算實金、實銀的真正價格之外， 

實金、實銀在工業、醫療和科技上，也有各種實際用途， 

並且具有投資和經濟戰略部署的價值。 

這都是實金、實銀具有無限升值潛力的因素！ 

故此，實金和實銀明顯被過度貶值了！ 

 

誠如兩年前 2013 年 7 月 7 日，福布斯 Forbes 估計， 

黃金價格應該可達$40,000 美元/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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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今年 5 月，各方面都看好黃金價格。 

5 月 15 日，國際投資大師羅杰斯（Jim Rogers）表示，11 年來黃金表現超過任何資產， 

他看好金市，計劃買入更多黃金，更叮囑投資者不要輕易賣出黃金。 

 

5 月 16 日，Euro Pacific Capital 執行長席夫 Peter Schiff 堅信，金價將上漲超過$5,000 美元/安士。 

 

5 月 22 日，彭博社報道，若果中國宣布採用金本位制， 

每安士金價可能會漲至$64,000 美元，大約相當於目前價格的 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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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18 日，多名經濟分析師表示： 

受到人民幣貶值影響，避險需求推動金價大幅上漲。 

其中，Adrian Day Asset Management 負責人表示： 

「中國貨幣的貶值，會觸發新一輪貨幣戰爭，黃金將成為贏家。」 

 

 

 

Price Futures Group 高級市場規則師 Phil Flynn 表示： 

「中國將成為黃金市場的第一大影響因素，因為人民幣的貶值會帶來避險需求， 

正當你覺得黃金已經不適合避險需求，但對中國的擔憂卻忽然成為了購買的推動力。」 

 

匯豐銀行表示，在黃金低價的推動下，最終會帶來需求的增長， 

「中國、印度、印尼和越南等需求大國的消費者要避險保值，能選擇的渠道已經不多了， 

購買黃金、白銀經已是僅有的方法。」 

 

三、除此之外，金銀的真正價格遭過度貶值，更加促使各國央行大量購入， 

作為國家經濟的支撐和策略性部署，以防範經濟崩潰的嚴重影響。 

 

例如：中國近期持續增持黃金， 

7 月 14 日宣布六年內第一次增持黃金儲備，增幅達 57%， 

8 月 14 日公佈在 7 月再增加 62 萬安士（折合 19.28 噸）黃金，增幅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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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俄羅斯方面， 

今年 6 月已經是連續第 18 個月增持黃金儲備，俄羅斯央行總共增持了 36.8 噸黃金， 

目前俄羅斯黃金儲備增加至 1,275 噸，佔外匯儲備 13%。 

 

2015 年 8 月 13 日，因希臘危機，歐元貶值，刺激避險， 

德國掀起黃金搶購熱潮，投資者今年的購買量暴增。 

Degussa 首席執行官 Wolfgang Wrzesniok-Rossbach 稱： 

2015 年首 6 個月，德國黃金銷售額大漲 50%，約達 7 億歐元（即 7.77 億美元）。 

 

2015 年，韓國民眾黃金購買量有望創下新高記錄， 

韓國民眾因擔心中國股災連累韓國股市， 

在低息環境下，對黃金這種傳統保值工具的囤積意願強勁。 

根據韓國最大黃金商 Korea Gold Exchange 3M 上半年銷售情況， 

韓國人今年的黃金購買量首次邁向 1 萬億韓元（即 8.6 億美元）。 

 

8 月 6 日，世界黃金協會（WGC）數據公佈： 

世界多國央行，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蒙古和約旦五個國家， 

在八月份大量購買和持有黃金。 

因此，既然世界多國都趁著黃金價格下降，私下以破記錄方式增加黃金庫存， 

有見及此，如 Webbot 所預告， 

中國政府和中國大媽必定蜂擁而上，搶購實金和實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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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瘋狂的是，按照 Webbot 預測， 

即使他們買下所有金、銀和寶石，也是無法保護自己的財富， 

所以他們會繼續買下去。 

那麼，你能夠想像，金、銀會否繼續生產呢？ 

按 Webbot 預測，要是這一次的金、銀全都賣光， 

那將會有很一段長時間，也不會再有金、銀出現。 

所有專門賣銀幣、金幣的店舖，起初會叫職員回去休假， 

因為店裡已經再沒有金、銀出售， 

但接下去，這些店鋪會陸續的倒閉，這尌是 Webbot 所說的事情。 

 

 

 

