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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行這些事的人同謀，倒要

顯明這些事。”---<以弗所書>5 章 11 節 

總概 
Introduction 

2009 年我看了一位朋友放在 Facebook 上的相簿，其中

一張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她和一位朋友，站在蘇格蘭北部

一個方尖碑形狀的戰爭紀念碑前 如果你無法想像出 

那個場景也別著急，接下來馬上會明白 ---- 突然間，我被 

這樣的方尖碑的隨處可見震撼到了，羅馬梵蒂岡和美國華 

盛頓都有一個這種玩意，我在我家鄉的公園裡也發現過一 

個這玩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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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 Facebook 上的照片之所以那麼引起我的注意，是因

為在 2007 年底，我做了一個研究，證明方尖碑跟巴力與亞

舍拉（ Baal and Asherah）木偶崇拜相關，而巴力與亞舍

拉崇拜是舊約聖經裡主要的假神崇拜。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花了一年多才意識到方尖碑原來那麼普遍，於是自問道：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邪術從來都未消失？”我們在舊約聖

經裡無數次讀到這些上帝的敵對者，但在現代語境裡， 卻

很少認真地想過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的國家裡，甚至全世界，有這麼多上帝所蔑視的亞

舍拉木偶祭壇，在重要的地方（梵蒂岡、華盛頓）也有。

它們怎麼會在那裡？這背後究竟有什麼故事？2007 年發起

的調查此時重新啟動，我從網頁、書籍裡查找答案，發現越來

越多的線索，同時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當我追尋到更多的

回答時，更多的線索繼續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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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開始尋找各領域的相關線索，一幅宏大的圖像映

入眼簾：一個從起初到終末的故事，從創世紀到啟示錄。

我把各種資訊拼接起來，並發現並非巧合，18 個月以後， 

我立志於揭開謎底。這個過程起起伏伏，死胡同、假資訊

以及超過預計的沮喪感，就像拿著百萬級別數目的拼圖小

板，卻要要拼出一幅大拼圖，我需要從巨大的廢物堆裡提

取有用的資訊。 

為了到達真理我設定了一個原則，即通過聖經和常識過

濾資訊，若經得起這個原則的試驗，那麼就成立，反之就

放棄。過程中我反複試錯，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結果是， 我

相信，這本書可以像改變我一樣改變你的世界觀。 

繼續（閱讀）之前的忠告 

第一，記住：“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 

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

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 章 12 節 

第二，雖然認識我們的敵人很重要，但我們別因此被這 

些知識困擾；看重撒旦過於看重上帝是錯誤的，這點需要

謹慎。另一方面，我也反對一種看法，即，撒旦在被曝光

後會感到榮幸或者被榮耀。這本書將說明，撒旦更願意不

被看見、好繼續他的工作，所以聖經裡也要求我們將他曝

露出來。我感覺教會已被引誘而打盹昏睡，比起處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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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我們更願意相信我們處於和平狀態；這非常危險， 

因為你們的敵人有權能並且活躍，但你卻沒有意識到他們 

的存在。若要取勝，知道敵人的情況很重要。 

這本書將增加基督徒們的知識，從而使我們獲得力量

有效向敵人發起反擊。<何西阿書>4 章說：“我的民因無

知識而滅亡。”必須瞭解我們在靈界裡的敵人。 

後，探究數十年以來流行的的世俗陰謀論，對本書

來講毫無價值，因此，我需要聲明我對陰謀論毫無興趣。

我只對事實有興趣。若本書的內容有不對的部分，敬請諒

解。我在研究時發現，很多世俗陰謀論者意識到了發生

在咱們世界裡的奇怪現象，但因沒有適當依據的支撐， 

他們只好直接給出荒謬而且聳人聽聞的結論，我感覺這

麼做將使真理漸行漸遠。 

 
 

辛普森

一家劇照 

這有點像< 

辛普森> 

（ The 

Simpsons, 美

劇） 中，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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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爺爺和 Homer 發明出一種催情藥物分給所有Springfield 

的成年人，於是這些成年人突然間紛紛很早就寢。無知的

小朋友們，看見他們的家長舉止奇怪，卻無法理解；小朋友

們聚集在 Bart 樹屋裡討論可能的解釋， 後得出了離奇的

結論。因沒有相應的鑒察力，所以無從得出準確的答案，但

這卻不意味著，事實無法被合理地解 釋。 

同樣的，此書的事實如此驚人，以至於所有人都希望得

到合理的解釋。若未相信上帝或擁有基督徒的世界觀，難

題將接踵而至、盤桓不離。沒有來自上帝知識作為根基， 

他們甚至無法理解關於世界 基本的真理，更不必談

隱藏/ 超自然的知識。因此，如果不是大多數，至少

許多的陰謀論是錯誤的；世界的一切知識，僅能通過聖

經這個鏡片來辨明並顯出意義。 

事實上，若缺乏聖經的根基，很多人就會使用外星人、 

時間旅行等不著邊際、令人困窘的說法解釋事實。這經常

發生，在解釋世界與生命的起源時，我們也發現（科學家

們）同樣的嘗試。將上帝從方程式裡去除以後，我們立即

墮入猴子和隨機概率的荒謬解釋裡。 

開始以前，必須說，我依然尚未把握到全部的真理。這 

本書並非完美，撒旦很好地隱藏了他自己，使得軲轆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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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軲轆二，軲轆二裡有軲轆三.....軲轆 n 裡有軲轆（n+1）。

因此當你覺得看到真理或某件事物的終極走向時，底下一

定還隱藏著更終極的真理或者走向。撒旦的其中一個著名

筆名就叫撒謊者，他真的非常善於撒謊與混淆。將他扭曲

的計畫顯明出來，可以瞭解到那驚人的複雜性，但即使排

除煙霧， 我依然無法確認已經獲得 100%的真相。 

然而我所能做的，以及我確信我所做的，是將大部分的

證據羅列拼接，使得人們無法再以“純屬巧合”來解釋這

一切。我會儘量簡易地羅列這些證據，希望讀者們對你們的

敵人有哪怕更多一些的認識，從而能夠更好地預備自己。 



《認識你的仇敵》  

13 / 730 

 

 

 

 

 

 

 

 

 

 

 

 

 

第一部分 

舊 約 
----------------------------- 

撒旦/ 路西法 
Lucifer 

撒旦的外貌

我們的敵 

人，毫無疑問

是撒旦 

（Satan）。研

究只能從他開

始。他是撒謊、

反叛、不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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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之父，他是所有邪惡的根源。但這不是事情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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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14章，我們知道，撒旦原來是叫做路西法 

（Lucifer，英王欽定版聖經KJV），是光明的天使。路西

法的拉丁詞根是“那位帶來光明的”，希伯來文則是“晨

星”。<哥林多後書>11章，我們知道，撒旦今天依舊假扮 成

光明的天使。很關鍵的是，我們會傾向於認為撒旦有一個

顯著的邪惡容貌，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辨識。當你聽到“撒 旦”

這個名字時，多半會覺得他有紅色皮膚、三叉刺、角、 尾巴。

然而真相是，他有正常的容貌。甚至更進一步，撒旦擁有吸

引世 

人眼球的英俊

外貌。這就可以

解釋，為什麼聖

經裡說， 後的

日子敵基督出

現在世界的舞

臺時，他將以英

俊的外貌出現

並且吸引人來 

追隨他，撒旦的美麗外貌是他欺騙的手段之一。 



《認識你的仇敵》  

16 / 730 

 

 

<以西結書>28 章，路西法曾擁有的美麗：“人子啊， 

你為推羅王作起哀歌，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無所不備， 

智慧充足，全然美麗。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園中，佩帶 

各樣寶石，就是紅寶石、紅壁璽、金剛石、水蒼玉、 

紅瑪瑙、碧玉、藍寶石、綠寶石、紅玉和黃金，又有 

精美的鼓笛在你那裡，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預備齊全的。” 

“鼓笛”的希伯來文無法確定，但大多數聖經學者認為， 路

西法曾負責天堂的敬拜，故“鼓笛”指向樂器。撒旦是一個

音樂天才。接下來我們會發現，直到今天，撒旦依然使用他

的音樂天才來吸引人類。 

 
 

是撒旦的美麗導致他在驕傲、

墮落。他開始榮耀自己、試圖與 

上帝平等， 後反叛造他的上帝。

“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 神眾星 

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 

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我要與至上者同等。”------<以賽亞書>14 章 13-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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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常來講，我們很容易覺得撒旦是與上帝同等、但相反

的一股勢力，這是一個陷阱。的確，與上帝同等一直是撒

旦的目標，他也一直這麼描繪自己。但事實上，撒旦也是

受造物，他曾是一個天使長，也許比天使長還要低一等。

經文裡暗示，當路西法反叛並離開天堂時，他帶了 1/3 的

天使與他一同墮落。我們稱這些天使為墮落天使，或者魔

鬼，這些墮落天使們成為撒旦在靈界裡統管世界的軍隊。

撒旦是如何說服他們的？ < 以西結書>28 章給出了答案： 

“你是那受膏遮掩約櫃的基路伯，我將你安置在 神的聖

山上，你在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間往來。你從受造之日所行

的都完全，後來在你中間又察出不義。因你貿易很多，就

被強暴的事充滿，以致犯罪，所 

以我因你褻瀆聖地，就從 神的 

山驅逐你。遮掩約櫃的基路伯啊

我已將你從發光如火的寶石中除

滅。” 

撒旦通過“一些交易”來贏得

其他的天使，這通常會被誤解為

一些買賣的生意。希伯來文裡， 

Trading 的意思是“往來搬弄是 

非、秘密煽動”，今天我們稱之為運動或遊說。這就是路 

西法破壞天使忠誠的方式，他來往竊竊私語、散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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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上帝描繪為獨裁者，並許諾給這些天使在黑暗新王國更 

高的位階。 

聖經的其他地方，Trading 也有相似的用法，這樣我們可

以更好理解聖經裡的其他內容。<利未記>19 章 16 節：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這節經文描述的是一位

誹謗、控告、嘲諷者。路西法控告上帝是一個暴君，一個

只顧自己莊嚴和榮耀的獨裁者，不配得這些衷心服侍上帝

的天使們的愛戴。 

 
 

<箴言書>20 章，“往來傳舌的，洩漏密事；張嘴諂

媚的，不可與他結交”，將往來傳舌的與諂媚等同。路

西法諂媚、討好其他天使，使他們叛變。<耶利米書>6 章

28 節和<以西結書>22 章 9 節，又將這個詞譯成“誹謗”。

撒旦誹謗上帝之名；同樣的希伯來文裡，也有相似的意思： 

一個來來往往，使用諂媚和錯誤權威播撒不滿和不忠的人。 

 

 
撒旦現在哪裡？ 

上帝將撒旦和 1/3 的天使從天堂裡趕逐出來，他們現在

哪裡？有人認為他們在地獄裡，這個認識是錯誤的；聖經

很清楚地說，他們還未到地獄裡，目前正在地球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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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現在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希臘文裡，有兩個詞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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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一個是英文 ether（蒼穹），另一個是 air（天空）。

ether 是較高的天，aer（即英文裡的 air）是較低的、與

大地挨著的那一部分天。撒旦在 aer（較低的天）運行， 

他是這個地方掌權的首領。根據<以弗所書>的定義，撒旦 

是這個地方“...悖逆之子當中運行的邪靈”。 

 
 

撒旦在所有 

反叛上帝的人， 

或反叛上帝的 

靈裡運行。上帝

與撒旦間，我們

只能選擇其中 一

位，並待在祂 

/他的統治區內 

沒有第三個選項。如果我們順服天父所膏抹的耶穌基督， 

我們就有權利進入上帝的王國；反之，我們就在撒旦黑暗 

王國的統轄範圍內，因我們也是反叛之子。撒旦有權管轄 

那些反叛上帝的人或靈。 

人的墮落 

這帶領我們瞭解撒旦影響人類的方式。既然驕傲是路

西法墮落的根源，上帝遂造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生物 ---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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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或者人類。人類由塵土所出，卻有上帝的樣式（Image）；

因此，人類身上同時混合著 高階和 低階的兩種事物。 

墮落的路西法，現在被稱作撒旦，對人類深懷敵意，有幾 

個原因，但我僅指出其中兩個： 

第一，人類代表上帝統治其他所有的受造物，並被按照 

上帝的樣式來創造。撒旦無法觸碰到上帝自己，但他可以

與按照上帝樣式所造的人類戰爭，以此汙損、毀滅、褻瀆

上帝的形象。撒旦樂此不疲地這麼做。 

第二個原因是，人類被命定為取代撒旦的統治。因此， 

從創世之初，撒旦就將人類視 

為他的敵手、欲除之而後快。

撒旦引誘人類墮落，用的是當

時引誘1/3 天使墮落相同的方

式，這個過程記載於<創世 紀

>3 章。通過蛇的形式，撒旦

進入了上帝的伊甸園，誘惑安

置在那裡的亞當和夏娃反 叛上

帝。 

 
 

這是誘惑和墮落的記載，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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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對女人說： 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

嗎？女人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惟有園當中那

棵樹上的果子， 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

們死。 蛇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因為 神知道， 你

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 神能知道善惡。” 

女人被說服了，她看到美麗的樹、可口的果子，她也要隨

之而來的（分別善惡）的知識。所以她拿了果子吃了，並

給了丈夫亞當吃，亞當也吃了。那時候他們的眼睛就明亮

了，但卻覺得赤身露體羞恥，所以拿了樹葉遮擋自己的身

體。”------<創世紀>3 章 

撒旦許諾讓他們與上帝同等。但請注意撒旦是如何許諾

的，他說可以通過知識變成上帝： 當獲得（分別善惡）的

知識，就可以與上帝同等，不再倚靠上帝。順服和倚靠並

不能體現人類的價值，人類有更高的命定，即，獲得知識、 自

由，並成為神。 

阿諛奉承和謊言使人類墮落，也使撒旦和 1/3 的天使墮

落。我們從此知曉這個謊言有多麼大的能力，往來搬弄是非、

諂媚、誹謗一直在起作用，人類今日依舊被他們絆倒。 我們也

認識到，撒旦的詭計也就止於此 當然他也無須 

更多。這些老套的詭計，已經足以使我們失去分辨真理與謊

言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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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撒旦如何運作？ 

<以西結書>28 章，給了我們一幅撒旦如何運作的圖畫， 

我們可以藉以瞭解並鞏固接下來的那些線索。<以西結 

書>28 章可被分為 2 部分，對災難的哀悼或者公告。第一

部分集中在推羅王子，第二部分是關於推羅王。推羅王子

是人類，雖然他自稱為神；推羅王則不是人類，是撒旦。

這樣講就明白了，我們有一個推羅王子，在他背後有

一個看不見的靈界，由推羅王統領；推羅王子僅是推

羅王的牽線木偶而已。當你將這個概念放到人類歷史裡

來看，每一個政權背後都有靈界勢力的參與，實際上，靈 

界控制著看得見 

的世界 --- 那麼， 

你對歷史和政治 

的看法將從此改 

變。當我們探究許

多在歷史中被稱  

為“偉大”人物時， 

會發現木偶線在 

他們身上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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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說：“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 

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 章 

換句話說，戰爭的對象不是人類，而是靈界中的魔鬼掌 

權者，他們非常有權能並且高度組織化，靈界王國裡有首

領、副首領、第三階首領等等，每一個首領都統治一個區

域。撒旦將全世界劃分成不同區域，並由不同首領管轄。 

而且，我們現在要，將來也要注意那個有權能的、來自

人類的“王子”(Prince）出現，這個“王子”是撒旦的傀 儡，

通過他，撒旦可以直接有效地完成任務。<約翰一書>2 章，

“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

督的出來了”。這提到了將要出現的那些超自然現象， 撒旦的

計畫日程表。本文以後，我們會知道更多這一類的事。 

 
 

撒旦的目標是什麼？ 

後，撒旦的目標是什麼？ 從末世的進程可以清晰看出， 

他要一步一步得到世界的統治權。我對末世預言的理解是， 

世界結束前的一小段時間裡，撒旦將暫時贏得對整個世界 的

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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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將選擇一個人（人類），賜予其能力並高舉他，那

個人就是敵基督。撒旦將說服全世界敬拜這個敵基督，進

而敬拜撒旦。這也是在仿照 2000 年來上帝與人子耶穌的方

程式，即，通過敬拜耶穌基督而敬拜父神。為什麼撒旦要人

們都敬拜他？他要與上帝同等。上帝是唯一配得敬拜的造物

主，若撒旦得到人類的敬拜，他就可以確認與上帝同等。由

此我們可以認識到光明王國與黑暗王國間的戰爭 

----撒旦的 高目標是得到敬拜。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 我

們敬拜誰，誰就對我們有權能與管轄權。 

目前已完成了一個粗略的關於敵人的介紹，我們馬上要 進入籠

罩薄霧的歷史之初 伊甸園，從那裡萬物初甦。 

 

從亞當到寧錄 
From Adam to Nimrod 

首先必須明白，創世、人類的墮落甚至整個<創世紀>的

故事，是整本聖經中 引發爭論的部分，它經常招致 嚴

苛的攻擊。因為< 創世紀> ，特別是< 創世紀> 的 1-11 章， 

是聖經剩餘部分的基石。創造的故事，人類的墮落，撒旦

在當中的角色，列國如何出生，是理解今日我們所生活的

世界之根基。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墮落的世界不歡迎<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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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原因，如果<創世紀>可以被顛覆或者證偽，那麼聖 

經的剩餘部分也就無意義了，一如房屋因地基不堅固而倒

塌。 

伊甸花園裡發生的事情，依然深刻影響著今日世界。 

在亞當和夏娃被撒旦的“成為上帝”的“隱秘知識”而

誘惑以後，罪進入了世界、成為了死的咒詛。上帝宣佈了

對相關人的審判，他們的後代受到了咒詛。 上帝對蛇說：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

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打碎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

跟。”------ <創世紀>3 章 

這就是舊約裡，上百個對耶穌基督的預言中的第一個， 

上帝已經設定了拯救的計畫，女人的後裔要打碎蛇的頭。 

亞當和夏娃有兩個兒子，叫做該隱和亞伯，該隱因嫉妒

殺了弟弟亞伯而被上帝放逐。後來，該隱遷移到伊甸園的

東面，並在那裡建造了城市，人們總是將該隱和邪惡者聯

繫起來。伊甸園在聖經裡，被描述為坐落在伊拉克的幼發 

拉底河-底格裡斯河流域。 

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的反叛，是世界嚴重墮落的開始， 

他們的後代是如此的邪惡，以至於“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

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也就是這個時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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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奇怪的物種叫做 “尼非訂”（Nephilim），聖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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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那時和以後的一段時間，巨人 Nephilites 在世界上， 

“那時候有偉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

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 < 

創世紀>6 章 

上帝開始後悔造人，所以他決定將地球上的人都除去， 並

從一位名字叫做挪亞(Noah)的人重新開始。這是聖經裡一

個著名的故事，即，挪亞方舟搭載各類生物在大洪水中倖存

的故事。大洪水以後，挪亞和他的三個兒子，閃、含、雅弗

（Shem, Ham, Japheth），含的後裔是古實（ Cush），古實

有一位叫做寧錄（Nimrod） 的後裔。 

 
 

諾亞 >寧錄的譜系 

聖經裡這麼記載：“古實的兒

子是西巴，哈腓拉，撒弗他，拉

瑪，撒弗提迦。拉瑪的兒子是示

巴，底但。古實又生寧錄，他為

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 

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和華面前是個

英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

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 迦

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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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 6-7 節也引用進來，因為原文將關注點放在了寧錄

的身上，這是要和含的其他後裔作對比，這只是暗示了他

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性。寧錄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王， 

第一個有“威名”的人，第一個史詩級別的戰士,他後來統 治

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寧錄 

但是當聖經說，寧錄是歷史上

第一位強有力的人，第一位厲害

的戰士，獵戶，我們不應該覺得

他真的那麼偉大，因為在希伯來

文裡，“強有力的人”實際應翻

譯為英文裡的“暴君”。在猶太 

<塔木德>裡，寧錄被稱為“獵取 

人靈魂的獵戶”，猶太歷史學家，Jesphus 則稱甯錄是暴

君或獨裁者。 

實際上，“寧錄”的意思，按字面解，就是“讓我們反

叛”或“造反”，和含的其他生活在非洲、中國的後裔不

同，甯錄（出生於今天的衣索比亞地區）向底格裡斯河 

-幼發拉底河流域進發，這個方向是不錯的，因為伊甸園 

在那裡。前往人類一開始墮落的地方創建帝國，顯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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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是有所指的。也許，他明白那裡是反叛的源頭，要使用 

強力建造新伊甸園，從此與上帝徹底分離，倔強地回到該 

隱起初被放逐的地方；也許，以上皆其心願。他建立了巴 

比倫城，也在巴比倫附近建立了尼尼微城，征服四方並建 

立帝國。 

寧錄懂得戰術，使用鐵血、巫術、火，贏取勝利征服帝

國。和古代其它有威名的人一樣，屬於寧錄的神話和傳說

無法被分辨真偽，你可以回顧<勇敢的心>的蘇格蘭與英格

蘭之戰，許多人就無法相信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 

能像影片裡描述的那樣傳奇。在傳說中，寧錄有 10 尺高， 

他可以從身後射出火來。 

我們可以分辨的是，寧錄確實經常與火焰聯繫在一起， 

可以在戰鬥中使用火攻擊敵人，他被視為太陽在世界上的

代表。我們也知道，他有時被視為公牛，頭戴用牛角做的

皇冠，因巴比倫語中， 

“統治者（ruler）” 

即 tur，也有“公牛” 

（bull）的意思。 

 

 
後，我們應注意， 

對寧錄的描寫，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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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於 Nephilim。“英雄、著名、戰士”都使用在這兩人

的身上。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巨人的產生，都是因邪靈入

侵所導致的道德全面墮落。寧錄的一些特質，接下來咱們

馬上會瞭解。 

 

 

 

巴比倫帝國 
Babylon 

甯錄所建立的城市就是巴比倫。 
 

“巴比倫”在聖經裡出現了 354 次，大多出現在舊約， 

僅次於“耶路撒冷”。巴比倫一直被視為屬於魔鬼的城市， 而

耶路撒冷視為屬神的。所以要更多瞭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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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 撒旦之城

耶路撒冷- 上帝之城 

寧錄所建的巴比倫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城市，是世界

第一大帝國的首都，可以確信，巴比倫一直是世界大帝國。 舊

約時代裡，巴比倫帝國有兩次興盛的時期。一次是在寧錄的

統治下，另一次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統治下。西元前539 年，

巴比倫帝國被波斯君王 居魯士大帝征服，這 

終結了巴比倫作為世界 強大帝國的時代，縱然後來巴比 

倫城依舊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一些反抗力量也盼望重 

建巴比倫帝國的強權，但從未實現。巴比倫帝國的實體永 

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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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帝國版圖 

這就是為什麼，到

了新約時代 --- 巴 

比倫帝國滅亡 500 

年後，無人再提起它

聖經一共 354 次提 

到巴比倫，其中 342 

次是在舊約裡提到。

在新約時代，巴比倫 

帝國已消失久遠。即使提起它，也僅因其與舊約事件相關 

聯。彼得（Peter）提到巴比倫時，是將它視為羅馬的符號， 

這是因為在耶穌時代，羅馬帝國是世界的一個新統治中心， 是

那個時代的“巴比倫”。 

一個比較讓人驚奇的部分是在<啟示錄>，上帝將發生在 

末日的異象展示給使徒約翰看，14、16、17、18 章裡有一

連串關於巴比倫的圖畫。雖然在撰寫<啟示錄>的時代，巴 比

倫已經消失久遠，上帝依舊把巴比倫放入未來時態。比如

在<啟示錄>18 章 21 節，“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

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裡，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

力的被扔下去，不能再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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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扔下去，還是未來時態？ 

<啟示錄>17 章，有一個著名的關於巴比倫的引用：“在

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

切可憎之物的母。” 

這些經文裡，展現了上帝對巴比倫的烈怒。上帝準備用

終末的狂暴來摧毀它，使它不再見到日光和生產，上帝稱

它為地上的可憎物，沒有語句能比這更強烈。<啟示錄 >16 

章寫到，“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

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忿怒，烈怒，狂暴。這可以描述上帝如此的可畏、公義 

的憤怒，上帝極端藐視巴比倫。然而，巴比倫不是在耶穌

降生前 500 年就被征服了嗎？ 

<啟示錄>很清晰地顯示了，巴比倫的一個特質目前仍保 

留至今，影響著人類，導致可憎、屬靈淫亂和肉體淫亂。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叫萬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

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 <啟示錄>14 章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 和

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

的巢穴。”-----<啟示錄>1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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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將要倒塌，但還沒有倒塌。你知道，巴比倫不止

是個古代城市，在聖經裡，它是數千年邪惡的源頭，甚至

以我們不能辨認的隱秘的方式流轉至今，影響著我們每一

個人。巴比倫代表撒旦式的對上帝拯救計畫的阻擾，而且

不停地切換形態和方式， 源遠流長的行為、符號、扭曲思

想，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它的引線昭彰， 

然而不斷地變換外在表現形式，它是世界一切可憎之物的

源頭。從創世紀到啟示錄，我們跟隨著（巴比倫）這個引

線，揭開外在形式，識破並拒絕來自靈界敵人的欺騙和挑

動。 

 

塞米勒米斯 
Semir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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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米勒米斯 

在繼續深入瞭解巴比倫城以前，我們快速介紹下寧錄的 

妻子、皇后 ---- 塞米勒米斯（Semiramis）。事實上，她 

是比寧錄更重要的狠角色。和寧錄一樣，因為傳說的緣故， 我

們無法非常非常準確地瞭解她，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當挪亞方舟停靠在幹地上，船上的八個人分散到伊朗、

土耳其和敘利亞，500-600年後，他們又到達了伊拉克。有

人認為，這是因為人口的增長，另一些人則說是因為諾亞的

兒子閃、含、雅弗的後代的戰爭所致。現代考古學家說， 某

種程度上佔領伊拉克地的人有著相同的種族文化；也有可靠的

研究推論，畜牧業、農業、金屬製造和城市化是從這裡傳播到

全世界，科學和語言文字也可以證實這個推論， 唯一的不同在

於時間線的確定。聖經裡明確地說，這些文明的要素在大洪 

水以前已經存在 

科學主義者不相

信這個，生造出

幾千年前的“神

秘石器時代” 

（Mythical 

Stone Age）來匹

配他們所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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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 

 

 
大洪水之後，第一座城在伊拉克（即美索不達米亞）出

現，後來那裡總共有七座城，成為“七城之地”，我們經

常把這歸為神話。但聖經裡記錄，寧錄佔領了這七座城， 

並開始建立帝國。推測是在大洪水 1000 年後，寧錄從衣索

比亞指揮軍隊乘船而來。 

在佔領伊拉克地的過程中，寧錄遇到了塞米勒米斯，當

時她還是厄瑞克（Erech）城的妓院老鴇，雖然不能確定是 

否在妓院裡相遇，但他們的首次相遇的場景，至少不會那

麼體面。 

塞米勒米斯成為了寧錄的合作者/ 皇后，當然，為了使

故事看起來更美好，故事裡將塞米勒米斯說成一位在甯錄

登陸時，海裡走出來的一位處女，這無疑使她更為神秘了。 從

名字來看，塞米勒米斯是一位希臘人，詞根 Sammur-amat 

是“大海的禮物”的意思。 

塞米勒米斯依靠寧錄，上升為一位實權人物；後來看到， 在

她們夫婦二人的生平及歷史記錄文獻裡，塞米勒米斯的影響

極大。從外貌看，她美麗絕倫，色情產業的職業背景使她不

貞、淫亂，她幫助寧錄統治著巴比倫這個新興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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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天象系統裡，星辰描繪出撒旦的反叛、人類的瓦 

解、未來彌賽亞的應許（受苦並死亡、除去罪的咒詛）、

上帝的創造被重置、撒旦的被征服。當時的人類廣泛地知

道這些故事。 

塞米勒米斯墮落的版本裡，他們顛覆了這些故事。撒旦 

被描繪成宇宙的真正的君王，撒旦的寶座僅是被上帝暫時

篡奪了。一位敵基督、古蛇（古龍）的後裔，有一天被一

個“神聖”的母親生出來，自稱是神並統治世界。塞米勒

米斯聲稱，這才是故事背後被隱藏的真理。這就是占星術

的起源，墮落的撒旦的故事版本，今天依然存在。 

巴別塔 
The Tower of Babel 

粗略地介紹了塞米勒米斯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考察寧錄

大都城的中心豐碑----巴別塔（The Tower of Babel）， 

寧錄將它建成權力根基、堡壘、殿堂和王座。據估算有 60 

萬人被徵用，動力在於：“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

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

分散在全地上。”----- <創世紀>11 章 

這樣傲慢的言語，可能也讓你想起了<以賽亞書>和<以 

西結書>裡路西法（Lucifer）的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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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裡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

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

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 ------ <以賽亞書>14 

章 
 

注意 “聖山”，上

帝在山巔之處。在<以

西結書>28 章，上帝

又一次說： “所以我

因你褻瀆聖地，就從神

的山驅逐你。”現在巴

別塔經常以錯誤的圖像

顯示出來，你經常看到

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巴別塔是一種廟塔，有金字塔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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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比倫的廟塔開始，我們在埃及、非洲、南美洲都看 

見了這樣類似的建築，並且它們都成為了 令人喜愛的旅

遊勝地。它們之所以有金字塔那樣的形狀，是因為它們都

仿造山的形狀來建。 

撒旦希望變成上帝，所以他要從每一個方面模仿上帝。

當撒旦想要上升到上帝的聖山、變成上帝時，撒旦所支配

的人類就開始建設山峰一般的廟塔，甯錄建設巴別塔來仿

照聖山。巴別塔的頂部，存放著撒旦的寶座---“天堂”， 

撒旦將在那裡統治，不似一位普通的王，更像是一個神。

它代表變為神的人，一個“人而神”的理想，也就是伊甸

園裡那條古蛇（古龍）的謊言。 

因城市裡有很多平頂的建築，當寧錄登上臺階到達“山

頂”時，他成為“ 高”的那一位，並時刻通過肉眼所見

提醒著人們，他才是至高無上的 無論人們在巴比倫城 

內或幾英里遠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王、他們的神在山巔 

的廟宇 -- “天堂”裡注視他們的氣息和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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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錄開始了帝王式的敬拜，雖然這個想法並不來自於他

自己；有證據表明，塞米勒米斯才是真正的智囊，她明白

如何通過政教合一獲得地上一切的榮耀、威名和強權----- 

神權護衛著世俗政權。甯錄，就像亞當聽從夏娃一樣聽從 

塞米勒米斯，並通過將自己變成神、建立帝國裡的敬拜而 

控制帝國。因為將自己與火、太陽聯繫起來，寧錄被供奉 

為太陽神，塞米勒米斯則與另外一種天上的光源 月亮 

聯繫了起來，她被供奉為月亮女神。這樣，他們創造了一 

套宗教系統，發端於原始天文學的墮落形態，而這個原始 

天文學曾在大洪水前，由挪亞的公義的祖先所研究發展。 

這一套太陽神與月神的宗教系統，就是我們所知的秘密宗 

教。 

 

全見之眼 
All Seeing Eye 

巴別塔代表著聖山，聖山頂上有一個天堂。<創世紀 >11 

章的經文又照耀進來，提醒你想起一些事：“他們說，來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

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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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經描述巴別塔到達天堂時，經常被錯誤理解為，巴

別塔可以高到夠得著天堂。巴別塔固然已是當時地球上

高的建築物，但巴比倫人可沒有想要將巴別塔建入外太空。 

聖經只說，巴別塔里上的廟宇要用來敬拜寧錄和塞米勒米

斯，這是新的撒旦宗教系統的一部分。巴別塔頂的廟宇或

王座，雕刻黃道十二宮圖，這是一個隱喻性的天堂，而非

真的天堂。因為甯錄和塞米勒米斯這兩尊神祗坐在這座山

上，所以山頂成了所謂的天堂。 一些更小的殿塔被命名為

“天地根基的殿”（Temple of the Foundation of Heaven 

and Earth）、“和天地相連的殿”（Temple Which Links 

Heaven and Earth）、“通往純淨天堂的殿”（Temple of 

the Stairway to Pure Heaven），如果以上讓你想起齊柏

林飛船搖滾樂隊（Led Zeppelin，硬搖滾和重金屬）的

歌曲，那麼你感覺就是對的。 後面也將談到。 

 
 

全見之眼 

 

 
巴別塔是一個美國常見 符 

號的鼻祖。 

這就是“全見之眼”，它 發 

端于巴比倫王寧錄，他要在巴別塔上用這樣的眼注視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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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所有的臣民陷入驚懼與恐慌裡，這個符號有很多的變種： 有

時只是三角形內有一隻眼睛，有時這個符號在金字塔

狀的物體之上，有時我們只看到那只眼睛。他們都來自

同一源頭。 

再次注意，我們應回憶起<以西結書>關於推羅王/ 推羅

王子的橋段，撒旦要創造一個類似以寧錄為藍本的“王子”，

撒旦在幕後控制著這個“王子”實現他的計畫。在撒旦的幕後

操縱下，寧錄與塞米勒米斯作為代理人，創立敬拜他們自己的

宗教，而這個宗教事實上讓人敬拜撒旦。甯錄作為推羅王子

（敵基督）， 

成為推羅王 --- 撒旦 

的牽線木偶，因此，當

你看到“全見之眼” 

你看到的不是寧錄的眼

睛，而是路西法/ 撒 

旦的眼睛。記住，這一系列裡我們看到的一切，都應該是 

透過推羅王子而看到推羅王。撒旦通過許多工具、人、組

織、體系來實現計畫，但我們不應該忘記誰才是這工具、

人、組織、體系背後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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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繼續深入分析<創世紀>11 章，可以發現更多關於

巴別塔的知識：“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 

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 

地上。” 

第一個他們彼此說的話是“來吧”，這使得他們彼此聯 

接成為一體，他們志同道合，仔細計畫並且按照撒旦的要

求來完成計畫，他們一起做了四件事： 

1、建造城市； 

2、建造宗教殿廟； 

3、榮耀他們自己或，建立他們的威名； 

4、使他們停止分散到其他地方。 

巴比倫是甯錄為人的榮耀、反抗上帝而建造，我們看到

巴比倫的地址很特別，因為它坐落在伊甸園的旁邊，意在

離開上帝、建立一個新伊甸園、人文主義式或撒旦式的天 

堂。 

巴別塔是按照聖山的模樣所建，寧錄在其上實現其統治。 

然後來到第 3 個要點，即他們要為自己“建立威名”， 

英文的翻譯，將這個詞的真實意思遮掩了；根據 Roger 

Christopherson 的希伯來文譯本，原來的意思是“讓我們

完成對自己的拯救”。換句話說，人類準備獨立於上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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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我救贖 ----- 這就是所有錯誤宗教的標記：依靠自己 

的工作、方法走向榮耀。基督教的信徒是所有宗教中，唯 

一清楚認識到必須依靠救主才能完成拯救的人群。 

後，當時他們避免被分散開到各處。這看起來像一個 

無害的要求，我們似乎也應該同情他們。然而事實上，從

亞當夏娃時代一直到挪亞時代，上帝總是不斷地命令人類

要繁衍並充滿這地。我相信上帝這個命令的部分原因，是

要妨礙撒旦的工作 撒旦將人類組織起來聽從其錯誤 

的敬拜體系。當人們選擇組織起來在一個地方接受同一個 

政權系統的統轄，這本身就是對上帝的叛亂。尤其是當這 

個地方還是伊甸園邊上。 

接下來我們將更深入地探索巴比倫宗教。 
 

巴比倫秘密宗教 

The Mystery Babylon Religion 

我們已經知曉，寧錄與塞米勒米斯在巴比倫所創立的宗 

教是秘密宗教，或者秘術，其核心是創世紀人類墮落的扭

曲版本。 

聖經中，蛇勸說亞當夏娃吃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人類犯 

罪而離開上帝。上帝曾特別叮囑亞當夏娃不能吃分別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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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的果子，而他們沒有聽從，因此罪進入了人類，那一 

刻淒慘、疾病、悲劇在人類歷史裡生根發芽。 

巴比倫版本的創世紀裡，蛇被描述為正義的神祗，並因

打開了男人的眼睛、將激情和欲望放入女人的身體而被膜

拜。撒旦被視為一個解放者和啟發者，他聲稱將上帝所隱

藏的知識賜給了人類，撒旦因此被披戴上了光明。這個來

自古蛇（古龍）的知識，將使人類自我救贖、並使人類有

能力“修煉”成神。這就是為什麼，這種宗教稱作“秘密

宗教” 因為它聲稱將神秘的知識給了伊甸園的那兩 

個人。 

秘密宗教裡，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 耶和華， 

被描述為一個充滿忌妒和憤怒的神，並且不給人類自由。 

 

 

 

占星術與星

座 
 

因為甯錄 

和塞米勒米 

斯將他們自 

己設立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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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神和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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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巴比倫的秘密宗教就使用早期天文學的墮落形式、為

己所用。挪亞公義敬虔的祖先確信，撒旦的反叛、人類的

瓦解、未來彌賽亞的應許（受苦並死亡、除去罪的咒詛）、 

上帝的創造被重整、撒旦被征服的一系列，都通過天空的

星象系統顯現出來。當時的人類廣泛地知道這些故事。 

 
 

但是塞米勒米

斯將這個故事顛

覆了，巴比倫版

本的秘密宗教裡

天上的星象講述

了一個另外的故

事：撒旦是宇宙

公義的君王，他

的寶座僅是被上 

帝暫時篡取了。撒旦被描繪成宇宙真正的君王，撒旦的皇 

冠只是被上帝暫時篡奪了。一位敵基督、古蛇（古龍）的 

後裔，有一天將被一個“神聖”的母親生出來，將世界的 

統治權還給古蛇（古龍），取代上帝。塞米勒米斯宣佈， 

這才是被隱藏的真理。這個墮落的撒旦版本的故事，即是 

原始的占星術/星座學（Astrology），它依然存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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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人不單認為星象在講述宇宙的故事，而且他們相

信，星象可以預知每個人的未來。他們的邏輯是，既然星

辰可以展現過去，那麼一定也可以預知未來。所以他們將

整個星空分為不同的區域/坐落，並將各個區域命名、給予 

不同的意義。巴比倫人的理論裡，每個人的一生，都是 

根據所出生的星域/星座確定 ---- 這就是星座 

(horoscopes)的起源。 

後來，這種占星術又傳到古埃及帝國，也就是現存金字 

塔的地區。那裡，所有的“聖山” --- 金字塔都是依據占 

星術精密計算後建造的。 

 

 
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 

向迦南地（現以色列地區） 

進發的時候，占星術已影響

到了那些迦南人的生活方 式。

因此舊約聖經裡，上帝多次

嚴厲地警告以色列人 不要參

與占星術。 聖經裡 

譴責占星術，是因為撒旦化身為（占星術的）這些符號、 

行星、恒星獲得人類的敬拜；前文我們也提到過，天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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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主要光源---太陽和月亮，也以寧錄和塞米勒米斯的名 號

被敬拜。 

很重要的是，天空中第三亮的星星實際上比太陽亮 23 倍 

（只是距離地球很遙遠），因此可以算是天空中 重要的

星星；它也被稱作天狼星或者“早晨之星”，因可以在早

上被看見。<以賽亞書>14 章說，路西法被稱為早晨之星。

天狼星和太陽、月亮一起，構成了一個邪惡的三位一體， 也

就是撒旦、寧錄和塞米勒米斯。 

 
 

等級制度(HIERARCHY) 

秘密宗教的一個顯著特徵，必須強調，是等級結構組織

和制度。那條古蛇（古龍）可不會輕易地將隱秘知識告訴

那些不配得的人群，進入秘密宗教以後，你必須努力往上

爬，從而得到更高等級的啟示和知識。這是一條從黑暗無 

知到“知識亮敞/ 啟蒙”的旅程。男祭司和女祭司將

帶著你進階，方式是參加令人恐懼的儀式、並宣誓保

密，否則死亡將在前方等待著你。共濟會、天主教耶

穌會都有類似的等級組織和保密宣誓儀式。 後文我們

會提到關於共濟會與耶穌會更多的知識。 

進階越深，你得到的“知識亮敞”（ Enlightene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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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同時在你屁股下面的那些“不亮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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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也越多。秘密宗教的設計原理是，將獲得知識的

多少，作為人與人間不平等的標準，就像金字塔結構， 

下寬上窄。 

金字塔下頭有一大堆不明真相的傻瓜，而在頂端則是路

西法，他給人們“光”。你看<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的書或電影，會模糊地意識到同樣的概念：大多數人都是

“麻瓜”（Muggle，不會魔法的人），他們不知道在身邊

就是險象環生的魔法世界。我們覺得 Muggle 是傻瓜，而< 

牛津字典>給個 Muggle 的定義是，懶惰或者無能力獲得新

技能的人。那些出生在普通家庭被魔法世界喚醒的人，被稱

為“泥巴種”（Mudbloods），這是比“麻瓜”更高一階 的

人，但較世代生活在魔法世界家族的人，他們依然比較低

階。 
 

 

 

哈利波特劇照 

瓊安.羅琳 

（J.K. Rowling ， 

<哈利波特>作者） 

的書中，非常多的層

面和內容都牽涉到

秘術。秘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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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ltism）的意思是“隱藏” 或者“隱匿”，也就

是現代英語中所提到的秘密宗教。今日當人們參與秘術時， 所

有的資訊、知識、能力，和當時起源于巴比倫的古蛇知識是

一致的。 

秘術保留了這樣的概念：在頂端，有能力的、“亮敞/ 

啟蒙”的少數人看清楚了宇宙，而其他人仍處於蒙昧

中。並且，這些少數人認為其他人都是次等人，認為他們

理應被當作牲畜使喚。 

 
 

今日的任何一個秘密社會

組織裡，都存在因知識差別

所形成的等級結構，如共濟

會（Freemasonry），並讓撒

旦濫用這樣的等級制度來運

作。 共濟會裡，低等級的會

員對他們所加入的組織一無 

所知，只有他們的級別漸漸上升時，才有可能獲得一些新 

的資訊。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會員開始迷失，並且開始 

接受一些知識，而這些知識若一開始就告訴他們，他們是 

無法接受的。這裡一點改變、那裡一點改變   就這樣， 

足夠的時間以後，人和社會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這就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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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們應當對“罪（sin）”零容忍：若不注意，今日我 

們所遷就的一絲，將成為明日我們所讓步的許多。 

神秘宗教裡，知識向廣大內部成員隱藏了，而符號、手 

勢、遺跡、隱晦的言語和符號，都保證了蒙昧中的大多數

人依舊蒙昧。對於創立者有意義的符號，對於普通內部成

員則毫無意義，使用這些符號時，他們不明白也無法解釋

這些符號都在說些什麼、有何用處。 

也是因為以上的原因，秘術總是隱藏在中立甚至是“好” 

和“聖潔”的偽裝底下，早先我也提過，不要認為邪惡會

將自己顯露出來 --- 這也是撒旦奪取人類靈魂的方式，通 

常他會將自己打扮成光明的天使來引誘人類。因此，分辨

諸靈（discernment）的洞察力，也成為了末世 重要的能 力

之一。 

基於此，秘術世界的每件事總是有雙重意義（dual 

meanings） ：哪裡有來自黑暗地獄的事物，那裡就有一個

看上去光明的積極的故事來匹配、裝飾它，黑暗以此而被

隱藏。通過這樣的欺騙手法，參與秘術的人可以對同伴講

述一個意思，但這些知識到了普通人那裡，意思就南轅北

轍了。伯尼.陶平（Bernie Taupin） 和愛爾頓.約翰 

（ Elton John） 的歌曲，曾被認為是，每一首的歌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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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個所指：普通聽眾要麼完全分辨不出來，要麼認為他 

們感受到的是有關光明完美的內容，而其實正好相反。 

 
 

星球大戰劇照 

和雙重意義的概念相近的，是一個關於“光明和黑暗來

自同一個源頭”（Light and Darkness emanate from the 

same source） 

的理論。雖然

甯錄與塞米勒

米斯被認為是

太陽和月亮 

----白天和晚

上照射在地球

上的統治級光

源，但他們來 

自同一源頭 --- 撒旦。在這個理論體系裡，一種力量有陽 

性的一面、亦有陰性的一面。如果你看過<星球大戰 Star 

Wars>，你對這個理論一定很熟悉，這個力量是中性的，可

以用於正義，也可以用於邪惡。在<美妙的精靈 Wizard 

of Oz>裡，出現了好精靈和壞精靈。這是秘術的關鍵，那

個力量是中性的，取決於你如何使用它。回過頭看，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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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平（Bernie Taupin）的歌曲,一首歌的雙重意義----- 

伯尼·陶平就曾為<美妙的精靈>創作歌詞，那首歌的名字 

叫做<再見，黃磚路>。<美妙的精靈>裡的秘術資訊我們 

稍後講。我們的文化已經浸潤了不少這樣的主題，這是一

個顯示撒旦秘術宗教的刻度儀錶盤，我們應多加小心。 

 
 

美妙的精靈劇照 

 

 

性（ SEX） 

巴比倫秘密宗教的

後一項顯著特徵是，對性

的極度沉迷，這也帶進了

現代秘術。塞米勒米斯在

她的生涯裡曾是妓院老

鴇，因此在她創立的秘密

宗教裡，性的角色比重如 

此之大應不奇怪。男女的生殖器都被崇拜（主要是男性生 

殖器），展現肉欲的舞蹈儀式、廟妓和獸交，性被看作敬 

拜行為的一種，並被鼓勵。另外，還有殘酷的血祭，如動 

物和嬰兒被殘忍的獻祭。因為性被引入敬拜，（敬拜中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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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性交而懷孕出生的）嬰兒就被放到祭壇上獻祭，另外 

還有魔法、通靈術、巫術等各種秘術。 

總之，巴比倫秘密宗教的敬拜形式極為邪惡、放蕩。 

 

 

塔慕茲的出生與多神宗教 

The Birth of Tammuz & Polytheism 

寧錄後來過早地暴死，許多相互矛盾的版本描述這個故 

事。有些版本說，是因為閃的後裔憤慨于甯錄在巴比倫的

所作所為，所以殺死了他；另外一些版本則說是因為部下

的反叛。 

但 離奇的版本，是寧錄被自己的妻子 --- 塞米勒米斯 

所殺。 

甯錄是一個有聰明的戰略家，但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即

允許塞米勒米斯控制宗教，他認為這個宗教的真正力量來源

是自己。接著，塞米勒米斯控制了民心，並在一次與寧錄的

對抗中充分利用了這個優勢。塞米勒米斯當時懷了一個私生

子，甯錄聽說了這件事，威脅要削她為庶民，並揭露她的妓

女身份。塞米勒米斯立即完成了暗殺計畫，並將權力掌握在

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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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米勒米斯在一次新年宴會上，讓本陣營的祭司殺死寧

錄，並通過向巴比倫人編造故事來掩蓋真相。生下私生子

後，塞米勒米斯又宣佈這是甯錄的兒子。這個嬰兒被起名

為塔慕茲（Tammuz），顯示他是女人的後裔，像<創世紀>3 

章所預言的那樣，是彌賽亞。我們知道這節經文實際上是

指向耶穌基督，所以塔慕茲是歷史上第一個假基督，也是

第一個敵基督。 

塞米勒米斯後來的統治越來越岌岌可危，她開始在巴比

倫城四圍修建城牆、塔防和大門。她是第一個建築營壘炮

塔的人，所以她後來被描繪成“炮塔之冠”，為了保護她

的地位，她開始自我描繪成“神的母親”、“天堂的皇后” 

（Queen of Heaven）。換句話說，她使用神權來維護統治。 

塔慕茲漸漸長大成年，並開始要求登基成為新的君王。 

塞米勒米斯不僅拒絕他的要求，而且計畫除掉他。塔慕茲

聽到了風聲，用劍刺死了母親並清洗了祭司階層，鞏固了

統治。這樣塞米勒米斯的統治結束了。 

然而，塞米勒米斯的影響力仍無法消散。 

甯錄與塞米勒米斯死後，他們依舊被供奉為太陽神和月

神 --- 天空統治級光源的代表。作為英雄母親、神聖母親、 

童女母親等等，塞米勒米斯經常在圖畫裡站在新月上，有 

眾星圍繞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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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在死後都有了新的名字：祭司們確認寧錄為 

馬杜克（Marduk, 巴比倫 

城守護神）、塞米勒米斯

為阿斯塔蒂（Astarte, 愛

情和生育的女神）。但這

兩個名字並未對大多 數人

宣佈，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的

名字根據公眾的 各式各樣

的喜好來命名。比如說，

我們稱上帝為“耶和華以

勒”（Jehovah Jireh），

這代表上帝是 

供應的神；也叫上帝“耶和華尼西”（Jehovah Nissi）， 

意思是上帝是我們的旌旗，但知道這些名字都是指上帝。

在巴比倫，這些不同的名字代表甯錄和塞米勒米斯不同的

性情，而這變換了不同的主體，多神崇拜由此產生。一些

馬杜克（Marduk）的變換的性格，包含了恩基（Enki, 水

神和智慧神）或者阿卜蘇（Apsu, 美索不達米亞神話中的

洋水之淵），另一個是阿斯塔錄亥（Astalluhi），治病和 

驅邪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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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名字是那布 （Nebo, Nabul, 智慧之神），是從

洞穴或地洞裡出來的神，所以所有祭祀要在地底下進行。

這個洞穴在巴比倫宗教裡很重要，是一個迴圈的主題；< 

啟示錄>13 章中也提到，有一個獸要從地底下出來。在後

來的年代裡，納布林（Nabul）或貝爾（Bel）成為了馬杜

克（Marduk）的正式名字，並廣受歡迎。就像穆斯林人喜

歡將先知的人名起為“穆罕默德”一樣，巴比倫人也喜歡

起名叫做類似納布林.察內査（NEBUchadnezzar）或者貝爾. 莎

査（BELshazzar）。 

重要的是，馬杜克（Marduk）被認為是巴力（Baal）， 

其他國家（包括以色列）引進的對 Marduk 的崇拜也是以

Baal 這個名字來命名。巴力（ Baal）的意思是主或者主

人，更早被認為是“太陽神”，迦南人、腓尼基、敘

利亞人、古埃及人都敬拜這個神（以 Baal 這個名字為

原形加上各種首碼或尾碼）。巴力經常和當地地名關聯

起來，比如說，在毗珥，他就叫“巴力.毗珥”，在赫爾蒙 就

叫巴力.赫爾蒙（Baal-Hermon）；更經常的是，他和一些複

雜的屬性結合，比如巴力.別西蔔（Baal-zebub）的意 思是

“蒼蠅之神”，現在依然是撒旦的其中一個別名，別西蔔

的意思是蒼蠅，從“不安的運動”的詞根而來。 

所以，巴力.別西蔔的另一個意思是“不安和不穩定的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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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也應證了另一個著名的版本，撒旦在<約伯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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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7節的描述，意思是“黑色北方/空虛北方之神”(lord 

of the black north, or thenorthern void)，而“梅麗. 

巴力（Meri-Baal）”則譯成“叛亂之神”。 所有這些

不同的名字，都像骰子的不同面，從Marduk而來，也就

是寧錄。 

後，因為所有的異教神或女神，都從寧錄、塞米勒米 

斯、塔慕茲這個巴比倫家庭而出，所以這深刻影響了古代

人對神祗的觀念。神祗們有類似家族的系統，神有醜聞、

會吵架、爭奪權位，並且他們有著和人類一樣的家庭關係

問題，就像巴比倫的第一家庭一樣，他們互相殺戮。簡單

地說，神祗們身上有人性。巴比倫宗教按照這個方向發展

下去，男人開始依照男性的模樣來想像這些神祗，而且這

些神祗和人一樣做事情，甚至還不如人。就像一首現代詩

裡寫的那樣，“神祗們越像人，人就越容易相信神，當大

家都有了人的欲望，那麼流氓就開始敬拜流氓。” 

分散到全地 

當罪的扭曲和邪惡第一次接管世界時，上帝使用大洪水

來毀滅人類，並揀選挪亞一家八口重新開始。但是，洪水

退去後僅僅幾代，以巴比倫為中心的世界又被邪惡佔據了。 看

起來人類只要在被上帝放手一段時間，那些個未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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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就牽引著人類快速沉淪。上帝已經和挪亞立約，不 

再用洪水重置世界，而且即使他真這麼做了，幾代人以後 

還會回到原樣。 

 

巴別塔以後人類分散到各地C.S.

路易士在<返璞 

歸真>裡這麼說：撒旦

將“能變成像神一樣” 

放到我們祖先心靈裡， 

這使他們認為可以自我

實現、成為自己的主人、

在神之外獲得幸福、離 

開神。在絕望的嘗試以後，我們看到人類的歷史充滿金錢、 貧

窮、目標、戰爭、妓女、帝國、等級、奴隸制，這就是可怕

的人類想要在上帝以外尋找幸福的歷史。 

為什麼我們不能成功地離開上帝？因為上帝造了人類， 

就好像人類製造機器一樣。汽車跑起來是需要汽油/ 

柴油的，往油箱里加其他液體可不行。同理，沒有上帝， 

我們也跑不起來，他讓人類的靈（spirits）跑得起來。因此，

我們離開上帝，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不能得到所謂的幸福

和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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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人類歷史的總則。“燒了”不少好油 ---- 文明建 

立起來了，良好的政權機構也有了，但總是出現問題。自 

私而殘忍的個人，總是利用制度中的致命缺陷獲得權力， 

接著世界又一次陷入悲慘與毀滅 汽車發動的不錯也 

向前走了幾碼地，然後熄火了。這就是撒旦對我們人類幹 

的事兒，拿錯誤的液體灌進咱們的油箱。 

為永久解決問題，上帝有了一個更長遠、更細緻的解決

計畫，這個計畫是如此源遠流長，以至於直到 21 世紀的

今天，人類依然在等候、接近那個 後的反轉劇。 

“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 

此不通。”-------<創世紀>11 章 7 節 

挫敗巴別塔工程與撒旦日程表的辦法，是混淆人類的口 

音，不讓人類都呆在一塊兒，而是讓他們分散到全世界。 

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創世紀 >11 

章的“巴別”，按照字面解釋是“變亂”的意思，在英語

裡是“含糊不清”的意思。他們帶著殘存的對於巴比倫秘

密宗教的記憶，分散到世界各地。巴比倫秘密宗教一半是

真理、另一半是扭曲，隨著分散的人類被帶到全球，成了

現今所有虛假錯誤宗教、無止境神話的源頭。 

在人類分散到全世界的過程中，這個簡單而好辨認的巴 

比倫宗教，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代變幻出不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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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馬杜克（Marduk, 甯錄）、阿斯塔蒂（Astarte, 塞

米勒米斯）、塔慕茲（Tammuz）,都已有了源自他們不同性 

格、不同傳說、不同神話而起的名字。然後他們不同的性

格，又套入日常生活劇情，有了戰神、海神、生育之神、

太陽神等等，世間萬物都有了其守護神，成千上萬的神祗

湧現出來。 

因為大家方言不同，而且到了不同的地方，這些神祗在 

各地名字變得不同： 

希臘，Astarte 稱為阿佛洛狄忒（Aphrodite）、雅典娜 

（ Athena）、得墨忒耳（Demeter） ， 

埃及變成伊希斯（Isis）； 

迦南是伊斯塔（Ishtar）； 

以弗所城是戴安娜（Diana）； 

以色列是亞斯他錄（Ashtoreth）； 

佛裡吉亞人稱西布莉（Cybele）； 

腓尼基人則稱歐羅巴（Europa）； 

羅馬是維納斯（Venus）； 

泰勒瑪宗教，她是努特女神（Nuit, Tanuit or Anuit）； 

印度是迦利（Kali, 印度濕婆神妃帕爾瓦蒂產生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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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祗變化多端、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從上百個名字自

我複製到上千個名字。據統計，僅僅從塞米勒米斯這一系

而出的女神，約有 5000 個。 這些神祗的名字，你可能已

熟稔其中的一些，類似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維納斯 

（Venus）等女神目前被世界人民喜聞樂見。其他的名字， 

得墨忒耳（Demeter）、西布莉（Cybele）則甚少聽說。 

男性神祗，我們經常會聽說阿波羅（Apollo），瑪爾斯 

（Mars），阿喀琉斯（Achilles）或者波塞冬（Poseidon）， 

但甚少聽說 Nebo 或 Nabul。因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曾經興

起的緣故，其神祗被廣泛的瞭解。有以維納斯（Venus）命

名的鬍鬚刀，NASA 火箭被命名為阿波羅（Apollo），布拉

德.皮特也在<特洛伊>電影中飾演阿喀琉斯（Achilles）， 

演繹半人半神的英雄傳說。歐羅巴（Europa）後來則開始

命名整個大陸。以上這些，追根溯源，都可以直達寧錄、

塞米勒米斯、塔慕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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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宗教女神的不同表現形式 

如果細心尋找，可以發現她們彼此串聯，而且抬頭總是 

重複：“天國的皇 

後”、“偉大的母

親”、“母親女神”， 

甚至“自然母親”。

你會發現同一個 

女性，在歷史長河

各個文明裡，有著

不同的名字。並且

古典神話裡總有 家

庭聯姻與世仇、謀

殺和亂倫，你還會

發現，源自于塞米

勒米斯和塔慕 

茲的“母子邪教”（Mother and Child cults）反復出現； 

你會看見，這些線索甚至牽引到在今日世界中的各大主要 

宗教 --- 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錫克教和天主教。所 

有的錯誤的宗教，總是會從巴比倫神秘宗教那找到相應的 

元素，因此從本質上分析，他們是如此的相像。 

尋找巴比倫宗教系統而出的全部走向，既沒可能也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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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我們無須深入分析秘密宗教如何發展成印度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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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教、遠東的佛教，僅需將精力集中到一些重大線索上， 

比如，秘密宗教怎樣從中東傳入歐洲。開啟的鑰匙是巴比 

倫的那三個人，以及站在他們身後的那一位 撒旦。 

上帝的計畫 

God’ s Masterplan 

 
 

從此，全球的人

類都開始接受多神

宗教，並且將神祗

的心智下拉與人類

等同。好消息是， 

此時上帝不是只坐

在後排任由一切失

去控制，相反，他 

開始執行他的計畫，向全世界展現他自己。創世之初是亞 

當，大洪水過後是挪亞，而此時又有一新人物登場----- 

亞伯拉罕（Abraham）。 

 

 
義人和惡人在創世紀的家譜（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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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錄是挪亞的其中一個兒子 --- 含（Ham）的後裔，而挪 

亞的另一個兒子叫做 閃（Shem），亞伯拉罕是閃的後裔。

上帝呼叫亞 

伯拉罕，說： 

“你要離開 

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 地

去。我必叫你

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 

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 

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 

因你得福。” -----<創世紀>12 章 

上帝在 18 章繼續說：“我要領他出來，他可以領他的兒

子和他的全家，遵守我的公義。” 

上帝的計畫是，在被巴比倫秘密宗教勾引墮落的世界裡， 

揀選一群屬於他的人，創造一個屬於他的國家，這個國家

的就叫做以色列，這群人叫做猶太人；上帝要通過這個

族群，實現拯救全世界的計畫 --- 上帝先向以色列顯現 

他自己，再通過以色列向全世界顯示他自己。 於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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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的性情啟示給以色列民，教導他們順服、思想、稱 

呼上帝的方式。 

如同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係一樣， 上帝和以色列建立關

係的過程起起落落，有努力也有失敗。整個故事在舊約裡

被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們這些非以色列人，也可以通過這

些故事認識上帝、得到舊約的應許，並被以色列人祝福。

上帝的計畫落將在一位叫做“耶穌”（Jesus/ Yeshua） 

的以色列人身上，他是<創世紀>3 章裡預言的榮耀的彌賽

亞(Messiah)，他將打碎蛇的頭。彌賽亞的死和復活，是對

撒旦的決定性一擊，而一切，都要從那位敬虔人的身上溯

源 ---- 亞伯拉罕。 

這並不是因為，亞伯拉罕有多麼的公義，事實上他的信 

仰背景和其他人差不多，但上帝可以使用任何人完成它的

計畫。越不完美的人越容易讓使命完成，因為，人因自身

的不完美而依靠上帝，而非自己“完美”的血肉之軀和心

智。 

亞伯拉罕 75 歲的時候，才從上帝那裡領受“你將成為多國

的父”這個承諾。這簡直是開玩笑，當時亞伯拉罕的妻 子還

沒兒子，而且早已絕經。從人的角度看，上帝的承諾 沒可能實

現。亞伯拉罕的信心受到極大的考驗。撒拉（Sarah， 亞伯拉罕

的妻子）不倚靠上帝，而是想了個辦法讓埃及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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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夏甲代孕，亞伯拉罕同意了，和夏甲生了兒子，叫做以

實瑪利（Ishmael）。這個孩子不是上帝的應許，是通過人

的努力而來。後來撒拉還是生了一個兒子以撒（Isaac）， 

以撒的兒子叫做雅各（Jacob），雅各的子孫就是以色列人。

這也是為什麼，上帝要叫做“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

帝”，區別於以實瑪利的後裔。 

但是，以實瑪利（Ishmael）也是亞伯拉罕的兒子，而上 

帝答應讓亞伯拉罕的兒子們變成大國，所以，以實瑪利是

阿拉伯人的祖先。上帝在<創世紀>21 章裡說：“因為從以

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至於使女的兒子，我也必使他的

後裔成立一國，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舊約的剩餘部分，是關於以色列國的故事，也就是猶太 

民族的故事 --- 他們在充斥著巴比倫神秘宗教--多神宗 

教--巫術--占星術的世界裡站立。以色列人經常被迫害、 

被攻擊、成為奴隸、從領土上被趕出，但是上帝時常向他們

顯現，並通過以色列人將自己顯現給全世界看。以色列人經

常離開信仰，但上帝反復向他們顯現，告訴他們必須信靠他。

以色列人亦經常轉背對上帝，但上帝一直在後頭追趕著他們。

舊約部分裡有更多具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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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寵愛的兒子。 

 

 

 

從亞伯拉罕到摩西 

我們快速地從亞伯拉罕掃到以撒和雅各（Jacob），再到 

雅各的兒子約瑟（Joseph），你大概已經知道了他傳奇的

故事。約瑟是 小的兒子，因為兄弟間的矛盾，他被哥哥

們買到了埃及做奴隸，經歷了奴隸生涯，被陷害並被投入

監獄。許多年以後約瑟成為了埃及僅次於法老的二號實權

人物。後來他把他父親兄長全家都接到了埃及，在那裡， 

以色列民成為了一個很大的族群。舊約這麼記載：“以色

列的眾子，各帶家眷和雅各一同來到埃及，他們的名字記

在下面：有流便，西緬，利未，猶大，以薩迦，西布倫， 

順便一提，作為以

實瑪利的後代，阿拉

伯人或伊斯蘭世界如

此憎惡以色列人的深

層次原因，是以撒 

（Isaac）取代了頭生 

的以實瑪利（Ishmael 

成為亞伯拉罕與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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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雅憫，但，拿弗他利，迦得，亞設，凡從雅各而生的， 

共有 70 人。約瑟已經在埃及。約瑟和他的弟兄，並那一代

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 

滿了那地。”-----<出埃及記>1 章 

僅有 70 個人到了埃及，卻繁衍生育到遍佈埃及，400 年

後，有關約瑟及那一代人的記憶已隨風飄散。埃及法老懼怕以色列

人的龐大人口，視他們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決定將他們變成奴隸、

控制其人口總量，並下令屠殺以色列人的所有剛出生的男嬰。 

於是，上帝向摩西顯現，讓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經

過沙漠，到達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而埃及法老堅決不讓以

色列人離開。為對付法老的倔脾氣，上帝在埃及降了10個

災。恐怕這時你 

要認為這是上帝

獨斷專行的表現

實則大謬不然： 

上帝所攻擊的， 

是源自巴比倫的

那些虛假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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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十災 

The Plagues 

 
 

介紹埃及十災之前，有必要先告訴你們一個現象。我聽 

說曾有一位先生，對 

1970 年代的<海鷗喬

納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的書、電

影和唱片十分著迷（這

本書我可以確定是由

撒旦靈啟的），撒旦通

過音樂直接進入這個 

人身體裡；後來，在為這個人趕鬼的時候，這個人的行為 

變得像海鷗一樣，拍打"翅膀"、咯咯叫，你懂的。這個例 

子讓我們瞭解到，當人們敬拜自己手裡造出來的假神時， 

魔鬼會把自己代入進去，成為那個假神；這樣一來，人造 

出來的那個“神”就被魔鬼控制了、活靈活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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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鷗喬納森> 

這可以啟發你聯繫到不少事。當路西法嘗試讓 1/3 的天

使跟從他叛亂時，他許諾給這些天使更 

高的位置，而且他們可以被像上帝一樣

敬拜、擁有能力和尊榮。這樣就可解釋

為什麼，多神宗教會變得流行，因墮落

天使們就可以都像上帝一樣獲得敬拜。

在成千上萬，甚至是上百萬的神祗身後， 

是想要得到敬拜的墮落天使們，他們扮 

演成這些角色，讓人們敬拜。繼續推論下去，虛構的神祗 

也可以變得有能力；當一個人憑空造出一個神出來，墮落 

天使們馬上會承認他、讓這個“神”顯靈，然後讓這個原 

本啥都不是的“神”真實地開始活動 ----- Again，你懂 

的。 

我大可以造一個叫做 Bearus 的熊神出來，編一個神話

傳說支撐，立一尊塑像，敬拜這個塑像，然後一定有個魔

鬼會將自己代入，將整個"Bearus 宗教"搞得虎虎生威。 

記住我上面所說的，然後我們回到上帝為了讓以色列人 

出埃及、向埃及人降十災的主題。上帝每降一災，都向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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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顯示了他的大而可畏、掌管全地，因為他可以輕易地 

擊敗那些“人手所造的神”。 

在第一災中，埃及尼羅河的水變成了血，這可不是嚇唬

埃及法老的一時興起的魔術小把戲，而是如狙擊槍裡的子

彈一樣，打中了尼羅河神 Hapi（掌管尼羅河的氾濫）的七

寸。上帝要告訴埃及人，他們的這些“神”太弱了。但更

重要的是，這樣超自然的顯現對於以色列人也有好處，上

帝要以色列人信靠他是至高的那一位，遠遠超越埃及地上

所有的巴比倫神模樣的神祗。 

還有其他的“神”在這一災中被顯露出來： 

雖然 Hapi 被認為是“尼羅河之靈”，但是埃及

人認為克奴姆（Khnum）才是他們的守護者。有些

人相信尼羅河是歐西裡斯（Osiris）的血河，但

上帝卻把尼羅河真正變成了血河。在上帝面前，

這些神祗虛弱不堪。 

 
 

第二災是蛙災。這是上帝對埃及女神赫

凱特（Heket or Heqt）的勝利，赫凱特

是埃及掌管生育、水源、復蘇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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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災是虱災，是對蓋布（Geb）的勝利， 

蓋布是埃及土地之神。 

 

 

 

 

 

 

 

 

 

 

 

 
第四災是蠅災，是對凱布利 

（Khepri），該神祗有一個蒼蠅的

頭，掌管創造、太陽的移動和再生。 

 
 

第五災是牲畜死亡，是對埃及女神哈索爾 

（Hathor）的勝利，哈索爾的原型是一頭母牛， 

後來她代表女人、有一個母牛頭， 後才有一個

人頭。她象徵著法老的母親。 



《認識你的仇敵》  

72 / 730 

 

 

 

 

 

第六災是瘡災，是對女神伊希斯（Isis） 

的勝利。伊希斯掌管醫藥和安寧。上帝也

同時攻擊了埃及神祗伊姆霍特普 

（Imhotep）、塞拉皮斯（Serapis）和托

特（Thoth），他們分別掌管知識、治療、

聰明和藥品學習。注意看她的頭，和塞米

勒米斯所戴的皇冠很像，因伊希斯（Isis） 

就等同於埃及。 
 

 

 

 

 

 

 

 

 

 

 

 

第七災是冰雹，是對埃及的天空女神努特

（Nut）和的勝利，同時也攻擊了風神休

（Shu）與荷魯斯（Horus），荷魯斯是一

個鷹臉天神。埃及神祗 伊希斯 

（Isis）與賽特（Seth）護衛著田地，但

在上帝面前，卻對燒著的田地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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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災是蝗蟲災，是對農田之神賽特 

（Seth）的勝利，上帝也攻擊了埃及的

五穀之神奈埔裡（Nepri）、接生&農田

女神耳穆忒特（Ermutet）、伊希斯（Isis

和豐收女神舍母西斯（Thermuthis）。 

 

 

 

 

 

 

 

 

 
第九災是三天的黑暗，是對埃及太陽神

讓（Ra）的勝利，注意這張圖片，太陽被

蛇纏繞，埃及法老的頭盔前面也有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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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上帝送出的第十災是擊

殺長子。上帝在<出埃及記>12 

章說，這是對“埃及全地的眾神

祗”的審判。面對這樣的悲劇， 

“埃及全地的眾神祗”集體沉默

了，包括但不限於：保護嬰兒出

生的女神 Meskhenet，生育之神

Min，豐產之神 Isis，護衛生命

之神 Selket，眼鏡蛇女神/法老

護衛神 Renenutet。第十災也是

對埃及 大的神 --- 法老的攻 

擊，法老的意思是“太陽”， 

Pharaoh Hopra 的意思是“太陽

的祭司”。 

 
 

擊殺長子是法老王一直對以色列人幹的事兒，法老曾命

令殺掉所有剛出生的猶太男嬰，於是上帝回敬了他。這也

是上帝一直幹的事情：若有人對猶太人不利，那麼上帝就

回敬回去 從而成就上帝曾對亞伯拉罕所說的話：他將 

祝福那些祝福以色列的人，咒詛那些咒詛以色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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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不認識上帝的人來說，十是完全數，十災代表 

著上帝對於那些源自撒旦的神祗們的完全的毀滅能力。 

上帝不僅僅要做這些事，<啟示錄>6 章還說，當第六個

封印被揭開時，“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

的星辰墜落於地”。所以在 後的時刻，上帝將展現出他

的巨大能力，撼動太陽、月亮和眾星辰，這幅圖像象徵著

他將勝過巴力、亞舍拉和其他一堆假神。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些埃及神都忘掉，僅需記住 Osiris、

Isis、Horus 這三個神祗，他們是埃及宗教裡仿照巴比倫

宗教的“假三位一體”——巴力，亞舍拉，塔慕茲（Baal， 

Asherah & Tammuz）。 

曠野四十年 

The Plagues 

 
 

以色列

人過紅海 

後，法老放走了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離開了埃及。奇跡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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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渡過紅海、逃脫法老的魔爪後，以色列人進入曠野，卻 

拋棄了拯救他們的上帝，並在兩個月後於沙漠中敬拜假神 

----和埃及人所拜的一模一樣的假神。當摩西在西奈山領

受從上帝而來的“十誡”時，山下的人就開始覺得摩西大

概回不來了，於是造假神指路。他們造了一個金牛，並稱

這只金牛是領他們脫離埃及奴役的神。為什麼選金牛？記

得麼，當時甯錄曾代表公牛，並且有一個用牛角做的王冠， 因

為迦勒底語中，統治者又叫做“公牛（bull）”，黃金則因

其代表太陽。 

金牛犢像 

順便提一下，你明白為什麼撒旦

總是被刻畫成一個從腦袋裡伸出

一對牛角的樣子？現在你懂了吧。

另外，你知道為什麼印度人認為牛

是神聖的？你又懂了對吧。其實

你一直懂的。 

 
 

印度教中的牛 

所有的線索一定有辦法聯繫

到巴比倫，根據以上積累， 你

將弄懂更多紛繁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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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從西奈山下來時，發現以色列民正進行著寧錄和塞米 

勒米斯式的敬拜，包括性儀式，並且在敬拜撒旦式的神祗 

時，他們不斷地玷污自己，行為墮落，而且他們還帶著自 

己雕刻的假神偶像進入帳棚。 

邪惡曾像癌症一樣擴散到全世界，而現在，同樣的邪惡 

正發生在上帝所揀選的以色列人當中。摩西需要快速採取

行動潔淨帳棚，壞的酵母已迅速發酵，猶太人需要保持聖

潔。畢竟，他們是上帝拯救世界計畫的重要一環。若放任

發展、以色列人就會陷入無可挽回的黑暗中，人類就再沒

有希望了。 

如果猶太人不能持續作為忠於上帝的人群，那麼耶穌要 

從哪裡而出呢？ 彌賽亞註定要為了全世界人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戰勝死亡和撒旦。我們這個世界的希望、生命、

自由與猶太人緊緊聯繫在一起。因此摩西做了一個艱難的

決定，他要求那些願意跟隨上帝的人站過來到他這一邊， 

那一日，他們拔刀殺了 3000 位不願意跟隨上帝的兄弟。 

 
 

以色

列人拜金牛犢 

這件事後來被現代無

神論者演繹為，上帝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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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嗜血的惡魔，不值得被敬拜。但要知道，若那一日的事

情未發生，猶太人就不會繼續跟從上帝，耶穌也不會作為

一位猶太人、在 2000 年前降生。我懷疑，若耶穌不降生， 

現在的世界還會不會健在；退一萬步說，即使世界健在， 

也應是人間地獄 ---- 撒旦是個殺人狂，在他的控制下，什 

麼都不會有，除了邪惡、墮落、傷痛和悲慘。接下來是更 

多關於古代神祗的細節，以便我繼續推論。 

 
 

摩洛神 

摩洛（Molech） ，是亞捫

人敬拜的神祗，亦是馬度克神 

（Marduk，寧錄）的變種。敬

拜摩洛的儀式裡，有使用兒童

獻祭、吃人肉的部分。上帝曾

特別警告摩西不要讓以色列人

敬拜摩洛：“不可使你的兒女

經火歸與摩洛，也不可褻瀆你

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 

利未記>18 章。從寧錄那會兒

的假神敬拜開始，大活人就被 

放到火裡獻祭，因為火是太陽在地球的代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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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32 章：“他們在欣嫩子谷建築巴力的邱壇，

好使自己的兒女經火歸摩洛。他們行這可憎的事，使猶大陷

在罪裡，這並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上帝

的祭司吃獻祭的動物肉，而巴力（Baal）的祭司吃獻祭的人

肉-----這就是英語 Cannibal 的由來，迦勒底語Cahna-Bal 

的意思是“巴力的祭司”。 

別讓任何人將上帝描繪成一位謀殺無辜婦孺的屠夫，我 

們談論的是擊敗來自地獄的墮落、擊敗那些將自己的孩子

獻祭並吃自己孩子肉的野蠻人。上帝的帳棚必須維持聖

潔；而這樣的知識，我們的世界卻知之甚少。 

 
 

我們看到憎恨罪的燃燒著

的上帝，因此，我們須盡力

在上帝面前行為公義。耶穌

一次獻上自己、流盡血，所

以今天，當我們得罪神時， 

不須再獻上牛羊的血，也許

這降低了我們對罪的嚴肅/ 

嚴重性的認知 ----- 其實我們理應死亡，像那些離開上帝 

的以色列人一樣，是耶穌代我們接受了死亡的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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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為懲罰這一代以

色列人，也許為建立他們

的品格，也許要繼續潔淨

他們，也許為通過試煉建

立與他們更深的聯結 

---------幾乎是以上四

項原因的混合，上帝決定 

讓以色列人在曠野（阿拉伯沙漠）中待上 40 年。上帝要讓

這些人在曠野裡學習信靠他、建立更深的聯繫，畢竟，每天

的食物和水源供應都成問題， 以色列人在沙漠裡只能依靠上

帝了. 

