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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利．迈尔在 1964 年，亦即 27 岁的时候，他正在游历印度，跟随佛学大师 Bhante 
Dharmawara 学习冥想，在当年，发生于德里 - 阿育王静修院附近的 UFO 事件

亦曾见报。 
 
http://theyfly.com/India_1964.html 
 

 
 
就在同一年的 9 月 16 日，比利在阿富汗的喀布尔撰写了一篇文章予各国政府及

欧洲的多个新闻社。 
 
该篇文章以「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为题，论及全球人类的任性妄为与失去

方向，在接近 50 年后的今天，该篇警世名言并未过时，仍然可以被视作「预言」

及「指路明灯」，值得我们再三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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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 
 

WHERE ARE YOU GOING HUMANITY? 
 

Billy Meier 撰写于喀布尔 - 1964 年 9 月 16 日 
 
 
自 1844 年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水瓶座的新纪元，一个突破性的世代，万事万

物充满生机，是个改革优化的好时机。 
 
这个新纪元将印证造物的无穷智慧及能力，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啊！你将

何去何从？ 
 
你为何如此心急如焚的赶着跑进那个空虚、黑暗、腐朽的无底深潭？ 

 
你堕进了由你自己亲手制造的黑暗深渊，那里满是咬牙切齿的恶魔，张牙舞爪的

要毁灭全人类；然而，这些全都是由你的非理性行为所造成的，你将要因此而付

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满是谎言、欺诈、憎恨、贪婪、谋害、战争、利欲熏心及暴

力罪行，你 ─ 背弃了生命的意义。 
 
你原是可以依从宇宙大自然的规律去解决一切难题，可是，你却背道而驰。 
 
你恬不知耻地将大自然、真爱、生命一切的美好及大自然的规律践踏于污泥；然

而，纵使愁对你这些残暴的行为，宽容的宇宙大自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你

机会，使你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忆起什么才是真爱与忠诚，使你有朝一日能

够浪子回头，再次投进宇宙大自然规律的怀抱。 
 
可是，你刻意忽视每一个机会，并将之无情地践踏，因为你祇想过恣意妄为的生

活。 
 
你远离了生命的真正规律，你的生命里满是自私，欲壑、贪婪、仇恨、傲慢、贪

权与战争。 
 
无论如何，实现改革的至佳契机就在目前，并会延续至未来的一段日子。 
 

然而，面对这个伟大的新世代…… 

 

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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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指向某一个群体的人，它主要的是指向「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暮气沉沉的、失去和谐的、满是邪恶的世界是融合了每一个人的行为

所共同造成的。 
 
「你将何去何从？」正是指向你 ─ 身为人类的一分子，你已经误入歧途，与大

自然及其规律为敌，向着毁灭的道路前进。 
 
你正沿着死亡大道堕入那无底深渊，那里潜伏着骇人的恐怖、致命的腐朽、张牙

舞爪的要将你冷血无情地撕裂得血肉横飞。 
 
「非理性」及「糊涂」就是撕裂你的那无情血爪，它要把你从满是无限生机的生

活之中拐走，再把你投进那充斥着腐朽与毁灭的深渊。 
 
然而，为了保护你，使你可免于现在及将来由因果所带来的痛苦终局：你 ─ 人
类，亦即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宇宙大自然的规律给你最后一次实质机会。 
 
