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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3 年 5 月 26 日分享 

 

第一章：曾經經歷死亡而復活的人介紹 

4）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 

5）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 

6）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 ） 

7）伊萊恩達勒姆（Elane Durham） 

8）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 

9）Dr. Kenneth Ring 

10）Margot Grey 

第二章：曾經歷死後復活的人所講的預言共同點 

1）地軸轉移 

2）千禧年 

第三章：總結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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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5 月 15 至 24 日，九天內之災」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如箭在弦，即將發生。事實上，早於 2013 年初，Webbot 已預告於「全球性

海岸線事件」發生前，將會出現火山爆發、異常天氣、春季降下冬雪、暴雨、頻密地震、龍捲風、

天降火球等自然災害，這些必定成為先兆標記。果然，踏入 2013 年 5 月，全球多地出現異常天災，

其中，傴傴 2013 年 5 月 15 至 24 日的九天之內，全球災難異常頻生。 

 

2013 年 5 月 15 日，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Popocatepetl）火山活動加劇，並持續噴發，火山灰遮天

蔽日，散落三座城鎮。 

5 月 15 日，印尼東爪哇島婆繫摩火山（Mount Bromo）持續不斷噴出鮮艷紅色煙霧。 

5 月 15 日，江西省宜春市一處粮田，突然驚現天坑，地陎塌陷成因，是最近持續多天的強降雨所致。 

5 月 16 日，英國多地於五月降下罕見暴雪，其中英格蘭德文郡王子鎮、威爾士波伊斯地區的降雪量

達二英寸，五月飛雪的天氣在當地十分罕見。 

 

此外，英格蘭甚繫普郡紐卡斯爾鎮，以及卡馬森郡彭佈雷的 24 小時降雨量達三英寸，這也相當於常

年五月一個月的雨量。王子鎮的居民 Sheila Coates 向 BBC 的記者表示：「這天氣太瘋狂了。我在這

裡住了一輩子，從不知道這個季節的天氣可會像今年這樣。」南部一些地區降暴雨，數百戶民居斷

電。由於降雨強度大，德文郡和康威爾郡有可能發生洪水，已發佈十四個洪水警報。此外，沿海地

區還出現時速高達 65 英里的強風。 

 

5 月 15 日至 16 日，廣東部分地區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暴雨襲擊，北江支流琶江出現百年一遇洪水，

導致部分地區受災嚴重。5 月 14 日 8 時至 16 日 18 時，58 小時之內，全省雨量大於 400 毫米的站點

有四個，大於 100 毫米的站點有五百一十五個，清遠市英德市沙口鎮新建電站 439.5 毫米，其中，

傴傴三小時內最大雨量站點為清遠市佛岡縣水頭鎮下潭洞村站 225 毫米，逾百年一遇。暴雨導致 184

個鄉鎮受災，受災 70 萬人，19 人死亡，直接經濟總損失 11.14 億元。 

 

自五月初，繼美國阿拉斯加的克利夫蘭（Cleveland）火山發生三次爆發，噴出的火山灰及濃煙高達

4,600 公尺，影響航班路線之後，於 5 月 17 日，美國阿拉斯加另一座火山 ── 巴甫洛夫火山（Mount 

Pavlof）持續噴發，噴出大量熔岩和火山灰雲。隨後，在 5 月 19 日，火山灰已跌落阿留申群島，阿

拉斯加火山氣象台地質學家表示，巴甫洛夫火山（Mount Pavlof）的航空顏色級別為橙色，傴次於最

高級別的紅色。 

 

自從 5 月 6 日，內蒙古中東部持續出現大降雨，引致呼倫貝爾的紅花爾基水庫需要緊急洩洪，造成

下游鄂溫克旗遭受水災，近萬人受災，牲畜死亡近 5,000 隻，為當地大草原上罕見的水災。截至 5

月 19 日，時隔十多天時間後，受災最嚴重的伊敏河鎮不少地方仍然汪洋一片，不斷有洪水向沿河鄉

鎮蔓延。 

 

5 月 18 日，加拿大首都渥太華附近發生 5.2 級地震，地震後 10 分鐘又發生另一次強度 4.1 級的餘震，

渥太華的建築物出現搖晃，而遠至多倫多，甚至美國佛蒙特州、紐約州、俄亥俄州克裡夫蘭市等地

都感受到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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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起，美國中部多個州出現惡劣天氣，除有狂風暴雨外，還刮起龍捲風，在美國堪薩斯州桑

福德市（Sanford）驚現龍捲風，一大團黑雲遮蔽了大半個天空，夕陽西下時，黑壓壓的漏斗形龍捲

風橫掃美國堪薩斯州中部，其中強勁的龍捲風將一輛拖車吹下路陎，還有一輛拖車則懸掛在公路的

天橋上。 

 

5 月 19 日，美國中部俄克拉荷馬州遭遇多股龍捲風吹襲，一個移動房屋園區遭徹底摧毀，造成至少

一人死亡、兩人失蹤、21 人受傷，該州 16 個縣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俄克拉荷馬、艾奧瓦、明尼蘇

達以及堪薩斯州，當天遭到超過 26 個龍捲風橫掃，重災區所有建築幾乎被摧毀，滿目瘡痍，超過

7,500 戶人家斷電。除了龍捲風肆虐，暴風雨夾雜棒球般大的冰雹橫掃美國中西部，有關當局已發出

重大水災警告。氣象部門預料，惡劣天氣會繼續影響當地。 

 

隨後，5 月 20 日中午，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南部的莫爾鎮（Moore），遭一股時速達 320 公里、寬逾 3

公里的超大 EF-5 級龍捲風肆虐約 40 分鐘，怪獸般的龍捲風路徑延伸 27 公里，徹底摧毀大片的房屋

和學校，頓成廢墟，大量扭曲變形的汽車堆疊在一起，災難造成 91 人死亡，為該地區近年來遭遇的

最強的龍捲風。美國國家強風暴實驗室氣象學家哈樂德‧布魯克斯（Harold Brooks）稱這遠非一般

龍捲風可比。這種程度的龍捲風，不足美國龍捲風的 1%，實在罕見。按美國多位氣象專家估計，襲

擊奧克拉荷馬州的龍捲風釋放的驚人能量，遠超曾經炸帄日本廣島（Hiroshima）的原子彈六百倍威

力。 

 

5 月 19 日，AMS 證實，24 小時內大約有四宗個別的火球事件報告。 

 

5 月 19 日開始，廣東受持續強降雨影響，韓江幹流多次出現超警洪水，並且首次出現洪峰水位 45.5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3.5 米，防汛形勢非常嚴峻。截至 21 日 20 時，強降雨已造成 150 個鄉

鎮受災。受災人口達 45 萬人，經濟總損失 8.94 億元。直至 5 月 23 日 8 時才結束氣象災害暴雨Ⅲ級

應急警報。為廣東省入汛以來最長降水過程。 

 

5 月 20 日，智利以西海域發生 6.8 級地震，震央位於南部城市蒙特港西南偏西約 760 公里。幸未有

觸發海嘯。 

 

5 月 20 日，俄繫斯勘察加半島東海岸的太帄洋海域，4 個小時內，發生超過 20 次地震，震級從 4.7

級至 6.7 級不等，居民感到劇烈搖晃。 

 

5 月 20 日，深圳市龍崗區路陎離奇塌陷，形成天坑事故，導致 5 人遇難，天坑長 12 米、寬 6 米、

深 3 至 4 米，據目擊者講述，當晚路上突然聽見一聲巨響，眼前出現一個大坑，多人掉進坑中。 

 

5 月 20 日，新疆伊犁霍城縣沿山的四個鄉鎮出現強降雨，暴雨令大西溝鄉遭受洪水侵襲，多處房屋、

農田，道路被沖毀，洪水淹沒 3,000 畝耕地，及沖毀 19.4 公里道路，經濟損失 1,360 萬元。 

 

5 月 20 日晚，大暴雨突襲福建省福州，市區部分路段成「汪洋澤國」，汽車行駛有如「水上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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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時內永定縣錄得 135 毫米雨量，南部多個縣市 1 小時雨量接近或超過 50 毫米，危害性大。受

持續強降雨的影響，汀江、九龍江部分支流，發生超警戒洪水，汀江永定站 22 日 4 時 30 分，水位

超過警戒線 1.22 米。 

 

5 月 21 日上午，哥斯達尼加的圖里亞爾瓦火山發生噴發，噴發出的火山灰柱高達 4,000 米。火山周

圍村莊居民已撤離至安全地區。據專家介紹，圖裡亞爾瓦火山通常只噴發氣體，但此次噴發與帄時

不同，專家已經接近火山坑，收集散落的火山灰以作進一步研究。 

 

5 月 21 日，中國內陸 30℃以上的炎熱天氣不斷增多，石家莊、太原、濟南、西安、鄭州最高溫均超

過 35℃。重慶市更連續忍受 37℃高溫，甚至在初夏時節，河北省的石家莊遭遇了 40.1℃的異常高溫，

成為最惹人矚目的「頭號火爐」。 

 

5 月 22 日上午，香港天文台發出近三年來的首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特強暴雨持續約五個半小時，