後，注意上帝選擇向摩西顯現的時候，是在西乃山的

山頂。回憶一下，當時巴比倫的金字塔是按照山的形

狀建造、並宣稱金字塔頂是神祗所居住的地方----- 

撒旦這麼幹的目的是，要成為“至高”的那一位。古代所有

的神話和假宗教都是發端於巴比倫，因而在許多文化裡都

有這樣的平行場景。 奧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

就是因為希臘眾神住在其上而聞名。 

上帝在山頂向摩西顯現，也是為回應這個觀念： 以色列

人不會不理解摩西到西乃山頂的意義，他們已習慣了“山

巔之上有神明居住”的觀念。上帝就是這樣，總是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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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語言和方式來交流，他告訴以色列人：“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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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神”。既然建造金字塔是用來敬拜人和“住在其上 

的神祗”，那麼上帝就要在一座比金字塔高得多的山的山 

頂（而且，山峰確是上帝所造）顯現他自己。上帝要告訴 

他的子民，他是真正的“至高”。記得在福音書中，耶穌 

的 重要的一次講道，也是在山上。那不是一個巧合，耶 

穌選擇那個地方，是因為他要精妙地顯示出 ---- 他是上帝。 

當你終於認識到這場戰爭的本質時，聖經就會將更多更深 

入的知識展現給你看。 

A 計畫和 B 計畫 

Plan A & Plan B 

 
 

以色列人

進入上帝所

承諾的迦南

地區時，上帝

立即命令他

們毀掉巴力

與亞舍拉的

祭壇，潔淨帳

棚 聖 



《認識你的仇敵》  

83 / 730 

 

 

潔是 重要的原則。周圍遍佈著假神與假神風俗的以色列 

人，時時刻刻被誘惑著。以色列人後來一次次離開上帝， 

回到假神的懷抱。全人類的走向都取決於猶太人，故上帝 

一直管教他們、將他們帶回。撒旦和上帝在這樣的戰場上 

來回拉鋸。很明顯，撒旦要破壞猶太人和上帝的關係，他 

不想放猶太人走。 

這裡有一個極重要的概念：撒旦的 A 計畫和 B 計畫。 

撒旦用兩種方法來實現控制：第一種，是女性式的，通 

過表現出弱勢 ----- 若女人試圖操縱丈夫，通常用眼淚、 

受傷的感覺等；第二種，是男性式的，暴力恐嚇。歸結起

來，A 計畫，月神/亞舍拉（Asherah）的女性方式；B 計畫， 

太陽神/巴力（Baal）的男性方式，兩個計畫殊途同歸、走

向撒旦的控制。 

事實上，直到人類歷史的今天，撒旦一直在使用 A 計畫， 

巧妙地實現操縱：他訴諸天使的驕傲，於是 1/3 的天使跟從

他；他訴諸亞當和夏娃的驕傲，結果一致。大洪水之後， 他影

響寧錄和塞米勒米斯，多神宗教遍佈全世界。 

撒旦一定自我感覺不錯，因為從亞當到摩西時代，他可

以分分鐘搞定人類的心，予取予奪。撒旦無須公開發動戰

爭，只需要給人類一些甜頭 虛榮和財富，就可以成功 

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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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一開始接觸猶

太人時就運用 A 計畫、狡猾地將他的“宗教”推薦給

猶太人，他聲稱自己是先知、所侍奉的神和猶太人 的一

樣。當猶太人拒絕穆罕默德所宣稱的宗教時，他開始變

得兇殘、不顧一切地要毀滅猶太人，這是 B 計畫。 

耶穌在曠野時，撒旦使用 A 計畫來誘惑他，要給他土地、

財富和地位；耶穌拒絕這些，撒旦就送他上十字架。Again， 這

是 B 計畫。 

C.S.路易士的<納尼亞傳奇>中，白巫師很有魅力並且彬 

彬有禮，贈送土耳其軟糖和熱可哥給埃蒙德，這是 A 計畫； 

埃蒙德明白過來時，白巫師開始追殺他，這是 B 計畫。 
 

納尼亞傳奇劇照 

通過 A 計畫（操縱）和 B 計畫（恐嚇/ 暴力），撒旦要

實現相同的目標 --- 支配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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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撒旦使用 A 計畫來對付猶太人， 

他覺得猶太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會被他牽動、搖擺並

跟隨他。撒旦確實小範圍地獲得了勝利，但就整個戰役而言，

他失敗了。上帝耐心地一次次將猶太人帶回來，寬恕他們、

更新他們；於是撒旦開始使用 B 計畫。整個人類歷史裡，以

色列人經常面臨被奴役、全族滅亡的局面。來自國家的、

組織的、個人的對猶太人的仇恨，是撒旦影響力的刻

度儀錶盤。 <列王記>裡，以色列人進入迦南這個上帝的

應許地時，戰爭爆發並持續到今日。 

亞哈、耶洗別與以利亞 

Ahab, Jezebel and Elijah 

以色列國建立起來時，被一套審判官制度（Judge System） 

統轄，上帝成為 終裁判者、君王；但到了撒母耳年代， 

猶太人開始要求成為鄰國那樣，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君王。 雖

然上帝做出警告，但猶太人仍然堅持這個要求， 後上 帝同

意了。 

第一個以色列王是掃羅（Saul），大衛（David）不久以 

後取代了掃羅王，以後就是諸王更迭的<列王記>年代，局 

面每況愈下，以色列分裂成為南國和北國。撒旦使用 A 計

畫 巴力敬拜入侵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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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以色列列王譜系 

有一個王叫做亞哈（Ahab），其地位在<列王記>裡，同 

寧錄在<創世紀>一樣重要。舊約裡說，“亞哈行耶和華眼 中

看為惡的事，比他之前的王更甚”。他以前的諸王的糟糕

程度都趕不上他。 

不止如此，他還娶了耶洗別（Jezebel）做妻子，耶洗別 

是推羅-西頓王、亞施塔特（Astarte）女神的祭司----- 

謁巴力的女兒。無法再找到一個更糟的混合抬頭了，這不 

應該是以色列王應娶回的皇后。以色列族是上帝特別要潔 

淨的族群，這樣的政治聯姻註定要捅出大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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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洗別 

果不其然，在亞

哈和耶洗別結婚後

麻煩開始了。亞哈

建造了巴力和亞舍

拉的廟宇，亞舍拉

的塑像基本上就是

一個淫穢的生殖器 

-----方尖碑那樣。

但是，耶洗別不滿 

足於這樣，她要把一切對上帝的敬拜都消滅掉。她殺了大 

部分以色列的祭司，並為巴力和亞舍拉設立了假先知。 

 

 
方尖碑 

耶洗別成功地控制了亞哈，設立假

神崇拜，並為假神建造了廟宇。 結

果是，以色列從大衛王國的榮耀中墜落

而下。亞哈的領導以色列全國祭拜假神、

撒旦，這是以色列歷史上 黑暗的時刻。

撒旦此時已經非常接近贏 

得勝利、奪走上帝揀選的人群。以色列的背信就要到達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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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上帝所建造的根基就要被撕碎，上帝的審判也就要來 

到。 

亞哈和耶洗別，有沒有讓你想起了誰？沒錯，就是寧錄

和塞米勒米斯，撒旦在巴比倫的那一套，看來馬上也要在

以色列成功複製 ------ 就像在體育比賽中贏了以後，你會 

再次使用原來那個戰術，期待還能再贏一次。撒旦也這麼 

想。 

塞米勒米斯依靠寧錄獲得權力，耶洗別嫁給亞哈後也獲

得了權力，將假神敬拜帶入以色列，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婚

姻，而是兩個王國的屬靈與政治的聯姻。為了獲得權力， 

塞米勒米斯即使殺死自己的丈夫&兒子也在所不惜，我們在 

耶洗別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靈。耶洗別在巴力敬拜中有著

淫亂方式的敬拜，她進入了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以色列王 --- 亞哈，被耶洗別完全控制了，以色列遍地 

是假神崇拜、廟妓。性誘惑不是當時的以色列人有能力拒

絕的。在耶洗別的影響下，猶太人離開了上帝、投入巴力

和亞斯他錄（Ashtoreth）的懷抱。此時以色列依舊有 7000 

人未被誘惑，撒旦是如此接近宣佈：他已挪開了對世界完

全統轄的 後一個障礙物 以色列。 

但是一如以往，上帝呼召一位叫做以利亞的先知出來。 

此時，耶洗別已經殺死基本上所有的真先知，但還沒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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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動手。上帝使用先知以利亞，在危急關頭徹底翻轉以 

色列國：事件發生在迦密山（Mount Carmel） ，上帝和

巴力在那裡一決勝負。 

 
 

上帝 VS 魔鬼巴力 
God v Baal 

 
 

拜偶像

自殘的血腥場面 

以利亞對猶太人的不忠

怒火中燒，這個與上帝立約

的民族持續地和邪惡的巴 

比倫宗教行淫。因此上帝讓以利亞與巴力假先知到迦密山

上“約架”，讓眾人看看哪一位先知真正擁有從“至高處” 而

來的能力和權柄。請注意，這又是在山上。這場“約架”

是為了向以色列人宣告，他們應該離開巴力、也就是撒旦，

回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的懷抱裡。 

以利亞站在眾以色列人面前說：“你們要搖擺不定到什

麼時候？如果上帝是神，就要順服他。”但人們都沉默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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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繼續說：“做上帝先知的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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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先知有 450 人。現在牽兩頭公牛過來，巴力的先知可

以挑選一頭、切成塊放在柴上，但不點火；我取另一頭牛 放

在柴上，也不點火。你們可以呼叫你們巴力的名字，我 呼叫

上帝的名字。那個降下火的神就是真實的神。” 

大家同意這麼做。 於是，以利亞對巴力先知說：“你們

人多，所以先來吧”。巴力的先知們呼叫巴力神的名字， 

從早上叫到中午，一點反應也沒有，他們就圍繞著祭壇跳

舞。 

中午，以利亞嘲笑他們說：“你們的神可能在睡覺、遊

玩，大概是你們喊得還不夠大聲，叫不醒他。” 所以他們

喊得更大聲，並且按照敬拜巴力的規矩自殘一直到流出血。 就

這樣又搞了一下午，到晚上還是沒有半點反應。 以利亞讓大

家聚集過來，修理好被毀壞的上帝的壇，並按照以色列 12 個

支派的數目，取了 12 個石頭築起一座壇、在壇周 

圍挖了可容納 3 加侖水的溝渠，將牛切塊放在柴上。 

然後他讓人在牛塊和柴上倒了四桶水，水流到壇的四周 

圍、灌滿了整個溝渠。到舊約規定的獻晚祭的時辰，以利

亞禱告：“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求你今日使人

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僕人，又是奉你的

命行這一切事。上帝，求你應允我，使這民知道你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這民的心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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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是以此同時，上帝的火降下來，燒盡牛塊，柴，石

頭，塵土以及溝裡的水。大家看見這景象，就跪下來將臉

貼在地上呼叫：“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讓 他

們抓住巴力的假先知、帶到基順河邊殺了。 

 
 

紋身 

注意到沒有，自殘是敬拜巴力儀式的重要部分，撒

旦喜歡羞辱和殘 

害人的身體，因為

人有上帝的形象

今天撒旦在世界上

掌權的一個顯著證

據是，自殘、紋身

和不尋常的穿刺等

現象的與日俱增。 

紋身已經得到社會的廣泛接受，即使基督教徒也被其影響、 俘

獲；而 Ronald Scutt 在<藝術，性和符號>中特別提到， 

紋身與巴力崇拜、太陽崇拜和蛇崇拜高度相關。 

“不可為死人用刀在自己身上劃痕，也不可在身上

刺花紋。我是耶和華。”------<利未記>1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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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洗別的靈 

The Jezebel Spirit 

 
 

和巴比倫一樣，<啟示

錄>中提到了“耶洗別 

（Jezebel）”，這說明

有一個靈存在------ 

“耶洗別的靈” 

（Jezebel spirit）， 

她一直沒有離去，而且

直到世界末日，才會被

上帝徹底清除。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 

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吃祭偶像

之物。我曾給他悔改的機會，他卻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

哪，我要就像叫他病臥在床，那些與他行淫的人，若不悔

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們同受大患難。我又要殺死他的兒

女，叫眾教會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並要照你

們的行為報應你們各人。至於你們推雅推喇其餘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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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不從那教訓，不曉得他們素常所說撒但深奧之秘密 

的人。”------<啟示錄>2 章 

注意 後那個短語“深奧之秘密（Deep Secrets）”， 

指從伊甸園中蛇（古龍）的“知識”，這個知識是秘密宗

教的基石，所有的術士都渴望得到它。 

耶洗別早在 2000 年前的列王記時代就死了，並沒有活

到推雅推喇的年代，因此不應照字面解釋；就像我們都認

為，施洗約翰是“以利亞”，因為他有以利亞的靈和力量； 

< 啟示錄> 裡的這個人是帶著“耶洗別”從撒旦而來的靈。

我們都認為，施洗約翰是“以利亞”，因為他有以利亞的

靈和力量。這個人是帶著“耶洗別”式的魔鬼的靈來的， 

是一模一樣的靈。 

這是一種影響現代社會和教會的靈，<啟示錄>2 章是寫

給教會的 ---- 這個靈可以用“耶洗別的靈”來稱呼它。這 

個靈其實早就存在了，可以追溯到塞米勒米斯（Semiramis）；

因為耶洗別被它如此完全地控制，所以用"耶洗別"來稱呼

這靈並不為過，而且<列王記>很清晰地記錄了耶洗別的故

事，比塞米勒米斯詳細得多。 

塞米勒米斯的靈，等同於耶洗別的靈，等同於亞斯他錄 

（Astarte）的靈，也等同於巫術的靈；新約裡的希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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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dias, 希律的第二個妻子）也是一種這樣的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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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別和希羅底，分別與以利亞和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 新約時代的以利亞）對抗。 

 
 

“耶洗別的靈”的特點 

耶洗別的靈尋求操縱、恐嚇、威脅，雖然耶洗別是女性， 

但耶洗別的靈可以和男性/女性都掛上鉤。例如，若不

那麼強大，就想辦法操縱，如女人用眼淚、受傷情緒和對

方的內疚；反之，則威脅恐嚇，這是男人通常做的。不同

的方式，相同的目標----控制。這就是巫術的概念。 自

己不夠強大時，耶洗別的靈 

就操縱，一旦站到優勢地位

就轉變方式，威脅恫嚇。我

們在舊約裡看到，耶洗別要

如此殺死以利亞。 

 
 

回憶下 A 計畫和 B 計畫， 

A 計畫是女性式的，B 計畫

是男性式的。有趣的是，女 

性式的控制方式，在現代社會被更廣泛地接受。我曾聽一 

個女孩說，她只需對男士們誘以美貌，就可把他們弄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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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轉。但她不知道，男士們也會使用其身體威力，強迫她 

做任何事，只是還沒用罷了。 

巧妙的女性式的操縱手段，在今日社會更通行，公然的 

暴力恐嚇弄不好就得去警局報導。從靈的角度看，兩種方

式一樣有侵略性，皆為試圖控制他人的巫術。 

 
 

<海鷗喬納森> 

現在回到<海鷗喬納森>（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的例子，從那位

被鬼附的人趕鬼的過程中，魔鬼有海鷗的

做派、當事人亦表現出海鷗的樣 ---- 我們 

可以據此推論，既然“耶洗別的靈”從塞米勒米斯而來， 

那麼這個靈一定也有塞米勒米斯的一些特點。這個靈能更 

好地被女性發揮，因此更多地附著在女人身上，令被控制 

的那個女人掌握典型女性式的高超遊說技巧。 

你會發現，“耶洗別的靈”通常會去尋找已被控制的人，所

羅門王的< 箴言書> 說：“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婦的道。不

要入她的迷途。因為被她傷害僕倒的不少。被她殺戳的強

壯男人也甚多。她的家是在陰間之路，下到死亡之宮。” 

被這種靈盯上的，基本都是“強壯的男人”，如甯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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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哈這樣有領導能力和權位的人。現實當中，“耶洗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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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相當憎惡真實的屬靈權柄，總是試圖通過感情上的壓 

力、巫術、色情來取而代之。不要看錯，情欲和色情僅用 

于削弱對方力量，溫柔巧妙的遊說用於接近、影響對方， 

操縱權就逐漸被確立起來。 

希伯來語中，耶洗別的字面意思是“無法和睦而居”， 

她不與那些她無法控制的人在一起，她也沒有平等相

待的能力。從塞米勒米斯的例子裡可以找到根據：她殺了 

丈夫，也密謀要殺她的兒子，她要做的就是不斷獲得和控

制。 

控制和支配是撒旦幹的事情。耶穌 ---- 這位服侍我們的 

君王卻不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不

奪取這個位分。凡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

式” ------ <腓立比書>。耶洗別表現溫柔時，多是為了 

獲得影響力。 

<列王記>21 章：“於是耶洗別借亞哈的名寫信，用王

的印印上，送給那些與拿伯同城居住的長老貴胄”------ 

耶洗別控制局面和領導權時，喜歡隱藏在幕後，用看不見 

的手來操縱時局。就像撒旦是推羅王，在後頭吊著推羅王 

子作牽線木偶。 

 
 

源自魔鬼的沮喪，異象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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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ic Depression and Loss of Vision 

不要低估“耶洗別的靈” 

之強大實力。整整 7 年， 

上帝悉心保護以利亞不被 亞

哈王（King Ahab）的軍隊發

現，命令烏鴉叼食物 給位

於曠野裡的以利亞， 超自

然地供應他的日常需 要。

迦密山上，萬眾矚目 中天

上的火球降下，殺死 了巴

力的假先知，所有的 以色

列人都因此跪拜上帝。 

以利亞是舊約時代裡的眾真先知中 具力量的。 

 

 
先知以利亞 

但這以後，先知以利亞卻因為耶洗別而陷入恐懼和萎靡 

沮喪，甚至逃到沙漠裡請求上帝乾脆殺 

了他。 好好想想這個景況吧：以利亞

享受了七年的超自然保護，看見天上的火

球降下來，看見他的敵人被打敗，然後耶

洗別還是讓他陷入抑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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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洗別的靈將恐懼和威脅放入人心中讓他們放棄，她偷

走異象（Vision）。即使外在環境未變，她依然有辦法讓

你沮喪和恐慌；如果外在環境艱難，這個靈會告訴你什麼

都不可能，她讓你有緩慢死去的感覺。你開始失去禱告與

嘗試的渴望，陷入無緣由的恐懼或死亡感覺裡，失望，憤

世嫉俗。大部分的所謂的“絕望”（ Desperation）的

感覺，基本均源自耶洗別的靈。耶洗別的靈使用自我譴 

責、抑鬱、麻木，讓你癱瘓，讓你放棄。 

戰勝“耶洗別的靈”的唯一路徑是不屈不撓 

（ Perseverance）。永遠記住，那位在萬眾矚目之中

擊潰巴力假神的上帝，昨日、今日、明日永不改變。 

從巴比倫到羅馬 

From Babylon to Rome 

跟隨巴比倫秘密宗教，我們來到埃及，看到邪惡正威脅、 玷

污上帝所揀選的以色列人。上帝指示以色列人跟隨他， 並在

以色列全國面前，上帝與巴力正面作戰並取得勝利。 

但是，以色列人堅持不了多久，又重新滑向假神宗教。 

撒旦已經使用了足夠多的 A 計畫，現在要換成 B 計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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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國圍攻並攻陷了耶路撒冷，毀壞了聖殿。上帝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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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之前，已讓先知耶利米（Jeremiah）警告猶大國。上 

帝允許這些事情發生，是要管教猶太人。看起來撒旦是勝 

利了，然而，上帝依然掌控局面。 

 
 

古代巴比倫帝國的版圖 

此時正是新巴比倫王國時期（Neo-Babylonian Period）， 

尼布甲尼撒二世（King Nebuchadnezzar II）執政。西元

前 610 年，尼布 

甲尼撒王只是巴

比倫的軍隊將軍

他監督馬杜克 

（Marduk）神廟

的重建。西元前

604 年，他登基

做王、擴張帝國

版圖，發動了一 

系列戰役，並於西元前 590 年進攻耶路撒冷。攻陷耶路撒 

冷後，他帶著 10000 位以色列戰俘回到巴比倫，這些以色

列戰俘都是被認為有用的年輕人，例如王子、 好的勇士、 工

匠、鐵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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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的大概是四個年青人： 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

利、亞撒利雅（Daniel、Hananiah、 Mishael、Azariah）， 

接下來的 3 年他們被安排學習巴比倫的一切知識。為了讓

這四個年青人全心投入巴比倫文化、丟棄以色列上帝，尼

布甲尼撒給他們起了新的巴比倫名字。 

Daniel（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審判者）改成

Belteshazzar（巴力保護我的生命）； 

Hananiah（上帝賜恩典）改成 Shadrach （聽從 Aku 

神的命令）； 

Mishael （誰能像上帝偉大）改成 Meschach（誰能

像 Aku 神偉大）； 

Azariah（上帝是幫助者）改成 Abednego（學習之

神 Nago 的僕人）。 

 

Ishtar 大門

尼布甲尼撒王回 

到巴比倫以後，建了

紀念碑，叫做 Ishtar 

門。Ishtar 是巴比倫 

人所熟知的亞斯塔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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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舍拉神（Astarte or Asherah）的另稱，Ishtar 門是進

出巴比倫城的大門。門上有 337 幅畫著龍的圖畫，337 

這個數字在巴比倫是地獄的意思，所以這個門即“地獄 

之門”。記住這個紀念碑，因為今日在德國柏林的博物館

它依然存在，後文介紹。 

尼布甲尼撒王想強迫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敬拜巴比 

倫的神祗，這三個年輕人說出了聖經中 激動人心的話、 

今天仍餘響不絕。 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煞，亞 

伯尼歌，你們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 

故意的嗎?你們再聽見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樣 

樂器的聲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卻還可以。若不敬 拜，

必立時扔在烈火的窯中，有何神能救你們脫離我手呢。”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尼布甲尼撒，這件

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

從烈火的窯中救出來。王阿，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 

即或不然，王阿，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

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書>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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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窯裡（道成肉身前的）耶穌與但以理等人 

於是，但以理等人被扔到炙熱的火窯裡，這裡我們又一

次見到巴力宗教裡 常見的、把大活人丟到火裡獻祭的場

景，因巴力被認為是太陽神。在火窯裡，四個年青人見到

了被認為是道成肉身前（Pre-incarnate）的耶穌，以至於

出來時他們毫髮無損。上帝的力量遠遠超越撒旦假神，諷

刺的是，尼布甲尼撒在目瞪口呆之餘，直接相信了上帝。

誰會想到巴比倫國王會敬拜上帝呢？   接下來，咱們進

入中心事件 尼布甲尼撒王的夢。但以理在上帝的 

啟示裡，對這些夢進行了解釋，道出了未來四大帝國的奧秘

（The Four King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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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的夢 --- 四大帝國（巴 
比倫，波斯，希臘，羅馬） 

Daniel’ s Dream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夢，心裡煩亂，不能

睡覺。王吩咐人將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的，和迦勒底

人召來，要他們將王的夢告訴王，他們就來站在王前。王

對他們說，我作了一夢，心裡煩亂，要知道這是什麼夢。” 

-------<但以理書>2 章 

尼布甲尼撒王周圍有一批占星家和男巫，他們從撒旦那裡

獲得解夢的能力，但當王想考考他們到底做過什麼夢的時候，

他們都不能說出這夢的內容。來自以色列的年輕人但以理

做到了。 

“王阿，你躺著時想到的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秘事的主 

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至於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並非

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講解和心裡

的思念。” ----<但以理書>2 章 

注意，從一開始，但以理宣告上帝是一切智慧的來源， 

也是“奧秘和隱秘事的顯明者”。撒旦則宣稱，通過秘密

宗教，可以得到“隱秘的知識”。事實上，上帝才是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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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的那一位。注意但以理也強調，他並不知道如何解夢、 一

切隱秘事從上帝而來。 這裡，咱們可以嗅到舊約（光明 

vs 黑暗）國度戰爭的硝煙味。 

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 

“王阿，你夢見一個大的雕像，這雕像甚高，極其光耀， 站

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

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

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

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打碎這像的石

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上帝已將國 

度，權柄，能力，尊榮都賜給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 

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就是那

金頭。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 



《認識你的仇敵》  

105 / 730 

 

 

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 

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你既 

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窯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 

來也必分開。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 

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你既見鐵 

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 

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 

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 

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 ..... 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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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這些夢有關於未來要發生的事情，巴比倫帝國 

有三個後繼者 --- 三大帝國；這個雕像肯定是人的雕 

像，代表這些帝國是人類為自己的榮耀而建立的，正像巴比

倫那樣。 

第一個帝國，由精金頭顱(head of gold)象徵，是巴比

倫帝國。 

第二個帝國，由兩隻銀制手臂(arms of silver)象徵， 

要取代巴比倫帝國，但這個帝國不如巴比倫帝國。它就是

瑪代-波斯帝國，西元前 539 年它戰勝了巴比倫帝國 

-------兩隻手臂分別代表瑪代人和波斯人。 

第三個帝國，由銅制腹部和大腿（ Belly and Thighs） 

象徵，這個帝國是希臘帝國，於西元前 330 年戰勝了瑪代 

-波斯帝國。用銅制腹部和大腿，是因為希臘帝國一開始在 亞

歷山大大帝的統治下是聯合帝國；亞歷山大大帝死後， 希

臘帝國遂四分五裂。 

第四個帝國在本文結尾介紹。 

大約是西元前 356-323 年，希臘帝國建立統治強權時， 

巴比倫秘密宗教開始被認為是諾斯替主義 

（ Gnosticism） ，希臘文 Gnosis 是“知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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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osticism 諾斯替主義 

諾斯替主義者相信，人類神聖的靈魂被關鎖在不完美的

身體裡，而身體是由不完美的神祗所造；而且他們也相信， 還

有第二個/ 另一個完美的神祗，會將隱秘的知識告訴人類，

讓人類成為神。亞舍拉神（Ashtoreth）將名字換做“索 菲亞”

（Sophia），因為 Sophia 在希臘文裡的意思是“智慧”。

蛇被傳說是該隱（Cain，亞當的其中一個兒子，因嫉妒殺死

了兄弟亞伯）的好父親，耶和華（Yahweh）則被傳說是一個

不可理喻的神，在一次情緒失控的時候錯誤地咒詛了亞當和

夏娃。 

高級女祭司被授予聖職的時候，舉行有性行為參與的儀 

式，還有血誓，隱秘的握手儀式、標記、符號、密碼、亂

倫的成份。換句話說，除了一些名字的改變外，巴比倫宗

教在帝國更迭中成功存活並且移植了。 

這個時代還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做不可知論者 

（agnostic）。那些不相信諾斯替宗教的，就被認為是不

可知論者。今天，不可知論者是指那些因資訊匱乏，不確 

定上帝是否存在，或對上帝的存在一無所知的人群。在古

代，不可知論者則是確認一個人是否故意不通過諾斯替的 

“好神”蛇或巴比倫宗教，去獲得隱秘知識、參加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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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形容秘密宗教的單詞“諾斯替”，一直使用到耶穌

時代、甚至更久。當耶穌來到世界上時，一些諾斯替主義

者，甚至認為耶穌就是那位分賜知識的“另一位神”。其

後，出現了兩個基督教諾斯替異端，一個是 Naasenes，這

麼叫是因為在希伯來文中，Nahas 的意思是蛇； 另一個是

Ophites（塞特派），這麼叫因為希臘文 Ophites 的意思也

是蛇。 
 

他們將蛇作為彌賽亞耶穌的化身來敬拜，蛇纏繞著十字 

架，你經常會在天主教的墓地裡看到它，這是來自諾斯替

墮落異端。 

希臘的諾斯替主義深刻地影響了一些哲學家，如生活在 

那個年代的蘇格拉底（Socrates）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他們的理念傳導到柏拉圖（Plato），以 

上三人被尊崇為哲學之父，柏拉圖對新的世界次序有重要 

影響，將在後文提說。三位哲人智慧的話語今天依然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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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給全世界哲學系學生，然而他們的大部分學說，均是源 

自古巴比倫的謊言。 
 

柏拉圖，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 

秘密宗教成為希臘的諾斯替主義時，猶太人稱它作卡巴

拉（Cabala 或 Kabbalah），意思是“隱藏的秘密”，或

者被“口述傳承奧秘律法”。Kabbalah 由斐洛（Philo， 

古猶太神秘主義哲學家）發展，他將一些舊約的內容進行

適應、轉化，以匹配巴比倫神秘宗教的需要。拿撒勒人耶

穌出生前 200 年，Kabbalah 派已積累了不少擁躉者。即使

到今天，Kabbalah 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回潮，在富人和名流

中受歡迎，它是巴比倫宗教的另一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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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卡巴拉神秘術 

 

 

第四個帝國（The Fourth Kingdom） 

第一個帝國是巴比倫，第二個是瑪代-波斯帝國，第三個 

是希臘帝國，第四個呢？ 第四個帝國，由鐵腿和鐵/泥

腳（ 一半鐵，一半泥）作為象徵---- 代表強大的羅馬 

帝國，它消滅了希臘帝國，鑄就了歐洲、世界歷史。（注： 

羅馬帝國後分裂為東西兩個羅馬，因此前文的“腳”， 

是半鐵半泥） 

要點：第一，注意那些金屬（金、銀、銅、鐵）的貴重 

程度，一開始巴比倫帝國是金，到後來羅馬帝國就是鐵和

泥，價值在持續降低。這代表人類建造的帝國隨著時間的

推移，一直在腐朽、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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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雖然金、銀、銅、鐵的價值一直在降低，但

是金屬強度/硬度卻一直在增加，鐵的強度是 好的。這代 表

雖然道德水準在下降，武力和心智均在加強，就像

Frederich Nietzsche 所說的那樣：“勝者為王”（Might 

Make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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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迦摩的曲折 

The Pergamos Detour 

自寧錄以降，巴比倫的每位 高執政官，集“君王，神， 祭

司”三個頭銜於一身。“君王”頭銜賦予他們世俗的統轄權，

“神”與“祭司”頭銜則賦予其對靈魂的統轄權。於是，他

們擁有了屬天和屬地的雙重權柄。 

當巴比倫被瑪代-波斯帝國打敗時，Belshazzar 是巴比

倫的“君王，神，祭司”；Belshazzar 被殺死後，巴比倫帝

國不僅第一次失去了他們的世俗統治者，而且亦失去了宗教

高祭司，禍不單行的是，巴比倫所有祭司和占星術士均被

俘虜，送到別迦摩（Pergamos，土耳其西部），巴比倫地區

的信仰遂出現混亂。但是，當祭司們到達別迦摩時，也將巴

比倫秘密宗教帶到了那裡，並在那裡建立了一所新的巴比倫

宗教學院。後來，別迦摩的國王取代了巴比倫王，成為新宗

教的 高祭司。 

接下來一段時間，巴比倫秘密宗教的大本營，從巴比倫

轉移到了土耳其，故在<啟示錄>上帝稱別迦摩為“撒旦的 

座位”。 

就像Ishtar 門，這個紀念碑後來於1902 年被德皇Ka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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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helm 二世帶到柏林，Kaiser Wilhelm 二世很喜歡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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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於是在德國進行重建 Ishtar 門，作為其統治的標記。

位於別迦摩的秘密宗教權力中心的這個紀念碑，被認為是

“撒旦的座位” ---- 古代帝國的敬拜對象。 

別迦摩（Pergamos,“至高”或“天梯”）的這段時期， 

愛斯庫拉皮厄斯（Aesculapius，醫神）以蛇的模形態接受

敬拜。Aesculapius 在希臘文裡的意思是“教導的蛇” 

（instructing snake），被作為醫神敬拜，借由太陽能量

開啟人的靈魂，Aesculapius 會以蛇的形態出現，符號是

一根被蛇纏繞的杖。 
 

Aesculapius 的神廟裡，放著數不清的活蛇，人們到這

裡用“神聖的泉水”洗澡，並得到醫病處方。所以，今天 你

會在醫療系統的設備上看到這樣的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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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看到這個： 
 

這叫做節杖（Caduceus），19 世紀末被人們所混淆、認

為和上一個圖示一致。這個符號，和商業貿易、雄辯、花招

和騙局等有著源遠流長的聯繫，今天被用作醫療系統的標誌。 

注意，它包含了一個帶著翅膀的太陽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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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符號通常和埃及相關，但被其他一些文化使用， 

Thomas Milton Stewart 解釋說：“何魯斯（Horus），埃

及童貞女所生的拯救者，進入世界消滅神的敵人 --- 太陽 

神拉（Ra）。所以何魯斯將他自己變成帶著翅膀的太陽盤， 

而且帶著變成蛇形狀的女神奈赫貝特（Nekhebet）和烏艾乞

得（Uatchit）。對敵人的戰役勝利後，何魯斯（Horus） 命

令托特神（Thoth, 智慧女神） 掌管隱秘知識的神， 

將帶著翅膀的太陽盤和蛇帶入眾神的庇護中。” 

我們也約旦的 Nebo 山上找到一個極為相似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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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雕像叫做黃銅蛇，山以 Nebo 來命名，有蛇和太陽盤

掛在上面。 

很多人都有疑問，銅蛇也曾出現在舊約以色列的西奈山

上，當時上帝命令摩西說：“你造一條毒蛇，掛在杆子上。 凡

被咬的，一望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 掛在

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 < 

民數記>21 章 

上帝確實是這麼命令摩西，但後來你也會看到，公義敬

虔的猶大王希西家（Hezekiah）：“廢去邱壇，毀壞柱像， 

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銅蛇，因為到那時以色列人

仍向銅蛇燒香。希西家叫銅蛇為銅像” ------- <列王記 

下>18 章 

摩西死後，以色列人改變了蛇的概念、開始敬拜蛇神。 

這就是希西家為什麼要毀掉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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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醫療系統裡，蛇是所謂的“隱秘智慧”，我們在衛

生醫療系統放蛇的標誌，認為蛇是帶來治癒的“隱秘智慧”。 別

奇怪，這麼做非但不能帶來健康，而且還會帶入疾病和藥物依

賴。 據估計，超過 50% 的美國人因所開具的處方藥而獲得

慢性疾病，每年這樣死亡的人數，比使用非法藥物致死的人

多 300%。更不要提我們的醫療系統為“墮胎事業”所

做的貢獻。墮胎的事兒，後文會提。 

巴比倫秘密宗教，在別迦摩生根數百年，枝繁葉茂，直

到西元前 133 年，別迦摩的 後一個王 Attalus 死去，他

並將其未盡事業留給了羅馬人。別迦摩王國併入羅馬共和

國，巴比倫秘密宗教的 高祭司又一次空缺出來。 當時， 

羅馬共和國並不認為他們的執政官是神，但這個想法在尤

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執政的年代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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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凱撒 

Julius Caesar 
 

我們需要花些時間介紹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 

以明白他從別迦摩的阿塔羅斯（Attalus）那裡都繼承了些

什麼。尤利烏斯·愷撒完全接受巴比倫那一套系統，他不

僅獲得了羅馬 高執政官的頭銜，而且在西元前 63 年成為

高祭司、巴比倫秘密宗教的合法繼承人 --- 這是在阿塔 

羅斯死後 70 年實現的。 

為完善巴比倫宗教系統，尤利烏斯.愷撒於西元前48 

年的12月25日，在亞歷山大城的朱庇特（Jupiter）神廟， 

宣佈他自己的神、是朱庇特的化身。<大英百科全書>在尤利 

烏斯.愷撒這個詞條有如下評論：他生命的 後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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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僅想成為名義上和實際上的君主，而且想成為

羅馬、希臘、東方、蠻族的神。 "There are signs that 

in the last six months of his life he aspired not only 

to a monarchy in name as well as in fact, but also a 

divinity which Romans should acknowledge as well as 

Greeks, Orientals, and barbarians." 

尤利烏斯·愷撒後來漸漸明白，他的新頭銜 --- 高 

祭司，讓他不僅使他成為羅馬帝國的合法統治者，而且是

一切巴比倫宗教篤信者的統治人。 高祭司的系統重建

後，新的鏈條出現，並在羅馬帝國歷代傳承。尤利烏斯. 

凱撒以後，羅馬帝國才把“凱撒”作為 高執政者的頭銜， 此

頭銜意味著“君王、祭司、神”（kingship, priesthood 

and go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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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給後來耶穌接受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羅馬

帝國猶太行省的執政官）審判的事件，增添了些許諷刺色

彩。 當彼拉多把耶穌帶到猶太人面前時，他問猶太人“我

要釘死你們的王嗎？”猶太大祭司回答說：“除了凱撒， 

我們沒有王。” 

猶太大祭司的意思是，上帝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凱

撒 ----- 巴比倫宗教的首領、撒旦宗教系統在地上的代 

言人 --- 是以色列人的王。兩種選擇之間，猶太人宣 

告選擇黑暗王國。 猶太人為這個宣告付出了慘重代價。

舊約時代裡，上帝因為以色列人自甘墮落、敬拜巴力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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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色列人交給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同樣的，上帝因為 

以色列人對羅馬帝國效忠的宣告，將他們往後幾代人都交 

給羅馬帝國的統治者。 

西元 70 年，也就是以色列說耶穌不是他們的王、並要求

處死耶穌幾十年以後，羅馬帝國在 Titus 的統治下，羅馬軍

隊進入了耶路撒冷，將以色列聖殿拆毀。至此，巴比倫 帝國

和羅馬帝國，各完成一次對以色列聖殿的拆毀。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121 / 730 

 

 

 

 
 

耶路撒冷陷落 

第一部分到此結束，我們從巴比倫宗教如何產生開始， 

快速介紹了整個舊約時代，接下來將會從耶穌時代開始， 

一直到啟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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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從新約到啟蒙運動 

----------------------------------------- 

-------- 
 

耶穌 

Jesus 

撒旦原本想要在彌賽亞來之前，毀滅猶太人。但是他失 

敗了，當時正值羅馬帝國的巔峰時期，撒旦的努力被時間

擊敗。上帝曾應許亞伯拉罕和撒拉 ----- 他們的後裔讓全 

人類得福，這個應許 終成就了。 

耶穌（希伯來語 Yeshua，意思"耶和華拯救"），是以

色列曆世歷代所盼望的彌賽亞，西元 0 年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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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遍佈撒旦敵對勢力的世界裡，上帝揀選的以色列人， 

經歷逼迫、侵略、被擄、掙扎，依然在撒旦的引誘和毀滅

中（即那 A 計畫和 B 計畫）存活下來。 時間到了，古蛇（古

龍）的頭被踐踏 正如久遠的<創世紀>第三章中所預言。 

耶穌打碎了蛇的頭，而他的腳跟也因此受傷。他被羅馬 

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羅馬帝國時期的殘酷死刑方式），然

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擊敗罪、打碎死亡。耶穌將人類重

新帶到上帝面前，修復因亞當夏娃在伊甸園犯罪而造成的

上帝與人之間的隔絕。 

耶穌的位格中，上帝以人的形狀顯現 ---- 人類前所未有 

地看清了上帝的性情和本質。耶穌更正了滲入猶太宗教中 

的錯謬，啟示並建立了一個新的上帝與人之間的盟約，也 

就是新約（New Testament）。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124 / 730 

 

 

 

 
 

使徒保羅的路線 

耶穌的到來，標誌著上帝計畫的全新階段：在漫長的舊 

約時代，上帝專注于和猶太人建立關係，並在一個充滿巴

比倫假神的世界中顯明自己。如今，是時候讓初代基督徒

們擔負起責任、向全世界介紹他們所認識的上帝，真理於

是開始“入侵”周圍的地區。 

耶穌吸引並訓練了一群門徒，將拯救福音帶到全球，並 

讓他們做同樣的事 ---- 訓練更多的門徒（Disciples）。 

這樣，福音以指數級的速度、爆炸式地傳開了。初代基督 

徒在使徒的帶領下，將福音傳到世界的盡頭。所到之處， 

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相信；基督徒突然採取攻勢，將光 

照向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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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時代，上帝向猶太人自我介紹，猶太人同樣把上帝 

介紹其他人，比如咱們。 

兩個關鍵點：第一，上帝的賜予不只是為給的那個人， 

而是要讓別人也獲益；第二，教會領袖應注意到，小組的

模式可有效促成爆炸性增長和門徒訓練的鞏固：若耶穌培

訓的 12 位門徒各自再培訓 12 位，就是 144 位門徒，以此 

類推，5 個級數後，人數就從 12 位增長到近 3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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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ism 
 

梵蒂岡 

福音 後到達了羅馬，那裡所發生的事，深刻影響全球 

的走向。 

中心事件 

基督教進入了這個巴比倫宗教的中心城市，羅馬凱撒是

這個巴比倫宗教的 高祭司。一開始並不順利，這裡的風

俗傳統充斥著從寧錄和塞米勒米斯而來的假神崇拜。這是

如此糟糕的地方，以至於基督徒在那裡受到迫害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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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怒羅馬凱撒的事情是，耶穌是 “道路，真理，生

命，只有通過耶穌才能到上帝那裡去”。 --- <約翰福 

音> 

這個宣告直接挑戰了凱撒作為一位神祗的權威。 因為跪

拜偶像相當於對撒旦屈膝，基督徒不願意跪拜任何一個人

手所做的塑像。所以，每當羅馬帝國發生災害，基督徒就

會被拖出來頂包。不願敬拜偶像的行為，本身也侵犯了羅

馬眾神，而且基督徒不願意在凱撒面前下跪，這更是罪加

一等。 

凱撒對基督徒充滿敵意，將他們丟到鬥獸場裡、眾目睽

睽之下他們被獅子撕碎，潑油在他們身上引燃做“路燈”， 將

他們縫到動物皮裡被野獸的牙齒和爪子弄死，將金屬頭冠

的釘子釘進他們腦袋，不一而足。<希伯來書>說，一些 基

督徒被放到樹幹裡，然後被劈成兩半。 

這些酷刑體現撒旦的邪惡，不要低估掌權執政的撒旦對 

上帝子民的憎恨程度，也不要高估他對上帝追隨者的行為

下限。記住以下金律：撒旦為掌握支配權，孱弱時操縱欺

騙，強勢時使用暴力和威脅。上帝告訴我們，在 後的日

子，也就是撒旦獲得權位的時候，基督徒將面對前所未有

的迫害和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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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西元 312 年，君士坦丁大帝簽署了<米蘭敕令>（ Edict of 

Milan），決定對基督徒保持寬容，所有的迫害停止了。傳

統的認識是，這是個好消息，但我不這麼認為。在羅馬安

營紮寨以後，基督教固然逐步發展成為世界上 大的宗教， 但

有證據證實： 

第一，君士坦丁出於政治考慮，從法律上承認基督教， 

但他並不真誠。例如，梵蒂岡的解密檔顯示，君士坦丁在

敬拜中，保留了不少太陽崇拜的成份，並敬拜太陽神。羅

馬銀幣上，他的頭像被刻畫為“無可匹敵的太陽的同伴” 

（Soli Invicto Comit） 
 

羅馬銀幣 

第二，君士坦丁的個人生活並未反映他已改宗。他是殘 

暴墮落的君王，並且對家人也較兇暴。掌握了巨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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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生活腐朽。若把君士坦丁比喻成一棵樹，那麼從他 

“所結的果子”來看，即使到生命的 後時刻，他仍未被 

上帝的愛所觸摸。 

事實上，羅馬帝國當時正面臨騷亂與分裂的威脅，君士 

坦丁的權力也面臨考驗。因此出於政治考慮，對基督教使

用 A 計畫（奉承，引誘）會比使用 B 計畫（壓制、暴力） 

更好，壓制只會使基督教愈發壯大，而向基督教領袖誘以

權力和財富，效果更好。 

君士坦丁被宗教首腦的身份吸引，在給教會許多恩惠後， 

他獲得了宗教首腦的身份。他將基督教會視為政治上的幫

助，並把帝國的部分世俗事務交給教會管理。奢侈與個人

野心進入了教會，伴隨的是腐敗和貪婪。教會開始心猿意

馬，忘記了耶穌的教導 --- “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 

---<約翰福音>18 章。 

 

 
高祭司 

The High Priest 

君士坦丁未改宗的另一個顯著證據是，他並未放棄尤利 

西斯-凱撒以降，歷代凱撒所持有的宗教 高主教（Pontiff） 的

身份，君士坦丁終其一生是巴比倫秘密宗教在地上的首 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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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西元 376 年，年輕的凱撒格拉提安（Gratian，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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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367-383 年共治皇帝）才成為拒絕接受 高祭司身份的

第一人，格拉提安認為這樣做無法與基督信仰相協調，並 

從法律層面剝離了對假神的敬拜，雖然這個決定並未擴展 

到整個羅馬城 城內依然充斥著迷信。 

這段時期被稱作羅馬帝國之“所有迷信的敗落”（The 

Sink of All Superstitions）。 

高祭司的職位再次被空缺出來，從寧錄開始的隱秘靈 

界聯繫被打斷了----但只維持了 2 年，主教大馬士革 

（Damascus）又將一切恢復，血腥的鬥爭之後他成為了羅 

馬帝國主教，該身份至今一直被羅馬帝國主教壟斷。羅馬 

帝國主教，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教宗/ 教宗（Pope）”。 

直到今日，教宗依然是巴比倫神秘宗教的首腦。按照這 

個邏輯持續推演，一個駭人聽聞的結論就是，教宗乃

今日地上撒旦宗教系統之首腦。 <斯坦利歷史>第 40 

頁：“教宗填充了羅馬帝國 高執政官的空缺，繼承了後

者在假神崇拜中的權力、榮譽和頭銜”。教宗 Damascus 

相信，教宗不僅是基督教會、而且應是羅馬帝國假神崇拜

的首腦，這意味著，教宗操持了世俗事務和神聖事務的全

部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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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已經消失的巴比倫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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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ed Disappearance of Paganism 

羅馬天主教是如何鞏固統治，並將巴比倫宗教和基督教

捏合到同一個體系裡的？ 方法是妥協求全，將二者的差異

剔除，然後結合共性 真理和謊言糅合在一起，就像冰 

激淩和髒東西被攪拌在一起。 

歷史學家說，西元 378 年以後的五十年間，基督信仰完

全消滅了巴比倫宗教。這並非事實。巴比倫宗教從來沒有

消失,而是在第 5 世紀滲入了羅馬天主教。至今羅馬天主教

依然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源自巴比倫的迷信儀式、教義和符

號，基督教了成為外殼。是這些儀式教義和符號，而非聖靈，

將巴比倫宗教的敬拜方式帶入了羅馬教會。天主教基本成為

了戴著基督信仰面具的巴比倫宗教。 

後來保羅寫給提摩太的信裡警告的事發生了：“聖靈明

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 

靈，和鬼魔的道理。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 ------ <提摩太前書> 

獨身主義，強制禁食，敬拜雕像，靠洗禮重生&其他一些

錯誤的理論，很快成為教會接受的教訓。 

 
 

吸收巴比倫宗教的天主教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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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ism Absorbs Paganism 

基督教和巴比倫宗教的主要區別之一是，基督教是一神 

崇拜，巴比倫宗教是多神崇拜。 

羅馬教會認為，將巴比倫宗教中的多神教義放棄掉，會

顯得很奇怪。因此為融合以上二者，他們建議人們敬拜聖

徒 但先取個新名字：用旅行聖徒來取代掌管旅行的神 

祗，用航海聖徒來取代掌管海洋的神祗，等等。所有曾在

為巴比倫秘密宗教效力的、掌管生活各層面的男/ 女神祗， 

變換成“聖徒”，而你要向這些聖徒禱告，崇敬他們並讓他

們引導你。很多人曾將眾神祗的塑像放在家裡，這會兒， 不

必扔掉塑像，僅需依次貼上新的名字與標籤，將它們換個身份。 

源自于塞米勒米斯（Semiramis）與塔慕茲（ Tammuz）

的母子崇拜，被更名為：聖母瑪利亞-耶穌。巴比倫宗

教戴上面具後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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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問題是節日。和現在一樣，古代一年中有許多 

宗教節日。想想吧，讓人們放棄耶誕節幾乎是無法完成的

任務。人們熱愛這些節日，故天主教會決定賦予每個節日

新的含義。 

 
 

節日 

每年 12 月 25 日之前的那一周，也就是冬至節、羅馬帝

國的狂歡節（或作 Saturn，農神節），拉丁語叫做 Natalis 

invictis solis，也就是“無可匹敵的太陽神的生日”。

事實上，巴比倫秘密宗教認為 12 月 25 日是寧錄的生日。

在埃及，被當做“天國皇后”崇拜的伊希斯神祗（Isis）， 

也被認為是 12 月 25 日出生。所以，天主教跟人們講：“繼

續過你們的節日吧，把它變成耶穌的生日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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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與繁殖有關的豐產女神的春分節，被當作復活 

節（Easter）。彩蛋，在愛爾蘭蓋爾語中，阿斯塔特/ 伊

斯塔女神被稱為 Eastre，也是從這個名字有了 Easter 這

個英語詞，彩蛋代表著繁殖，而被“基督化”以後，彩蛋變成代

表耶穌墳墓前被移開的石頭。 
 

彩蛋 

所謂的大齋節（Lent，復活節前的 40 天）的概念， 

也是巴比倫宗教混入的產物。聖經裡未記載關於耶穌復活

前 40 天的事兒，這只是一個巴比倫宗教裡重要的春分

節的組成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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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裡的 11 月 1 日，是崇拜 Pamona 女神的收成節，在

“基督化”的方程公式裡，這變成了聖徒節（All Saints Day, 

All Souls Day），為要敬拜聖徒；這麼說吧，11 月 1 日 

其實就是今日的萬聖節（Halloween），這一天是邪靈的狂 

歡 ---- 敬拜"聖徒們"的節日，變成了敬拜魔鬼的瘋狂夜晚。 

向蘋果鞠躬，是崇拜 Pamona 女神（掌管水果和果樹） 

的主要儀式，可以聯繫到到伊甸園的分別善惡樹。是否可

以說，向蘋果鞠躬的行為，是慶祝亞當和夏娃吃了那果子？ 

另外，當羅馬帝國擴張到凱爾特人地區（愛爾蘭），那裡的秘

術是德魯伊特教（Druidism），11 月 1 日是崇拜Samhain的節

日，主意 Samhain 和 Satan（撒旦）的相似點。 

巴比倫宗教就這樣滲入基督信仰核心，天主教產生了， 

而天主教逐漸變成了披著基督教外貌的巴比倫宗教。更多

的問題出現了：我們是否應該周日上教會？是否應該慶祝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136 / 730 

 

 

耶誕節與復活節？我知道很多人以前不知道這些事兒，但

現在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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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議是，把天主教的聖徒像扔掉，別對它們禱告， 

這些偶像背後是撒旦。另外，基督徒的日曆裡應該把萬聖

節劃掉，那一天不會出現任何天使，只有邪惡、巫術、占

星術、黑暗權勢、占卜、秘術和魔鬼。邀請基督徒過萬聖 

節，非常類似於邀請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慶祝希特

勒的生日。 
 

萬聖節 

關於節日，我的建議是：“無論做什麼，言語和行為， 

都奉耶穌的名，將感謝獻給父神”，這來自聖經。我們應

該抵制耶誕節嗎？並不必須，要做的是，“為了上帝”慶

祝它；應謹慎，不要像世俗所做的那樣，它們並非來自上

帝。我們可以每天慶祝基督的出生，當別人將耶誕節打扮

成聖誕老人的樣子時，我們要定睛在耶穌身上。 

當有人讓復活節佈滿兔子時，定睛在耶穌身上，每天都 

可以慶祝耶穌的出生和復活。而且我建議不要叫復活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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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Easter，伊斯特爾，源于古英語春之女神

Eostre），而應該稱它為“復活的週末”或其他。 

記住上帝王國與黑暗王國的戰爭，當基督教的節日和世 

俗重合時，我基本可以保證，這個重合來源於撒旦。撒旦

帶走我們的目光聚焦點，讓我們離開耶穌。大概此時你會

覺得我對天主教太苛責了，為使你不這麼想，下文將深入

瞭解天主教的種種“聖物”/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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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的秘術符號 

Catholicism – The Mysteries With A Mask 

下圖是一個馬車日輪（Chariot sun wheel），在印度

Kararak 寺廟中用來敬拜日神。Kararak 寺廟的祭祀有秘術

和占星術的成份。 

<列王記>中有相關的記載：“約西亞王又將猶大列王在 耶

和華殿門旁、太監拿單米勒靠近遊廊的屋子、向太陽神所

獻的馬隊移走、又焚燒日輪馬車。”下圖是羅馬梵蒂岡廣

場的航拍圖，地上的圖樣也是一個日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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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一個工藝品，玄武岩供奉桌，柱狀，側面有巴力 

的偶像，中間還有一個帶十字的圓圈。 
 

這是代表巴力的圖像，現在將梵蒂岡廣場的日輪放大來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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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方尖碑的基座，巴力神的符號，還可用更簡單的 

圖形代表，像這樣： 
 

傳統上有不少多神宗教，認為這是“傳遞女神之能量” 

的主要符號，代表神聖世界、力量和至高無上。 

通過這個符號，多神宗教宣誓亞舍拉（Asherah）女神

的至高無上，天主教會也不例外。那麼廣場中間的那個方

尖碑是什麼？方尖碑是巴力神崇拜中男性生殖器的符號， 

在聖經中提到過。在希伯來語中，matstsebah 的意思是： 

“立著的柱、紀念碑、塑像、堡壘”，以下經文提到它： 

“他們的祭壇你們要拆毀，柱像（matstsebah）要打 

碎，亞舍拉你們要砍下。” --- <出埃及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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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可為自己做偶像，不可為自己立偶像或神柱 

（matstsebah），也不可在你們土地上安置偶像，向它跪 

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 <利未記>26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 

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 

像。” ---- <申命記>7 

“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神柱；用火焚燒 

他們的亞舍拉，砍倒他們的神的偶像，並且把他們的名字

從這地方除滅。” ----- <申命記>12 

“因為他們在各高地上，各青翠樹下築壇，立柱像和 

木偶。” <列王記上>14 

（注意與亞當夏娃故事中的高地、樹的聯繫。）  

“他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只是還不至於像他的父親 

和母親一樣，因為他除去了他父親所做的巴力神 

柱。” ---- <列王記下>3 

“將巴力廟裡的柱像都拿出來燒。這樣，他們毀壞了 

木柱和廟宇，把廟當廁所直到今天。”<列王記下>10 

“他除掉外族人的祭壇和邱壇，打斷神柱，砍下亞舍 

拉。” ---- <歷代志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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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都作完了，所有在那裡的以色列人就都出去， 

到猶大的各城，打碎神柱，砍下亞舍拉；又在猶大、便雅 

憫、以法蓮和瑪拿西各地，把邱壇和祭壇完全拆毀。然後 

以色列眾人都各回各城，各歸自己的地業去了。” ----- < 

歷代志下>31 

“他必打碎埃及地伯示麥的柱像，用火焚燒神的廟 

宇。” ---- <耶利米書>43 

“我必從你中間除滅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 

跪拜自己手所造的。” ----- <彌迦書>5 

希伯來語中，還有另一個詞 Chamman，來形容太陽圖，或

者方尖碑。Chamman 被用於以下的經文： 

“他們必不仰望祭壇，就是自己手所築的，也不重看 

自己指頭所作的，無論是木偶，或日像。” ---- <以賽亞 

書>17 

“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過得除掉的果效， 

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壇的石頭，變為打碎的灰石，以致

木偶和日像，不再立起。” ----- <以賽亞書>27 

“眾人在他面前拆毀巴力的壇，砍斷壇上高高的日像， 

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並鑄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 

人的墳上。” ----- <歷代志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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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麼多經文中看到，它們不僅在古代很普遍，而且上

帝是如此蔑視並要摧毀它們，因為它們代表屬撒旦的巴力

和亞舍拉。天主教卻將它們設立在梵蒂岡廣場中心。柱子

是從埃及取回來的,被當做太陽神進行敬拜。它是 大的建 

築，設立在天主教首府正中，天主教以它為豪。現在或許

你要問，為什麼天主教要將上帝反復說要摧毀的日神紀念

碑，矗立在廣場中央呢？ 

下面這個也是代表亞舍拉神（Ashtoreth）的符號。 
 

這叫做“太陽的標記”。如果從梵蒂岡方尖碑正上方往 

下看，會看得特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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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帶中心點的圓圈，意思是什麼？秘術宗教都與性儀 

式相關聯，中心的點代表男性生殖器 --- 方尖碑，圓圈代 

表女性子宮，假神符號在天主教的物件裡反復出現。 
 

注意在教宗披袍上的巴力神符號。 
 

下圖是羅馬天主教的彼得（Peter）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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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個偶像曾經代表羅馬神祗朱庇特，是巴力神

的一種形式。偶像頭部的上方有日輪，右腳因被人們親吻

過度而磨損 親吻偶像的行為，為巴比倫敬拜儀式的一 

脈單傳。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 

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列王記上>19 

這讓我們能更深入理解，客西馬尼花園裡，耶穌對門徒 

猶大的話：“猶大，你用親嘴賣人子嗎”。是否，因為是

親嘴的行為，把上帝降到與巴力神同樣的地位，如此褻瀆

上帝令耶穌感到噁心？ 

<啟示錄>17 章，關於末日的巴比倫秘術，“那女人穿

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 

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在他額上 

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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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 

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他，就大大的稀奇。” 

有趣的是，羅馬天主教的官方顏色是紫色和朱紅色。 

下圖，可看到教宗在亞舍拉柱（Ashtoreth）柱旁慶祝複 

活節。 
 

 
 

<聖經>常把教會比作婦女，教會被稱為“基督的新娘”。 因

此，若稱“淫婦”，意思是這個教會背叛了丈夫。的確， 天主

教會在過去的多個世紀，一直在與這個世界行淫，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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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財富、權力和威望；它是世界上 富庶的機構， 

而許多財富的途徑來源並不道德。 

<啟示錄>17 章還有對這個女人更進一步的描述：“她

手拿金杯”。天主教總有金制杯子，外頭可以是銀制，但 

裡頭一定是金制。每當天主教會強盛時，就系統地迫害基 

督徒 金制杯裡盛著聖徒的血。 
 

天主教將瑪利亞（Mary）視為“天堂的皇后”， 近她

又被稱作“同救贖主”（co-redemptrix），擁有和耶穌一 

樣的救贖責任。瑪利亞有“天堂的皇后”這個頭銜，前文

我們提到過，以及“偉大的母親”、“童貞女母親”、“天 

母”、“上帝的母親”、“永恆的童貞女”。這些名字也給

了塞米勒米斯/亞舍拉。 

“孩子撿柴，父親燒火，婦女摶面作餅，獻給天堂的皇 

後，又向別神澆奠祭，惹我發怒。” <耶利米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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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恨惡所謂的“天堂的皇后”，天主教卻宣告說，聖

母瑪利亞生來完美並且無罪，人們都要向她禱告，她將幫

助完成救贖。換句話講，瑪利亞成了一尊神。天主教裡的

聖母瑪利亞，其實是基督教墮落形態的亞舍拉（Ashtoreth）。

天主教沒有廢除亞舍拉，而只是給她一個新名字 ---- 聖母 

瑪利亞，像聖經所警告的那樣給她桂冠：”不可為自己雕 

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出埃及記>20 
 

天主教宣告：“歷代羅馬教宗，承首任教宗彼得之衣缽，

領導聖大公教會、使徒教會，已尊榮萬福聖母瑪利亞，她完

美無罪；教會遵從聖經。特別是聖母完美遵循傳統所編撰

之新約聖經。” 

“The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as 

led by the Bishop of Rome, successor to Peter, the 

first Pope, has always venerated the bl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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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 Mary including her sinlessness; for the 

Church follows Scripture ---- especially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She, Herself, compiled – as 

perfectly as She follows Her Tradition.” 