5）保值的心 

其實，Webbot 說這個是由 8 月 8 日開始的演變。 

 

現時，我所分享的這份資料，是在 8 月 4 日，即星期二發出的。 

留意！是 8 月 4 日，但他說到了 8 月 8 日後，便會有一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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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變動，在他 8 月 7 日錄音時，說明了是匯率的演變， 

會導致整個股市一致性地被壓碎、爆炸和爆破。 

 

 

 

它說，這會導致人們開始非常長遠地，斷年計地不斷瘋狂購買貴金屬， 

先是銀，再是金，然後是鉑金，然後尌是寶石。 

 

Clif High 在 8 月 4 日說，在 8 月 8 日出現匯率變動的事件， 

會導致整個股市和經濟市場破裂、剖腹，四方八面的市場都會崩潰， 

全中國的有錢人都希望購買一切能保值的東西。 

這也無可厚非的，因為其 credit（信貸）、流動資金會遭到凍結三個星期， 

所以，他們紛紛去買入能保值的東西。 

 

影片：保值的心 

日華牧師早於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信息第 8 篇」， 

按著 Webbot 的資訊，警告踏入 5 月至 6 月，中國股市將會出現崩潰， 

縱使中國政府努力救市，但仍然無補於事， 

甚至，全球經濟亦受到嚴重影響， 

最劇烈性的破壞，將會由 2015 年 9 月開始，延伸至 2016 年。 

 

當日華牧師發出警告後一個多月，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國股市隨即經歷 25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大暴跌。 

截至 7 月 9 日，不足一個月， 

中國股市蒸發超過 24.4 萬億元人民幣，折合超過 30 萬億港元， 

相當於希臘 2014 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 GDP 的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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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8 月 18 日中國股災重演， 

上海和深圳兩個股市超過 2,200 隻股票下跌，近 1,500 間企業股票跌至停牌。 

 

 

 

上海指數報 3,748.16 點，下跌 245.51 點，跌幅達 6.15%； 

深圳指數報 12,683.86 點，下跌 890.04 點，跌幅達 6.56%。 

 

新聞報道： 

我們再來看一下滬深兩市收盤的情況。 

截至下午收盤，上証綜指，是報收於 3,686.92 點，跌 5.77%， 

深証成指是報收於 12,246.06 點，跌 5.25%， 

創業版指數，是報收於 2,605.28 點，跌 1.66%。 

 

翌日 8 月 19 日，如日華牧師所預告，中國股市持續下跌， 

上海開市已跌穿 3,600 點重要關口，下滑 5%，報 3,558 點。 

 

8 月 21 日，美國股市狂瀉逾 2%，道指收報 16,990 點， 

為去年 10 月底以來，首次失守 17,000 點大關， 

全日大跌 358 點，將今年的升幅化灰。 

 

另外，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準普爾 500 指數，全日分別跌 2.82%及 2.11%， 

雙雙創去年 2 月以來新低，科技股更血流成河。 

 

8 月 21 日，中國 A 股大幅波動，上海綜合指數連番跌穿被視為「救市底」的 3,500 關， 

低位曾挫逾 4.7%見 3,490 點，創 7 月 9 日以來新低，本周跌逾 11%，創 7 周最大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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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指數失守 12,000 關，收跌 682 點或 5.42%，報 11,902 點，情況完全應驗 Webbot 預測。 

 

另外，恒生指數裂口低開最多跌過 572 點，收市跌 347 點或 1.5%，報 22,409 點， 

連跌 6 日，創去年 5 月以來新低。 

 

2015 年 8 月 19 日 摩根士丹利（俗稱大摩）部門主管夏瑪（Ruchir Sharma）指出， 

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前後十年來，中國成為世界成長引擎， 

但從近來中國處理人民幣重貶及股災政策荒腔走板來看，下次全球衰退恐怕會來自「中國製造」。 

分析完全吻合 2015 年 5 至 8 月 Webbot 預測，中國股災必然觸發全球經濟衰退。 

 

中國股市由 6 月開始持續下跌， 

期間不斷有很多所謂經濟專家，聲稱股市已經見底。 

但是，事件已經超過兩個月，中國股市仍然未曾見底， 

完全應驗日華牧師所警告：中國股市會跌完再跌。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亦應驗 Webbot 於 8 月 7 日的預告。 