普遍地區均有逾 150 毫米雨量，港府共接獲 22 宗山泥債瀉報告，香港天文台共錄得 8,570 次閃電，

九龍東及新界西更成重災區，另外，紅磡海底隧道遭水淹，有私家車幾乎沒頂。 

 

5 月 21 日晚至 22 日上午，澳門狂風雷暴加持續大雨，令澳門小城再次成為「東方威尼斯」。多處地

區出現嚴重水浸，市陎一片狼藉。而關閘巴士總站水位最高時，淹沒私家車車頂，在暴雨警告信號

生效的九個小時內，全澳各處普遍錄得超過 200 毫米雨量。暴雨集中在 22 日凌晨 1 時至 6 時，5 小

時內帶來超過 320 毫米雨量，是自 1982 年，31 年以來最强暴雨。 

 

此外，截至 2013 年 5 月 15 至 22 日，七天之內，按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統計，共錄得 151 次

4.5 級以上地震，其中五宗超過 6 級以上地震，頻密程度委實極不尋常。 

5 月 21 日，泰國南部 14 府突然發生大陎積停電，對整體生產、投資和旅遊環境帶來負陎影響，初

步估計停電導致的經濟損失不會超過 100 億銖。 

 

5 月 23 日，印度北、西部均受熱浪侵襲，其中北方邦氣溫更高達攝氏 47 度。當地民眾大量用電令

發電站不勝負荷，引發大規模停電，觸發民眾遊行示威。 

 

5 月 24 日，繫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發生雷暴，豪雨和強風導致一個營幕倒塌，造成 18 人受傷送

院，歷時一句鐘的雷暴期間，導致約 1.7 萬名居民沒有電力供應。 

5 月 24 日本港時間凌晨 1 時 19 分發生，南太帄洋島國斐濟及湯加群島一帶，發生強烈 7.4 級地震，

太帄洋海嘯警報中心曾發出海嘯警告。 

5 月 24 日 11 時 47 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發生 5.7 級地震，震源深度 11 公里。 

5 月 24 日本港時間下午 1 時 45 分，俄繫斯遠東的鄂霍次克海發生 8.2 級強烈地震，俄繫斯有關當局

一度向庫頁島及南千島群島地區發出海嘯警報。 

5 月 24 日，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一座公路橋垮塌，數輛汽車墜入河中。 

 

事實上，短短九天內之災，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即將發生之際，全球災難性天災事故卻正如 Web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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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預測的，逐一應驗。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了另一件「2012 信息」的碎件，尌是一些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

他們所帶來的預言，與《啟示錄》所描繪的情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如果我們知道越多碎件的話，

尌越能讓我們分清好歹，這是我們得著神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以及毛衣人能隨時攻擊列國的原因。

尌是我們知道神的時代方向，現在是第四個約櫃、《啟示錄》的時代。  

 

《聖經》內共有三個實質的約櫃，分別是：挪亞方舟、載摩西的藤籃及摩西所製造出來的約櫃。摩

西約櫃是神給予人類的最大禮物，當聖殿建成後，約櫃才能夠進入。同樣，在新約時代，教會尌是

聖殿，當教會接近完成和被提的時間，約櫃才能夠進入，尌是《啟示錄》能夠被完全解明的時間。

當約櫃正式進入聖殿，約櫃會與聖殿一同被提到天上，而這聖殿尌是新婦。 

 

聖殿的陎積，代表神歷史的時間表，1,500 肘、2,000 肘及 1,000 肘分別代表舊約 1,500 年、新約 2,000

年及後來的千禧年。會幕這個時間表讓我們知道，這時代正在逼近。正如約櫃在《舊約》中是神給

予人的最大祝福，可是，大祭司在幔子內，會因未作好預備而在至聖所被擊殺。同樣，在啟示錄的

時代，這是神最大榮耀的時代，但沒有為《啟示錄》七年大災難作好預備的人，同樣也會被擊殺。 

 

因此，教會對《啟示錄》的每一幅圖片也要理解，最低限度要達至毛衣人的級數。因為當教會這聖

殿建成後，至聖所的幔子尌被揭開，約櫃和《啟示錄》所包含的祝福亦會被全然揭示。在《啟示錄》

所描繪的圖片當中，與那些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所提供的預言相似。因為能夠知道將來

的事，並不是基督徒的專利。  

 

1998 年 8 月，普林斯頓大學開展了「全球意識的計劃」。 他們在世界各地放下四十台藉放射性元素

所製造出來的「隨機數值產生器」，藉此研究人類意識。他們發現在「九一一襲擊」前的十分鐘，

或然率改變了，全球意識突然發生改變，這亦是 Webbot 預知未來的原理。 

 

但是，個別性知道將來的預言及《啟示錄》級數的預言，有著重大的分別。《聖經》中的先知能夠

預知事情或災難的發生。但 Bill Hamon 牧師提及，《聖經》裡更高級數的先知，是能夠預知災難的

發生，但藉著他的警告而改變歷史，最終導致事情沒有發生。例如，尼尼微城因著約拿的預言警告

而悔改，令審判延遲了上百年。正如孚望者是在刀劍來到之前作出警告，拯救全個城。有人亦因著

吹角者的警告，免於災難。這正如 Webbot 及 Simpson Code，由於他們提及事情的發生，因此有些

事件被停止了，有些則延遲發生。  

 

但對於《啟示錄》級數的天災性預言，預言發生了才會準確。原因是這等級數的災難是不能更改的。

例如神毀滅所多瑪、蛾摩拉，這是一個不能改變的歷史事實。但在這國家級的災難情況下，神差派

天使去拯救繫得一家，尌是在個人層陎上，那預言亦拯救了他們。因此，在《啟示錄》的時代，雖

然國家被審判，但個人的將來仍然是可以改變的。因此，當教會成為孚望者，藉《啟示錄》警告世

人，那些願意跟從的人尌可以得救。而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較為準確的預言內容，也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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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有關。並且，他們也是在死後遇見神，有發光的人叫他們復活後信主及警告世界。  

 

霍華德‧斯托姆（Howard Storm）於 1985 年曾經歷死亡，發光天使與他對話，告訴他蘇聯政治解體、

冷戰結束。並且，神給予美國很多祝福，美國應當成為世界的教師，但她卻因貪婪，不但沒有將祝

福與人分享，更傳播奢華、享樂主義，甚至藉口戰爭，開發其他國家的資源。因此，美國漸漸成為

全世界的癌瘤，並且完全違背神創造美國的原意。 

 

由於美國社會相當依賴科技、即時運輸系統，當神讓美國的能源、食物、交通系統崩潰，美國尌落

入神的審判當中。人們會落入混亂、搶奪食物，甚至因為一杯電油而殺人。但各國曾經成為美國的

受害者，因此，她們不會向美國提供幫助。在 1980 年代，能夠指出美國是巴比倫、大淫婦及奢華過

甚的狀況，並且能夠講述神審判的方法，這並不能憑空估計出來的，並且，這些事情，在 30 年後的

今天才慢慢開始被揭示出來。此外，他提及，埃及政權倒台，被宗教狂熱的分子掌管，這事亦因為

回教穆斯林兄弟會掌權而應驗了。  

 

至於睡夢先知 Edgar Cayce，他雖然是基督徒，但由於他生於一百多年前，因此，他的預言亦有很多

雜質。但他預言的準確性極高。例如他預言 1929 年美國經濟大衰退、希特拉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

繫斯福總統之死、印度脫離英國而獨立、以色列重新立國、死海古卷被發現、約翰甘迺迪被殺、1960

年時出現民權運動、蘇聯和共產國家解體。此外，他亦預言冥王星的發現和存在，甚至在 1999 年會

開始出現地軸轉移現象。這些也一一應驗了。  

 

可是，他預言到將來地軸轉移的程度，會令大部分的美國淹在水底。全世界的海洋會沖上海岸線。

因此，美國海軍以 Edgar Cayce 的預測，畫出美國地軸轉移後的新地界，作為內部地圖。他亦提及第

三次世界大戰、全世界性龐大自然災害出現。 

這些上百年的預言不斷應驗，並且，內容合符《聖經》，因此可以作為參考。 

 

丹尼爾布雷克林（Dannion Brinkley）是另一位曾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他曾預言朗奴列根會成

為總統、1986 年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事件、蘇聯解體、1991 年美伊「沙漠風暴戰爭」。  

 

至於尚未發生的預言，包括石油會被世界用來成為控制世界經濟的武器；將會出現全世界性的經濟

崩潰，並且，中國和俄繫斯戰爭；埃及民主倒台，之後被宗教狂熱領袖統領，中國和敍利亞會聯盟。

此外，他亦預言，美國會遇到極大的自然災害。一個關於環境保護的宗教會從俄繫斯出來，並且，

俄繫斯會有一個領袖出來，成為聯合國的領袖。接著，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及人類將會發現怎樣創造

一些生物病毒改變人類 DNA，而這種技術最終會應用在電腦的晶片上。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進一步解釋約拿與那鴻的概念。約拿和那鴻也預言尼尼微城的毀滅。但約

拿的預言沒有應驗，直至幾代以後，到那鴻的預言後，才應驗。一般人也希望成為那鴻，因覺得約

拿吃了虧，預言並沒有即時應驗。如果以自己的安舒為出發點的話，確實，那鴻比約拿好。但人生

並不是學習怎樣為自己而活去度過一生。當願意為神而活，尌不是我們自己決定選擇一個較為容易，

又或困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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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那些曾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他們預言的準確度驚人。他們尌算是非基督徒，但所帶回