讓人驚詫莫名的宣言是：“她完美無罪”，同時

注意“她”（She/ Herself）之首字母的大寫，意思

都是將瑪利亞奉為女神。 聖經經文甚至也被天主教

修正、使瑪利亞成為那個在創世紀裡打碎蛇頭的人： 

“我將讓你（蛇）和女人結仇，讓你的後代和女人的

後代結仇；女人將打碎你的頭，而你將傷她的腳跟。” 

“And I will establish a feud between thee and 

the woman, between thy offspring and hers; she is to 

crush thy head, while thou dost lie in ambush at her 

h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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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裡，瑪利亞成為女神、敵基督。教宗庇護九世（Pope 

Pius IX）甚至宣告，瑪利亞出生時無罪，從此暗示耶穌之

成為神聖，是因他有一個神聖的母親 上帝的母親。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華你的 

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

到三四代。” ------- <出埃及記>20 

這是一個符號圖，背景是八角星，頭戴皇冠的瑪利亞的 

雕塑站在柱子上，她身後有象徵太陽的圖畫。隱秘的資訊

通過符號象徵，以可視形態出現，這樣的符號在梵蒂岡隨

處可見。 

下圖中，注意在窗戶上方有許多太陽、月亮、星星的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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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彼得教堂的穹頂，有更多關於日神崇拜的線索。注 

意穹頂正中的太陽，陽光從那裡直射進教堂。 
 

傳統上，天主教建造教堂，讓信徒面向東邊敬拜；按

道理講，教堂朝哪個方向建造無關緊要，但天主教堂

近 2000 年來一直都這麼建，應有其特別的含義。比較而

言，猶太的聖殿會幕入口朝東，因此信徒向西邊敬拜。 天

主教和猶太聖殿的建法完全相反，這相當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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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領我到耶和華殿外院朝北的門口。誰知，在那裡有

婦女坐著，為塔慕茲神哭泣。他對我說，人子阿，你看見 

了嗎。你還要看見比這更可憎的事他又領我到耶和華殿的

內院。誰知，在耶和華的殿門口，廊子和祭壇中間，約有

二十五個人背向耶和華的殿，面向東方拜日頭。” --------------- < 

以西結書>8 

也就是說，若將猶太人的敬拜方向進行錨定（猶太 

人在敬拜細節上絕不含糊，方向不會弄錯），則天主 

教儀式的敬拜方向是背對上帝、敬拜升起的太陽---- 

也就是日神崇拜。 
 

彌撒 （ Mass，是天主教意義的聖餐掰餅聚會） 

基督教正常的聖餐聚會，是為紀念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 

而天主教的彌撒儀式卻不僅有這層含義，彌撒變成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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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死的再現 --- 祭司將耶穌基督放在祭壇上獻祭，死去的 

人與活著的人的罪都因此被赦免。 

天主教的理論是，耶穌的死和復活，並沒有一次性完成

全部救贖，故需要一遍又一遍地把耶穌重新釘在十字架上。 羅

馬教宗庇護十世（Pope Pius X）解釋說：“聖彌撒本身是

一個祈禱，是現存的 高級的祈禱，我們的救贖主將自己

放到十字架上犧牲，每天重複這麼做。” 

天主教彌撒儀式的褻瀆之處在於，他們宣稱通過儀

式每日殺死耶穌一次，讓耶穌不斷地受難 ---- 沒有 

誰會比撒旦更願意這麼想了。而且，整個儀式裡充滿了 

鞠躬、跪拜、劃十字。儀式搞得過於複雜，相比于耶穌和

初代使徒們所吩咐的，多出太多。 

下圖是一個代表太陽的圓形無酵餅，當無酵餅被舉起時， 教

宗讓信眾敬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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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敬拜無酵餅的儀式結束，無酵餅被放到“聖體匣” 

（monstrance）的中央。 下圖是幾種聖體匣。一眼就可以

看出這些個聖體匣代表著太陽和月亮。聖體匣上放置無酵

餅，代表月亮上放置了太陽 象徵男神祗和女神祗的性 

結合。 
 

下圖，有沒有發覺右邊的那個“聖體匣”有點像聯合國 

的 logo？ 後文會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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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和彎月這樣的結合，在其他宗教文化裡很常見。下 

圖是迦南柱，能看到舉起的手讚美太陽盤，太陽盤中有一

彎新月。 
 

下圖是埃及阿比斯公牛神（Apis bull）的塑像，它是巴

比倫秘密宗教非常完美的代表和詮釋。公牛代表甯錄，太

陽盤代表塔慕茲，彎月代表塞米勒米斯，蛇代表撒旦。在

同一個塑像裡，各元素都齊活了。這是你所能想像的 邪

惡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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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古老的伊西斯女神（Isis， 埃及的亞舍拉），她

抱著她的兒子塔慕茲，頭上是太陽盤和彎月。 
 

通常在日盤裡你會看到這樣的臉： 
 

無論何處你看到太陽裡有一張臉，你就看到了巴力的臉。 

十字架 

天主教的另一個典型符號，是在十字架上做文章。下圖， 耶

穌仍被釘在十字架上，惟天主教使用這樣的圖像，通常還會

加入血的成份而更顯形象。 這和天主教彌撒糟糕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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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關 ---- 耶穌持續被作為犧牲來獻祭，耶穌依舊被釘在 

十字架上。 
 

另一種類似的是，在圓圈或太陽圖形上，有交叉的標誌； 這

種圖形很普遍，現在稱為“凱爾特十字（Celtic 

crosses） ”回顧前文，這象徵亞舍拉女神 ----- 圓圈被 

分為四個部分，傳遞女神的能量。 
 

通過持續的奉獻或犧牲來討上帝歡心、賺得拯救，是一

種從假神而來的敬拜方式，在諸錯誤宗教中皆存在。簡而

言之，所有的宗教都說“做，做，做”（ do，do，do）， 

只有基督教說“已完成”（ done）。基督一次犧牲，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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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地買贖人類的罪；惟通過信心，即分享耶穌對死亡的 

勝利。 

與此相對應的，撒旦讓耶穌依舊掛在上面（天主教的十 

字架），從而讓我們誤以為耶穌正不斷地接受刑罰。撒旦

令我們一邊被過去牽絆、一邊想通過努力在宗教世界裡賺

取救贖。於是我們要麼高傲，要麼自卑，高傲或自卑兩者

同樣糟糕。 

 
 

煉獄

purgatory 

天主教理論中有“煉獄”一說，人們死後在煉獄裡待上 

一段，通過懲罰潔淨罪，這在聖經裡沒有寫，是巴比倫那

一套。 

 
 

光環 

聖徒頭上的光環（Halo），也是天主教發明的理論，源 

自日神崇拜。“聖母”瑪利亞頭上就有星星的光環，每一

顆星都代表她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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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意義 

“梵蒂岡”的拉丁文詞根 vatis 的意思是神聖，can 的

意思是蛇，連起來則是“神聖的蛇”。 

“獨身（celibacy）”是從羅馬女神 Cybele 而來，在聖

經裡沒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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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S"這列字母在天主教中很普遍，雖然官方整寫為

Iesus Hominum Salvator，也就是“耶穌是人類的拯救者”， 

但也可以從埃及找到起源 Isis, Horus and Seb，即伊西 

斯（Isis, 豐饒女神）、霍魯斯（Horus, 鷹頭人身神）、

蓋布（Seb/ Geb 大地/生育之神）。 

這麼講更像是純粹的猜測。關鍵是，符號永遠擁有兩套

不同的解釋：一個看起來光明但虛假的含義，以及一個邪

惡但真實的含義。"IHS"字母周圍的光褶，已足夠讓這

個符號出彩了。在此我已沒必要更多地強調個人的例子， 

因許多知名天主教會員已經坦白其異教敬拜方式了： 

“瞭解我們（天主教的）教會的儀式和異教儀式有多麼 

一致，這件事很有趣 ... 真相是，一些天主教儀式是異教 

的翻版。” ------ <天主教、政府、儀式、節日、聖

餐和祈禱> （ by John F. Sullivan, 156 頁， 

published by P.J. Kennedy, NY，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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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準備接受她有異教包裹的指責 ------ 並將這 

作為她的誇口 .... 牧神潘恩（Pan）沒有死，他受洗了。” 

-----<天主教的故事>37 頁。牧神潘恩（Pan）被列入 

< 撒旦聖經>， 他頭上有角，是撒旦的名字之一，很明顯， 

撒旦不可能受洗禮。 

Cardinal Newman 近被羅馬教宗封為聖徒，他在書中

承認：“在殿堂裡，樹枝、香、燈檯、蠟燭、病得醫治的

還願奉獻、聖水、救濟院、節日、日曆、列隊、祈禱、教

士的服裝、削髮儀式、婚禮的鈴鐺、向東朝拜、後來日子

的圖像、聖歌、求主憐憫文（the Kyrie Eleison），都自

異教而來並在教會裡被認可。” ------- <基督教信條演 

進的隨筆>， 359 頁 

“巴比倫宗教的滲透是如此稀疏平常、廣為人知，以至 

於羅馬也可以稱做"新巴比倫"了”。 ------ <我們父輩 

的信仰>， 1917 ed. Cardinal Gibbons， 106 頁 

“為使身份尊貴、吸引大眾，祭司們穿華服、佩戴裝飾 

品，而這些東西原是在異教中使用”。 ----- <君士坦丁 

的生活>， Eusabius， cited in Altai- Nimalaya， 

94 頁 

“天主教會竭盡所能去除異教儀式，卻不得不向這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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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屈服，改換神祗的名字（成為聖徒的名字）以後，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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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繼續存在”。-----<宗教傳統和神話>， Dr. Edwin 

Goodenough， Professor of Religion， Harvard 

University. 56， 57 頁 

 
 

服裝、配飾與符號 

繼續深入，有時我們會看到教宗和其他教士戴“薩圖爾諾”

（Saturno）帽子，這代表農神 Saturn 的榮耀。更多的時候，

祭司主教頭戴法冠（Mitre hats），這和大袞（Dagon， 非利士

人的主神，半人半魚）有關，是另外一個巴比倫的 神祗。

以下是對比： 
 

教宗握著“彎曲的十字杖”（the twisted cross），羅

馬天主教背景的作家 Piers Compton，曾經在他 1981 年的

書<梵蒂岡，破碎十架隱藏的手>裡提到：“彎曲的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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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是不詳的象徵，在 6 世紀被撒旦教所使用，在第二次

梵蒂岡大公會議時又重新出現。這個彎曲的十字架，上

面有扭曲的耶穌像，被中世紀黑魔術師及巫師使用， 

象徵“獸的印記”。 

不單是教宗保羅六世，他的繼承人 --- 兩位教宗約翰- 

保羅，都攜帶這個彎曲十字杖在信眾面前接受尊崇，那些 

信眾未想到這代表著“敵基督”。若明白以上知識，會發 

現教宗手握的杖，是敵基督的公開象徵。這就是秘術---- 

在公開場合出現，資訊卻是隱藏的。2000 年 3 月，教宗約

翰保羅二世在以色列的 Korazim 祭壇發表“新登山寶訓”， 那

個現場裡，你可以發現更多秘術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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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坐在倒轉的十

字架底下，倒十字架是撒旦教和黑魔法術 強力、噁心的 

符號，當年使徒彼得就釘在倒轉的十字架上。教宗再一次 

手握代表敵基督的彎曲的十字杖，接受信眾的崇拜，身後 

是一幅基督的畫像，似乎在說耶穌將再來。但我們接下來 

就會發現，這個人實際上是敵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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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圖非常完美地詮釋了，秘術符號如何同時擁有雙 

重意義：一個公開的、可接受的虛假外表，以及一個隱

藏的真實意思。 以下是天主教裡另一個符號。 
 

XP 或 Chi Rho，關於它錯誤的解釋是，它代表基督 

（Christ），因為前兩個字母是 X 和 P：在希臘字母表裡， 

X 對應 CH， 而 P 對應 R，也就是 CH-R。這是非常細緻的

解釋之一，但在共濟會手冊<道德和教條> （ Morals and 

Dogma） 中，阿爾伯特.派克（Albert Pike）提到過這個

符號的真實起源：“宇宙陽性和陰性的原則，由男性和女

性的生殖器官來象徵....印度教的林甘（lingam, 男性生

殖器）是兩種象徵的結合，船和桅杆，帶點圓圈。這都代

表自然界中兩種偉大之物的結合，兩相協調，一陽一陰， 

孕育世間一切.....” 他所說的，是我們早先看到的圓圈

的另一種表達方式，代表性結合。 

下圖是梵蒂岡的頂點：來自撒旦的清晰的記號 ----- 蛇/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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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神話裡，有一位男神叫做雅努斯（Janus），他有一 

個女伴叫做西布莉（Cybele）。獨身（Celibacy）的名字

也是從她而來。西布莉是塞米勒米斯的新名，被刻畫為一

位戴著塔形狀的冠冕的人，因她 早建設城塔。雅努斯， 

則總被刻畫成天堂和地面的仲介，掌管門或者鉸鏈，手握

天堂-世界間的鑰匙，必須先向他禱告，然後才能打開去往 天

堂的門。 
 

西布莉 雅努斯 

小亞細亞地區，敬拜雅努斯曾經十分普遍，而也就那個

年代，上帝命令約翰寫下<啟示錄>：“你要寫信給非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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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

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 上帝在此特別宣

告他才是真實的神，只有他能打開或關上天堂的門----- 

雅努斯或其他假神做不到。 
 

作為世界上秘術宗教的首領，羅馬教宗（Supreme 

Pontiff）號稱亦握有相似的鑰匙，這象徵其擁有屬靈、屬

地的權柄。下圖的盾牌有兩把鑰匙，金鑰匙代表開關天堂 

之門的權力，銀鑰匙代表開關世界之門的權力。教宗因 

此有“中保”（Interpreter）之稱，因為他連接著天堂和 

世界。在源自秘術的語言 -- 迦勒底語中，Interpreter（中 

保）變成了 Peter（彼得），因此我們就明白，為什麼雅

努斯、西布莉被稱為“彼得的鑰匙”。 天主教將秘術引入

天主教教義：彼得在天堂門前等候，允許或拒絕人們進 

入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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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迦勒底語中關於的 Interpreter 的文字遊戲也有關

聯。 
 

“重複萬福瑪利亞（Hail Mary）的頌歌，就可以得到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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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 ------- 也是來自假神宗教，耶穌曾警告說：“你們禱 

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 

垂聽。”----<馬太福音>6 章 

後來，教宗們開始傲慢地宣告他們一貫正確“ 教宗無誤 

（教義信條意義上的無誤）” --- 這只有上帝能做到。 

這樣，和寧錄一樣，教宗將自己變成神祗，並通過宣告擁 

有世俗、靈魂、神聖領域的統轄權。 

繼續探究下去，你會發現更多資訊。截至如今，我們已

在天主教上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知曉巴比倫秘密宗教並沒

有死亡，今天它仍以某種偽裝、混淆的形式存留下來。 不

少基督徒因不瞭解天主教的諸特點，感覺天主教是基督信

仰中一個正統形式。這種觀念很普遍，許多基督徒經常感

覺必須為十字軍東征與宗教裁判所而道歉；明白了以上

這些後，他們大概再不會這麼愧疚了。 

天主教是今日世界 大的宗教，第二大宗教是伊斯蘭教， 接

下來將看看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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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 穆罕默德 

Islam ---- Muhammad 

截至如今，我們已經確認了所有世界宗教的兩個根源， 

第一個根源是寧錄、巴比倫以及背後的撒旦，第二個根源

是以色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Abraham、Isaac & 

Jacob）的上帝。這是目前在世界上爭競的兩個王國，黑暗 王

國和光明王國。 

一些人，特別是穆斯林（Muslims），會試圖讓你相信伊 

斯蘭教出自亞伯拉罕這一系、是和猶太-基督教分享上帝國 度

的支系，並且，伊斯蘭教這一支系才是上帝的純正傳承， 它直

接來自於猶太-基督教上帝的 後的、真實的啟示。甚 至一些基

督徒也被欺騙了，開始相信安拉是基督徒的上帝 

----耶和華（Yahweh）的阿拉伯名字，基督徒與穆斯林在 

某種程度上相聯繫。 

我們無法將每個宗教都羅列而出、將它們與巴比倫的聯

接情況清晰顯示，但我依然覺得有必要特別研究伊斯蘭教， 因

為目前它在世界舞臺所佔據的份額較大。我做的是要告訴你

們，伊斯蘭教依然可以從巴比倫那兒找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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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穆德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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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 of Muhammad 

說起伊斯蘭教，正本清源，須從穆罕穆德開始。西元 570 

年穆罕穆德出生于麥加（Mecca），伊斯蘭教裡他是上帝  

後一位、也是 偉大的一位先知，也就是說，穆罕穆德比

舊約裡的摩西、以利亞甚至耶穌（耶穌，集君王、祭司、

先知三職份）更偉大。因為每一宗教通常會呈現出其創始

者的性格，故從穆罕穆德作為切入點來理解伊斯蘭教，再

合適不過。 

穆斯林有一本聖書，叫做<可蘭經/古蘭經（ Qur'an）>，

以及其他一些經卷稱作< 哈底斯>（ Hadith，聖訓），是

口傳的穆罕穆德的言行錄。<哈底斯>是理解穆斯林生活方

式的很有用的一本工具書。<布哈裡聖訓實錄>（ Sahih 

al-Bukhari）和<穆斯林聖訓實錄>（ Sahih Muslim） 

這兩本書被認為具有權威。 

根據<布哈裡聖訓>所記載，穆罕默德曾獨自退隱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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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裡，他在那裡每天花很長的時間，向安拉（Allah）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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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就是在那個洞穴裡，他遇到了一位天使。這個天使

給他了啟示，讓他讀一些文字，但穆罕穆德回答說他讀不

了 穆罕穆德那時還不識字。於是這個天使使用強力催 

促他讀下去，這時穆罕穆德感覺他快要死過去了。 
 

很明顯，這是一次很令人痛苦的經歷，回到妻子 Khadija 

那裡的時候，穆罕穆德已經驚恐萬狀了 --- 他的脖子的肌 

肉“因恐懼而扭曲” --- 可以確信他應該是遇到撒旦之類 

的靈體。穆罕穆德的妻子有一個羅馬天主教的表親叫做

Waraqua，於是她跑到 Waraqua 那裡詢問天主教怎麼理解這

件事。 

Waraqua 錯誤地回答說，摩西曾經從天使加百列那如此

領受啟示，她感覺穆罕穆德可能也遇到相同的情況了。事

實上，聖經新舊約全書裡，加百列只出現了 4 次，2 次在< 

但以理書>，2 次在<路加福音>，並沒有記載加百列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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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曾接觸過。 但聽到這些後，穆罕穆德似乎明白過來了， 

他開始想，他應該也是被天使造訪的先知之一。 
 

有了這次被天使造訪的經歷以後，穆罕穆德開始想要自

殺、並嘗試多次。有兩次他想要從山上跳下去，以從精神

的折磨裡解脫出來。 第一次是：“我（穆罕穆德）對自己

說，你這個前輩的僕人（穆罕穆德自己）或者是一位詩人， 

或者是一個瘋子，但古萊氏人（Quraysh，麥加一個大部落）

從來不這麼說我。我應該到高山的懸崖上，把自己扔下去， 殺

死自己，從此得到解脫。”（ Tabari，Muhammad at Mecca, 

trans. W. Montgomery Watt and M V McDonald, vol. 6， 

SUNYP, 1988, p. 71, Arabic p. 1150） 

第二次有自殺想法，是在那個"天使的造訪"結束時。“當 

“上帝的使者”的信使停止給我靈感以後，他（穆罕穆德） 馬

上陷入了深深地悲傷中，他要走到山巔懸崖上，並從上面

跳下來。”（ vol. 6， p. 76 / 1155） 從這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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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來看，穆罕默德陷入想自殺的精神狀態，那麼顯然造訪 

他的一定不是一位天使，而是魔鬼甚至是撒旦，正如穆罕 

默德開始所懷疑的那樣。 

來造訪我們的天使，若傳遞給我們另一個福音，保羅寫

信給加拉太教會的人說：“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使，若傳

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

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 <加拉太書>1 

章 
 

洞穴裡的經驗，並非穆罕穆德第一次與魔鬼接觸。顯然， 他

還是小朋友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經歷，從那以後可以確信

他被魔鬼所控制，證據來自<古蘭經>蘇拉章 81： 

22-25 和 69： 41-42，人們宣稱穆罕穆德是被魔鬼啟示， 

並且瘋狂。 

<布哈裡聖訓實錄>（ Hadith of Bukhari）的 7#660 

裡，穆罕穆德在一整年中，都感到很困惑，因為他沒有和

妻子們同房時，卻可以感覺到正在同房。這是一個奇怪的

場景，有兩個解釋：1）精神疾病讓他產生幻覺； 2）他和

魔鬼靈體有性方面的關係。無論何種情況，他都是被攪擾

了。某一刻，穆罕默德也承認撒旦曾經將話語放到他嘴中， 讓

他妥協於偶像崇拜（Pagan Idol Worship），這些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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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認為是撒旦的話。後來穆罕穆德改變了心意，但看 

得出，他無法正確分辨這些啟示的來源。 
 

另一個說出來不那麼政治正確、但確有其事的事兒： 

穆罕穆德是一位戀童癖患者（Paedophile），他娶了一位

僅 6 歲大的女孩 Aisha 作妻子，並且在 Aisha 僅 9 歲時與

其同房。當時穆罕穆德已經 50 多歲了。而後來各式各樣的

爭論似乎都嘗試為他的這個行為進行辯解。穆罕穆德一生

中有超過 20 個妻子，卻相當偽善地要求追隨者們將妻子數

目“控制”在 4 個，他的一位追隨者說： “我擁抱伊斯蘭

教的時候，有 8 位妻子。所以我跟先知提到了這事（願平

安歸給他），先知說：只能從中選出 4 位” -------------- <艾布·達 

吾德聖訓集>Sunan Abu Dawud， Book 12， Number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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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穆德的情欲需求後來變得不可遏制，以至於需要在

同一晚與所有的妻子同房。 Anas bin Malik 說：“先知

曾經在一天一夜間和他所有的妻子同房，總共有 11 位妻

子。”我問 Anas：“先知有足夠的力量嗎？” Anas 回答

說：“我們曾經說，先知有 30 個男人的力量”。<布哈裡

聖訓實錄>（ Sahih al-Bukhari， Volume 1， 

Book 5， Number 268） 
 

現在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穆斯林被許諾永遠地在他 

們的天堂裡和處女同房了。這反映了他們 偉大的先知的

性情。這裡我們看到，秘術裡所過分凸顯而賦予過多意義

的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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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找找和巴比倫的聯繫，注意穆罕默德是在洞穴

裡被“天使”造訪的。回顧我們早先提到的，巴比倫的敬

拜大多和 Nebo 神相關（或 Nabul，智慧之神，從洞穴或地

洞裡出來，所有祭祀在洞穴/ 地底進行）。巴比倫宗教裡

“洞穴”的概念很重要，是一個迴圈的主題； <啟示錄>13 

章中提到，有一個野獸要從地底出來，在洞穴裡出現，是

秘術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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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 真主安拉 

Allah 
 

穆罕默德出生在月神崇拜占主流的文化裡。更進一步說， 

他出生在阿拉伯古萊氏部落（Quraysh），那裡的人都崇拜

月神。從數不清的碑文裡，看到這個月神的名字是阿-拉 

（ al-ilah），意思是“神”，是至高的神。al-ilah 神， 

前伊斯蘭教時代裡，簡寫成 Allah。 

這個部分可能會讓你有些迷惑。目前為止，巴比倫宗教

系統裡的太陽神，一般都是以男神的形象出現，月神則是

女神。而現在是說男性月神（moon god）， 而非月亮女神 

（moon goddess）。這是因為秘術系統裡有不少分支，角

色有時會反轉。這裡的男神是月亮，女神是太陽。秘術的 

這種形態，在阿拉伯世界、歐洲的薩克森人（Sax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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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地那維亞人（Norsemen，挪威人）中較為普遍。男女

神祗角色反轉的現象，在阿拉伯世界裡長期、廣泛地存在， 後

來才漸漸湮滅。這種罕見的男女神祗角色反轉，今天 依

然存在。 
 

甯錄的父親----庫緒（Cush）仍以 Meni 或 Manai 的頭銜

被敬拜，而 Meni 的意思是“算數者”，他在巴比倫系統裡

被認為發明了算術。在薩克森、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特別是

在蘇格蘭地區，直到今天，新年聚會依舊被叫做除夕聚 會

（Hogmanay） ，這個詞是從 Hog-Manai 而來，意思是

“算數者的慶典”，“算數者”計算了紀年。這是另一個巴

比倫文化滲入英國文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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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的父親、叔叔都把 Allah （安拉）放入了他們

的名字：父親的名字叫做 Abd-Allah，叔叔的名字叫做

Obied-Allah。這對應了巴比倫文化中，將“汝神之名” 

嵌入自己名字的傳統，通過將偉大月神放入名字的辦法

來敬拜它。 

這回答了以下疑問：為什麼在<古蘭經>中未對 Allah（安

拉）進行定義和解釋？為什麼穆罕默德默認為那些個“異

教阿拉伯人”早已認識了安拉？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181 / 730 

 

 

答案是，阿拉伯人確實早已認識了安拉 ----- 安拉本來 

就是他們的月神。穆罕默德甚至沒有在<古蘭經>中費力 

介紹這位新神的概念，而僅將這位新神建立在阿拉伯

地區已經存在的月神身上。穆罕默德與那些敬拜多神的

阿拉伯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更進一步：多神教阿拉伯人 

崇拜月神安拉的時候，認為安拉是阿拉伯眾神中 偉

大的神，而穆罕默德則認定安拉不僅 偉大，而且安

拉是唯一的神。 

穆罕默德說：“看啊，你們已經相信月神安拉是眾神中 

偉大的神，但我要你們接受安拉是唯一的神。我不是要

把安拉拿走，只是要把安拉的妻子、女兒們和其他的神拿

走。”下圖是在阿拉伯地區發現的安拉塑像，注意在他胸

前的新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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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那些敬拜多神的阿拉伯人，從未指責穆罕默德，因

為穆罕默德沒有引進一位新的安拉神；考古學的證據發現， 

安拉神一直維持不變。<大英百科全書--宗教篇>說：“安

拉是一個伊斯蘭教出現以前已經存在的神 ... 對應于巴比 

倫的 BEL 神（巴力）”。安拉是換了新名字的巴力，其他

並無改變。 

穆罕默德兩手抓：對阿拉伯人，他說他依然相信月神

安拉；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他說安拉和上帝無區別。這

也是天主教的招數，他們將基督教和多神宗教混合起來。 今天，

很多基督徒不明就裡，相信安拉和上帝是同一位神， 而事實

上，安拉其實就是古老的巴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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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很清楚穆罕默德 

的騙局，他們拒絕了安拉，並認定安拉也是假神之一。這

激怒了撒旦，也激怒了撒旦的牽線木偶 穆罕穆德。A 

計畫之奉承和操縱失敗後，B 計畫之威脅、殺戮、暴力隨

之降臨。 

穆罕默德與猶太人的敵對關係可以非常清晰地被看出來。 

<古蘭經>前後兩個部分存在非常明顯的風格分野，這 

與穆罕穆德的前後兩個人生時期所呈現的狀態高度相關 

----早年穆罕穆德住在麥加（Mecca），沒有什麼名望和影 

響力，比較弱小；後來他成為一位富庶的軍閥式首腦，遷

至麥迪那（Medina），並在那裡獲得政權。 

麥加時期撰寫的<古蘭經>，行文寧靜，此時穆罕默德還

沒有多少軍事實力，他要讓當地的猶太人相信他是上帝的

先知。這是 A 計畫時期。 後來穆罕默德在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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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那獲得財富和權力，該時期他所撰寫的<古蘭經>， 

充滿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怒火。這是 B 計畫時期。穆罕默

德開始預備戰爭，物件是那些反對他的人，或反對他的教訓

的人。 
 

伊斯蘭教中的“ 作廢” 的原則，對我們理解古蘭經

十分重要：古蘭經中，若有兩段自相矛盾的經文，那麼前 面

的段落（ 或較早的段落）將作廢；<古蘭經>中關於暴力、

戰爭的經文是在後半部分、較晚（麥迪那時期）撰寫， 麥加

時期的那些寧靜的經文就作廢了。 

這個原則，也是穆斯林的工具：當我們質疑他們有

關伊斯蘭教的暴力時，他們就會引用麥加時期（早期） 

的寧靜的經文。一般人也許就這麼被說服了，因不明

白伊斯蘭教中的“作廢”原則。穆罕默德在麥迪那時期 

的言行，讓伊斯蘭教無止境地恨惡猶太人、造成中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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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些言行也以侍奉安拉的名義，鼓勵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義、謊言、暴力、對不信者的謀殺/ 壓制/ 統治，然後

任意抵消所行的一切罪惡。 

伊斯蘭恐怖分子並沒有違背穆罕默德的教訓，他們的行

為與 1400 年前沒有變化。聖經裡（耶穌）說：“你們要

從樹的果子來認識樹。” 整個伊斯蘭教的歷史，充滿了

這種形式的暴力，當我們回顧穆罕默德的人生細節，就能

發現為什麼 壞樹的樹根伸到黑暗王國，壞樹結出壞果 

子。 
 

以下是穆罕默德的教訓和行為：              

“與擋在安拉道路上的人打仗，殺死那些不相信安拉的 

人。”------Ibn Ishaq 992 

“不管在哪裡遇到異教徒，就和他們打仗，戰場上圍攻、 埋

伏、抓住他們，殺死他們；如果他們相信願意相信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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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立正常的禱告敬拜生活，給他們生路。”---------- 

蘇拉篇 9 章 5 節 

安拉的使者呼叫阿裡（Ali）說：“往前去（戰鬥），不 

要觀望，直到安拉將勝利賜給你。”阿裡按照命令做了一

會兒、沒有觀望，然後停下來問：“安拉的使者，我要戰

鬥到什麼時候？”先知說：“戰鬥到知道認定安拉是他們

唯一的神、穆罕默德是他們的使者。” ------- Sahih 

Muslim 5917 

“....Fartana 和她的朋友是歌者，她們曾唱歌嘲諷使

徒穆罕默德，所以命令殺死她們。”-------Ibn Ishaq 

819 
 

接下來的例子中，穆罕默德突然從安拉那裡，得到

的一個教導：強姦被俘虜的婦女們。“安拉（願平安歸 

於他）的使者派遣軍隊到奧他斯（Awtas）參加侯奈因 

（Hunain）戰役，獲得勝利後他們俘虜了敵人。一些安拉

使者的同伴，不願意和有夫之婦交合（intercourse），所 以

高貴的安拉， 在<古蘭經>Sura 篇 4 章 24 節說：” 除了

俘虜之外，所有的結過婚的女人，你們不可以玷 

汙。”” 

這件事說明穆罕默德是如此大膽，經文像帽子戲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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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麼變了出來，支持強暴婦女。所有的一時興起，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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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宣稱是來自上頭的啟示。穆罕默德深諳寧錄與塞米勒 

米斯的哲學 --- 屬靈的威權，帶來世俗的威權。 
 

哪裡有撒旦，哪裡就有仇恨猶太人的教訓，這類教訓在

伊斯蘭教尤其清晰而強烈。 

使者說：殺死任何落入你手的猶太人。於是，穆哈伊塞 

（Muhayyisa）跳到猶太商人 Ibn Sunayna 的身上，並殺

了他，Ibn Sunayna 與他有社會/商業上往來。Huwayyisa 

是穆哈伊塞的長兄，當時還不是穆斯林，動手打了穆哈伊 

塞，並且說：“你這個神的敵人，是猶太人的財富養肥了 

你，你卻殺了他嗎？”穆哈伊塞回答說：“若那個命令我 

殺他的人，同樣命令我殺你，我會毫不猶豫地砍下你的頭。” 

這是 Huwayyisa 接受伊斯蘭教的開始.....Huwayyisa 驚呼

道：“以安拉發誓，一個能讓你到如此境界的信仰，是一 

個了不起的奇跡！”於是他成為了穆斯林。 ------ Ibn 

Ishaq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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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伊斯蘭教鼓動人們殺死猶太人的能力，讓穆哈伊

塞的兄弟印象深刻。在穆斯林的社群中，這樣的行為依然

存在 若有人不再信伊斯蘭教，那麼他甚至會被父母或 

兄弟姐妹殺死。他們稱這為“仁慈的死刑”。上文的

Huwayyisa 因此相信了伊斯蘭教，雖然無法確定是否只是

出於自衛本能。伊斯蘭教有漫長的強迫他人信伊斯蘭教的 歷

史，若不相信安拉，等待那人的就是死亡。 

穆斯林被教導說，猶太人被全部消滅後救贖才會到來， 

因此他們不會停止對猶太人的戰爭：“穆斯林殺死猶太人

後，末日才會到來。猶太人將藏在石頭和樹的後面。石頭

和樹木也將呼叫說：噢，穆斯林，噢上帝的使者！有一個

猶太人在我後面，來殺死他們。” ------ Bukhari 4 ： 

176-177 

上帝的先知以西結，曾經發預言說，將來某一個時候，

阿拉伯國家會和俄羅斯人一起試圖消滅以色列。因為這個

預言，穆斯林被驅動起來去消滅以色列。按照伊斯蘭教的

說法，只有消滅猶太人，穆斯林的彌賽亞才會來。 

千萬別相信穆斯林只是因為土地問題而與以色列發生矛

盾。撒旦從一開始就要消滅猶太人，他把這個願望放進伊

斯蘭教的核心，無論以色列人給阿拉伯人多少土地，他們

都會向著那個目標 --- 消滅以色列人而奔跑。穆斯林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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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殺死所有猶太人，否則伊斯蘭教就會被證明是錯 

誤的。 

聯合國為解決爭端，要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分享土

地、建立兩個國家。 ----- “耶洗別的靈”的字典裡，沒 

有“雙贏”二字，她的目標是要控制一切。伊斯蘭教的終

極目標是擴張影響力、統領全球。伊斯蘭教的視野裡，世

界目前被分割為兩部分，伊斯蘭教的帳棚與不信伊斯蘭教

的帳棚，他們盼望全世界成為伊斯蘭教的世界，並為此努

力。事實上，伊斯蘭(Islam)的意思是“服從/ 順從”----- 

全世界服從他們的月神安拉。安拉的另一個名字是巴力， 

巴力就是撒旦。伊斯蘭教認為世界和平，將在他們戰勝所 

謂的“異教徒”（Infidel）後才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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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 --- 克爾白黑石殿 

Kabah 
 

安拉，是月神，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伊斯蘭的主要符號

是新月。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穆斯林在看到新月時開始禁

食/ 齋戒，並在下一次新月出現時結束禁食。 為什麼通常

月亮旁邊還有一顆星星？這是一個古老的象徵：性儀式裡的

男女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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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分別是埃及和巴比倫的圖樣： 
 

伊斯蘭教裡還有其他重要的標誌、儀式，這些標誌和儀 

式洩露了伊斯蘭教的根源 ----- 多神宗教。伊斯蘭教出現 

前，聖地麥加城（Mecca）是阿拉伯世界裡多神宗教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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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麥加城，敬拜的中心地區是一個方石殿（The square 

stone temple）---克爾白殿（Kabah）。和世界上其他迷

信魔法石力量的地方一樣，這塊舉世聞名的黑曜石被放在

克爾白殿、 接受敬拜。這些黑曜石代表 Saturn 神，在中

東敬拜多神宗教的地區可以找得到。伊斯蘭教出現以前， 敬

拜多神教的阿拉伯人認為，他們需要在每天規定時點， 朝向

麥加城跪拜、禱告；而且相信，每個人一生中，必須要去克

爾白殿朝拜一次，圍繞克爾白殿轉 7 圈，並親吻那塊黑曜石。

這種多神宗教的敬拜儀式，在今日伊斯蘭世界依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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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古萊氏部落（Quraysh），曾允許把不同宗教的物 

件放置在克爾白殿中，以增加麥加城的影響力、使它成為

世界宗教的中心。克爾白殿中，原來除了安拉，大概還有

360 尊不同的塑像/偶像（Idols） 甚至還有“聖母瑪 

利亞母子”的畫像。 

在今日世界的各地，依然可以看見許多代表 Saturn（農

神）的黑色巨石。從左往右是：聖塔-安娜城，紐約城蘋果 24 

小時店，曼哈頓，丹麥，澳大利亞： 

<變形金剛 >的粉絲們都知道，電影裡的黑曜石方（Cube） 

是所有生命的起源。電影中，霸天虎/ 汽車人，正義/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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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都從黑曜石這個力量而來。<星球大戰>、<哈利波特>、 

<美妙的精靈>等其他一系列電影裡，也有相同的哲學。 

秘術的關鍵特徵在於其理論：太陽/ 月亮、光明陽性/ 黑

暗陰性（Light male and Dark female）的背後，有著同

一個來源 撒旦；這個力量是中性的（Neutral），但 

可以用於正義或邪惡。順帶提一下，<變形金剛 2>中你會

發現很多金字塔和象徵太陽的東西，<變形金剛 3>在 2011

年的夏天上映，請注意電影中的符號及隱秘資訊。 
 

 

 

變形金剛劇照 

穆罕默德從克爾白殿移走了塑像/偶像，但是沒人知道 

殿裡還留下了什麼。 也就是說，雖然穆斯林們面對著

克爾白殿，但其實不太明白自己所敬拜的到底是什麼。 而

且對穆斯林來說，提出這方面的質疑是褻瀆真主安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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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和天主教一樣，不鼓勵、甚至阻止質疑& 良

心的自由。 
 

繼續之前，必須再次澄清，<認識你的敵人>中的“敵人”，

非具體的人，或具體的組織。基督徒的敵人不是人類，基督徒要遵守

耶穌的命令，去愛所有人，甚至去愛那些恨他們的人。因此，這裡指

的敵人，是屬靈意義上的。就像< 以弗所書>6 章所說，“因我

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

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

戰。” 

回顧第二部分，我們的敵人是推羅王，而非推羅王子。 

我們要愛穆斯林、天主教徒，但和撒旦以及那些想要奴役

人類、毀滅人類的靈界軍隊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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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與天主教的聯繫 

The Islamic- Catholic Connection 
 

 
 

雖然天主教是日神崇拜，伊斯蘭教是月神崇拜，但進行 

交叉引用時，會發現它們存在共性、有共同的源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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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撒旦的 終目標是，將巴比倫宗教推銷到全世界，並  

終創立一個世界聯合宗教，那麼在末日前，撒旦會整合所 

有宗教在一起。不僅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還包括所有源自 

巴比倫的宗教。 

例如，比較下天主教修女的穿著，以及伊斯蘭教婦女的 

面紗頭巾 Hijab，基本一致。 

  

而且，兩個宗教的人們都被教導用念珠（beads）來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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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穆罕默德所說的那樣，他是在洞穴裡接收到啟示， 

聖母瑪利亞也經常描繪居住於洞穴或山洞。就像我們先前

所指出的，這與巴比倫宗教崇拜的 Nebo 地下神祗有關係， 

Nebo 傳說是從地下的洞裡出來，<啟示錄>13 章也說，末

日時有野獸要從地底出來。秘密宗教總是在洞穴或山洞裡

舉行儀式，這解釋了為什麼撒旦經常在黑暗的地方給他們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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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蒂瑪（Fatima, 葡萄牙城市）與盧德（Lourdes, 法國

西南部城市），瑪利亞住在洞穴裡。教宗和天主教徒都進入

山洞敬拜她，同時讓巴比倫宗教繼續生根發芽。今天， 也可

以將山洞和世俗耶誕節的人物 聖誕老人（Santa） 

聯繫在一起。全球商鋪每到聖誕時分，就開始建造“聖誕

老人之洞”，並邀請小朋友們進去拿禮物。這個惟妙惟肖

的做法，持續了 1000 年，前文我們已掃略一遍節日常識， 

後文仍將重溫。 
 

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經常“肩並肩”站一起， 

且一般位於原本是多神異教敬拜的場所，天主教堂和清真

寺經常挨著建，甚至建在同一建築物裡。西班牙的 Cordoba 

可能是 有名的例子，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原來在同一建築

內，後來才分開 ----- 其實無所謂是否建在一起，反正他 

們都為同一個宗教系統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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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有日神符號，而伊斯蘭教有月神符號，但在約旦

的阿卜杜拉國王清真寺的屋頂，有太陽的圖像，與聖彼得

長方形基督教堂的穹頂基本相似。天主教與伊斯蘭教的音

樂都很莊嚴。以下是伊斯蘭教的禱告樂。以及格列高利聖

詠（Gregorian chant 教宗格列高利一世採用，常無伴奏）。

它們都有縈繞、悲傷、憂鬱的特點。 

兩個宗教都使用了撒旦的“全見之眼”。 典型的一個

例子，下圖是阿拉伯計程車司機使用的護符：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01 / 730 

 

 

 

 
 

在天主教護符中也會找到類似的東東，不必驚訝，下圖 

是義大利米蘭大教堂懺悔室的物件： 
 

古代埃及人使用右眼象徵太陽，左眼代表月亮。這就是

為什麼埃及眼睛的樣式，被一些裝飾環繞、以突顯它是右

眼---日神的眼睛---奧西裡斯（Osiris，豐饒之神）或荷

魯斯（Horus，法老守護神）；下圖，太陽光代表從眼裡發 

出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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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克索神廟（Luxor temple）是古埃及 著名的寺廟之

一。秘術創始人---布拉瓦斯基夫人（Helena Blavatsky） 

曾說，這樣神廟的敬拜儀式中存在同性戀的成份。盧克索

神廟至今仍存，廟裡可以看到不少生殖器的符號，神廟入

口處是方尖碑（Asherah 女神）；令人更吃驚的是，有個

清真寺建在了盧克索神廟裡。 

一些天主教徒發現與伊斯蘭教的相似之處、共同的淵源， 

遂開始尋找共同的未來。梵蒂岡內部人員，David Malachi 

Martin 博士說，基於經由聖母瑪利亞、傳遞給教宗約翰保

羅二世的個人資訊，他相信：“有一天，已經理解基督和聖

母瑪利亞的伊斯蘭教的心靈將獲得啟蒙，第二個法蒂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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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ma, 606-632, 穆罕默德的女兒）將確認羅馬教宗為

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並聯合英格蘭聖公會（安立甘宗）、

美國/蘇格蘭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和其他相似宗派， 

敬拜絕對無誤的教父 ---- 羅馬教宗，總人數將超過世界人 

口 50%。” 

泛基督教主義（ Ecumenism）或宗教聯合的理論，在

今日世界勢頭可喜，背後是撒旦扭轉“巴比倫分散全

地”的藍圖。撒旦要將全世界捏合在巴比倫秘密宗教之下 

----既然世界上的諸多宗教根植於同一淵源，宗教聯合事 

成必然。羅馬教宗終將成為聯合宗教的首腦，因他是秘密 

宗教的地上代表。 

穆罕默德受天主教的影響較大（Waraqa，妻子哈蒂嘉的

堂兄弟），穆斯林相信聖母瑪利亞的完美與童貞女懷孕，< 

古蘭經>對瑪利亞的評價頗高，甚至認定其為基督教女神。 

因此他們教導基督徒相信“聖父-聖母-聖子”的信條。這個

錯誤認識來源於天主教，瑪利亞被過分渲染成神祗。 事實

上，巴比倫宗教的三位一體（ Trinity）是“ 父，母， 

子”，而正統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是“父，子，靈”。 

與天主教及其他錯誤宗教一樣，伊斯蘭教的救贖方式是

通過 work（修煉、行善、奉獻）。<古蘭經>說，在審判的

那一天，善行和惡行要被放上天平，以此確定你是去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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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地獄。 埃及阿努比斯神（Anubis, 冥界和亡者之神） 

或羅馬聖米迦勒（St. Michael）也號稱要這麼將善行與惡

性放上天平。 
 

伊斯蘭國家普遍政教合一，羅馬天主教亦然 --- 教宗是 

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的首腦。 

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神學，都建立在希臘哲學家亞裡 

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下。亞里斯多德是柏拉圖的學生，數世 

紀以來，其哲學體系是經院神學的支撐與原動力。這些哲 

學體系均來自撒旦，直到宗教改革時期，路德和其他改教 

者才開始直面聖經真理。 

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 後一個相似處是，迫害猶太人和 

基督徒----這是撒旦存在的遊標卡尺/ 儀錶刻度盤。

西元 212 年，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獲得公民身份；但<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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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令>頒佈 100 年之後，也就是天主教誕生並發展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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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天主教對猶太人的迫害重新開始，並持續了數個世 

紀。同樣，穆罕穆德一早就定下憎惡猶太人的基調，伊斯 

蘭教長期攻擊、屠殺猶太人。 

 
 

結論： 

不要屈從於“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 lobby）

原則，不要認為上帝與安拉（Allah）同等，或者覺得他們

是同一位、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安拉即巴力（Baal）。清楚

天主教的敬拜方式來源於巴比倫，不要與天主教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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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宗教與黑暗中世紀 

The Dark Ages 
 

除 15 世紀創立的錫克教（Sikhism）之外，伊斯蘭教是 

後創立的影響力巨大的宗教，勢力範圍在 1000 年間維持

穩定。印度教（Hinduism）基本佔領印度，各種形式的佛教基

本佔領遠東、東南亞，伊斯蘭教在中東，天主教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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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瑜伽術

印度教神聖的牛 

為了在既定軌道上前進，我決定這會兒不探究其他宗教

的細節知識。若你研究，依然可以發現相同的主題持續出

現：比如說，佛教和道教裡，存在“陰/ 陽”的概念，以

及平衡二者的終極力量；印度教裡，牛是神聖的，因遠古 時

期寧錄就由牛來代表。另外，性儀式、豐饒女神、太陽崇

拜、蛇的知識、自己通過努力變成神，等等，在世 界各地

無出其右、變著花樣包裝以上諸主題& 符號，而它們，均

來源於古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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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八卦 靈 

氣/元氣 
 

 

針灸 

需要知曉的是，這些東方形態秘術，已使不少基督徒成

為獵物、而未知其源自撒旦。瑜伽（Yoga）、靈氣/元氣 

（Reiki）、禪（Zen Buddhism）、針灸（Cupuncture）、

空手道（Martial arts）、冥想（Meditation）、風水 

（feng shui），它們進入英國的年代，可追溯 17-18 

世紀的東印度公司，然而真正引爆流行，還在披頭士 

（ Beatles）拜訪印度的 1960 年代，並於之後 50 年間

蓬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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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臉書上，我列出一份秘術名單，若你發現自己涉其一 

二項甚或更多，建議自覺退出。 
 

東印度公司

甲殼蟲樂隊與印度大師 
 

瑜伽術 

繼續我們的歐羅巴旅行。 因為日爾曼蠻族的進擊，羅馬

帝國潰於西元 5 世紀，歐洲進入黑暗中世紀 Dark Ages。

天主教一蹴而填補權力真空，成為當時世界 具實力的政

教合一實體。西元 8 世紀一偽書曰<君士坦丁饋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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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內容系君士坦

丁將羅馬帝國贈予教宗；雖然 15 世紀證此書系偽，然時局

已定，教宗與天主教擁有裁定全歐洲諸君王之正當權力。 

新統禦系統的建立，依舊花了一段時間。西元 7 世紀， 

教宗出外尋索羅馬天主教領土的保護人，法蘭克的矮子丕平

（Pepin）脫穎而出；教宗確認，若丕平持定該保護人身 份，

則其天國權位將得保守。 

矮子丕平 

戰役打響了，及至查爾曼大帝（Charlemagne，丕平的兒

子）在位年間，教宗安全 終穩固。西元 800 年經教宗加

冕，查理曼大帝承襲“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 

帝位。聖羅馬帝國即羅馬帝國的續弦；根據所謂的<君士

坦丁饋贈書>與上帝唯一中保地位，這個加冕動作使教宗

們成為歷代歐羅巴君王的加冕人。天主教歷史學家特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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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Tertullian）寫到：“上帝不再直接統禦我們，他將 

所有權柄給了教宗。” 
 

 

查理曼大帝

聖羅馬帝國版圖 

在教宗的指揮下，查爾曼大帝掃蕩全歐，所有的土地和 

人民都由天主教會統轄，查理曼也被認為是歐洲之父。這

是歷史中一段黑暗的時期，若有人不願臣服於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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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被侵害或以異端罪處死。教會向人民課以重稅，甚或 

要求他們獻出生命。權力膨脹致腐敗加劇，教宗利奧十世 

（Pope Leo the Tenth）開始向人民出售“特赦券” 

（indulgences），併發明瞭“煉獄”（Purgatory）的概 

念 ---- 花錢拯救你心愛人之靈魂。教會教導無知的大多數： 

“隨捐箱裡銅幣的一聲脆響，煉獄中的痛苦靈魂即昇華”。 教

宗利奧十世則私下說“基督之贗品可使財源紛至（The 

fable of Christ has been quite profitable to us!）”。

天主教讓人民停留在恐懼裡，不斷花錢購買他們拍腦袋想

出來的糟糕玩意兒。天主教會富可敵國。 

不久，天主教會佔領了政治領域與文化領域，成為全世 

界 有權勢的實體。教宗也成為手握強權之人，操持屬靈

權柄而立於世界掌權者的身後，通過“宗教規勸” 

（religious persuasion）來控制諸國。若國王們違反梵

蒂岡的意願，教宗遂將其逐出教會判入地獄。國王們真怕 

這個，只得乖乖聽話。這裡我們又看到，宗教威權守護世 

俗威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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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階等級制度 

教會發現維持統治的關鍵方式 --- 控制知識，知識確實 

就是權力（Knowledge really is power）。獨立研究與科

學進步被阻礙了，人們依附教會等級制來獲取資訊，而依

附關係本身，又固化了教會體系與權力。這也是為什麼， 

這 1000 年叫做黑暗時代。西元 500 年，聖經被翻譯成 

500 種語言；但到了西元 600 年，天主教將聖經語言

限制在拉丁文一種，此時拉丁文已經是死亡的語言，僅祭 司

階層有能力掌握。於是人們只能通過天主教會獲得有關上帝

的資訊和知識，無論教會說什麼，大家都得相信，因為他們

無法直接閱讀聖經。這樣，人們依附於教會，被教會操持於

股掌之間。 

這樣的智識結構所形成的等級制度，有著秘密宗教的特

質。 

Martha Ackelsberg 說：“等級制度讓一些人依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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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依附者無所適從、理所應當被奴役。”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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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腐敗滋長，瑪利亞的地位越來越高，向聖徒們禱 

告、將自己獻給聖徒們、聖事（Sacraments）、強制獨身 

（Mandatory celibacy）、修道院制度（Monasticism）及

教宗無誤（教義範疇上）及“教宗是上帝的地上代表”， 

以上種種，“聖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帝國第二，糟糕的河

沼，腐敗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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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回憶源自撒旦的耶洗別的靈（Jezebel spirit），孱

弱時細緻操縱，強大時恐嚇威脅。此時以聖母瑪利亞為標

籤的天主教，已經十分、十分的強大，四處恫嚇威脅。若

有人與天主教分道揚鑣，會被毫無憐憫處以極刑，直到 1517 

年情況方始改變。由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慈運

理（Ulrich Zwingli）領導，一場宗教改革運動爆發了。

這些被天主教噁心到不行的人，勇敢滴站了出來，冒著生

命危險，要將人們帶到回歸聖經真理的基督教中。 

數百萬計的人口離開天主教、不再視教宗為靈魂主宰， 

此時出現的印刷術，使低成本、快速、大量的母語書冊複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17 / 730 

 

 

製成為可能。天主教會試圖壟斷的資訊，經由印刷品開始

自由流轉。人們開始明白自己曾被天主教系統愚弄成什麼

樣子，並在過去的 1000 年（400-1400AD）裡第一次自由通

過聖經瞭解上帝。 

當然，天主教也做了不少努力來阻止印刷品進入一般人 

的手中，他們不允許將拉丁文聖經翻譯成英文、其他歐洲

方言 ----- 撒旦當然知道上帝話語的能力之大。 後，宗 

教改革者還是成功地將拉丁文聖經翻譯成各民族文字，過 

程中付出了極大代價，甚至是生命。來看看聖經譯本的演 

進史，很有價值，可以看到撒旦如何壓制它，並藉以瞭解 

一些重要的原則。 

 
 

聖經版本的演進 

西元 600 年，聖經只限於拉丁文，強大的天主教不允許

任一其他文字版本的聖經出現，一旦發現有人擁有這樣的

聖經，那人難逃一死。原因很簡單 天主教祭司階層掌 

握拉丁文，而普通人沒這個能力、只能依靠教會告訴他們 

聖經講了什麼。若教會能控制到達每一普通人的資訊，就 

能控制這些人，教會可自由裁量而不遭質疑，並獲得欺騙 

與牟利的權利。無人能夠質疑天主教人員的聖經教導，因 

他們根本不知道聖經到底在講什麼這種強加的蒙昧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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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元 400 年綿延至西元 1400 年，所以又稱黑暗中世紀 

（the Dark Ages）。 

西元 1380 年，第一本英文手抄聖經為牛津學者、教授、

神學家約翰.威克裡夫（John Wycliffe）所制，他以激烈

地反對羅馬天主教聞名。藍本是拉丁文聖經 --- 當時唯一 

可獲得的聖經來源。教宗對此暴跳如雷（infuriated）， 

威克裡夫死後 44 年，教宗命人將其骸骨挖出，銷毀並撒入

河中。 

威克裡夫的其中一個追隨者，布根.哈斯（Johannes Hus）， 

亦認為普通民眾應閱讀各自母語的聖經，反對天主教的“持

有非拉丁聖經即死亡”的高壓政策。1415 年，布根.哈斯被

燒死，他在臨死前發預言（prophetic words）說， 

“ 100 年以內，上帝將興起一人，這人領導的宗教改革，

無人可以壓制。” 

大約 100 年後，也就是 1517 年，這個預言成為了現實， 

馬丁.路德將他著名的 95 條論綱貼在威騰堡（Wittenberg） 

教會的門上。95 條論綱的內容，是批判邪教知識與天主教

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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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路德成為第一個翻譯並出版德文聖經的人，該德文 

聖經無太多高大上的描述，乃一般的俚語鄉言。<殉道史> 

（ Foxe’s Book of Martyrs） 記錄，同年，也就是 1517 

年，共有 7 人因教導孩子使用英文禱告，而被羅馬天主教

燒死。 

若手抄聖經能如此威脅羅馬天主教的統治，那麼印刷術

的出現，簡直要成為他們的夢魘了。1450 年代，約翰.穀

登堡（Johann Gutenberg） 發明了印刷術。第一本印刷體

聖經是拉丁文版，出現在德國美因茨（Mainz）。雖然約翰·谷

登堡發明了印刷術，但卻成為生意夥伴的犧牲品，他讓粗

心合夥人掌管生意，賠了很多錢、陷入貧窮境地。無論怎

樣，活字印刷使聖經可以被大量、快速地印刷，這對宗教

改革的幫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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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 年，牛津教授、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的御醫，湯瑪

斯.裡納克爾（Thomas Linacre）自學希臘文，並將希臘文

福音書與拉丁文版本作對比後，寫下日記：“要麼這份希

臘原本是假福音，要麼我們不是基督徒。”(Either this 

(the original Greek) is not the Gospel… or we are not 

Christians.)拉丁文聖經是如此糟糕，以至於無法準確反

映希臘聖經原文的意思。 

1496 年，另一位牛津教授、倫敦市長的兒子，John Colet

開始閱讀希臘文新約，並將其翻譯成英文，他將譯稿拿給

學生閱讀，後來又公開將譯稿送到倫敦聖保羅大教堂。人

們是如此饑渴地要閱讀到母語版本的聖經，以至於 6 個月 

內先後有 2 萬人湧入了教堂，另外還有許多人堵在外頭想

要進去。幸運的是，Colet 有一定權力、在宮廷上層也有

不少朋友，故免於天主教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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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謨 1516 年的拉丁文新約聖經 

受 Linacre 與 Colet 啟發，偉大的學者伊拉斯謨（Erasmus）

決定對拉丁文聖經進行勘誤。1516 年，在出版人 John 

Froben 的幫助下，他出版了希臘文-拉丁文的<新約全書>。

拉丁文部分並非取自天主教的武大加（Vulgate）版本，而 

是取自 6 卷古老、精確、可靠的希臘文手抄本。這是聖經 

史的里程碑，它是那個千年中第一本非拉丁文武大加 

（Vulgate）版本的聖經，而且還是印刷版。1516 年伊拉

斯謨版本的希臘-拉丁文新約聖經，將矛頭直接指向拉丁武 大加

（Vulgate）版本聖經，相比之下，武大加（Vulgate） 版本

聖經是多麼地糟糕與不精確。而回到希臘（新約）/ 希伯

來（舊約），精確、忠實地將聖經翻譯成各國語言， 是

多麼重要。 羅馬天主教對這樣的“違法行為”可毫不憐憫。 

William Tyndale 是第一位印刷英文新約聖經的人，他也

是一位元學者和語言天才，精通八種語言、且說起任一種， 

都讓人以為是其母語。他經常被認為是“英語言建造大師”，

地位甚至超過威廉.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許多短語至今仍廣為

運用。 

與此同時，馬丁.路德使用伊拉斯謨的新約聖經，將其翻 譯

成德文，並於 1522 年出版，1529 年又做了一次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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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年馬丁.路德出版了<新舊約全書>，也就是德文全本

聖經。 
 

 

亨利八世

英國倫敦 

William Tyndale 也希望拿到伊拉斯謨版本的聖經作為

藍本，並翻譯成英文。於是，1525 年，他來到了馬丁路德

的住處，當年末他就完成了翻譯工作。Tyndale 的事蹟傳遍

全英，天主教甚至懸賞要他的頭顱。上帝親自保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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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獵他的計畫總是失敗。1526 年，Tyndale 的新約聖經出

版印刷。該版本聖經在英國一旦被查抄，即行燒毀，然而這

些印刷品穿透力極強，甚至抵達亨利八世的床頭，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複生。羅馬教宗宣佈，Tyndale 版本的聖經裡

有數千處錯誤，然而事實上，他們之所以要燒毀這些聖

經，僅僅因他們找不到任一處錯誤。此時，人們 就算冒著

生命危險也要獲得一本 Tyndale 版本的聖經。 

讓販夫走卒們直接閱讀聖經，對羅馬教宗來講，簡直是

滅頂之災。他們從此失去了解釋聖經的權力，權威與收入

均遭威脅，他們無法再出售贖罪券、煉獄券等等“有價證

券”，他們成為了騙子和小偷。因信得救、不需加添善

行/ 財務奉獻，成為了常識。祭司階層存在的必要性消

失了，對聖徒、聖母瑪利亞的敬拜也十分可疑。英文聖 

經的普及，是天主教會 大的可見威脅。 

連續 11 年，Tyndale 的勇氣激勵著別人， 後他還是被

捕了。書冊與聖經通過小麥麵粉的捆垛運入英格蘭。諷刺的

是，Tyndale 聖經的 大買家是國王身邊的人，他們不停地

購買每一個聖經拷貝並燒掉它們。而 Tyndale 所做的， 是使

用這些收入印刷更多拷貝。1536 年，Tyndale 因被朋友出賣而

被捕，監禁 500 天以後，他被悶死然後被火焚燒。Tyndale 的

後一句話是，“噢，上帝啊，開啟英格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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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的眼睛。”這個禱告在 3 年後，也就是 1539 年得應允， 

亨利八世 終同意並資助英文聖經 Great Bible 的印刷。 

Myles Coverdale 及 John Rogers 也受 Tyndale 啟發， 

Tyndale 翻譯了新約，而 Coverdale 繼續翻譯了舊約，1535 

年 10 月 4 日，他出版了英文全本聖經。1537 年，John Rogers

印刷第二版聖經，這是第一版從希伯來/希臘文直譯的英文

聖經；印刷時使用了化名”Thomas Matthew”。（這化名

是為了向Tyndale 致敬，因為 Tyndale 曾經用過這個化名） 
 

英格蘭國教 

1539 年，亨利八世裁定英文聖經合法，但這並不因為他

信仰覺醒了。亨利八世曾期待教宗的同意他離婚而娶情婦為

妻。當教宗拒絕此要求時，亨利王遂棄絕天主教，他與原配

離婚，並將英格蘭教會帶離天主教的控制。亨利自命為英格

蘭教會的首領，這個新的宗教，非羅馬天主教，非純正新教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24 / 730 

 

 

徒（Protestant，抗議宗），後被命名為安立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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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Anglican）或英格蘭國教。亨利國王成為英格蘭國教 

的“教宗”。意識到將聖經翻譯成英文會激怒教宗，亨利

立即這麼做了，他資助第一本英文聖經出版就是要讓教宗

難受。英國國王至今仍然是英國國教的首腦。 
 

血腥瑪麗女王 

1540-1550 年代，信仰自由幾經潮起潮落，亨利八世死

後，愛德華六世接續王位，然後的是血腥瑪麗女王（Queen 

“Bloody” Mary），她是一位天主教徒。1555 年，在血

腥瑪麗女王的統治下，John Rogers 被燒死，數以百計的新

教徒亦被燒死。基督徒不得不在這段歲月裡流亡他國， 也

就是著名的“瑪麗放逐”（Marian Exile）。他們知道離

開英格蘭後，歸回的希望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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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難民到了瑞士日內瓦（Geneva），那裡是絕望人們

的避難所。由 Myles Coverdale 和 John Foxe 帶領，以

及 Thomas Sampson， William Whittingham， John Calvin 

（約翰加爾文） ，蘇格蘭宗教改革者 John Knox（約翰- 

諾克斯）。日內瓦教會矢志出版發行一本聖經，可供各流 

亡家庭學習，1560 年日內瓦聖經 Geneva Bible 問世了。 

血腥瑪麗女王的統治結束時，宗教改革者回到了英格蘭， 伊

莉莎白一世統治下的英格蘭安立甘宗，比較勉強地容忍這些

歸回者在英格蘭印刷、分發日內瓦聖經。激烈反對英格蘭教

會系統的這些歸回者，基本無法與當時的統治者和睦相處。 

到了 1580 年代，羅馬天主教終於在壓制聖經重譯的戰役

裡宣告失敗。1582 年，羅馬教會就“惟獨拉丁文”（Latin 

only）的爭論作出讓步，裁定若聖經可用英語寫著，則羅

馬天主教至少應有自己的翻譯版本。於是，他們用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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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 Vulgate 作為藍本，翻譯印製了英文聖經，裡頭包含

了許多早在 75 年前伊拉莫斯就勘誤過的錯處。 這個版本

叫做Doway/Rheims 版本。西元 1589 年，劍橋博士 William 

Fulke 印刷發行了“福祿克駁本”（Fulke's Refutation），

特別標注了天主教會聖經的錯處。 
 

1611 年的詹姆斯國王欽定聖經 

伊莉莎白一世死後，蘇格蘭詹姆斯六世（King James VI 

of Scotland） 在英格蘭繼位，並成為英格蘭詹姆斯一世 

（King James I of England）。1604 年，安立甘宗的牧師

拜訪了這位新國王，並要求確認一個聖經“ 終版本”。50 

位學者參與進來，對各版本聖經進行比較：Tyndale新約

聖經、Coverdale 聖經、Matthews 聖經、英王亨利八

世<The Great Bible>、日內瓦聖經、甚至包括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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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 Rheims 新約聖經。七年後，也就是 16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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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詹姆斯國王欽定聖經（KJV）付印，並在英格蘭每一 

教會使用。一年後，小本聖經開始印製，為使人人都有一

本可隨身攜帶的聖經。 

安立甘宗教會的詹姆斯國王欽定聖經，在數十年後超越

了日內瓦聖經，成為英格蘭 受歡迎的聖經版本。雖然這

個版本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新教譯版，但具諷刺意味的是， 

許多新教教會認定詹姆斯英王欽定本為“唯一正宗”。英

格蘭當局用此版本聖經跟日內瓦聖經比拼，而英格蘭當局

在歷史上經常對新教徒抱有敵意，希望消滅新教徒。即使

在 16 世紀，英格蘭國教與羅馬教會分裂後，這樣的敵意與 

迫害仍貫穿了整個 17 世紀。 

一個有名的例子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他因為傳

福音而入監，並於獄中寫著了<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17 世紀英格蘭國教對基督徒的迫害，導致許

多英國人跨越北大西洋，來到北美新大陸呼吸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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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的是，英格蘭國教與天主教系統非常相似， 

英國國王取代了教宗，現在與將來你會看到，這兩個

教會友誼地久天長，並 終走向合一。2010 年，羅馬教

宗 28 年來首次訪問英國，並在歷史上第一次獲英國國教的盛

情款待。相信未來我們會看到他們更多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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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查理一世 
 

蘇格蘭國民誓約 

另外需要著重點出的是，我的同胞 --- 蘇格蘭人，這事 

關蘇格蘭的屬靈傳承。雖然英格蘭從來沒有真正的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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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脫離天主教只因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是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曾在蘇格蘭推動過較為徹底的宗教改革。蘇

格蘭人相信，不應有任何掛名首腦或來自人類的治理

教會的王，因他們唯一的王是耶穌，耶穌也是教會的

首腦。所以，當詹姆斯六世的兒子   查理一世（Charles 

I）回到蘇格蘭，想要將宗教首腦制& 安立甘宗強加給蘇格

蘭人時，蘇格蘭人拒絕了，並製作了一份稱為<國民誓約> 

（ National Covenant）的函文。這份<國民誓約>是蘇

格蘭人與上帝立約的憑據，聲明蘇格蘭人僅屬於耶穌自己。 作

為回應，查理一世先後兩次入侵蘇格蘭，但未成功。蘇格蘭

人因此得以保有信仰之自由。 
 

當時，蘇格蘭這些簽署誓約的民眾經常不得不在秘密處

所集會、以不被迫害，但是仍有數百人被殺死，其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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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被處以絞刑，另一些是在禱告聚會中被查抄射殺。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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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7 日， 後一個國民誓約殉道者 ---- James 

Renwick 被吊死在愛丁堡的 Grassmarket 廣場。他的頭和

雙手被切斷放到城門上，Reverend Alexander Smellie 這

麼描述他： 

1688 年 2 月 17 日，James Renwick 殉道。斯圖亞

特王朝在外流亡時，迫害之門乃關閉。他死時盼望著

榮耀的那一天，“他是一位老派諾克斯的門徒”，當

其對手無法攻破他的城防時是這麼說的。用深愛他得

人的手稿與他道別吧：“他是一位有特別品格的人， 

節儉，英勇，謙遜，人道， 和藹。他習得真理並付上

代價，以血封緘。” --------- <蘇格蘭國民誓約之人>（ The 

Men of the Covenant Scotland）， 1903 

"He was of old Knox's principles," his 

adversaries said, when they noted his unassailable 

steadfastness. But we may take our farewell of him in 

words which were written by one who loved him dearly: 

"When I speak of him as a man, none more comely in 

features, none more prudent, none more heroic in 

spirit, yet none more meek, more humaned and 

condescending. He learned the truth and counted the 

cost, and so sealed it with his blood."---- The M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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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venant Scotland,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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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英王欽定本是一本出色、精確的聖經譯本，世界

上印刷次數 多的書籍------單本印刷 10 億次，250 年來

全無敵手。數以千計的宗教改革者為這本聖經而死，屬靈戰役

勝利了，數以百萬計的後代靈魂得恩惠，天主教資訊流轉的控

制系統被打破，人們終見母語寫就的聖經。 

這是我為何要從細節層面，研究聖經版本演進歷史的原

因。掙扎的歷程說明，資訊流轉在靈界戰爭裡多麼重要。

注意撒旦曾多麼努力地要控制它，畢竟，知識就是權力！ 

撒旦曾建立一個智識等級體系，讓人們依靠腐敗的天主教

教士 ---- 站在權力金字塔頂端的教士們讓人們保持蒙昧、 

成為牽線木偶，教導人們該信什麼、該如何行動。這和所 

有秘密宗教一致： 一大堆麻瓜（Muggles）被精英階層操

控。你看到撒旦控制人們，總是從控制他們信仰開始，因 

為信仰會自動控制行為。注意撒旦是多麼地反對思考和言 

論的自由，控制資訊頻道；留意他曾怎樣讓天主教教導人 

們怎樣思考、變瞎眼、被欺騙、戴著鐐銬行走，也注意他 

怎樣恐嚇、威脅、消滅那些越雷池的人。 

可能你也發現了這操縱/威脅的雙重動作溜進了現代社

會，黑暗勢力消滅自由思考和話語的方式轉變了。現在有

一新詞兒叫做“討厭的法律（hate laws）”，阻止基督徒

說出真理。在歐美，若基督徒在公共場所宣告上帝，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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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走；“政治正確”這玩意兒讓基督徒穿上了緊身夾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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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動彈。撒旦據此控制資訊流通。今日世界的主流資訊管

道是媒體（Media），撒旦通過控制媒體，從而製造出變種 

的木偶群，他們相信媒體上所播放的並照著去做。歷史學

家 Howard Zinn 說：“若政治家、企業總裁、報業電視大

亨能佔領我們的思想，他們就可以守護統治。不再需要士 兵

武裝巡街，我們自己就可以幹掉自己。” 
 

後文會提到媒體。可以保證，若膽敢在人群中想法不同、

自絕於體系、提及上帝真理，立即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威脅。A 

計畫控制大多數，B 計畫對付進入真理且勇敢的基督徒。看

看宗教改革中那些不在乎威脅、在資訊戰爭裡付出生命的

人們吧，成為光和鹽，恐懼和威脅對他們不起作用。對咱

們亦然，不應該害怕因在公共場合為上帝出來，而被邊緣

化、被制裁、失去社會地位或被編出醜聞。據統計，全美

僅有 2%的基督徒向別人傳福音，我們仍未真正投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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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裡。撒旦依舊輕鬆得夠嗆，基督徒們被推到社會邊緣。 

在某個點上，我們會被迫站起來說，夠了！ 但到那時， 

撒旦的力量已多麼強大，我們要在學校、辦公室成為耶穌

的“怪胎”，而非文化追隨者。像宗教改革者一樣，若我

們站出來，必將勝利。上帝王國的知識進入哪裡，那裡的

基督徒就會被制裁，因撒旦會反擊，靈界發生的，血肉世

界也同樣發生。 

宗教改革者因道德勇氣而死，他們去除天主教強權，將

聖經重新放回普通人手裡；蘇格蘭國民誓約者因其道德勇

氣而被制裁，然蘇格蘭從此遠離宗教壓迫；耶穌的門徒們

均被殺戮，然其道德勇氣激勵更多人野火般在全球出現。

歷史反復證明，若我們擁有冒險精神、勇氣、“挑釁心態”， 

則上帝的國度將切入世界。問題是，我們會向父輩那樣勇

敢麼？ < 啟示錄>21 章首先說，膽怯的要被扔到火湖。

所以讓我們勇敢起來吧，視舒適、財富、生命為無物，視

上頭的榮耀為一切。 

“很奇怪，肉體勇氣很普遍，而道德勇氣卻極罕見。” 

---馬克.吐溫（Mark Twain） 

“謹慎、小心的人，總是注意他們的名聲及社會地位， 

不可能改革。而那些正直的人，任何時候都不在乎世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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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或私下的評判，不避諱受人輕視的想法、禁忌、倡議， 

並承受紛至遝來的後果。”----Susan B. Anthony（蘇

珊.B.安東尼） 

沃爾特.迪士尼（ Walt Disney）總結資訊戰時用了極

簡潔的語言：“我們的傳承和理想，我們的符號和標準， 

我們據以生存、教導孩子的一切 存在或消滅，都取決 

于我們能否彼此自由交換想法和感受。”在耶穌榮耀升天 

前， 後命令是大使命，要我們走遍世界每一角落，傳遞 

上帝的好消息，醫治疾病、趕出邪靈；換句話說，使用上 

帝真理的寶劍吧，邁開步子參與資訊戰。 

後文我們將掃描媒體與教育系統，看看撒旦在這些領域 

怎樣控制資訊的流轉。可以想見：哪裡有資訊自由的流傳 

（尤其指向耶穌的資訊），撒旦就會將其關閉，方式是操

縱或威脅。這個概念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撒旦不希望真

理到達每個人那裡。所以當撒旦要關閉資訊的流轉時，我

們有責任將其重新開啟，把上帝的好消息傳遞到公共領域， 無

論何種方式、付何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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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 --- 耶穌會 

The Jesuits 
 

歷任耶穌會領袖 

宗教改革威脅到了天主教的統治，使數百萬人離開了天 

主教，撒旦開始反擊了 --- 他設計抵消宗教改革影響的辦 

法：西元 1545-1563 年的特倫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四階段共 25 場會議），紅衣主教們（ Cardinals） 

被聚集在一起，對天主教作“內部清掃”，以重新確立其

“上帝唯一正教”的地位。 著名的決議是成立“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Jesuits， 巴西球星卡卡是耶穌會

會員），耶穌會後來成為世界上 大的宗派，但也成為歷

史上 聲名狼藉的組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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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托大公會議 

研究天主教耶穌會很有意義，我們可以明白撒旦的想法 

和戰術，後面幾篇是一些扭曲與邪惡的主題。先來一些背

景介紹。 

 
 

伊格內修斯.羅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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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的創始人是西班牙人 Don Inigo Lopez，1491 年

他出生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區（Basque）一個極其富有的家

庭，後來他更名為伊格內修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青年羅耀拉在警局記錄裡是一個驕傲、暴力、惡毒、危險

的人，他的夢想是成為一位位高權重的將軍，一切都很順

利，直到在一場戰役中被加農炮彈打斷一條腿、重傷另一

條腿。這個意外中斷了他的軍人生涯，羅耀拉不得不接受

無數次痛苦的手術，並花時間康復。在這期間的絕望掙扎

中他曾精神失常，在脆弱的精神狀況中，羅耀拉開始閱讀

一些離奇的有關天主教聖徒的故事，並被阿西西的聖法蘭

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聖方濟各）啟發，開始從

各方面模仿聖法蘭西斯。羅耀拉的軍旅生涯既已經結束， 

他開始將耶穌想像成一個偉大的將軍，並認為自己是耶穌

軍隊的一名指揮官 --- 目標是征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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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蒙瑟拉特島山

本篤會修道院 

雖然跛腳，羅耀拉依然穿越西班牙境內到達蒙瑟拉特島

山（Montserrat），山上有一座本篤會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修道院裡有一個女神塑像 達蒙特塞拉 

特山的黑童貞女，羅耀拉在這尊塑像前徹夜不眠、侍立了 

三天，將自己獻給了這位女神 ----- 這樣做的後果是，他 

把自己獻給了女神亞舍拉（Ashe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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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曼雷薩洞穴內部 

羅耀拉決定到耶路撒冷去，為天主教佔領穆斯林世界。

但這個計畫擱淺了，巴賽隆納發生了瘟疫，羅耀拉被迫呆

在 Manresa 城內 10 個月之久；10 個月間，羅耀拉一個人

住在山洞裡，從身體/精神兩方面折磨自己，直到經歷異夢 和

異象。他宣稱通過某種幻覺（hallucinations）獲得了天

主教的秘密教義， “在他身旁的介質，該介質十分美麗

給他安慰 有時這個介質呈現出蛇的形態，並有 

許多像眼睛的發光點。當他凝視著這個介質時，感到 

快樂和慰藉 ... 但當介質消失時，他又感到悶悶不樂”。 

這裡又看到了撒旦的洞穴啟示，與穆罕默德經歷的十分相

像 ---- 不同的是，出現了蛇形態介質，而不僅僅是“光明 

的天使”；相同的是，羅耀拉和穆罕默德在接觸介質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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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抑鬱。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41 / 730 

 

 

10 個月的穴居生活結束後，羅耀拉去往耶路撒冷，接觸

天主教-方濟會教士們，那裡的教士們不願參與政治，所以 他

們讓羅耀拉趕緊回西班牙。於是，羅耀拉回到西班牙， 並

到神學院學習、和同伴們一起帶領門徒。羅耀拉講道時， 他的

一些女性跟隨者會變得歇斯底里：“一個無知覺地倒下，一個

在地上打滾，一個抽搐、發抖，一個痛苦地出汗”。 因為羅耀拉

的洞穴經歷，他也將自己獻給瑪利亞/亞舍拉女 神，所以很明

顯，這樣的現象說明撒旦介入了。羅耀拉後來一直宣稱擁

有某種秘術能力。隨後數年，因為被懷疑是Almbrado 的

會員，他兩次入監。 

Almbrado 也就是光明會（Illuminati），後文將詳

細介紹。 

人們無知覺倒下與抽搐的情形，可能會讓你想起近一個

世紀來在基督教會裡發生的某些場景，這些在我的“昆達

裡尼警告”（Kundalini Warning）三部曲裡將提及，油管

上也有相關視頻，敬請觀賞，以平衡對這些場景的認識。 

【譯者注：本人看過這個視頻，感覺其製作者因不接受聖 

靈超自然的工作，見解有所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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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保羅三世 

1534 年，羅耀拉已有了六位核心團隊成員，這些人都是

羅耀拉在大學裡認識的，他們後來都成為耶穌會的骨幹。

1534 年 8 月 15 日早晨，他們在達蒙瑟拉特島山的殉道聖

母教會（Church of Our Lady of the Martyrs）的地下

室裡立誓、將生命獻給耶穌會。有著軍人背景的羅耀拉， 

建立了規則&紀律，領導者無條件指揮下屬，羅耀拉成為了 

首位 高指揮官，他開始反對宗教改革、重建天主教會在

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統治。他們適時地來到羅馬梵蒂岡，教

宗保羅三世接見、讚揚了他們，教宗需要這樣的軍隊進擊

宗教改革者。教宗授予他們如下權柄： 

“將那些阻礙或者不幫助耶穌會的人逐出天主教會，授 

予權力，講道，領彌撒，更換總會長 ... 赦免異教徒，將 

教徒逐出教會、監禁；使用主教的權柄；堅振、趕鬼、執

行等； 偽裝 .. 攜帶可移動的祭壇，給全體贖罪券，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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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權利例外，徵稅，審判權，裁判權，委派代表、裁判、 治

安管理。” 

“…excommunicate all who would hinder or do not 

aid the society: to confer orders, preach, and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to change their 

general…to absolve heretics as well as imprison the 

excommunicate; to exercise Episcopal functions, to 

confirm, exorcise, dispense etc., to disguise 

themselves…to carry movable altars, give plenary 

indulgences, to live exempt, free from secular powers, 

taxes, as well as jurisdiction, authority sentence, 

and command of any other ordinary delegate, judge, 

magistrate, from any search.” 