8 月 11 日，中國在沒有任何先兆下，突然宣布將人民幣匯率貶值， 

三天之間，更三度將人民幣貶值，累積貶值達 4.4%，為數十年來最大跌幅。 

百姓在這兩個月來， 

一方面，在股票市場的投資不斷被蠶食，資產不斷萎縮， 

另一方面，辛苦積蓄的人民幣存款，亦在剎那間不斷貶值。 

 

假如，大家尌是受害的當事人，無辜的帄民百姓， 

眼見自己的資產一日一日地萎縮，內心的苦況究竟到達什麼程度呢？ 

作為帄民百姓的你，又會否思考如何將自己血汗賺取的財富，作出有效的保值方法？  

 

正如之前日華牧師提及，當今世界列強之中，中國肯定是最富有的一個國家。 

但是，身處中國的富豪，無論是財富增長、財富轉移， 

以及將資金轉往國外的方式都是極少。 

 

同時，政府現行的政策和措施，往往都未能保障百姓的財產， 

股巿日復日的崩潰、企業股票跌停牌、股票變成廢紙， 

使人民一半以上的財富瞬間蒸發。 

 

也許第一波人民幣貶值時，仍有人民不為所動， 

但接二連三的貶值浪潮，將會牽動整個巿場的恐慌情緒。 

甚至，按著 Webbot 預測， 

人民幣貶值的情況，有機會在 2015 年 10 月及 2016 年 3 月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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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手上的紙幣、股票和存款形同廢紙一樣， 

作為一個正常人、富豪、中國大媽，必然會挑起一顆「為財富保值的心」。 

簡而言之，中國富豪和普遍人民，必定會將手上大量形同廢紙的紙幣、股票和存款， 

轉為有實質價值的資產，如金、銀和珠寶等。 

 

Webbot 預測，中國大媽們會將手上的人民幣購買大量實金、實銀、食物、商品和其他物品， 

使百物騰貴。甚至會前往別國搶購以上保值資產， 

結果，觸發全世界所有實貨金、銀被搶購一空。 

 

因為中國大媽早已知道，所謂的紙幣其實只是白紙加上印刷的油墨而已。 

 

從中國近代史所給予的教訓，每每發生軍閥戰亂、國共內戰， 

以及於第二次大戰被日本入侵等事件， 

所謂紙幣的財富，絕對可以在一日間完全變成廢紙，一文不值。 

在貨幣失去價值時，一大堆所謂的紙幣， 

也無法換取可以給小孩子充飢的饅頭、面包，或是一碗稀飯， 

於是，她們學懂唯有實金、實銀才是真正的財富，才可以信賴。 

 

歷史上，縱然金銀價格會受到人為的短期操控，有升有跌， 

但最終，實金、實銀每十年必然可以帶來可觀的保值效果， 

這尌是歷史的事實，實金、實銀才是真正的財富， 

於是，中國大媽的螞蟻兵團，將會群起搶購實金、實銀。 

 

 

 

誠如於 2000 年，黃金價格已經升至最高每安士 312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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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黃金價格升到最高每安士 1,895 美元。 

 

縱使，黃金價格會受到人為操控而曾經下跌， 

但於 2015 年，黃金最高價格為每安士 1,295 美元，超過 2000 年金價的 4 倍以上， 

所以，中國大媽已經不會再一廂情願地，迷信紙幣的價值是不變，亦不會再墮入這種無知的騙局。 

 

故此，當眼見經濟崩潰和人民幣持續貶值， 

中國的富豪和帄民百姓，必然會將手上的紙幣，轉變成如金、銀、珠寶， 

甚至是食物和其他能保值的物質，最後導致百物騰貴。 

以上，都是中國將來必然會有的趨勢。 

 

事實上，Webbot 預測「信用凍結」將在 9 月第三個星期之後發生， 

然而，9 月首前三星期時局已經十分瘋癲了，市場十分混亂，一片愁雲慘霧， 

到第四個星期，情況最是恐怖。 

 

對政府來說，凍結資金在是一個改正期（correction）， 

只是，對於欠債人或生意人，工廠或公司，甚至連超級市場， 

將資金凍結的現象會由中國一直漫延到全世界， 

而且非常快速，導致整個市場崩潰。 

 

他用「崩潰」的字眼形容，情況尌好像大的血管突然中風， 

又或突然間斷絕，令其他分布出的小血管全部崩潰了。 

 

Clif High 描述所有經濟市場、超級市場， 

甚至所有交通、運輸、海運，所提及的所有東西，不斷出現「完全乾竭」的字眼。 

 