地球的人类啊，为了能够免于毁灭，你应该把握这个最后机会，否则就会太迟了；

必须知道，来自远古年代的预言早已指出，倘若你错失良机，嚎哭及切齿就会紧

贴着接踵而至。 
 
事实上，我们见到当今各种诡异的灾难是愈来愈多，也就见证了那些预言已经开

始应验了，因果的巨轮再也不能停下来，如此，你们祇可以尽力去挽救，务使最

恶劣的情况能够免于出现。 
 
预言中的征兆早已成为现实，多年以来，在不同的国度，不论是日与夜都可以目

睹；然而，却不幸地经常被误解或嘲讽。 
 
那些当代的征兆：在大气中的 ─ 核爆、电磁现象、火球、奇形怪状的云、数以

百计朦胧的小型飞行物…… 
 
其中，亦包括了由外星人驾驶的光子飞船，他们来到地球是为了通过一个传达人

及他那有关灵性、实相及生命的教诲，间接地影响人类在意识及行为上的演化；

因为，地球人类实在有此需要，他们在有限的认知之下，竟然强行使大自然及生

命的基本物质（原子）产生反应，这种疯狂的行径，摧毁了大量各式各样的生命

体，又破坏了地球的正常气候。 
 
基于目前的不妙形势仍将恶化下去，而我亦了解到即将要发生的事，因此，我作

出声明 ─ 我要大声疾呼地向全球人类提出警告：- 
 
时间已至，由于人类的过失，全球的气候将明显地有所变改，在将来，亦会导致

出现各种极具毁灭性的飓风。 
 
可以预见，我们将要哀悼数以千计、万计、以至百万计的人，全人类都将要哀嚎。 
 
永久冻土层的融化导致山崩、雪崩、泥石流等冲入山谷，倾覆了整个村落或城镇，

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及人命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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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南北极冰层的大量溶化，全球的冰川亦正在消失。全球的高速暖化导致气候

的畸变，带来了骇人的热浪及严寒、火灾、旱灾、洪水、暴风雪及冰雹暴。 
 
地震及海底地震将日益频繁，这将会导致滔天海啸，对人类的性命及建设造成难

以估算的破坏与伤亡。 
 
全球急速暖化改变了整个大自然生态及洋流，带来了巨大的畸变，这些由气候变

改而产生的风暴及灾难，将会导致哀鸿遍野。 
 
动物王国亦遭逢剧变，出现了突变，实际上，植物及人类亦不能幸免，而「人口

过剩」就是那个罪魁祸首。 
 
「人口过剩」这个万恶之王愈是深化、人口愈是快速增加，这只恶魔也就愈发难

以收拾。医药、食水、能源都会出现短缺，恐怖袭击则在全球各地不断增加。 
 
事不止此，除了由邪恶列强所策动的战争之外，家庭暴力个案亦会愈见恶化及频

仍。 
 
空气污染、水源污染、环境污染及各式罪案与罪行的增加，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再者，人类在健康、意识、心智及体格各方面却趋向变得软弱。 
 
更有甚者，人类对陌生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都愈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对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再也提不起兴趣，变得愈来愈冷酷无情。 
 
人类愈来愈变得「容易生病」及「过敏」，病变包括性机能衰退、精神病、抑郁

症、自杀、偏执狂、心理变态、凌辱及谋害他人、集体谋杀等等都会成为家常便

饭；而且，病患者会愈来愈年青，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彻底失败的社会及教育之

中成长。 
 
人类会变得愈来愈胆怯及软弱，他们再不能承受病痛及苦难而选择丢弃自己的生

命，再也不能活到生命的自然尽头。 
 
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你对地球、对生态的破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小溪变成了河流，河流变成了激流，激流冲毁了河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涝灾，

其所到之处摧毁了无数的土地与建设，又夺去数以百万计的性命。 
 
沉睡已久的火山将要复苏，骇人的地震及海底地震将要接踵而来，情况将恶化至

再难以收拾。 
 
现时（1964），灾难的规模仍然不大，然而，到了 70 年代，情况就会恶化，到了

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恶劣的情况就会变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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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源于人类的错误行为所引发的全球性灾劫才是刚刚开始，因为，当踏入了