換句話說，天主教會授予耶穌會高於教會法的權力， 耶

穌會可調動一切資源來完成工作。通過這次權力移交， 耶

穌會成為天主教與宗教改革運動對峙中， 著名、 強大的

武器。 

耶穌會 --- 精神練習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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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伊格內修斯.羅耀拉的命令之匙，是“精神練習” 

（Spiritual Exercises）。 

“精神練習”建立在羅耀拉在 Manresa 洞穴裡的體驗& 

所領受的秘密知識。羅耀拉基本按照他曾在洞穴裡召喚蛇、 得

到秘密知識的經驗作為範本，追隨者依樣而行。“精神練習”

成為耶穌會一切運動的基石，所有的耶穌會成員， 都參與

練習，以達到羅耀拉在洞穴裡 10 個月所達到的“功力”。 

系統化冥想（Systematic meditation）、禱告、凝視 

（Contemplation）、視覺化（Visualisation）、啟發 

（Illumination），從而達到某種類似狂喜的恍惚狀態。 

通過這樣的聯繫，追隨者們甚至會感覺漂浮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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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練習”由一名導師帶領，持續 30 天，導師會教導 

你如何想、如何感覺、什麼時候呻吟、什麼時候歎氣、想 

象什麼；整個練習過程中，將正常的喜怒哀樂切斷掉。30 

天后，這個人的心智就基本宕機掛掉了，如騾馬一般，時 

刻準備著服從。一位元耶穌會的觀察者這麼記錄：“視覺、 

視力、呼吸都被重置了，甚至沉默的間歇時間，都可以記 

錄下來寫在樂譜上...也就是說，這個人，無論是否被靈啟， 

都變成了一台機器，歎息、嗚咽、呻吟、哭、喊、屏息， 

都會保持同一節奏 ------ 那個被認為 有益的節奏。這樣， 

羅耀拉僅需 30 天就可以將一個人的意志和理智敲得粉碎。” 
 

經過類似“洗腦”（brainwashed）的練習並持續訓練， 

信徒們成為耶穌會的牽線木偶。耶穌會的章程規定，耶穌

會會員須立即對上級做合規的回應，完全犧牲自己的意願， 視

自己已死、無條件遵從上級指令。通過宣告耶穌會的總會長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46 / 730 

 

 

（General of the Jesuits）站在耶穌基督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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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要求會眾表現確定而無可質疑的順服。像教宗一樣， 

總會長獲得了統治靈魂的權力、從而也獲得了世俗權威和 

控制權。耶穌會章程文本中，有超過 500 處教導，要求會

員們相信耶穌會總會長的身體內，駐有耶穌基督。 

類似褻瀆上帝的段落還有：“無任何規章、聲明或生活 

守則，可以確認可恕之罪或死罪的範圍，除（耶穌會的） 

長官以耶穌基督之名、或以聖潔美德之名命令，這些命令

應被遵從，有益於完全美善；跟隨聖潔的耶穌基督、我們

的創造者和上主，讓愛和對一切美善的追求，代替恐懼， 

終勝利。” 

以上糟糕的文本的意思是，耶穌會的上級長官可以“耶 穌

之名” 讓下級幹壞事，只要他們感覺目的正當，或者為通

向上帝更大榮耀，可以不擇手段。羅耀拉甚至說：“我相

信，我所看到的白色，若等級教會定義它是黑色， 則

它就是黑色。”("...I will believe that the white 

that I see is black if the hierarchical Church so 

defines it.") 

對等級教會系統上層的完全、盲目、機械的遵從，是 

這些命令得以運作的基石，整個組織受教宗的統轄，是梵 

蒂岡 為熱誠、奉獻的戰士，他們依靠秘密行動和欺騙攻 

擊敵人 宗教改革者（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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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通讀耶穌會的誓詞，我們將更全面地理解他們詭詐的 

意圖，下一章節將提到這些誓詞。繼續之前，必須再引用

聖經裡使徒保羅的話，他寫給提摩太說，在末後的日子裡

人們將離開真理，跟隨魔鬼欺騙的靈。 
 

托尼·坎波洛 

以下是一位受歡迎的美國牧師（新興教會），Tony Camplo 

在“ 成為真正的基督徒”(Becoming Actualized 

Christians)一信中這麼寫：“我學習天主教裡重生經驗

的方式，特別是羅耀拉所說的精神練習，他是耶穌會的創

始人，曾是一位士兵，受傷後長時間在醫院裡康復，這段

時間裡他的心專注在上帝身上。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樣，他

發展了“與上帝合一”的經驗。他逐漸感覺到對精神純潔

的強烈渴望，並相信這將讓他經歷到上帝在身體內完全的

同在。在宗教改革之後，我們新教徒（抗議宗）從第 15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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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開始落後了，我覺得我們落後天主教太多了，羅耀拉方 

式的禱告，對我很寶貴。借助天主教（死去的）聖徒的幫 

助，我的禱告生活更加進深了。” 

要知道，“天主教聖徒”的背後是魔鬼，精神練習也是

出於魔鬼。注意後文將提到的 “新興教會運動”（Emergent 

Church Movement）也是一樣。撒旦將有毒液體注入基督教， 

我們需要瞭解這些運動，不因無知識而誤入歧途。即使它出

自聲稱上帝陣營之人的口，以光明的天使的偽裝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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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的誓詞 

Jesuit Oath 

閱讀耶穌會的誓詞，我們將更準確地瞭解天主教耶穌會

如何破壞宗教改革。此時須警告的是，一些扭曲、令人不

安的資訊馬上要出現，這是一些極度噁心的文本。但是閱

讀這些文本很重要，可藉以瞭解耶穌會，並深入瞭解撒旦

的策略。直到今天撒旦依然使用類似的策略。記住，他沒

有新的招數。順帶提下，臉書上我也放了這些文本的拷貝。 
 

伊格內修斯·羅耀拉 

“我的孩子...你已被教導扮演一名偽善者，在天主教會 

中，成為天主教徒，成為一位元監視者；不要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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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者中，成為宗教改革者；在胡格諾派，成為胡

格諾；在加爾文宗，成為加爾文主義者；在抗議宗，成為

新教徒。取得他們的信任，甚至到他們的講道臺上講道； 

盡可能激烈地抨擊我們聖耶穌會和教宗，甚至可以到猶太 

人中，低下頭來做一個猶太人，這樣可便利地收集更多

的資訊、更好地成為教宗的忠誠戰士。” 

“潛伏下來，在獨立、科學藝術繁榮、安寧的國度、行 

省、社區裡，在寧靜處，撒下嫉妒和仇恨的種子，挑撥他

們發動流血戰爭，製造革命和內戰。戰爭裡選好陣營，然

後暗中聯絡在對方陣營裡的耶穌會兄弟，當然，公開場合

裡彼此應繼續表現敵對態度。這樣，在交戰雙方締結和平

條約時，天主教耶穌會將成為獲益者 ..... 一切都是為目 

的服務的手段。成為間諜，盡力通過各種管道收集情報， 

在新教徒圈子、各階層異教徒、商人、銀行家、律師、大 

學教師、國會立法機關、審判機構、國務院中阿諛逢迎， 

獲取他們的信任，在一切事情上誓死效忠教宗、成為他忠 

實的僕人。” 

迄今為止，你已得到一些手冊，從菜鳥到神父助手、告 

解人、神父，但依舊未被授予（教宗之）羅耀拉軍隊中必

要的指揮權。在上級的領導下，適時成為管道和劊子手， 

因為若手裡沒有異教徒的鮮血，他就不能成為將軍管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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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因為，“若未流血，無人可以得到救贖”。因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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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地盡忠、確保得到救贖，你需要宣誓效忠教宗，重

複我的話這麼說：我保證並宣告，當機會出現、就發動對

新教徒/自由派的秘密或公開的戰爭，我將徹底消滅他們； 

無論年齡，性別或其他，吊死、燒死、消耗、水煮、剝皮、窒

息、活埋這些邪惡的異教徒，將他們中的婦女的胃和子宮撕碎，

將他們中的嬰兒的頭部撞在牆上打碎，徹底消滅他們的族類。 

任何時候，我將聽命教宗統禦下的 --- 耶穌會，若不能 

在明處，那麼就在暗處秘密地使用毒杯、勒帶、匕首、子 

彈，對任何名譽、階層、尊嚴、權威無區別地對待。” 
 

 

閱讀以上文字，可瞭解到這些令人震驚的策略，歸納如

下：潛入成為系統、文化或組織的一部分，然後從事

破壞工作，撒下仇恨和分裂的種子。有時，將自己放到 

檯面上，然後在幕後秘密從事完全不同任務；有時，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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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對陣營的人，卻秘密為同一目標努力。這種形式的攻擊， 有

時候又被稱為“第五縱隊”（A Fifth Column），意思是，

有效的進攻，不是來自東、南、西、北這些外部進攻，

而是來自內部。 

西塞羅（ Cicero）曾說，“即使全國是傻瓜或野心家， 

國家也不會淪陷；但若有叛國者，那麼亡國無可避免。敵人

站在城門口，並不可怕，因他揚著旌旗為人所知；叛國者在

城內自由來去，他詭秘的煽動細語在外街裡巷瑟瑟作響，即

使在政府的門廊亦可聽見。叛國者並不以叛國者的身份出現，

他與人們口音相近、戴著一樣的面具和外袍， 他勾引人心

至深處的卑鄙。他腐蝕國家的靈魂，他夜間無聲無息地毀壞

城市的支柱、感染政體令其無法維持。蓄謀者更應令人恐

懼。” 

第五縱隊策略，是撒旦的商標（Trademark），他用這樣 

的策略曾說服 1/3 的天使一同墮落、成為魔鬼的軍隊。撒

旦在天使/人類的身邊輕聲耳語、引誘他們離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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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我聽說，女巫會曾派遣一些女巫進入當地教會， 

她們公開地出現在禮拜聚會中，然後暗地裡從事內部破壞。 若

從外部被攻擊，很容易組織防禦並反擊；若敵人使用詭計獲

取了內部的信任，則可被輕而易舉地被摧毀。 

無法想像人們如何去執行耶穌會的這些畸形誓詞。回憶 

下，被設計來消除人正常情感、把人變成機器的的“精神

練習”，羅耀拉的“洞穴經歷”裡，有許多被魔鬼影響的

成份，執行這些誓詞，和“精神練習”高度相關。 

耶穌會的 H. Boehmer 寫到：“灌輸到我們身上的精神力

量的影響，後來很難被消除 這些力量會浮上水面，即 

使多年未提及，它依然時而出現； 後，我們已無法控制 

自己，不得不被難以抗拒的衝動所控制。”換句話講，經 

過“精神練習”，耶穌會的菜鳥們被邪靈所附，並按照這 

些邪靈的意願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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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的道德 

1. 無個人責任（ No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因耶穌會的行動基於對上級盲目的服從，會士們被告知 

無需對所做的負責，甚至無需對上帝負責 ---- 於是他們成 

為等級教會裡的牽線木偶。一位教授讓自己的學生成為一 

名天主教教士時說：“若你按照上級的命令做事，就無須 

為你的行為向上帝負責。若上級欺騙你，那麼就任由他們 

欺騙，他們會對此負責。若你遵循基於基督教哲學的“謙 

卑與服從”的金律，那麼你的罪（sin）將被轉嫁給他們。” 

看看，這多麼充滿欺騙性？ 他的意思是：不必擔心， 

你無需為自己的行為向上帝交帳。“不會被上帝審判”的

信念開始出現在他們腦海裡，他們開始幹壞事。若上級讓

他們殺人，他們會想：服從命令就好了，上帝不會讓我負

責的，要受責備的是上級。這是等級制用來克服、擺脫個

人良知的方法，把這個方法和“精神練習”裡超越正常情

緒、灌注魔鬼到人體內的教導一起看，就可以明白，耶穌

會是如何讓暴力極端行為成為可能。 

2. 不擇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第二條重要的原則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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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ies the means）。記住這一條，它很重要，在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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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面前正確與錯誤的絕對界限模糊了。以“上帝更大的榮 

耀”之名，罪惡和暴行被允許、被信服。事實上，耶穌會 

士眼中，如果乾壞事可以取得好的結果，那麼這個壞事就 

是“聖的” 不管它本身多麼噁心。可以撒謊、欺詐、 

偷竊、姦淫或謀殺，只要結果在你眼裡是好的，那麼手段

就自然而然地正確了。伊斯蘭教裡也有這樣的原則，若為

真主安拉的緣故，撒謊、欺詐、謀殺和其他暴行都可接受。 
 

3. 可能論（Probablism） 

第三個原則是“可能論”，很扭曲的一個原則。若耶穌

會士要做一件事，但知道這非常可能是不合法的，此時只

要他同時可以發現哪怕一丁點合法的可能性，就會繼續幹

下去。比如他諮詢了 100 位老師或醫生，99 位認為事情是

不合法的，然而只要一位認為是合法的，那麼他可以依據這 

1%的可能性來判定此事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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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外界確認讓他們繼續下去。這是自我欺騙的一種形 

式，在自我欺騙裡保持"良知清白"。 

4. 引導意圖（Directing The Intention） 

第四，是關於“引導意圖”的概念。若一個人同時做了 

好事/ 聖事，也幹了壞事，則靈魂無盈餘，亦無虧損。根

據這個理念，如果耶穌會士專注在所謂的“聖事”上，殺

人、撒謊、欺騙、偷竊都沒關係，靈魂依舊潔白如雪。這

是耶穌會系統裡比較深的欺騙法，甚至被會士們用來自我

欺騙。 

5. “模棱兩可” /“對聲明保留”（ Equivocation or 

Mental Reservation） 

第五，有一個“模棱兩可”或“對聲明保留”的教義信 

條。教義允許耶穌會士裡外有別，即使用完全無關的表像

表達隱秘內涵。這和秘密宗教一致，真正目的隱藏在雙重

意義的秘密符號裡，這些符號看起來都很平凡。一位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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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引用到：“允許使用混淆不清的術語，引導人們錯誤

地理解， ....... 耶穌會士發誓從未做某事（事實上他做了）， 

方式是加上一個日期、場合條件，如時間在出生前等，而 

他所說的又是另一層意思。意圖決定了行動的品質，可以 

通過大聲宣告或否認、然後輕聲加上一些尾碼，從而抹除 

謊言、使聲明變真實。” 

舉個例子：一位耶穌會士週四殺了人，員警將他帶回審

訊、問他是否殺人。耶穌會士回答：“我並沒有殺他”， 

這是一個謊言，因為他確實殺了人。但馬上，他又輕聲加

了兩字“週五”，即“週五我並沒有在殺他”。“週五” 

兩字發音太輕、基本無法聽悉，卻因加到了整句話的結尾， 使

謊言變成了實話。這樣，耶穌會會士即使事實上做了偽證，

在他們自己的眼中，依舊是無可指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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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和秘術 
Jesuits and the Mysteries 

像往常一樣尋找顯而易見的巴比倫宗教的線索、撒旦的

痕跡，我們找到了 John Baptista Posa 的耶穌會信條：“我

相信兩個上帝 自然而然的，父親-母親的概念就可以 

被認為是上帝和童貞女（瑪利亞），就像他們雌雄同體一 

樣。” 

以上是巴比倫假神宗教的基本教導：男神與女神從同一 

淵源而出，即巴力和亞舍拉。耶穌會士們精通占星術，並

在自己創建的學院裡，教導占星術。以下圖表來源於耶穌

會： 
 

20 世紀美國 著名的占星家和通靈者，簡·迪克森（Jeane 

Dixon）寫到，“童年時，一位聰明的耶穌會教士教導我占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60 / 730 

 

 

星術，他是屬上帝的人，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說占星術是 

錯的。” 

而且，耶穌會有來自巴比倫的金字塔等級制度： 
 

在 頂上的總會長，羅耀拉排位第一。耶穌會的總會長 

被認為是“黑教宗”，“黑教宗”是目前世界上 有

權勢的人，雖然世界上知道“黑教宗”的人其實並不

多。耶穌會裡，所有知識被分割為各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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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的各等級是一個同心圓，從外環到內環，每進階 

一級，都必須說全新的誓詞。前文我們提到的那個誓詞， 

其實並非 終、 高級的誓詞。通過進階、終身遵循這畸

形的命令後，他們將進入 隱秘的內環 耶穌會的秘術 

（上圖帶 M 的圖示顯示）。一些人到達了那裡，也只有到

達那個 終的啟示高度時，他們才會真正發現他們的系統 

及其畢生的工作，是為路西法、古蛇服務，而非上帝。羅 

耀拉所宣稱的，洞穴裡天主教秘密教會的全景圖，這才真 

正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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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的崛起和衰弱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esuits 

 

耶穌會的擴張 

Jesuits Expand 
 

捷克布拉格的耶穌會大學墨

西哥的耶穌會大學 

耶穌會在歐洲迅速地擴張，在各地建立學校，贏回一些

被新教徒奪取的失地。通過控制教育，他們控制了資訊的

流轉，從此控制了下一代人的世界觀。若登陸美國波士頓

耶穌會學院的網站，將看到他們所承認的東西：“1547 年，羅

耀拉在西西里，為非耶穌會士的青年人創建了一所學校， 他看

到這是一個塑造青年人心智靈魂的機會。帶領人們來到上帝

面前，他通過影響這些青年人，影響了更多他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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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人群。” 這些為各年齡段兒童創建的學校，在全球迅

速複製，成為讓人們回歸羅馬天主教的一個秘密運動。 

與其他天主教機構的不同，耶穌會學校積極地鼓勵新教

徒兒童入學，這個策略讓他們有機會將羅馬天主教的儀式、 符

號灌輸給下一代。耶穌會特別瞄準富裕、有社會影響力的新

教徒家庭，因他們明白，這將使其所教導的世界觀流淌向社

會的方方面面。耶洗別的靈會努力進入那些有能力的男人們

的身體裡，並通過那些男人影響其他人。 

耶穌會派遣傳教士到中國這樣的遙遠國度。將耶穌會植

入其他文化很重要，通過學習他國文化與宗教，耶穌會士

成為教師並盡力獲得有影響力的權位。他們難以置信地盡

忠奉獻、努力、自律，為促成計畫而傾倒生命。像羅馬天

主教一樣，無論到達何處，耶穌會士便與當地的宗教和文

化妥協融合，站穩腳跟。而當返回歐洲時，他們將來自 

遙遠國度的邪術和假神思想帶回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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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到中國 

在英國，耶穌會使用了“第五縱隊”策略。1560 年代耶穌

會士進入英國後，冒充安立甘宗牧師、站上了英國國教 的講臺

傳道。1568 年發生了一件戲劇化事件，一位以英國國教牧師

身份出現的耶穌會士不小心丟掉了一份<秘密須知>，<秘密

須知>裡是關於如何侵蝕破壞英格蘭教會的文本。監察人員在

搜尋這位耶穌會士的房間時，還發現靴子裡藏 有更多的檔，

包括耶穌會執照，以及教宗庇護（Pope 

Pius）的手諭，授權他按照需要講道、在英國國教中製造 

仇恨與分裂。耶穌會認為摧毀教會的 好方式，莫過於以

牧師的身份滲入教會，在講臺上製造分裂，並引入天主教

儀式。 
 

西班牙無敵艦隊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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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多次計畫暗殺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以令英國

重回羅馬的懷抱。1588 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進攻英國，就是為顛覆被羅馬天主教認為是異端

的英國女王。西班牙無敵艦隊被擊敗了，但耶穌會誓詞確

是真實的，無法公開而只能秘密獲得。伊莉莎白一世死後， 

詹姆士一世登基，1605 年耶穌會的蓋伊.福克斯（Guy 

Fawkes）主導聲名狼藉的“11 月 5 日火藥陰謀”，計畫引

爆議會大樓、殺死詹姆士一世&上下兩院全體議員，但計畫

失敗了。英國在每年 11 月 5 日這一天都會舉行慶祝活動。 

耶穌會被一些人懷疑應對 1666 年的倫敦大火負責，但暫

無法找到足夠證據-------1667 年，一位自稱天主教的人寫

了一本書，書中將教宗描繪成橫掃倫敦城的火焰。 

的確，耶穌會在英國備受挫敗，但在歐洲大陸卻屢建奇

功。在義大利、西班牙、葡萄園、奧地利站穩腳跟後， 

耶穌會將目光轉向了德國 ---- 宗教改革的起始點，耶穌會 

在德意志獲得了對諸侯的影響力，並開展針對新教基督徒 

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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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戰爭 

耶穌會誓詞，有“為天主教的緣故製造國與國之間的分

裂與流血衝突”的部分。為實現此誓詞，耶穌會迫害基督

徒，導致歐洲分裂、戰爭流血事件爆發，他們迫害德國基

督徒，1618 年直接導致三十年戰爭（30 Years War）的爆

發。雖然新教國家瑞典加入了戰爭,保護德國免於回到天主 教

的黑暗世界裡，但德國依然遭受相當大的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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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匈帝國，耶穌會極具影響力並控制了帝國皇帝、離 清

洗全境的新教基督徒僅一步之遙。 

16 世紀中葉的波蘭，因為接受宗教改革而成為當時歐洲 

強大的國家，後來耶穌會在波蘭也取得了強大的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導致波蘭國家衰弱、睦鄰政策慘重失敗， 後

波蘭瀕於滅亡。 

在法國，耶穌會滲透的速度較緩慢，但在教育機構獲得 

了主導權。1589 年與 1610 年，耶穌會分別策劃並成功暗

殺法王亨利三世與他的繼任者亨利四世。耶穌會認為，殺

死“異端”國王是他們的權利。INRI，在聖經裡的意思是 

“猶太王，拿撒勒人耶穌”，被掛在在耶穌頭頂的十字架

上，以羅馬文書寫----然而，耶穌會給了 INRI 一個隱秘

含義，即：“殺死不虔誠的統治者”（Iesus Nazarenus 

Rex Iudaeorum/ It is just to annihilate impious 

rulers）若你讀耶穌會的誓詞，將明白他們對世俗權柄無

任何尊重。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更符合耶穌會的胃口。路易十四由一

位耶穌會神父帶大，路易十四對新教徒抱持極端偏見、並

施以恐怖迫害。因為路易十四的個人生活較為不潔，這位

神父小心地利用路易十四的隱私，令其在腳前顫抖地尋求

饒恕。這也是天主教神父們的一種慣常策略---在告解室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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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隱私，然後敲詐勒索。知識就是權力。及至 1685 年， 

法國的環境變得如此險惡，以至於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被迫

離開家園、流亡遠方，留下的人們則面對可怕的酷刑。 

這樣的狀況在全歐洲出現，真正的基督徒不得不流亡， 

以躲避羅馬天主教的迫害。在福克斯（Foxe）的<殉難者> 

（ Martyrs） 中有一些例子。 

 

 
耶穌會的退潮 

Suppression of the Jesuits 

耶穌會在全歐洲持續獲得權力與影響力的同時，他們也 

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不動產，貪婪、鬆弛的道德、無止境

的政治干預，使各國人民開始敵視和憎惡他們，耶穌會退

潮了。特別是在耶穌會的高層內部出現了大面積腐敗時， 

各國當局開始意識到，社會的分裂與騷亂，很大程度上要

歸咎於耶穌會這個團體。事實上，耶穌會像癌症一般，威

脅著整個社會。 

當局們再不能忍受耶穌會了。1760-1770 年，過去與羅

馬天主教交好的國家，頒佈了系統性的政策，要將耶穌會清

除出去。雖然此時的教宗克萊門特十三世（Clement XIII），

依舊支持耶穌會，但歐洲各國均向教宗施加壓力， 要求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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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採取措施解散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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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強烈抗議耶穌會的所作所為，1762 年法國政府

發表聲明：“任何文明國家根本不能接納耶穌會，它本

性裡充滿對任何屬靈與世俗權柄的敵意；耶穌會並不

傳講純正美好的基督福音，而是在瑰美的宗教面紗下， 

使用間接、隱秘、迂回的手段，將一套孜孜不倦、意

圖推翻所有政權的體系帶入國家和教會 ..... 耶穌會 

的信條並不正當，是一切宗教和誠實原則的破壞者， 羞

辱了基督美德，對市民社會極其有害，對國家權利、王權、

國王的安全、臣民的順服充滿敵意；耶穌會信條更適於煽

動地區大騷亂、在人心中孕育並維持 糟糕的墮落。” 

注意，耶洗別（Jezebel）或亞舍拉（Asherah）與眾

不同的特徵：對所有政權充滿敵意，使用操縱和秘密手段

篡奪政權、宣告統禦四方 這不會讓我們驚奇，因為羅 

耀拉曾經花了 3 天時間，將自己獻給了蒙瑟拉特島 

（Montserrat）修道院裡有著黑童貞女形象的女神，將靈 

魂交由女神執掌，令其特質彰顯。 

對教宗的壓力變得如此之大，以至於教宗已無法忽視這

些壓力了，1769 年教宗勉強召集了一次秘密的紅衣主教會

議，意圖壓制耶穌會的發展。詭異的是教宗在會議前一天晚

上死去，耶穌會被懷疑是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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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克萊門特十三世 教

宗克萊門特十四世 

繼任教宗，克萊門特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試圖

改革耶穌會卻徒勞無功，1773 年在歐洲各國皇帝的進一步

壓力下，他廢止解散了耶穌會。一年以後，他被毒死，耶穌

會又一次在嫌疑人名單中拔得頭籌。 

耶穌會被迫解散，至少表面上，它從世界消失了。但在

俄羅斯，耶穌會被允許繼續存在，因為波蘭剛佔領過俄羅 

斯，而耶穌會願意為俄羅斯的復仇計畫提供幫助，因此作

為回報，俄羅斯為耶穌會提供避難所。耶穌會對波蘭的衰

敗負重大責任，波蘭人更有理由不喜歡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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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作為有效武器的日子到了盡頭，撒旦需要改變策

略、重新發動對猶太人和新教徒的戰爭。啟蒙時代（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開始了。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271 / 730 

 

 

 
 

 
 

 

 

 

第三部分

啟蒙運動 

-------------- 
 

啟蒙運動 

The Enlightenment 

被認為是基督教的耶穌會，以其花招、騙術、惡行，令 

整個歐洲感到噁心。就像中世紀天主教將人們牢籠在無知

裡、以永葆權力，建立十字軍、宗教裁判所，對不願改信

天主教的人使用酷刑和殺戮，勒索、恐懼、恫嚇，從無知

人們手裡積聚大量財富。以上皆是他們在十字架旗幟下的

所作所為，以耶穌之名行邪惡之實。那個時代的人們，看

到這些醜惡的事，覺得基督教、上帝如此醜惡，於是轉而

將憤怒指向上帝。 

對耶穌會與天主教的邪惡的憤怒感，點燃了一場新的運 

動 ----- 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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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士底獄 

今天，因天主教與耶穌會的所作所為，上帝的聲譽依舊 

被玷污。舉個例子，當基督徒譴責穆斯恐怖分子以真主安

拉之名，把大樓炸掉時，經常會聽到以下反駁：“基督教

也有類似的記錄，十字軍東征不就是嗎？”這時，很多基

督徒要麼啞口無言，要麼感覺應為十字軍辯護一下，或者

乾脆直接跳過這不光彩的一頁。事實上，十字軍並非來自

基督教，而是天主教，他們完全不同。而且我也希望讓大

家知道，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酷刑折磨、殺死的人，事實

上正是新教徒。 

因此，基督徒為天主教的腐敗辯護，就像猶太人為希特 

勒的大屠殺辯護一樣荒謬。邪惡與基督信仰、上帝、我們

的祖先都無關，我們的祖先恰恰是邪惡的受害者。這並不

是說，基督徒行事完全，而是說，天主教的背後是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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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舍拉、路西法/撒旦。就像我們所見的那樣，天主教的耶 

穌會，將自己獻給亞舍拉女神 ---- 但很多基督徒並不明白 

這一點，更不用說非基督徒了，期待這種認識能夠扭轉。 

我感覺，耶穌會士們就像屬靈意義上的自殺性人體炸彈， 

的確，當時全歐洲人都憎惡他們，他們聲譽盡毀、只得從

各國逃離；但對於撒旦來講，至少，天主教耶穌會已經毀

壞了上帝的聲譽，而且人們因感覺“耶穌會”是上帝的代

言人，而開始憎惡上帝。 這是第五縱隊策略 ----- 天主教 

耶穌會，偽裝成他們想要摧毀的那個東西。 

到了 18 世紀，為逃離天主教得勢以來持續的宗教混亂、

逃離天主教帶來的腐敗與獨裁，人們開始創造一個沒有上

帝的“新世界”，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出現“無神論”的

意識形態。 

有時，我們會將啟蒙運動想像成一個中性的運動，這個 

運動追尋源自人類自然進化的理性與科學，似乎頭頂的那

盞燈突然熄滅了、上帝離去了。事實上，這是某種即時反

應，一場以“反上帝”為核心的運動發生了，閱讀當時啟

蒙領袖的引述，對此認識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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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 

“可以看見在羅馬教會成立之初，他們就熱愛控制人類 

的心智、消滅理性。” --- 伏爾泰（Voltaire） 

“就像你知道的那樣，宗教裁判所完全是一個基督教的 

發明，令教宗和教士們得到更多的權力，並且將整個王國

落入偽善。” 伏爾泰（Voltaire） 

“每一個明智的、光榮的人，都應認為基督教派被恐懼 

所籠罩。” ---- 伏爾泰（Voltaire） 

“今日世界的 大的邪惡是基督教 ... 世界的每一個有 

它的角落皆充滿了無知與偏見，但事情的複雜性在於，交 

織巨大聲譽、並與傳統親密纏繞的，是羅馬天主教教會， 

它向外展示許多面孔，並在世界各地永遠與自由為敵。” 

-----HG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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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他們交替使用“基督教/ 羅馬 / 天主教教會”。

這些引述突出了啟蒙運動思想家對基督教與天主教不加區

分的事實。他們看到了天主教教會的罪惡，並且決定，若

這就是來自上帝的宗教，那麼他們必須也丟棄這個糟糕的

上帝。作為替代，他們將轉而向知識與科學尋找答案，並

將人類自己作為萬物的中心。就像亞當和夏娃一樣，他們

離開生命樹，將希望建立於知識樹（分別善惡樹）那裡； 

他們未發覺已被蛇所欺騙，蛇曾在夏娃耳邊細語說：上帝

不過是一位要讓人停留在黑暗與無知當中的、充滿憤怒的

神祗而已。 

<物種起源> 

早期的啟蒙運動思想家，在建構一個無神論世界時，都

有一個大問號：若把上帝挪開，他們就無從知道世界萬物

從何而來、如何開始。 暗示所有的事物無須創造者的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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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直無法獲得普羅大眾的接受，直到查理斯.達爾文 

（Charles Darwin）出版<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這本書直到 1859 年才出版，因此，在該書出版前的 100 

年間，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即使有心要丟棄上帝，他們

若足夠誠實也是無法做到的。他們依然需要某種更高的力

量來解釋世界如何產生並存在。顯然，以他們貧瘠的腦袋， 地

球沒法突然自行出現。 

必須有某種力量導致地球出現。除了上帝，沒有其他科 

學理論可使用，因此，許多人開始傾向於相信一個稱為自

然神論（Deism） 的信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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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神論 

Deism 
 

自然神論（Deism）的概念較為模糊，各版本的定義有諸 

多細微區別，但基本的理論是：宇宙有一個創造者，當創

造完成後，創造者就往後坐、讓宇宙自己運轉。 流行的

比喻是，製造了鐘錶後令其自行運轉，除非錶針停轉，否

則不加干預。鐘錶形成“錶針圍繞錶盤轉動”的自然機制。 自

然神論中的神祗，並不影響人類事務，僅只依靠自然界的理

性和觀察 自然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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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然神論中的神祗不干預人類事務，自然神論者相 

信，上帝並不給人任何直接的啟示，故而所有的聖書，都

不過是人類對宇宙真理的解讀而已；聖書中可能有一些智

慧，但都不是從上帝口中說出的真理，沒有美善的、神聖

的啟示。自然神論者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神祗，都是同一

位神，只是起了不同名字而已。沒人有資格說，他的神祗

比其他神祗更高級。因為厭煩了宗教戰爭，人們樂意拋棄

絕對真理，並不再為“我才認識真確的上帝”而掐架。類

似“所有版本的上帝皆正確”的解決方案出現了，大家和

平共處，每個人都有一塊“真理的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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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帝更不好定義了，而且定義本身更加主觀，上

帝成為你天馬行空想像的、任意稱呼的那一位。自然神論

者開始將“天道（Providence）”這個名字放在上帝身上。 

這個普遍意義上的上帝在形形色色的宗教中存在，也在自

然界被觀察而得，但不能個人化、面對面地被認識。 

自然神論是泛神論（ Pantheists）的先驅 泛神 

論認為，自然就是上帝，樹木、石頭、鳥、河流都是

上帝。自然神論者認為，上帝通過受造物與人類交流；泛

神論者則更進一步，認為上帝等同於受造物，他們惟妙惟

肖地將上帝描述成一位女性，如自然母親（Mother Nature） 

或地球母親。若習慣這樣稱呼，我們極容易滑入泛神論。

自然母親或地球母親都是無稽之談，只有一位作為“父” 

的上帝。有時候，人們將自然母親人格化，稱呼她為蓋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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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a，大地女神），注意到沒有，這又是一位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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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亞女神 

自然神論也是普救論（ Universalism）的先驅，普

救論認為，只要信神（無論哪一位），每個人死後都

可以上天堂 ---- 上帝在不同人群中的名字不同，相信哪 

一位神都可得救。愈發向科學俯首的自然神論者們，甚至

開始將上帝作為某種科學術語，如涵蓋性術語（Umbrella 

term）：宇宙偉大建築師（GAOTU，The Grand 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它對宇宙有規劃，而且人們可以通過行

動改變規劃的方向 就像修理鐘錶一樣，世界向著必然 

性滴答前行，而人類補強這些個規劃。人類開始號稱可以 

依靠習得知識、演繹進化而通往啟蒙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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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所做所為，有力地消減上帝的概念。他們的小腦 

袋裡，還不能完全沒有上帝，但他們也不喜歡每天生活裡

都有上帝；在達爾文的進化論出現前，自然神論成為人類

所需的中間階段。 

你會發覺魔鬼天才式的聰明，在控制著這一切：啟蒙運 

動成為對宗教改革的有力反擊。因天主教的放肆，人們開

始棄絕上帝，與此同時撒旦的多神秘密宗教混雜進來。自

然神論中，世界上所有的神祗都是同一位上帝，只是起了

不同名字而已。 

現在，這些啟蒙自然神論者（Enlightened Deists）， 

開始尋找另外的屬靈真理，他們離開基督教上帝，加入共

濟會（Freemason）。  共濟會的歷史基本是隱藏的，在

某一特定時間點以前，它是個平淡無奇的組織，這個

特定時間點之後，成為一種自然神論教會， 後它成

為純粹的巴比倫秘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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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 

Freemasonry 
 

共濟會起源於中世紀英格蘭、蘇格蘭、法蘭西的石匠行

會（Stonemasons），這種行會在啟蒙運動前就出現了。石

匠行會成員們秘密交往，並成為城堡、大教堂與主要建築

物的重要的建設工匠。做為兄弟聯盟，他們自由在城鎮間

往返，在建設工地幹活兒。隱秘握手及一套符號逐漸發展

起來，以確認彼此的行會身份，行會（Guild）本身具有排 他

性，不允許外人隨便加入。這些行會又叫做小屋（Lodge） 是

聯盟的原始形態，存在的目的在於，達成成員內部的互保

&信任。 

行會的隱秘性，使其有能力壟斷、控制知識 ---- 若每個 

人都掌握了全部知識，原來的熟練石匠就無法如此廣受歡 

迎，工作量和報酬都會受到影響。即使在這一低層次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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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我們依然看見，人們通過嘗試控制資訊的自由流通， 從

而維持原有權力與力量。 
 

17 世紀的蘇格蘭石匠行會，甚至發展出接頭黑話 

（ Passwords）和隱秘握手，並迅速散佈到所有石匠行會。

情況並不止發生在石匠行會，在中世紀各行各業的公會中， 隱

秘交流手段變得極為平常。是特殊技能知識或行會，給了這

些會員們威望和壟斷能力，因此他們試圖保護這一切。 這是較

低層次的共濟會的起源，那個時代是“操作性/ 體力型

（Operative）共濟會”，是字面意義上的“建築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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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錄 <古老指示> 

但是，早在 14 世紀，我們開始看到一些危險的徵兆，因

這些行會和寧錄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14 世紀下半葉，115 

份稱作<古老指示>（ Old Charges） 的文本，被裝訂在

一起，描繪出行會的本質、組織和行動方式。一份西元 1425 

年的手抄本，顯示出石匠行會認為甯錄是世界首個偉大建

築 巴別塔的推動者，還是巴比倫帝國許多著名城市的 

設計者與建設者。於是，石匠行會尊崇甯錄為創始人。現

代石匠公會中，依然存在“寧錄的誓詞”與“寧錄的指示”，  

並被教導成員背誦、遵行。回顧我曾提到過的：“宗教將

繼承其先知的特質與性情”，這個理論在此成立，<古老

指示>建立了基於古巴比倫秘術的屬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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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紳士 

一段時日後，石匠行會逐漸開始注重屬靈隱喻，並減少

對建築物建設的關注度。17 世紀後期，隨啟蒙運動的持續

推進，石匠行會開始讓可接受紳士（Accepted Gentlemen） 

加入其中，這些“可接受紳士”與建築業並無聯繫。一些

人暗示是因為貴族們對建築學的興趣增長了，但事實是， 

人們逐漸認為,擁有行會秘密與象徵符號的石匠公會，擁有 

古文明一脈單傳的隱秘真理，加入石匠行會將使其“領先

全宇”。 

18世紀早期，所有的石匠行會原則的起源重心，轉移

至屬靈寓意，在此任舉一例：“未經成型的石頭”象徵嬰

兒期的人    粗糙而未經雕琢；經雕琢的石頭，則代表“經 

年累日，在虔敬、美德中生活的人們，這些人只能被神話

語的圓規與自我良心的角尺試驗和認可”（ Man in the 

decline of years, after a regular well-spent lif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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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of piety and virtue, which can not otherwis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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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d and approved than by the Square of God's word 

and the Compass of his own self-convincing 

conscience）。 

這裡所說的交易工具-----圓規和角尺（ Square and 

Compass），被用來描述靈與哲學。 

啟蒙運動帶著人們離開上帝時，精神空缺立即被共濟會 

填充了。當時影響力 大、 有能力的啟蒙運動的發起者

和撼動者，包括政治家、科學家甚至牧師，成為共濟會的

新會員。共濟會不再是操作型的，而變為思想型 

(speculative) --- 它與體力勞動的建築業無關了，符號 

背後有了真實的屬靈含義。寧錄與巴比倫接管了整個共濟

會組織，發起者不再視自己為教堂或城堡的建造者，而是

新社會的建造者 ---- 新社會將脫離（天主教的）宗教暴政。 

英國的第一個大共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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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基於“啟蒙真理”，而“啟蒙真理”則源自古代

文明的薪火相傳。1717 年，第一個大共濟會（Grand Lodge 

of Freemasonry）成立，這是首個正式形態的思想型共濟

會（speculative Masonry）。共濟會事實上成為了自然神

論教會，並事實上成為古代秘密宗教的現代形態，聚集歷

史上一切秘密宗教的“智慧”。 

接下來，共濟會將帶領我們瞭解聲名狼藉的光明派 

（Illumi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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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光明會/ 光照派 
 
 

任何談到光明會的話題，通常總從亞當.維斯豪普特 

（Adam Weishaupt）開始，我也將從他開始。 

1748 年 2 月 6 日，亞當·維斯豪普特出生於德國的巴伐

利亞，七歲入學於一所耶穌會學校，並在青年時代被灌輸

了神秘宗教的理念，幫助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思想觀

念，終其一生無法擺脫。再長大一些，他還學習一門叫“古 典

宗教”的課程，實際上是古典秘術的委婉講法。因此， 維斯

豪普特長大成人以後，已經對神秘宗教非常精通了。 

1773 年，當教宗克萊門特十四世解散耶穌會，維斯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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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繼續學業，並成為一位天主教教會法的教授——這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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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只能由耶穌會會士擔任。一年後，他被吸收成為共濟會 

秘密社團的成員。 

1774 年，亞當.維斯豪普特加入共濟會時，共濟會已成

為一個完全秘密的社團，但仍然以一種金字塔式的知識等 級

制度組織起來。處於社團底端的大眾或麻瓜們 

（Muggles），完全不知道教義與儀式背後所真正隱含的本 

質與意義。只有沿著秘傳知識的等級上升的時候，他們才

能接近在真理頂端的路西弗的“全見之眼”（All Seeing 

Eye），或共濟會的光明（Light），這時他們的意念就被

“照亮”了。我曾以過去時態引用過它，其實今日同樣適

用。蘇格蘭版本的共濟會儀式中，這是廣為人知、長

期實踐的儀式，體系裡至少擁有 33 個等級，像弟兄會 

（ The Shriners）一樣的光明會，還有更高更多的精

英等級。低位階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隸屬于一個崇拜巴力、 

亞舍拉和路西法的團體，相對高幾個位階的光明會會員也 

被誤導了，甚至那些被吸收進入共濟會的基督徒，也相信 

共濟會與基督信仰可以並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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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斯豪普特可不是這樣的“麻瓜”，憑藉耶穌會背景、

通過“古典宗教”所習得的神秘宗教知識、希臘哲學，他

很清楚共濟會教條和儀式的起源。1776 年 5 月 1 日，也就 

是他加入共濟會第 2 年，耶穌會正式被教宗解散第 3 年， 

他開始在共濟會這樣一個秘密社團裡，建立自己的精英社團、

將社團建立在與耶穌會秩序並行不悖的的原則和技巧上。他計

畫招募前耶穌會士作為他自己社團的發起人（該計畫基本失敗），

並準備把這個新的秩序叫做“完美者的  秩序”（The 

Order of Perfectibilists） 。不過，當時他們另外一個

名字更為有名，就是 Ordo Illuminati 

Bavarensis，簡寫為 Illuminati（光明會），光明會

的意思是“被照亮的人們”（ The Enlighten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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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會是共濟會的精英團體，認為自己的思想被秘傳知

識所照亮，他們以知識的優越性、比常人獲得更多啟示為

傲（無論是不是共濟會員）。以金錢來資助這一團體的人， 據

說是一位名字叫梅耶.羅斯柴爾德的人，後文將介紹。 順

便提一下，維斯豪普特的德語名字翻譯過來就是“領導那

些掌握知識的人”，Adam（亞當）這個詞的意思是“人”， 

weis（維斯）意思是“掌握（知識）”，而 haupt（豪普

特）意思是“領導者”。 

光明會，基本上就是披上了自然神論或者世俗的外衣的 

耶穌會。維斯豪普特遊說以前的耶穌會士加入光明會時， 

許諾恢復他們過去的影響力。但只有兩個人接受了他的邀

約，其他人都拒絕了。維斯豪普特的驕傲受到了傷害，遂

轉而開始攻擊天主教會，宣稱天主教會是他的敵人   至 

少在公眾場合是這樣。這幫助人們認為，維斯豪普特的工 

作似乎是反天主教的，而反天主教情節，在那些他試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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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人群中是一種普遍的情感。就光明會的願景來說，維

斯豪普特確實給光明會注入了與耶穌會相同的理念——這

些理念擁有耶洗別和亞舍拉的特質。像耶穌會一樣，光明

會的目標除了絕對的權力與控制，沒有別的。 令人擔憂

的是，他們保留了耶穌會的核心信條，那就是“只要目的

正當，可以不擇手段”，這個詛咒會讓無數的暴行正義化。 

這個目的，就光明會來說，就是毀滅所有的基督教，推 

翻所有的政權，並創造一個世界新秩序（ New World Order）。 
 

自然神論者、共濟會會員和光明會會員認識到，國王和 

女王的世俗權力是由教宗的屬靈權威賦予的，而教宗在幕

後有效地掌控著君主國家。就像甯錄和塞米勒米斯以宗教

權威來保持對帝國的控制一樣，歐洲的君主們也尋求教宗

的承認，以此來控制他們的領土。如果教宗不承認，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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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統治幾乎就會喪失合法性。因而在大眾的眼中，歐洲 

的君主國家與腐敗的天主教系統難分難解。這是一種教會 

和國家的結合，世俗和靈界的結合，後果是極度的壓制和 

邪惡。 

因而，光明會的解決方案就是將教會與國家分開，並逐 

步毀滅它們。基督教一旦被消滅，自教宗而來的君王統治

合法性就不得不被顛覆。革命必須發生，這革命就是光明

會努力要推動的。 

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教授，共濟會員，同時

聲稱是一名光明會會員、加入了這個精英秩序，在自己的

書<陰謀的證據>（Proofs of Conspiracy, 1797 年）中

這樣寫道：“光明會是由一批教授和知識份子構思，組織

和鼓動起來的，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僅傑出，還很狡詐和聰

明，他們已經決意將自己的聰明才智完全交給魔鬼來使用； 陰

謀不僅是由共濟會員以共濟會的名義策劃的，也是由邪惡之

人策劃用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共濟會不過是他們的工具而

已…… 

……我發現共濟會的隱秘地點在每個國家都用來散佈宗 

教和政治觀點，這些觀點不會出現在公眾之處，以避免將

製造這些觀點的人暴露在極大的危險之中。我還發現，這

種不負責任逐漸地鼓勵那些本來就很放縱的人變得更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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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開始教導那些顛覆性的教義……以破壞對政府的信 

心……在我已經能夠跟蹤這些嘗試…..這些嘗試以哲學的 

火炬照亮世界這樣的可疑藉口來掩蓋….我發現這些學說

逐漸擴散，並與共濟會的不同系統混合在一起， 後一個 

團體被建立起來，表達自己要拔除所有宗教機構，推翻歐 

洲所有現存政府的目的。接著，他們將進一步佔領擴張他 

們的動作、覆蓋全球。” 
 

正是不必擁有產業就擁有財富、權力和影響力（例如， 

不用為產業工作）；並且，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必須

消滅基督教，然後……這種全球性肆意放蕩，會導致他們

與所有的邪惡聯繫在一起，讓他們能推翻歐洲所有的國家

政權，在那以後他們會考慮進一步的征服，將活動拓展到

地球的其它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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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的中間插入了一段重要的陳述，指出了消滅基督

教將導致“全球性的放蕩”(universal profligacy)，這

一點在今天仍然是真實的。城市、國家和大陸的“屬靈溫

度”(spiritual temperature)，依然取決於基督教會的狀

態。如果我們發現文化正墮入邪惡，有可能是基督教會出

了大問題。教會僅僅是存在於地球上，就可延緩人類墮落

敗壞的速度。上帝教導我們做光和鹽，鹽有多鹹，將保護

社會道德標準不至降低；光有多麼明亮，將決定我們居住

地的內在景況。 

羅賓遜接著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一個團體被建立起

來，表達拔除所有宗教機構、推翻歐洲所有現存政府的目

的……這個團體的領袖以不受制約的權力統治世界，而世

界的其餘人，只是這些看不見的領袖們實現野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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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賓遜描繪了一個秘密的等級層次，一小幫被照亮的精

英們統治著麻瓜（Muggles）大眾，不過這次的規模是全球 

性的。 

維斯豪普特很清楚，共濟會成為光明會理想工具的原因， 僅

因為共濟會的隱秘性。他說：“我們的秩序的力量就在於隱

蔽性，它永遠不會以自己的真實身份出現，而總是隱藏在另

一個身份，另一個職業的後面。沒有比共濟會的底層更適合

這種情況的了，大眾會習慣它，對它的期望也很少，因而就

很少會注意到它。其次，學習或者文學社團也 適合達到我

們的目的，如果共濟會不存在的話，我們會使用這些社團作

為偽裝。” 

共濟會被選中作為偽裝是因為它已經被大眾熟知，並且 

大家認為它是無害的。共濟會起源于工匠們的行會，這意

味著普通人不會認為它有什麼，這真是完美的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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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會/ 光照派的主題 

當我們講到共濟會和光照派的主題時，會發現自己正在

一片相當陰暗的渾水中探險，這片渾水，已成為持續數十

年陰謀論的流血溫床。許多人已經注意到發生在今日世界

的古怪事情，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這些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這

裡一定有什麼事情在發生 巧合實在太多了。若看了 

那些放在 YouTube 上的視頻，你很可能成為他們的一員。

不幸的是，這 終導致一些極其瘋狂的解釋，我感覺這些 解

釋會削弱真相。 

讓我以一種更加合理的方式來解釋這些事情吧。 

美劇<辛普森一家>有一集故事中，爺爺和 Homer 發明出

一種藥物（催情藥），能讓所有斯普林菲爾德（Springfield） 的

成年人很早就上床睡覺。天真的小朋友們無法理解發生的

事情，就聚集在 Bart 樹屋裡討論這些古怪行為的可能解釋，

他們開始以各自不同的想法來解釋， 後得出了離奇的結論，

即這些事情與吸血鬼和外星人這些說法有關。因為沒有相應

的知識來適當解釋，孩子們對事實的解釋荒謬可笑，但卻並

不意味著事實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我們所做的研究也是這樣，事實是如此驚人，以至碰巧 

發現的人被迫試圖以某種方式解釋它們。問題是，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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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這樣嘗試時，並未擁有基督世界觀，故而缺乏相應的 

基礎和背景來獲得事情背後所隱含的真正意義。這麼說可 

能會得罪很多人。事實是，若這個世界 基本的事實得不 

到好的理解 ---- 包括關於上帝的事、路西弗和邪靈的墮落、 

人的反叛、救贖的必要、耶穌的死與復活、撒旦的下場等

等 ---- 那麼，正確理解那些隱蔽和神秘的事物，將成為小 

概率事件。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 39 章的篇幅到達這裡， 

那是在為合理理解這些事情奠定基礎，惟透過聖經這個鏡

片，世界才能被看得真切。 

缺少基督世界觀，很多人轉而用外星人、時間旅行、邪

惡之人等比較尷尬的胡說八道來解釋。但千萬不要讓這些

解釋來削弱事實，那兒確存在著不少未解之謎。基督徒與

世俗世界的區別在於，基督徒知道靈要比物質更重要，因

為靈實際上決定了物質，一如推羅王控制推羅王子。 <約

翰一書>2 章告訴我們，許多敵基督的已經來了而且就要

來，這意味著許多血肉之軀想要實現撒旦的意願，這些人

代表撒旦。更重要的是，在他們背後的靈界勢力。基督徒

所進入的，是一場靈界戰爭，而不是血肉戰爭；耶穌再來

之前，靈界戰爭一直持續。所以當某人說，事情是被秘密

計畫好的、總會以特定方式發生。他們是對的，但這些事

情總有一個靈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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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光照派的原則，會發現他們幾乎就是我們所觀察到

的耶穌會秩序的延續。例如，亞當-維斯豪普特寫道：“如果

想要摧毀所有的基督教和所有的宗教，我們可以假裝有一

個獨一的真宗教，記住，只要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手

段……但這不過是個假像，那些我們用來拯救你的，那些

有一天我們用來將人類從所有宗教中要拯救出來的，其實

只不過是一個虔誠的欺詐行為，我們保留它，是為了有一

天將我們光照派的邪術或者哲學等級揭示出來。” 

我們又一次看到這句話：“只要目的正當，就可以不擇

手段。”光照派可以做任何的壞事，只要 後的結果是“好” 的，

這結果就是進步到新形態的社會。這可能、並實際導致了暴力

革命，以及財產、生命、社會的毀滅。光照派的 一條座右

銘是 Ordo Ab Chao，意思是“從混亂中建立秩序”。

光照派會將戰爭、內亂和猜疑等等引入社會，在 製造這些

混亂的前提下，接著入場提供他們自己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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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這時人們就會搶著接受了。他們將“第五縱隊”這個 

間諜網路植入社會以完成任務。在這些方面，曾經啟發了 

維斯豪普特的耶穌會秩序，與維斯豪普特鼓吹的新型社會 

沒有本質區別。唯一區別是，耶穌會聲稱要建立一個宗教 

秩序，而光照派則在自然神或者世俗外衣的掩蓋下工作。 

我們看到，光照派的標誌是對控制的渴望，這裡面有亞

舍拉的影子。光照派並不關心人們是否會接受他們的統治， 他

們已經把這看成他們的天然權力，因為他們的智慧要優於

“麻瓜們”，於是他們將自己認為 好的強加給世界。 

光照派不管在過去還是將來，都是一批鄙視合法權威的 

人，他們孜孜不倦地要篡奪權位。孱弱時他們以詭計、欺

騙、謊言達到目的，而且毫不掩飾他們滿心希望有朝一日

能夠掌握權力的野心；當這一天到來，他們將以恫嚇與恐

怖來實現殘暴統治，終極目標是完全操控，為此他們會用

盡辦法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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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整個的秩序也同時運作在光照派標誌性的等級體系中。 

“閱讀這份告誡的讀者，第一個職責就是服從他所在共

濟會總部（Grand Lodge）的命令，無論這命令是對是錯， 

作為一位共濟會員，他的存在取決於對上級的立即服從。

不服從必然被驅逐、結束一切，也意味著共濟會員身份的

死去。在共濟會裡，一個不可原諒的罪行就是悖逆或者不

服從。”-----<韋伯共濟會告誡>，Webb's Freemasons' 

Monitor, 196 頁 

“每位共濟會員的首要職責是服從上級的命令……，命 

令必須立刻得到服從；服從的性質、結果，事關下一步的

質詢。共濟會的服從原則與航海時類似，有‘無可推諉’ 

的性質：‘服從命令，即使你對上級有意見’” ----- < 

麥基的共濟會百科全書>， Mackey's Encyclopedia of 

Freemasonry, 5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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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耶穌會一樣，與等級秩序奴隸般的服從相較，對錯又 

被置於一旁。加上“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在

人性與 黑暗的墮落之間，就沒有道德的障礙了。上級可

以命令下級去犯罪，然後在罪行完成以後，又威脅要揭露

他們的罪行來脅迫他們。耶穌會也曾使用懺悔室來綁架控

制國王和女王們。 

“根據雷納教授和他的三位同事聯合簽署的證詞，光 

照派的頭幾個初等序列，是為在間諜訓練系統中培養專家。

一旦成員致力於這種包含的間諜、叛國或其他危險的事業 在

內的邪惡行為，他就會陷入永恆的恐懼狀態中，害怕他 的上

級會在某刻揭露他的罪行，這是四個共濟會員的見證。” 

----亞比. 奧古斯滕.德.巴呂埃爾（Abbe Agusten de 

Barruel） 

還記得耶穌會是如何用各種方式（主要是對自己和別人 

的謊言和欺騙）來壓制自己的良知來逃避公義的嗎？在光

照派這裡，這得到了延續。 

“除了謀殺和背叛之外，無論怎樣，你必須隱瞞你共濟 

會弟兄的罪行，當你被傳喚作為證人指控共濟會弟兄時， 

總要確保去保護他，搪塞其辭（做偽證），不要講述案件

的全部事實，保守他的秘密，忘記那些 重要的事實。可

能確實需要以偽證來做到這些，但你要堅守義務，記住，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03 / 730 

 

 

若嚴格履行義務，你就會從罪中被釋放。” ----------------------- 愛德蒙. 

羅奈恩<共濟會手冊>， Masonic Handbook, Edmond 

Ronayne, 第 183 頁 

這符合亞舍拉和耶洗別恐嚇的特徵：“當一位弟兄揭 

露我們的任何重大的秘密，無論何時，例如，他講述任何

關於波阿斯、土八該隱、雅斤，或可怕的 Mah-hah-bone（可

能是<共濟會手冊>的別名），或者甚至當傳教士以基督的 

名義在我們的集會上禱告時，你必須準備就緒，如果得到

命令，就割斷他的喉嚨，從根上拉出他的舌頭，將他的屍

體埋葬在湖泊或池塘底下。當然，這一切必須秘密進行， 

就像那個臭名昭著的男人 Morgan 的案子那樣，因為這都是

法律和文明所制止的野蠻行為，但是，你知道一旦發誓， 就

必須履行義務，在這件事上要嚴格和順從，你就會從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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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釋放。” ------- 愛德蒙.羅奈恩<共濟會手冊>， 

Masonic Handbook, Edmond Ronayne， 第 74 頁 

接下來的幾章中，我要向大家展示，啟蒙運動中撒旦 

並沒有改變計畫，他只是改變了技巧，通過共濟會讓神秘 

儀式在自然神論和世俗的偽裝裡延續下來。維斯豪普特的 

話解釋了光照派秩序的目的，他說：“光明，通過理智的 

陽光，照亮了理性，將驅散迷信和偏見的烏雲。” 

(“illumination, enlightening the understanding by 

the sun of reason, which will dispel the clouds of 

superstition and of prejudice) 

光照派裡很少看到這樣的語言，但可注意到照亮理性的

光來源於“太陽”，我們知道太陽代表巴力，因此其真實

意義是：欺騙、控制、對等級體系的無條件服從，以及秘

傳知識，都來自太陽。 為隱藏共濟會的真正意思和團體真

相，像所有的神秘學說一樣，共濟會常使用看上去很普通的

標記，來傳遞隱藏的意義。既然我們的研究已到達一定的深

度，接下來就應該裝備學習共濟會的符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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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的符號 

Symbols of Freemasonry 

全球秘術術士都相信，符號一旦被創制出來，它就得到

屬於自己的力量，符號越神秘，力量越強。並且他們相信， 若

局外人無法體認到該符號的存在，則符號的力量會強到無以

倫比。 

這令我們回憶起早先提及的 <海鷗喬納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現象 --- 當人們敬拜自己手裡造出 

的假神時，魔鬼們會把自己代入成為那些假神。所以，當

人以邪惡用意創造出一個符號、且符號本身代表某種魔鬼

時，符號就開始承載所賦予的那個力量。這就是實實在在

的巫術（witchcraft） 。 但若神秘性賦予符號力量， 

每個符號就必須被賦予雙重含義，這樣，符號本身才能隱

藏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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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伯特.派克 <道德 

和教條> 
 

阿爾伯特.派克（Albert Pike），19 世紀的共濟會員 

（第 33 級），寫過一本權威且臭名昭著的書<道德和教

條>（ Morals and Dogma） ，展示了巫術的秘密，書中寫

到：“共濟會，像所有宗教、神秘術、赫耳墨斯神智

學、煉金術一樣，向專家、聖人、精選者外的芸芸眾

生隱藏自己，使用錯誤的解釋來混淆真相，所有“不

配被開啟”的人都會被混淆與誤導，真理/亮光向他們遮

罩。” 

這裡的“專家、聖人、精選者”（Adepts, Sages, or 

the Elect）是指，共濟會中第 33 級或以上的級別 所 

謂的“被照亮的人”（illuminated ones）。<道德和教

條>這本書不是為那些低層級的共濟會員所準備的，更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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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那些“褻瀆”（Profane）的非共濟會員。此書的抬頭就 

嚴正敬告，所有退會或死亡的會員，需要將書本歸還給共

濟會，這樣，普羅大眾才不會閱讀到這本書。但事與願違， 這

本書的拷貝還是流傳到了市面上，成為了公共讀物。 

在共濟會阿爾伯特.派克這麼說：“一部分符號可以展 

現給初入會者，但必須以誤導性的解釋來展現。初入會者

不應理解符號，卻自我想像已經理解了 ..... 對於大部分 

共濟會菜鳥會員，符號本身有一種通行版本的解釋；但對

於高級會員則有另外更深入的解釋。” ------- <道德和教 

條>， 819 頁 

這裡，派克清晰地勾畫這樣一個景象，即共濟會使用

的每一個巫術符號，都有一個錯誤的公共性涵義，而真實、 

黑暗的涵義則被隱藏了。當非共濟會員、甚至低階共濟會

員詢問教義或者儀式時，他們必須被帶往混淆的意義那裡

去、避免接觸真實的撒旦教義。只有當他們向高等級晉

階時，真相才逐漸向他們顯明。就像我們一直所見的

那樣，所謂巫術的概念就是雙重涵義的系統 --- 通過 

寓言與象徵，隱藏黑暗的實意。 

將以上概念存留於心，來看看美國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的共濟會總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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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應當非常精通於解釋這些符號了。太陽代表著巴

力（Baal），月亮代表亞舍拉（Asherah），全見之眼（All 

Seeing Eye）代表路西法（Lucifer）。全見之眼裡發出的

光線，展示路西法自稱為“啟蒙知識的給予者”。第 33 級

共濟會員 Manly P. Hall 是這麼解釋全見之眼的：“全見

之眼象徵上帝，天堂聽從他，從心裡顯露出來，以公義回

饋。”這個符號以在美國的 1 元硬幣上出現而聞名，金字

塔裡有一隻眼睛 因為上帝是“偉大工程師”，所以符 

號裡有金字塔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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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注意太陽和月亮都在柱子上方，在共濟會系統裡， 柱

子代表神祗。因此這個圖像的意思與反復出現的所有巫術繪

畫一致，展現了一位太陽神、一位月亮女神，以及他們背後

的路西法。 

柱子是男性生殖器的符號。第 33 級共濟會員阿爾伯特. 

馬凱(Albert Mackey)寫道：“菲勒斯（Phallus，希臘語， 

男性生殖器圖騰）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經常由柱子代表， 柱

子的根基處被環形圍繞。”----<共濟會手冊>（ A Manual 

of the Lodge），1870 年，56 頁； <共濟會符號>（ The 

Symbolism of Freemasonry），60 頁 

根基處的圓環，代表女性陰部（vulva），而將柱子放入 

圓環，則顯然是一幅有著強烈性涵義的圖像，讓我們回憶

起早先看到的符號。共濟會佈告裡的一篇文章說：“陰性，

以月亮象徵，半月形態或新月形態；陽性，則以太陽象徵， 生

殖器形態，或將其在半月形中矗立起來，就像船桅杆一

樣。”----- “圓環裡的點”，佈告短講，1931 年 8 

月 
 

依然記得天主教的這個“桅杆與船”的符號？有許多方 

式獲得相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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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早先在梵蒂岡廣場旁邊看到過這個方尖碑，它將“點 

-圈”符號延展到空中。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這樣的方尖碑 

（亞舍拉柱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知名城市裡，政 

治中心或金融中心城市的那些方尖碑。而且，無論你住在 

哪裡，不必走太遠也將發現一個。 
 

美國國會大廈前的方尖碑 

以下來自倫敦、巴黎、紐約，方尖碑的原料直接取自 

埃及並於 19 世紀翻建；倫敦和紐約的方尖碑是一對雙胞胎， 

而巴黎與現存於埃及的一個方尖碑也是一對雙胞胎：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11 / 730 

 

 

 

 
 

以下來自德國柏林和俄羅斯克林姆林： 
 

以下來自加拿大多倫多、阿根廷布宜諾賽勒斯、巴西聖

保羅： 
 

以下來自愛爾蘭、衣索比亞、紐西蘭的三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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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每一大陸上都可以找到方尖碑，無論政治信仰相

同或不同。在主要的首都城市都找得到，特別是金融中心 

與政府首腦區，邊遠的國境線附近也是一樣，甚至在當地 

的公園裡。方尖碑散佈於世界各地，成為帶有性涵義的符 

號，代表來自撒旦的太陽神 巴力。 

2009 年夏天，我參觀了 Stirling 城的華萊士紀念碑， 

並且依據其造型，懷疑它是共濟會員所設計。這個懷疑很 快

就得到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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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今日大部分塔式建築都是柱狀的，必須注意這樣 

的常識：非每一幢摩天大廈都是隱藏的符號，但你會發現

每個共濟會員所介入的地點，性內涵的建築一定會出現。 

經常也會看到方尖碑形狀的墳墓，通常是為死去的共濟 

會員而建，但不總是這樣。有時候，因為成了一種時髦， 

許多人不明就裡而選用了方尖碑作為建築形式。 
 

記得先前提到的關於聖山的迴圈主題？ 撒旦喜歡在高

處宣告他自己是至高者。有了這個常識，再來看蘇格蘭首

都愛丁堡市，那裡是否有一個方尖碑呢？答案是肯定的， 

Calton 山巔之上，有一縱觀全城的方尖碑，它俯視蘇格蘭

議會、城堡以及其他傳統權力據點。就像“推羅國王” 控

制“推羅王子”一樣，會發現這些符號就往往出現在政府首

腦機構、金融中心的範圍內。有一個理論，即這些紀念碑矗

立被建立在數條地理軸線上、構成一定的形狀，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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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古老、神秘的符號聯繫在一起；它們像壟溝一樣，在 

點與點間傳遞能量。 

 

一個有趣的實驗，如果你在本區域內的海拔高處尋找， 

若沒有發現方尖碑，就會發現石圈或某種故意設計出來的

形狀。另外，在權力中心、影響力中心、金融中心附近， 

搜尋俯瞰建築物的方尖碑或神秘符號，或比較這些建築物

與方尖碑形成的幾何形狀或角度，將會驚異地發現撒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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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的實物證據，撒旦以這樣的方式影響著各國各地的政 

治領導人。 

我確定地知曉，在我的家鄉的制高點，總有一個石圈， 

如果你故意去搬動石頭，過段時間它們還會重新變回那個

圓圈。去搜尋看看，你會明白的。 
 

這也許是 著名的共濟會標誌性符號---角尺與圓規 

（ The square and compass） 
 

低階共濟會員被告知，G 代表上帝或幾何，偉大的建築

師設計了宇宙，但真正隱藏的意義在於它代表性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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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往常。字母 G 代表“世代”或生殖能力。<道德與教條> 

中，阿爾伯特.派克寫道：“性結合以字母 G 代表，生殖原

則（generative principle）是性行為的代碼 因此， 

圓規是創造神祗的赫爾墨斯符號，角尺代表孕育地球乃至 

宇宙的處所。”-----<道德與教條>， 850 頁 

因此，共濟會員們將圓規視為陽性，而角尺視為陰性， 中

間的G就是它們結合的產物。角尺和圓規，也是所有 邪 惡的

符號 六角星的改編。歷史學家約翰.J.羅賓遜（John 

J. Robinson）在他的<血中降生：共濟會的失落秘 

密>(Born In Blood：The Lost Secrets of Freemasonry) 

寫道：“共濟會的圓規，無非是撒旦六角星移除一些關鍵

部分。如羅賓遜所指出的，共濟會一開始有完全形態的六

角星，後來簡單地去除每個聯鎖三角形單杠，上邊的三角

形改換成角尺，底部的三角形改換為圓規， 後再把一個G 放

到中間，代表男性和女性交合的生殖力。” 

下一個例子裡，我們將日神取代字母 G，放到符號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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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六角星也在共濟會中被使用： 
 

共濟會作家阿爾伯特.馬凱（Alebert Mackey）說明了

這個六角星的性內涵：“朝下三角形象征陰性，對應約尼 

（Joni，女性生殖器）；指向上方的三角形象征陽性，對

應林甘（Lingam，男性生殖器）............ 當兩個三角形交錯， 

代表主動力量與被動力量、陽性與陰性的天然結合。 -------------- < 

共濟會的符號>， The Symbolism of Freemasonry, 1869 

年，第195，219，361頁； <道德與教條>，阿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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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1871年，第13頁； Wes Cook<你知道--皇家共

濟會雜誌裡的附身符>，密蘇裡共濟會研究 Did You 

Know? Vignettes in Masonry from the Royal Arch Mason 

Magazine , Missouri Lodge For Research, 1965年，第

132頁 

指向上方“男性”的三角形是光明，指向下方“女性” 

的三角形是黑暗，它們再次以性內涵進行聯鎖。這些符號

的意義有很多層，每一層都包含大量的思考點和關注點。

六角星代表 666 個野獸，因為它有 6 個點，6 個面和 6 

個角。 

還要注意這個六角星中的 T 或 Tau。 T 代表塔慕茲 

（Tammuz），太陽神和月亮女神結合的後裔。在 T 上方的

小圓圈，將符號變成“T 形十字章”（Ankh），在神秘術中，

T 形十字章代表的“太陽賦予能力的生命”。 

值得強調的是，男性和女性，光明與黑暗的雙重性概念， 在

巴比倫神秘宗教的東方形式，比如佛教中復興。例如， 下方

的這個陰陽符號，我們就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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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符號中，白麵代表男性層面，黑面代表女性層面， 

這又是一個性符號，它很常見、在今日世界通行不悖。“陰 陽

被認為是對立的。陰代表永恆，黑暗，女性，身體左半部，

陽等是它的對面，代表歷史，光明，男性，身體右半部，等

等。”-------- <心理學與生活>，Psychology and Life, 

Philip G Zimbardo & Floyd L. Ruch，1977 年， 第九版，

第 317 頁 

“陽是男性，積極的，太陽的代表；陰是女性，消極的， 月

亮的代表。”-----<寶石王國>，The Gem Kingdom, Paul 

E.Desautels, 第 237 頁 

“符號本身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元前第4世紀， 

其時東方哲學宗教已經確立了儒、釋、道；而西方世界， 

符號早已融入神話、魔術、占星術和巫術。” ------- < 

美國性資訊與性教育聯合會圈子：一次人道主義革命>， The 

SIECUS Circle: A Humanist Revolution, 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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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s，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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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第 3 世紀，另一個古老神秘的符號 --- 陰陽首 

次出現在中國，因這個符號有諸多可能涵義，而成為巫師

和神秘術士的 愛。” ---------------- <黑魔法，白魔法>，Black 

Magic, White Magic, Gary Jennings，Dial Press，1964， 

第 50 頁 

“今日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陰陽/黑白符

號被用來代表雙性戀和同性戀，亦用來占卜。”-------- 

<共濟會和神秘符號描述>，Masonic and Occult Symbols 

Illustrated, Dr.C. Burns，第 19-22 頁 

黑白圖案在共濟會以另一方式出現，這是隱藏其褻瀆含 

義的適當方式。 
 

阿爾伯特.派克說，黑色和白色的地磚“象徵善與惡，埃 

及信條與波斯信條，米迦勒與撒旦的戰場 ..... 光與影， 

白日與黑夜，自由與專制。” ------ <道德與教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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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力和亞舍拉的背後，是全見之眼或撒旦，這意味著， 

撒旦站在光明和黑暗身後。善良與邪惡、光明與黑暗同

出一源，這是來自撒旦的概念。下一張照片是雙重含義 

符號的絕佳範例，你看到地板上黑色與白色的方格，以及

一個五角星： 
 

正立的五角星，代表人類，亞當和夏娃。這被認為是光

明的一側。把五角星倒將過來，它代表撒旦的黑角山羊---- 

巴風特/ 鮑芙默（Baphomet，羊頭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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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來看照片。從相機的角度看，我們看到正立的五

角星，表示陽光的組織機構，致力於為人類生活更美好而

工作。這是共濟會在公眾面前所塑造的形象，以指出他們

提供給社會的正能量。但從相機的另一角度看，地板上的

符號形狀南轅北轍：從他們的方位往我們這頭看，五角星

反轉過來，描繪出巴風特（Baphomet）及組織的黑暗目標。

非常清楚，他們展示給我們的，與他們所看到的，極其不

同。 

所有類型的神秘術士，經常以非常慷慨的形象在公眾面

前出現。參與慈善機構，自由使用自己的時間、捐助金錢， 他

們的行為廣受公眾愛戴。 例如，近年來被廣泛報導的< 哈

利波特>作者 J.K.羅琳，她是蘇格蘭 慷慨的慈善 

捐助者。這引入一個判斷，即，“如果她是這麼好的一位

慈善捐助者，她不可能是個壞人，哈利.波特也不會有什麼 可

擔心的”。但須記住，將光明面放到公眾面前獲取同情和

信任，並隱藏真實的黑暗目標，永遠符合他們的 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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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員在總部會所裡穿圍裙，再一次，我們應該很容 

易能夠分辨出圍裙上圖像的意思： 
 

圍裙的反面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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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的一面公開展示，但黑暗的一面則隱藏起來 --- 表 

面一套，事實另一套。 

引用共濟會作家----卡爾.克勞迪（Carl Claudy）的話， 

他做了很好的總結：“劃破外殼，找到一層意思；切入 

這層意思，又發現另一層意思；再往下挖，可能又會

發現第三層、第四層 ----- 誰能說到底有多少個教 

導？” 撒旦使用典型方式進行欺騙，隱藏多重含義，使

黑暗變為光明、光明變成黑暗。他的意圖總是將人帶離真 

理、進入毀滅。撒旦是一個欺騙大師。 

阿爾伯特.派克在<道德與教條>中抓住要害，說：“路 

西法，光的承載！賜黑暗之靈的神奇的名！路西法，早晨

之子！難道他不是承載光，並以其無以倫比的輝煌，使微

弱、感性、自私的靈魂失明？不要懷疑它！” ------- < 

道德與教條>， 第 3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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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追求光明的想法比較有趣，因表面上聽起來隱約像

基督徒。當共濟會員談論向光明前進時，他們實際是在說

向路西法的啟蒙知識 Illuminating Knowledge 前進，你是

不是也會聽到政客們使用這樣的宣言。 

20 世紀 傑出的神秘術士之一，愛麗絲.A.貝莉 （Alice 

A Bailey），在<等級的外在化> （ The Externalisation 

of the Hierarchy） 中寫道：“共濟兄弟會....是 神 

秘宗教的家、初入會者的座位 .. 它遠比其他邪術組織更為 

神秘，意在成為培訓未來高級神秘術士的學校 .. ”(The 

Masonic Fraternity...is...the home of the Mysteries, 

and the seat of the initiation...It is a far more 

occult organization than can be realized an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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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ded to be the training school for the coming 

advanced occultists...") 