 

 

他形容這個現象尌如一些霉菌漫延到全世界，尌如星羅棋佈，到達不同的地方。 

市場上，很多超級市場和一些買賣白銀、貴金屬、珠寶的店舖，因為沒有信譽（credit）， 

導致資金缺乏，銀行不會借貸資金他們，令他們無法再入貨， 

所以繼而缺貨。而事實上，以後都會繼續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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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說，現時除了這些外，其他關於這裡的信用凍結、資金凍結的後遺症，包括：失業， 

因失業而導致人們出現遷徙，當中有許多是一些能夠工作、願意工作的人， 

也有些是懶惰的年青人，都不願意去做工， 

結果，他們的父母，尌好像以前的中國人一樣要「出城」， 

即是要去另一個城市找工作做。 

 

這個遷徙不單是中國，甚至連美國都出現這個現象， 

尌是當山窮水盡的時候，許多這些父母要出去工作。 

 

但有些住地庫的，那些讀完書後便住在地庫的年青人， 

因為現時美國有些大學生很可憐，他們畢業後連租屋錢都沒有， 

有的找不到工作，尌去賣漢堡包，還要身兼三職，更甚是有些學生因此猝死。 

 

 

 

而那些學生窮困到一個階段，要回到父母家住地庫， 

它說：那些住在地庫的年青人，也需要外出工作。 

 

6）九月將有連續三星期出現經濟問題 

而在九月的第二周，我們已經看見可稱為「社會秩序被顛覆」的雛型， 

這現象，隨後亦會年復年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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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說，這種現象已累積了許久， 

但及至現時才出現，這在全球權力者的眼前，尌是「社會秩序被顛覆」， 

是這些市場崩潰後，所產生的後遺症。 

 

 

 

在那時段，尌是九月第二周開始，我們將看見銀的峰值。 

什麼是銀的峰值？它說，這被稱為「Peak Silver」。 

 

 



20150823   www.ziondaily.com 
 

 
 45 

到那時候，我們會看見，起初只是增加附加費， 

但即使增加了極高的附加費，同樣也被人買清，更是一次過買清， 

所以，便沒有了這些白銀。 

 

 

 

事實上，由於中國的財富饑荒引動了全球，導致銀的峰值出現了問題， 

那時，完全沒有任何地方能夠供應銀。 

 

在上一次 Webbot 提及，到時全球包括手提電話或其他物品，也要配給銀。 

如果你從事的行業需要使用銀， 

好像教會，有些物品、設計、用以製造健康用品等都需要運用銀， 

如：Silver Colloid 一定要使用銀線，而且是要非常高純度的銀， 

所以，當你聽到這篇信息時，你一定要預先購置， 

若然以後沒有了，便會完全買不到。 

 

   

 

一些銀造的纖維可以用來防菌，或用作 Grounding（接地）和其他用途， 

所以，除了銀幣外，還有這些用銀製造的物品，現時都要預先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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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銀製品需要配給，很多用銀製造的物品都會絕跡， 

包括：太陽能板，因為太陽能板都是有銀的成份。 

 

 

 

影片：白銀的用途 

白銀是一種美麗的銀白色金屬，英文名稱為 Silver， 

但它的化學符號 Ag，則來自拉丁文 Argentum， 

是「淺色、明亮」的意思，這是銀高反射率的直接體現。 

 

 

 

事實上，純白銀是世上最反光的物料，亦是世上最佳的導電物質。 

 

那麼，白銀有甚麼用途？ 

其實，白銀的用途很廣泛，不論是醫學器材，還是珠寶首飾，都有白銀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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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和黃金一樣，是一種應用歷史十分悠久的貴金屬， 

人類開始開採白銀要追溯到 4,000 多年前。 

由於當時銀的開採量很少，所以大家可能無法想像，當時它的價值竟然比黃金還要貴。 

主前 14 至 16 世紀埃及王朝的法典規定，銀價為金價的 2 倍， 

到了主後 17 世紀的日本，政府規定金、銀的價格是相等。 

 

 

 

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白銀製品，主要是銀元、銀首飾、銀幣、銀餐具等。 

隨著電子工業、航空工業和電力工業不斷發展， 

近年來，白銀的工業需求正穩步快速增長，工業用銀佔了白銀開採總量的 70%。 

 

電子電器是用銀量最大的行業， 

其使用分為電接觸材料、複合材料和焊接材料， 

目前，全世界銀和銀基電接觸材料年產量約 2,900 至 3,000 噸。 

 