千禧年之后，大自然就会对人类制造的生态环境污染进行大反扑，使人类仿似回

到蛮荒年代一样。 
 
如果我们分析这些灾难的成因，就会找到极端清晰及唯一的结论 ─ 「人口过剩」

就是这一切劫难的罪魁祸首；随着全球的人口愈来愈多，问题亦不再可能轻易地

解决，一定要诉诸以激进及严格的法律了。 
 
「人口过剩」的确就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能源短缺、食水短缺、大自然及生

态环境被摧毁、全球暖化等等，尽皆因它而来；然而，那些病入膏肓及冥顽不灵

的所谓科学家及自命通天晓的人却不以为然。 
 
假设果真有一个解决办法，又可以成功地订定出来的话，现实是 ─ 到了排除万

难兼取得全球共识、又可以安排实施的时候，该个方案亦早已过时，因为，届时

的人口又已经比制订计划之初更多，如此，该个方案实际上已经是失效的了。 
 
非理性的人类造成了「人口过剩」，使大自然、大气、海洋、气候、动植物的世

界、以至全球生态都备受破坏，为了挽救狂澜于既倒，就有必要执行一些严格和

坚定的措施，否则是不可能奏效的了。 
 
再者，这些严格和坚定的措施，亦要同时禁制那些企图操控全球的列强，因为，

他们带来恐怖及不义的战争、践踏人性、倾覆别人的国家、政治制度及宗教。 
 
因为全球人口的疯狂膨胀，为了满足这许许多多人的生活所需，人类被迫不顾一

切的去破坏生态环境，竭泽而渔地去剥夺地球的有限资源；的确，黄口无饱期，

全都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原始森林亦被追求利润的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整个大

自然包括动植物王国、全球气候及生态环境也就备受摧残与损毁。 
 
因为原爆及其它的试爆，地球生态正在渐次的被摧毁，由于地球的结构受到干扰，

也就带来了地震、海底地震及火山爆发；此外，大自然、海洋、大气层及其以外

的太空亦备受污染及毒害。 
 
时至今日，一定要痛下决心去根治这个疯狂的万恶之王 ─ 「人口过剩」了。 
  
全球气候的变改是难以逆转的了；然而，通过理性的针对性行动，全球的生态损

毁及灭绝还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河流及湿地是可以重建复元，对大自然生

态及其物种的过度剥削是可以停止，果真如此，最坏的情况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要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就有必要订定及实施严格与坚定的制度，针对性

地执行全球性的人口控制及停止生育措施，祇有这样，才可以将「人口过剩」 ─ 
这头导致毁灭及对物质资源有着无厌之求的洪水猛兽予以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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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因此有必要尽快作出行动，湿地等等要让它们复

归自然，使它们回复自然吸放洪水的功能。 
 
所有使用化石燃油的机器、烟囱、一切对环境及空气的污染都必须受到管制；一

切建筑物及设施都要远离海岸边、有泥石流、洪水泛滥及雪崩危机的地区。 
 
有必要建立坚固及高耸的围墙去保护受到上述危机威胁的房屋、街道、铁路等等。 
 
若要避免地球大自然及一切物种的毁灭，就必须立刻坐言起行，否则就会噬脐莫

及了，这会是全人类的责任，事实上，时间已是迫在眉睫，一些预言中指出的灾

难已经是难以避免的了。 
 
 
再者，那些光子飞船，那些来自外星文明的载具，这些可不是幻象，而是像你与

我一样的实在。 
 
它们可不是云团、气球、闪电或飞鸟；一众的科学家或权威人士，不论是认同或

是拒绝承认，都一律称它们为「不明飞行物体 UFO」。 
 
虽然上空的不明飞行物体大多数都不是外星载具，它们其实是一些本土的神秘军

事飞行器；尽管如此，仍然有数以千计的照片、影片及报告显示了真正的、来自

外星的载具。 
 
尽管祇属少数，仍然是有真实的、与外星人接触的会面报告面世，它们证实了外

星人及其载具 ─ 光子飞船 beamship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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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某些政府及团体一方面在嘲讽、质疑、又指称这些报告为虚妄及作假，