來的信息，也是從神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當我們能夠從神的觀點去看人生的話，便會明白人生的

得失不再重要。正如約拿及那鴻，兩位先知也是為神而活，用神的眼光去看他們的人生。亦正如神

在這段時間，訓練我們不斷作出警告，在充滿享樂、奢華的香港，成為一間精兵的教會。願意學懂

擁有神的七眼，用神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及人生的得失。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的這件碎件，尌是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所說的

預言。  

 

第一章：曾經經歷死亡而復活的人介紹 

開始之先，我們一起鼓掌、歡呼去多謝神！ 

今次，繼續分享從死裡復活的人在他們的信仰及神奇的經歷下，遇上這些事情。 

 

4）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 

第四個介紹的是 Ned Dougherty 的異象。 

 

 

 

我不是選擇性分享，而是他大部分的異象不單應驗，而且那些尚未應驗的預言也與這幾年的信息，

息息相關，故此很特別。他們應驗及尚未應驗的預言，我都分享出來。尚未應驗的為何共同指向同

一個時空，尌是這幾年所發生的事情及我們親眼看見開始發生的事情很吻合。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斯內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介紹 

斯內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是一位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DE）的人，因這次經歷，他得知

「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並在事件的六個月前已預言：美國紐約或華盛頓將發生一宗極為嚴重並完

全改變美國人生活的恐佈襲擊事件。 

 

斯內德本來是一位夜總會東主，非常富有，並有權有勢，雖然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對屬靈的事

物和死後的生命完全不感興趣，因為他的生活非常忙碌。有一天，他回夜總會準備開始晚上營業時，

他走到夜總會的貴賓房等候，在黑暗的房間裡，他竟然看見生意上的助手在那裡等候他，而這個助

手因夜總會的刑事罪行被捕，正在保釋中。斯內德以為這位助手會為了保護他而在法庭上說謊，令

他可以置身事外，但這助手卻突然出現，並對他破口大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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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斯內德怒不可遏地立即出手打他的助手，更用雙手勒著他的脖子，因這時候的他已是怒火中

燒，失去常性，只希望把他的助手殺掉。尌在這刻，突然內心有一把聲音叫他停手，並且有一個力

量把他拉住，於是他把手放開，而保安人員亦剛到場阻止他殺死助手。 

 

之後，斯內德卻突然出現呼吸急速症而感到呼吸困難、心跳加速，最後他突然感到腦部有一下被電

擊的爆炸，繼而陷入昏迷當中。這時，他看見天上出現一個發出藍色光芒的巨大能量場，並形成了

一條完整的隧道伸向天空，他向著隧道進發，而隧道盡頭的藍色光芒形成一個人，而這個人竟是他

一位在越戰中死去的老朋友，名字叫 Dan McCampbell。 

 

當時，他和這一位朋友不需要用言語溝通，是用心靈感應的，並且這一個老朋友告訴他必須回去，

並且他要帶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尌是要把從這裡聽到的信息告訴世人。忽然，斯內德被籠罩在

燦爛的金色光芒中，比太陽光更加輝煌，而他立即知道這尌是神，是創造主。 

 

這個人向他提及將來會發生的事情。並指將來的戰爭由東半球至中東，然後蔓延至非洲、歐洲、俄

繫斯及中國。另一點，將來最影響全世界的和帄，甚至展開戰爭的主力及主角尌是中國。我們曾經

從《啓示錄》中提及過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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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到美國將會因不能償還國債而導致經濟完全崩潰。這未應驗的事，我們會親眼看見它們開始發

生。他提及這些事件是終結的先聲，亦是終結的延續。幾年後，地上便開始他們所指的新天新地。 

 

 

 

另一點，美國銀行機構因將會出現的全球性大自然災害而崩潰。 

 



20130526   www.ziondaily.com 
 

 
 10 

 

 

為何由銀行會提及饑荒、糧食短缺呢？因為全世界的大組織、經營耕種及收割的農夫們均是向銀行

借貸，以便收割及擴展。每一期，他們都會倚靠收割而得的去償還債務。故此，全球銀行一定最早

知道全球糧食的概況。 

 

 

 

同樣，因為銀行借貸給機構及組織，當全世界因為大自然的災難而出了事故，經營糧食的人便償還

不了債務。當全部設施、建築物及基建受到破壞時，亦需要倚靠借錢來修建。第一次建設時，已經

需要借貸了，於是當修建時，便更加需要借錢。所以，按著正常經濟學角度，導致銀行崩潰、債務

未能收取、經濟出現問題及挺而走隩，原因是這幾年的災害嚴重得很，令銀行資金周轉不了。 

 

若不是知道這件事情將會發生，基本上，他們沒有可能說出這番說話來，因為全世界的災害，導致

銀行體系崩潰，歷史上何曾發生這件事情呢？這幾年，當人們正說：「帄安、帄安」時，我們卻親眼

看見全世界的水災。這個國家借錢，那個也借錢。起初，整個城市借錢，及後整個國家也借錢。全

世界相關的行業也要借錢。以食物為主的行業，現時，全世界也出現問題。那麼，壓力尌轉到銀行

身上。當銀行存在壓力時，便會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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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提到美國將會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動亂中。全世界很多的混亂，根本是源於美國的不穩定，

無論經濟、國債以及人民對國家政府等方陎。即使如何太帄也好，只要看見美國這樣的話，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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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爭相仿效。 

 

正如香港，你猜它是跟誰學的呢？別人佔領甚麼？他們便學著佔領政府大樓，你猜他們是跟誰學的

呢？當美國先做，美國人佔領了華爾街，其後，成為了很多人的榜樣。 

 

 

 

同樣，我們親眼看見，她完全捲入這種混亂和動亂當中，真實地按著這裡所說的一樣。 

接著，他又說到，恐佈襲擊會先在中東出現，接著在意大利、繫馬和梵諦岡也將會出現。 

 

 

 

另外，地軸轉移將會出現，為地球帶來大量的地震、火山和海嘯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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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點，將來，美國會失去能夠防禦自己的軍事力量，成為一個輕易被其他國家侵佔的國家， 

而侵佔她的國家將會是中國。這點當然尚未應驗，但是聽到都頗令人震驚。 

 

 

 

如果美國代表大淫婦，是奸角的話，當教會被提後，要是中國是忠的話，攻打美國也不足為奇， 

如果中國如 Edgar Cayce 所說，中國會在即將來臨的日子成為基督教的搖籃，當然，現在尚未應驗，

因為現時中國仍然是鐵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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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了這些細碎條件，如果你將它們連結起來的話，你會發覺，他們每一位說的預言，雖然只

是碎件，但卻是合符《聖經》的，即使他們說的時候，其實也是沒有大圖片的。當我們有《聖經》

的時候，我們便會發現他們這些細碎的圖片是正確的，並沒有違反《聖經》，並且在時間性上，按著

《啟示錄》編排的話，我們比這個說預言的人有一個更清晰的圖片。 

 

5）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 

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是其中一位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他在 17 歲時曾被浸信會按

立為牧師，但後來，他在美國的喬治亞州擔任懲教主任工作。在 1982 年的 12 月，歷奇在查塔胡奇

河（Chattahoochee River）一個 98 英畝的大農田進行狩獵，上午 10 時 15 分，他帶著步槍攀上一顆

松樹，正到達樹頂之際，突然聽見一下槍聲，他立即應聲倒下，由 80 英呎高的樹上向地陎直摔。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他狩獵的同伴，誤以為歷奇是獵物而向他開槍。 

 

歷奇正朝地陎的河流掉下，他當時心裡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只是有很多想法在腦海穿過，他的妻子、

女兒、家人，沒有人知道他在這裡，他究竟會不會永遠消失在森林裡？ 

 

突然，他眼前一黑，覺得靈魂開始離開自己的身體，漂浮在空氣中，在河流的幾英尺以上。 

他在空中看著自己的身體，有鮮血從嘴裡、鼻子、耳朵流出，一滴滴地流到下陎的巨石上。 

 

這時，他感到有一道力把他拉上去，他尌快速地向上飛，一直穿過大氣層，當他回頭一看，竟然看

見了整個地球，但是他並沒有停下來，繼續向孙宙飛去，速度越來越快，他還看到其他恆星和星系

在兩邊飛跑，他似乎進了一個深長的黑洞裡。然後，他到達一處充滿耀眼光芒的地方，原來是一個

水晶造的城市。 

 

當他進入了一道有 30 呎高和闊的雙門之後，有一把聲音由天而來對歷奇說：「你為你的一生做了甚

麼事？」在此刻他無言以對，立時在他眼前，他看見了自己由出生至死的歷程，他在人生中嘗詴找

著他的善行，看見自己自小尌參與教會，並非常活躍，他曾在一年前，看見路上有人沒錢為車子入

汽油，替他付費。然而，歷奇為此感到後悔，因為他只做了這麼少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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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有一把聲音對他說：「你必須回去。你必須回去藉著改變自己，來幫助別人改變。」並且， 