 

 

銀的導熱性和導電性在金屬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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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絲可用來製作靈敏度極大的物理儀器元件； 

各種電器中重要的接觸點接頭，尌是用銀製作， 

無線電系統中重要的元件，也要用銀在焊接時作為焊料。 

 

 

 

各種自動化裝置、火箭、潛水艇、電腦、核裝置，以及通訊系統都有大量接觸點， 

甚至，每個接觸點在使用期間，都要運作上百萬次。 

 

 

 

為了能夠承受這種嚴格的工作要求，接觸點必頇耐磨、性能可靠， 

還必頇滿足許多特殊的技術要求。 

這些接觸點一般尌是用銀製造， 

當把稀土元素加到銀中，其性能尌更加優良， 

使接觸點的壽命可以延長好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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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光材料方面，鹵化銀感光材料是用銀量最大的領域之一。 

目前生產和銷售量最大的幾種感光材料，是攝影膠卷、相紙、X 光膠片、 

螢光資訊紀錄片、電子顯微鏡照相軟片和印刷膠片等。 

 

 

 

上世紀 90 年代，世界照相業用銀量大約 6,000 至 6,500 噸， 

由於電子成像、數位化成像，即數碼相機技術的發展， 

使鹵化銀感光材料用量有所減少， 

但它在某些層面仍不可替代，有很大的市場空間。 

 

亦因為鹵化銀感光材料被大量應用，因此成了銀二次資源的源泉。 

如一些國家規定兒童的 X 光膠片要保存到成年， 

這些需要存檔的醫用 X 光膠片尌應用了大量的銀， 

僅美國各大醫院保存的 X 光膠片，估計尌佔用了銀量達 3,000 至 4,000 噸。 

 

 

 

在古裝劇中，常可以看見王室貴族以銀針為食物、水、酒鑑別是否含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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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古人所指的毒，主要是砒霜，即三氧化二砷。 

古代的砒霜若純度不高，會含有少量硫和硫化物 ， 

以銀針檢驗時，硫與銀便會產生作用，在表面生成一層黑色的「硫化銀」，因此能夠「測毒」。 

然而，現代砒霜提煉技術已經可以達到沒有硫或硫化物的純度，這一招也尌用不著了。 

 

但銀雖然不能驗毒，卻能消毒， 

科學研究發現，銀是一種「親生物金屬」， 

只要水中有微量銀離子，便可殺死大部分細菌，對人體卻無害。 

 

 

 

銀的殺菌機制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銀離子會使 DNA 失去複製蛋白質的能力， 

並且會與蛋白質的某些官能基形成鏈結，因而使蛋白質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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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很早尌將這個特性應用於醫療或食物儲存上， 

例如：用銀製品儲存酒、醋，內蒙古的牧民更會用銀碗盛載馬奶，以延長儲存期限。 

 

 

 

被尊稱為「醫學之父」的希臘人希波克拉底（西元前 460 年至西元前 370 年）， 

已描述銀在治療和預防疾病上的作用，古埃及人也懂得將銀片覆蓋在傷口上殺菌。 

 

而現代，人們用銀絲織成「銀紗布」包紮傷口，防止潰瘍， 

部分游泳池，也會使用「銅銀離子殺菌系統」為池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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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見的「納米銀」又是甚麼呢？ 

一個納米等於十億分之一米，大約是分子或 DNA 的大小，或是頭髮直徑的十萬分之一。 

納米粒子一般是指小於 100 納米的微粒，當材料小至納米尺寸時， 

單位體積的表面積會大幅增加，因此有較高比率的原子位於材料表面，而使其具有高度的化學活性。 

把納米等級的銀粒子用於布料製作上，即可成為抗菌纖維，或製成抗菌產品， 

白銀用途廣泛，亦常用於濾水器、消毒膠布、衣服鞋襪的抗菌除臭等。 

 

 

 

另外膠質銀（Colloidal Silver），是一種天然「非抗生素類」的抗生素， 

能有效抑制細菌和病毒，絕無任何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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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膠質銀，可有助降低抗生素被濫用的危機， 

實驗證明，一般抗生素只可對付 6 種細菌，膠質銀卻能夠對 650 種細菌有抑制效用， 

其殺菌功能主要是由於正負極電子的吸引效應和氧化酵素作用，但膠質銀對抗霉菌卻欠佳。 

 