另方面就秘密地作出跟进调查，又积极地研制高科技的武器为可能来自外星的进

犯作准备！ 
 
上述政府及团体的取态根本就是庸人自扰，因为，外星人没有监控或征服地球的

意图，若然他们真的意欲如此，他们早就做到了；以他们拥有的先进科技，相对

于地球现有的科研成果，人类就有若儿童拿着玩具枪在嬉戏，根本就不值一哂。 
 
另方面，外星来客所拥有的先进科技，是比人类先进数以千百年计，因此，若「征

服」原是他们的意图，他们在中世纪时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轻易的做到了。 
 
至此，为何有关政府及团体是如此费劲地去调查不明飞行物体？他们誓要找出 
UFO 时速 10 万公里的秘密？还是要找到怎么样才可战胜重力？ 
 
如果 UFO 及外星人的存在是个谎言或祇是虚妄，为何有关政府及团体在这方面

都投放了庞大资源？ 
 
何以至此？ 
 
一方面来说，有关方面是对想象中「外星文明」的进犯怕得要死；另方面，他们

害怕民众一旦知道外星人是真实的存在，就会陷入恐慌及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

因为，现实之中，一个「外星人进犯」的电台广播剧就曾经引起极大的恐慌。 
 
然而，这些恐慌会是庸人自扰了，因为，根据外星人的内部指引，除了极少数的

例外，他们是不可以对地球人类作出干预的。 
 
可是，一些外星人的接触者、一些 UFO 的调查员、甚至祇是目击者，他们往往

会被冠以不体面的罪名，被诬为说谎者，甚至被判监禁或被判入精神病院，因为，

有关方面不想民众知道真相，他们甚至买通一些所谓专家去作出混淆视听的评

论。 
 
尽管真正能够接触外星文明的人是屈指可数，他们大多数都会受到仇恨、嘲讽、

怀疑、及当局的阴谋迫害，在某程度上又被教会断言诽谤等等。 
 
我（Billy）自己就曾经亲历其境，被有计划地予以「招呼」。 
 
就在我年青的时候，有关当局收买了我的姐夫，对我作出诽谤，我被诬陷为小偷、

窃贼和强盗头子，尽管我是无愧于心并尽力表白，然而，在他们的胁迫之下我被

迫画押，否则我就会被丢进牢中捱饿，又要睡在石地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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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被投进笼牢及精神病院，我失去了自由。然而，在这漫长的笼牢岁月之

中，反而使我有时间去审视我的使命。 
 
几年之后，为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我逃离了我的家乡到处游荡，多年以来都无

家可归，我期望家乡的人会忘记他们对我的不实指控。 
 
在这段漫长的流浪时间之内，我有机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种、动植物、见识到

大自然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与外星人接触，那些从我孩童时期已经开始了的

接触。 
 
然而，在这海阔天空的情况之下，找我麻烦的魔爪仍然是如影随形。 
 
就在约旦，我被捕了，罪名是「火星来的间谍」，也许他们是害怕火星人会报复，

因此，他们把我驱逐出境，终生不得再踏足约旦。 
 
可惜，就在该个事件之中，约旦的特务机关没收了我拍摄的 130 张清晰的 UFO 
照片与胶卷；类似的情况，亦同样地发生于叙利亚、波斯及西班牙。 
 
就在遭驱逐之后，很快，伏击亦随之而来，子弹横飞差点儿就要了我的命；我再

次被迫逃离一个国家，再一次面对茫茫前路。 
 
我经历森林、沙漠、丛林、贫民窟、乡村及无尽的前路，面对艰辛及命悬一线；

然而，我的宿命是要完成使命，因此，我不但险死还生，还增长了知识、丰富了

经验、又使我更为成熟。 
 
经过漫长的岁月，我跟随灵感要到印度去，最快的途径就是横越波斯及西巴基斯

坦的沙漠。 
 
然而，就在印度，我因为严重的疟疾而病倒了，祸不单行的是 ─ 我更被洗劫一

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艰苦的日子随之而来，没有工作，没有钱，生活真的是

捉襟见肘。 
 
然而，我感觉到展开我使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天空中出现征兆给我指引。 
 
外星人 Sfath 为了栽培我成为一个宣讲真理及灵性教诲的人，他从我孩童的时间

开始直到 1953 年，为我提供教育有 11 年之久，之后再由 Asket 接手教育的工

作，这将会持续到今年 9 月 20 日。 
 
现在时机已至，我目标清晰，我要独自于 1975 年 1 月 28 日展开并完成我的使命，

正如 Asket 说的：「踏上『宣讲真理者』的生命之途」。 
 
（换句话说，Asket 将会于 Billy 写完这篇文章的 4 日之后，就会完成她授予 
Billy 的 11 年教育课程，她将握别 Billy 并让他独自闯荡另外的 11 年，然后在