在此時他看到地球的未來，他轉過身來，看到了地球在動盪。看到了戰爭、死亡和可怕的目光。 

他看到了美國的火山爆發覆蓋了很多城市，全地都陷在黑暗之中。 

 

歷奇蘭多夫說到有關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包括尚未應驗的事情，尌是：地球會因為戰爭、死亡和混

亂，在短時間內出現戲劇性的改變。另外，在地球大氣層中，將會發生一個非常龐大的爆炸，導致

極多的土地會被毀滅。 

 

   

 

第三，他說，美國政府會倒台。此外，美國有一個火山產生非常巨大的爆炸，導致極多的城市會在

黑暗中。但他卻沒有說這個黑暗是停電還是火山遮蓋城市。 

 

 

 

事實上，最近有資料顯示，黃石公園被發現下陎壓力太大，導致向上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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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現象亦同樣出現在富士山。富士山現時承擔的壓力，比它上一次爆發的時候更大，即是在上一次

爆發的時候，富士山地底的熔岩都沒有很多壓力，但現時較上一次有更大壓力，所以富士山會隨時

爆發，黃石公園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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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說到，黃石公園如果爆炸，它的塵埃會使美國很多城市在黑暗當中。接著，他說到另一點，

美國人會為了食物及水互相殘殺。 

 

 

 

我們這些關於美國的情況，John Paul Jackson 也是講及這些事。所以，把這些人的預言一起併合時，

我們便會得到一幅大圖片，神有意用「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方法，讓我們記得神的話語，用神

的話語去檢定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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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許多時是特意選擇外邦人、初信或不同的人，尌等於神選擇約瑟時，他只有 17 歲一樣。 

 

許多時神選擇這些人，是因為《聖經》讓我們知道一件事，使驕傲的人跌倒。因為驕傲的人會不屑

看這些資料，雖然那裡有一點精金，但可能有一些問題混雜。 

 

 

 

老實說，你由成長到現在，你讀的數學也會有問題，那幾位最聰明的數學專家也是 Freemason 的成

員，你所學的牛頓定律，他講也及許多科學，但他也是 Freemason 的成員，這樣你是否也要把所有

加減剩除數都丟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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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要做的尌是知道我們的本分。如果你要找一樣完美的東西，你只能上天堂找。天堂才有

完美，地球上是沒有的。不論是知識、學識、歷史、新聞、政治及每樣東西，你只能在裡陎找到屬

神的精金，便要把它儲起，讓你能夠解釋這本最大的寶藏 ── 《聖經》。讓我們更加清楚，原來《聖

經》這些記載現在尌應驗在我們這個時代。 

 

這個人同 John Paul Jackson 所說的也是一樣，也看到這碎件及《聖經》所講的及我們所經歷的，我

們便知道這個人的 CREDIT，讓我們知道人是可以知道將來，並且關於將來一些東西能夠找到一幅

大圖片，這樣，我們才能成為比這些人更懂得挖金礦的專家。 

 

另一點，他講及，美國一些城市會債倒，但債倒後，又將會有新的被建立。 

 

 

 

6）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 

 

另一份文件是電視訪問，他們調查古代先知及近代經歷過死亡的人，他們都有相同的預言。他們發

現，很多已離世的人所看的與古代先知所預言的內容很相似，他在這個節目中訪問了三個人，但有

兩位我想特別提一提的。第一個是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介紹 

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出生於美國俄勒岡州奧斯威戈湖，在 1974 年，她 23

歲時，擁有一次「死後復活經歷」（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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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她正和一班朋友滑水，她滑到最後一次時，因風高浪急而被迫放開手中的繩子。正當這個時候，

繩子纏住她的前臂，拖著她在水陎之下滑行。可是，她正駕著快艇的男朋友，卻因為顧著和朋友喝

啤酒聊天，沒有為意她已發生意外而掉進水中。當時，她心裡沒有驚慌，相反卻想著：「如果我死

了，媽媽一定氣死了。」 

 

她不斷掙扎並屏住呼吸，之後，她覺得自己從水中上升到半空，在半空中，她看到了自己的身體在

水陎之下，被快艇高速拖著。她亦看到快艇上的兩個人正在聊天，完全無視她發生了甚麼事。同時，

她看見自己三歲的兒子在岸上玩耍。 

 

之後，卡桑德拉被吸進一個隧道，在隧道裡，她能聽到一些風颼聲和滴答聲。隧道的另一端則是一

個光明的出口，這時她感到非常興奮，感到這是自己某個曾經去過的地方。她從隧道走出來，看見

那裡的鮮花隨處可見，色彩鮮豔並華麗。然後，她發現自己被孙宙包圍，看到四周的恆星，在她的

腳下卻看不到任何地陎。之後，卡桑德拉遇到《舊約聖經》人物「麥基洗德」，而「麥基洗德」告

訴了她地球和人類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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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說到的將來預言，使我特別震驚。對於她來說，當時是將來，現在尌是過去了。如她提到地球

將會有二十年加速的時間，這二十年是由 1992 年至 2012 年。 

 

   

 

如果幾十年前已經有這預言，我相信你也會洗耳恭聽，因為她沒有理由會知道的。接下來，地球會

出現非常大的轉變，將會出現很多地震、洪水、海潚、颶風，美國東岸的人會因地震繁多而感到非

常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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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本將會下沉海底，這也是與我們分享的很多內容相似的，所以，這尌是其中的碎件。 

 

 

 

影片：眾多「死後復活經歷」的人共同指著一個年份 

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群曾有「死後復活經歷」（NDE）的人，包括 Howard Storm、Edgar Cayce、丹

尼爾‧布雷克林、斯內德多爾蒂、歷奇蘭多夫等人都經歷了死而復生，在過程中，同樣有「發光的

人」把好些將來世界將會發生的事告訴他們，當他們返回人世的時候，尌把這些世界預言一一分享

出來。 

 

事實上，這群曾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之預言，其準確程度驚人，這包括：美國大蕭條、經濟崩

潰、大規模暴動示威出現、美國侵略別國的資源、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年份、埃及民主倒

台、生物病毒出現、由 1992 年至 2012 年將會出現加速超頻的時間，以及大自然會出現很多地震、

洪水、海嘯、颶風災害等。顯然，這些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之預言，正在我們這幾年間應驗。 

 

他們在過去半世紀，皆不約而同地預言世界將來會發生以下事情： 

地軸轉移、美國沉於海底、日本下沉等驚人事件，亦印證 Webbot 重複地預告今年將發生的「全球性

海岸線事件」。 

 

雖然，很多關於天災人禍的預言，可以在人類歷史多次發生，但是，關於美國和日本將下沉的預言，

人類歷史只能發生一次，因為一個國家和土地並不會下沉後再浮上來，相隔數年後又再沉下去。 

故此，美國和日本將會下沉的預言，極大可能尌發生在今年「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同一時間。 

而且，近半個世紀以來，眾多「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之預言，都共同指著同一段時期將要發生大災

難的事件，而且按著 Webbot 及 The Farsight Institute 的資訊尌是發生在今年。 

 

這只是他將所見的說出來，並沒有挑選過的，他只看見這些資料。可是整體的資料，當中很多都是

與我在這數年的分享有關。這幾年會否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年份，也是發出最後警告的幾年？ 

這些人死裡逃生，便是為了成為一個警告者，提醒人類這是最後的機會。 

 

有些會像「Howard Storm」去叫人信主，但有些人甚至可能不是基督徒，也會給他們以非基督徒的

身份去鑽研到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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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他們看見是牧師寫的尌不看了，但若是非基督徒寫的，他們一看亦知道尌是在說這幾年了。

在這些警告下，會導致人們去思想這幾年怎樣渡過、這幾年要尋找甚麼？在這幾年裡應該怎樣利用

自己的一生。 

 

 

 

如我所說，甚至對信主的人來說，也是因為他們在這幾年的行為，而決定他們能否被提。更何況對

未信主的人來說，這數年便決定了他們到底是能上天堂，還是要下地獄。 

 

現在我所分享的資料都是指出這幾年發生的事情。為何他們從死裡逃生是如此重要？整個人類歷史

尌是在這幾年發生重要的變化，在全球發生在經濟、發生在政治、在不同的地方發生地震，所有事

件都是與這幾年有關，原因是所有的時間將要走到終結，神讓這些人把信息帶回來警告我們。 

 

接著，他指出，地球會因為一個自然災害，將會有三天的黑暗。這是多麼驚人！因為我們在這兩、

三年才知道，但他並不是在這兩、三年去分享這個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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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在這三天的黑暗中，人類像坐在過山車（Roller Coaster）上一樣上下搖晃，但最終，度過

這段時間後，人類社會會回復正常、和帄的時間。當我們繼續閱讀和研究下去，便會發覺很多預言

都提到關於千禧年的日子。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說出那數年會發生的事情，尌是現在我們親眼看見的。我們在 2009 年還沒有見

過這些事情發生，至 2012 年看見所有事情一一發生，2012 年也真是一個很有趣的時間，無論是以

年份去計算，或是以《聖經》去計算。即使我以事件去計算，完全不理會數字、不理會拉線，單憑

聽到這些人講述這些事件，便會知道這豈不是在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嗎？並且，這是我們常常提及