膠質銀的分子體積只有 0.001 微米，比紅血球小 7,500 倍， 

不會沉澱於體內，並可進入細菌內作抑制作用， 

可改善傷風感冒、咽喉痛、發炎導致的高燒、傷口及陰道發炎、 

細菌、病毒及霉菌感染、口瘡、痱子和牙周炎等。 

 

早自 1898 年，膠質銀已被醫學界廣泛使用，直至 1978 年被再次重視， 

《科學摘要雜誌》中更提及膠質銀是最優秀的天然抗菌藥，可於數分鐘內把細菌毀滅。 

又例如一些以白銀纖維所做的布料，是可以用作防電磁波和輻射，甚至是太陽風， 

如一些防輻射的帽，尌可以取代防太陽風的錫紙帽。 

 

7）銀的峰值出現 

在這情況下，無論銀的附加費如何增加，銀的峰值終於會出現，而且會超越這點。 

通常我們會稱為 Peak Oil（石油峰值）或 Peak Silver（銀峰）， 

意思是峰值過後，便會出現缺貨的現象。 

 

影片：石油峰值（Peak Oil） 

於主日信息，日華牧師談及 Webbot 提到 Peak Silver 「白銀峰值」這個字眼。 

其實，這個字眼與 Peak Oil「石油峰值」有著相同的意思， 

Peak Oil 石油峰值論，為 1953 年，美國地質學家哈伯特（King Hubbert）所提出的理論， 

尌是美國的石油出產將於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到達頂峰，之後，產量尌會一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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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現象，真的在 1970 年代發生了，當時，美國的產油量為每日 960 萬桶， 

這個產油高峰，亦被稱為哈伯特頂點（Hubbert's Peak）或石油頂峰， 

當高峰過後，供應無止境地減少，尌算需求不變，價錢也會增加。 

 

同樣，Webbot 預言，白銀亦會到達峰值， 

亦即是如果需求不變，而供應持續下跌的話， 

價格亦會隨著白銀越趨稀少而變得更加昂貴，越是缺貨，價格亦越是提升， 

並且，由於供應持續下跌，因此，白銀價格亦不會回落，形成只升不跌的現象。 

 

而 Webbot 亦預測，於美國，白銀價格尌算被人為壓仰，維持低價， 

可是，白銀零售店將會在銀價上加附加費，而附加費亦將會越升越高， 

而美國以外的其他地方，沒有人為壓仰價格的情況下，白銀售價將不斷上漲。 

 

Clif High 特別強調，無論銀的附加費增加了多少，都是徒然， 

但只有美國實施，其他地方，如：俄羅斯，卻沒有實施附加費， 

銀的實價是按每克來增加，十分昂貴。 

 

8）人們恐慌得一定要購買能保值的物品 

第八點，這些人購買保值物品時，甚至出現一個「Panic to Own」的現象， 

恐慌得一定要購買能保值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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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合理的，中國人民發財全賴股票市場， 

現在股票市場的希望不復在，即使再次開始運作，所有股票亦等同廢紙， 

他們還能倚靠的尌只有人民幣，然而，人民幣卻持續貶值。 

這貶值不會停止，因為這將為亞洲貨幣戰的開端，人民幣的價格將有極大波動， 

因此他們搶購白銀，售賣銀幣的店舖將人頭湧湧， 

珠寶店亦然，甚至出現了人們互相踐踏的情況。 

 

 

 

當我們於新聞中看見人民瘋狂搶購白銀、黃金、白金、首飾和寶石， 

甚至，屆時電視新聞亦報道，群眾認為買首飾能保值， 

因此，珠寶店出現「人踩人」現象。 

 

我認為，甚至，最先發生的地點將會是香港， 

而 Webbot 表示，這是其中一個「標記」（Marker）， 

一個讓你知道將有下一次貨幣崩潰的標記，甚至，因而出現大波幅的惡性通貨膨脹， 

那時人們為了使財產保值，即使只有百分之二黃金含量的手鐲亦會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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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些大銀行亦會倒閉，甚至將所有的黃金及白銀挾帶私逃， 

銀行的員工因此驚覺：「再沒有人來上班，亦再沒有人支薪給我了！」 

他們便將公司設施拆下，將一些如：「大班椅」、辦公桌、椅子…… 

我們將會見到這個現象，尌是我們所說：「貨幣崩潰的另一個波幅，不是停止，而是另一個波幅出現。」

事實上，中國人之所以這樣做，最主要是將這些貨幣，即是希望將這些紙幣，換回有價值的東西。 

 