接著她又說，“每一個共濟會總部都是宗教寺廟，在

宗教體制內的教導...共濟會是秘密宗教的繼承者。” 

(Every [Masonic] lodge is a temple of religion, and 

its teaching instruction in religion... Masonry is 

the successor to the Mysteries.) 

愛麗絲.A.貝莉 

不能比這個更為簡明清晰了。順帶提一下， 愛麗絲.A. 

貝莉是 20 世紀 具影響力的新紀元運動開創者之一 。 事

實上，她發明了新紀元（New Age）這個詞，在邪靈的引導

下一共寫著了 25 本書，我們將在[聯合國]部分更多地介紹；

目前僅需知道，當愛麗絲.A.貝莉談到秘術主題時，她非常

明白自己在說什麼。她繼續說道： “因此毫無疑問， 此

時此刻 重要的是讓普羅大眾接觸並通曉秘術，這些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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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將通過教會（假教會）這個媒介，和共濟弟兄會得到恢

復，向外部展現......當那位“至大者”（ Great One， 

敵基督）帶著他的門徒來時、開始啟動他們的工作時，我 

們將恢復神秘宗教及其公開的展現。” 

亨利·埃文斯（Henry R. Evans）寫道：“古代的秘術

學校的光芒，已經被澆灌到共濟會裡。這樣，高階制度如

蘇格蘭式儀式，包含了猶太神秘哲學（Cabalism）、新柏

拉圖主義（Neo-Platonism）、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ism）

和其他秘密邪術等不可否認的清晰痕跡。我個人主張，共

濟會是神秘宗教的直系後裔，高階儀式的創造者們在這些

古老儀式的知識還存在時，就將它們複製了下 

來。”------Henry R Evans ，<約克和蘇格蘭共濟

會儀式的歷史> （ A History of the York and Scottish 

Rites of Freemasonry），第 8 頁 

撒旦教創始人安東.拉維（Anton LaVey）說，“...... 

共濟會秩序已將許多國家政府裡 有影響力的人包括進來， 

而且事實上，每一秘術秩序均有不少共濟會淵源。” 

(...Masonic orders have contained the most 

influential men in many governments, and virtually 

every occult order has many Masonic 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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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拉維 

現在看以下視頻片段，一位元共濟會員承認他相信路西法 

是光明的來源，路西法正在幫助人類。特別注意下，他是

如何自動防禦、強調他們建立了醫院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2OXuXTkB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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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的<理想國> 

Republics 

我們已學習了共濟會和光照派的屬靈本質，也明白他們 

的目標是毀滅基督教和君主制度。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

想用什麼來代替被推翻的政權、這些被啟蒙的人們追求什

麼樣的社會制度、所努力創造的世俗世界新秩序看起來是

什麼樣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在希臘古典哲學家柏

拉圖的著作中找到。 

反過來，柏拉圖的理念是建立在秘術的根基上，這些秘 

術起源于波斯人以及柏拉圖的先行者 --- 畢達哥拉斯。柏 

拉圖 著名的作品叫<理想國>， 這本書和他其它的著作

裡，柏拉圖闡述了很多一個社會該如何運作的觀點，那些

所謂“被照亮的人”在建立他們新世界秩序的願景之時， 

從柏拉圖那裡獲得了不少靈感。下文介紹<理想國>中的主 

要觀點。 

首先，柏拉圖相信一個社會應該被劃分為三個等級：統

治精英（Ruling elite, 哲學家國王或守衛者們）、衛國

者（Auxiliaries, 士兵、員警和公務員，控制每一人）、

工作者（Workers, 其餘人，大眾）。它其實更像一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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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間階層的兩層系統，中間的一層（衛國者）的存在只 

不過是為了將上一層的意願強加給下一層。 
 

柏拉圖 

柏拉圖相信，普通人並不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因而他 

們應該無條件服從統治精英，因統治精英們擁有優越的、

被光照的知識，能夠為了 大的益處引導普羅大眾。 

他寫道：“…人們至少應活在領導之下，例如，他應當

起床，或移動，或洗漱，或用餐…只應當在別人的指導下。 

換句話說，他應當通過長時間的紀律習慣來教導自己的靈

魂，永遠不要幻想能獨立行動…在哲學家們成為這個世界

的國王前，或者國王和統治者真正成為哲學家前，國家和

人類自己都將會有無窮盡的麻煩。這樣，政治權力和哲學

終將結成一體。” ----- <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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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有力地闡述了一個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社會治理體制。柏拉圖相信，普通人只不過是在田間勞

作的動物而已，只適合作為奴隸來使用。他也相信，不是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有一小部分處於社會頂層的精

英才適合進行統治——這是否聽起來很熟悉呢？這些

精英就是那些“哲學家”，就是有 大能力獲取知識

的人。對於柏拉圖來說，知識才是讓某人高於其他人

的關鍵。我再次強調，在這個體系中，中間階層被有效地 

剝奪了。高層是一小部分人在統治，大部分人的底層只需

屈從，然後還有一群軍隊和員警是用於實行這個制度。 

看看當今世界的經濟吧，你會注意到中產階級正逐漸被

高稅負和負債所擠壓。精英的銀行家們引發了金融危機， 

但這不過是個暫時擺脫困境的辦法罷了，不出幾年，又會

恢復元氣，銀行家們仍像以前一樣享受著大筆的獎金、像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而中產階級同時卻得承受不斷增

長的稅收，為金融危機買單。金融危機期間，發現 富的

那一群人根本就沒有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富人和窮人

之間的鴻溝卻擴大了。在這裡我不做更深入的探討，但若

這種狀況持續下去，中產階級會被逐漸拔除。柏拉圖還說： 

“我們必須尋找正確的統治方式，這種方式無論在何時 

發生，都只需要一個或兩個，或者幾個統治者。這些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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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論被統治者是否願意、無論法律是否成文、無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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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富有或貧窮，他們必須根據藝術和科學的法則來操練統 

治，並且無論他們為國家的利益使用殺戮和驅逐公民的方 

式潔淨國家，或者為縮小國家的規模向某處送出殖民者、 

就像蜜蜂分群一樣，或者為擴大國家的規模從其它地方吸 

納公民，只要他們的行動符合科學與正義，並讓國家比以 

前更好就行。只要可能，擁有這種特點的統治，須被宣佈 

為唯一正確的政府形式。” 
 

令人不寒而慄的是，柏拉圖相信，只要頂層的統治者願

意，就能夠為了“更優的帕累托改進”而操縱、殺死和控

制其他人，這讓我們想起撒旦式的口頭禪 “為達目的不擇

手段”。柏拉圖還說大眾是否願意接受統治並不重要，並且

為了控制人口，他們可以被“公正的”殺死或者驅逐。柏

拉圖的眼中，個人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存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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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本身並沒有價值。他也建議，為保護人民免于自我傷 

害，暴君是必要的。下面就是他的主要闡述： 

“哲學王/ 哲人王必須利用城市和人的特點，他們就像

一塊白板一樣，首先必須清洗乾淨 --- 這不是容易的工作。 

但無論如何，這是哲學王與普通改革者區分的要點：在得

到一塊純淨的白板或動手潔淨之前，哲學王拒絕統治個人、 

國家或進行立法。” 換句話，為引入世界新秩序，以前

的行事方式必須被清除，哲學王必須從一塊潔淨的白板開

始。清除舊秩序的一個方法就是通過宣傳來洗腦 --- 也就 

是控制資訊的流動。 

柏拉圖寫道：“言辭…是為了勸服人相信，而非引導人判

斷對與錯。因此一個演說家的事業不是在對與錯的事情上

引導法庭和公眾，而是讓他們相信某事…” 

因此，理念不是為了告訴人們什麼是真正的對與錯， 

而是讓他們相信你想讓他們相信的，好讓他們為你個人

的目的而被操縱。這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符合道

德版本的說法。 

柏拉圖說的有點兒複雜：“那些被稱為演說家和律師的，

是一些能夠顯出偉大智慧的職業，因為他們使用自己所擁

有的藝術來勸服人們，不是教導人們，只是讓人們擁護他

們喜歡的任何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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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國> 

柏拉圖讚賞那些有著勸服口才的人，他們能讓別人同意

他們的任何觀點。但是，潔淨白板的一個障礙就是掌握舊

價值觀的父母，因而柏拉圖這樣建議：“所有十歲以上的

居民…將被送進田間勞作，哲學王將接管這些孩子們，將

他們帶離他們父母的習慣和規矩，讓他們在自己的風俗和

法律下撫養和長大，這些風俗和法律我們前面已經描述過。 這

是 快和 容易的方式，能讓我們描繪過的城市和機構建立

和繁榮起來，並且能使得大多數人民在其中受益。” 

柏拉圖在這裡建議，孩子應該被帶離父母，為國家所撫 

養，國家會以需要的方式引導他們，讓他們帶來變革---- 

不是在對錯真理上，而是向他們灌輸國家想讓他們相信的

理念。 這也很像耶穌會，耶穌會士像軍隊一樣被命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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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圖相信同樣的社會體系。請注意，柏拉圖的文章多麼反 

映著耶穌會的哲學。 

“軍事組織符合我們剛才推薦的法則。主要的原則是這 

樣的：任何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應該活在控制之

下，也就是任何人，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娛樂，都不應以自

己的方式單獨行動，他的眼睛，無論是在戰爭中還是在和

平時期，應該總是定睛在他們的指揮官那裡，聽從指揮官

的領導，他甚至在 小的事情上都應該聽從指揮官——例

如，聽從命令起立，行軍，鍛煉，洗漱和吃飯，晚上起來

放哨或者裝卸，還有，在面對敵人危險的時候，要等待指

揮官的指令來追擊還是撤退。總之，他必須引導自己的靈

魂習慣於避免任何與團隊的其餘人不一致的想法，好讓他

的一生都活在集體生活和共同體裡面。因為在戰爭中，安

全和勝利要超越任何其它原則。這個統治的任務，或者被

統治的任務，必須從人的兒童時代就開始實施，任何形式

的無政府主義都必須從人類的生活中移除。” 

以上引用的話在伊格內修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 

那裡很容易找到，注意他們都將個人極端弱化，以至於他

們的觀點都是關於集體的。柏拉圖也相信，因為所有人不

是平等的，所以應該有一個 優種族培養計畫，該計

畫被設計用來提高種族的優秀特徵，只有那些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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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才能生育，而那些被認為擁有不受歡迎特質的人不應該

有後代，這就是所謂的優生學。 

“如果在你的農場裡有一群獵犬和很多的純種公雞…難 

道其中的一些不是被證明比其它的更好嗎？你是沒有差別

地繁殖呢，還是小心地選擇其中 好的進行繁殖？然後， 

同樣的問題，你是選擇 年輕的還是 老的進行繁殖呢， 

或者，乾脆就選擇從他們的幼年期開始？如果你不這樣做

的話，你不期望你的家禽和獵犬們大大退化吧？談到馬或

者其它動物又該怎麼辦呢？繁殖的原則會與其它不一樣 

嗎？…那麼，在人類中持有同樣的原則，在統治者中是多

麼必要的技能啊！ 

…如果想讓我們的全體盡可能地完美， 好的男人應當 

盡可能地與 好的女人同居生子， 差的則相反，前者的

後代必須被精心養育，而其他的則不會這樣。這種繁育方

式應該除了統治者以外不讓別人知道，這樣做，是為了讓

守護者的群體盡可能地免除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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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甚至走的更遠，他還建議劣等人類的後代應該

就像一片垃圾一樣被處理掉：“劣等人類的後代，或者

其他人類生下來的有缺陷的後代，會被秘密地處理掉， 

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是保持守衛者血統純正的

條件。” (The offspring of the inferior, and any of 

those of the other sort who are born defective, they 

will properly dispose of in secret, so that no one will 

know what has become of them. That is the condition 

of preserving the purity of the guardians’ breed.) 

優生學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所做的，他努力地建立一個金 發

碧眼的雅利安人種族。這個過程導致希特勒試著滅絕他眼

中的劣等種族 尤其是猶太人。 

柏拉圖詳細說道：“新郎和新娘必須全心為國家生育孩

子，這些孩子將盡可能地完美和美麗。”他們只被允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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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時間生育孩子，因為在這十年之後，他們已經

老得不能再生育了，應該被強迫離婚。如果他們不同意， 

柏拉圖建議管理者“半威脅半警告”地阻止他們。如果男

人在這些威脅面前繼續拒絕，他就失去了出席孩子生日派

對和任何婚禮的資格，如果他膽敢出席，人們就有權“毆

打他作為懲罰”，同樣的原則亦適用于婦女。 

柏拉圖還相信婚姻和家庭應該被完全廢除，他說“所有 

的女人都是所有男人的共同妻子，任何一個女人與任何男 

人不應建立起個人聯繫；孩子被集體撫養，父母不應知道 

誰是他自己的後代，孩子也同樣不應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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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成為專政 

Science Dictatorships 

柏拉圖的理念，並非僅是某種數千年前古老、可怖、無 

關聯的理念。這是關於“新社會”的秘術理念，是啟蒙時

代的普遍觀點，也成為“被光照之人”設定目標的基石。

柏拉圖所描述的社會類型，亦是今日世界各地的精英神秘

術士努力踐行的目標。 
 

當我們研究其主要目標時，會發現柏拉圖的理念是多麼 

接近共濟會光明派。 

1、廢除君主制及政府秩序 ； 

2、廢除財產私有 ； 

3、廢除繼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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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除愛國主義； 

5、廢除家庭 ； 

6、廢除（基督教）信仰 。 

蒂莫西.德懷特（Timothy Dwight）博士說： “在共濟

會光明派的社會裡，上帝被拒絕和嘲笑；...... 

擁有財產的人被合法搶劫；通姦、謀殺、下毒及其他來自

地獄的罪行，被教導為合法，甚至認為是美德。他們為這

個充斥謊言和恐懼的系統加冕：只要目的 “良善”，任何

手段皆合法，而良善與否由人自行判斷。共濟會光照派所

設定的偉大、良善藍圖   是推翻宗教、政府、社會自治。 

他們認為這是好的，謀殺、戰爭，無論如何曠日持久而可

怖，若有必要於偉大藍圖皆稱合理。” ----- 蒂莫西·德 

懷特博士 

“任何事情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 的理念又一

次出現，可以將其稱為：柏拉圖“社會知識獨裁” 

（Societies Knowledge Dictatorships）的靈感，或共濟

會會員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再訪美麗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中所提到的“科學專政” 

（Science Dictato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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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黎 

“科學”這個詞，來源於拉丁語中的“知識”。正如體 

力型共濟會員明白，對商業隱秘資訊的壟斷，賦予其建築

大教堂時的權力和地位；思考型共濟會員同樣明白，對知

識和科學壟斷，將賦予其統禦“新型理想國”的權力。中

世紀的天主教也幹同樣的事 壟斷知識和學習，以獲得 

並保持權力。從靈界的角度看，撒旦總是試圖獲得資訊流 

的控制權，因他可以控制人類的想法，而想法本身將自動 

控制人類行為。既然人們為深入理解世界而離開天主教、 

投入科學的懷抱，於是撒旦改變了策略，轉而開始控制科 

學資訊的流動。 

現代政治權力的架構裡，丹尼爾.普茲（Daniel Pouzzner） 

勾畫了共濟會精英們所採用的戰術，他說：“因為市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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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認定科學是唯一通向真正理解的路徑，需要對知識進行

表面控制”。所以，統治階級竭力遏制獨立性質疑，在人

類知識中行使空幻力量。這種知識壓制&傳播篩選的控制策 

略，在<無聲戰爭中的無聲武器>（ Silent Weapons for 

Quiet Wars） 得到重申：“ ..... 若公眾對簿記員的方式 

保持無知，簿記員可以成為國王。科學僅是一種手段，而 

不是目的 ---- 真正的手段是知識，控制權才是目的。” 

看看這個例子：科學機構告訴我們，有一個人類活動引 

起的氣候變化問題。現在，無論真假，有多少人實際上做

了資料研究？極少數。大多數人相信，確有一個人類活動

引起的氣候變化問題，因為科研機構都這麼說、並且媒體

進行了宣傳。有值得信賴的專家/ 簿記員，於是普通人就

沒必要深入探究，這種感覺就像黑暗中世紀，人們相信教

會值得信賴、因此沒必要讀聖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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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聖經 

此外，就像聖經被無法理解的拉丁語籠罩，科學被過於 

複雜的術語和理論所籠罩、大多數人無暇深究。於是，讓

科學機構直接告訴我們結果，似乎更有效率。但是如果， 

正如柏拉圖所說的那樣，他們只給資訊，卻不提供真相， 

是否就是其 佳操縱的手段呢？如果，萬一他們就是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呢？ 

這是科學或知識獨裁的本質。頂部階層的人擁有來自伊 

甸園蛇類的隱秘知識，用以來統治下面的不明真相的大多

數。應該灌輸虛假知識給普羅大眾們，同時使他們相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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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掌握了真理。斯蒂芬.霍金（ Stephen Hawking）曾說， 

真正知識的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獲得知識的幻象。若

我們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就懶得深入思考。用這種方法可

有效操縱、控制人類。這是巴比倫帝國以來，撒旦的社會/ 

機構的基石，依舊是古老的金字塔結構。黑暗中時代裡， 

天主教曾這樣讓大多數人維持在蒙昧裡。只是使用科學獨

裁取代了宗教獨裁而已，啟蒙時代依舊放逐了獨立思考， 

科學機構系統被設立了起來、控制了麻瓜們（Muggles）， 

令他們知道、信仰那些規定好的東西。 

斯蒂芬.霍金 

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 再訪美麗新世界> 寫道， 

“科學獨裁統治下，教育才會真正開花結果，大多數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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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人長大成人時會喜歡被奴役的狀態，並且不希冀革命。 沒

理由推翻科學專政。” 

羅馬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被“簿記員”或資訊監護人， 

被這樣的依賴於知識的新品類所替代。吉姆·凱斯（Jim 

Keith）寫道：“由於太陽/ 月亮崇拜失去了一些人氣，“科

學家”們很快採取行動把這些人氣恢復了。按他們的宣傳， 宇

宙物理定律是宇宙 終要素，當然，這些物理定律由科學精

英來測定。” 

和拉丁語一樣，科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能力。隨著人們

遠離宗教，科學出現並填補這一空白，在此過程中，精英

只是創制出一種叫做“科學主義”（Scientism） 的新型

宗教。其理念是，即使當科學無法支撐某種世界觀，科學

依舊能解釋一切、成為所有問題的答案。今日，許多稱之

為科學的東東，事實上是科學主義 偽裝成科學真理的 

哲學理念。 

新的類宗教科學系統，有兩個成立的必要條件：1）是 

偽科學，並為人們所相信； 2）官方機構認證、控制、向

大眾傳播。這個機構是英國皇家學會（British Roy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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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英國皇家學會的創始成員，都是共濟會會員。

完全有理由認為，至少一開始，英國皇家學會就是一個共

濟會機構。”（Baigent） 
 

英國皇家學會 

英國皇家學會成為宣傳機器 --- 今日媒體的先驅，以其 

所控制、傳播的科學理念，塑造、鐫刻社會輿論。英國皇 

家學會之於科學，與黑暗時代的天主教之於基督信仰一 

樣。 

“科學的社會尚處於起步階段。可以預料，相比于現今 

的極權國家，生理學和心理學的發展，將賦予政府當局更

多控制個人心智的能力 與校長們所期待的不同， 

Fitche 認為教育的目標應該是，毀滅自由意志，這樣一來， 

學員們畢業後，終其一生都失去思考與行動的能力。” 

---- 羅素， <科學對社會的影響>（ The Imp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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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on Society），1953 年，第 49-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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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 

Evolution 
 

以英國皇家學會作為宣傳機器的總部，他們現在就需 

要引入“科學”本身了，這個所謂的科學就是達爾文主義

或者進化論。既然皇家學會的建立者是共濟會員，他們所

提出的科學也就不過是他們神秘教義的延伸，這就是進化

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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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的意義> 

< 共濟會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Masonry） 

這本書中，W.L.韋爾赫斯特（W.L. Wilmhurst）揭示了新

共濟會“科學”中埋藏的世界觀：“這個理論 --- 人進化 

為超人，其實一直是古代秘術的目的，（科學的）社會和

慈善的目的受到了如此多的關注，但並不是現代共濟會的

真正目的，他們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推進精神的進化，這種

精神的進化屬於那些渴慕完善自己的天性的人，他們想讓

這些天性轉變成為一種如同神一樣的品質，這才是科學的

確切意義，這是一門皇家藝術，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踐行

的。不是帶著這個目的，而是帶著其他目的加入和研究這

個行當都是對科學意義的誤解。” ------- <共濟會的意 

義>， 47 頁 

在這本書的後面，韋爾赫斯特重申了這個主題： “人類

從地球上站起來，從一種低等的自然天性，發展到理性的

狀態，但他仍然需要完成進一步的進化，那就是成為神一

樣的存在，也就是讓他的意識就像神一樣無所不知，這從

過去到將來都是唯一的和 初的目的。” ------ <共濟會 

的意義>， 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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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隱含的屬靈意義只有很少人思考過，因此我這裡 

想強調一下。伊甸園裡那條蛇的謊言的真正意思是什麼呢？ 

那就是通過獲得知識，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我們能變得 

像神一樣。進化論教導什麼呢？它的教導是，我們正隨著 

時間的推移，不斷地向上/ 向前進化。並且如果我們在時間

裡正在不斷地進化， 終的目標在哪裡呢？ 終的目標 當

然就是絕對的完美，我們不能進化得超越完美。絕對完 美

的另一個名字其實就是神性（godhood），進化論正是來 自

伊甸園的謊言——也就是人類可以通過努力與知識，變 得

完美，變得像神一樣。這知識，你也可以叫它“科學”。 通過

進化論的理念，共濟會在科學的面紗下將“轉化” 

（becoming）這個秘術理念介紹給了大眾——那就是相信 

人正在逐漸進化，向著被照亮的神性而進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進化論的基本理念其實並不是起源

於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根據<麥基的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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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百科全書>（ Mackey's Encyclopedi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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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ry），進化論實際上起源于他的祖父伊拉斯謨.

達爾文（Erasmus Darwin）。 

伊拉斯謨.達爾文 

“在英格蘭提出這些（進化論）想法的，伊拉斯謨.達爾 

文博士（1731-1802）是第一人，這些想法後來被他的孫子

查理斯.達爾文（1809-1882）發展成為達爾文學說，查理

斯·達爾文在 1859 年寫出了<物種起源>（ Origin of 

Species） ”------丹尼爾的引用，34 頁。 

而伊拉斯謨.達爾文是共濟會月光社創始人。 

 

 

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根據作家伊安.泰勒（Ian Taylor）的描述，月光社的活

躍期大概在 1764 年到 1800 年之間，但它的顯著影響“在

英國皇家學會的旗幟下又繼續了很長時間”。這個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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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它的成員每個月都在滿

月的時候聚在一起，這再次顯示了它與女神亞舍拉有著某

種聯繫。這個團體因以下的成員引以為榮：約翰.威爾金森 

（John Wilkinson，製造大炮）、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蒸汽機的發明者）、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工

廠主）、約瑟夫.普萊斯利（Joseph Priestly，化學家）、

約西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ewood，創立了一個有名的

陶瓷工廠）和本傑明.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這些人連同月光社的其他成員被給予了“商人之光”的榮

譽。 
 

英國伯明罕月光社舉行常規聚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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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威爾金森 約瑟夫. 

普萊斯利 
 

 

 
 

 

詹姆斯.瓦特 馬修. 

博爾頓 
 

<麥基的共濟會百科全書>（ Mackey's Encyclopedia of 

Freemasonry） 中這樣說：“1788 年來到德比（英國中部

城市）以前，（伊拉斯謨）達爾文博士就在著名的 Cannon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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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winning 共濟會（蘇格蘭編號為 2）成為了會員，法蘭

西斯.達爾文（Francis Darwin）爵士，他的兒子之一，也

在德比的提爾共濟會（編號 253）成為了會員，時間為 1807 

年或 1808 年，他的另一個兒子雷金納德（Reginald）也在 

提爾共濟會成為會員，時間為 1804 年。查理斯.達爾文的

名字並未出現在共濟會的卷宗裡，但很可能他也像法蘭西

斯一樣加入了共濟會。” ---------- 丹尼爾的引用，34 

頁 
 

Before coming to Derby in 1788, Dr. [Erasmus] 

Darwin had been made a Mason in the famous Time 

Immemorial Lodge of Cannongate Kilwinning, No. 2, of 

Scotland. Sir Francis Darwin, one of the Doctor's sons, 

was made a Mason in Tyrian Lodge, No. 253, at Derby, 

in 1807 or 1808. His son Reginald was made a Mason in 

Tyrian Lodge in 1804. The name of Charles Darwin does 

not appear on the rolls of the Lodge but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he, like Francis, was a Mason.” (quoted 

in Daniel,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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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 

1794 年，伊拉斯謨.達爾文寫了一本書，叫<生物學> 

（ Zoonomia） ，這本書發展了他的進化理論。這本書的

基礎正是秘術的概念“轉化”——就是逐步獲得神性的過 

程。 

不過，在這以前，約翰.洛克（John Locke），一位有名

的共濟會員，也是英國皇家學會的成員，就已經吸收了轉

世輪回的印度理念，這些理念是由東印度公司從印度帶到

英國的，約翰·洛克正是在這些理念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

的進化理論。英國皇家學會接受了他的理念，當時，這些

理念也得到了達爾文家族男性成員的支援，200 年後，這

個秘術概念“轉化”傳導至查理斯·達爾文，<物種起源> 也

由此而要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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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洛克 

因此很清楚，在查理斯.達爾文以前，進化論就有個久 

遠的秘術根源，這些秘術理念遠在通過達爾文的書引 

起公眾注意之前，就經由一些共濟會員做了準備。 

這讓我們想起自然神論存在的原因，這部分是由於沒有

某種形式的神，人們無法解釋生命的起源，而且，對於生

命的存在，一般理解不會沒有緣由就蹦出來的。如果我們

回到家裡，在屋裡發現一隻大象，我們會首先問，是誰把

它放在這裡的？它是怎麼進入房子的？我們會知道，大象

不會無緣無故就蹦出來，每一樣存在的事物總是有原因的。 因

此，進化論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是生命如何從非生命的物

質中產生。如果生命能產生于某種自然的，隨機的化學反應，

使用上帝來解釋生命起源的必要性就消除了，這個概念被稱

為“自然發生論”，這是進化論所能抓住的， 唯一的救命

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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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法國化學家及微生物學

家）寫道：“提出自然發生論就好像創造一個細菌出來， 

就是創造出生命，它解決了生命起源的問題。這意味著無

生命的物質可以通過環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變化，轉化為

生命，上帝作為生命創造者意義就不再需要了，物質代替

了他，神只需要成為宇宙的推動者（而不是創造者）就夠

了。” ------Dubos， 395 頁 

沒有上帝，能解釋生命的起源嗎？經過科學實驗，自然

發生論的理念很快就被瓦解了，按照生物起源的法則，它

被證明是不可能的，就是不能發生這樣的事情，任何化學

物質或者非生命物質混合在一起都無法創造生命。這個災

難性噩耗本應意味著自然發生論被否定，但是，直到今天， 依

舊無法阻止這個違反自然的“人的科學”。進化論依舊無法

解釋生命的起源，但整個社會依然在盲信這個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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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的理論。這就是一個科學成為科學主義的例子 --- 哲學 

開始偽裝成無可爭議的事實。 

所有的證據一直在指向，我們這個世界背後有著某種意

識存在。查理斯·達爾文自己都無意中揭示了這一點：“自 

然選擇不會犯錯，它選擇了 好的物種。”這樣的陳述實

際上是在暗示大自然擁有某種意識。只有有意識的某種存

在才會“選擇”或者做決定。如果我們在談論有意識的存

在，其實我們就是在談論上帝。 

“無生命的物質，自然而然轉化出有生命的物質” 

的理念，實際上可在古代的卡巴拉教（猶太神秘哲學） 

中找到，這種理念叫 golem（猶太傳說中有生命的泥

人）。以撒.辛格（Isaac Singer）寫道：“golem 建立在

這樣的信念上，那就是無生命的物質並非真正無生命， 而是能

被賦予生命，如果沒有 golem，我們這個時代的電腦和機器

人算是什麼呢？ 塔木德告訴我們一個叫拉瓦 

（Rava）的人能用神秘的能力造了一個人出來，我們正生

活在這樣“製造 golem”的紀元裡，科學與魔法之間的鴻

溝正在變得越來越窄。”------霍夫曼，1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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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文章<通往新生命科學>( Toward a New Science 

of Life)中，EIR 記者喬納森.特納鮑姆（Jonathan 

Tennenbaum）做了以下的陳述： “現在，已經可以容易地

顯示，達爾文主義，現代生物學的柱石之一，其實是種宗

教狂熱，是一種宗教崇拜，我並不誇張，達爾文主義並未

經過任何有效的科學檢驗。達爾文所謂的進化論是基於荒

謬而不合理的命題，並非來自科學觀察，而是基於政治和

意識形態的原因，被人為地從外部引入。” 

查理斯.達爾文是一位科學主義的先知，他宣傳一種新 

的福音，但自始至終卻不過是 古老的謊言。這個福音就

是我們正在通過被光照的知識獲得神性，或者也可稱為“轉 

化”，就像那些術士所稱的那樣。皇家學會把這個理論作為

無可爭辯的事實呈現給全世界，今天的媒體和教育系統也這

麼幹。大部分人都盲信進化論，只是因為他們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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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正確的----這是一個邪惡的計畫 ---- 通過控制資訊 

流，大眾被掌控。所以，我要再次重複前文所引用過的斯

蒂芬.霍金的話：“知識的 大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知

識的幻象。”(The greatest enemy of true knowledge is 

not ignorance, it is the illusion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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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控制 

Population Control 
 

湯瑪斯.馬爾薩斯 

柏拉圖的<理想國>有這樣一個理念：控制人口、（卑

賤的）生命要像垃圾一樣處理。換句話說，一些人的

生命貴重，另一些人的生命卑賤。這也是在達爾文“適

者生存”中一以貫之的概念。 若按自然選擇方式進化， 

人類將朝向一個完美烏托邦式社會進發。但在這種情況下， 進

化會被那些有著劣等遺傳基因的人拖後腿，惟擺脫拖後腿的

人，進化進程方能提速。高貴血統人類的烏托邦社會的 終

目標，將以擺脫劣等人種的手段達成。 記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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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起源>的全稱是<通過自然選擇或生存競爭中，優勢種類之

保存的物種起源>。 
 

大衛·休謨 大衛·休 

謨的石雕像 

湯瑪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對達爾文影響至深， 

而馬爾薩斯則受到法國自然神論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懷疑

主義者）的傳承。順便說一下，愛丁堡的皇家大道有一尊

大衛休謨的雕像，若你看一下雕像的背面，會發現一個日

神的符號。馬爾薩斯撰寫了<人口原理>（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其結論是，應採取措施

防止與糧食供應不配比的人口過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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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原理> 瑪律薩 

斯的基本理論 

柏拉圖<理想國>那裡，可找到馬爾薩斯的理論根源。 

馬爾薩斯還提出使用種族滅絕（Genocide）確保人口不會過

快增長，具體地說，他是將矛頭對準了窮人： 

“原來我們給窮人們美好的生活環境，現在應採取相反

的策略：將城鎮的街道修窄，讓更多人擁擠在小房屋裡、

讓瘟疫回潮。在鄉下，在積水池、特別是沼澤區/ 不健康

的環境裡建造村莊，而且拒絕為瘟疫地區提供診療措施； 

相反，很多人認為慈善工作能解決社會混亂、服務人類， 

其實這種想法並不正確。”------<人口原理>，第 412 

頁 
 

馬爾薩斯相信，這樣可有效剔除社會不良分子。關於 

兒童，他說：“以正義和榮耀之名，我們否定一切支援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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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利的事項。為實現該目的，我建議實施這個監管法規： 孩

子們出生後不自動獲得生命權，非法出生的嬰兒相對而言不

為社會提供價值，所以，一切超出社會承受力、期望水準的

“多餘”的孩子，都要被殺死，除非成年人（經由死亡）騰

出空間。”-----<人口原理>，第 411 頁，第430-1 頁 

“消滅對社會無助益的人群”之理論的背後邏輯，是對 

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的呼應。每一個體在自然選擇中

消融。又一次看到，為達到烏托邦社會，殺死窮人與弱者

是正當的。 

 
 

優生學 （ Eugenics） 

這引出了另一由柏拉圖所提出的理論：鼓勵被認為有高

貴純種遺傳基因的人彼此結合、孕育“超人群體”（A race 

of supermen），以統治不明真相的大多數。這種選擇繁育， 

被稱為優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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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西斯.高爾頓 

從啟蒙時代的達爾文的表親 --- 法蘭西斯.高爾頓 

（Francis Galton）爵士那裡，優生學找到了其起源。高

爾頓在他的研究中複述了柏拉圖的理論，基本算是種族主

義長篇大論的所謂<遺傳天才論>（ HEREDITARY GENIUS）， 

提倡選育系統，使用、擴散那些適應力強的種群基因。換

句話說，換句話說，按進化論者的設想，人為加速上升進

程，我們已經上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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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天才論> 

選育制度事實上已在精英階層內部實行了一段時間，為

保持血統純正，統治階級內部的近親繁殖幾乎司空見慣， 

高爾頓只是把這一理論放置在合理的科學體系中，並加以

推廣。 事實上，查理斯·達爾文為維護其家族優越血統， 

親身踐行了以上傳統：迎娶他的外公年齡 小的孫女。研

究員伊恩.泰勒（Ian Taylor）展示了其後果： 

達爾文之“近親繁殖孕育高貴血統”理論，於其親身 

參與的 10 位子女的試驗中，出現一場徹頭徹尾完全的災難。 

其中一個女兒瑪麗，出生不久去世；另一女兒安妮 10 歲去

世；大女兒亨麗埃塔，15 歲、也就是於 1859 年，出現嚴重

而長期的身體衰竭；6 個兒子中的 3 個，頻繁得病，以至於

達爾文認為他們是半殘疾；小兒子查理斯，出生時即弱智，

且於出生後第 19 月、也就是 1858 年死去。 

---------Taylor，第 127 頁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66 / 730 

 

 

科學已經證明，因為基因突變，近親繁殖會更快導致基 

因代碼的損壞、而非進化；這就是為什麼所謂的純種犬， 

比混種更易出現健康問題。因近親彼此長期接觸繁殖，遺

傳代碼錯誤疊加。但在真正科學失敗的地方，科學主義的

宗教頑固依然。若跟從上帝在<利未記>18 章的智慧---- 

上帝曾警告不可亂倫，人們若遵行必將從中得益。 
 

<利未記> 

然而，他們依靠人類智慧堅持了一段時間並自食其果。

優生學的理論，後來在科學界繼續盛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1901 年，也就是 19、20 世紀之交，倫敦大學統計學院成為

優生學教育的總部。在高爾頓“純正血統精英領導”的烏托

邦願景的推動下，優生學社會（Eugenics Society） 後

來發展為一個成功的政治運動，並 終激發希特勒對猶太

人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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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營、屠殺猶 

太人 
 

控制人口仍然是今日精英們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近， 

也就是 2009 年 5 月 24 日，紐約時報報導億萬富翁的秘密

會議在紐約市舉行，包括比爾.蓋茨和奧普拉.溫弗瑞 

（Oprah Winfrey），其中提上重要議事日程的問題是，如

何將全球人口控制在 83 億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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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普拉.溫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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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辯證法原理 

The Hegelian Principle 
 

喬治·黑格爾 

繼續以前，我還想強調 後一個原則 --- 黑格爾辯證法 

原理（Hegelian Principle），以哲學家喬治·黑格爾 

（George Hegel）命名，它是達爾文主義 重要的理論支

持之一。用一句話來概括，即“生命在衝突中達成和諧” 

（ Life evolves to harmony through conflict.） ，經歷

衝突的和諧。光明與黑暗、積極與消極彼此衝突，從而創

造出混合敵我的“和諧”。換一種方式講：有一正命題， 

有一逆命題，兩者彼此衝突的必然結果是綜合的命題。簡

單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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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命題 vs 逆命題 => 綜合體（synthesis） 
 

黑格爾是一位泛神論者（Pantheist），而泛神論者相信 

以上衝突一直發生。 全球的共濟會員和秘術術士，相信這

個基本原理可幫助他們實現 “單一世界秩序”（One 

World Order）。如我前面提到，共濟會第 33 級的座右

銘是“混亂中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像優

生學一樣，他們試圖手工推進他們所認定的業已發生的自

然進程。因撒旦的目標是，扭轉巴比倫時代的“分散全地” 與

碎片化、將世界恢復到單一系統下，故而辯證法原理本身將

融合彼此對立的意識形態、進入和平解決方案/ 聯合 

（綜合體，Synthesis）。 

一遍遍地踐行這個原理，隨時間推移，所有觀念將回歸、 匯

合到某一點上。因此，共濟會光明派特意設置了彼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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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知識觀點，令其衝突，並令其 終妥協、進入中間地 

帶。 
 
 

 

英國左翼政黨（工黨）vs 右 

翼政黨（保守黨） 
 

英國的政體，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絕佳案例：左翼工 

黨和右翼保守黨，他們主張完全不同的理念。經過多年的

摩擦，它們彼此妥協並逐漸走進中間地帶，以至於，英國

公眾在投票站辦公室前失去了更多的選擇，他們投票支持

的，不過是擁有相同理念、卻身穿不同顏色的黨派。 

黑格爾辯證法原理，部分影響著世界，讓世界逐漸均質

化、文化間亦始彼此融合。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像地球村

時，均質化自然發生；另外一些時候，他們故意操縱事件、 造

成衝突，以加快“世界新秩序”的進程。當然，在對立觀點

的衝突，需要達到綜合體，精英階層總是鼓勵流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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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回憶天主教---耶穌會所講的、在寧靜之地挑起衝突， 理

念依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一戰後出現了國聯（League of 

Nations）這樣的綜合體，為促進和平而聯合各國的嘗試。 

同樣，二戰後，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成立並存至今。

後文我們將詳細介紹聯合國。對於精英階層，兩次世界大

戰形成一個雙贏局面，因為精英們並沒有親自上戰場比劃， 他

們通過戰爭縮減了世界人口總量，這是其主要目標之一； 另外，

工商業通過兩次世界大戰亦大發其財。 

 

第一次世界大戰形成綜 

合體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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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綜 

合體聯合國 
 

我們花了許多時間來明白啟蒙運動的原則，以及他們如 

何實現目標，接下來我們將檢視他們推翻君主制、摧毀基

督教的第一發子彈 法國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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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 

French Revolution 
 

 

傳統上歷史學家都說，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僅僅是由於食 

物缺乏和經濟問題，這確實存在，但有證據顯示，共濟會

光照派才是始作俑者 這是他們第一次嘗試推翻君主制 

國家、基督教，並在主權國家裡建立一個“烏托邦科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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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Utopian science republic）。 
 

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 

1784 年，亞當.維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從法蘭

克福向巴黎派出信使，向一位名叫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 爾

（Maximillien Robespierre）的男人發出一道命令---- 

發動法國大革命。然而，在去巴黎的路上，這位信使被閃

電擊中身亡。員警發現了信使的屍體，搜查了他的遺物， 

並在其攜帶的一本書中發現策劃法國革命的詳細計畫。消

息披露後，巴伐利亞（Bavarian）當局將維斯豪普特驅逐

出境，並且宣佈共濟會光照派為非法，關閉了所有的共濟

會會所。巴伐利亞當局也向歐洲各國政府發出警告，要他

們小心這樣的陰謀。不幸的是，這些警告被法國政府忽略， 法

蘭西為此付上了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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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法國作為推翻君主制、建立科學共和國的突破口， 

共濟會光照派有很好的理由，因法國國王曾在推動關閉耶

穌會（Jesuits）的事件上發揮了重大影響力，而且即使沒

有這位國王，法蘭西也一直是光照派思想家所痛恨的對象。 

首先，法國有絕對權威的君主制，國王擁有無法挑戰的

權威；其次，法國君權與擁有封建特權的天主教會深深交

織，天主教會亦是這個國家 大的地主，他們對農作物徵

收所謂的什一稅，該稅成為法國赤貧階層可怕的經濟負擔， 以

至於他們每天都掙扎在身體營養不良的狀況中。 

 

法國國王路易十六 法國國王 

路易十五 
 

一篇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文章中，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 

寫道：“法國大革命中所發生的駭人事件，非偶然動亂、 

而自精心設計。在革命戰火與硝煙中，我們能察覺到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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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個陰謀組織存在的證據。雖然劊子手們仍然刻意偽裝

和隱藏，但毫無疑問，他們從革命開始的第一天就存在了。” 

-------裡德 Reed， 136 頁 
 

阿克頓勳爵 

阿爾伯特.派克也在<道德和教條>一書中承認，是共濟 

會、而非其他組織，“説明法國大革命的爆發”。 

英國皇家學會的前身 --- 共濟會月光社，與法國大革命 

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共濟會員兼月光社員本傑明.佛蘭

克林（Benjamin Franklin），充當了英法兩國烏托邦理想

主義者的“穿梭外交官”；詹姆斯.瓦特的兒子與法國聯繫

密切，而被英國下議院議員艾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指控為法國間諜；約瑟夫.普萊斯利（Joseph Priestley） 

則公開向法國革命國民議會提供全力支持；他們的同僚， 

月光社成員詹姆斯.凱爾（James Keir）則舉辦了一場宴會

來慶祝巴士底獄的陷落。 引人注目的是，伊拉斯謨.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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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也積極支持發生在法國的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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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共濟會“科學專政”（Scientific Dictatorship） 

的特點，在法國大革命中得到了集中展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女神很快就露面了：國民立法議會 

（Legislative Assembly）正式拋棄上帝這個敬拜和讚美

的物件後，國民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推舉出一尊

稱為“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的女性雕像，人

們將這尊雕像從國民大會會議廳抬出，遊行穿過數條大街， 

後到達巴黎聖母院。在那裡，人們為這位“理性女神” 加

冕，將她放置到 高祭壇。這個以女神為代表的人類理性的

加冕儀式，體現了人類意識與“無所不知者”的聯合， 這是

進化的終極目標，也是共濟會所相信的前行方向。換句話說，

人類理性成為了道德誡命的終極來源，人也就成為了神。這位

女神身上，體現了共濟會的整個理念。 
 

理性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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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馬爾薩斯的人口控制運動也開始了。在馬克西米

利安.羅伯斯庇爾的領導下，革命政府開始實施大規模的殺 戮，

這在歷史上被稱為“恐怖專政”（Reign of Terror）。當時，

羅伯斯庇爾說：“恐怖就是正義、快速、嚴酷和不屈不

撓”(Terror is nothing else than justice, prompt, 

secure and inflexible)，他目標是消滅 1500 萬“無用的

食客”（Useless eaters），但確切數目從未統計，恐怖

專政奪走了約 30 萬名法國公民的生命，其中有 29.7 萬名

是中低階層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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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用的食客 

革命者們也貫徹了黑格爾辯證原理，通過讓富人和窮人

彼此對抗來製造混亂。接著，置身事外的革命者進入現 

場，為混亂局面提供解決方案。當時，羅伯斯庇爾領導 

著一個高效率運轉的獨裁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能夠迅速起

草、發佈法律條文，使其殺戮的狂歡合法化。這有點像穆

罕默德得到安拉的話 安拉突然允許他可以強姦被俘 

虜的婦女。對於這些所謂被照亮的人來說，為達目的可以

不擇手段，更換策略就是為了鎮壓敵人。他們強迫農民向

政府繳納糧食，也允許殺掉任何人，哪怕他們僅有一丁點

兒反對革命的嫌疑。 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 

將大約 16000--40000 人送上了斷頭臺，而更多人是被街頭

暴徒毆打致死。革命者們為巴黎聖母院女神加冕，使女神成

為名義首腦，於是革命者們自己也坐上了權力寶座，開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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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B 計畫，用暴力和恐嚇來對付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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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革命也呼籲廢除基督教。開始他們是向天主教宣

戰，但很快就擴展到真正的基督教，因為人們一直認為這

兩者沒有什麼不同。神職人員被驅逐並被判處死刑，教堂

被關閉，取而代之的是民間迷信。宗教紀念碑被損毀，公

共/ 私人敬拜及宗教教育被取締，牧師被要求宣誓放棄信

仰。這直接導致了法國旺代省（Vendee）的戰爭，這場戰

爭被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是第一場現代種族滅絕（The First 

Modern Genocide）。1793 年 10 月 21 日，革命當局通過

一項法律，法律內容是，判處一切有嫌疑的牧師與包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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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立即執行。巴比倫女神雕像坐在巴黎聖母院寶座上， 統

治法蘭西全地。 

在法國大革命中，全世界頭一次目睹到，某種意識形態

能勇悍挑戰舊有的權力結構，接著革命衝擊波被推向全世

界。結果，法國大革命為老馬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

態奠定了基礎.....Early communist leaders such a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frequently and 

extensively referred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hoping 

to find important lessons for building and governing 

communities .At the core of all these communist 

regimes was the desire to completely suppress and 

eliminate worship of God and many of the worst 

atrocities in human history resulted from such 

ideologies ... 而這些意識形態又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 

再到柏拉圖，然後到卡巴拉神秘術（Kabbalah，猶太神秘 

主義）， 終的根源在撒旦巴比倫宗教。..羅奈爾得.雷根總 

統曾公開地稱 Communist 蘇聯為邪惡。 

不過，法國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因它 終演

變成了一場血洗。 後許多陰謀家們，被他們自己製造出

來的暴徒屠殺了。你可以說，嘗試將法國建成“新世界秩

序”（New World Order）的樣本雛形的努力，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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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是失敗了。然而，失敗“科學專制”的符號 理性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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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得以保存，于巴黎聖母院被加冕後一段時間，理性女 

神被移植到美國的海岸線上，邪惡計畫遂得以繼續。菲利 

普.柯林斯（Phillip Collins）寫道： 
 

 

“今天，共濟會光照派的理性女神雕像遍佈美國，其中

一尊矗立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屋頂，另一尊則矗

立在德克薩斯州奧斯丁的州議會圓形屋頂，她的雕像還被

矗立在城鎮的廣場和城市的公園中。但理性女神 為宏偉

的雕像位於紐約港。這位假神手舉火炬，她試圖照亮人類、 高

舉人類，讓人類獲得自由。 

這尊（自由女神）雕像高聳在閃閃發光但受污染的海面 

上，她伸展著手臂，手握象徵火與光明之燭炬。法國巴黎

的阿爾薩斯.洛林共濟會(Masonic Lod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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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ce-Lorraine) ---- 弗雷德里克.巴爾托迪（Frederic 

Bartholdi）雕刻了這尊塑像，因此事實上，這尊自由女神 像

是來自“共濟會新世界秩序”的禮物，也是共濟會光明派

遺產之現代繼承者。 這尊雕像是一個秘傳偶像 

（esoteric idol），對於那些個策劃“世界新秩序”的秘

密社團有著重大意義。” -------------------------- <科學專制的支配地位>, 

The Ascendency of the Scientific Dictatorship, 菲力

浦.D.柯林斯 

法國大革命結束了，然而改變世界的計畫並未結束，它 

們只是變換了地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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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戰爭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在很多方面交相輝映。它們發生的

時間差不多，許多重要人物兩次革命都有參加，很顯然兩

者之間相互影響，雙方沿著相同的路線鬥爭。而且，共濟

會作為潛流在這兩次革命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是顯而易見

的。舉個例子：眾所周知，共濟會總導師（Masonic Grand 

Master）本傑明.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利用

他在共濟會兄弟會內部的關係，在法國人中獲得影響，從

而讓他們對美國人的戰爭努力施以援手。當年的關鍵人物， 是

一位名叫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法國將

軍暨共濟會成員，如今被奉為美國英雄。他離開了法國軍

隊，來到新大陸參加抗擊英國人的戰爭。有人曾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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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如果沒有他的援助，戰爭就不會勝利。如果這是真的， 那

麼僅僅共濟會的一個人物就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共濟會聖經>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和許多美國其他的

將軍們同樣是共濟會的成員。當華盛頓宣誓就任第一任總

統時，他把左手放在一本從他自己的分會那裡拿來的<共濟 會

聖經>( Masonic Bible)上。從此以後，這本聖經就被許

多其他的美國總統用於就職典禮。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90 / 730 

 

 

 

 
 

波士頓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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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龍酒館 

波士頓傾茶事件，乃反抗英國稅收的起義，由此引發的

一系列事件直接導致了美國革命的爆發。這次事件是由綠

龍酒館（Green Dragon Tavern）的人們精心策劃的。眾所

周知，綠龍酒吧則是共濟會成員諸如保羅.裡維爾(Paul 

Revere)等人見面開會的地方。事實上，這裡通常被稱為“共

濟會盾徽”（Freemasons Arms）或者“革命的總部” 

（Headquarters of the Revolution）。 

和法國大革命一樣，共濟會在美國獨立戰爭裡暗潮湧動。 

 

 
美國的開國國父們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一事實有助於解釋關於美國國父們的現象，這一現象 

困惑了我相當長的時間。 

一直以來，我認為美國的開國國父們都是基督徒。美國 

的基督徒們經常這樣聲稱，而我也經常聽到美國的教會是

這樣宣講的。這種情況司空見慣。當你讀到國父這些字眼

時，很輕易就會得出那樣的結論。畢竟，所有的總統在就

職演講時都會提到上帝並向他致敬，而且大量美國早期領

導人的語錄強調了他們信奉上帝掌管著美國。令人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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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的無神論者也聲稱開國先賢們是無神論者，更有

甚者，他們同樣能夠拿出直接的語錄支援自己的立場。在

這種獨特的情形下，開國先賢們已成功化身萬千（ become 

all things to all men） 無神論者認為他們是無神論 

者，基督徒們認為他們是基督徒。 
 

約翰.亞當斯 

以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美國第二任總統為例。

他說過：“在夜讀中，我曾 20 次處於爆發的邊緣... 

在 理想的世界裡，那裡沒有宗教！”無神論者喜歡這 

句話。和平友好協定(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也是在他執政期間制定的，其中第 11 條指出“在任何意義

上，美利堅合眾國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國家。” 亞

當斯還表示：“耶穌的神性，不過是為荒謬所打的便利掩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91 / 730 

 

 

護。在福音書中，我們找不到基督教的信條、懺悔、誓言、 教

義，以及其他愚蠢的廢話。”因此，他沒有太多的時間浪費

在基督教上，不是嗎？ 

但是後來，我們又在他寫給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信中發現：“父輩們獲得獨立的普遍原則就 

是...基督教教義...我承認我過去相信，現在依然相信那 些

基督教的普遍原則會和上帝的存在及神性一樣永恆不變， 而

那些自由原則與人類本性一樣不可改變。” 

或者，在他給 F.A.範德肯普（F.A. Van Der Kemp）信

中所寫：“耶穌是恩慈的化身，是所有人的典範...基督教 的

信仰，有其原始的淳樸和簡單，我已經接受了六十多年。 它是

理性、公平、愛的信仰，是理智和情感的信仰。” 

因此，我們的直接引言有一些似乎是貶損基督教，而另

外一些則似乎是讚揚它。許多其他的開國先賢情形亦相仿。 只

有當你考慮到美國建立的時期，這種明顯的矛盾才會有所彌

合，這是信仰與科學之間的啟蒙過渡時期。這段時期， 自然

神論將削減與模糊的上帝形象帶給人們，人們於是轉向科學尋

求答案。上帝的時代逐漸結束，而科學在崛起。事實上，每一

位早期的美國領導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因此，認為他們腦

袋裡想的始終一致，要麼是徹底的無神論者，要麼是徹底的基

督徒，都是錯誤的。大多數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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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先賢們，都處於無神論與基督教之間光譜的某處。因

此，他們實際上主要是自然神論者或者有些輕微變種而已； 他

們中的很多人還是共濟會成員。 約翰·亞當斯其實是一位

“神體一位論者”（Unitarian） ，“神體一位論” 是

自然神論的變種之一，他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植根於真理。 相反，

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則處於更靠近無神論

的一邊。受自然神論的影響，許多美國早期的領導人在提

到上帝時，喜歡用一些寬鬆的術語，比如“天意” 

（Divine Providence）。 
 

正是由於自然神論的模糊和這段過渡時期，美國國父們

才會化身萬千。他們結合宗教和世俗的條款制定了憲法。

毫無疑問，他們推崇許多基督教的思想，並且深受基督教

思想影響，多數人認為基督教是 好的宗教；同樣毫無疑

問的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反對耶穌自稱為神，並且否認基

督教具有淩駕於其它宗教之上的絕對權威。比如本傑明. 

佛蘭克林就公開表明對耶穌的神性有所懷疑。國父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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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表達的很清楚，雖然讀來令人沮喪。當他們提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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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腐敗時，實際是指向腐敗的天主教會。他們中的很多 

人已經掉入一個陷阱，認為天主教教會是依據聖經的自然 

形態。正是他們試圖擺脫歐洲等級制度的努力，促使他們 

淡化聖經和上帝的觀念。 

由於信仰分歧，國父們對上帝在何處結束干預、科學在 

何處開始運轉、上帝會干預人類到什麼程度，也持不同的

看法。有人認為上帝會干預，而有人則持相反意見。正由

於上帝和科學之間那段陰暗的過渡時期，今天，國父們的

語錄才會被挑出來支持宗教世界觀與世俗世界觀。 

五月花號 

美國早期領受的祝福，來自歐洲為躲避宗教迫害的清教 

徒（Puritans）的大規模湧入。儘管他們現在經常被刻畫

成平凡、無趣和黑白的形象，但是如果美國非要感謝有人

把基督教傳統和道德善良傳承下來，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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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那麼這一群人是當仁不讓的。清教徒們同樣痛恨歐 

洲暴虐的等級制度，但卻不願淡化上帝或者聖經的影響， 

他們認為聖經與腐敗天主教系統沒有一絲瓜葛。他們相信 

在日內瓦聖經上所讀到的內容，並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我 

相信美國之所以繁榮、受到上帝祝福，其背後驅動力是清 

教徒們在建國初期對美國信仰的影響，以及國父們遺傳下 

來的基督教治國原則的影響。 

我認為，繼續討論共濟會對美國的影響之前，將上述內 

容羅列出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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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 --- 隱藏的手 

The Hidden Hand 

繼續美國之旅前，我將快速介紹一個比較吸引眼球的事 

兒。過去兩集中，放置的三張照片有一個共同處，雖然我

還未指出，想必在你的潛意識裡已有了些許感覺，但認為

只是巧合而未進一步關注。再來看看這三張照片：他們分

別是：馬克思、喬治.華盛頓和拉法耶特侯爵。 

若你沒看清，於此再次並排羅列：注意他們右手的姿勢， 為

什麼他們要那樣隱藏自己的手，這“隱藏的手”有什麼涵義，

是否意味著什麼，或只是巧合？好，我們來看看更多的歷史

知名人士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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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省 所羅門. 

羅斯柴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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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札特 拿破崙 

史達林 
 

是否感覺到，這樣的手勢出現得過於頻繁，以至於不像

巧合了？它實際來自共濟會的第 13 級，也就是皇家拱門分

會級別（Royal Arch Degree，共濟會的第一級別組織），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399 / 730 

 

 

象徵“三頭”（Triple Tau），是“第二隱藏大師的符號” 

（Sign of the Master of the Second Veil）。 
 

我不深入細節，但基本上，手勢是向其他初入會者展示自己是秘密兄弟

會，手勢由共濟會靈啟，意思是：“別在乎我的外在身份，這個隱 藏

手勢告訴你，我們都是朝向一個烏托邦目標奔跑。我們都被共濟 

會的光照知識啟蒙。”（It doesn’t matter what I appear 

to be on the surface, this secret gesture tells you 

that we are working towards the same utopian end, you 

and I. We are both enlightened with the illuminating 

knowledge of Masonry.） 

回憶天主教--耶穌會的誓詞，他們宣誓在公開對立的雙 

方，卻私底下向同一目標前進。這就是為什麼，無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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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產階級做出相同手勢。也回憶下黑格爾辯證法原則中， 兩

個看似對立的意識形態，彼此齟齬並產生一個綜合體 

（Synthesis）。 

這些著名領袖是對初入會者說，有一個隱藏的力量、隱

藏的手引導著歷史走向，他們就是隱藏力量中的一份子。

隱藏的手貫穿在這一整個系列中，對我們來講毫不奇怪， 

撒旦今日仍在世界上不停歇地工作。那些被光照的人認為， 路

西法/ 撒旦是善的，若他們跟隨撒旦，人類將得到幫助。但

基督徒們可不這麼想，後文我們將看到更多的手勢。 
 

約翰.克裡 喬治.布希 

記住，我們應注意不要過多承諾或熱切效忠政治中的任

一方。2004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美國人要在約翰.克裡（John 

Kerry）和喬治.布希（George Bush）之間做出選擇。大多

數不知道的是，雖然表面上一位是共和黨人，一位是民主

黨人，但雙方其實都是耶魯大學骷髏會共濟會（Sku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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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s Masonic Society）成員。既然雙方都是共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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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美國公民在投票處真的擁有選擇權嗎？或者他們只是 

投票給身著不同顏色卻擁有相同理念的候選人？ 

無論選誰上臺，事情總是日趨惡化，這還有一個原因： 

耶洗別的靈，總是關注、接近那些國家領袖，它希圖控制

這些領袖而達到目的。這就是什麼我們要為國家領袖們禱

告。 

但是，我們也應當記住整本聖經 中間的經文（The 

central verse），<詩篇>118 篇第 8 節，“投靠耶和華， 

強似倚賴人”（It is better to put your trust in God 

than i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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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山 

The Capitol 
 

終於到達了美利堅合眾國，咱們們從國會大廈開始。國 

會大廈是美國聯邦政府召開會議、為國家未來做出重大政

治決定的地方，這裡被看做國家民主的象徵。這座建築的

結構、藝術和符號都揭示了共濟會在促使美國政府成型過

程中的重要性。就像埃及的獅身人面像例子，它的建造與

天體、層線、命理學、精神能量均保持了一致。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是由一系列共濟會建

築師所設計。 初的設計由威廉.桑頓（William Thor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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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1828）開始，而後由弟兄本傑明.拉特羅布（Benjamin 

Latrobe，英格蘭建築師薩繆爾.佩皮斯.科克雷爾[Samuel 

Pepys Cockerell，1754-1827]的學生）完成定稿，1812 

年美英戰爭後，科克雷爾又重新設計了國會大廈。這座建

築的兩翼和大圓頂，是由弟兄湯瑪斯.尤斯狄克.華特 

（Thomas Ustick Walter）後來加上的。 ----- 費尼克斯 

共濟會網站 www.phoenixmasonry.org 
 

不一而足的是，喬治.華盛頓主持國會大廈的奠基儀

式時，使用了共濟會的徽章和儀式： 1793 年 9 月 18 

日，喬治.華盛頓總統主持了一場共濟會儀式，儀式由馬里 

蘭共濟會總會(Grand Lodge of Maryland)資助，儀式中美

國國會大廈的基石被共濟會“榮耀”地放置。協助華盛頓

這位尊貴弟兄的，包括來自馬里蘭共濟會的總導師 R.W. 

Bro. Joseph Clarke，來自維吉尼亞州 22 號亞歷山大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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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Master of Alexandria Lodge No. 22 of Virginia,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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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頓總統的母會）的導師 Elisha C. Dick，來自馬里蘭 9 

號共濟會（現為哥倫比亞特區 5 號 Potomac 共濟會）的 Wor. 