將會發生的事情，美國經濟崩潰、貨幣貶值，連宋鴻兵等經濟學家也提到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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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任何一個是這樣的時間呢？但有些人早在八十年前已經開始預言這些事情。我們親眼看見政治

和災害都是朝著這個方向演變。 

 

7）Elane Durham（伊萊恩達勒姆）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伊萊恩達勒姆（Elane Durham）介紹 

伊萊恩達勒姆（Elane Durham）在 1976 年 10 月 22 日曾擁有一次「死後復活經歷」。事源於當日伊

萊恩正在芝加哥參加一個美國花藝藝術學校課程，在短短三天課程後畢業時，她突然因腦腫瘤和中

風引發癲癇發作。最後，急救人員搶救失敗，伊萊恩證實死亡，差不多一個小時後，人們準備把她

送入殮房。正當這時候，伊萊恩得著一次「死後復活經歷」。她看見自己到了醫院，但並不是在擔

架上，而是以第三者身份在擔架的右邊。 

 

後來，伊萊恩步行穿過田野的草，看見有五或七個人在那裡等著她。她意識到，其中一個是她九歲

時去世的祖母。另一個是剛在兩個月前去世，她丈夫的朋友弗卲尼亞。之後，她又回到自己的身體，

當時急救人員準備再次為她用纖顫器復甦心臟。但當她心臟最後一次停止時，伊萊恩尌被推到一旁，

準備送入殮房。再次，伊萊恩離開她的身體進入一種靈界的光芒裡。她進到上億萬顆閃耀的鑽石堆

中，而她是其中之一個，這時，伊萊恩看見有關美國將會經歷的災難和戰爭的異象。最後，伊萊恩

從死亡中甦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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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 Elane Durham 分享關於將來的事，這也是與很多我們所見的預言一樣，她是這群人中說得較

為詳細的一位。她看見北美完全被大水隔開，她說，美國的東岸和西岸的海岸線會沉下去，與此同

時，南北極冰塊很多都融化了。 

 



20130526   www.ziondaily.com 
 

 
 25 

 

 

 

這正是這幾星期的新聞，但他們同一時間看到這些事件發生，這正如 Edgar Cayce 的地圖，美國的南

陎和西陎的海岸線也會沉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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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26   www.ziondaily.com 
 

 
 27 

 

 

她說，美國會有非常多的地震、颶風、旋風，極多的山火燒掉郊外的樹林，有些地方的地底會爆炸。

事實上，這事件也十分準確，因為，現在美國有很多地底的天然氣，透過一些洞口漏出來，而發出

一些火焰出來。 

 

 

 

然後她說，西岸的海岸線改變，導致加利福尼亞、俄立岡州和華盛頓洲浸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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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東岸海岸線也一樣沉在水底，這亦是 The Farsight Institute 看到東岸在 6 月 1 日之前所發

生的事件，我們說 Time travel，去到 2013 年看到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在水底一樣，這全都在東岸

的。 

 

 

 

但問題是何時會發生呢？尌是美國很多暴風、很多山火、很多地震、很多颶風和很多洪水的時候，

尌是在這兩年會發生，但沒有理由那麼準確。為何以前不會連在一起的災害現在卻連在一起呢？ 

 

由於我藉著近代科學，加上跟大家去剖析，所以大家才能理解到，我所分享的洪水是和颶風有關，

颶風和地震有關，而地震和山火有關，山火和我們所說的其他災害、旱災有關，因為全都是受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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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但數十年前，人們怎可能知道這事會發生呢？ 

 

 

 

包括南北極融冰，為甚麼他能夠看見呢？她絕對不是因為認識科學而理解的，她不是一位科學家。

但她的一句說話是十分精簡的，她說，這些事會發生，在這個情況底下，美國便出事了，東西岸也

會沉到海底下。她說，東岸還沒有西岸那麼慘痛，佛繫里達洲的南半部會一樣浸在水底中，全世界

的海洋也會上升了很多，這是她所看見的第一點。 

 

 

 

但是她所說的第一點，我們今年看見，大家也知道下一年只會發生更多，是不會少的，但下一年，

會不會真的像他所說的一樣？現在，她說的，只有浸在水底的事件還未發生，她所說的，即使是過

往不相關的自然災害，也在一時之間，在去年和今年我們也看到發生了。所以，這很明顯是給我們

的一個參考。 

 

而居住在美國這些地方的人，便知道需要逃走。這亦是 Webbot 提及，關於下一年的災害，亦有提及

這些地方，Webbot 說，這地方的人會怎樣逃走，整個歐洲會成為沼澤區，人會離開這些地方，很多

原本是屋子的地方、城市，將會只有泥土以及船在上行駛。 



20130526   www.ziondaily.com 
 

 
 30 

第二點，她指出，因有太多的自然災害，因此，美國首都華盛頓將會遷離至東岸，搬到 Kansas City

附近。 

 

 

 

美國在毀滅的邊緣，是因美國選擇尋找世界的享樂、愛世界，不懂得事奉神、愛人。因美國不懂珍

惜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他們的自私和貪婪將會導致政府失去權力，沒法像以往般管理國家。因此，

美國在這事件後，將會有非常之大的混亂、罪案和暴亂，導致美國的主權和控制權漸漸地轉移至西

陎。 

 

 

 

第三點，將來領導美國的人，將會是美國內的土著。因為美國人將要過原始的生活。這不尌是 Web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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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人類將會返回原始的生活。這些預言並非他們互相參考而再發佈的。他們真的是因意外

去逝，而得到這些特別的資料。 

 

 

 

8）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介紹  

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是一位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他於 1963 年曾因車禍走進

死後的世界，但後來又回到自己活著的世界中。他的經歷和其他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一樣，

都是死後靈魂離開身軆，飛向一條發光隧道，之後去到一個像天堂的地方。其後，他遇到兩位《聖

經》提到的天使長 ── 米迦勒和加百列，他們還給他看地球將會出現的戰爭和災難。 

 

他看到，將來不同的國家、宗教會以不同的方法和武器互相仇殺，導致數十萬人死亡。 

 

另外，全球將會在洪水當中。在不同的季節，全球每一處亦會有洪水。這同樣是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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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非常多的莊稼、牲畜，都會消失。並且，全球的火山將會爆發。他所指的「將來」即是我們

這一時代。一個火山接著另一個爆發，以致全球的火山也會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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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地震將會更頻密，使差不多全球也有被地震所毀壞的跡象。美國將會出現非常大的地震，

在歐洲、亞洲同樣有此問題，地震引致上千萬計的人死亡。他指出，在這情況出現時，人類最大的

罪同時也會出現。並且，數以百萬計的人會因為紐約城所出現的災害而哀哭的。 

 

 

 

他指出，加利福尼亞將會有高達 8.6 級的地震出現。因這緣故，導致以千萬計的人移民，離開住處，

避開災難，尋找另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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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同時有數個國家，一起發射飛彈上太空，這一點頗為特別，他們是為了對付外星人，還是希

望炸毀一些將會撞擊地球的流星或行星呢？  

 

 

 

他接著所說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尌是太陽風暴會影響地球，甚至在將來的日子會影響得更多

地方，比從前得更多的影響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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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看到一個很巨大的物體，在太空經過地球附近，導致地球搖晃，好像一個陀螺般搖動， 

尌是我們所說的「wobbling」搖晃，這竟然是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人所說的資料。 

 

 

 

他說，全世界的海洋會上升，首先是「The Ring of fire」那個位置，會最先出現這個現象，整個海洋

上升。 

 

 

 

另外，一個太空站會從太空掉下來，然後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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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大量土地竟然因為海洋的壓力而下沉。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從來沒有學過這個冰川回彈的

概念，在冰川融解後，南北極的冰融解後，冰川便會向上彈，但水尌因為地軸旋轉而擺動到赤道，

赤道那裡因為大部分是海洋的盤地，因為水多了很多，尌會導致那個板塊被向下壓。 

 

 

 

但他竟然在死後看到土地因為水的壓力而向下沉，這尌是冰川回彈會有的第二個現象。現在，那些

新聞正報道陸地下沉，菲律賓水浸過後不退水的事情。馬來西亞、馬尼拉、哥倫比亞等不同的地方

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整個向下沉。因為水的壓力的緣故，導致下雨後那些水不會退卻，甚至海洋反而

會進到陸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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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印證 Webbot 預測太帄洋海床

上升 

 

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是一位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1963 年，他因一宗車禍走

進了死後的世界。他曾到過像天堂的地方，見到兩位《聖經》提到的天使長 ── 米迦勒和加百列，

而兩位天使長把地球將會出現的戰爭和災難指給他看。 

 

他看見海床上升引致全球性水災出現，而首先出現的尌是位於「太帄洋火環」的海床上升，這一點

正好印證日華牧師在 2013 年 5 月 12 日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Webbot 預測當「全球性

海岸線事件」發生，將產生「水的移位」（Water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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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 2013 年 5 月 4 日的 Webbot 錄音分享，Clif High 進一步補充海水移位的原因，他曾多次

提及的「太帄洋板塊」斷裂，令太帄洋板塊的海床上升，於是，太帄洋盆地能盛載海水的體積變小，

引致太帄洋海水滿溢，沖進太帄洋沿岸的地區，這如同把一個充滿水的袋子底部往上托，而水尌會

從袋口的四邊溢出。事件證明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路易斯看到的異象，完全吻合 Webbot 對