1975 年展开人生的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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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Billy）现在清楚明白到要为什么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一批忠诚的

人将会与我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直到我百年归老之后，这个伟大

的使命将会持续深化下去，使得终有一天，和平、真爱、自由与和谐会降临人间。 
 
我将延续我前世生命曾多次执行过的相同使命，因此，我全面了解我的使命。 
 
如此，我清楚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要往那里去，然而，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 
 
人类啊！你正流连在那黑暗腐朽的不归路之上，救救你自己吧！因为，现在仍然

有时间可容全身而退。 
 
为了可以回到光明之路、回到大自然之路、回到真理、美善及包容一切的大自然

规律之路…… 
 
人类啊！放弃你过往放纵不羁的生活，觅路返回那服膺大自然规律之路吧。 
 
尽管你是一个经常地去到教堂、清真寺、寺庙、会堂或祈祷室，每一次都是坐到

最前排，抓紧每一个机会去聆听教士话语的虔诚信徒；然而，通过宗教或教派是

找不到出路的，因为那里没有宇宙真理，大自然亦没有要求这样子的所谓虔诚。 
 
人类啊！这可不是人类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未能通过认知、未能深深的体会、肯定及服膺大自然之道，那么，你就是

有若在一潭满是耻辱的污水之中打滚。 
 
如果你无意追寻宇宙大自然之道，那么，请你不要阻挠那些刻意要追寻真理的人。 
 
不要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诅咒及谴责那些寻真者，他们的努力虽然不会

彰显你的名声，然而，这是关乎他们自己意识上的演化，这亦是宇宙大自然赋予

的 ─ 人类生命的意义。 
 
与此同时，亦关乎「整体人类」彼此之间、与大自然、与所有动植物、与全球的

气候，甚至是整个星球的关系。 
 
地球人哪！如果你背道而驰，在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加速了灾劫到来的步伐，

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代，再没有时间任令「人口过剩」及「气候畸变」继

续恶化下去，这是全人类及每一个人都需要负责的。 
 
事实上，上述的乖谬行径已经由来已久，必须知道 ─ 物极必反、上得山多终遇

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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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啊！我这番话是指向你们每一个人的，不论是大人小孩、士农工商、贫贱富

贵，这都是与你有切身关系的。 
 
回头吧，投向宇宙大自然设定的真正生命的怀抱，因为时间实在紧迫，「人口过

剩」所带来对人类自己、大自然、动植物、气候、空气、海洋等等的破坏要你付

出代价，灾难亦已经迫在眉睫。 
 
古语有云：「爱人如己，因为大家都是有若自己的兄弟姊妹，他们都是活生生的

人。」人类啊！如此，你要停止你的仇恨、贪婪、纷争、自私及不义之战；你要

爱人如己，亦要爱护大自然、动植物及整个地球，因为「她」是你的家园及休养

生息之地。 
 
古语亦有云：- 
 
留意天空中将会出现的征兆，时间将至，划时代的革新性事件将要发生。 
每一个人都要留意、弄清楚这些划时代的征兆，不要产生误解。 
要弄清楚真相，不要误以为是「奇迹」，因为，奇迹祇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观