Valentine Reintzel 導師。 ----- Ibid 

不僅國會大廈，整個華盛頓特區的地理佈局也經過了精 

心設計，國會大廈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罷了。看一

下照片，就會注意到它與華盛頓紀念碑的關係 那是世 

界上 有名的方尖碑之一。 
 

注意這與梵蒂岡多麼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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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佈局，在巴黎和其它許多城市都能找到。為什麼 

是這種佈局？ 

統領整座建築的圓頂的關鍵。許多古代文化中，圓頂形 

狀代表陰性或子宮。方尖碑所代表陽性，與穹頂所代表的

陰性聯合，於是秘術術士們相信第三個實體被孕育出來 

------某種靈界能量。我們已注意到這種想法曾出現在角 

尺與圓規（Square and Compass）的符號中。 

八卦與風水術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408 / 730 

 

 

全世界的秘術，有這麼一個流行觀點，即，特定的形狀/ 顏

色要麼產生能量，要麼揮散能量。我們所熟悉的概念、不

久前狂熱傳播過一陣子的“風水”的內容是，傢俱的佈置

與能量相關。你可以把方尖碑與圓頂的佈置，看做是某種

形式的“風水”，這樣佈置是為了產生一種靈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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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廈的圓頂上，我們發現了這尊雕像，象徵性地面

向東方、太陽升起的方向。這尊雕像是曾在法國巴黎聖母

院登上寶座的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換句話說， 

亞舍拉再次出現了 ------ 她絕對是要令人驚訝地從每個 

地方冒出來。共濟會員湯瑪斯·克勞福德（Thomas Crawford） 

設計了國會大廈的女神雕像，她站在一個球形的頂部，這 

個球形幾乎可以確定就是代表地球，周圍環繞著一句拉丁 

文“E Pluribus Unum”，意思是“合眾為一”（Out of 

many， one）。記住每一個符號都既有光明一面、又有黑

暗的一面。這句話呈現給公眾的是光明和美好的意思，它 

號召由移民組成的美國人團結起來，而黑暗並且隱藏起來 

的意思則是，整個世界要團結在這位神秘莫測的女神腳下。 

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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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版本的亞舍拉， 廣為人知的是哥倫比亞女神。“DC” 是

華盛頓特區的縮寫，其實代表的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ashington District of Columbia），這實際上是說， 

這是她（哥倫比亞女神）的特區、她的領土，也接受她的

統治。電影迷們能認出她，因為她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Columbia pictures）的標誌，她也常常被認為是美國精

神的象徵。注意她右手舉著一把明亮的光束，非經人提醒， 我

從未注意到她正站在一個金字塔狀物的頂端。 

走進國會大廈，向圓頂的上面看，我們會看到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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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大廈穹頂梵

蒂岡大教堂穹頂 
 

康斯坦丁.布倫米迪 

從這個角度看，國會大廈的圓頂與梵蒂岡幾乎一模一樣， 在

圓頂上有一幅畫，名字叫“（人的）神化”（The 

Apotheosis），作者是一位名叫康斯坦丁.布倫米迪 

（Constantino Brumidi）的藝術家，其經歷很有趣，因他

年輕時被梵蒂岡雇傭作畫而成名。1848 年，共濟會嘗試推

翻教宗政權，但沒有成功，令人驚訝的是，布倫米迪雖然靠

為梵蒂岡作畫討生活，但他竟然也是這個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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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與共濟會之綜 

合體 
 

後來，布倫米迪登船遠走美國，為神秘秘術社團工作並

且成名。就是因為他繪製了這幅畫，國會大廈的穹頂成為

梵蒂岡的複製鏡像。這一整套的設計——國會大廈、穹頂、 方

尖碑同時出現在共濟會的華盛頓和天主教的梵蒂岡。兩種看

起來對著幹的意識形態卻在幹著同一件事兒，這說起來奇怪，

但回憶愛麗絲.A.貝莉的話，就不覺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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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A.貝莉 

“因此，毫無疑問，當前讓普通大眾熟悉神秘事物性質

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些神秘事物將通過外在的表現

而恢復，而基督教會（假教會）和共濟兄弟會將作其媒介…” 

(There is no question therefore that the work to be 

done in familiarizing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 

nature of the Mysterie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t 

this time. These mysteries will be restored to 

outer expression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Church [false church] and the Masonic Fraternity… ) 

貝莉預言，通過“基督教會”（假教會）和共濟兄弟， 

神秘宗教將為公眾熟知，這兩股相互齟齬的力量，其實是

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記住，事實上，共濟會光明派的創

始人維斯豪普特（Weishuapt）就來自天主教耶穌會，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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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創立光明會後，卻宣稱自己反天主教。共濟會和天主教 

會看上去相互齟齬，但實際都是撒旦的牽線木偶。在愛爾 

蘭，你可以觀察到這種情況，那些聲稱自己是“新教徒” 

（Protestant，抗議宗）並且反對天主教的人，其實經常 

是共濟會的一份子。 

既然，“神化”的定義是“將目標物提升到神的高度” 

（the exaltation of a subject to a divine level）。

那麼，那目標是誰呢，誰會被提升到神的高度呢？若仔細

觀察，會發現“他”就是站在圓頂下的 ---- 喬治.華盛頓。 
 

華盛頓紀念雕像 

看這尊雕像的底部，會發現哥倫比亞女神與亞舍拉女神

被繪畫在底座上，而喬治.華盛頓在她正上方。這代表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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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被奉若神明：注意他的姿勢，左胳膊舉起來擊打著什麼， 右

手向外伸展。當華盛頓宣誓就職時，也是這麼被刻畫的。 

這尊雕像再次將華盛頓抬升到了神祗的地位，而其原型

是宙斯（Zeus）。這尊雕像本來是要在國會大廈一直展示

的，但後來發現它讓人感到很不舒服，就被挪到了史密森

國家博物館（Smithsonian Museum），雕像很特別的一點

是，常常讓人想到巴風特（ Baphomet），也就是代表撒

旦的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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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以前提到的，若將代表人的五角星倒轉過來後， 

我們就看到了巴風特。因此，若這幅畫試圖將華盛頓提升

到神的高度，我們不禁要問，是哪一位神呢？ 

順便說一句，在銀幕上，你會發現巴風特兼有男性和女

性的特徵，表示男性和女性、光明與黑暗有著同一個來源， 

這個主題我們已看過無數遍了。如果我們再一次地回到那幅

畫，我們還會看到圍繞華盛頓的其它形象，它們也是來自異

教神話的男神與女神們，就如亞特蘭蒂斯（Atlantis）、維納

斯（Venus）、哥倫比亞女神、火神（Vulcan）、穀神 

（Ceres）、雅典娜女神（Minerva）一樣，所有這些神， 

不過是魔鬼在尋求被人敬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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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大廈地下室實 

景 

國會大廈圓頂的正下方，有一個地下室，地下室的地板 

中央，有一個青銅太陽的符號。這裡是華盛頓特區的幾何 

地理中心，所有的街道地址都指向它。國會大廈的周圍， 

你可以輕鬆地找到不少異教的神祗，例如，在國會大廈入 

口，就有這麼一尊戰神（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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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廈入口的戰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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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符號 1（紀念碑，自由女

神，國徽，貓頭鷹，華盛頓市區

等） 

American Symbols 

 

華盛頓紀念碑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華盛頓紀念碑的重要性無須多言，這裡補充一些細節。

1848 年 7 月 4 日，哥倫比亞特區共濟會總會的總導師， 

Benjamin B. French 主持共濟會儀式、為紀念碑奠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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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百計的共濟會分會，為紀念碑的建設提供資助，其中包 

含 35 塊共濟會的紀念石。 

涉及的石頭數目相當耐人尋味。在地平線上，紀念碑的

每一側為 55.5 英尺，也就是 666 英寸；碑高 555.5 英尺， 

也就是 6666 英寸。還有更複雜的數位與數位組合隱藏在建 

築結構，集中了眾多關於 13 的數字。我在此不深究這些數

字，但必須提的是，迦勒底人（Chaldean）的占卜術中， 

數字 13 代表：“指示計畫、地點等改變的數字，如人們通

常期待的幸運的事。一些古老的著作裡說，“那些瞭解數

字 13 的人，將被賦予權力和統治能力” ....... 這是一個權 

力的符號，若使用不當，將對自己產生毀滅性影響。若把

數字 13 在算術中複合使用，它將成為一個未知或非預期的

警告數字。 

  http： 

//www.professionalnumerology.com/chaldeansystem.ht 

ml]（http：//www.professionalnu 

merology.com/chaldeansystem.html  

這些數位向共濟會初入會者傳達了這樣的資訊：美國代 

表計畫和地點的改變，離開法國，成為超級強權國家。 

 
 

自由女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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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也許是美國 知名的標誌建築。事實上， 

她幾乎是美國的同義詞。眾所周知，自由女神像是由法國

贈予，但建築本身的關鍵數字卻露了馬腳。 

這份禮物，是法國大東方殿共濟會（French Grand 

Orient Temple Masons）於 1884 年所贈，慶祝第一個共濟

會共和國------美國成立 100 周年。法國共濟會員 Edward 

Laboulaye 負責制作這尊雕像，他想要複製共濟會運動中

所祭拜的女神成為一個巨型雕像。 Laboulaye 負責籌集資

金，並委託共濟會員巴托爾迪（Frederic Bartholdi）設計，

另一位共濟會員 Gustave Eiffel 則負責雕刻這位“自遠古

時代而來照亮世界”的女神。法國大革命期間在巴黎聖

母院被加冕的那位女神，和這位女神是同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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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貝塔斯女神 

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像，今天依然是世界上 大的亞舍拉（Asherah） 

女神偶像。她的名字，實際是羅馬神祗 ----- 利貝塔斯 

（Libertas），一些共濟會背景的人會直呼她的埃及名字 

----伊希斯（Isis）。無論起什麼名字，她就是巴比倫宗 

教的女神。 

古羅馬時代，利貝塔斯是個人自由女神，因為她提倡人

們去做任何自我感覺不錯的事情而廣受歡迎。因為提倡性

自由，她又被稱為妓女總管女神。事實上，根據羅馬神話， 是

她發明了“性自由”的概念。回憶下，塞米勒米斯是妓院的

老鴇：不同的名稱，一如既往的特質。奴隸們盼望自由，也

認為利貝塔斯是他們的女神。不少女性奴隸獲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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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後去妓院謀生，依舊認為利貝塔斯是她們的女神，特別 

是那些成為邪教女祭司的人。 

自由女神像，右手高舉共濟會的啟蒙火炬，她的官方頭

銜是“自由照耀世界”（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

她的姿勢與羊神巴風特（Baphomet）相似。 
 

自由女神像在共濟會儀式裡奠基，底座上是一個紐約共 

濟會特別製作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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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釘皇冠（The Crown of Seven Spikes）代表太陽神的

光照。當時的想法是，日神光照在七釘上 ----- 地球七個 

主要大陸/ 大洲。 設計者原計劃給自由女神像的長袍繪

上紫色和朱紅色，和<啟示錄>中描述的大淫婦一致。由於 

資金緊張，這個想法後來被放棄了，後改由金屬銅進行建

造。 

也有人說，自由女神像原是雕塑家巴托爾迪（Bartholdi） 為 

1867 年埃及蘇伊士運河通航所設計的雕像，是一尊埃及伊西

斯（Isis）女神雕像，但後來未使用。於是巴托爾迪稍微修

改了這個雕塑、直接送到紐約港作為美國國慶賀 

禮。 

自由女神像不只是今日世界 大的亞舍拉偶像，它也是 

有記載以來，人手所造的 宏偉的偶像，打敗此前的紀錄

保持者-----希臘羅得斯島巨像（Colossus of Rhodes）， 

並甩開其數個身位。 

 
 

美元鈔票 

The Dollar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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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的一美元的鈔票，是世界 有名的通貨之一，票面 

上擠滿了共濟會符號。所看到的兩個圓圈裡，都有怪異的

圖像。若你閱讀之前的系列文章，那麼我無需再冗繁解 

釋。 

環繞全視之眼的拉丁文，寫著“Annuit Coeptis Novus 

Ordo Seclorum”，意思是“世界新秩序的誕生宣言”， 

隱秘地暗示，未來全世界將受一個全球性組織的統禦。而

這個紙幣的設計者清楚地看見，美國的共濟會，將讓美國

在這個新世界秩序的誕生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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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倒轉的五角星拼寫“MASON”這個單詞，也就 

是"共濟會"的意思，可通過將一些單詞的首字母或尾字母

串聯一起得出。鈔票裡也存在 13 的倍數，例如，金字塔有 

13 層。在此我也只是猜測，但不少人相信今日世界存在 13 

個光明會的家族，他們正為頂石（Capstone）   路西法/ 

敵基督的到來，鋪就道路和基石。 

 

 
美國國徽 

Great Seal 
 

上圖的美國國徽也有著深奧的象徵意義。 

曼利.霍爾（Manly P. Hall）寫道：“美利堅合眾國成

立時，歐洲的神秘秘術尚沒有死亡。秘術之手操縱著美國

新政權的建立，美國國徽上仍存留秘術的印記。仔細研究

國徽，可發現大量秘術與共濟會符號，所謂的美國之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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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徽上的美國鷹，不過是一隻鳳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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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鳳凰，是代表混亂秩序的符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的理念。（The idea that out of the flames of war and 

pain comes and end which has justified the means.） 

回憶下阿爾伯特.派克的<道德和教條>的封面。這只美國

雀鳥身上有： 

1） 13 片葉子 的橄欖枝； 

2） 13 個條文的盾牌； 

3） 13 中的箭頭左側的絲帶寫著 “E Pluribus 

UNUM”（合眾為一），有著雙重含義。“E Pluribus 

UNUM” 是 13 個字母； 

4） 頭頂羽毛上有 13 顆星，並形成一個六角星。

同樣的六角星有 6 個點、6 個角、6 個面（666），可

用於召喚撒旦，是世界上 邪惡的符號； 

5） 右翼有 32 根羽毛，左翼有 33 根羽毛，代表共

濟會的等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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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的街道佈局 

Washington DC Street Layout 
 

上圖是華盛頓特區中央的衛星照片，研究細節，你會發 

現某些特別之處： 

首先，街道佈局呈現一個倒轉的五角星， 南點是白宮。 但

是請注意，華盛頓方尖紀念碑並不與白宮對準，它對準白宮

的身後---- 高委員會共濟會聖殿（The Supreme Council 

Masonic Temple）。沿這條直線建造的規劃表明， 共濟會

相信，美國權力的真正來源，不是四年一換的美國總統，

而是總統身後的屬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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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瞭解華盛頓紀念碑與美國國會大廈之聯繫，若把

它們同另一側的林肯紀念堂相連，將得到一個倒轉的“牛

頭”（Tau）的符號。牛頭符號代表塔慕茲（Tammuz），在

占星術中代表金牛（Taurus Bull），它們都象徵巴力（Baal）。

在美國國會大廈、林肯紀念堂、共濟會聖殿間畫線，將得

到一個三角形/ 金字塔的圖形，共濟會聖殿在圖形頂部 

------這也是全視之眼所在的地方，又一次代表共濟會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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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若將白宮與國會大廈用直線相連，然後連線到傑

佛遜紀念堂，也可以畫出一個“角尺和圓規”（A compass 

and square）的圖形，如圖片所示。 

 
 

貓頭鷹

Owls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430 / 730 

 

 

 

 
 

從空中再次鳥瞰、放大美國國會山，會發現它的形狀酷

似貓頭鷹。貓頭鷹代表智慧。在希臘智慧女神名叫雅典娜， 她

與貓頭鷹有關。聰明的老貓頭鷹常見於故事與古神話。幾乎

所有的迪士尼動畫片裡，靠近森林的地方總會有一隻聰明的

貓頭鷹向路人伸出援手，也經常會看到貓頭鷹戴著眼鏡鑽到

書堆裡。 

這種關聯的原因是，貓頭鷹是夜行動物，它可以在黑暗

中看到其他東西。而就像貓頭鷹一樣，神秘術士號稱能 

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絕妙的隱喻。貓頭鷹是知識 

和光照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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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娜 動 

畫片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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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符號 2 ---- 莉莉絲 

American Symbols -Lilith 
 

莉莉絲

Lilith 

貓頭鷹符號，也帶給我們一個名叫莉莉絲的人物。現在， 關

於莉莉絲的故事是如此的彼此矛盾而令人迷惑，以至於似乎

無法找到她的根源為何，但幾乎文化都認為她是一個有能力

的女魔鬼。從猶太教卡巴拉（ Kabbalah，猶太神秘主義）

而來的普遍接受的神話傳說是，莉莉絲是伊甸園 裡亞當的

妻子，夏娃還在她之後才登場。神話裡還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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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和莉莉絲曾同房，但莉莉絲拒絕成為順服的妻子，她 

希望成為家庭的領導者。 

根據卡巴拉的說法，這場爭鬥導致莉莉絲離開伊甸園， 

飛翔到紅海之濱的一個山洞裡，在那裡，她接受世界的魔

鬼作為情人，並在短時間內生育數以千計的魔鬼的孩子。

然後，她被稱為“魔鬼之母”和“阿斯蒙蒂斯 Asmodeus 之

妻” ------ 阿斯蒙蒂斯被認為是魔鬼之王。這種形態的莉 

莉絲，作為阿斯蒙蒂斯之妻，她被稱為年輕莉莉絲（Younger 

Lilith）。 
 

根據卡巴拉的說法，亞當試圖使與莉莉絲和好，並請求

上帝派遣三位天使去勸說並把她帶回。若莉莉絲拒絕回到

伊甸園，天使們將下 後通牒，每天殺死一百個魔鬼孩子。 即

便如此，莉莉絲仍然拒絕建議，並且出於對亞當的新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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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娃的嫉妒，她發誓要以同樣方式懲罰夏娃的孩子、殺 

死亞當與夏娃的孩子們。她還發誓要攻擊睡夢中的男人， 

並非殺死他們，而是玷污他們、獲取他們的精液，這樣她 

可以生出更多魔鬼的孩子。因此，她被稱為“魅魔” 

（Succubus） ---- 夜晚玷污男人的女魔鬼。 

聖經中，曾描繪過遠古時期魔鬼與人類之間的性行為， 

大概是諾亞時代的 Nephilim。 

傳統上有些人將莉莉絲描繪為蛇，有的人甚至將他描述

為伊甸園裡蛇的身體，仿佛她曾出現在那一時期。這些傳

統說法裡，她以撒旦（或 Samael）妻子的形像出現，並且

暗示亞當和夏娃被誘惑，是他們共同努力的結果。莉莉絲

提供身體，而撒旦發出聲音。作為撒旦之妻，而非阿斯蒙

蒂斯的妻子，她被稱為老莉莉絲（Elder Lilith）。 

我們似乎花了很多時間在那麼狹窄的小道上，但莉莉

絲 Lilith 這個單詞，確實在聖經<以賽亞書>34 章 14 節

提到過一次。 

現代版本的翻譯有，“夜生物”（NIV，NLT），“夜

野獸”（NASV），“夜晚動物”（NCV），在英王欽定版裡 

譯作“尖叫貓頭鷹”（sceech owl）。因此，她又與貓頭

鷹有關。其他版本說“夜貓頭鷹”（Youngs）或“夜鶯” 

（ESV）。所以有點深奧的是，貓頭鷹代表女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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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絲特別重要，因為撒旦教徒尊她為我們這個世代的

“冉冉升起的女皇”（Rising Queen），莉莉絲是我們這

個世代 明顯的魔鬼。 
 

安東.拉維 

1966年安東.拉維（Anton LaVey）宣佈，這將是“撒

旦時代”（Age of Satan）的開始的第一年，更準確地描

述為“莉莉絲時代”（Age of Lilith）。他認為，莉莉絲

的影響力會從這個時間點開始極大發展，莉莉絲也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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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世代。 

過去兩個世紀，特別是過去幾十年，莉莉絲的特質確實

貼切反映了社會潮流。1800 年代前，莉莉絲一直被視為一

位黑暗邪惡的魔鬼，但百年以後，全新的對莉莉絲的藝術描

繪嶄露頭角。現在沒人覺得她是一個邪惡魔鬼，而是一位高

尚的女神，她的性格變成值得尊敬而可愛的。 

例如，因為莉莉絲獨立、不順從男性，她成為女權主義

運動的榜樣。邏輯推演下去，女同性戀由女權主義衍生而

出，莉莉絲是女同性戀背後的魔鬼。她也可能是造成異裝

癖（Cross-dressing）和變性（Transexuality）後面的那 

股力量。 

1967 年美國三藩市“愛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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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的“性自由” ----即 Fornication，也和莉莉

絲相關。她於 1966 年衝擊了我們的文化，那一年避孕藥物

和相關技術的出現，改變了人類與莉莉絲的關係。翌年， 

1967 年“愛之夏”事件（Love of Summer，10 萬人聚集三

藩市嬉皮街）出現了，大家基本都去瘋狂濫交。人們覺得可

以擁抱莉莉絲及她的情欲，而不必承擔任何後果。不過， 莉莉

絲也是流產和性病背後的魔鬼，這些事情都像太空火箭一般

超出我們的控制。莉莉絲代表外表美麗、誘人的的事物，但至

終引向毀滅，她是聖經<箴言書>中所警告的那 種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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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胎文化 

後，莉莉絲也與近現代時髦的吸血鬼（Vampires）形

象高度相關，而吸血鬼形象在晚近時代備受歡迎。 一些聖

經版本中，使用“夜晚怪獸”（Night monster）或“夜晚

生物”（Night creatures）來詮釋莉莉絲，1922 年莫法

特（Moffatt）版本的聖經中，莉莉絲被明確翻譯為“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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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當然，吸血鬼就是夜晚生物，它在夜晚出沒，趁人 

類熟睡時吸血。 

2011 年發佈的斯蒂芬妮.梅耶(Stephanie Meyer)撰寫的

電影<暮光之城>（ Twilight）中，你不得不正視吸血鬼

的日漸時髦的肖像畫，這是莉莉絲 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

了。與吸血鬼掛鉤的，是與上帝無關的“不朽”觀念，這

個觀念吸引著神秘術士們。 
 

莉莉絲的許多特質，與亞舍拉（Asherah）咬合對應，但

傳統上認為莉莉絲與亞舍拉迥異。因此，很難辨別她們的

緊密咬合程度。我個人認為，她們的特點非常相似，應屬

於同一股力量（Force）。支持該理論的進一步證據是，神

秘術士亞曆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及其同僚

稱莉莉絲為“巴巴倫”（Babalon）。也許，莉莉絲就是耶 

洗別或亞舍拉 控制塞米勒米斯（Semiramis）的那位 

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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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曆斯特.克勞利 莉莉絲 

--亞舍拉 
 

撒旦期待在現代世界裡重建巴比倫，因此撒旦的追隨者

們認為，莉莉絲或亞舍拉（Asherah）是這個時代 重要的 

“冉冉升起的神祗”。 

如果你不相信，美國國會大廈的圖像實際代表貓頭鷹， 

說句公道話，有些人確實不這麼相信，那麼一個叫做波西 

米亞森林（Bohemian Grove）的地方就值得提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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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亞森林 

Bohemian Grove 
 

波希米亞俱樂部，1872 年成立於美國三藩市，是政客

與知識份子們的排他性俱樂部。每年他們在一個非商務地 點

花些時間放鬆和交流。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為精英準備 的俱

樂部，地點在今天被稱為波西米亞森林的地方。波西 米亞森

林為私人紅杉樹林，占地 2437 英畝，嚴格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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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亞俱樂部大門波

西米亞俱樂部內攝 

每年盛夏，1500 位來自美國各州、美國境外的 具權勢

的政客和商人，會參加波西米亞森林俱樂部的活動。早期的

資料顯示，俱樂部是為那些有能力影響公共輿論的人而專門

成立，藝術家、作家、電影製作者等，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

的媒介（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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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全體會員均為男性的俱樂部裡，音樂家的比例 

相當高。這有助於解釋俱樂部的名稱為什麼叫做“波希米 

亞”森林。 

1923 年以來的每一位共和黨總統，以及一部分民主黨總

統，均是該俱樂部的成員。政府內閣成員、大型公司集團 

（包含主要金融機構）董事、CEO 也參加這個俱樂部。俱

樂部成員包括了各大軍械承包商、石油公司、銀行（包括 美

聯儲）、公用事業企業（包括核能）和全國廣播電視媒 體的

高層人員。 
 

波西米亞森林俱樂部，雷根和尼克森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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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布希總統 

波西米亞森林俱樂部，看來成為了一個全世界精英的非

正式的入口。其成員的位階，等價於撒旦宗教 外圈，或

共濟會 低階。俱樂部成員每年都獲准帶新的客人來參加

聚集，俱樂部會篩選這些客人，找到那些未來 有用的人

來參與實現俱樂部的計畫與目標。於是，通往撒旦宗教的

內圈的大門為這些人打開了，他們踏上政界、商界、媒體

界的快速上升通道，並得到巨額財富的承諾。新人們在驕

傲中躊躇滿志，自負自私的本性被挑動起來。他們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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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特殊，具有獨特天賦和才能。俱樂部的排他性強調， 讓

這些新人們找到了“歸屬感”。 

俱樂部設計出這樣的機制，將這部分人的對人類的忠誠， 轉

變為對“權威” / 精英的忠誠。 

營會開始後的第一個週六，參與者會舉行一個稱為“焚

燒憂慮儀式”（The Cremation of Care）的德魯伊（Druid）

異教儀式。始於一隊穿戴紅色長袍和小尖帽，一些人播放

葬禮哀樂，另一些人舉著火把遊行。這些儀式的腳本已經

洩露出來，其中參考了巴比倫和“美好的推羅”（Goodly 

Tyre）的儀式。回顧前文所說的，推羅王子與推羅王的聯

繫 我們知道，這隱秘地指向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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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7 月，Jones 偷偷地溜進了叢林，第一次

用攝像機拍攝到了這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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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常一樣，“焚燒憂慮儀式”（The Cremation of Care）

具有光明與黑暗兩重涵義。光明的涵義是，他們拋棄憂慮

從而享受節日；黑暗的實義是，隱秘世界裡的“憂慮”（care）

代表“良心”（conscience）。因此，儀式代表殺死良心， 

這樣他們才能夠計畫和實施邪惡。回憶一下，耶穌會不得不

玩一些心靈遊戲，以克服或繞過良心。顯然共濟會員也有類

似的問題，通過這個儀式可以擺脫它。所做的這一切， 都在

巨大的貓頭鷹面前。 

許多檔證明，這只貓頭鷹是巴力（Baal）的一個形式 

----摩洛（Molech）。聖經提到過摩洛，摩洛要求將小孩 

經火、放入火裡獻祭。不過，貓頭鷹的圖像更像莉莉絲 

（Lilith）、雅典娜（Athena）和亞舍拉（Asherah）等女 

神。我可能是錯的，但它似乎更像女神的雕像。這並不重

要，因為它們都是撒旦的不同面具。 

但鑒於咱們所瞭解的莉莉絲（Lilith），波西米亞森林 

裡，男女易裝的情況顯然很普遍，因為許多假神崇拜的社

會裡也敬拜莉莉絲。據報導，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 

Ak-Sar-Ben 騎士團（Knights of Ak-Sar-Ben），參加

了一個名為“在地獄的 High Jinx”（High Jinx in Hades） 

的節日，涉及男女易裝。據報導，波西米亞森林的男人和

男孩穿著婦女衣服，或裝扮成埃及女神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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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拜女神伊斯塔（Ishtar，亞舍拉，Asherah）的古代 

地中海世界，模糊男女性別較為普遍，事實上，那裡的人

們通過男女間易裝，來過他們的假神節日。 

 
 

壹元美鈔上的貓頭鷹

The One Dollar Owl 

之前，我沒有一美元鈔票突出強調一個圖畫。坐落在右 

上角，可以看到一隻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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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有些人認為這是一隻蜘蛛。我個人認為是一 

頭貓頭鷹，但有趣的是，位於波西米亞森林的入口處，有

一個標誌，它寫道：“蜘蛛們，離開這裡”，所以我們這

裡有一個結合貓頭鷹和蜘蛛的標誌。 
 

波西米亞森林入口處標誌 

33 級共濟會員----曼利.霍爾（Manly P. Hall， 

1901.3-1990.8）確認並闡述了支持的證據： “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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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獲得許多美國共濟會國父的贊助，而且還獲得歐洲一個秘

密、威嚴的機構的贊助，將這個國家（美國） 建立成少數

發起人知曉的、有特定目的的樣式。” 

---- 曼利.霍爾，<所有時代的秘密教義>（ The secret 

Teaching of all ages） 

"Not only were many of the foun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asons, but they received aid from 

a secret and august body existing in Europe which 

helped them to establish this country for a peculiar 

and particular purpose known only to the initiated 

few."---- Manly P. Hall, The Secret Teachings 
 

曼利.霍爾 

在我們結束前三個部分、進發到現代世界之前，我們需 

要探索這個歐洲秘密組織，它説明建立共濟會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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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時代 --- 高利貸 

Usury 
 

現在我得承認，自己對於經濟學和世界金融並不很精通， 這

中間的複雜性讓人感到很困惑，不過這也許就是關鍵所在，

或許就是故意把它們搞得讓普通人難於理解。就像天主教把

聖經搞得神秘兮兮，讓人無法理解一樣，於是天主教就成為

資訊的衛兵，可以由著自己把資訊改得面目全非， 這種做法同

樣適用于銀行家們，他們就想讓我們不明白他們在做什麼。 

記得我們以前引用過的一本匿名作者所寫的書<安靜

戰爭中的無聲武器>( Silent Weapons For Quiet Wars)， 

裡面說：“如果公眾對圖書管理的方法不清楚的話，就連

圖書管理員也可以成為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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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來臨的經濟末日> 大衛.耶 

利米 
 

以下的幾個部分中，我想將重點放在金融市場和銀行系

統上，它們被控制的程度遠超我們想像，在它們裡面發生

的大多數事情是被計畫好的——而非偶然發生。我強烈推

薦一本書，那就是大衛.耶利米（David Jeremiah）的<即

將來臨的經濟末日>（ The Coming Economic 

Armageddon），描述了一些在 2009 年金融危機以後發生

的令人困惑的事情，他提到了那些失敗公司例如：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J.P.摩根（JP Morgan）、

花旗銀行（Citi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設法償還

他們所獲得的億萬美元的救助基金。接著，就像變魔術一

樣，2010 年第一季度，這些金融巨頭就不再虧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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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壯舉，相當於四大聯盟的棒球投手 

在同一天裡打了一場完美的比賽…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轉 

折怎麼可能發生呢，是有某種控制在進行嗎？有人懷疑這 

是一個計畫好的事件…” 

他繼續寫道：“然後還有這個發生在 2010 年 5 月初、股

市閃電崩盤的奇怪案例。如果你是一個市場觀察者，你可能在

星期四股市的蹦極時中風並心絞痛，我們可以叫它恐慌買入，

急轉直下，市場修正或者其它好聽的名稱，道鐘斯…報出了自

從 1987 年危機以來一天 大跌幅…下午 2 點 

30 分…僅僅在五分鐘之內，道鐘斯指數（下跌了）400-880 

點，然後繼續猛烈下跌到接近 1000 點，2 點 40 分，下降

以一種奇怪而突然的向上猛拉而停止了，就好像彈力繩達 到了

低點，然後它的操縱者又讓它跳到 高點。到 3 點 

40 分，道鐘斯指數回漲了 383.17 點 幾乎是一次奇跡 

般的回漲！…一次金融奇跡嗎？…恐怕不是…似乎是某個 

幕後委員會的干預…” 

我們這裡談到的是貸款人，私人銀行機構，他們有足夠

的財力和影響力去按照自己的意願操縱金錢的流動，因而， 

政府和國家也可以。這不是我 喜歡的主題，但經濟在今日

世界是非常基礎性的，我們需要研究它，方式是來看看時間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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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推回 1790 年的法國大革命，一位叫做梅耶.羅斯柴 

爾德的男人，從德國來到法國，成為那裡第一位共濟會光 明

會的會員，羅斯柴爾德家族當時資助了亞當.維斯豪普特。 羅斯

柴爾德家族因借貸給皇室而暴富，特別是黑森.卡塞爾 

（Hesse-Kassel）的威廉九世（1785-1803）。他們發現借 

貸給王朝國家，比借貸給個人更加利潤豐腴，貸款量更大， 而

且有國民的稅收保障，使得風險幾乎為零。這給了梅耶. 羅斯

柴爾德靈感，他說出一句豪言：若能控制一國貨幣， 就能控

制這一國，無論那一國的統治者是誰，結果一致。 

僅僅一年以後，也就是 1791 年，他在美國建立了第一家 

銀行，美國政府借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給了這家銀行 20 

年的特許權，漢密爾頓當時是華盛頓政府的內閣成員（美

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梅耶.羅斯柴爾德給了他的兒子南森

20000 英鎊，在倫敦建立中央銀行，這就是英格蘭央行； 

梅耶.羅斯柴爾德的另一個兒子雅各（或詹姆斯），也在法 國

建立了央行；另一個兒子卡曼，在義大利建立了一個銀行；

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在維也納建立了央行。 

我相信這是曼利.P.霍爾（Manly P. Hall）提到的歐洲

的共濟弟兄會做的。回憶約翰.羅賓森（1739-1805，蘇格

蘭哲學家）在<證據與陰謀>（Proofs of a Conspiracy） 

一書中所寫：“共濟會光照派的 初目標是不依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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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須為它工作）就擁有財富、能力和影響力。” 

這基本上就是貸款人所做的。他們憑空創造出貨幣，然後以

一定利息借出，他們得到了很多，但並未做什麼工作， 這就

是高利貸。這在聖經中是得到禁止的，但今天整個經濟都建

立在這個基礎上。通過這種方法，一小撮有影響力的人有可

能獲得讓人無法想像的財富和權力。讓我試著解釋一下： 
 

假設有一個借款人名叫梅耶，另一個公民名叫約翰，他

們倆都住在一個嶄新的國家中，這個國家名叫“自由之地”。 梅

耶來到自由之地新成立的政府那裡，請求建立一所中央銀行來

發行這個國家的貨幣，中央銀行將屬於梅耶私人所有，由他的

家族來運營，政府同意了他的提議。現在公民約翰想在自由之

地建造一座房子，但他沒有錢，所以他去見中央銀行的梅耶，

請求梅耶借給自己 100 自由元來造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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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梅耶給了他 100 元的借款，這代表一筆債務立即形

成了。這些紙幣基本上是意味著，你陷入了這麼多的債務。 但

是在這 100 元的基礎上，梅耶收取了約翰 10%的年利息， 

它們必須在十年內還清。這意味著，約翰需要努力工作， 

為了這 100 元的本金，他需要 10 年後一共償還 158.40 元， 

如果按複合利率算，還要更多。可問題是，只有 100 元在

流通，因為自由之地的中央銀行只印了這麼多。因此，如果只

有 100 元在流通，約翰怎麼能夠還銀行 158.40 元呢？ 所

以需要印刷更多的紙幣來保證足夠的紙幣流通來彌補利息。因

此，約翰回到銀行，請求他們再印 58.40 元的紙幣借給他，

以便他能償還這筆債務。就這樣，銀行就像變魔術一樣憑空

變出 58.40 元，把他們發行給了約翰，而且還帶著利息。

他們為這筆錢又要了 10%的利息，十年以後還清。因此約

翰現在的債務總計 192.4 元了，但現在又一次 

地，只有 158.40 元在流通，於是約翰又回到銀行請求發行 

更多貨幣來彌補短缺，於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不停地發行 

帶有利息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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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體系下，絕不會有足夠的錢來還清所有的債務， 

只是把約翰置於對銀行永恆負債的境況中。他能夠還清債

務的唯一辦法是銀行發行更多的錢，但這只是把他推入越

來越多的債務中。這是一個以指數級增長的螺旋， 終會

失去控制。約翰不得不工作地越來越努力，以賺出更多的

錢，但這樣做，他自己又沒什麼好處。銀行佔有約翰的勞

動成果越來越多，而他的收入卻被債務吞噬地越來越多。

後約翰筋疲力盡，只能違約了。 

此時，銀行就來奪取約翰所有的有形資產，包括他的房

子和房子所在的土地。因此，銀行並未付出什麼，他們付

出的不過是紙片和電腦螢幕上的數位，這些東西對約翰並

沒有什麼意義，但對銀行來說，他們就是這樣吸幹了約翰

所有真實的、可靠的、有形的資產，這些資產有著真正的

價值。銀行不需要做實業，不需要為實業工作就賺到了錢。 在

這個過程中他們也讓約翰變成了奴隸，他整天工作以跟上借

款的增長。銀行就是約翰生命中的寄生蟲，通過這個過程變

得越來越富，而約翰卻越來越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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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府在約翰和銀行之間作為中間人以外，以上其實

就是在今日世界真實發生的事情。約翰就是我們，人民。

政府從私人擁有的中央銀行借錢，但中央銀行有收取利息

的特權。政府就此處在不斷負債的狀態中，因為這些債務

是有複合利率的，政府需要中央銀行不斷發行貨幣來彌補

利息貨幣的需要，但這些發行的貨幣又有利息，整個事情

就陷入了怪圈。於是體系裡從來沒有足夠的錢，也不會有。 銀

行家們設計了這個體系，因為這意味著我們永遠會被債務捆

綁，這讓我們成為銀行的奴隸。政府於是會徵收越來越多的

稅，試著跟上銀行利息的要求。這意味著公民們工作越來越

努力，但個人回報卻越來越少。他們流血流汗， 努力工作，

製造出產品與服務，然而他們不斷增長的收入卻在這種中央

銀行體系下，被稅款和借款吸幹了。公民們變得貧窮，受到

奴役，但中央銀行卻變得越來越富有。一個兩級體系被創造

出來，就像柏拉圖描述過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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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 頂層變得很富有，其餘的人卻變得越來越窮困。 於

此同時，當債務螺旋式上升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努力工作，

賣更多產品，創造更多服務，也會消費更多。我們的商業試

著發現新市場，擴展到新領域，消費和毀壞地球的更多資源。

新市場的人們可能並不需要我們想要賣給他們的東西，只是

因為我們需要賣給他們，我們就說服他們買並不需要的東西，

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就這樣失去了控制。 於是廣告通過撒謊來

告訴我們，我們需要他們的產品，因為它能讓我們更快樂。

當我們買下它的時候，一年後他們又推出更新更好的版本，然

後又勸服我們買新的代替老的。 此時，銀行發行信用卡，借錢

是免費的，這鼓勵我們花更多的錢，然後，當我們喜歡上這

些的時候，就在每個人都負債滿滿的時候，銀行家們就翻轉

貨幣供應，引起經濟衰退，成千上萬的公民在房屋貸款和汽

車貸款上違約。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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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下，他們再也負擔不起這些東西了。此時，銀行開

始介入，掌控了他們有價值的資產，而人們被置於貧困中。 

對生產力增長的無止境需求，意味著新的貨幣需要源源

不斷地投入社會體系，但這又導致了錢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這

就是通貨膨脹。幾代人之前，一對父母的其中之一出外

工作，就能綽綽有餘地供養五口之家。但現在，兩人

都去工作有時也很吃力。在大自然中，沒有什麼能沉湎

於這樣無限制的增長，除了癌症腫瘤，那是相當不健康的

啊，因為如果任由它生長，會導致宿主的死亡。歷史上， 將

經濟體系建立在高利貸基礎上的文明， 終都被耗盡成了廢墟。

這個結局是無可避免的，不過，這就是今天發生在我們身上的

事情。我們的整個經濟體系都在向崩潰進發， 當崩潰 終發生

時，那些精英的商人們會進來搶購值錢的資源，合併全球的

資產，讓它們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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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一個全球性的兩極體系，這也會通向我所認為的“全 球

經濟新秩序”。 

回憶<馬太福音>21 章描寫耶穌到達聖殿、發現兌換銀

錢之人的時刻嗎？他變得如此憤怒，是聖經曾記載過的

大的憤怒，他推倒桌子，將他們趕出聖殿，把他們叫做一

窩子的賊，這就是高利貸的實質，那就是偷竊。 
 

<箴言>22 章 7 節，聖經這樣說：富戶管轄窮人，欠債

的是債主的僕人。我們都是中央銀行的奴隸，這就是我們

要處處交稅的原因。我們的政府也是銀行家們的奴隸，他

們形成了一個影子政府，就像 1790 年梅耶.羅斯柴爾德所

吹噓的那樣。民主在這個體系下不過是個幻覺。我們大部分

人都有汽車分期付款，抵押貸款，在買大件兒的時候使用信

用貸款。據報導，今天的美國人納稅超過 19 世紀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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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和中世紀的農奴。如果說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我們有 

任何人是真正自由的嗎？或者我們只是喜歡被奴役，因為 

那就像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說的那樣舒

服？ 

我已盡力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釋這些了，但就像我提到

的那樣，經濟學並非我的長項，所以這裡就列出幾個網站

的連結，這些網站應該能説明將這些情況解釋的清楚一些。 

http： 

//axisoflogic.com/artman/publish/Article_59891.sht 

ml 

http： 

//home.epix.net/~hhlindner/Writings/Slave.html http：

//www.peterrussell.com/SP/Usury.php 

此外，我們沒必要同意這些網站頁面上所說的每一樣事 

情，但它們會讓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 後，雖然我的理

財建議並不值得一提，但由於我們的紙幣變得越來越不值

錢，也許不久的一天就會完全崩潰，我還是建議大家投資

在一些有真正價值的東西上，例如黃金和白銀。我們也應

儘快還清所欠的個人債務，盡力保持無負債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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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柴爾德時代----19 世紀

的時間線 

Rothschild Era----19th Century 
 

若想瞭解金融市場是如何在操縱下運作，須介紹臭名昭

著的羅斯柴爾德家族。19 世紀，這個家族是毫無爭議的世

界上 富有、 具權勢的金融家庭。1791 年，這個家族的

族長梅耶.羅斯柴爾德（Mayer Rothschild） 獲得特

許權、建立美國第一家銀行。1811 年特許權失效，而且國

會投票反對延長特許權時間。梅耶.羅斯柴爾德的 1881 年， 

美國總統加菲爾德（Garfield）曾暗指羅斯柴爾德家族操

控金融市場，“無論是誰在控制著我們國家的貨幣，都是

全部行業和商業的絕對主人。一旦你發現整個系統非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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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掌控，無論用何手段，你就無需別人告訴你通貨膨脹和

蕭條期從何而來。”兒子南森未因此止步，他威脅道，“要 麼

國會通過延長特權的申請，要麼美國將捲入極具災難性的的

戰爭。” 

美國國會堅決維持已作出的決定，這導致南森.羅斯柴爾 德

發出第二通威脅聲稱，“給那些傲慢不恭的美國人一個教

訓。” 

梅耶.羅斯柴爾德 內 

森.羅斯柴爾德 

因此在 1812 年，英國在南森.羅斯柴爾德 

（Nathan Rothschild）的資助下向美國宣戰。羅斯柴爾

德的計畫並未幫助英國贏得戰爭，但卻輕鬆地讓美國欠下 

一大筆戰爭債、不得不允許延長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銀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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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權。計畫成功了。1816 年，美國第二銀行成立，且獲得

20 年特許權。數千名英美士兵死于此次戰爭，羅斯柴爾德

家族卻如期獲得了他們的銀行。 

1812 年美英戰爭 

家族族長，梅耶.羅斯柴爾德在這段時間去世。他留下手 

寫遺囑，為那些追隨他的人立下明確的規矩。羅斯柴爾德 家

族事業的全部重要職位，都只能由家族男性擔任。這個 家族

中的成員，只能與 大或第二大的堂兄弟/堂姐妹通婚， 於是許

多婚姻都是包辦婚姻。這樣既可以維持家族血統的 純潔，

也可以確保家族財產一直由本家族成員控制。後來， 梅耶孩子

們的 18 樁婚姻中，有 16 樁都是和 大的堂兄妹聯姻。同時，

他的莊園財產一律不可公開。人們永遠都不 會知道他的家族

有多麼富有、影響力有多大。 

事實證明，1812 年的美英戰爭令這個家族獲益頗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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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羅斯柴爾德家族再次使用此法，操縱了拿破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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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獲益。南森通過英格蘭銀行資助威靈頓公爵，而他的

兄弟詹姆斯則被派往巴黎建立中央銀行、用家族資金資助

拿破崙。這場戰爭再次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創造了巨額零風

險債權。戰爭期間，他們也抓住機會建立無可匹敵的郵政

通訊系統，該系統可以在法國和英國封鎖區內任意穿梭。

正是這些通訊員幫助南森及時瞭解事件發展，然後運用情

報操縱股票市場。通訊員非常優秀，以至於南森•羅斯柴爾 德

在得知滑鐵盧戰役結果整整 24 個小時後，威靈頓公爵才從

自己的人員那裡得知這個消息。 

由於提前一天知道戰況，南森玩了一個聰明的把戲。當

時英國債券（British bonds）被稱為永久債券（Consuls）， 

一聽說英國贏得了戰爭，南森就開始拋售永久債券，這一

舉動令其他交易員認為英國戰敗。於是他們在一陣慌亂中

也紛紛開始拋售永久債券，結果英國永久債券價值大跌。

隨後，南森秘密命令雇員購買能買到的所有永久債券。第

二天，當英國戰勝的消息傳開時，永久債券價值一飛沖天。 南

森的投資回報率達到 20 倍。 

此時，南森.羅斯柴爾德為自己感到非常滿意，說出了那 段

著名的話：“我不在乎哪個傀儡被放在英國王位上統治日不

落帝國。控制英國現金流的人，就可以控制大英帝國， 而我就

是那個控制英國現金的人。”他繼續傲慢道，他在英格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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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年裡將父親留下的 2 萬英鎊，變成了 5 千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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鎊。這筆錢哪怕是以現今標準來衡量，也是一筆鉅款，更 

別說那個年代了。 

此刻，羅斯柴爾德家族勢力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他們

開始通過控制英國銀行業來改變全球金融體系。此前，人

們將黃金從一國運送到另一國，以支付商品和服務的對價。 這

種方式成本高，風險大。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此做出了改變。

現在，人們使用紙質貸記/ 借記匯票，而將黃金放在世界各

地的安全的銀行裡：人們僅需呈遞一份由存放黃金的銀行

背書的匯票即可。這就是我們今日所使用的紙質鈔票的源

頭。 

顯然，整個 19 世紀的事態，令這個家族收益頗豐，人們 

稱 19 世紀世紀為羅斯柴爾德世紀，並估計當時羅斯柴爾德

家族擁有當時全球一半以上的資產。 

1814 年維也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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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戰爭，也使黑格爾辯證法原理所提出的“綜合”逐

漸達成。1814 年，維也納會議召開，旨在解決拿破崙戰爭

引發的問題。維也納正是所羅門.羅斯柴爾德舉世聞名的地 方。

戰爭雙方意願相同，他們通過努力達成了“綜合”。這就成

為一個世紀後“國際聯盟”（一戰後）和聯合國（二 戰後）的

範本，維也納會議旨在創建一個全球政府的藍圖。 
 

 

拿破崙戰爭的綜合命題 

戰爭中，許多歐洲國家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的銀行大 

規模舉債，所以家族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不過，維

也納會議受到了俄國沙皇亞歷山大出其不意的一擊----- 

當時俄國境內還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中央銀行。南森. 

羅斯柴爾德為此怒不可赦，他發誓要報復沙皇的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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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1817 年，法國在戰後大舉借債，重建國家。羅斯柴爾德

經紀人大量買進法國政府債券，致使其升值。隨後，他們於 

1818 年 11 月 5 日在公開市場拋售全部債券，使之價值大

跌，法國遂陷入金融恐慌。隨後羅斯柴爾德家族介入， 接

管法國的貨幣供給。 

1821 年，卡曼.羅斯柴爾德被派往義大利與梵蒂岡和羅 

馬教宗做交易。到 1823 年羅斯柴爾德接管了羅馬天主教的

全球金融業務。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472 / 730 

 

 

 

 
 

卡曼.羅斯柴爾德 

1827 年，沃爾特斯·科特爵士發表有關拿破崙生平的作

品，第二部中（合計九部）他確認法國革命是共濟會光明

派策劃的，並受到了歐洲貨幣兌換商的資助。這個歐洲貨

幣兌換商，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 

1832 年，美國總統安德列·傑克遜的連任競選口號是： 

傑克遜和無銀行（Jackson and No Bank!）。這和他想要

從羅斯柴爾德央行手中奪回金融體系控制權，建立一個使

國民受益的金融體系之願景相掛鉤。1 年後，他兌現了諾言，

從羅斯柴爾德銀行取走全部存款。這令羅斯柴爾德家族驚慌

不已，於是家族命令壓縮對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引發通貨緊

縮。傑克遜知道發生了什麼，他用耶穌在聖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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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回應道：“你們是一群小偷和毒蛇的種類。我要徹底 

擊敗你們。我向永生上帝發誓，我一定要擊敗你們。” 

1835 年 1 月 30 日，一位雇傭殺手企圖暗殺傑克遜總統。

但奇跡發生了，兩隻手槍竟然都啞了火。事後，傑克遜總統

聲明，他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此次暗殺的幕後真凶。後來，

這位刺客理查.勞倫斯（Richard Lawrence）傲慢地說，是

歐洲 有權勢的家族雇傭了他，並且承諾他若被逮捕將會

得到保護。而勞倫斯也確實未被定罪，僅判定是神經失常，

從而逃脫了懲罰。 

1836 年，傑克遜總統終於勝利，他判定特許權不能繼續

展期，並將羅斯柴爾德的中央銀行趕出了美國。 

1841 年，約翰.泰勒（John Tyler）總統否決重啟美國

銀行特許權的議案，隨後收到了數百個死亡威脅。 

候任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這樣描繪此時的南森•羅斯柴爾德：“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

霸主，亦是名副其實的一切事物的霸主，他真可以典當掉南

義大利收入。世界各國的君主和首相想方設法尋求他的建議、

受其指引。”迪斯雷利也提到了那些臭名昭著的術士們，

“真實統治世界的人，與站在世界舞臺前的人， 絕對不

是同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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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傑明·迪斯雷利 

1845 年，傑克遜總統去世前，曾被問及他 偉大的成就

是什麼，他回答道：“我消滅了羅斯柴爾德銀行。” 

1846 年，梅耶·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的妻子，在臨終前滿不在乎地說，“若我的

兒子們不想要戰爭，就不會有戰爭。” 

據稱，1850 年，法國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James 

Rothschild of France）的身家達 6 億法國法郎。這比其

他所有法國銀行家的財產加起來，還要多 1.5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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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羅斯柴爾德 

1861 年，亞伯拉罕.林肯（美國第 16 屆總統）開始印發

自己的無債貨幣，並且通告民眾為私人和公共債券招標均

合法。第二年，美國共印製、發行 4.5 億美元。林肯對此

會這樣說，“我們給予人們前所未有的福利 他們可以 

用自己的紙質貨幣清償全部債務。” 

同年，倫敦<泰晤士報>這樣寫道，“如果那個根源於北 

美共和國的調皮的金融政策已經固定成型了的話，那麼政

府就可以不費一分一毫髮行自己的貨幣。政府可以自行清

償債務，而不必欠債。它將會擁有運用商業所必要的資金。 它

將成就世界一切文明政府前所未有的繁榮。世界各國的人才

和財富將會湧向北美。那個政府必須被毀滅，否則它會毀滅

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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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 林肯 

1865 年，林肯強調了金融家的危險，“我腹背受敵，前

有南方軍，後有金融機構。在這二者中，後者是我 大的敵

人。”林肯當年被刺殺。 

雅各.希夫（Jacob Schiff，出生于羅斯柴爾德家族法蘭

克福的家中），在羅斯柴爾德的倫敦銀行接受過短期訓練

後，即被派往美國。他肩負著通過奪回對美國央行控制權

而控制美國的使命。他要去找到合適人選，並使那些人在

聯邦政府中升到高位。 

1875 年，雅各.希夫掌控了美國的主要銀行，並和美國

其他主要銀行家結盟。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477 / 730 

 

 

 

  
 

雅各-希夫 

1881 年，美國總統加菲爾德（Garfield）曾暗指羅斯柴

爾德家族操控金融市場，“那些控制我國貨幣的人，實際

絕對控制了全部工業和商業系統 一旦你發現整個系統 

被某些位高權重的人玩弄於鼓掌間，就可以知曉通脹週期 

和蕭條週期為何出現了。” 
 

美國總統加菲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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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年，英國工党領導人就羅斯柴爾德家族如是說：“這

個吸血家族，是當代歐洲所經歷的無數苦難的根源，它通

過發動國家戰爭積累驚人的財富，而這些彼此戰爭的國家

本是可以和睦相處的。” 

“只要歐洲遇到困難，只要戰爭的謠言四起，只要人們 

開始擔心變革和災難，那麼動盪之處一定少不了鷹鉤鼻羅

斯柴爾德家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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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猶太人和三次世界大

戰 

The Fed, The Jews, and Three World Wars 

到了 20 世紀，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下一代，開始癡迷於將

猶太人送回他們的家鄉以色列。詹姆斯.羅斯柴爾德 小的 兒

子艾德蒙.羅斯柴爾德（Edmond Rothschild），在當時叫做

巴勒斯坦的地區，啟動了建立猶太殖民地的計畫。 
 

艾德蒙.羅斯柴爾德猶

太複國主義者大會 

1897 年，猶太錫安複國主義者大會（Zionist Congress） 

召開，大會決定加快建立猶太國的進程。起初，會議打算

在慕尼克舉行，但本地的猶太人知道消息以後激烈地反對， 

後會議只好搬到瑞士巴塞爾舉行。反對的原因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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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在收留他們的德國過很舒服，不願回巴勒斯坦。這 

件事促使會議主席----希歐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 

發表了一個聲明：“猶太人受苦是至關重要，讓猶太人越 

來越過不下去的情況，會説明實現目標。有個好主意，即 

引誘反猶主義者沒收猶太人的財富，加強對猶太人的迫害 

與壓制，可以幫到我們，反猶主義者將會是我們 好的朋 

友。” 

因此，這其實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令人們的注意力集 

中到猶太人身上，讓猶太人在所在國感到難受，從而產生

回到家鄉的動機。赫茨爾在那以後當選為世界錫安組織的

主席，並使用一個紅色的六角星作標誌。 
 

世界錫安組織標誌希

歐多爾· 赫茨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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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 年，猶太殖民者們開始感到，艾德蒙.羅斯柴爾德

不是他們的幫助，而是障礙，只好請求他不要再插手猶太復

國運動。埃蒙德•羅斯柴爾德展示出耶洗別的靈，憤怒地 反擊：

“是我創建了伊休夫（Yishuv，殖民地），是我一個人。因

而沒有任何人有權打斷我的計畫，包括殖民者和猶太複國組

織在內。” 
 

幾年後的 1903 年，猶太複國主義者大會裡，令人驚訝的一

幕出現了，大會報告者暗示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發生， 那

可是在一戰真正打響前整整 11 年啊！馬克斯.諾爾道 

（Max Nordau）在大會上說： 

“以下我告訴你們的話，可以類比成我在展示不斷

向上的階梯/ 一系列的事件：赫茨爾-- 猶太複國主

義者大會-- 英國的烏干達問題-- 未來的世界戰爭 

---  和平會議， 在英國的幫助下，創立一個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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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猶太人的巴勒斯坦。” ------------------ 馬克斯·諾爾道，1903 

年猶太複國主義者大會上的講話 

"Let me tell you the following words as if I were 

showing you the rungs of a ladder leading upward and 

upward: Herzl, the Zionist Congress, the English 

Uganda proposition, the future world war, the peace 

conference - where with the help of England a free and 

Jewish Palestine will be created." – Max Norday, 

speaking at the Zionist Congress in 1903 
 

阿爾伯特.派克 

他們是怎麼預先就知道未來會發生世界大戰的呢？ 有

趣的是遠在 1871 年，阿爾伯特·派克就談到了未來的三次 

世界大戰。他在 1871 年 8 月 15 日給朱賽佩.馬茲尼 

（Guiseppe Mazzini，義大利革命領袖，也屬於共濟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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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寫了一封信，聲稱自己得到了一個異象。在異象 

裡，阿爾伯特.派克被告知將來共有三次世界大戰，每 

一次的運作都基於黑格爾辯證法原則，兩種相反意識形態

的相互衝突、共同生成某種特定的結果，這種結果將延展

世界新秩序。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的存在現已被否定， 

並且無其它可靠證據證明它曾存在過。 

羅斯柴爾德家族派駐美國的雅各.希夫（Jacob 

Schiff），此時正忙著重新控制美國金融體系。1907 年他 

在紐約商會做了一次演講，警告那些與會者說：“除非我 們擁有

一個對金融資源有著良好控制的中央銀行，否則這 個國家將經歷

有史以來 嚴重的、影響 深遠的貨幣恐慌。” 這更像是威脅，而

非警告。 

1913 年，羅斯柴爾德家族 後得償其願，建立了美國第

三中央銀行，被稱為聯邦儲備局（Federal Reserve）， 

這就是今日的美國央行。就在相關法案通過以前，國會議

員查理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說：“這個法

案建立了全球規模 大的托拉斯，就在總統簽署這項法案

時，金錢強權所建立的看不見政府被合法化了…這個時代

大罪惡是通過這個央行與貨幣法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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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員查理斯.林德伯格 

當時的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後來

也承認了這個可怕的錯誤：“我是 不幸福的人，因為我

無意中毀滅了我的國家，一個偉大的工業國家就此被金融

系統控制，金融系統高度集中，整個國家的前景和我們所

有的活動現在被少數幾個人掌控。美國迎來 為糟糕的統

治，美國政府是文明世界中 受控制的政府之一。從此政

府不再能自由做決定，也不再有堅定的信念，不再屬於多

數選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被一小群強有力的人脅迫的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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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今天的聯邦儲備局少說也每年能賺 150 億美元，但它從來

不用公佈任何財務報告---正合梅耶.羅斯柴爾德的心意。 

1914 年，在美國銀行的關照下，第一次世界爆發了，這

是馬克斯.諾爾道在猶太複國主義者大會中提及“未來的世 界

戰爭”以後的正好第 11 年，是阿爾伯特.派克在異象中 

看到它以後的第 43 年。 

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國外交部長、神秘術士，亞瑟.貝

爾福（Arthur Balfour），發佈了如今被稱為<貝爾福宣

言>（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的聲明。這個宣言

寫給“羅斯柴爾德勳爵”，也就是南森·羅斯柴爾德的長

子，聲稱英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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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福宣言> 

就像預言所說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法國

凡爾賽召開了一次由艾德蒙.羅斯柴爾德主持的和平會議。 

在會議上，巴勒斯坦的議題被提出來，英國將這片土地拱

手交給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打算建立戰後猶太國家的同時， 國

家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也試圖將眾多國家

聯合在一塊兒，建立單一世界體系。這個做法失敗了， 因

當時沒有足夠多的國家接受這個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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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一樣，阿爾伯特.派克稱他在異象 中

看到， 這次戰爭的結果會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

資本主義之間製造出緊張對立。派克感到共產主義會強大

到足夠去“平衡基督教世界，而基督教世界會在緊張 中

受到牽制，並保持克制，直到我們期盼的 後的社會

大災難到來。”(balance Christendom which would be 

then restrained and held in check until the time when 

we would need it for the final social cataclysm.) 

這個資本主義vs 共產主義理論vs相互對立，實際上在

接下來的46年裡逐漸實現。G.K.賈斯特頓這樣評論所觀察到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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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綜合命題 

“當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看上去似乎相互對立，但作

者相信他們的利益其實一致的，因此 後它們會合並在單

一世界控制的旗幟下。那個計畫已經成型了…伍德羅.威爾 遜

的 “六點計畫”從來沒有被拋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

只是用來毀滅基督教國家統治的雙重機制。他們會將 

其吸收融合成為一個計畫好的超級國家…他們在出賣我們， 

讓我們陷入奴役，使用我們的物質資源實現他們邪惡的全 

球性目標。” 

我們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相互齟齬的意識形態一次又一次

出現，它們似乎在彼此反對，實際上不過是設計出來，為

了引入協力廠商，這才是秘術術士們一直想要實現的。讓

我們回憶秘術術士們曾談論的，男性與女性創造出第三種

屬靈能量，這通過角尺和圓規在中間創造出一個“G”顯示出 

來。就像喬治.黑格爾提出的那樣，正命題 vs 反命題 = 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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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命題，無論這個公式以哪種方式出現：光明 vs 黑暗， 

男性 vs 女性，巴力 vs 亞舍拉，或者共濟會 vs 天主教，

共和黨 vs 民主黨，或者資本主義 vs 共產主義的例子，

綜合命題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 
 

 
 

 

共和黨和民主黨的“ 綜 

合” 
 

在政治分類下Google 短語“第三條道路”（Third Way），

你會發現不知有多少現代政治家是這種思維方式的門徒。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490 / 730 

 

 

蘇共領袖，弗拉基米爾.列寧強調說，資本主義和共 

產主義的戰爭不過是更大事件的一部分。他這麼說：“我

並不在乎俄羅斯會成為怎樣的，讓它見鬼去吧。所有的這

一切只是通往世界革命的道路。” 

  弗拉基米爾.列寧

順便提一下，在阿爾伯特.派克的異象中，第三次世界大 

戰發生在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派克相信，雙方的支持 

者已過去的衝突中厭倦，這場戰爭會讓他們在精神、身

體、靈魂，甚至是經濟上處於精疲力竭的狀況，這個世

界將準備好迎接敵基督的到來，他會把人們從厭 倦/ 

精疲力竭中拯救出來。 

阿爾伯特.派克談到那個時代時說：“我們將釋放虛無主 義

者和無神論者（力量），因而會引發巨大的社會災難， 在

所有的恐怖中，這些災難將對所有國家顯示絕對無神論的

巨大能力，這將是野蠻和 血腥混亂的開始，然後在世界

各地，人們被迫與少數革命分子對抗以保護自己，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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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消滅那些文明的毀滅者，大多數人將失去對基督教的幻

想，他們的靈魂從那時起會失去方向和引導，因而會渴望

一個理想的典範，但因沒有知識，他們的渴慕將落空。惟

通過路西法純粹教義（敵基督）的全球性展現，這個教義

終會向公眾顯示出來，此時他們才會得到真正的光照。

這個顯現來自於一次總體性的反對運動，緊接著的是

無神論和基督教的毀滅，這兩者同時被征服和清除。” 

（We shall unleash the nihilists and the atheists and 

we shall provoke a great social cataclysm which in all 

its horror will show clearly to all nations the effect 

of absolute atheism; the origins of savagery and of 

most bloody turmoil. Then everywhere, the people will 

be forc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world 

minority of the world revolutionaries and will 

exterminate those destroyer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multitudes disillusioned with Christianity whose 

spirits will be from that moment without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 and anxious for an ideal, but without 

knowledge where to send its adoration, will receive 

the true light through the universal manifestation of 

the pure doctrine of Lucifer brought finally out into 

public view. A manifestation which will resul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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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actionary movement which will follow the 

destruction of atheism and Christianity; both 

conquered and exterminated at the same time.） 
 

注意他在這裡說的，即他們要同時征服、清除基督教和

無神論。在第三部分我們研究過，啟蒙運動時代催生了無

神論，無神論是進入現代時代（Modern Era）的分水嶺， 

它的實質基本是人們嘗試逃離神。但是根據阿爾伯特.派 

克的說法，那個以無神論的不斷增長為標誌的年代， 

只不過是長期計畫的一個過渡階段罷了。現代以後，世 

界將進入所謂的“後現代”（ The Post Modern Era） 

——就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年代——人們將會離開徹底的無 

神論轉向奇怪的宗教——秘術宗教，這表示在本時代，邪 

術開始向外界展示自己、漸漸從黑暗的陰影中爬出來，走 

向公開的場合。人類將厭倦基督教和無神論，轉向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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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秘術宗教。於是，人們就準備接受路西法（Lucifer） 

的顯現——也就是敵基督。 

我們正在目睹這一切的發生，現在很少有人是純粹

的無神論了，對於普通人來說，無神論太冷酷太無情了， 

人們願意相信的是，可以在死後見到朋友和家人，因為上 

帝把永生安置在我們心裡，因此，這是很自然的。於是， 

很多人轉向某種以秘術為基礎的靈性追求，他們把這當成 

是真實而健全的。他們常常談到成為“一個靈性的人”， 

但他們並不贊成任何特定的宗教。聖經也告訴我們這種情 

況會發生。保羅在死前寫給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中說，人們 

會“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他還說：“因 

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 

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 

的言語。”------<提摩太后書>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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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宗教秘術 

所以，這些事情正應驗了聖經所說的，人們要轉向 

某種宗教，但那並不是真正的有上帝的宗教。 
 

世界銀行 

來點題外話，1930 年，羅斯柴爾德家族在瑞士建立了第

一家世界銀行。僅僅四年後，瑞士的銀行保密法就修改了， 若

違反銀行保密制度將被判有罪而投入監獄。這保證了銀行能

夠保守他們的秘密，沒有人能知道在銀行裡面所發生的事。 

這家銀行， 就是今日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與國家

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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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被抹黑了嗎？ 

Are Jews To Blame? 

194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短短 3 年，<獨立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羅斯

柴爾德大道的獨立廳正式簽署，羽翼豐滿的現代以色列國

終於誕生。美國總統、第 33 級共濟會員，哈裡.杜魯門 

（Harry Truman）首先承認以色列為主權國家。世界的大

部分國家緊隨其後，紛紛承認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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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特拉維夫羅斯 

柴爾德大道--獨立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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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哈裡.杜魯門 

此時，揭開面紗的以色列國旗，圖案竟然是藍色六角 

星。 
 

以色列國旗 

真正的猶太人激烈地反對這麼設計國旗，並要求國旗上

應出現七盞金燈檯（Menorah）的圖案，他們指出六角星甚 

至不是一個猶太符號。六角星被稱作大衛之星，但聖經從

未提及。這個符號出現於啟蒙運動時代，自猶太卡巴拉神

秘宗教（Kabbalah）秘術知識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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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七盞金燈檯 

儘管有這些抗議，羅斯柴爾德家族掌握著國旗圖案的決 

定權，他們決定保留六角星。今日，人們經常使用六角星

符號咒詛別人。二戰中，希特勒曾將六角星放在猶太人身

上，代表他們是被詛咒的人群。因此可以確信，以色列國

旗上的六角星圖案，是用以詛咒猶太人的。 

二戰中的猶太人 

結束第三部分（啟蒙時代篇章）前，有一關鍵要點：羅 

斯柴爾德家族與其他同類人，都自稱為猶太人，他們瞭解

自己是如何推動以色列建國。因此，他們也成為激烈的反

猶太主義或反閃族主義者（anti-Semitic），認為猶太 

人是世界騷亂的根源和麻煩製造者。 

必須澄清的是，猶太人不是世界騷亂的緣由，他們真的 

不是。猶太人對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祝福，作為基督徒，我

們欠猶太人一份巨額的感激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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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猶太人忠實地將神的每一句話記錄下來、

完整保留至今； 

2） 是使用猶太人的身份，耶穌才來到我們這個

世界上； 

3） 是通過分散到世界的猶太使徒，我們這些非

猶太人才得到上帝拯救的資訊，猶太使徒中的許多因此

被殺害。 

<約翰福音>第 4 章說，救恩從猶太人而來，基督信仰

是猶太信仰的樹枝，猶太人仍然是上帝的子民。 

<羅馬書>第 11 章說，上帝未棄絕猶太人。 

那麼我們要怎麼看待這些看起來像猶太人的神秘術士呢？ 

若從頭開始就閱讀我的系列文章，現在您應可以輕鬆回答 

下列疑問：撒旦是怎麼在歐洲毀壞上帝的聲譽、詆毀基督 

信仰的？ 答案是，他使用了第五縱隊戰術。撒旦成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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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摧毀的事物的一部分 ---- 羅馬天主教會，特別是天主教 

耶穌會，戴上基督教的面具，打著基督十字旗幟、實施邪 

惡計劃，以耶穌之名行邪惡之實，這讓猶太人、全歐洲人 

感到基督教很噁心，因此人們拒絕了耶穌，即使這與耶穌 

無關。 

撒旦是如何譭謗、毀滅猶太人的？答案是，撒旦依然使

用第五縱隊戰術、沒有新方式，他偽裝成它想摧毀的事物

的一部分。撒旦使用一些人，而這些人謊稱自己是猶太人， 並

通過自己的所作所為，令全世界覺得猶太人很噁心。 

<啟示錄>第 2 章說：“我知道你的患難、你的貧窮，你

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譭謗話、其實他

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旦一會的人。” 

< 啟示錄> 第 3 章說：“那撒旦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

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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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歐多爾·赫茨爾 

回憶下，希歐多爾.赫茨爾（Theodor Herzl）所說的話： 

“撒旦幫助他們點燃反猶的戰火、讓人們恨猶太人”。那

些自稱是猶太人的，其實並非猶太人，就像天主教徒並不

等於基督徒一樣。撒旦總是偽裝成他們想摧毀的事物。 

回憶下天主教耶穌會的誓詞：“到宗教改革者中，成為

一位宗教改革者；到胡格諾派中，成為胡格諾派；到加爾

文主義者中，成為加爾文主義者；到新教徒中，成為新教

徒 ..... 甚至還可繼續壓低自己的身份，到猶太人中，  

成為一位猶太人......” 猶太人與（純正）基督徒

這兩個群體，都是撒旦計畫要毀滅的群體。因為全世

界只有這兩個群體，不植根於巴比倫宗教系統。 不

要聽信撒旦關於“猶太人是我們敵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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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是根，基督信仰從他們而出。基督徒被嫁接到猶 

太的樹枝上，所有基督徒都欠猶太人一份感激。當我們還 

離上帝很遠時，猶太人是那麼愛我們、以至願意跨越千山 

萬水來向我們傳講上帝的救恩。 現在角色逆轉了，大部分猶

太人今日依然不認識耶穌就是那位元預言中的彌撒亞， 

我們應該愛以色列人，就像當年他們曾愛我們一樣。愛猶 

太人吧，不要被撒旦的謊言耍了。 

以色列複國這事兒，是上帝使用反猶計畫、讓猶太人建

國，邪惡計畫到了上帝手裡，就變出好的結果。<羅馬書> 第 

8 章說：“上帝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其旨意被召的人。” 

一直以來，上帝的計畫就是讓猶太人重回家園， 舊

約時代裡先知以西結& 以賽亞曾多次發預言。我們都應

當是某種意義上的“猶太複國主義者”（Zionists），讓 以

色列人歸回數千年前上帝賜給他們的土地上。 

為什麼羅斯柴爾德家族如此急於建立以色列國？為

什麼他們那麼持久地努力要重聚猶太人到一個地方？ 

我越研究，越感覺這樣才講得通：若將猶太人聚集到一

處，短時間內消滅他們顯然就容易多了。秘術術士們認 

為，猶太人像牛群般被聚集到一小塊區域內，這樣從地圖

上抹除他們就輕而易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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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伯特.派克 

研究伊斯蘭教後你會明白，伊斯蘭教人士相信，只有 

在所有猶太人都被殺死後，伊斯蘭教的彌賽亞才會來到。 

阿爾伯特.派克提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心事件是穆斯

林與猶太人的戰爭。 

若讀過聖經、特別是<以西結書>，你會發現上帝的先知 

曾預言，有一個日子，以色列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以及俄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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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將迅速包圍以色列、計畫完全毀滅它。從各個角度來看， 神

秘術士們正努力使這個毀滅發生。 
 

 

事實上， 近伊斯蘭恐怖組織真主党的首腦說：“若所 

有猶太人都聚集在以色列國，我們可省卻不少麻煩，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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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全世界追殺猶太人。”  -------- <每日星報>，2002-10-23， 

Hassan Nasrallah 

研究聖經先知性預言的學者們也明白，當侵略者包圍以 

色列，要把以色列從地圖上抹除時，這個時刻就是上

帝榮耀顯現的時刻，上帝將用壯麗、可畏的手段親自進

入戰場，護衛猶太人。入侵以色列的軍隊，將被全能上帝

的可怖能力所毀滅。撒旦的黨羽認為，他們正策劃一個毀

滅猶太人計畫，但事實上，他們正自掘墳墓，喪鐘為他們

而鳴。撒旦黨羽所打算送給猶太人的毀滅，反過來將送給

他們自己。無論如何，中東的混亂局勢正逐漸步入高 

潮。 

後我想再次強調的是，雖然已花了不少時間關注啟蒙

運動裡的人們，但事實上，他們不過是撒旦的牽線木偶而

已。我們的敵人來自靈界，而非物質界。 <約翰一書>第

2 章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

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

今是末時了。” 這裡所說的“敵基督”，是指那些為敵基

督預備道路的人類，他們是推羅王子（Princes of Tyre）。

靈界的推羅王（King of Tyre）控制著這些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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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今日世界 

-------------- 
 

歐盟 --- 羅馬再生 

The European Union - Rome Re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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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舊約時代，我們曾花了些時間，瞭解但以理為尼布

甲尼撒王解夢的事兒。尼布甲尼撒王在夢裡看到一個巨型

雕像，頭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這代表將來的四大帝國：巴

比倫帝國，馬代-波斯帝國，希臘帝國和羅馬帝國。在此做 一

個快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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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

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

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

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

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 打

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但 

以理書>第 2 章 

於是，但以理這麼解釋異象：“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 

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國， 必

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

碎壓制列國。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窯匠的泥，一

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你既見鐵與泥攙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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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

必半強半弱。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

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

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

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金、

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

指明。這夢准是這樣，這講解也是確實的。” -------<但以 

理書>第 2 章 
 

注意，這裡的第四個與 後一個帝國，分別指古羅馬帝

國，以及末日前的世界性帝國/世界政府。我是這麼知道 

的：<但以理書>2 章說，當神將一塊石頭打在雕像的腳上

時，整個雕像完全毀壞了。這是指耶穌基督複臨，耶穌是

上帝聖山上的石頭，他不僅擊碎了 後那個帝國，而且四

大帝國的一切痕跡也將滅沒。所有來自巴比倫的秘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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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徹底摧毀、如糠秕飄散在風中。當基督摧毀所有帝國 

的痕跡時，他將建立自己的永恆王國、覆蓋全世界。 

若雕像的腳代表羅馬帝國，就意味著在末日前，羅馬帝

國必須以某種形式存在，通常被稱為“復活的羅馬帝國” 

（Revived Roman Empire），或“復活的神聖羅馬帝國”。

末日前，這個帝國將處於統治地位，並且敵基督將籍其登

上世界舞臺。 

後來在<但以理書>第 7 章，但以理在另一異象中，看

到這同樣的四大帝國：巴比倫、馬代-波斯、希臘、羅馬， 

它們以動物的形態出現： 

“第一個野獸像獅子，有鷹的翅膀”，這是巴比倫帝國； 
 

“後來看到第二個野獸，它像熊”，這是馬代-波斯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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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野獸比較奇異，看起來像豹、背部有四個鳥的 

翅膀，並且有四個頭”，這是希臘帝國；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 

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

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這是

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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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進到末日，<啟示錄>第 13 章，一個野獸從海裡

出來，在聖經的預言中，海代表地球上的人類；因此野獸

從地球上的人類中出現，是這樣描述的： “我又看見一

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 

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狀象豹，腳象熊

的腳，口象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 都

給了它。”-----<啟示錄>13 章 

注意，這個從海中上來的野獸，是<但以理書>第七章

的四隻野獸的的混合體，因此它代表四大帝國的混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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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帝國是獅子；馬代-波斯帝國是熊，希臘帝國是豹， 

然後它們在羅馬帝國合一，末日的世界性帝國，將成為所

有獨立王國的合一體。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 

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因為它

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

它交戰呢?”-------<啟示錄>13 章 

因此，末日時這個帝國將無比強大，人們會覺得它太強 

大，以至無人可與之對抗，這是從人的角度看。但是，人

們並沒有意識到，那時耶穌將會複臨，而此時的耶穌不再

是被殺的羔羊，乃成為猶大支派橫衝直撞的獅子、穿戴染

血長袍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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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

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眼睛如火焰，他

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

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道。在天

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

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 並

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啟示錄>19 章 

今日，歐盟就是但以理所預言的那個“復活的羅馬帝國”，

幾個國家像半鐵半泥那樣捏合起來，但不會捏得太緊，也不會

得勝。未來幾章，你將會看到更多關於歐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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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符號 

European Symbols 

神秘術士喜歡拿符號說事兒，所以我們僅需看看環繞在 

新歐洲的符號，就可以找到符號所指之證據。目前歐盟有

兩個歐洲議會大廈，一個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另一個近

期剛完工，位於法國的斯特拉斯堡。 
 

上圖是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大廈，刻意建成未完工的 

巴別塔的樣子。為什麼圓形，而不是一個通靈塔或金字塔

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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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是基於 16 世紀畫家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的這幅畫。 雖然勃魯蓋爾的畫作，並不能準確反映巴別塔

的真實樣貌（注：巴別塔實際是一座山狀建築，如金字塔），

因此依據畫作設計的歐洲議會大廈，也無法準確反映巴別

塔的樣貌，但其所指卻昭然若揭。 下圖是 1999 年的法國

斯特拉斯堡 “塔”（歐盟議會）完工時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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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見，他們甚至不想掩飾其設計乃基於巴別塔，因

海報中他們使用了巴別塔的原畫作、而非實際建築物的照

片。在引發許多爭議後，這張海報就被禁發了。海報右下

方的的口號是：“許多方言，一個聲音”（ Europe Many 

Tongues One Voice） 。 

回憶下，上帝將人類語言變亂、分散人類，從而使人類 

無法建立基於撒旦的政權系統。宣傳海報明確表示，要扭

轉上帝在巴別塔時代所做的事，並重新聚集人類在一處。

撒旦花了數千年要實現這一逆轉。<創世紀>11 章以後的

時代，國家間就無法再通力合作了。而英語在現今歐洲乃

至整個世界成為了國際統治級語言，絕大多數人能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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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這使國家間的合作成為可能（回到建造巴別塔那會 

兒的合作情況）。 

倒轉五角星與羊魔巴風特 

也許你還會注意到，海報上方的巴別塔四周有 12 顆星。 

歐盟的旗幟上也有一圈 12 顆星星；但注意，海報上的這些

星星的方向被倒轉過來、成為倒五角星 ------ 代表頭上有 

角的撒旦、巴風特（Baphomet）。 這樣，海報上撒旦的公

開符號，環繞、懸停在新議會大廈上方，這象徵撒旦在歐

盟的統治地位。下圖是歐盟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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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旗幟 

聖母瑪利亞 
 

虔誠的天主教徒，阿塞納.海茨（Arsene Heitz）設計了

歐盟的旗幟，他的靈感來自於天主教的畫像中聖母瑪麗亞

頭頂 12 顆星星所組成的光環（halo）. 
 