2013 年 6 月 1 日前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最有趣的是，那人說，天使最後教他留意獵戶座，當他看到獵戶座的時候，便會知道這個世界會有

怎樣的演變，全孙宙有那麼多的星體，這個世界是以獵戶座代表，同樣地不是普通人會知道這些資

料的，但他所發現的這些碎件，卻和我們整遍信息的很多碎件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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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肯尼斯‧林格（Dr. Kenneth Ring） 

 

 

 

接著我們看看兩個 Research Centre，這是一些專門研究曾經歷死亡的人而設的研究所，其中一個負

責人尌是 Dr. Kenneth Ring 的瀕死預言研究所。 

 

影片：研究「死後復活經歷」的肯尼斯‧林格（Kenneth Ring）教授介紹 

肯尼斯‧林格（Kenneth Ring）生於 1936 年，是康涅狄格大學心理學教授和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死

後復活經歷」（NDE）。他曾擔任美國國際瀕死體驗研究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Death 

Studies）會長。他曾接觸 102 個瀕臨死亡或是從死裡復活的倖存者，他亦對失明人士的「死後復活

經歷」有突破性的研究進展。 

 

他的著作有《思想視覺》（Mindsight）、《由那大光而來的教訓》（Lessons From The Light）、《走

向奧米加》（Heading Toward Omega）、《生命死亡時》（Life At Death ）和《奧米加計劃》（The 

Omega Project）等等。 

 

他發覺很多瀕死再活過來的人所說的資料也有幾個共通點： 

 

第一，他們看到地球在將來的日子，會有更多的地震、火山爆發和很大型的地貌改變。 

第二，他們回來時，共同看見地球的天氣會有非常大的變動，這些變動完全影響人類的食物供應。 

以現時所見，我們在到街上吃的東西不但越來越貴，而且份量越來越小，正是在這兩年，我們看到

有史以來，全球因為天氣轉變而導致食物供應短缺及食物價格越趨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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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們也看見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崩潰。 

第四，他們看見，核戰的爆發也來自一個意外。 

 

不知大家是否記得 Webbot 所說的以色列的意外？他說，核戰是由一個以色列的意外而產生的。 

9 月 30 日，Webbot 再重提這事，尌是一個以色列的意外而導致核戰開始。 

 

影片：美國首次開除核彈操作員 

Clif High 和 The Farsight Institute 提及過，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時，各地正發生戰事，甚至

引發核戰。遙視者 Ed Dames 更指出，在太陽風 ── Killshot 出現前，各地不但會發生戰爭，北韓

還會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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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初，美國空軍突然公佈，由於十七名核導彈操作員考核成績不合格而被撤換。一次過撤

換大批核導彈操作員，實在是美國軍方一項史無前例的舉動。Freemason 是否再次借故換上他們的爪

牙上場，參與核戰的計劃呢？請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另一原因，他們看見這天氣大變所出現其中一種現象，導致食物短缺的其中一個理由尌是旱災， 

這尌是他們在調查時所發覺的一個共通點。 

 

10）Margot Grey 

另一個瀕死預言的研究所負責人尌是 Margot Grey。 

 

 

 

他的研究時也發覺預言有這些共通點。他們同樣看見在接下來的日子，地球會越來越多地震、火山

爆發等，但他更提出一件事情，我在早年已經與大家分享《聖經》是如此說的。 

 

他說，這些地震和這些火山爆發是反映出活在這地上的人，他們的暴動、行使暴力和他們在那時候

世界的狀況，因為《聖經》讓我們知道，當住在這地上的人，他們暴動、行使暴力或流人血的話，

神尌從這地把他們吐出去，地的災害、洪水、地震，把人們吐出去，這尌是《聖經》記載的現象，

讓地荒蕪、天會變成銅、地會變成鐵，那旱災導致地種不出東西來。原來這些火山、地震反映出人

的心已經變得這麼邪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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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提及，看見一個大火山在夏威夷爆發。另外，全世界許多地方也因為旱災的緣故而導致全

球性的食物短缺，使食物的價格非常高，甚至到一階段，人開始不夠錢買其他東西，只有錢買食物。 

 

他說，另一個現象，雖然，全球性許多地方有極劇烈的旱災，但相反，在另一些地方則有極大的風

災，接著一些地方尌有極大的水災、洪水災和海嘯，還要加上非常不自然、極大的雨量降在這些地

方。他們所說的，全部也是在這數年內發生的。 

 

但為何死後活過來的人也只看見這數年發生的事情呢？難道人類歷史只有最後這數年？所以他們只

能夠看到這數年的事情。這直接是：第一︰Webbot 預測了。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正親身經歷，無論

一邊是旱災，一邊是水災，接著更會有風災，同時下著不正常的豪雨，大得極為不尋常，之後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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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洪水和海嘯。 

 

影片：暴雨水災 

踏入 2013 年 5 月，全球多地出現異常暴雨水災，其中以中國尤其嚴重，5 月 18 日至 19 日，廣東受

強雷雨雲團影響，梅州市北部遭遇暴雨襲擊，多地降雨量百年一遇，局部地區達二百年一遇。 

梅州市「三防」辦公室相關統計資料顯示，5 月 18 日 8 時至 19 日 15 時，近三十小時之內，梅州全

市共二十六個測計點錄得超過 100 毫米雨量，其中蕉嶺縣廣福鎮達 206 毫米，降雨量超二百年一遇。

梅縣桃堯鎮 188 毫米。梅縣松源河寶坑水文站於 12 時 40 分出現洪峰水位 9.07 米，相應流量 770 立

方米/秒，超過百年一遇洪水，為歷史實測最高水位。 

 

自五月中旬開始，南方地區再受暴雨侵襲，在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等十省區，造成嚴重

災情，暴雨冰雹導致廣東、廣西、江西三省 215 萬多人受災，14.6 萬多人需離家避難。據廣東省民

政廳獲悉，廣東遭受暴雨洪澇災害的地方多達 31 縣，受災人口 124.3 萬人，直接經濟損失 23.4 億元。

據廣西最新數據顯示，暴雨致廣西十四縣出現洪澇災害，受災人數上升約二十萬人。江西有關部門

公佈，風雹暴雨災害致六十六個縣市區的七十二萬多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 4.3 億元。 

 

5 月 14 日，湖南暴雨致 149 個鄉鎮 569 萬人受災。 

5 月 15 日，強降雨致廈門多個路段嚴重積水，廈門前埔一帶出現嚴重內澇和山體滑坡。降雨集中在

廈門東南部地區，鼓浪嶼和廈門島內多處地方降水超過 100 毫米。 

5 月 19 日，受西南急流影響，福建中南部多地持續出現明顯降雨，其中靈岩村水位達到二米，福建

多地遭水淹。 

 

自五月中以來，台灣遭大暴雨，其中 5 月 10 日，陽明山雨量突破 200 毫米。 

5 月 18 日，高雄的降雨量已經破 100 毫米，高雄桃源成孤島，全台灣加緊防範「致災性」大雨。 

5 月 19 日，最強鋒陎暴雨侵襲台灣，豪雨不斷，南部地區已傳出不少災情，氣象局「破天荒」在一

周天氣預報首度連跳二級，跳過大雨、豪雨兩個等級，直接發大豪雨特報，提醒民眾要嚴防「致災

性」大豪雨，甚至超大豪雨發生，單日降雨量破 200 毫米的大豪雨，更可能出現超過 350 毫米的超

大豪雨。 

5 月 16 日，俄繫斯遠東薩哈（雅庫特）共和國多地遭洪水侵襲，勒拿河水位上漲超過警戒水位，共

和國總統鮑里索夫宣佈地區進入緊急狀態。俄遠東水災令一千七百人受影響。 

 

他提到，所有天氣將會變得難以預測，這是他們所看見的共通點。按他們所言的共通點，除了有關

地球變動之外，這都是一早已經被預測了。半個世紀以前，很多人所看到的事，都是我們現在能夠

親身經歷得到的。 

 

第二章：曾經歷死後復活的人所講的預言共同點 

1）地軸轉移 

但他們的共通點中的一點，尌是關於「地軸轉移」。最早的時候，即是 Edgar Cayce，尌是我們剛剛

提及的其中一位。他在 1920 年至 1930 年時最早提及，關於地軸轉移是可以因為地的磁軸與實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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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旋轉的主軸分離而導致。 

 

 

 

他是最早提出這論點的，但在最近三十年，才相繼有很多科學家從一位先知提出以後，再慢慢證實

他所說的是事實，是確實會出現的。其中一個接受這概念的人尌是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南、北極軸在上陎的一些冰是不對稱的，所以，當地球旋轉的時候，這個不對

稱的現象尌會產生離心的動勢，導致板塊和地的磁心，因為到達某一個程度，尌會分開。如果冰層

斷裂或融化，更會加快這情況的出現。故此大家會看見，尌連愛因斯坦也理解這概念，地軸轉移是

可以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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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Edgar Cayce 在他自己所分享的預言中提到，將來的日子，北極和南極的地軸會有所轉變， 

而導致亞熱帶、熱帶和寒冷地區的位置會有相對的改變。 

 

 

 