念。 
 
要留意那些征兆的实质底蕴，因为基于因果，由「人口过剩」及其它破坏所带来

的恶果、包括对人类、大自然、动植物、气候、以至整个星球的坏影响都会出现，

与此同时，亦会为全球带来贫乏、谋害、谬误、战争、恐怖、痛苦与腐朽。 
 
天空中的征兆除了来自外星的飞行器，主要的还是由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所带来的

后果，这包括超级台风、全球变暖、天气畸变、生态失衡及各种匪夷所思的灾难。 
 
人类啊！你们仍然未能清楚了解，你是应该负上罪责的，因为你任令「人口过剩」

愈来愈恶化，从而导致上述种种无法应付的可怕灾难。 
 
因此，为了避免悔不当初，及早回头吧，为了避免最坏的灾劫，你仍然是可以有

所作为的。 
 
然而，一定要坐言起行了，否则，在 20 年之后一切也就太迟了；因为，由你的

非理性作为所导致的灾难将不可能逆转，匪夷所思的天灾将要向地球及人类尽情

反扑。 
 
人类啊！你仍然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时间空隙，一个最后机会。若然你仍然冥顽不

灵，继续现时的行径，我的预言很快就会应验。 
 
届时，我仍然要问：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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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过去之后，如果仍然未有果断的行动去遏止「人口过剩」，前述一切大自然

灾劫的破坏性将会不断攀升，人类祇剩下逆来顺受的份儿。 
 
因此，这实在是全球人类的存亡问题，那是人类自己以非理性、自私及愚鲁的行

径自掘坟墓，带来自我灭绝。 
 
神将不会张耳倾听你们的求恕或提供援手，因为神根本就不存在，人类将要面对

孤立无援。 
 
原则上，人类的主宰就是人类自己，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人类就是自己命运的

创造者；换句话说，人类要为自己的思维、感受、行为及其后果负上全责。 
 
 
（比利）爱德华•阿尔拔•迈尔 
 
1964 年 9 月 16 日      于阿富汗的喀布尔。 
 
 
 

（上述中译祇供参考，文章内容应以德语原文为准） 
 
 
德语原文： https://www.figu.org/ch/book/export/html/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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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球人口过剩」的解决办法 
 
FIGU 提出以下的建议： 
 
1. 成立全球性协议，在七年之内，全人类不作生育。 
 
2. 七年之后，推动一年有规限的计划生育。 
 
3. 重复项目 1 及 2 直至达到项目 4 的目标。 
 
4. 全球性立法限制生育，直到几百年之后，全球人口降至足以维持生态平衡、

容许永久持续再生的理想数字 ─ 5 亿 2 千 9 百万，亦即每平方公里可耕农

地有 12 人；为了全人类及其后世子孙的福祉，这个终极最佳全球人口数字

将要永远保持不变。 
 
5. 在实施这个计划之时，必须强调「人道」，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

我们定必要团结一致，共同面对迫在眉睫的大自然及生态灾劫。 
 
 
以上祇是一个粗略的大纲，显然有不少细节仍需考虑及集思广益。 
 
 
基于短期之内能够成功达成全球性协议的机会甚微，因此，FIGU 续建议： 
 

 逐步分阶段实施七年不生育计划，以免对社会造成过大冲击。 
 

 相关「人口过剩」祸害的教育至为重要，全人类都应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在年青人开始发育前就要实施性教育及教授避孕原理。 
 

 初次生育的年龄组合：男性 33 岁，女性 28 岁。 
 

 少数的、挣扎求存中的原始部落不宜受到生育限制。 
 

 不宜再进行人工受孕以增加人口。 
 

 鼓励领养，此举既可满足拥有孩子的渴望，又可以给无父无母的孤独孩子一

个家，更不会令人口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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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人口过剩 ― 请强制引入全球生育法规！ 
 
 
 