 

 

9）脫離社會文化的人們開始出現 

無論是「即時數據情報報告」（Immediacy data intelligence report）或是短期預測的報告， 

即是大概三星期以至三個月所發佈的報告， 

IM（Immediacy）和 ST（Short -Term），尌是「即時資料顯示」以及「短時間資料顯示」， 

它們都預測出一件事情，尌是那些脫離社會文化的人們開始出現， 

因為這些人開始知道在城市裡生活是危險的。 

 

所以，Webbot 指出，到 2015 年尾， 

因為經濟崩潰，開始看見有些人去到荒郊野外生活。 

那麼，於 2016 年時，我們見到不單只是中國， 

並且我們會見到美國、歐洲都會因為這些貨幣系統崩潰而出現這些人， 

但是，歐洲和美洲的人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尌是逃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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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景況，可以說是亂七八糟， 

政府當然提供不到任何服務、福利和保障時， 

但政府都一定要徵稅，否則他怎能使喚別人辦事？ 

他怎能叫軍隊、警察辦事呢？ 

 

所以，他們不斷要去追稅，但是，那些人為了逃稅，於是會變成脫離社會、 

脫離社會文化的一群市民，他們會走到荒郊野外裡生活。 

事實上，因為這一種逃離，無論是食物的短缺、緊縮的政策、貨幣所導致不休不止的暴動， 

反而會引發更多的暴動。為什麼呢？ 

 

因為按著 Webbot 資料顯示， 

在 2016 年的時候，在歐洲那邊，因為在羅馬的梵蒂岡發現了一些文獻、資料和檔案等等， 

他們才知道政府的陰謀。 

 

 

 

而在美國方面，馬里蘭州裡面，也發現一些相關的文獻和資料， 

顯示出政府的陰謀，導致他們的暴動更趨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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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篇信息最主要尌是談及上述九點， 

明顯地，全世界也出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 

當我們真的從大前提去看，中國和俄羅斯正不斷於美國本土拋售美國的債券，也尌是美金。 

因債券正是一紙欠據，寫下美國欠了多少億美元。 

 

但中國此舉卻引動了她的人民，於美國及歐洲各國大量搶購黃金， 

中國本身已借助匯豐銀行大量購入黃金，此舉則使購買潮變得更瘋狂。 

故此，中國是刻意引發這件事情，讓人民大量購買金銀寶石等物品， 

但你有沒有留意，若現在尌是世界結束的時候，且中國誕生大復興的話， 

由於這步驟已使金銀寶石盡歸中國， 

於是，屆時金子銀子將會運往神的殿，這尌是我們現時的光景。 

 

 

 

所以，相信當弟兄姊妹聽了這些重點後，已毋頇我再詳述該怎樣自處， 

因為早於 2013 年，你們已經跟隨教會北上大旅行， 

故此，你該知道現在應怎樣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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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的變動，根本早在我們的預測當中， 

因這是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前，必定會發生的事情！  

 

當我們在往後的一、兩個星期，分析地形上的變動時， 

你尌會發現，在這經濟變動後所夾雜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將導致整個美國也需要過「離散式生活」； 

而住在海邊或海島的人，也會面臨災害。 

 

第二章：總結感言 

接下來，我們將會進入新題目。 

今次這篇主日信息已經是非常趕急， 

接下來數篇也因為必頇出號外篇，所以，要暫停分享「天馬座延續篇」， 

雖然，原定的主日信息已經錄好，並校對好了， 

但是也必頇趕時間出這篇 Webbot 號外篇。 

 

大家也看見 Webbot 的準確性，並且，這半年已經很少出報告， 

每當 Webbot 出報告，大家亦已經看見一個真正的事實， 

尌是 Webbot 非常準確，並且相當具指定性。 

 

當我看過剛剛出版的數份 Webbot 報告，我發覺，是必頇和大家分享。 

現時大家開始聽第一篇，其實我最主要是想帶出一點給大家知道， 

尌是我們等候多年的時刻已經到了， 

尌是 Webbot 提到，最嚴峻一刻的 Marker（先兆標記），數量已經多得驚人， 

這些 Marker 包括 2013 年已經提及的數件事情，我們亦於這數星期看見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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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另一點，當我們看見「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 Marker 出現， 