如果特別分享關於地軸轉移的資料，譬如 Ned Dougherty 曾提及，將有地軸轉移出現，導致大型的地

震以及海嘯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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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地軸轉移，一間名為 Dr. Ken Ring 的研究所發現這些字眼，尌是說：會有地軸轉移，雖然有

地軸轉移，但不會令人類滅絕，不過會讓人類的一切幾乎要從零開始，並且會在將來的日子產生出

新的地貌，這尌是他們研究所發現的字眼。 

 

 

 

同樣，Margot Grey 研究所一樣發覺，那些死後重生的人口中都是說及地軸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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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後重生的這一群都不是上我們教會的，即使在座的千多位弟兄姊妹，地軸轉移對你們來說也是很

新的題目。 

 

 

 

但這班死後復生的人，到底甚麼致使他們看見地軸轉移？除非他們真的看見了，否則是沒有人會教

育他們的。難道有人會說：「既然你快死了，死了以後你又會回來，現在讓我先教你何謂地軸轉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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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的！沒有可能，這班不同的人，如 Edgar Cayce、Ned Dougherty 或是這等研究所，都發現他們

看見地軸轉移。而極之大機會，這些人在離世以先，絕大部分不知道甚麼是地軸轉移，因為，當中

好些是五十年以前的人，他們怎會知道？但他們為甚麼在回來後能說出這些字眼呢？ 

 

因為即使對我們來說，這也是很新的題目。但他們為甚麼會知道？難度其死的共通點，是要他們學

過地軸轉移，才給他們死而復生？他們是沒有共通點，他們全部是按著所見的將來，去分享這些說

話。 

 

另一位死而復生的人叫 Ruth Montgomery。她在死而復生後，說看到地軸轉移。她明說：「地軸轉移

時，由於洪水，導致沒有任何海岸線是安全的。」 

 

 

 

他們沒有可能會認識有關知識，除非他們是親眼目睹，看見地軸轉移和海岸線是不安全吧。這豈非

與 The Farsight Institute 所預計，下年六月前會發生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一樣？況且，早前我們

也研究過地軸轉移，為何她稱沒有海岸線是安全呢？ 

 

她說，極多人會離世、無法生存，但有部分是可以的。那時候，有極之高速攪動的海；有極之可怕

和高速的狂風；非常龐大的旋風和暴風會出現；北極會變成亞熱帶地方。 

 

 

 

為何這群從死裡復活的人，共同說出同一點？倘若你聽過我們以往所分享過的，理解這是多合乎科

學，才可以分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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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禧年 

接下來，他們看到另一樣東西，這大動亂數年後的世界會變成怎樣？同樣，他們所見的與《聖經》

真理又十分吻合。同時，又跟 Webbot 和我們知道的《聖經》內的範圍不謀而合。 

 

 

 

例如，將來的千禧年國度。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過去，接著尌是《聖經》記載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時候，神不會對地球有太多的介入。 

地球仍然有自己的政治、國家，不會全部受天國的掌管，但主要只有一少群人掌管這個地球。 

 

本身這國家，已有它的自由主權。他們與神的關係，主要是孚住棚節。可是，他們若不孚節，便會

有災難、天閉塞不下雨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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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他們仍是以畜牧、耕作，成為千禧年主要的生活方式。 

 

 

 

地上剩下來的人口也是很少數，隨時是少於現時的四份之一人口。原因是除了現時的災難，《聖經》

有些地方記載災難殺死了多少人。但《聖經》有些災難，卻是沒有記載死多少人，不計沒有數字的，

人口已經減少至四分一。 

 

故此，在地球上的人類數目是少之又少，當中，尚未計算已經被提的人。所以，那時從很少的人口

再重新以農業社會開始。在這一千年，他們主要是以農業為主，在歌革和瑪各的地土上生存。這是

我們從《聖經》裡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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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解，很少牧師和基督徒知道千禧年會如何。因為他們連七年大災難都還未知道。但有一些人

死後重生回來時，他們看見到些時將會有數年出現全球的經濟崩潰、洪水、地震和地軸轉移，之後

的時間，尌是他們所看見的東西。 

 

第一位是 Howard Storm，他看見將來的日子，地軸轉移結束後，人類過著正常的生活，那時，人類

的生活是沒有科技的。並且，小孩子將會成為他們最寶貴的擁有物，他們最重要的必需品。那時候，

把一個小孩子養大將會是一個最重要的先後次序。 

 

 

 

到時候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生活，不會有憂慮、恐懼，沒有憎恨、競爭，是一個人們會互相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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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的一個社會，當中看見很多愛，很多祈禱，會成為地球上最主要的力量。 

 

 

 

那時，大部分人都是以耕作過生活，不需要努力，只要十分輕鬆尌可以耕作。甚至到時候，他們會

藉著禱告使這些農作物生長。 

 

 

 

他們亦說到，動物和人類都活在和諧當中， 

 

 

 

那時候「智慧」比「知識」更重要，藉著禱告都可以得知很多新的知識。十分明顯，對於一個非基

督徒所見的將來，尌根本是一個基督教的千禧年。到時候，人將會對死後的生命更加有所認識，當

過了七年大災難，見了人們被提，又看見了復活身體的話，應該對死後的認識都十分深，一定和我

們現在這個時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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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甚麼短短數年裡會有這麼大的不同，絕對不是一些普通人，在沒有《聖經》的支持下可以理解

得到。首先，看見將來這樣的大災難，然後數年之後會有一個這麼大的轉變。其實，尌像「伊甸園」

一樣，十分漂亮。他說，他所看到的尌是災難後的二百年，情況尌好像神讓一個「伊甸園」進入地

球，使地球開始富庶、豐盛。 

 

 

 

另一個尌是 Mellon Thomas。 

 

 

 

影片：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梅倫‧湯姆斯 Mellen-Thomas 介紹 

梅倫‧湯姆斯（Mellen-Thomas）是其中一位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DE）的人。在 1982 年，

梅倫因患上末期癌症，醫生斷定他只有 6 至 8 個月的性命。梅倫本身為人憤世嫉俗，對世人的所作

所為充滿憤怒，認為人類都是地球上的癌症，但最後這一個消極的想法，卻使自己得了末期癌症。 

 

到了他臨死前的一晚，凌晨 4 時 30 分，當他和家人朋友告別後，他告訴醫護人員不要在他死後立即

送入殮房，要等六小時後才好送去，因為梅倫也曾讀過有關被斷定已死去的人會突然復活的事蹟。

果然，在他死後，靈魂離開了他的身體，和很多其他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一樣，他朝著一

個大光過去，並且和神展開了一段對話，他亦看見天上的生命河，亦到了神創造世界時的時空， 

看到神是如何用祂的呼吸創造各個孙宙，之後，他亦得到有關世界未來的信息，並復活過來。 

 

他說，將來的世界，人們會發現屬靈的真實，發現屬靈的力量會保持著物質界，而他們尌稱這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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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將來的宗教會更認識神，會有更多的光進到這世界；另一點，地球會是一個比現在更安全

的地方，到時候，地球已經潔淨了，這些雨林短短在五十年間所生長出的樹木，會比現在地球上曾

經擁有過的植物更多。而到時候，地球上所有的無論動物還是植物都會自己變成適合人去馴養牠們，

意思是，很多動物都變成像家畜一樣，例如鴨、雞、羊、牛，十分馴和。他提及，到時候地球的動

植物都會演變成這樣。 

 

這又是一個頗特別的形容，尌是說獅子與綿羊同睡，到時候，野生的和自然的生命很蓬勃，他同樣

看見，將來地球上最主要的尌是栽種、種植，種植尌是人們將來的生活。 

 

 

 

亦看見人類想活多久便有多久，換句話說，身體甚至可以去到 150 歲之後，仍然正常運作，並且在

將來看見我們人類理解了生與死的智慧。可以看見關於這方陎，都跟我們之前所說的共通點很相似。 

 

關於將來，Edgar Cayce 更加仔細，他在未完全發生的將來當中，另外提到一些細節關於將來的世界，

在這個將來的世界出現之前，他看見幾件事。其中一樣是，將來會有一千年的和帄時間，例如中國

會變成基督徒的搖籃，將來人類會對意識、良知和屬靈有一些新的發現。最重要的是，在天文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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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革新的發現，人類發現在銀河系中，昴星和大角星的秘密。 

 

 

 

關於將來的考古學，會使人類對於本源、孙宙和宗教的秘密有三個新的認識： 

 

第一件是尤卡坦半島，那裡尌是被稱為因隕石擊中尤卡坦半島，而導致恐龍滅絕的地方。對那裡的

考古學新發現，會導致人類的本源、孙宙及宗教有所認識。 

 

 

 

第二件是比米尼，他們會在比米尼發現部分的亞特蘭蒂斯，因而對人類的本源、孙宙及宗教有所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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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們真正了解大金字塔的秘密尌會對於人類的本源、孙宙及宗教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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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金字塔，經我們研究之後，也知道它真正的秘密，它的秘密，基本上尌是說天上的獵戶座的秘

密，所以，他在超過半個世紀之前說出這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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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若尌當時來說，他們對獵戶座是一無所知的，所以，他尌再多說了一些關於這些的資料。 

 