 

 
 

教宗若望保祿

教宗本篤十六世 

教宗若望.保祿（Pope John Paul）將歐洲大陸獻給了

聖母瑪利亞，他的繼任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將其任期首要目標定為，將歐洲大陸統一到聖母瑪

利亞的統轄下。由於天主教的聖母瑪麗亞，不過是古代假

神亞舍拉，實際上，兩位教宗都將歐盟獻給了這位假神的

靈界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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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我還注意到，全見之眼（All Seeing Eye）符號

開始在一些場合成為歐盟旗幟的風格 ----- 星星組成的圓 

圈是眼，上下兩線條是眼瞼。 
 

 

 
 

 

歐盟會議現場 

歐盟盟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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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Anthem 

盟歌是歡樂頌<Ode to Joy>，原作歌詞由弗裡德里希.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德國浪漫主義時期詩人）創

作，這首德文詩歌翻譯如下： 

希望和榮耀的歡樂火花， （Joyful spark of hope 

and glory） 

與神聖聯合， （Unity 

with the divine） 

在火光中喝醉，女神 （Drunken under 

fire, goddess） 

我們接近妳的聖地 （We approach 

thy holy shrine） 

妳的魔法將永遠團結 （Thy magic shall 

unite forever） 

那些本不會團結的國家 （Those nations 

which were not） 

所有人類合為一體 （Every 

mortal becomes one） 

你的統治永志不忘 （and your rule 

shall not be forgot）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歐盟的盟歌是一首獻給亞舍拉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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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讚美詩，講述亞舍拉在“神聖”中將人類帶入合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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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變成神，並在醉酒的狀態下、使用魔法力量和火彼 

此聯合、進入異教女神的聖地。這都是非常邪惡的事兒。 

 
 

騎在獸上的女人 

The Woman Rides the Beast 

現在來談重點。首先，在兩個巴比倫間牽一條引線，分

別是：<創世記>11 章裡字面意義的巴比倫，以及<啟示

錄>17 章的作為淫婦之母的奧秘巴比倫。它們都是罪惡的

根源，我的目標是展現這兩個巴比倫間的關係。現在若讀< 

啟示錄>第 17 章，你會發現啟示錄裡的這些內容更講得通

了。 

“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

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

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

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

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

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

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

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

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 我

看見她，就大大的驚奇。”------<啟示錄>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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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女人是一位女神，她是巴比倫以來假神宗教體系的化

身，假神神秘宗教貫穿著整個歷史脈絡。歷史上，這樣的

女神持續湧現，比如，塞米勒米斯、亞舍拉、耶洗別、聖

母瑪利亞、法國的“理性女神”等。這個邪惡的宗教系統， 是

世界上一切邪淫（Obscenities）的來源。 

我們看到，這一切如何從巴比倫承襲下來，製造假

神宗教，以邪惡理念玷污靈魂，不擇手段地造成壓迫、死

亡和苦難。< 啟示錄> 說，這個女神喝了上帝聖徒們的血、

喝醉了；我們也看到，這個女神通過天主教、天主教耶穌

會、法國大革命等，肉體消滅真正的基督徒，她會幹掉任

何擋道的人。 

<啟示錄>17 章說，她騎在一個動物身上，是什麼

與她配對、聯繫呢？ 答案是，她騎在野獸身上，<啟示錄

>13 章和<但以理書>7 章中，可以找到對這個野獸的描述。

半鐵半泥的末日帝國。所有古老帝國的混合成的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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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秩序，集中反映在歐洲，具有相同的描述。七頭、十角 

與上面寫的褻瀆名號。女人或淫婦，代表虛假的秘密

宗教，她所騎的獸，代表虛假錯誤的政權體系。這是一 幅

回到巴比倫塞米勒米斯/ 寧錄巴比倫的圖畫。回憶下， 

塞米勒米斯是巴比倫宗教代表人物，甯錄政治代表人物。

而靈界勢力較世俗政權遠為重要，它坐在政權的身後實際

攝政。因此，想一想吧，騎在獸上的女人... 
 

 

 
下圖是位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建築物外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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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建築物外的雕像： 
 

女人騎在野獸身上 --- 特別是一頭牛身上，實際上，這 

也是歐洲的主要代表圖案之一，出現在郵票、電話卡和貨 

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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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硬幣 歐盟 

郵票 
 

 

歐羅巴女神 

在古代，甯錄或巴力用牛代表。今天在郵票、貨幣以及

兩個歐盟議會外邊，都遍佈巴力和亞舍拉的形象。淫婦和

野獸，假神宗教系統騎在錯誤的政治制度上，男性和女性

在一起。上圖這個標誌之所以被選取，是因為希臘神秘宗

教版本的亞舍拉，稱為歐羅巴（ Europa） 。因此，歐洲大

陸的名字實際是“亞舍拉”。神話中，宙斯（Zeus）看見

這個美麗女人後，進入大海並玷污她，歐羅巴死後即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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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的皇后”（ Queen of Heaven）稱謂，亞舍拉通常也

用這個稱謂。 

歐盟擁有三個部門機構：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和歐

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大多數立法權集中于

歐盟委員會和理事會。這兩個機構完全不民主。 

第一個機構歐盟委員會，其成員不通過選舉產生、亦不

向選民負責，故委員會不被選民意見左右，也不會被解散。 成

為委員的先決條件是，宣誓放棄對所在國家的效忠。因此，

歐盟在精英體制下非常有效率地運行，精英們可以做他們想

做的事情，他們可以順風順水地為歐盟制定政策。 

第二個機構歐盟理事會，由首相（Prime Ministers）和

各成員國的總統組成，雖然總統們由各國民主選出，但他

們做決定時不會諮詢各國的議會，因此會像獨裁者一般行

事。英國人記得，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在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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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民的情況下、偷偷跑去里斯本簽署了一個憲法決議， 因

為他知道英國人會否決它的提案。此外，這些國家領導人沒

有提案的權力，他們只有向歐盟委員會下發政策進行投票的

權利。歐盟理事會就是坐在權力頂座的非民選精英。 

第三個機構歐洲議會，是唯一遵循民主原則的機構，但 

是其權力與另外兩個機構比較要小得多。 

每年，歐盟成員國都要向這個中央集權的歐盟，交付出

更多的主權。在英國已出現了幾例法律變更，都是歐洲強

加於英國的，英國的本土公民其實並不知道這些法律變更， 並

且也不願意支持。英國的政治家對此很無所謂。 

 

如你所見，歐洲舞臺被設定為全球性政治/ 經濟體系、

全球性宗教系統（基於巴比倫神秘宗教）的試驗田。若歐

盟成為 強大的帝國，末日前，整個世界都會被歐盟帶到

這樣的系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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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秘術機構被賦予這樣的任務 -----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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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背景 

The United Nations Background 
 

很明顯，聯合國建立的目的，是要翻轉巴別塔以後人類 

分散到全地的趨勢，並將世界所有國家再次聚在一塊。思

索聯合國的目標時，我們只是籠統地認為聯合國是和平守

護者、盡力創造政治上的和平與團結。 

但聯合國的目標已遠遠超過了這些，他們還要將全世界 

在靈性上聚合成為一體 --- 因只有世界在靈性上成為一體， 

政治才能聚合在一起。我們已看到，這個主題貫穿人類曆 

史始終，稍後仍會增加另外一些層面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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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廈（紐約） 

聯合國，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是國際聯盟的繼承者。

國際聯盟是在 1919 年一戰後創建的，為了“增進國際合作 

以達到和平與安全”。二戰期間的 1942 年 1 月 1 日，共濟

會光明會的富克蘭林.D.羅斯福提出了“聯合國”（United 

Nations）這個詞， 26 個國家聚在一起，發誓要與當時的

軸心國（Axis Powers）戰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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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後的 1945 年，隨著戰爭的結束，來自 50 個國家

的代表出席了在三藩市舉行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並起草<

聯合國憲章>。 1945 年 6 月 26 日，所有的成員都在 

這個檔上簽字，緊接著波蘭成為了第 51 個成員國。1945 

年 10 月 24 日聯合國正式成立，以後每年的這一天都被作

為“聯合國日”來慶祝。 

 
 

聯合國憲章 （ Charter of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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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聯合國憲章>的大部分內容，都從一份早已成

型的原始檔中複製過來的，這份檔原本為國際聯盟起草，受

到了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的極大影響， 這個

人我以前提到過，是他將以色列拱手交給了羅斯柴爾德家

族。 

貝爾福，除擔任過英國首相，他還是不少秘術團體的成

員，其中一個叫心理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Psychic 

Research, SPR），這個團體舉辦降靈會等活動，嘗試與死

人溝通。他還建立了一個叫綜合社會（ Synthetic Society） 

的團體，目標是建立一個綜合、單一的世界宗教。他與另

一位心理研究學會的成員弗雷德里克·邁爾斯（Frederic 

Myers），一起創作了<所有宗教的序言>( the preamble of 

all reli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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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研究學會（Society for Psychic Research, SPR） 

貝爾福的性格特點和行為特徵是如此與眾不同，以致於

有人專門生造了一個短語：貝爾福方式（Balfour Manner）。

隱藏在這些特點後面的，其實是操縱欲、權力欲、某種超

然的驕傲，還有永不停息的騷動和不滿，這些特質都和撒

旦相關，顯示貝爾福受撒旦影響的跡象。尤其是永不停息

的躁動，通常讓我們想起撒旦 著名的名字之一 別西 

卜（Beelzebub）/ 巴力西蔔（Baal-zebub） 原意是躁 

動之主。哈樂德.貝格比（Harold Begbie）在他 1920 年的

書<唐寧街的鏡子>（ Mirrors of Downing Street） 這樣

描寫貝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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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愛辦公室，遠勝過世間其他事物；無論是從哲學、 音

樂、文學還是科學領域，他都無法找到靈魂的安息。這 真令人

深思，一位擁有以上追求、並在這些方面極具天賦 的人，為何

這樣煩躁和不滿，甚至年老時依舊，這些追求 與天賦，本應令

人產生安靜獨處的願望，並給予人安息……” 

貝爾福喜愛權力超過其它任何事物，得不到安息，他對 

秘術的愛好，似乎為魔鬼打開了生命之門，他的生活受到

魔鬼極大的影響。也就是貝爾福這樣的人，我們獲得了建

立世界性單一宗教的信號，這個宗教在同一政治組織—— 

國際聯盟的推動下建立起來。後繼的聯合國，將國際聯盟

的各種要素作為範本。 

追隨貝爾福的先驅們，性情不比貝爾福好多少。阿爾傑. 希

斯（Alger Hiss）和約瑟夫.E.詹森（Joseph E. Johnson） 主

要負責聯合國憲章的撰寫，阿爾傑.希斯曾被控是一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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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間諜、在美國進行間諜活動，並加入美國共產黨，他在 

審訊中因幾次偽證罪（宣誓後卻撒謊）入獄，也就是他， 

後來成為聯合國首任代理秘書長。 
 

 

阿爾傑.希斯

彼得伯格俱樂部 

約瑟夫.E.詹森後來成為彼得伯格俱樂部 

（Bilderberg Group） 的機要秘書 -------- 該俱樂部 

是一個共濟會秘密社團，這個社團由政治、金融、商業、 

軍事和媒體領域有影響力的人組成。我曾忽略了這一類組 

織，但若就這個主題做深入研究，你一定會接觸到這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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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名字。希斯和詹森還共同合作，將<蘇聯憲法>和< 

共產黨宣言> （ Communist Manifesto） 作為範本編

制聯合國憲章。當然，<共產黨宣言>也是老馬和老恩的合 

著，他們的理念可以沿著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脈

絡，一直追溯到柏拉圖和猶太卡巴拉神秘術 

（ Kabbalah） 。因著這種聯繫，蘇聯憲法幾乎是聯合國

憲章的翻版。 
 

蘇聯憲法 

聯合國首任秘書長，也就是聯合國第一任領導人，特呂

格韋.賴伊（Trygve Lie），他是挪威社會民主勞動党的高

層官員，這個党其實是第三共產國際（ 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的分支；達格.哈馬舍爾

德（Dag Hammarskjold）是第二任秘書長，他是一位瑞典

社會主義黨人，公開推行康米忒特政策。第三任秘書長吳 

丹（U Thant），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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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呂格韋.賴伊 達 

格.哈馬舍爾德 
 

吳丹 

吳丹公開說：“世界聯邦主義者有一個願景，即，人類 

在同一世界秩序下和平聯合…這個計畫的核心 ----- 用法 

律統一的世界，是現實的、可達成的。”這得到了當時大

部分國家領導人的支援，溫斯頓.邱吉爾說：“建立一個權 威

的世界秩序，是我們必須努力的終極目標。”法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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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說：“所有國家要麼統一在世界政府領導下，要麼 

消亡。” 

 

邱吉爾 

戴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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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的聯合國 

The Spiritual United Nations 
 

我們習慣於認為聯合國是個仁慈、愛好和平、完全中立 

的組織。哪裡出了麻煩和衝突，它就會蹦出來解決，當國

家間發生爭吵時，它就會介入調解，就像父母站在頑皮的

孩子之間。我們認為他們會做出完全公正、各國答應遵守

的裁決。沒有人真正檢視過這個包羅萬象的機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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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聯合國看做一台智慧手機，它本身做不了多少事 

情，要是想讓它變得有用，你就得下載應用程式 

（Applications）或應用（Apps）：如果想去達另一個地 

方，就去下載導航應用；如果想計算稅款，就得有稅收計

算應用；如果想為吉他調音，就得下載吉他調音應用；如

果想觀看 YouTube 視頻，就得獲得 YouTube 應用。 

同樣，聯合國也有不同的應用，它們叫非政府組織或者

NGO，這些組織可以監測全球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聯合國 的

“應用”或者 NGO 包羅萬象，經濟、教育、天氣、食物生

產等等都在它們的監測範圍之內。從某個角度看，它們與

全球生活的每一個單獨領域都有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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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農組織（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制訂了世界糧食計畫，世界衛生組織（W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制訂了世界衛生計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有世界文化計畫，國際勞工組織（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有世界就業計畫， 

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則有世界工業計畫，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

家提供接下來的幾百年的人口預測，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提供未來幾百年的氣候預

測 ---- 他們對每一樣事情都有一項應用，對我們生活的每 

一個部分都對應一個計畫。 
 

氣候變暖 

若聯合國真的只是一個中立、仁慈、愛好和平的組織， 

我們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但事實並非如此。聯合國對

每件事都有一個特定的議事日程，驅動著這些事情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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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些議事日程，就像往常一樣，被某種來自靈界裡

的信念驅動。他們所做、所推進的每件事，都從靈界而來。 若

深入探索聯合國，我們將看到那些露出馬腳的符號、理念、

術語，而這些共同定義了聯合國的靈界真貌。 

先來看一下聯合國的 logo，注意是一個圓圈放置在新月

形裡，這是一個古老的標誌，代表太陽與月亮的結合。 

聯合國會徽 

這是一塊兒赫梯（土耳其人）石頭，可以看到相同的符 

號，有一個月桂花冠（桂冠），下面是新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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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與古巴比倫的符號赫

梯（土耳其）石頭 

古希臘時，若某人的頭上有一個桂冠，就代表他是神祗， 有

點像天主教在繪畫中給某人畫上光環（halo）一樣，代 表這

是一個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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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耀拉 

因此在起源於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當你看到領獎

臺上的運動員被戴上桂冠的時候，就表示這些運動員在勝

利中成為永垂不朽、像神一樣。尤利烏斯.凱撒曾接受了這 個

觀念，他也帶著一頂桂冠。因此月桂花環圍繞在地球周圍，

包含泛神論的元素，將地球當作神來崇拜。 
 

阿波羅神祗 奧運會 

尤利烏斯·凱撒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546 / 730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聯合國的應用或者 NGO 之一，是聯合

國為屬靈目的而設立的，那就是“諒解神殿”（ Temple of 

Understanding）。 
 

諒解神殿 

諒解神殿於 1960 年建成。新紀元的靈性導師，神殿的資

助者簡.休斯頓（Jean Houston），在<特洛伊木馬> 

（ Trojan Horse） 中寫道：“建造神殿的目的，是為促

進世界單一宗教，接受、擁抱所有宗教、信仰和儀式。神

廟的冥想室被稱作‘光明會堂’（Hall of Illumination），

神殿的首腦們、光明會智慧導師們，將在新人文主義宗教

裡中訓導公眾 創立出一種新型神秘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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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休斯頓 

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就像吳丹（U Thant）、埃莉諾.羅

斯福（Eleanor Roosevelt）這樣的人，它還在世界各地建

立會堂。總部是世界上 大的一座教堂 ------ 紐約聖約翰 

神聖大教堂（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別被

這個聽似基督教的名字弄迷糊了，這是個可怕的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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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聖約翰神聖大 

教堂 
 

紐約共濟會提供了部分建設該教堂的資金，1925 年，< 

共濟會世界> 雜誌的主題正是這座教堂。關於這座教堂的

其它事情還有：因為展示一位女性基督的形象而聲名狼藉、 是 

1970 年代頭一批推動同性戀擔任牧師的教堂之一、一些異教

組織/ 新紀元哲學的大本營。 
 

<共濟會世界> 雜誌 

作為美國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 ）的母會， 

它的目標是推動他們所謂的“雙魚（基督教）的時代”（ Age 

of Pisces --Christian）向“水瓶座（路西法）”（ Age 

of Aquarius --Luciferian）的時代轉變，這是從“現

代”向“後現代”轉變的占星術說法，我們在前文已知曉了

一些。這座建築也與邪教“人民聖殿教”（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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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有關聯，該邪教由吉姆.鐘斯建立，結束於一場

集體自殺。 
 

人民聖殿教集體自殺 

每年在萬聖節的時候，這座共濟會堂---大教堂會舉 

行一個名為“僵屍大遊行”的慶祝活動，魔鬼、僵屍、怪

物行走穿過祭壇、來到一部形狀怪異可怖的管風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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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屍大遊行 

這裡，我們也看見一個女巫們（ Coven） 參加的異教儀

式，這個儀式是獻給路西法的，稱之為露西亞（ Lucia）。 

露西亞女巫集會 

諒解神殿得到了聯合國的全情認可，它也是聯合國“靈

性部門”的關鍵 NGO 組織，12 位元來自 “聯合國全球論

壇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551 / 730 

 

 

顧問委員會”(UN’s Global Forum councils)的成員， 

被聘為這座神殿的主管和顧問。 

過去幾年，聯合國全球論壇迎來了許多演講者，他們公

開支持“新異教”（Neo-pagan） 的全球聯合宗教。詹姆

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說“蓋亞”（Gaia） 是

生命的給予者，她能醫治她所給予的生命，但人類似癌症/ 寄

生蟲，這位蓋亞女神說“這些疾病無法抗拒，因而無法醫

治”。 
 

詹姆斯·洛夫洛克 

阿爾.戈爾（Al Gore）多次受邀成為聖約翰神聖大教堂

的嘉賓，他于此暗示了一個泛神論的世界觀，他說“神與

地球是不可分離的。” 諒解神殿董事會的另外一個成員是

湯瑪斯.貝瑞（Thomas Berry），他公開自己的信念、認為

這個世界呼喚一個新的，“後宗派的” 

(Post-denominational)，甚至是一個“後基督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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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地球被看做是活的生物——人類就 

是她的意識所在。 
 

 

阿爾.戈爾 湯 

瑪斯.貝瑞 
 

瑪德琳.L.恩格爾是諒解神殿的創立者之一，她在聖約翰

神聖大教堂設置了一些課程，引導信徒們進入薩滿教、靈魂

出竅、星體投射、塔羅牌、算命、超感官知覺、瑜伽、性魔

法、占星術、墮胎，尤其是地球崇拜的世界。(shamanism, out-

of-body experiences, astral projection, the Tarot, 

fortune telling, psychic powers, yoga, Sexual Magic, 

astrology, abortion, and especially Earth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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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德琳.L.恩格爾 

這就是聯合國的屬靈核心，也是他們要在全世界推行的。 他

們想在這樣這種假神宗教上建立世界新秩序，整個世界都拜

倒在神秘宗教的統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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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核心課程 

World Core Curriculum 
 

也許 著名的關於“全球靈性聯合”的聯合國掛名首腦

是，羅伯特.穆勒（Robert Muller）。 穆勒擔任聯合國

副秘書長達 40 年，在聯合國機構裡被尊為“哲學家”或“聯 

合國的盼望的先知”，于 2010 年去世。他的屬靈觀點相當

明確，他說：“我們必須盡可能快地建立一個世界政府， 

一個世界性宗教，政府和宗教都由一位世界領袖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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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穆勒 

他堅信，宗教肩負維持全球統一秩序下的和平的重任， 

他說:“若非通過宗教聯合體來消弭基要主義信仰，和平難

以達成，這個宗教聯合體，效忠於全球靈性化和地球健

康。” 他還表示： “我 大的個人夢想是，建立一個聯

合國與所有主要宗教間的聯合。” 

因為在聯合國的高級領導崗位上工作了 40 年，顯然，羅

伯特.穆勒可以強有力地影響聯合國的目標，而且他走得更 遠。除

推動聯合國的靈性化以外，他還創造“全球化核心課程”，顧

名思義，就是為全球提供教育計畫或框架的課程。因此，他也

被稱為“全球化教育之父”（Father of Glob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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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不僅如此，他還建立羅伯特.穆勒專門學校，以 純粹的 方

式教授他的理念。目前已有超過 30 所學校成立，並且每年

還成立更多的學校。1989 年，“全球化核心課程”為他贏

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和平教育獎，由於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僅僅是聯合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這個獎勵似乎意義

不大。但緊接著這個讚譽，他開始制定一個“世界媒體報導

框架”、“行星和宇宙良心框架”和“藝術與文化框架”。

(“Framework for World Media Coverage”/ 

“Framework for Planetary and Cosmic Consciousness” 

/ “Framework for Arts and Culture”) 通過以上三個 

框架，他們開始控制資訊流，影響世界思維觀念的計畫。 

我的關注點是“全球化核心課程”，其理念是，聯合國 

向各國發出文本，各國將其作為本地區學校課程的框架。

通過這種方式，各國學校使用相同的理念教導孩子們，於

是下一代將擁有相同的世界觀，對“新世界秩序”（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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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der）抱持同樣的態度。羅伯特.穆勒表示，這是

我們必須擁有的：“引導我們的孩子向著世界公民、地球 

中心信念，社會中心價值觀以及集體觀念進發，而集體觀 

念是對 21 世紀人力的要求。” 

他接著說，“今天看來，全球化核心課程像烏托邦一樣

虛幻，但及至 2000 年底，它將在全世界所有學校落地，成

為日常的、真實的觀念。” 

他對於這個時間表只有一點兒雄心，但決心從未失落。

在我們蘇格蘭這裡，一個叫做“卓越課程”的新課程剛剛

推出，雖然它已備受家長和老師的批評，但已公開嵌入聯

合國的框架內，課程的關鍵組成部分是，讓孩子們預備成

為世界公民，並使用諸如“為兒童現在和未來的幸福”（The 

child’s well-being and well-becoming）的短語。大多

數人對此沒什麼概念，但我們知道，從進化論提出的那一

刻起，這個詞“變成”（becoming）是一個術語用語，進

化到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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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這個“全球化核心課程”成為教導下一代兒童

的各國課程，我們需要找出它裡頭到底有什麼。羅伯特. 

穆勒在世界核心課程裡寫道：“羅伯特.穆勒學校的基本哲 學

理念，可從愛麗絲.A.貝莉的書著的教導裡找到...學校被認

證為聯合國合作學校，為國際協作&世界和平提供教育 方面的

服務。”---羅伯特.穆勒（世界核心課程） 

世界公民網頁 

這一在全世界踐行，為每一位元孩子準備，目標在於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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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府理念的課程，建立在一位叫做愛麗絲.A.貝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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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A Bailey） 的女人的哲學體系上。我們 好更多

瞭解關於她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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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智學術士 --- 愛麗絲.A. 貝 
莉 

Alice A. Bailey 

背景 
 

神智學會（Heo Society） 

作為教師和作家的愛麗絲.貝莉（Alice A. Bailey， 

1880-1949 年），大半生時光都專注於邪術、占星術、靈

術、神智學（ Theosophy，通靈學/通神論，布拉瓦茨

斯基夫人創立）的主題。她說其大部分書籍，均是由智慧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561 / 730 

 

 

大師（Master of Wisdom） 的靈引導的心靈感應而著。起

初，貝莉僅提到這個靈是“西藏”（The Tibetan），或縮

寫的“ DK”，後來她稱之為“迪瓦爾.庫爾（ Djwhal Khul）”。 

布拉瓦茨斯基夫人（ Mrs.Blavatsky） 迪瓦爾.庫

爾（Djwhal Khul） 

與其他秘術術士一樣，我們也看到她身上表現出來的相 

似的精神障礙。童年時代，貝莉曾因深深的不幸福感而三

次企圖自殺。一次是 5 歲，一次是 11 歲，一次是 15 歲之 

前的某年。在這三次嘗試後，1895 年 6 月 30 日，也就是 

她 15 歲那年，她被一個陌生人造訪，這位陌生人讓她提高

自我控制能力，並預備讓她做一些工作。 

貝莉的家庭背景是英國聖公會，她開始相信這個人就是

耶穌；但後來當她加入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

才在牆上掛著的照片裡，認出這位造訪她的陌生人是庫特. 

忽米大師（Koot Hoomi） 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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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特.忽米大師（Koot Hoomi） 

通靈論者認為，這個靈是已逝人物的化身，包括阿西西

的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聖方濟各），以

及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他對柏拉圖產生過影響。

因此，阿西西的聖法蘭西斯被作為聯合國的守護聖徒，也

許你還記得，他還是天主教耶穌會創始人 羅耀拉的主 

要靈感來源之一。在聖方濟節，成千上萬的擁躉湧向紐約

市的聖約翰大教堂，嘲弄“獸之祝福”（ Blessing of the 

Be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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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 

也許你也記得，聯合國選擇了西班牙語聖方濟各（St. 

Francis）的諧音城市 ---- 聖法蘭西斯科（三藩市），作 

為聯合國召開首次會議的城市，並簽署了聯合國憲章。舊 

金山這個城市歷來非常的自由與寬容。我從未對三藩市做 

研究，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城市在秘術術士心中，擁有如此 

重要的地位，但顯然有其特殊原因。 

愛麗絲.貝莉 初認為這個（邪）靈是耶穌，於此我們再 

次看到這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撒旦將自己打扮成光明的天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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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塔> 

貝莉在年輕時嫁給了一位美國聖公會（ Episcopalian） 

的牧師。婚姻失敗後，她斷絕了基督教傳承，嫁給了一位

第 32 級共濟會會員------福斯特.貝利（Foster Bailey）。 

他們共同創辦了一份密傳的雜誌< 燈塔>（ The Beacon）， 

並創立路西法信託公司（ Lucifer Trust），該公司的成立， 

是為管理出版她被魔鬼引導靈啟的 25 本書。後來，他們將

公司更名為路西斯信託公司（ Lucis Trust）， 以隱藏其真

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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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斯信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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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路西斯信託公司是聯合國今日一個關鍵的 NGO 組織。

作為路西斯信託公司的附庸，他們又創建了“世界親善組織”

（World Goodwill Organization） ，協助調動正能量，合

作預備基督再現，通過教育扭轉國際事件的公共輿 論，幫

助創建解決方案的思維形態。她也通過路西斯信託 公司創

立神秘術學校（Arcane School），教授關於因果報應

（Karma），輪回（Reincarnation）、人的神性（Divine 

nature of man）的課程。學校採用源自秘術知識的典型位

元 階等級制。 如所預期的那樣，撒旦隱藏的手策動著貝莉， 

令她憎惡猶太人、並竭力搬弄是非，指認他們為“猶太人 問

題”（Jewish Problems）。 

 
 

愛麗絲.A.貝莉的教導 

知曉了愛麗絲·貝莉的的人生背景，你大概會說，貝莉

的教導不會好到哪裡去。以下是一些引述。貝莉寫道：“我 向

將要來的那一位（The Coming One）奉獻我自己，並傾一

切所能預備世人的心智和心靈，使他們能應對那個中心事

件（Event）。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的生活目標。”（“I 

dedicate myself anew to the service of the Coming One 

and will do all I can to prepare men’s min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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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rts for that event. I have no other life 

intention.”） 

愛麗絲.A.貝莉 

當神秘術士談及“將要來的那一位”，甚至是“基督” 

或“宇宙基督”，他們並不是指耶穌。術士們倒轉的敘事 

版本中，耶穌是邪惡的；將要來的那一位其實是路西

法 ---- 敵基督，那才是他們等待的那一位，也是他們 

預備要讓全世界接受的那一位。為再次確認此事，貝莉 

寫道： 

“Tibetan 要我明確知道，當提及"基督"時，他指的是

等級教會的首腦。"基督"適用不同信仰的所有人，他不屬

於基督教世界、佛教、伊斯蘭教或其他信仰中的任一個。

人們不必為得"基督"的眷顧而加入基督教會，取而代 

之的要求為：愛你身邊的人、過自律的生活、認識/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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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眾神眾生的神聖性、日常生活中充滿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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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邪靈在這裡引導、推動貝莉的觀念：所有的

信仰皆平等，無一完全正確。這也是羅伯特.穆勒的全球化 核

心課程（World Core Curriculum）裡的觀念。 愛麗絲·貝莉

寫道，當他們的敵基督來到時：首先，他到來時，全球

已經為“一個世界”（ essentially one world）。 

故他們堅信，須建立單一世界秩序，為敵基督的到來鋪

路，而這正是聯合國幹的事兒。貝莉接著說： “當他（敵

基督）出現時，將向全世界展示其“包容的靈”（ A spirit 

of inclusiveness） 的影響力，   通過他來引導、表 

達這種包容性。所有尋求正確人際聯結的人，將自動聚集 

到他那裡，無論他們是否在世界宗教大聯合中。” 
 

 

撒旦-上帝的 

系統 
 

“ ..... 那些認為宗教與宗教間、人與人間、國家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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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間沒有真正/ 本質差異的，將彙聚在他（敵基督）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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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表現出排他/ 獨立的靈的，將浮出水面，他們會被認

出來。” 

屆時，全球宗教將凝聚在以敵基督為中心的領導周圍， 

並在敵基督身上發現共同的源頭 ----- 巴比倫宗教。 

接著貝莉以厭惡的口吻，談到那些排他/ 獨立于世界宗教

聯合組織之外的人。這些人是誰、竟不順應時勢？ 當然

就是猶太教和基督教（Judeo-Christian）的信仰傳承

了。 

我們由衷堅持著的信仰，非源於巴比倫宗教。可以想見， 猶

太--基督徒們被視為反對世界和平、不參與宗教聯合、憤世

嫉俗、不寬容。因此，我們也會因不順應時勢而被仇恨、鄙

視、殺死。貝莉所說的這個“包容的靈”，在今日世界已經

顯現出來，未來它將日愈強健。當世界聚合在“一 個世界系統”

（ One world system） 下，膽敢不屈服的基督徒們，所面

對的將是日漸孤立、驅離。 

貝莉確認（世界宗教大聯合的）所有宗教，根源於同

一靈（Same spiritual source），總有一日，人人都會

意識到這一點。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貝莉預言，全世界

將看到一個普世聯合宗教（ A universal world religion） 

浮出水面，並看到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她說，這並非遙不 

可及的夢想，事實上在她的年代已隨風潛入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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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網站主頁 

她寫道：“普世聯合教會、共濟會聖總會所、秘術

學會內圈，乃是一體 ..... 聯合國的目標和工作應就此繼 

續得鞏固，聯合宗教/ 靈界團體所引導的神之教會，應毀

滅"分離異端邪說的人群"（The great heresy of 

separateness） 。” 

終有一天，源於巴比倫宗教的共濟會、所有假神宗教、 

哲學，將在同一面旗幟的號召下走到一起，這是後現代主

義的精髓。人們將徹底離開無神論，回到古老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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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莉還特別這麼提及聯合國：“沿引線（預備進入新紀

元 New Age）的人類智慧增長的證據，可以在多個國家的

規劃中看出來，亦可在聯合國所指定的“單一世界計畫” 

中看出來 .......... 黑匣子展露伊始，“三個秘術因素” 

（ Three occult factors）聯合接管了這些計畫的進展。” 

貝莉並未透露這“三個秘術因素”是什麼，但她明確了

聯合國與其所實施的“世界單一聯合宗教系統” 計畫的

秘術特質。貝莉接著說：“在聯合國內部，有著偉大的國

際性、冥想性、反思團體的種子    獲得（隱秘）知識的 

男/女工作人員手裡掌握人類的命運，大多在“第四線門徒” 

（Fourth ray disciples）的控制下，若你可以認識到， 

其冥想的重點是直覺或布迪克層（Buddhic plane，精神性

和創造性能量的領域，共四層） 等級制在這個層級上 

行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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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很明瞭她所說的這個星占學系統（Astrological 

system）到底是什麼，並且不想作深入探究，但有趣的是， 

這個“第四線定律”（Fourth Ray discipline）有另一名

字 --- “通過衝突達到和諧”，並與月亮聯繫在一起。所 

以，貝莉指的應是黑格爾辯證法原則和亞舍拉女神。 

因為咱們總將太陽和月亮放在一起看，在貝莉的這個星 

占學系統中，太陽顯然是第二線"second ray"，代表“超

越分歧到達統一的原則”（Seeing beyond differences 

into unifying principles ） ---- 這裡，我們又一次看 

到本時代的特徵。 

回憶下，羅伯特·穆勒曾說過，其教育理念的基石源自

於愛麗絲.A.貝莉，聯合國為這個教育理念授獎、並要將其 滲

透入每一學校的課堂，孩子們將攜帶此種理念“自由” 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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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父母發動的戰爭 

The War on Parents 

若追溯柏拉圖，他曾主張讓孩子們遠離家長禮儀和習慣 

的影響，這實質上是要將家庭單位廢除，給孩子灌輸新思

想、新觀念。而聯合國喜歡這樣的理念，並在教育體系中

發起了針對父母的戰爭。 

聯合國前秘書長、教師吳丹，如是說：“若不採取新式 

教育，世界將不會改變、亦沒有和平。” 

聯合國世衛組織的前主席，波洛克.齊澤姆（Brock 

Chisholm）認為嚴苛的家族觀念對教育是一個障礙：“要 

實現世界政府的目標，我們須移除個人主義、家庭觀念、 

愛國情懷和宗教信條。” 
 

波洛克.齊澤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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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姆同時也回應了柏拉圖的觀點：“我們真的能在我

們知之甚少的文明中，找到產生心裡扭曲的因素嗎？唯一

能夠產生這反常心理動量的，是道德& 善惡觀念。對善惡

觀念進行重新詮釋或抹除，是所有心理治療的目標。若各

民族能從善惡標準的重擔下掙脫出來，那麼心理學家要負

起責任來。” 

聯合國認為，讓孩子們習得“善惡觀”是不好的，正確

的做法應該是，先通過成長環境扭曲孩子們的善惡觀念， 

而後教導他們世間根本不存在善/ 惡這回事。 

阿繼博爾德.麥克利什朱

利安.赫胥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聯合國專門負責教育工作的部門。 該

組織憲章的起草者，是共濟會光照派的會員，阿繼博爾德.麥

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他是骷髏會（ Sk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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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s Society） 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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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組織的首任主席，是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兄弟------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

他是 1962 年年度人道主義者、英國費邊社（ British 

Fabian Society） 共產殖民局的成員，同時他也是第二

版人道主義宣言（ Humanist Manifesto II）的簽署者。 

在赫胥黎的指導下，聯合國印製了一系列< 教師手冊> ， 

這些手冊提醒他們為世界政府預備、培養兒童。1984 年， 

赫胥黎說：“ 教科文組織的教育計畫，側重滿足世界 

政治一體化和全球化的需要，促使各國讓渡主權、促生世

界單一政府。而政治一體化，是世界單一政府的先決條件。” 
 

教科文組織解釋道：“若我們為世界政府預備人類心靈 

的進程受根本性衝擊，那麼我們無須為此道歉或否認。人

類必須面對這一趨勢，即，教科文組織的作用就是培養、

提升世界公民。當我們受到責難時，須從明處確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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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組織甚至並不打算將目的隱藏起來，因此無論你

生活在哪個國家，都會發現媒體和教育系統正鼓勵你，對

自己的國籍、歷史和政治產生羞恥感。這樣的目的，是要

削弱你的國家歸屬感，從而能預備得更好、成為世界公民。 

那麼，現在這場向父母發動的戰爭，又有什麼涵義呢？ 

在教科文組織手冊，開篇就提到：“孩子們入學前，思想

已打上深深的印記、並朦朧地受早年父母的傷害 ... 。” 

教科文組織認為，若你曾在家中向孩子談及上帝，那麼你 

已傷害了他們的心靈，而學校能解開這思想的枷鎖。 

手冊第 58 頁寫到：“我們已經指出，孩子們通常在家庭

教育中習得極端民族主義，所以學校應該用前文提到的方法，

矯正這樣的思維定式。” 

這樣的教學目的是，將孩子們心智中業已成型的猶太- 

基督教（ Judeo-Christian）價值觀，像傳染病一樣破

壞、擦除。1983 年，內布拉斯加參議員、人道主義者彼得. 

霍蘭德（Peter Hoagland）對教科文組織的態度進行了總結：

“根本上說，相信聖經的人們沒有向孩子們灌輸宗教信念

的權利，因為我們、內布拉斯加州，努力讓孩子們成為 21 

世紀所需的人，美國作為未來世界單一政府的一員， 美國

的下一代卻未緊跟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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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組織鼓勵孩子們反叛父母的教導 

<教師手冊>的第 8 頁寫到：“幼稚園和托兒所，是兒童

教育中的重要一環，它不但能矯正家庭教育帶來的錯誤， 

同時也為孩子們 7 歲時能進入集體奠定基礎，置身同齡人

中、成為其中一員，這是他們進入世界社會前、第一次獲

取社會身份的時刻。”在此，教科文組織又一次認為父母

的教育是錯誤的，必須糾正。因此，父母們今天被要求儘

早將孩子們送進教育系統中去，學習跟基督信仰相悖的哲

學。我們也看到，同齡人的競爭壓力將促使推進這個矯正

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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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因經濟對普通工薪家庭擠壓，以及莉莉絲（Lilith） 引

起的女權主義運動，不少母親要麼被教導、感覺家庭主婦

不如職業婦女，要麼受家庭經濟狀況影響，不得不將孩子

交由他人照看。這樣的分離，是聯合國喜聞樂見的。 柏拉

圖所說的徹底的家庭單位的摧毀，迫使單親媽媽出外工作、

家庭失去強健男性的形象，而這種強健男性的形象， 對孩

子們的健康、快樂成長及未來的事業成功至關重要， 這是

有研究支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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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鍵的是，家庭失去了強有力的屬靈男性領導。撒旦

長期不懈地向男性發起攻擊，因為撒旦知道若將男性弄得

虛弱、大失所望、屬靈困倦，則撒旦的剩餘工作就簡單的

多了。我堅信，男性基督徒需要在針對他們的戰役中覺醒。 作

為一個整體的基督家庭亦需覺醒，撒旦要毀滅每一個這樣的

家庭單位。撒旦對男性的攻擊是另外一個我要強調的主題，

但我們需要一代人的屬靈勇士，時刻預備向敵人發起反擊。 
 

一些基督徒父母們，已經意識到國家教育系統將帶來的

負面影響，於是選擇成立家庭教育，或者至少讓一些孩子

不參加一些課程。當然，將要來的新世界秩序不會允許這

樣的做法--------德國已判定在家教育孩子違法。2011 年

3 月，因為不讓孩子參加性教育課程，一對夫婦而被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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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 18 日，英國的教育部長戴安娜.詹森 

（Diana Johnson）參加了 BBC 第 4 頻道的周日節目，該節

目由羅格博爾頓主持。節目中戴安娜說，一些福音派信徒父

母應接受國家的控制，因他們使用上帝、罪、地獄來“脅 迫”

子女；她還說政府正重新審視家庭學校，並且作為重組措施

之一，他們要求給與教育部官員在家長不在場的情況下、與

孩子們面談的權力。目的是確認、處罰那些給孩子們灌輸和

“新世界秩序”相悖的基督徒父母們。但是， 在這個標榜自

由的國度，政府處罰那些有著錯誤思想、錯誤信仰、錯誤表

述的人群，是否合適？對我來講，我們並不瞭解將要到來的

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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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教育部長戴安娜.詹森 

英國政府，是如此擔心基督徒父母們會讓孩子們脫離教 

育系統，以至於他們在四年間審查了 3 次“家庭教育法案”。

數月前，BBC 上有這麼一個訪談。美國法院判決一位只接受

家庭學校教育的 10 歲女孩必須就讀公立學校，因為她的世界

觀太基督徒式了。她母親的辯護律師說：“法院覺得 女孩宗

教信仰太過虔誠，需要加點其他世界觀作為調劑。” 

新世界秩序中，是不允許接受基督教信仰的。 
 

美國性資訊和性教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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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性教育事件為例，那對德國夫妻表明立場。回到 1969 

年 10 月 16 日，教科文組織的另一個創始人，萊茵霍爾德·尼

布林（Reinhold Niebuhr），在美國性資訊和性教育委員

會（縮寫為 SIECUS）簽發了一份檔，裡面說到：“SIECUS的

立場是，避孕服務應惠及大眾，包括未成年人也能像其他

人一樣有權利自由、獨立地享受。同時我們也致力於用明

確的性教材（這些材料有時被認為是色情）來教育廣大需

要性教育的個人。” 
 

萊茵霍爾德·尼布林 

因此，教科文組織批准了這項措施：包括未成年人在內 

每個人，均有權利接受避孕教育，教學中可使用真人圖片

做實例。 

2011 年 3 月 9 日，據報導，因“教育”之名，這些色情 

圖片已在 5 歲的孩子中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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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9 日，聯合國人口和發展委員會公開宣稱， 

10 歲的孩子就應該有“性和生殖健康”的權利。儘管這樣

帶來的是亂交現象的爆發，疾病氾濫和早孕頻繁發生，但該

條至今沒有廢除。結果完全相反，非常反諷。更甚的是， 免費

避孕服務的普及，反而讓過早性行為更不安全。性病大量爆

發，這樣的政策正在侵蝕世界青少年的生命。 

政策的理由不曾變化，因他們並非和個人幸福相掛鉤， 

畢竟，聯合國的主要目標是為人再塑人的善惡觀，以適應

他們的“基督”   路西法，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德國的 

父母們發現了這些，若他們讓孩子們遠離，將被判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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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孩子的性教育教材 

赫胥黎的教科文組織手冊裡，甚至稱讚優生學這個古老 

的理念：“激進的優生政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在政治上

和心理學上都是不可行的，教科文組織在解決優生問題的

時候應重新審視並更細心，若公眾輿論對現階段亟需解決

的問題有所瞭解的話，現今不可想像的事情，將至少變得

可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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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相對主義與寬容 

Unity, Relativism & Tolerance 
 

基督徒看上去還無法確定如何對付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以及這個“包容之靈”（spirit of 

inclusiveness），就如愛麗絲.貝莉給它取的名字一樣， 

能很好地顯示這個靈的特點。它能在今天引起大量的爭議

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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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對完全來自無神論的現當代，所以我們知道往哪邊

站隊；畢竟無神論很明顯與上帝對著幹，所以我們知道自

己與它沒啥關係。 但在後現代，靈性的主題似乎在日益

上漲，而且它涉及到的都是宗教間的相互諒解，以創立世

界性的合一/ 和平，這就讓基督徒有些無所適從，我們怎

能不參與進去呢？因為它聽上去是如此崇高，為什麼不 

呢？ 

和平、合一確實聽起來更像是基督教的詞彙，更像 

我們應該參與的事情，搖滾明星、政治家們，還有選 

美皇后都在談論他們對世界和平的渴望，甚至要高於 

世上的一切，他們還談論著若同心協力就能達到世界和平， 

這樣的人環繞著我們，怎能不投入這樣的奮鬥呢？ 

當我們第一次意識到通往合一的主要屏障為何時，會深

感驚訝的，這屏障就是真理。我們不參與的原因是，真理 

從 深的本質上來講，是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 

真理是引起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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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們有一個真理的陳述：照片裡的天空是藍色的。 通

過陳述這個真理，我就自動把藍色以外的顏色排除在外了。

當我說天空的顏色是什麼時，我也在說天空的顏色不

是什麼。說天空的顏色是藍色時，不必多言，我就是 在說，

天空的顏色不是紅色、黃色、橙色、褐色，也不是其它任

何顏色。 

任何人陳述真理時，他就在暗示，他已自動排除了所有 

相反選項。就像在沙地上畫了一根線，然後說，我相信的

線上這半邊，另外半邊的選項就被排除了。 

所以，若某人上前來堅持天空的顏色不是藍色，而是另

外一個顏色，如紅色，那麼我們之間就分道揚鑣了。觀點 

相反，就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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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空顏色的不同看法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當涉及到

關於上帝、道德、天堂、地獄和永恆的主題時，性質 

就很嚴重了。因人類把整個兒生命、世界觀、文明都 

建立在這上面。人們樂意為他們心目中的絕對真理而戰鬥、 甚

至付出生命。人所相信的，會引導他們的所想、所說、 所行，

並形成了國家法律的基礎。 

因而，當人們對相關主題的真理擁有不同的信念時，就 

永遠不會有世界和平。換句話說，你不能在政治、文化， 

或者其它任何方面將世界統一起來，除非他們在靈性上達

成一致。靈性的統一，是合一與世界和平的關鍵所在。 

聯合國明白這一點，因為從根本上說，只有兩個靈界王 

國，上帝王國和黑暗王國，聯合國只能選擇一個，並且我

們已知道他們選擇了哪一個 ------- 他們要將世界統一在 

撒旦的統轄下。但問題是，所有的巴比倫宗教尚未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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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著共同的根源，所有的巴比倫宗教的不同部分都仍

堅信，其所持的信念與其它宗教完全不同：自己是正確的， 相

對應的，其他人都是錯的。 
 

為克服這一點，聯合國和其他秘術術士們決定，既然絕 

對真理的信念讓人分裂，那麼就應拋棄這絕對真理的信念 

-------我們假裝沒有絕對真理。看起來很令人驚奇，過去 

50 年來，有種一致的努力、要讓大家的頭腦接受這樣一個

信念，就是根本沒有絕對真理這回事兒。因而，我們就 

在這個後現代世界裡，接受了相對主義（Relativism）。 

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 

（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書作者，在他

的書中這樣寫道：“一位教授只能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

就是美國幾乎每一位學生都相信，或者教授相信，真

理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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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姆繼續說：“相對主義對開放性是必要的，這是一 

種美德，而且是唯一的美德，過去 50 年來初等教育致力

於灌輸這個理念。開放性& 相對主義是面對真理的不同陳

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種族時，唯一合理的立場，它們

是本時代的偉大洞見。” 

相對主義常常以如下陳述來自我表達：“對你是正確的，

但對我卻不是。”不再有正確或錯誤，你相信你的，我相

信我的，我們都正確。如果我說天空是藍色，其他人說是

紅色，那麼我們都是對的。天空對你來說是藍色，但這只

是我的真理，如果對其他人來說，天空是紅色，那是他們

的真理。 

這就是今天大多數人的想法，我們持有相反的觀點，但 

都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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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說來，這是一種理性的自殺，但從這本書的研究知

道，因所有的假神宗教都有同一個來源，事實上，它們不 

過是通往同一個地獄的不同道路罷了。因而，從某種意 

義上說，它們是一致的，這個普世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將會達到撒旦的目標。 

當他們放棄不同的絕對真理的意見，彼此攙和、展開跨信

仰對話的時候，他們就會意識到，原來他們不過是同一體系

的不同部分罷了，然後合一就到來了。 

問題是基督徒們也被吸引、被鼓勵相信，也許我們並不

擁有真理，或者我們應該為和平& 合一的緣故，把絕對真

理放到一旁。但就在我們放棄絕對真理，為一個所謂更 

高目標而妥協的那一刻，我們就立即從上帝王國墜入

撒旦王國，將真理和謊言相混合、將垃圾與冰淇淋相

混合。 

因而，我們不能參與這合一、這妥協、這普世主義、這 

產生世界和平的努力…這真理的背棄，我們必須堅持有絕

對真理。並且，因堅持絕對真理，就知道我們現在是、並

且永遠是與世界是分離、被世界排除在外的，因為它嘗試

在地球上重建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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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一些上帝的話，上帝的話總是造成紛爭，因為他的 

話是真理，是好的。 

<約翰福音>7 章，耶穌講完道後，我們讀到，“於是眾

人因著耶穌起了紛爭。” 

<約翰福音>10 章，耶穌講完道後，我們再次讀到：“猶

太人為這些話又起了紛爭。” 上帝的話、真理被傳揚時， 

人們就會起紛爭。耶穌常常談到，將麥子與糠秕分開、綿

羊與山羊分開、好的與壞的分開。 

<馬太福音>10 章，耶穌說：“你們不要想，我來是

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帶來刀劍。” 

在聖經裡，劍（Sword）比喻性地代表上帝的話，就是真 

理，因此耶穌說他帶來的是引人紛爭的真理，會讓人分裂。 耶

穌不是來將合一帶到世界上，他帶來的是真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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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拋棄，一些人會接受。對於那些接受耶穌的人，他呼召 

我們從這世界出來。 

<約翰福音>15 章，“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

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 只

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

就恨你們。” 你們們要與世界分開，而不是加入世界。 

< 加拉太書>5 章，“錯誤的教訓就像一點點的面酵， 

能使全麵團都發起來。” 

即使我們放棄一點點真理，謊言就會蔓延開來，就像酵

讓一團面發起來。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耶穌是

真理，耶穌的名字將總是在地球上引發紛爭。耶穌說若你

沒有他，你就沒有上帝，若你沒有上帝，你就註定去地獄。 再

沒有比這更具爭議的話了，就是這些耶穌所說引發紛爭的真

理表述，激怒了眾人，以致於他們將耶穌釘上十字架。 而且不

僅僅耶穌是這樣，<使徒行傳>也記錄了使徒們在傳 講上帝的

話語以後、引起紛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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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14 章，在保羅傳完道以後，“城裡的眾人

就分了黨，有附從猶太人的，有附從使徒的。”實際上， 

保羅所說的，要麼引起暴亂，要麼引起復興，有時同時發

生。 

<使徒行傳>17 章第 6 節，是我個人 喜歡的經文之一， 

這裡說，“保羅和西拉到處引起麻煩，現在那攪亂天下的也

到這裡來了。”人們知道屬於上帝的人就在周圍，因為他們

述說引發紛爭的真理。 

聖經說，那些持守真理、相信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的基督徒，將會從這個世界分離出來，世界因此會恨他們。 

如果我們所說的是真理，真理會做他一直所做的，他會使

我們與世界格格不入。但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真理總是 

高於合一 ----- 一直是、永遠是。 

在和平與合一被視為 高理想，甚至超過真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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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很快發現假教導橫行，為保持和平而拒絕挑戰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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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說，甚至在寬容、理解的名義下，促進這些事情的發生。 一

切之上的合一是種欺騙。 

真理必須放在前面，這樣我們才會團結在真理之下。耶

穌就是真理，因此把他放在首位，然後團結在他之下、他

是唯一的。在沙地上畫一條線，我們以不可辯駁的口氣說， 

“今日你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

事奉主耶和華。”-------<約書亞記>24 章 

教會裡的合一是重要的，但我們永不與世界合一，就像

阿德里安.羅傑斯（Adrian Rodgers）所說：“為真理而

紛爭，比在錯謬裡團結要好太多了。”世界若想找到和 

平，只能在主耶穌複臨、建立千禧國度之時，也就是石頭

擊碎雕像的腳、大山覆蓋全地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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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 

Tolerance 

後現代的世界裡，任何想要保持簡單是非概念的人，會

很快發現自己被扣上了“不寬容”的帽子，這是我們這個

時代所能承受的 糟羞辱之一。不寬容的隱含意思是：你

充滿了仇恨；你很嚴苛，製造分裂，是破壞團結的危

險因素；你很驕傲，認為自己掌握真理。沒人願意被扣 

上不寬容的帽子，僅僅是別人提出的、也許你不夠寬容的

意見，就足以讓許多勇敢表達意見、認為世上存在絕對是

非的人，沉默而無所作為了。 

讓我們再多深入探討一下寬容的主題，我將會從一個問

題開始：應該寬容呼吸嗎，或者，我們應該寬容吃乳酪三

明治的行為嗎？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說是的。 但應該寬容謀

殺嗎，我們應該寬容強姦嗎？我想大部分人會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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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事實上說明有些事應被寬容，有些事則不是， 

也證明了有時不寬容是對的。這個道理看上去很簡單，也

得到了聖經的支持。<阿摩司書>5 章說，要不喜歡惡，要

追求善；<羅馬書>12 章也說，恨惡邪惡與喜愛美善同樣

重要，換句話說，“對邪惡不寬容”與“喜愛美善”。 

今天，關於寬容的想法完全變了，事實上，我們都是不 

寬容某些事、而寬容另一些事。這是對的，我們須區分哪

些事應得寬容。那麼，我們如何決定哪些應寬容，哪些不

呢？ 

我們應該寬容墮胎、同性戀婚姻嗎？對於那些將合一作

為 高理想的人來說，答案是肯定的 ------- 寬容每件事， 

讓每個人做他想做的事。 表面上看，這種態度既可愛又高

貴，但你會注意到，當你讓別人做他們想做的事的時候， 

你就自動為自己保留了同樣的特權。讓別人做他想做的， 

即暗示著，讓我做我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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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想做的，聽起來就不是那麼可愛和高貴了，事實上， 這

聽起來十分自私且不成熟，這才是寬容的真正底線。對寬容

的狂熱崇拜，極其自我中心、極度自私、主觀中心視角，這

等於說，別因自己的不道德行為而感到難受，別提任何是非

觀來拷問我的良心、讓我內心糾結。 

你允許我做我想做的，我也允許你做你想做的；若嘗試 

挑戰我，我會阻止你，給你扣上不寬容/ 苛刻/ 仇恨的帽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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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教 

有趣的是，撒旦教的黃金定律正是“做你想做的，那 

就是律法的全部”（ Do what thou wilt shall be the 

whole of the law）---<律法書>。換句話說，撒旦崇

拜者生活的核心原則就是“總是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全

部事、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許的 只要讓你感覺良好、對 

你有用。因此，這種以和平與合一的名義對寬容的狂熱崇

拜，實際上為整個世界活在撒旦的哲學下創造了完美條件。 

我們傾向於認為，撒旦教就是一邊喝血，一邊赤裸地

圍著一口大鍋跳舞，但撒旦教的精義其實比這平凡的

多 ---- 僅僅是做你想做的。 

這就是為什麼，撒旦教會員們將弗蘭克.辛納特拉 

（ Frank Sinatra）的歌曲 <我的方式>（ My Way）看作

有史以來 具撒旦風格的歌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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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克.辛納特拉<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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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是非觀念被清除，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自私的願 

望生活，反對者由於害怕被扣上不寬容、苛刻的帽子而無

無所適從，於是每一件事情都被允許。在這個體系下，我

們成為了自己的神祗，可以建立自己的道德體系& 主觀真

理。 

有一種說法是，若要邪惡蓬勃發展，就要讓好人什麼都

不做。這已經發生了。看過<絕地大反攻>（ Return of the 

Jedi，星球大戰續集）的人會記得，在高潮大戰的場景裡，

盧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看著邪惡帝國摧毀他的朋

友們。可以理解，當盧克對坐在椅子上咯咯笑的邪惡君主， 是

多麼地憤怒。盧克看到了光劍，並想抓起光劍立刻幹掉邪惡

君主。 

<絕地大反攻>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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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邪惡君主卻鼓勵他那樣做，說如果他向對邪惡的

仇恨屈服，就會墜向黑暗的一邊、變成邪惡的一部分， 於

是盧克.天行者被這番說辭說服、放棄了自己行動，癱坐 在那

裡。看到這些扭曲的思想是怎樣運作的了嗎？ 

說仇恨邪惡是一種邪惡，盧克就癱了；同樣，說對

邪惡不寬容是一種邪惡，基督徒也癱了。沒有人願意被 

認為是不寬容的。因而，當基督徒無所作為的時候，邪惡

就到處氾濫。沒有人對邪惡挺身而出，於是突然間，“做

你想做的，那就是律法的全部”之撒旦教金律就統治了全

地。 

對寬容的狂熱崇拜就這樣，把一個不是標準的標準，強 

加給大眾，我們的文化滑向一個道德黑洞。你可以不受挑

戰地做任何事情，若有人敢指手畫腳，就是在以不寬容、

苛求的態度對待你的真理。 

這真是撒旦不可思議的聰明工作，它成功地為四處蔓延、 

自我中心的不道德行為披上了一件寬容、合一、和平的外

衣。更加聰明的是，這樣做也讓基督徒放棄了，讓他們不

願挑戰這些邪惡。 基督徒們通常會撤退，決定把門關起

來，悄悄地信仰上帝。我們就是這樣慢慢讓“愛你的鄰舍” 

這條命令，退化成政治正確、逃避式的“別管你的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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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制止我們國家的衰落，就要瞭解這個體系在做什麼， 

並為此挺身而出。 

對邪惡、謀殺、強姦的寬容是不對的，對任何罪的寬容 

都是不對的，因此若我們被扣上不寬容的帽子時，那麼很

好！看透這些指控的實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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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大聯合 

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的協辦人，海倫娜. 

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是愛麗絲.A.貝莉的先

行引路人之一。 

布拉瓦茨基的著作裡，有這麼兩本書：<揭開面紗的伊 

希斯女神：古代神秘術與現代科學神學的萬能鑰 

匙> （Isis Unveiled： A Master Key to the Mysteri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 < 

秘密教義：科學、宗教、哲學的綜合> （The Secret 

Doctrine：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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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娜.布拉瓦茨基 

後一本書裡，她說，“路西法（Lucifer）代表著生命、 

思想、進步、文明、自由、獨立 ...... 路西法是符號、蛇、 

拯救者。撒旦才是這個星球的真神、唯一的神 ...... 天堂 

童貞女（Celestial Virgin）同時成為上帝和魔鬼的母親， 

因為她是永遠的愛與仁慈的神 ..... 但古代和現實中，路 

西法或 Luciferius 是她的名字。路西法是神聖的、世界的

亮光，“聖靈”和撒旦同時出現並且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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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教義：科學、宗教、哲學的綜合> 

布拉瓦茨基在此證實，不同的神秘宗教的神明、女神， 

實際上是有不同稱謂的同一種靈：“現在必須記得，濕婆 

（Shiva）、巴勒斯坦巴力（Baal）、摩洛（Moloch）、農 

神（Saturn）是相同的 ..... ” 
 

 

希特勒 亞曆 

斯特.克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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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王普萊斯利 

甘地 
 

 

葉芝 

布拉瓦茨基的教導有眾多追隨者，大名鼎鼎的粉絲擁躉

如下：阿道夫.希特勒、亞曆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英國神秘術士，“啟示錄之獸”）、聖雄甘地、 

貓王普萊斯利、葉芝（愛爾蘭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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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遺言是：“保持不間斷的聯結！不要讓我的 後一

個化身（Last Incarnation）失敗。” 安妮.貝費特（Annie 

Besant）繼其衣缽，愛麗絲.A.貝莉（Alice A. Bailey） 

緊接其後，貝莉後來又成為羅伯特.穆勒的靈感來源，穆勒 則

成為聯合國的靈界首腦。他們相接成為鏈條，而且他們也

知道這一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羅伯特.穆勒的意思了，他曾傲慢地 

表示聯合國非一個人手所造的機構，而是一個擁有靈界源

泉的屬靈機構，原話如下： 
 

聯合國會徽                  

“沒人能使用武力摧毀聯合國，聯合國不僅僅是一幢建 

築或一個理念，它不是人手所能造出來的實體。聯合國是 

至高（Absolute Supreme）異象的光，緩慢、平穩、準確

無誤地照亮人類生命的暗夜   無知。神聖的勝利、聯合 

國的 高發展（Supreme Progress）必將成為現實。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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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抉擇的時刻，絕對的崇高將透過聯合國的愛心/ 服務心， 

在星球上搖響勝利的鈴鐺。” 

羅伯特.穆勒 

這裡的“至高”（Absolute Supreme）不是指向基督的

上帝，而是敵基督。羅伯特·穆勒自豪地說，聯合國的願

景永不會被任何人毀壞，因它直接源自路西法。在這一點 

上，聖經的表述是一致的。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著血肉

之軀，將這個體系推落。惟耶穌自己，能"將其打碎歸為

無有，如糠秕吹散在風中“。 

如<但以理書>2 章所說：“  ...........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 

永不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 

國必存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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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羅伯特.穆勒在派遣雜誌(Despatch 

Magazine）上發了一篇惡兆：“不要擔心，若非所有的宗 

教都加入世界宗教大聯合（United religions） 。許多

國家開始沒有加入聯合國，後來悔不當初、想盡辦法要擠 

進來。歐洲社群是這樣，世界宗教大聯合也是這樣，那些 

在外頭的或離開的，遲早後悔。” 

可能只是我的感覺，但似乎字裡行間充斥威脅的意味。 

他就好像在說，若用 A 計畫擺佈不了你，B 計畫就跟在後

頭了，若不屈服遲早悔不當初。無論這樣或那樣，你總將成

為體系的一份子。 
 

詹姆斯.保羅.沃伯格 

這讓我們想起，央行行長詹姆斯.保羅.沃伯格（James 

Paul Warburg）臭名昭著的話，其家族共同創立了美聯儲， 

他說：“我們將有世界政府，無論是否喜歡。唯一的問題

是，是通過征服或自願。”（1950 年 2 月 17 日，在美國

參議院的演講）無論 A 計畫或 B 計畫 ... 它總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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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也說，很不幸這些計畫會落實到許多基督徒身上。< 

提摩太前書>第 4 章說：“聖靈告訴我們，在末後必有人

離棄真實的信仰，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我

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發生，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瞭解這些知

識很重要，這樣一來我們就看得清敵人，不落入陷 阱。 

愛麗絲.A.貝莉證實，是巴比倫秘密宗教要將宗教聯合在 

一起：“ ... 在教育與宗教部門，會採取其他步驟壓制基 

督的準則，撒旦將重置古老的靈界標識，清除不重要的， 

並重組整個宗教領域 ---- 再一次預備神秘宗教的重 

建。這些秘術，當重建後，將聯合一切信仰。” 

...other steps will also be taken in this department 

of religions and of education, over which the Christ 

rules, and He will move to restore the ancient 

spiritual landmarks, to eliminate that which is 

nonessential, and to reorganize the entire religious 

field—agai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ysteries. These Mysteries, when restored, will 

unify all faiths. 

她接著解釋說：“黎明正在到來，所有宗教將被視為來 

自同一偉大的靈界根源，所有宗教將聯合、一個普世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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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將無可避免地浮出水面。於是再沒有基督徒、異教徒、 猶

太人、外邦人，在偉大的那一個信仰實體上，將聚集目前所

有的宗教。他們將接受相同的真理，不是以神學概念的形式，

而是以屬靈生活（Spiritual-living）的形式， 他們將在

同一個舞臺上肩並肩、以兄弟/ 人類紐帶相稱； 他們將認

識神聖的“兒子”，並尋求在神聖計畫中合 

作 ...... 這樣的世界宗教，不是囈語夢幻，而是今天 

正敲打成形的東西。” 

The day is dawning when all religions will be 

regarded as emanating from onegreat spiritual source; 

all will be seen as unitedly providing the one root 

out of which the universal world religion will 

inevitably emerge. Then there will be neither 

Christian nor heathen, neither Jew nor Gentile, but 

simply one great body of believers, gathered out of 

all the current religions. They will accept the same 

truths, not as theological concepts but as essential 

to spiritual living; They will stand together on the 

same platform of brotherhood and of human relations; 

they will recognize divine sonship and will seek 

unitedly to co-operate with the divine Plan...such a 

world religion is no idle dream but something which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11 / 730 

 

 

is definitely forming today. 
 