地球患病的原因是：「人口过剩」，我们急需一个全球性的生育管制措施。 
 
一位良医会准确地诊断出其病人的病因，整治并尽可能地根除病痛的根源。在清

除了病因之后，病人也就得以摆脱病痛而痊愈，而医生亦功德圆满。 
 
然而，尽管医者是华佗再世，当他通过诊断而清晰地确知病人的病因之后却不对

症下药，而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病人倚赖成性及病况恶化，这就是疏

忽、失责与有损医德。 
 
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土生土长，对一切生物与大自然生态都负有一定的责

任。而我们地球的「健康状态」亦有药不对症的情况。 
 
我们的地球正在面临由「人口过剩」所带来的恶果。这是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造

成了温室效应。全球暖化、天灾频仍、气候不稳、火山爆发、地震、饥荒、战争、

族群流离失所等都是灾难性的恶果。 
 
市区人口过度挤迫的情况导致人性的普遍败坏、失去价值观、人际关系失和等多

种棘手的问题。作为公仆的管治阶层、政客及部门负责人对这些地球病患的表现

都不如一个仁爱与称职的「医生」。反之，他们仍在絮絮不休、空谈误国，2012
年的多哈世界气候大会就是一例。 
 
明智与称职的父母会为子女提供生活所需，会给予下一代足够的食物及一个健

康、和谐、关爱、和平与自由的生活环境。古有名训：「过犹不及」，家长们都清

楚知道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不合理地过度生育。 
 
然而，世界各国都在违反常理地破坏自身的栖息地、食物链与生态环境，与此同

时，亦因此丧失了人类的尊严、和谐、和平与生活质素。人们无视大自然与生命

的规律，将全球「人口过剩」的劣绩推至历史新高。 
 
因此，所有公职人员都应该认清及宣传这个地球的万恶之源 ─ 「灾难性的全球

人口过剩」，它将会令全人类窒息而死，除非实施那唯一的解决办法 ─ 建立全

球性的、人性化的生育管制！ 
 
在最近的气候会议之中，并没有公开地提出：那人为的「灾难性的全球人口过剩」，

实在是毁灭一切生命与生态的主要原因；如此一来，也就没有建立例如生育管制

等有效的应对方案以减轻气候畸变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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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全球的管治者、政治家及岗位负责人作出呼吁： 
 
人类那摧毁生态环境的行径，对即将到来的气候大灾难必须负上罪责，在最差的

情况之下，整体人类的科技与意识将会倒退回到石器时代，或甚至会整体灭绝。 
 
全球一切生命体都服膺于大自然的「因果」规律，祇有人类是如此愚昧与冷漠，

他不愿意认清现实及采取相应的行动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为了保护我们的星球、亦即人类的家园，现时迫切的需要是面对现实、讲理、了

解真相及实施持续的环境保育行动。其实，全球的管治者、政治家及岗位负责人

早就应该有所行动了。 
 
现实是有必要公开地宣讲全球生育管制的迫切性，必须尽快制订法例及实施法案

去持续性地限制人口增长，并永久性地减低全球人口。 
 
 
我们向所有的岗位负责人作出公开呼吁： 
 
不要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取态来应付那些即将要到来的气候大灾难，必定要

剑指那万恶之源 ─ 「人口过剩」，致力构建一个全球性的、进取性的生育管制

方案。事实上，祇有消弭「全球人口过剩」这个方法，才可以有机会使最坏的气

候大灾难免于上演。 
 
 
 
 
请点击支持向联合国发出请愿：实施消弭「人口过剩」的紧急措施 
 
https://www.change.org/p/weltweite-geburtenregelungen-verbindlich-einf%C3%BChr
en-introduce-obligatory-world-wide-birth-controls 
 
 
 
 
视频参考： 
 
OVERPOPULATED - BBC Documenta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bmG8gtB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ZeacE95tg 
 
Could We Control Human OVER Population? | Earth La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7R1SOupJg 
 
 
 

https://www.change.org/p/weltweite-geburtenregelungen-verbindlich-einf%C3%BChren-introduce-obligatory-world-wide-birth-controls
https://www.change.org/p/weltweite-geburtenregelungen-verbindlich-einf%C3%BChren-introduce-obligatory-world-wide-birth-controls