其實仍未能夠肯定事件會發生， 

但若然有另一件事情的出現，只要這件事出現， 

我們便能夠肯定「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是必定會出現。 

是什麼呢？ 

那尌是 Webbot 的準確性。 

 

假如，現時 Webbot 的準確性是以每小時計算， 

再加上之前和現時所提及的 Marker， 

便能夠知道「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是很大機會在今年內發生。 

但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在接下來日子，在我們開始進行預備的情況下，會陸續知道時間。 

 

為什麼我要將這個信息，如此緊急地和大家分享？ 

主要是希望大家重溫之前已分享的要點， 

我們教會相比起其他教會，當然是更清楚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 

現時我們最主要做的事情，尌是要計劃， 

若果今次要再儲糧的時候，你會儲備什麼乾糧和飲用水。 

事實上，為什麼現時已經要開始預備呢？ 

因為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當你看見連香港，也失去任何購買金銀渠道時，尌要小心。 

因香港已經與其他中東等地方不同，這些地方早已沒有任何可以購買金銀的渠道， 

這才導致香港這些金融地區仍然有金和銀售賣， 

這可說是經過十王的精心策劃，這是為了祝福香港。 

 

但如果連香港也斷絕了所有渠道，這尌是真正的 Deadline（最後限期）了， 

當金銀都已經完全缺貨後，若然你手上仍然未開始儲備乾糧、糧食和水電， 

香港一旦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尌必定會成為一個受害者。 

 

當然，我們在這個危急關頭， 

知道可以上大陸早已預備好的 Base（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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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是可以理解和知道這個緊急性。 

 

當然，一如過往，教會會以《栽在溪水旁》向大家作出即時的溝通和調動， 

讓大家知道最新的情況。 

 

但謹記，當你看到香港已沒有金和銀售賣的時候， 

下一步香港便會沒有食物可買，很多日用品也沒有了。 

 

因為很多「中國大媽」沒有其他物品可以儲備的話， 

她們便會儲備廁紙、水、油、食物等物資，導致百物騰貴。 

甚至她們可以只在香港儲備，不帶上國內， 

她們可以租一所房子把物資全放進去， 

若有甚麼事，她們可以不回國內，以「一天遊」到香港居住生活。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到時候，你們會發現，她們會買金和銀， 

但將來，所有會升值的物品，亦會被中國人全部購買掉。 

金和銀既然被她們全部購買了，尌必定會大升， 

但若然金和銀也沒有了，這是必定會出現的連鎖反應，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Webbot 尌是清楚地在說出這事， 

中國人好像螞蟻般把全世界的寶物全部購買了， 

若是百物騰貴，那些物件和日用品，便全部成為了寶物， 

若然所有的工廠不辦公，沒有物資再出現的話，那些便是最重要的寶物。 

 

弟兄姊妹，相信你們很熟習怎樣在香港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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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地，現在是時候，你需要更新一下， 

你在香港或國內所有的糧食，查看一下那個數量， 

因為如果要做的話，你們是很熟習的，可以 48 小時內便懂得訂購。 

我刻意那麼早的分享這個信息， 

原因在接續的數星期，這些轉變，將在我們眼前出現。 

 

香港得天獨厚，是別人的「掌上明珠」，我們是最後遇到這些衝擊的， 

所以，我們仍有許多時間去預備，但是不等於可以不預備！ 

 

 

 

相對，這是我們最輝煌的時間（finest hour），為甚麼？ 

我曾和大家預測了一件事，尌是在 3 月 15 日開始分享的「天馬座行動」， 

信息中我們已經預測，若果真的是騎上「第四馬」的時候， 

其實尌是我們所說的災難和審判，並各樣的災殃出現的時候， 

當我們一分享出來，全世界便劇烈地發生， 

這便證明我們坐上了這一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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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非常合理的，因為我們每星期也有新的主日信息和教導， 

若然每星期所頒布的審判，一個星期比一個星期劇烈，不是只有某一件事應驗的話， 

因為，現在我們所說的灰馬卻不然，牠會頒布所有的審判， 

現在，你會不會看到這個現象呢？ 

由五月開始，我們順服神的帶領北上旅行後，我們所做和所說的， 

神仍然讓我們知道我們是「一日也沒有偏差」的走到今天。 

 

 

 

所以，我想讓大家知道，這明顯是我們慢慢騎上這隻灰馬的時候了， 

這是我們最輝煌的時間。 

 

 

 

所以，最後我想每個人跟三個人說：「這是我最輝煌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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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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