世界部分主要宗教符號 

羅伯特.穆勒又一次說：世界的各主要宗教，須加快合一 步

伐，並認識在秘術多樣性中的合一目標。宗教間必須積極

配合，帶領我們到達前所未有的（靈性）高度，以更好理

解我們生命中的秘術，理解我們在宇宙中的位置。 以下兩

個駁論必須在行星時代永遠被拋棄： “我的宗教，對或

錯”,“我的國家，對或錯” 。 

羅伯特·穆勒認為，所有宗教應在教宗的權威下合

一，他說：“我們還希望西元 2000 年以前，教宗會來到聯

合國，在星球上所有的宗教和靈術組織面前演講，向全世界

展示第三個千年將如何成為一個靈性的、人類融合和諧的新

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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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當然渴望將世界統轄在教宗的宗教權威下。 1917 

年葡萄牙的小鎮法蒂瑪(Fatima)，有一個舉世聞名的事件 

---聖母瑪利亞向三個孩子顯現，說：“你們看到了那些可

憐的罪人去的地獄。為拯救他們，上帝希望整個世界奉獻給

我聖潔的心。”請注意，她說將聖潔的心奉獻給她， 而非奉

獻給上帝。 

我認為已說了夠多的聯合國所要做的事兒，但在給聯合 

國的這些章節下定論前，我們去到 後一站。 達格.哈馬

舍爾德（Dag Hammarskjold）負責在聯合國裡建立冥想室 

（Meditation Room），他說：“ ..... 在房間中間的石頭 

有不少涵義，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祭壇，祭壇上空著不是因 

為沒有上帝，不是要祭拜未識之神，而是因為它被獻給人 

們所敬拜的不同名字、不同形式的上帝   冥想室朝向東 

北，進入房間時，人必須經歷從黑暗進入光明的過程。” 
 

聯合國冥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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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抽象的壁畫，你也許可以發現房間呈梯形狀。安東. 拉

維（Anton LaVey）創立的撒旦教的秩序，被稱為“梯形秩

序”(The Order of the Trapezoid)，也就是秘術的“梯形

法則”(Law of the Trapezoid)。長久以來，梯形一直被

神秘術士視為適合加強邪靈彰顯的特殊形狀。凱茜.伯恩 斯

（Cathy Burns）寫道： 

 

梯形結構                       

“所有這一切的底線是，撒旦敬拜者的完美建築圖形為 

梯形，他認為這種圖形可營造不潔淨/ 被咒詛者彰顯的氛

圍，可建立各式各樣、跟蹤邪靈蹄印（hoofprints）的靈 界

雲室（Spiritual cloud-chamber）召喚邪靈。----- 

凱茜.伯恩斯博士、比利·格雷厄姆和他的朋友，第 13-1 

頁；引述前撒旦教會友 Bill Schnoebelen < 白色墳墓： 

摩門教聖殿的隱藏語言>，(White Sepulchers: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Mormon Temple), 第 46 頁 

你也許會覺得我正在介紹一樣新知識，並有些困惑。我 

以前未使用過“梯形”這個單詞，但再來看看這個異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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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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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塔廟 

你會發現，這些建築的一側呈梯形狀：順應該塔廟的形

狀，人們從底部寬處出發，向上攀登時水準寬度逐漸收窄， 頂

部是神秘的光照；同樣，進入聯合國的冥想室，寬端為入口、

窄端是盡頭，這樣你可以有效地、象徵性地接近撒旦的寶座。

就像那些登上巴別塔的寧錄的擁躉們。你正行走在從黑暗的

下端到達光在頂端、成為神秘術士的過程中至此，你會發現，

冥想室裡的唯一光源來自壁畫背後的窄端。 

神秘術士並不關心到達目標需要花多少時間，也不關心

理想是否能在此生實現。他們只是把自己看成機器裡的齒

輪，或像海倫娜.布拉瓦茨基所說的環中的鏈條（links in 

a chain），然後走向 終的結局。 

“聯合國成為世界痛苦、黑暗、無知的答案，聯合國內

部的願景是至高的禮物。世界僅能否認這個構想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100 年。”----達賴.喇嘛(Dalai 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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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 

換句話講，我們抵制世界宗教大聯合，多久都可以，但

聯合國的努力不會停止。這可能需要 10 年或 100 年。聯合

國將持續工作，實現對我們的奴役，並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

這個秩序建立好後，敵基督就可以回到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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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高法院 

Israel Supreme Court 
 

我們已經知曉，至少從政治世界意義上講，現代以色列 

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努力高度相關。我們從以色列 高法

院可以找到不少符號，這些符號洩露了實情。 

以色列 高法院

Supreme Court 

以色列 高法院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資助興建，條件是， 

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規劃土地、設計建築物，並且永不公佈

建築的造價。1992 年 高法院於耶路撒冷建成，與以色列

國會大廈（Knesset） 比鄰而居。 國會大廈是以色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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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政治建築、亦由羅斯柴爾德家族資助興建，它是以色 

列政府的立法機關，負責制訂法律、選舉國家首腦。 
 

以色列 高法院 
 

以色列國會大廈 

下圖懸掛於 高法院主體建築的入口處，描繪羅斯柴爾

德家族、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z，以色列總統）、以

撒克.拉賓（Isaac Rabin，以色列總理）共同規劃 高法

院的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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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 高法院的觀行旅程，隱秘象徵通往“光明啟蒙” 

（Illumination）的道路， 終目的地是下圖的這座金字 

塔，它是建築物中 神聖的區域。 
 

金字塔的每側都有一個圓洞，代表全視之眼（All Seeing 

Eye）。我們使用照片、開始穿行這條“光明啟示”之路， 

並對一些符號進行定位： 

進入 高法院的人，首先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黑暗的區 

域，面前有一座樓梯、通往光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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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級而上，人們逐漸離開黑暗的一側、向光明的一側進 

發。階梯分為三部分，每部分各 10 級、合計 30 級，代表 

共濟會的頭 30 個等級。既然共濟會共有 33 個等級，我們 

緊接著就會發現 後的關於 3 的實物符號。 

注意，右牆由粗糙的石頭砌成，取材自耶路撒冷城的古

城牆，而左牆使用光滑、現代的石材，這代表神秘術

的教導永不間斷的特質，它從古老的巴比倫一直綿延

至今。這樣的暗示，在整個以色列 高法院建築內，成 為

一個迴圈的主題。 

繼續拾級而上，人們發現自己身處建築樓頂，可俯瞰耶

路撒冷全城。我們知道，撒旦總想佔據每一地區的至高點， 因

他想成為至高者，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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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地板的線條，引導人們來到圖書館入口，入口在金 

字塔的正下方。這是通往 神聖處的路徑，圖書館代表知

識。 

下圖是在圖書館第二層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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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共有三層，隱喻共濟會的 後 3 個等級。第

一層僅為律師們保留，第二層僅為法官們保留，第三層的 

書僅為退休法官們的閱讀需要而保留。這代表沿著等級向 

上移動時，需要越來越高級的知識。圖書館的建築結構， 

一如神秘術的等級結構，一些資訊僅為被選中的少數人保 

留，這是他們獨有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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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圖書館的三個層級。第三層上方代表共濟會的  

高級別，可以看到金字塔，這是共濟會的頂端，也是精英

光明會（The Elite Illuminati）開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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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這個幾何圖形的地板，正對著金字塔頂點的下方， 

地板中央鑲嵌著水晶。六個正方形代表人的數目，每個正

方形的四條邊代表整個世界。地板中央的水晶，位於金字

塔頂點的正下方。 
 

這塊水晶，與鑲嵌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山地下室中 

央的太陽符號是相同的。 

通往法庭入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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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像猶太人的墓穴，顯然猶太人墓穴上有洞、是為靈 

魂離去準備的。設計者們在法庭保留了這些洞，也許是允

許靈（sprits）以相同的方式進出。 

請再一次對比新舊樣式：監獄、法庭、法官崗（Prison 

cells, Courtroom, Judge's quarters），自下而上層疊， 

象徵柏拉圖與啟蒙思想家們提出的等級社會 法官崗 

在上邊，代表統治精英們；法庭在中間，代表衛國者們（警 察

/ 公務員）；那些無知的牢犯在 下面，代表大眾。 

衛國者負責強制執行統治精英的判決。 
 

這是其中一間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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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被遠端的自然光源照亮，光源象徵引導智慧的神聖

之光。法官們暫退至頂層房間做判決，然後他們“降臨” 

到法庭，將受光照的知識帶給低一層的世界。 

我們到外面轉一圈。秘術結構裡，性符號是必不可少的， 於

是我們在法庭外邊看到了這個符號，又一次無須過多解釋：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26 / 730 

 

 

一走出主體建築，就會看到這個桃樂茜.羅斯柴爾德園林 

（Dorothy Rothschild Grove）： 
 

在它旁邊，會發現這塊包含全視之眼符號的牌子，抱歉， 照

片的品質不高，無法找到比這更清楚的照片了。 
 

當我們沿著通往桃樂茜.羅斯柴爾德園林的箭頭方向前 

進時，會發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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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接著來到停車場中心，在地上會發現這個圖形： 
 

有人認為這個圖形代表十字架，好讓人們拾級而下時能 

踩到，我個人不認同這個理論。在我看來，這更像一個太

陽符號。 

所有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受到秘術影響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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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門教(末世聖徒會) 

Mormonism (Latter Day Saints) 

創立摩門教的故事，一定讓你聽來甚感熟悉。摩門教的

創始人是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他聲稱被一位

名叫莫洛尼（Moroni）的光明天使造訪，這位天使向他傳

講了不同于聖經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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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史密斯出生於一個與共濟會淵源甚深的家族 

裡。 <摩門教會和共濟會>中 Terry Chateau 寫道：“約

瑟夫.史密斯家族，是一個實踐共濟會可貴、令人敬佩準則 的家

族。父親老約瑟夫.史密斯是北紐約州的記錄員，1818 年 5 月 

7 日，他在紐約的 Canandaigua 23 號的安大略會堂被擢升

為大師（Master Degree，第 3 級）。老約瑟夫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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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海侖.史密斯（Hyrum Smith），是紐約 Palmyra 112 

號摩利亞山會堂的一位共濟會員。” 

約瑟夫.史密斯也是一位共濟會員，1842 年加入共濟會。

其著作<教會歷史>中，他說他“在共濟會被擢升到尊貴等 

級”（Sublime degree，相當於第 11 級） ------ <教會 

歷史>，第 4 卷，552 頁 

由於這些聯繫，約瑟夫·史密斯大量借用了共濟會的元 

素來建構摩門教，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抄襲。共濟會與摩

門教有大量相同的符號、標誌、握手式、詞彙、衣服（圍

裙與長袍），摩門教的聖殿服裝也使用了共濟會的符號 

-----角尺與圓規（The Square and Compass），儘管約瑟

夫.史密斯賦予了角尺與圓規略微不同的涵義。 
 

我將不深入研究摩門教，僅快速流覽一下摩門教總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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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細節，來到位於猶他州的、以耶路撒冷聖殿為藍本建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31 / 730 

 

 

造的鹽湖城聖殿廣場，看看古老的巴比倫符號。代表撒旦 

的倒轉五角星在鹽湖城聖殿廣場隨處可見，如窗臺上方： 
 

代表陽性和陰性的太陽、太陽和月亮的組合圖像： 
 

拱門上方，全視之眼被旭日環繞、從面紗內向外窺視：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32 / 730 

 

 

 

 
 

 

帷幕，代表初入會者走向“亮敞”時須穿過的遮蓋物， 

或代表秘術本質，是向不明真相的大多數隱藏。 

約瑟夫.史密斯從共濟會調取的一個邪術是隱秘的握手

式，這在聖殿裡也有間接暗示，共濟會的建築亦有相似的 

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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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與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Church History and Art 

聖殿廣場有一個博物館，記錄了摩門教的歷史，也包含 

了洩露摩門教秘術根源的的符號。博物館的入口處發現了

這些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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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手法中，倒轉的符號總是代表一種不正當的力量。 

一般人甚至不懷疑五芒星所象徵的秘術含義。” ---------------- 曼利.P. 

霍爾（Manly P. Hall）<所有時代的秘密教義>，Secret 

Teachings of All Ages 

同一入口處還有這個日神符號： 
 

後來到兒童興趣角，有更多倒轉的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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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門教和天主教很相似，許多基督徒不確定問題出在哪 

裡：他們似乎有潔淨的生命、善意綿綿，並且他們基本上

與基督徒們有相似的口吻。因此有這樣一種態度，即“摩

門教和基督教在同一陣營，除了 1-2 個非正統觀念”。 

事實上摩門教徒相信，通過成為好的摩門教徒，他們有 

一天將變成神祗，被賦予自己所在宇宙區域的神權。而且

他們認為，上帝自己曾經也是另一個星球的男人。 
 

摩門教徒相信： 

1） 摩門經有比聖經更高的權威； 

2） 宇宙中有很多神祗，一位母神，上帝自己有一位妻

子（女神）； 

3） 摩門教會之外的人，或不承認約瑟夫.史密斯是

先知的人，都未被拯救；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36 / 730 

 

 

4） ） 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不足夠，需要做善事。

而這一點始終是假神宗教的典型標誌。 

期待通過這些摩門教的資訊與符號速覽，讓你明白摩門 

教背後的靈界力量是什麼。摩門教與基督教並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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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見證人會與基督複臨

安息日會 

Jehovah’ s Witnesses & Seventh Day 

Adventism 

 

耶和華見證人治理機構的領 

袖們 

 

 
耶和華見證人會 

Jehovah's Wit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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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從許多層面而言，都是一 

個更為狡猾的秘術組織。但既然你已經讀到這裡，相信你

依然能夠識別出他們理念中的靈界背景。 

19 世紀末，一個叫查理斯.泰茲.羅素（Charles Taze 

Russell）的人創立了耶和華見證人。必須先提一下，他相 

信，如果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話，說謊是件好事（也就

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謊言版）。這是我們這個系列裡

一再發生的主題，尤其是在柏拉圖、伊斯蘭教、共濟會光

明會那裡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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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斯.泰茲.羅素 

耶和華見證人的雜誌<守望塔>（ Watchtower Magazine），

在 1960 年 5 月 15 日的那一期這麼說：“聖經認為，向敵

人隱瞞事實真相情況這種戰爭策略是正當的。” ------- < 

守望塔>，第 295 頁 

一個月後，也就是 1960 年的 6 月 1 日，雜誌重複了這個

思想說：“作為一位置身於神聖戰爭中的基督戰士，對付上

帝的仇敵時必須要操練謹慎的品格。因為聖經顯明，為保護

上帝的事業不受損失，向敵人隱藏真理是合宜的。” 

-----<守望塔>，第 352 頁 

因為耶和華見證人不相信除他們以外的其他人可得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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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救贖，這就意味著一般的基督徒，也包含在上帝的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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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清單中。那意味著，他們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說謊是可以接受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應釋然，不用太 

看重他們所說的，而是應該去觀察他們的行為、理念、符 

號，以瞭解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查理斯.泰茲.羅素年輕時曾是公理教會 

（Congregational Church，美國主流正統教派）的一員， 

但在少年時，他就失去了對上帝的信心，開始“饑渴地研

究異教徒們的宗教，以尋找上帝旨意與人之命定”的真理。 

----<守望塔>， 1950 年 7 月 15 日，第 212 頁 
 

<守望塔>雜誌 

他吸收了不少秘術理念，並將它們與自己原來的信仰相 

混合，他也結交了不少共濟會朋友。雖然，他與共濟會是

什麼關係，是否是一名共濟會員還尚存爭論。但很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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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讚揚共濟會的信念，並在他自己的刊物中使用了這些秘 

術的圖像。 

1913 年，羅素在他的演講 --- “上帝的殿” 中這麼說： 

“我很高興能借著這個特別機會向你們講一些事情，這些

事情與我們的共濟會朋友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在其中演講

的這座建築正是奉獻給共濟會的，而且我們也是共濟會員。 我

是一名共濟會員，如果有必要說明全稱，那麼我是一名自由

而被認可的共濟會員（Free and Accepted 

Mason），這是我們共濟兄弟會喜歡的稱謂風格，我相信

我們都會喜歡。雖然我們不僅僅是在追隨共濟弟兄會的風 

格，但我們與他們沒有爭端，我不會說任何反對共濟會的 

話。事實上，一些我 親密的朋友都是共濟會員，我欣賞 

這些共濟會朋友所持有的非常寶貴的真理。我和他們不時 

地就會聊聊，他們會說，你怎麼能知道所有這些事？我們 

覺得除非進到非常高階的邏輯，否則我們認為沒有人可以 

知道任何關於這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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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接著使用共濟會的名字來描述上帝，說：“我曾與 

一位共濟會大導師一起開會，得到了隱秘的資訊 ... 如果 

我向共濟會朋友們談論聖殿和它的意義，談論成為優秀的 

共濟會員，談論我們所使用的象徵——大金字塔（也就是 

他們所使用的符號），以及大金字塔標誌的意思，我們的 

共濟會朋友們會驚訝的   我們將要討論的是“自由而受 

認可”的共濟會 ... 聖經的共濟會，我親愛的朋友們。” 

這以上兩則引述中，查理斯.羅素的共濟會朋友們似乎很 驚

訝，他竟然知道他們所知道的資訊。他們後來更驚訝了， 當羅

素這樣說：“你們知道，我們（耶和華見證人）的秩序總是

如此隱秘，以至於我們也不能總是彼此瞭解，難道這不是很

奇妙嗎？我發現共濟會員也是如此。許多共濟會員同我握手，

據我所知，他們以共濟會的方式向我伸手， 他們不知道我也

是共濟會的。我所做的似乎與他們所做的毫無二致，但

我不知道那種手勢的意義是什麼。但他們 會以各種方式同

我握手，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回致，然後我告訴他們，除了

幾種我天然習得的一些握手方式以外，對其它其實一無所

知。” 

從某種程度上，羅素似乎是在說，他知道關於共濟會的 

事兒，但不明白是如何知道的，獲得這些知識都是自然而

然的過程。但他接著說，相比于共濟會員，他其實知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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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秘術：“我們的共濟會朋友們明白聖殿和聖殿騎士團，以

及諸如此類的知識嗎？ 我們耶和華見證明白地更多。” 

 

耶和華見證人的 

書籍 
 

以下對於演講的引述就很明確了：“‘你的眼睛有福了， 

因為看見’<馬太福音>，不是每個人都有能聽到的耳朵和能

看到的眼睛。惟有那些進入神聖共濟會、擁有靈性洞察 力、

靈性指引的人，才能明白那些賜給我們的資訊。這些 資訊只

賜給擁有某靈界位階的人，它不為其它任何人預備。” 

因此，若追隨者加入共濟會，羅素是沒有意見的：“.... 

如果你想成為共濟會的一員、覺得成為基督的信徒不如成 

為共濟會員能感受到的自由，那麼上帝祝福你，你可以自 

己判斷；那是你的決定，不是我的。” 後他說，“作為 

地下共濟會員的你和我，在一起等候共濟會之主重歸世 

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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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發現這個帶翅膀的太陽圓盤符號在早期< 

守望塔>中經常出現時，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回到 1970 年代，我們也看到這個符號出現在紐約皇后區

的的王國大廳（Kingdom Hall） 

 

我認為，它 近之所以被撤下，是因為它開始引起過多

的爭議了。早期發行的< 守望台> 封面上有一些太陽符號， 

雖然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與秘術有牽連。 

從守望塔頂部射出的亮光暗示著古老巴別塔的主題， 

但它表現得更像某種燈塔，而非通靈塔（ Ziggurat）。 

我覺得這是耶和華見證人的狡猾之處，就像羅素在不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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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示著秘術的思想，並圍繞著它們跳舞，但他也在掩飾 

自己，與它們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受到牽連。進一步 的

研究會告訴你，這裡的其它符號，尤其是在皇冠上的十字，

可能有更深層次的含義，但是因為它們並沒有涉及到目前

為止我所獲得的知識，因此還是繞過它們，把它們留給你，

讓你自己研究吧。 

耶和華見證人的整個組織是由一個治理機構控制的，這

個機構由 10 到 15 個成年男人組成，他們相信自己從

靈界得到直接的指引。這個治理機構通過<守望塔 >指導 

追隨者們，他們的命令由地方會議的長老執行。基本上， 

我們是在談論一個權力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裡，上層的

人聲稱他們有屬靈的權威來擔當世俗的權威。耶和華見證

人的信徒被教導說，單靠聖經還不足以明白上帝，他們需

要從<守望塔>傳遞過來的、治理機構的教導，才能正確地 理

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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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上帝還建立了祂可見的組織，這是祂“忠實和謹

慎的奴僕”，是由聖靈恩膏的人組成...除非我們與上帝使

用的這種溝通管道保持聯接，否則我們將不會沿著生命的

道路前進，無論我們讀多少< 聖經> 。 ------ < 守望塔>， 

1981 年 12 月 1 日，27 頁 

他們還教導人們說，不要獨立思考，只要依靠這個層次 

體系來追求真知識，他們這樣說：“但是獨立思考精神在

上帝的組織裡並不得到鼓勵，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我

們中間領導我們的人。”-------<守望塔>， 1989 年 9 

月 15 日，23 頁 

這與天主教會和其它的異教組織有相似之處，他們總是 

盡力教導，要信徒們發展與層次體系的依賴關係，不

要獨立思考，以此來對他們保持控制。像天主教的另一 

點是，他們通過這種教導加強了控制，若任何人敢於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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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教導，就要被從團契中清除出去，並從此失去救恩。 通

過使用內疚和恐懼來控制信徒，就足以讓他們被團體路線所

牽引，任何想要離開的人，一下子就明白這個組織是多麼控

制成性了。耶和華見證人也鼓勵互相窺探，向長 老報告

任何的不軌行為。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就會有被驅除出

團契的風險。人們可以因為這樣的事情被驅除出團契：與

一個被驅除出團契的人說話、閱讀未被治理機構批准的讀

物...所以，我們從中看到了同樣的古老嘗試，那就 是牢牢

控制資訊流。 

這些資訊流包含如下內容： 

耶穌基督不是神。--------CSW, 330 頁：J.W. <道— 

— 他是誰？>（ The Word--Who is He） ，40 頁 

耶穌是被造物。--------CSW, 301 頁：J.W. <聖經理

解輔助>（ Aid to Bible Understanding），918 頁 

天使長米迦勒是神。 ------ <天使詞典> 

（ Dictionary of Angels）：J.W.<聖經理解輔助>，1152 

頁 
 

基督的身體沒有復活。--------CSW, 385 頁：J.W.< 

上帝不可能撒謊的事情>（ Things in which It is 

Impossible For God to Lie）, 3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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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會不傳福音。-------CSW, 385 頁：J.W.<完成

了的奧秘>（ Finished Mystery），485 頁 

為什麼耶和華見證人有這麼多魔鬼般的教義？正如我所

提到的，他們的治理機構相信，他們正在經歷靈界的引導， 他

們相信那引導來自天使。 

在 1932 年的<辯護>（ Vindication）第三卷 250 頁我們

讀到：“ ..... 天堂的信使或者天使現在被上帝所使用， 

代表餘下的子民。這些天使是人肉眼所不能見的，在那裡 

（空中）執行上帝的命令。毫無疑問，天使們首先從上帝 

那裡聽到對他的餘民的命令，然後再將這些命令傳遞給上 

帝的餘民。” 

前治理機構成員，雷蒙德.弗朗茨（Raymond Franz）在

他的書< 良心的危機> （Crisis of Conscience）中承認， 

他們不是籍著聖經或者禱告來作決定，而是在天使引導的

引導下做決定。他們還聲稱，這些天使也直接引導<守望

塔>雜誌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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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的危機> 

“上帝使用<守望塔>來宣告這些真理，毫無疑問，他用 

自己的看不見的助手來執行這些任務。”-----<光>第 1 

卷，1930 年，64 頁 

在此之上，他們還習練巫術，與死人交流，因為他們宣

稱，查理斯.羅素在死後還在繼續與他們聯絡，引導耶和華

見證人的組織。“儘管羅素牧師已越過了幔子（指死去）， 

但他仍然在管理著收割工作的每一個方面 .... 我們 

認為，他在上帝的安排下，監督著將要完成的工作。 ” 

------<完成了奧秘>1917 年，第 144、256 頁 

“因此，我們親愛的牧師，現在毫無疑問在榮耀中，對

收割工作仍然保持濃厚的興趣，因而上帝允許他施加一些

強大的影響。”------<守望塔>， 1917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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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塔>已作出了許多假預言，還搞錯了幾次事件

發生和結束的時間。耶和華見證人錯誤地翻譯聖經，還

支持和贊同命理術、招魂術、巫術、占星術、共濟會。他

們還好幾次自相抵牾。很明顯，與耶和華見證人溝通的（那 個

靈）並非上帝。 

後，這是 C.T.羅素的墳墓上的碑文： 
 

看到這個墳墓的形狀時，你大概會比較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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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重要的是，有在後面有一個建築物，如果我們走到 

旗杆下會看到這個（左側共濟會圓規與角尺 G 符號）： 
 

我需要繼續重複那個觀點：我們的敵人不是人類，這些 

個人性的組織也不是我們的敵人。不斷通過推羅王子去認

識推羅王，我們的敵人來自靈界，而非物質界。 

 
 

基督複臨安息日會

Seventh Day Adven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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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不是研究基督複臨安息日會錯誤崇拜的時候，但 

這裡有一張其創始人懷特.海倫（Ellen G White）的墓園

的照片。墓園中央有一個方尖碑。但是我們會在另一個系

列文章中講到基督複臨安息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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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教會 --- 後現代主義+ 基 
督教 

The Emergent Church – Post Modernism + 

Christianity 

假基督教的一個 後領域，值得我們多一點兒關注。僅

因從以聖經為基礎的基督教中出現，許多人誤入歧途，這

就是新興教會運動（The Emerging or Emergent Church 

Movement）。這種欺騙極具隱蔽性，因它包含了很多真理， 但

與巴比倫神秘宗教巧妙交織在一起，以致那些不瞭解巴比倫

神秘宗教的人很難發現它們的蹤跡。若置之不理，它就極可

能吸引許多人離開信仰，並成為大墮落的一部分， 這墮落

是聖經所預言的，發生在基督再臨之前的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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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在新興教會背後的總體思想是：後現代已經造成了 

文化的轉變，因此，我們思考基督教的方式也應隨著一起 

轉變，以便與那種文化保持同步。利斯.安德森（Leith 

Anderson）寫道：“在這個社會結構性變化的時代，唯一 

有效的應對方法是改變我們觀察世界和教會的方式，稱之 

為思考模式的轉移-----一種觀察事物的新方式。 這樣的轉

移將使得我們以一種新的觀點來思考這個變化中的世界。 就

像地圖一樣，1950 年代的舊地圖主要關注和滿足於州際高速

公路的建設，並將這些公路延伸到主要城市，但現在 需要新

的地圖了。同樣地，我們需要一種面向未來的新思考模

式。”------利斯.安德森，<21 世紀的教會>，A Church for 

the 21st Century 
 

這基本上是在說，現代的基督教在後現代沒用了，因此， 他

們想將基督教與後現代主義混合在一起，接受那些我們在前

面已經瞭解過的後現代理念：合一的重要性要大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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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還有我們可以持有不同的信念，但這些信念都同樣有

效，或者至少，沒人能確定誰持有真理；我們能參與到建

設一個世界烏托邦社會的活動中；現世要比永恆更重要， 

基督教應當主要考慮社會正義，並與天主教和其它宗教進

行聯合。因為他們知道，真理是會造成紛爭的，所以他們

恨惡絕對是非觀念，並因此會問無窮的問題。對他們來說， 

這些問題永遠不會有答案，只製造出更多的問題，他們似乎沉

浸其中，認為這就是啟發性思考。因他們認為，就在你聲稱對

這些問題擁有答案的一刻，你就變得傲慢自大了， 並且造成紛

爭，可能會冒犯別人對於真理的見解。由於他們不會下結

論，也不會做一個絕對性陳述，所以他們將重點放在

對話上，“對話”是新興教會的一個關鍵字。 他們忽略了 

G.K.賈斯特頓充滿智慧的建議： 

“像張開嘴巴一樣，擁有開放頭腦的關鍵，是讓它們在 

一個穩固的根基上關閉。” ------- G.K.賈斯特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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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喜歡穩固的東西，不喜歡絕對的東西，這就是為

什麼人們說，試圖定義新興教會就像努力把果凍釘在牆 

上一樣 ----- 一旦你試著把它們按在什麼東西上，它 

們就會滑到別處。他們從根本上講，吞下了來自後現代之 靈

的謊言，將其與基督教混合起來，就像天主教將環繞羅馬的、

受到污染的異教文化與基督教混合起來一樣。天主教這樣做

的部分原因是，想讓福音的資訊在異教文化中變得更受歡迎。

新興教會運動也是如此，對真理輕描淡寫， 或者乾脆就移

除全部真理，以便與世界創造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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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新興教會運動可以往回追溯數十年，但它真正得到

加速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期。馬克.德里斯科爾（Mark 

Driscol），是位於西雅圖的火星山教會（Mars Hill church）

的牧師，在那時參與了這個運動。在他意識到這個運動的

真正方向以後，就離開了這個運動，現在是一名相當堅定

的教師。他深入洞察了新興教會運動的開始，他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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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德里斯科爾 

“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中期，當我接到電話讓我在一個 

會議上講話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植堂者（church planter， 

就是建立教會的人），努力在西雅圖建立一間教會。會議 

是由領導力網路（Leadership Network，一個基督教組織） 

支援的，聚焦在 X 世代（Generation X）的主題上…在那次

會議以後一個小團隊被建立起來，繼續就後現代主義進 行

對話… 

那時，領導力網路雇用了道格.佩吉特（Doug Pagitt） 

領導這個團隊並組織活動。他開始擴大這個團隊，很快布

萊恩.麥克拉倫（Brian McLaren）就加入進來了…佩吉特、

麥克拉倫，還有其他人例如克裡斯.西伊（Chris Seay）、

托尼.鐘斯（Tony Jones）、丹.金博爾（Dan Kimball）和

安德魯.鐘斯（Andrew Jones），他們呆在一起，就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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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繼續說呀，寫呀… 那支團隊 後演變成了今天我們

稱之為新興教會運動。” 

 

道格.佩吉特 

丹.金博爾 
 

這只是一些你會聽到名字，他們常與羅伯.貝爾（Rob 

Bell）和托尼.坎波洛（Tony Campolo）等人聯繫在一起， 

很不幸的是，他們在許多福音派的圈子裡被接納和推崇。

希望這個研究能讓你清楚看到，撒旦是如何使用以上活動

作為他自己日程的一部分，下面是一些引用的話，例如托

尼.鐘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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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貝爾 托 

尼.坎波洛 
 

“新興教會沒有絕對真理或其它類似概念的位置，難道

你會出現在鄰居的晚宴上並這樣問：‘在絕對真理中，這

個晚宴處於什麼位置呢？’不，你不會的，因為這是個沒

有意義的問題。”-------托尼.鐘斯在 2005 全國青年工

人大會（National Youth Workers Convention）上的講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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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鐘斯 

托尼.鐘斯還說了：“這實際涉及到變化的神學，涉及到 

我們的信念，那就是神學在改變。福音的資訊也在改變， 

並不只是傳福音的方法放在改變。” ----------- 托尼·鐘斯， 

<新世界的新神學> [A New Theology for a New World]， 

在聖地牙哥為 2003 年新興教會大會舉辦的進修會上 

因此，本應是聖經真理改變我們的文化，在他的觀點裡

卻逆轉了，文化應該改變聖經真理。實際上，他根本不相 

信在聖經裡有任何客觀真理。“因此當我們鑽研聖經的

時候，我們必須停止尋找可用的客觀真理。” ------- 托尼. 

鐘斯，<後現代青年事工> [Postmodern Youth Ministry]， 

201 頁 

布萊恩·麥克拉倫重複了這個理念：“為了挽救聖經， 

讓我為當代的聖經讀者提供 10 個建議…那就是拋開任何

關於確定性的事情。” 布萊恩.麥克拉倫，<在錯 

過點上的冒險> [ Adventures in Missing the Point]， 

8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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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恩.麥克拉倫 

我們不能確定任何事情，聖經可以讓任何人以他自己喜

歡的方式來解釋，他可以聲稱自己的解釋是正確的，真理

是不可知的，這就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做他們想做的， 都

可以改變聖經以適應他們個人意義上的真理。羅伯.貝爾支持

這些說法，他說：“任何時候，如果某人讓你因為你的生活

方式而感罪疚，這就是屬於舊體系（Pre-Christ） 的一部

分。” 羅伯.貝爾（http： 

//www.sfpulpit.com/2007/11/21/rob-bell-the-gods-sh 

ould-be-angry） 

事實上羅伯.貝爾是在說，讓人們做他們想做的事。他是 在

宣揚撒旦的金律，“做你想做的，那就是法律的全部。” 

事實上托尼.鐘斯也建議，將聖經中反對撒旦金律的世界 觀

部分去除，至少暫時性去除，他說：“也許一些福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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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從聖經中撕掉 <羅馬書>，讀一本沒有<羅馬書>的聖

經幾年，然後再把它粘回去。” -------- 托尼.鐘斯 

喬什.瑞奇（Josh Reich）也談到全球化並擁抱巴比倫神

秘主義，他這樣說：“新興教會的部分價值在於對情緒、

全球視野、藝術使用的高漲以及神秘主義和靈性的崛起這

些事物的重視。” ------- 喬什.瑞奇 

喬什 .瑞奇

為新興教會創制敬拜聚會 

Creating Worship Gatherings for the Emerging 

Church 

這些話浸滿了時代之靈，在這一系列的研討中，你應該 

能清楚的看到，他們是怎樣計畫通過拋棄聖經真理、將基

督徒吸引進入世界新秩序的：通過拋棄聖經真理，引入新

形態的基督教。這個新形態的基督教，更多聚焦於地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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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接納其它信仰與關於真理的觀點，從而推進建設人造 

烏托邦。在接下來幾個部分中，我們將會讀到更多這方面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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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教會 --- 通往羅馬之路 

The Emerging Church ---- Road to  Rome 
 

1995 年，華理克(Rick Warren, 暢銷書<標杆人生> 

的作者)與新興教會領導人萊昂納多.斯威特（Leonard 

Sweet）聯合做了一個廣播系列，名字叫<變化的浪潮> 

（ Tides of Change） ，其中他們談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對

於整個轉折的時代是十分必需的。在這個轉折的時代裡， 

昨天的、老舊的東西已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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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理克 萊昂納 

多.斯威特 
 

萊昂納多.斯威特也說他受到了很多人的影響，他把那些 

人稱作新亮光領袖們（ New Light Leaders） ，其實他們不

過屬於新紀元運動的一部分。這得到了馬修.福克斯 

（Matthew Fox）的確認，他是<宇宙基督的到來>（ The 

Coming of the Cosmic Christ） 的作者。在閱讀他的作品

的時候，我們開始看到那些古老主題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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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福克斯與他的<宇宙基督的到 

來> 
 

“我預見會有一個復興，是一次基於靈性創造的重生… 

這個新生將切除所有文化和宗教，實際上會在全球性的覺

醒中，引出所有神秘傳統的共同智慧，我把它稱為深度的

普世合一。” 以上的引語很輕易地就可以在愛麗絲.貝莉

那裡找到，泛泛地解讀就是，他認為每個人都要在單一宗

教體系下聚集，他整本書的主題就是，所有人，在他裡面

都有基督意識（Christ-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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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說法從萊昂納多.斯威特寫的著作<量子靈性> 

（Quantum Spirituality）裡得到了靈感：“神秘主義， 

曾經一度處於基督教傳統的週邊，現在則靠近後現代主義 

文化的中心…太多的人裡面空空如也，就像我們的空教堂 

在對我們呼喊一樣，因為我們既沒有給他們基督的能力與 

火的體驗，也沒有給他們擁有能力與火體驗的基督。通過 

給予神秘學思考的入門知識，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理解現 

實…神秘主義始於經驗，結束於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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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靈性> 

後現代世界正拋棄完全的無神論，回到神秘的靈性，斯

威特建議基督教應該利用這一趨勢，與神秘的靈性相結合， 

從而吸引人們回到教堂。如果人們想要神秘主義、奇異的

體驗，就讓我們在基督教的名義下給他們吧。他還說，神

秘主義的一切就是激起感覺的體驗，與你的感覺有關，與

對錯無關 --- 這是一條通往欺騙的清晰道路。 

利斯.安德森寫道：“過去的教義教導我們，如果你得到 了

正確的教導，你就會經歷上帝。新的教義則說，如果你經

歷上帝，你就會有正確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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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感覺在先，其次才是真理。因而撒旦所做的就是給

予他們某種奇怪的體驗，而他們不會質疑體驗的來源，他

們會假定這是來自於上帝的，跟隨就是了。這很容易就導

向欺騙，就像我們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樣，撒旦

能偽裝成為光明的天使，鼓動人們跟隨他、在他的道路上

前行。為促成這個激起感覺、讓人們好似感受到有了“上

帝的體驗”的過程，新興教會使用多種感官刺激的敬拜， 

被設計用來轟炸人們的視覺、觸覺、味覺和聽覺。這種感 

覺的超載能讓你以一種特定的方式來感受，他們甚至

使用了煙火與鏡子，讓你放鬆警惕，吸收他們所教導

的 ---- 無論有多麼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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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黑暗，新興教會敬拜的關鍵之一正是創造出某種黑 

暗的氣氛。新興教會領袖丹.金博爾寫道：“在新興文化

裡，黑暗代表靈性，我們能在佛教寺廟、天主教堂、 

東正教堂裡看到這一點。黑暗意味著某些嚴肅的事情 

正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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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廟內景 
 

看到了吧，因為這是宗教間對話的一部分，既然聲稱基 

督教優於其它宗教是傲慢的，他們覺得可以從其它地方， 

就像佛教寺廟那裡學到一些東西。因而，就準備好將其它

宗教的元素合併到他們那裡。 

就如新紀元根本就沒什麼新東西，這不過是古代思想的

回流而已。新興教會也是如此，他們談到後現代的新 行事方

式，但其實不過是一些古代謊言的再現。他們常常 使用

“舊式基督教”（Vintage Christianity）這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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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指的是有必要恢復天主教的異教元素，這些異教 

元素是宗教改革已經去除的。他們也可能使用“古老- 

未來的敬拜”（Ancient-Future worship）這個詞，也是

在暗示同樣的事情，即重新發現古代巴比倫的神秘思想， 

以備未來之用。 
 

 

 
 

普世主 

義 Ecumenism 
 

我們已知道，托尼.坎波洛曾談到他在自己的信仰中使用 天

主教神秘主義，他說，“我通過閱讀天主教神秘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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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尤其是伊格內修斯.羅耀拉的 "精神練習" ，瞭解到

這種重生體驗的方式…就像大多數天主教神秘主義者，他對

與神‘合一’有著極深的渴慕。” 
 

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 

我們知道這些精神練習來自于羅耀拉在洞穴裡與邪靈的 

相遇，這些他所謂的秘密知識帶來了醜陋的後果。 

坎波洛還說：“在宗教改革之後，我們新教徒（抗議

宗）從第 15 世紀開始落後了，我覺得我們落後天主教太多

了，羅耀拉方式的禱告，對我很寶貴。借助天主教（死去的）

聖徒的幫助，我的禱告生活更加進深了。” 

沿著其它新興教會運動的理論，他說，讓我們把與天主

教的分歧放在一邊，通過新教與天主教的融合，消除宗教

改革的影響。人們忘卻的速度是多麼快！從天主教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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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1000 年黑暗世紀的殘暴邪惡達到頂峰，然後在幾

百年時間內，他們被暴露出來並遭到驅逐，現代的領袖們

卻又準備好與他們同床共枕。我們（新教）的先 驅們在僅

僅幾代人以前還在準備著為了去除異教的污染而付上生命

的代價，今天，新教的圈子裡卻有一些教師甘心樂意接受

那些積極推動與羅馬天主教聯合的做法。 
 

新修道宣教模型（內圈：生活節奏— 信仰與神秘主義

的詮釋） 

羅伯特.韋伯（Robert Webber），另一個新興教會領導

人，也同意普世主義，他說：“福音派在後現代世界的一

個目標是，將多樣性當作歷史事實來接受。並且在其中尋

求合一。這個願景讓我們看到，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的

教會只不過是同一個真教會的不同形式 ----- 所有這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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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都建立在使徒的教導和權威上，可以在古典基督教所表 

述出來的信念中找到共同點。” 
 

羅伯特.韋伯 

布萊恩.麥克拉倫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許多基督教領 袖

開始在靈性塑造的旗幟下尋求新的方法，這種全新的探 索

令很多人回到了天主教冥想實踐和中世紀修道院的紀律約

束。” 

這個趨勢已經創造出了一個新詞，就是“新修道主義” 

（ New Monasticism），而這個詞被很多用意良好的基督徒

所採納。你可能聽說過“鍋爐房”（Boiler Rooms）吧， 

這是一個被設計用來讓新修道主義實現的地方，人們在這

裡保持一種連續的“禱告節奏”。 

當然，如果與天主教聯合，我們就會與這個宗教的女神 

聯合，這個女神就是以聖母馬利亞形式出現的亞舍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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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她永遠是與基督徒完全敵對的，我們與她之間不會

打成平手。天主教會有一個向全世界傳教的規劃，好把人

們帶到馬利亞腳下，好幾個天主教作家已就著該主題著書， 講

述他們認為規劃該有的前進方向。 

聖母瑪利亞 

其中一位作家叫湯瑪斯.W. 培理斯科（Thomas W. 

Petrisko），他寫的書名為<聖母的秘密：從聖餐的奇跡 

到聖母馬利亞的天堂異象已經在尋求照亮和捍衛教會

曾經 大的秘密>（Mother of the Secret： From 

Eucharistic Miracles to Marian Apparitions Heaven Has 

Sought To Illuminate and Defend What Was Once the 

Church’s Greatest Secret，一個長得可怕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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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的秘密> 

湯瑪斯.W.培理斯科明白，教會的 大秘密成了一個榮耀 新

年代的房角石，他在書裡說：“異象預言了，人類將從一個

世俗的、不可知論者、幾乎無神論的領域進入一個新世界，

這個世界沐浴在上帝的現實感知和對超自然的信仰裡。先知

們說，接著人類將在對此滿有把握的信心和確信中繁榮昌盛，

因為真正的和平會掌權，教會將成為 高主宰。 引人注意

的是，許多的天主教異象堅持說，這個世界將 終會理解能

力、憐憫和恩典，這些與耶穌基督在聖餐禮上奇跡般的顯現

相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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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娜.布拉瓦茨斯基 

天主教的聖餐是一個圓形的薄餅（代表太陽）放在新月

形狀的聖體匣裡，實際上代表太陽神巴力，而非耶穌。當

然，他沒有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在說術士們 ------ 阿爾 

伯特.派克、愛麗絲.A.貝莉、海倫娜.布拉瓦茨斯基 

-------長時間以來所一直說的。人們將基本拋棄無神論，

回到神秘主義靈性的新時代。這正在發生，但關鍵是，他

相信瑪利亞（即亞舍拉）將是所有這些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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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完美無瑕的馬利亞之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 

勝利，將榮耀地將這個世界導向一個和平的新時代。” 

泰德（Ted）和莫琳.弗林（Maureen Flynn）在他們書< 

正義的雷聲>中發展了這個思想：“就像施洗者約翰為基

督第一次到來預備道路一樣，馬利亞為基督的第二次降臨

預備道路。馬利亞宣告，一個新世界和新年代在等著我們， 她

純潔無暇之心的勝利和第二次五旬節，將在耶穌神聖之心的

統治中引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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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雷聲> 

神秘術士們相信女神正為敵基督的到來預備道路，回憶

一下，安東.拉維（撒旦教創始人）把這個年代叫做莉莉絲 

時代，他還相信這個年代開始於 1960 年代的文化革命，按 

他的計算，我們已經在這個年代 50 年了。根據弗林的描述， 

假“基督”的來臨已經非常近了，他們說自己從“受祝福的聖

母”那裡得到了一個預言：“基督的榮耀統治將會建立在

我們中間，耶穌的再次來臨近在眼前了…” 

另一個天主教徒德懷特.朗格內克（Dwight Longenecker） 

在他的書<通往羅馬之路>（ The Road to Rome） 說：“當 

我們進入第三個千禧年，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將會繼續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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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懷特.朗格內克 

湯瑪斯.默頓 
 

湯瑪斯.默頓（Thomas Merton），一個天主教神秘學者， 

曾為許多參與新興教會的人帶來靈感，他總結了許多的感

受說：“我們已經合而為一，但我們以為還沒有，我們所

要復原的，就是我們 初的合一。” 

新興教會擁抱普世主義的理念，是在嘗試引導福音派回

到羅馬和與它一脈相承的神秘主義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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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教會 --- 世界一教之路 

The Emerging Church---- Road to the One World 

Religion 
 

保持你的宗教信仰：只是加上耶穌 

Keep Your Religion： Just Add Jesus 

然而，新興哲學甚至比羅馬普世教會運動走得更遠。因

為他們堅持認為真理是不可知的，他們並不同意世界是黑

暗的、需要教會這道光照亮，他們相信應在平等的條件下

與其它宗教進行對話，布萊恩.麥克拉倫寫道：“ 終，我 

希望耶穌會拯救佛教、伊斯蘭教和其它一切宗教，包括基

督教自己，因為基督教似乎也像其它所有宗教一樣需要拯

救。” ------ 布萊恩.麥克拉倫，出自<真理的戰爭>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684 / 730 

 

 

的引用，作者是約翰.麥克亞瑟（ John MacArthur）， 

第 35 頁 

他還說：“但我必須補充一點，就是我不認為成為耶穌 

的門徒必定等同于成為基督教信徒。在很多（不是所有） 

情況下，我的建議是，幫助人們成為耶穌的追隨者，但不

要脫離他們佛教、印度教、猶太教的背景。” 

以下的引用中，他還把耶穌放在與默罕默德同等的地位 

上：“在亞伯拉罕的生命中 --- 他就像摩西、耶穌、默罕 

默德一樣 ---- 與神相遇，這將他與同時代的人區別開來， 

推動他進入一個事工，那就是引入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並 

因此改變了世界…就這樣，多麼合適啊！以亞伯拉罕為起 

源的三個宗教就此展開了深入未知的旅程。” ------- 布 

萊恩·麥克拉倫，<再次找我們的道路>[Finding Our 

Way Again]， 第 22 頁、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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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恩.麥克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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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知道默罕默德確實與某種東西相遇，但那不是 

上帝，伊斯蘭教並不是與猶太教--基督教一樣來自亞伯拉

罕之根。麥克拉倫在他這些話裡所反映的傾向，其實是普

救論，即你能通過任何宗教找到上帝。 

斯賓塞.伯克（Spencer Burke）也同意這個觀點，他這

樣說：“當我說自己是個普救論者的時候，真正意思是， 

我不相信為了找到上帝，你應該轉向任何特定的宗教。就

我看來，是上帝找到了我們，這與認同任何特定的宗教無

關。” ------ 斯賓塞.伯克，< 通往永恆的異教指南>， 

A Heretic's Guide to Eternity， 197 頁 

在 2000 年五月、六月發行的 <守望者的號角> 

（ Watchman’s  Trumpet）雜誌詳細描述了這個意思：“繼

續閱讀<古蘭經>、上清真寺，每天以日常祈禱文進行祈禱 的

彌賽亞穆斯林（Messianic Muslims），仍然可以接受耶

穌為他們的救主，這是一種傳教策略，正在好幾個國家進

行嘗試…” 

“他們（新轉變者）繼續一種符合伊斯蘭教要求的生活， 

包括上清真寺、齋戒、讀<古蘭經>，只是他們要與接受耶 

穌為上帝的憐憫的穆斯林一起進行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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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彼此辯論”事工 

邁克.奧本海默（Mike Oppenheimer）的“讓我們彼此

辯論”（Let Us Reason） 事工對這種新形式的事工是如

何運轉的進行了研究，他說得非常生動： 

“一個基督徒能把自己稱作穆斯林嗎？穆斯林 Muslim 

其實是由兩個詞根組成，Islam 和 Mu。Muslim 不僅僅是意

味著歸順，也意味著向安拉神歸順，而非基督耶穌或耶和華。

一個穆斯林能被稱作基督徒、同時與安拉神同行嗎？ 這似乎

不會有教義和實際上的意義，除非他們真的改信， 否則只會

造成困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能直接向人介紹耶和華

真神，不用對他的名字、本質、描述進行任何的改動。他們

的回答是，可能不會得到同樣的結果（形式上的改信），這

就是這件事情的實質——結果，某種實用主義，為達目的不

擇手段。” 

是的，我們又看到這句話了，做任何事只是為了得到想 

要的結果，這是秘術的方式，記住，這也是天主教會在異

教羅馬所做的。他們基本上是在說，保持你的異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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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改換一下名稱，讓耶穌與其它事情混合一下，這只 

不過是在製造帶著基督面具的異教，但是，光怎麼能夠與 

黑暗相結合呢？ 
 

羅伯.貝爾 

羅伯.貝爾 近出版了一本書，叫<愛是贏家>（ Love 

Wins） ，在這本書裡，他以自己獨特的、不置可否的、假

設的、模糊的、空泛的、自我矛盾的方式做了一些推斷， 

那就是 終每個人都會到達天堂。 

人們以各種方式來到耶穌那裡。 People come to Jesus 

in all sorts of ways. 

有時人們使用他的名； Sometimes people use 

his name; 

有時則不會。 other times they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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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4 章 12 節反駁了貝爾的說法，“除他以外，

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上地下，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 

以下是一些支持普救論（認為人們不需要轉變信仰就能

到天堂）的新興教會領導人的言辭，首先是萊昂納多.斯威 

特的：“新光（New Light embodiment） 體現在與其它信

仰的聯接與互通…一個人可以不必拋棄耶和華、卡莉 

（Kali，印度教女神）、克裡希那（Krishna，印度教的神） 

在他們追隨者中的神聖顯現，就可以做耶穌基督的忠實門

徒。” ----- 萊昂納多.斯威特 

 

 

 

 

 

 

 

萊昂納多.斯威特“我碰巧知道一些基督在

其它宗教的追隨者。”-------- 

華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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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理克

彼得.克瑞弗特 

“安拉並不是另一位神…我們其實在敬拜同一位神…同 

一位！我們在基督裡敬拜的那一位神，也是猶太人的神 

-----並且是穆斯林也敬拜的。” ------ 彼得.克瑞弗特 

（ Peter Kreeft） 

愛麗絲.A.貝莉同樣說：“我要指出的是，當我說“基督 的

追隨者”的時候，我指的是所有那些愛自己同胞的人， 這

與信仰和宗教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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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A.貝莉 

我們能看出，新興教會運動的言談和理念與術士們多麼 

相似！ 

愛麗絲.A.貝莉還說：“ 他（指敵基督）沒有再來的原

因是，必要的工作尚未被他在各國的追隨者們完成。

他的來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正確人際關係的建立，就像

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教會拖了後腿…他們幫不上忙， 

因為他們狂熱地著迷於讓所有的人成為“基督徒” 而

不是基督的追隨者（followers of Christ），他們

著重於神學的教條而不是愛。” 

因此，問題是我們太看重真理了。這也是新興教會對我

們的意見。注意，貝莉在“基督徒”和“基督追隨者” 

這兩個名詞上做了區分。新興教會運動鼓勵我們拋棄“基

督徒”這個詞，採用“基督追隨者”這個較為寬泛的詞語。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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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一下，在耶穌傳道時，以色列有許多人追隨耶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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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是上帝的宣告，他們中許多人是法利 

賽人。 

從遠處追隨耶穌是不夠的，我們是耶穌的血買來的，現

在是祂的僕人，不能比這再少了。這裡，愛麗絲-貝莉也暗 示

一個事實，我們是敵基督來臨的障礙，因為我們不妥協地

決意讓人們聽到福音的真理，並成為基督徒。新興教會接

受像貝莉這樣的術士的建議，不帶給人們真理，相反卻告

訴他們可以保留任何宗教，只要在上面加上耶穌就成。但

這是哪一門子的基督呢？與巴比倫相結合的，普世教會

的基督，不是基督徒的基督。 

新興教會領導人埃爾文.麥克馬納斯（Erwin McManus） 

這樣寫道：“我的目標是將作為世界宗教信仰的基督教毀

滅，催化基督耶穌運動…有人對我表示失望，因為我聽起

來像是一個敵基督徒者，我認為他們或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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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爾文.麥克馬納斯 

當然，你不能既與聖經中基督保持關係，同時有保有自 

己假宗教的身份，假宗教植根於巴比倫，崇拜來自撒旦的

偶像、相信魔鬼的信條。你必須完全離開那宗教，將你的

生命獻給耶穌，而不是僅僅把他加在你的宗教上，光明王

國不會與黑暗王國同行。在那種體系中，你唯一能找到的

基督是假基督，與敵基督共生的假基督。新興教會欺騙人

們，讓他們相信自己可以作為佛教徒或穆斯林得救，而他

們只不過與假基督捆綁在了一起。 

所以，當新興教會談到與非基督徒建立橋樑，他們不是

在講要給他們傳遞純正的福音，他們講的是妥協，萊昂納

多.斯威特解釋說：“後現代波濤洶湧並且瘋狂的水域中， 

尋找航向的關鍵不是尋求平衡或安全的中間地帶，而是駕

馭潮流、與對手溝通，尤其是他們在和諧和光明中聚集的

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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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教會理念的追隨者因而採取了這樣到達世界的方法： 

你要與這個世界打成一片，享受這個世界所享受的，去這 

個世界要你去的，滿足于流行文化吧！在這樣的教會裡， 

你會發現，是世界進入了教會，而不是教會出去到了世界。 那

些沉湎於新興教會運動的人必須捫心自問，“這是誰向 誰傳福

音呢？” 我們曾被教導，要在世界中，但要出淤泥而不染。

你不可能把自己浸泡在受污染的文化中而不受影 響。如果我

們不在上帝面前保持聖潔，我們就會被世界的 標準所欺騙。 
 

 

上帝與撒旦的譜系 

社會正義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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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新興教會相信神聖的真理基本上是不可知的， 

基督教真正能影響世界的，僅能在社會行動與社會正 

義中找尋。若聲稱擁有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是一種自大， 

那麼我們就不能對永遠得救的確信抱有希望；若每一個人 

都要通過將基督加在自己的信仰上而得救，他們就認為不 

必關心這個了，而是要把 後的目標設定為，讓這個世界 

成為更好的地方。 

他們相信術士們也持有的那種、人類可以用雙手實現的

烏托邦理想，認為在地球上可通過社會行動建成人間天堂， 

（他們認為）這是基督徒能貢獻給世界的全部。 

這種欺騙十分有力量，因基督徒確實應該餵養饑餓的人、 向

窮人進行施捨，這理所應當。但新興教會卻擁有隱藏在行動

背後的哲學，他們認為自己就可以建立上帝的國度， 在朝

一個烏托邦社會進化的過程中，這會消滅真正的基督信仰，

並與巴比倫宗教攜起手。 

這個人造的、建立在地球上的國度將是敵基督的國度， 

這是我們知道的，聖經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已聽過

愛麗絲.A.貝莉的通過廢除基督教，將所有宗教彙集在

同一體系下，為敵基督的回歸創造完美的條件。我希望

我所做的，就是揭示新興教會運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將

謬誤混入真理，吸引基督徒進入極具欺騙性的謊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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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千禧年理論橫向對 

比 

結束新興教會這一部分之前，我也應指出，人類在基督 

再來之前建立一個烏托邦的想法，與基督徒所稱的後千禧 

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相吻合。 

我不太喜歡使用神學術語，但後千禧年主義的基本涵義

是，我們將創建一個神的國度，並在和平中統治世界 1000 

年，然後耶穌才會在這個千年的末期回來。相反的觀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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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認為耶穌將複臨， 

他自己建立上帝的國度，並帶來 1000 年的和平。 

就像你看到的那樣，相信後千禧年的基督徒，就是認為

依靠自己能創造世界和平的基督徒，他們也許（我強調的

是也許）處在被拖進異教的建立烏托邦嘗試的危險中。我 

相信，聖經很清晰的立場是，在千禧年國度前，耶穌會複

臨並建立國度。在耶穌基督複臨前，我們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確保盡可能多的人接受耶穌為主和救主,預備好迎接

他。 

至高者掌權 

God 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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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的起始，我們知曉撒旦被稱作“空中執政掌

權者的首領”，他在空中統禦那些反叛上帝的族群。<約翰 福

音>中幾次談到這一點，<哥林多後書>第 4 章 4 節甚至

將撒旦稱為“世界的神”，當然這個神（god）是以小寫 字母 

g 拼寫。這系列文章已經將撒旦現今在世界的工作展露出來，

像起初他所做的那樣，使用同樣的花招欺騙人類， 讓人類反叛

上帝、敬拜撒旦。 

人類推羅王子的背後，是一個叫做推羅王的靈界力量， 

他就是貫穿歷史始終的敵基督。從甯錄到羅耀拉，再到阿

道夫-希特勒，綿延不絕。而且，敵基督馬上要將世界帶入 前

所未有的大災難中。 
 

 

寧錄 

羅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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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瓦茨斯基夫人 

希特勒 
 

 

敵基督 

結束前我們還要理解一個相當重要的事情，即上帝在一 

切環境中掌權。雖然我們聽說了那麼多糟糕的事情，但上

帝依然將一切掌控妥帖。上帝的力量，遠在一切邪靈、敵

基督之上，也在撒旦之上。這一點很有必要澄清，隨系列

文章的展開，看起來撒旦似乎要勝利了，他在整個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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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高舉敵基督、操縱並消滅真基督徒。我們無可避免 

地要看到大黑暗的降臨，很容易感覺到絕望。但我要竭盡 

所能地來向你展現事實並非如此。 

回到舊約聖經，我們在<約伯記>知道，撒旦到上帝的寶 

座前，請求上帝給他試驗約伯的權利，後來上帝給予了撒

旦通行證，但同時設定了邊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

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於他的身體”。 後來撒旦回

來，要求擴張訂立的邊界，上帝同意了、但依然設定邊界：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生命。” 

以上這些告訴咱們，撒旦的能力是有邊界的，他只能做

上帝允許的事情。<哥林多前書>第 10 章說：“上帝是信

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上帝給我們力

量去承受試煉和試探。 

於是回到原來的問題，為什麼上帝允許撒旦攻擊我們呢？ 

很簡單，當我們抱持正確的態度領受這些困苦時，我們就 

被煉淨。困苦令我們獲得耶穌基督一樣的性情、預備進入 

那永遠的國度。 人類有這麼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 ---- 一 

切順當時，就會忘記上帝並以舒服、豐富為滿足，我們成 

長速度遂緩慢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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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困苦將我們們的注意力變得敏銳，我們的心 

靈轉向上帝。當喪失自給自足的自信時，我們就只好被逼

著倚靠造物主。困苦提升我們與上帝的關係。 

湍流也是這麼將石頭磨得圓滑。試煉煉淨我們。真理是， 我

們需要試煉來提升品格。<羅馬書>第 5 章說，“就是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撒迦利亞書>第 13 章說，試煉就像熬煉金子和銀子一

樣，煉淨我們，我們需要經過火一般的煉淨：“我要將他

們經火，讓他們純淨。我們要熬煉他們，如同熬煉銀子。

試煉他們，如同試煉金子。” 

<哥林多後書>第 4 章說，“我們這至輕至暫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困苦就這樣成就永遠的榮耀。我不是喜歡困苦，但需看 

看你的永恆之眼是否能認知到，這個暫時的生命旅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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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永恆而預備。我們不屬於這裡，因此不能將所有一切

盼望投入在這段生命旅程裡。我們正泅渡經過這個暫時的、 終

將死亡的王國，前往一個永遠的王國。所經歷的一切， 使

我們內在裡生髮出一個基督式的品格，而這種品格，將使我

們得以承受未來王國公民的位份。 

<使徒行傳>第 14 章，“…我們進入上帝的國，必須經

歷許多艱難。”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曠野 40 年路線 

現在我們正從曠野地向應許地進發，在這曠野中我們所

看到的苦痛，就像暗夜一般，我們將得到一個榮耀的結局。想

一想聖經中 偉大的人物，你將意識到這些迴圈的主題： 在抵

達命定的目標前，他們經常要先領受曠野的道路。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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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摩西、大衛，甚至耶穌自己也必須到曠野中試煉 40 個

日夜。但其中 清晰的例子來自<出埃及記>。 

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前往應許之地時，他們先經歷了一

段曠野的道路，曠野被證明必須為以色列人準備，以色列

人必須在那裡待著，直到預備好進入應許之地。和以色列

人一樣，曠野路也為我們基督徒所準備，不要舒舒服服地

躺在這裡，這不是命定之地，而是我們要泅渡經過的地方。 

<以弗所書>2 章試圖告訴我們，在這裡我們都有一個出

生前就命定好的計畫去完成：“他在耶穌基督裡將我們創

造成新人”，因此他在很久以前就規劃了我們的生命。 
 

 

我們在敵人陣線的後方出生、執行任務，一些人需要資 

金來完成任務，另一些人不用；一些人需要健康健全，另

一些人不用。這些在永恆的計畫中都不是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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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已將一些都投資於此時此刻，重置你的視角吧。CS 

路易士寫到：“我們是三心二意的生物，在醉酒、性、野 

心裡被愚弄，以獲得似乎無窮無盡的歡樂，仿佛一個無知

的孩童喜歡在泥地裡打滾….因為我們無法想像一整個汪

洋大海般的節日是啥模樣。我們都太容易滿足了。”我們

應當像海外援戰士兵那樣，專注於手中的任務，期待戰事

結束、榮歸故里的那一日。 

很多以色列人在曠野裡喪失了心志、轉向撒旦神秘宗教。 那

一代以色列人因此被禁止進入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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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敬拜金牛犢 

同樣，在這末世裡，我們將看到人們喪失心志、轉向神 

秘宗教，他們也將遠遠地看到應許之地、卻不得入。但另

一群人卻將站住、在那一日看到榮耀，讓我們成為他們中

的一員吧。 

後，我們將看到周圍日漸黑暗，我們不應擔憂或害怕 

那一天是否來到。相反，我們應無比興奮，因為這曾是上

帝所預言。上帝依然掌管全地。 

<馬太福音>24 章 25 節，耶穌告訴我們前面將發生的

事情：“看哪，我預先告訴你們了。”任何將發生的事情

都無法脫逃上帝的掌控。<路加福音>21 章 28 節耶穌說， 

當我們看到預言裡將發生的事情，應當留意，你們就當挺

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午夜 黑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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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黎明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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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比耶穌的死與復活更形象了，上帝在肉身中， 

被嘲笑被折磨、被釘死於十字架，祂承擔了我們本應得到

的刑罰，從而讓我們得著生命。我們看到撒旦似乎在那一

刻勝利了，黑暗獲勝，耶穌的門徒們四散奔逃、迷惑、害

怕，這是黑暗的時刻、歷史上 邪惡的時刻。然後，耶穌

的死帶來了大美好（神人和好），為每一位悔改的人帶來

自由與永恆生命、為他們提供一條通往天父的道路。並且

別無他途。猶大在撒旦的挑唆下背叛耶穌，但事實上，是

耶穌自己發起這個進程，他讓猶大繼續做他要做的事情。

當官府衙役將耶穌帶走時，耶穌說：“我天天同你們在殿

裡，你們不下手拿我。現在卻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換句話說，這個時刻是為你準備，你們不會在這之前或 

之後將我的生命拿去，因為這個時刻是父預備的。<約翰

福音>10 章 18 節，耶穌清楚地說，撒旦不能將他的生命

拿去：“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權柄舍

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換句話說，即使看起來是在撒旦自我加冕的時刻，上帝 

依然掌權，在黑暗的時刻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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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2 章 21 節說，上帝掌管世界上一切的事件， 

無論是這個君王還是那個君王。< 但以理書>4 章 7 節說：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予誰就賜予誰。”因

此換句話說，所有的掌權者、甚至是邪惡者都被允許統轄， 

僅因為上帝允許、要藉以完成上帝的計畫。上帝設定了事件的

邊界，他們都完全在上帝憐憫裡。 

因此，讓每位元閱讀系列文章的人都明白將到來的日子與 

事件吧。 上帝得勝，耶穌統禦萬物，萬膝下跪、萬口承

認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天父。撒旦將與魔鬼一同將被

扔進火湖，我們將與耶穌一同掌管全地，直到永遠。留給

撒旦的時間非常短暫，並且越來越短，他深知這一點。 

因此，站穩了，持守你的信仰，忍耐試煉讓它鑄造你的 

品格，預備進入上帝的榮耀。若你還沒將生命獻給上帝， 

現在就獻上吧。在一切變得太遲以前。基督徒們！做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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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在你手上的工作，完成賽程，不要被戰爭的恐嚇所嚇退。 至

終，你將承受永生。 

願主快來！ --- MARAN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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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巴比倫宗教譜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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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邪術秘術清單 
 
邪術清單，魔鬼邪靈的可能切入點 

Occult Check List – Possible Demonic Entry 

Points 

這是一份流行的，以新紀元（New Age）為旗幟的滲入

我們日常生活的撒旦秘術、行為、主題的清單： 

· 墮胎、生育控制、家庭生育計畫、生育選擇權 

· 抽象主義 （在迷幻藥物刺激下） 

· 針灸 

· 無意識狀態（通過服用毒品） 

· 護身符 （虎爪，鯊魚齒，幸運馬蹄，吉祥物，男士金

耳環，驅邪物） 

· T 形十字章 （有環形的十字，用於撒旦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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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術特異景象 

· 星際旅行 

· 占星術/ 星座 
 

· 占卜（解說預兆） 

· 筆仙 

· 出生標誌 

· 黑色藝術 

· 黑魔法 

· 黑彌撒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712 / 730 

 

 

 

 
 

· 血約 

· 紙牌卜卦 

· 連鎖信 

· 迷魂術 （使用靈界力量） 

· 天干地支（中國式占星） 
 

· 超聽力 （獲得死去的人的建議/警告的靈界裡的聽力） 

· 神視覺 （超自然的視覺） 

· 千里眼 

· 共同意識 

· 顏色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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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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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喚術 （使用咒語招靈） 

·  女巫大聚會（Community of witches） 

水晶球觀兆（Crystal ball gazing） 

達賴喇嘛（Dalai Lama） 

· 死亡魔法 （疾病的名字被拼寫出來放入棺材或墳墓） 

· 魔鬼崇拜 

· 遊魂靈（Disembodied spirits） 

· 占卜棒，樹枝，或擺（Divining rod, Twig or Pendulum） 

· 使用占卜棒、樹枝、擺來占卜礦、水源、地下電纜、 

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別 

· 解夢（使用凱西書 Edgar Cay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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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與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 

· 東方冥想/宗教 - 大師，咒語，瑜伽，寺廟等 

· 外質（從一個介質體未知物質，Ectoplasm） 

· 妖嬈（Enchanting） 

超感官知覺（ESP, Extra Sensory Perception） 

芬德霍恩生態村（Findhorn Community） 

浮動小號（Floating trumpets） 

算命（Fortune telling） 

蓋亞大地女神（Gaia, Mother Earth） 

· 獲得“內在自我”/內在醫治的觸摸 

· 哥特搖滾音樂（Gothic rock music, 繼承後朋克冰冷

的合成器聲響和機械的鼓機，並且在將後朋克陰冷、悲觀

的情緒無限放大的同時賦予自己超自然的神秘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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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Gurus） 

· 吉普賽人詛咒（Gypsy Curse） 

· 致幻藥物（可卡因，海洛因，大麻，吸膠毒等） 

· 筆跡分析 

· 硬搖滾音樂（Hard Rock，- KISS，Led Zeppelin 樂

隊，滾石樂隊（大部分搖滾樂團） 

· 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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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屬音樂 - AC / DC，槍與玫瑰（所有重型搖滾） 

· 祭牲剖肝占卜術（Hepatoscopy, 通過檢查肝臟進行解

釋） 

· 十六進位符號（Hex signs, 卦） 
 

· 占星（Horoscopes） 

· 水蔔（Hydromancy, 通過查看水中的影像占卜） 

· 催眠（Hypnosis） 

· 成像（Imaging） 

· 咒語（Inca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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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膜學（Iridology, 眼部診斷） 

· 日本插花（日神崇拜） 

· 喬納森.利文斯通的海鷗（Jonathan Livingstone 

Seagull, 印度教輪回） 

· 卡巴拉派（Kabbalah，猶太教神秘派） 
 

· 因果報應（Karma） 

· 懸浮 

· 幸運的魅力或生肖或生辰的符號（Lucky charms or 

signs of the zodiac or birthstones） 

· 魔術 （使用超自然力量） 

· 咒語（Mantras） 

· 武術（合氣道，柔道，空手道，功夫，跆拳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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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修.曼寧（Matthew Manning） 

· 靈媒（Mediums） 

· 心理暗示（Mental suggestion） 

· 心靈感應（Mental telepathy） 

· 精神療法 

· 催眠術（Mesmerism） 

· 形而上學（Metaphysics, 靈界研究） 

· 精神控制 

· 意念動態（Mind Dynamics） 

· 意念通靈（Mind mediumship） 

· 讀心術（Mind reading） 

· 滿曼西（Moon-mancy） 

· 鐘擺 Motorskopua（機械鐘擺，用於診斷疾病） 

· 神秘主義（Mysticism） 

· 死靈（Necromancy，編造死者的靈魂） 



《認識你的仇敵》 焚燒的烈火·國度事工 QQ：290050111 微信：zy18764718007 

720 / 730 

 

 

· 數字的象徵意義（Numerical symbolism） 

· 命理（Numerology） 

· 秘術遊戲（Occultic games） 

· 保護隱匿信件（Occult letters of protection） 

· 隱匿性文獻（如：大世界，摩西的第 6 和第 7 書，另

一邊，書金星，雅各.洛伯，凱西，Aleister 傳，讓.狄克遜，

李維斯道林，亞瑟福特，約翰 Greber，安德魯·傑克遜·大

衛斯，安東拉維，露絲.蒙哥馬利，約翰紐波羅， 埃裡克.馮.

丹尼肯，鄧尼斯.惠特利等；the Greater World, 6th and 

7th Book of Moses, the Other Side, Book of Venus, 

Jacob Lorber, Edgar Cayce, Aleister Crowley, Jean 

Dixon, Levi Dowling, Arthur Ford, Johann Greber, 

Andrew Jackson Davis, Anton LaVey, Ruth Montgomery, 

John Newborough, Eric Von Daniken, Dennis Wheatley 

etc.） All books should be burned no matter what the 

cost. 

· 預兆（Omens） 

· 占卜版（Ouija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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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教宗教物品、文物、遺跡（Pagan religious objects, 

artefacts and relics.） 

· 異教儀式 Pagan rites （西非巫毒教 Voodoo, sing 

sings, 澳大利亞原住民歌舞 Corroborees,經火行走

Fire walking, Umbahda, 巴西馬庫巴 Macumba） 

· 手相（Pal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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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 （parakinesis –使用心靈力量和意志控制） 

· Parapscyhology 

· 鐘擺診斷（Pendulum diagnosis） 

· 顱相學（Phrenology, 顱骨占卜分析） 

· 扶乩（Planchette, 道教占卜法，筆仙，用乩筆在沙

盤上寫字） 

· 預知（Precognition, 預知發生的事件） 

· 心理治療（Psychic healing） 

· 心靈視線（Psychic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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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描述法（Psychography, 使用心臟形版） 

· 心理測定學（Psychometry, 通過手持詢問者的物件來

算命） 

· 朋克搖滾音樂（Punk rock music） 
 

· 金字塔神秘學（Pyramidology, 與金字塔相關的神秘

力量） 

· 再生療法（Rebirthing） 

· 投胎（Reincarnation） 

· 棍蔔（Rhabdomancy, 擲簽算命） 

· 羅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 

· 撒旦教（Sat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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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靈（Seances） 

· 自我催眠（Self-hynposis） 

· 薩滿教（Shamanism） 
 

· 重要異教節日（Significant pagan days） 

· 席爾瓦心靈控制（Silva Mind Control） 

· 巫術（Sorcery） 

· 法術（Spells） 

· 靈魂敲擊（Spirit knockings or rapping） 

· 靈魂指引（Spirit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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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象（Star signs） 

· 書蔔（Stichomancy, 隨機引用書籍來算命） 

· 印記（Stigmata, 使用邪術弄傷自己，可能出血，也

可能不出血） 

· 迷信（Superstitions, 自己、父母或祖父母） 

· 桌傾（Table tipping） 

· 塔羅牌（Tarot cards） 
 

· 茶葉閱讀（Tea-leaf reading） 

· 意念轉移（Thought transference） 

· 隔傳動（Telekinesis） 

· 寬容/ 邪教聯合（Tolerance/Unity cult） 

· 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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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恍惚（Trances） 

· 輪回 

· 靈魂旅行 

· 暮光之城（Twilight） 

· UFO 

· 尤裡蓋勒（Uri Geller, 以色列魔法師） 
 

· 特異景象/瑪麗哭的雕像 

· 白魔法 

· 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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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 

· 十二生肖首飾、手鏈 

· 黃道帶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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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源于秘術的所有非基督教宗教 

簡短的回答是，所有都是。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所有

在猶太-基督教之外的宗教，都根植于撒旦秘術。以下是這 些

秘術的著名現代形式。 

 巴哈伊信仰（Bahai） 

 佛教（Buddhism） 

 “上帝之子”教派（Children of God, 1970 年代一個

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派別，其信徒大多是生活在群居村的 青

年） 

 基督弟兄會（Christadelphians） 

 基督教科學會（Church Science） 

 普世教會及勝利 

 儒教（Confucianism） 

 聖光使命（Divine Light Mission） 

 德魯伊小屋（Druids Lodge） 

 新興教會（Emerging/Emergen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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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蒙亮敞（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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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alen 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艾哈德研討培訓（Erhard Seminar Training） 

 千禧年根基信仰（Foundation faith of the Millennium） 

 人類理解力基石（Foundati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 

 共濟會（Freemasonry） 

 Hare Krishna 
 

 印度教（因果報應，輪回，聖人化身，瑜伽，博伽梵歌， 超

覺靜坐） 

 內在寧靜運動（Inner Peace Movement） 

 耶和華見證人會（Jehovah’s Wit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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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門教（Mormons） 
 

 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 

 新諾斯底主義（Neo-Gnos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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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特法裡主義（Rastafarianism，崇敬衣索比亞皇帝

海爾.塞拉西，把他尊為上帝的化身） 

 Ratanaism 

 宗教科學（Religious Science） 

 Rosecruicianism 

 基督教科學論派（Scientology） 
 

 第七日複臨教派（Seventh Day Adventism，安息日會） 
 

 自我實現團體（Self-Realisation Fellowship） 

 神道教（Shintoism） 

 薩滿教（Shamanism） 

 精神/屬靈前沿團體（Spiritual Frontiers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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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魂（Spiritualism / Spiritism） 

 哲人（Swami Rami） 

 道教（Taoism） 

 神智學（Theosophy） 

 玉苒廈世界（Urantia） 
 

 
 

 基督教合一派（Unity School of Christianity） 

 禪宗（Zen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