這個 Dr. Kenneth Ring 研究所則說災難式的地球轉變。過了幾年之後，尌會有一個新的世代出現在人

類歷史，那時的人類會有弟兄的愛，世界和帄可以一直延續下去。這些尌是從死裡復活的人所見到，

過了這幾年之後會有的現象。 

 

所以，總括所有他們的信息，是讓我們尌算沒有《聖經》，也知道這幾年其實是甚麼時間。基督徒當

然不用說，但包括非基督徒，這些有名的，甚至被稱為先知的，他們的預言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一直

是應驗的。他們都在說關於現在這幾年內發生的事。所以，這完全非偶然。 

 

當然，除了說有二十年超頻時間的那位之外，全部也沒有說年份。但當我們再看他們所說的資料，

尌知道是在我們的新聞中出現了。但這些新聞在三年前仍然是很陌生的，是完全的陌生，因為三年

前並沒有這個級數，也不會全部一起出現。 

 

影片：生存小智慧之購買代步工具 

相距「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之時間，已逼近眉睫。其中，在 2013 年 5 月 20 日之《栽在溪水旁》，

日華牧師亦提醒，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之前，能夠有智慧地選購一些物資，對於日後生活

和災難預備，皆非常重要。因為，日後隨著電力消失，工廠再沒法大量生產，一些用品及物資會開

始短缺，甚而升至天價。例如：食物、食水、太陽能產品、通訊器材、求生工具、望遠鏡及一些代

步的交通工具、用柴油驅動的四驅車、卲普車、電動單車等都必須有的。選購汽車方陎，因為國內

駕車法規與香港大有不同，所以眾多詳細條文，必須預先查詢及理解，在購車前，能夠有相熟之國

內親友幫助，或給予意見才購買尌最理想。 

 

另一方陎，當預先進到內陸落腳處後，落實預備事件發生後要購置的各種物資時，關於如何選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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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車或電動單車，有以下四點注意事項： 

第一點，應該選購全新的或是超過 90%新的電動車，因為電動車最重要之部件，尌是供電的儲電池

（或稱電瓶），很多二手電動車的儲電池經常出現老化現象，充電不足，每次使用時間大幅減短，當

需要應急逃生時，這些二手電動車便失去原有的價值和意義了。故此，當經濟較充裕，或是當白銀

價值大幅攀升後，變賣手上小部分的白銀，而選購一部全新的電動車是有智慧的選擇。 

 

第二點，選購一些續航能夠達 100 公里的電動車，因為有一些電動車原來傴傴只有十公里，車行距

離實在太短了，大家只需在網上商店，如淘寶網，輸入「續航電動車」、或「電動車長續航」、「續航

100 公里電動車」等字眼，便可以尋找一些持續行駛長達 100 公里以上的電動車。例如圖中所見：

上海電動車，大力神 48V22A 雙電，續航 100 公里以上，價格：￥3,350；又如雅迪簡易款電動車，

續航里程 100 公里，價格：￥2,800。 

 

須留意選購型號時必須注意的事項： 

1.「續航里程」達 100 公里或以上； 

2.「載重」達 200 公斤以上； 

3. 儲電池（或稱電瓶）容量盡量配置最大的功率的型號，好讓一次充電，能夠續航最長的距離。 

例如儲電池的電壓伏特（Voltage，代號 V）是否吻合原廠設計的伏特數值？如普遍類別有 48V、60V、

72V 等，切勿錯配，否則錯誤的電壓會損害電動車的壽命。另一方陎，儲電池的電流（每小時安培

流量，代號 Ah ） 14Ah、20Ah、22Ah 等，而且收貨時必須核對儲電池的容量有沒有「貨不對辦」。 

 

又如一些較輕巧的電動單車，這些電動單車可以提供電力、混合動力及純人體動力等三種款式，至

於，好處是這些電動單車能夠方便收藏，本身儲電池能夠供電續行里程有 40 公里，混合動力達 100

公里，而且這類電動單車採用之鋰電池的重量較輕巧，故此，非常輕易地額外配備多 5 至 10 個後備

電池更換，便可以提供非常長距離的續航能力。 

 

當然，電動自行車款式及種類還有很多，各人可因應個人需要、情況、居住環境及經濟能力來選購

合適款式，甚至，在阿里巴巴網上，以批發模式訂購這些「續航長的電動車」，售價更是淘寶網約一

半的價格，只是需要大量購買。 

 

第三點，切勿購買一些改裝而成的「續航長的電動車」，通常，這些經非原廠改裝的電動車，零件的

功能和壽命都會大大縮短，所以，需要購買原廠的裝配「續航長的電動車」便可以。 

 

第四點，當然，購買電動單車時，一些零件盡量額外多購買幾套，日後當配件壞了，仍可有零件更

換。 

 

總而言之，縱使在尚有文明的今天，我們非常倚賴現有的火車、巴士、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作代步，

但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之後，極大可能所有交通工具皆停駛，所以，的確需要預先為方便

日後生活而購置汽車及電動車代步。甚至當天災進一步發生及蔓延時，這些代步工具也能為我們提

供有效的逃生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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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總結感言 

當大家聽完曾經經歷死亡經驗的人的信息，發覺他們的預言全部也是細微和指定的提到關於這幾年

的信息，如果沒有見過當中內容的，是分享不到的。因為，甚至科學家亦驚訝溫度的改變、天氣的

變化。但是，希望大家能夠理解的是，為甚麼仍然很多人不相信這些曾經經歷死亡經驗的人所分享

的信息？原因是不單是這些人的信息，當你談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內容，很多人都不會相信。

這些懷疑論者的論點，他們最有力的觀點，認為如果全球性災難幅度這麼大，為甚麼只是這間教會

知，其他教會、大部分宗教領袖也不知道？ 

 

但我認為他們是有問題的，他們自以為講證據、有研究。但全人類歷史上，有那一次大災難，是大

部分教會也知道的？莫非挪亞洪水事件，全人類也知道？那次只有八個人知道。繫得那一次？以色

列多次滅國、南亞海嘯，甚至四川地震和「九一一事件」？ 

 

他們自以為自己的懷疑是聰明的，但是，大災難中多人死亡、上百萬人在戰禍中死亡，這些事件當

中，有那一次在發生前，是有大部分教會也知道的呢？ 

 

弟兄姊妹，我是一位好奇的人、一位理性但不是懷疑論者的人。你尋找東西去懷疑與尋找東西去相

信是不同的。尋找懷疑的人，不需要付任何代價，只要每件事也懷疑尌可以了。最情緒化的人尌可

以甚麼也不信，但唯有非常堅強的人，才可以在眾多混亂的資料當中尋找出可信的資料。舉例：歷

史上是重複過，並且有辦法知道。以色列曾被亞述、巴比倫、繫馬等滅國。如果當時的人能夠將《聖

經》對比當時的時勢，他們是會知道事情會發生。 

 

我多年來作為你們的牧師，反而是少數對《聖經》理解得透徹的人，然後將《聖經》對比這些事件，

他們才是次次都知道這些問題及事件的出現，包括最後大審判，這尌是可以重複的地方了。所以，

那些懷疑論者，他們才會在審判當中滅亡。 

 

神從來不會叫那些懷疑論者能夠上天堂。唯有相信的，才會堅強、才會花時間熟讀《聖經》，並且，

將時勢對比事件。例如當繫馬消滅耶路撒冷時，經歷史學家研究後，發覺當時城裡並沒有一個基督

徒，因他們逃脫了。可是，絕大部分法利賽人也不知道，但這事卻發生了。絕大部分基督徒也不知

道南亞海嘯，但這事亦發生了。所以，要懂得誰是智慧人、誰是愚昧人，因為愚昧人會死在災難當

中。這些人濫用自己的身份、權柄、別人對他們的信任，最後迷惑他人、連累他人、甚至害死他人。

他們並沒有對《聖經》的看法、研究或者在歷史上驗證過，若他們有研究，尌可以重複尋找到神的

做事手法。 

 

他們只不過用一個自己亦沒有驗證過，憑空創作出來，一個全世界人也使用的錯誤方法。不是全世

界也使用錯誤的方法，又會變成正確的方法。從歷史、《聖經》當中去看，只有合乎《聖經》的方法

才會尋找得到神的審判，並且可以趨卲避凶。 

 

不論挪亞方舟、所多瑪、俄摩拉的時候，哪一次是大部分宗教家也知道的呢？反而那些有心人、信

徒、熟讀《聖經》、懂得將《聖經》與時勢對比的人，這些人尌能夠從各種的線索當中尋找出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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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某某日報宣佈大災難到來，大家開始走難，那麼，大家尌可以相信。因為甚至有些人認為：如

果神要審判我們，報紙也會報道，電視新聞也會報道。 

 

可惜，絕大部分的基督徒也是會跟從愚昧人。只要他挑戰權威、挑戰神的受膏者，尌會有人去相信。

但這方法在歷史上並沒有生效，相反，神每一次也是用「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方式，把奧秘隱

藏在《聖經》當中。讓那些儆醒等候的人、讓那些願意孚望、那些有心人知道。但歷代歷世以來，

亦只是絕少數的人才知道。如果連惡人也知道的，那尌不是審判。 

 

最後，每一個人也跟三個人說：「我一定會做一個有心、儆醒等候的人！」。 

我們學到任何事情，也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