 - 17 - 

感言： 
 
 
从 1942 年到 1964 年，Billy 前后共接受了 22 年外星人的教育及指导，前面的粗

略译文，可以看作是 Billy 的毕业论文，当年 27 岁的 Billy，他已清楚了解自己

的使命，亦高瞻远瞩地看到人类所未能察觉的问题所在，他充份了解全球人类将

要面对的困境。 
 
我们可以看到，从 1964 年开始计算，Billy 提及的 20 年时间空隙早已过去，由

于全球人类对「人口过剩」这个元凶都没有作出合理反省及反应，因此，Billy 预
言的大自然灾劫亦陆续浮现，现正苦害着不少国家及其国民，全人类将没有人可

以独善其身。 
 
正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据七姊妹星人指出，现在实施任何行动已经

太迟，大自然反扑的轨迹经已形成，而且是不可逆转，目前可做的是作出反应以

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而已。 
 
现实之中，80 亿人的消耗及污染，使全球变暖成为事实，南北极冰层及各大冰

川迅速溶解，全球气候畸变、超级台风、雪暴及雨暴肆虐、地震海啸、山崩雪崩

地陷、泥石流、禽流感、暴寒暴热，灾民岂止百万计…… 
 
由 50 年前直至今时今日，我们何曾听说过有那一个 UFO 个案是如此苦口婆心

的为人类提供如此前瞻性的预言及劝勉？ 
 
除了 Billy Meier 的个案之外，其他的确无出其右；然而，「遗憾」的是 ─ Billy
是说对了，其预言是应验了。 
 
是醒觉及坐言起行的时候了…… 
 
现实之中，是否存在有识之士，亦同样地指出地球「人口过剩」的严重性？ 
 
答案是肯定的，祇是一如既往 ─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都没有多少主政者坐言

起行而已。 
 
一方面，人们会是迷信天生自会天养，另方面是迷信神要人类多多生育遍布全球。 
 
实际上，地球的一切资源正在日渐枯竭、全球气候的畸变、全球生态的破坏、人

与人及国与国的竞争日趋紧张、人多命贱等等都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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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教授 Alan Weisman 访问了 20 多个国家，专注探讨全球所面对的严重

困境。 
 
是缺乏公义？战争？气候畸变？污染？ 
 
Alan 的最新著作 Countdown: Our Last, Best Hope For a Future on Earth 里得出

一个结论：「全球人口过剩」才是最大的麻烦所在，祇要降低全球人口，所有的

困境自然会迎刃而解、消失无踪…… 
 
https://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4-01-07/countdown-slowing-population-growth
-our-last-best-hope-for-a-future-on-earth/ 
 
 
 
 

 
 
 
 
 
七姊妹星人指中国的人口控制方向是正确的，然而，虽然有了一孩政策，人口仍

然有所增长，13 多亿的人口消耗了多少资源？制造了多少污染？多少耕地变成

了房地产及工厂？有多少国民生活在雾霾之中？有多少河流湖泊备受污染？ 
 
如果我国祇有 5 亿人口，那该多好？现时一切的难题大多数都会消失于无形。 
 
看来，我们要将「按年增长」的重要性重新考虑及定位，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等令

国家民族更有前途的项目了。 
 
 

sa   2013 年 
 
 

https://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4-01-07/countdown-slowing-population-growth-our-last-best-hope-for-a-future-on-earth/
https://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4-01-07/countdown-slowing-population-growth-our-last-best-hope-for-a-future-on-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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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啊！你将何去何从？」 

 
Quo vadis humanitas?    Where Are You Going Humanity? 

 
 
作者 ： 比利．迈尔  Billy Meier 
 
日期 ： 1964 年 9 月 16 日  
 
地点 ： 阿富汗 喀布尔 
 
德语原文 ： https://www.figu.org/ch/book/export/html/1700 
 
 
英译 ： Dyson Devine and Vivienne Legg   2007 年 
 
英语译文 ： http://theyfly.com/1964.html 
 
 
德语及英语对照： 
 
http://www.futureofmankind.co.uk/Billy_Meier/Where_are_you_going_humanity%3F 
 
 
中译 ： sa 2013 年 12 月 
 
校对 ： Bonnie 2019 年 12 月 
 
最新修订 ：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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