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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比利．邁爾在 1964 年，亦即 27 歲的時候，他正在遊歷印度，跟隨佛學大師 Bhante 
Dharmawara 學習冥想，在當年，發生於德里 - 阿育王靜修院附近的 UFO 事件

亦曾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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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撰寫了一篇文章予各國政府及

歐洲的多個新聞社。 
 
該篇文章以「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為題，論及全球人類的任性妄為與失去

方向，在接近 50 年後的今天，該篇警世名言並未過時，仍然可以被視作「預言」

及「指路明燈」，值得我們再三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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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 
 

WHERE ARE YOU GOING HUMANITY? 
 

Billy Meier 撰寫於喀布爾 - 1964 年 9 月 16 日 
 
 
自 1844 年開始，我們已經進入了水瓶座的新紀元，一個突破性的世代，萬事萬

物充滿生機，是個改革優化的好時機。 
 
這個新紀元將印證造物的無窮智慧及能力，然而，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啊！你將

何去何從？ 
 
你為何如此心急如焚的趕著跑進那個空虛、黑暗、腐朽的無底深潭？ 

 
你墮進了由你自己親手製造的黑暗深淵，那裏滿是咬牙切齒的惡魔，張牙舞爪的

要毀滅全人類；然而，這些全都是由你的非理性行為所造成的，你將要因此而付

出極為沉重的代價。 

 

因為，你的所作所為滿是謊言、欺詐、憎恨、貪婪、謀害、戰爭、利慾薰心及暴

力罪行，你 ― 背棄了生命的意義。 

 

你原是可以依從宇宙大自然的規律去解決一切難題，可是，你卻背道而馳。 
 
你恬不知恥地將大自然、真愛、生命一切的美好及大自然的規律踐踏於污泥；然

而，縱使愁對你這些殘暴的行為，寬容的宇宙大自然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給你

機會，使你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回憶起什麼才是真愛與忠誠，使你有朝一日能

夠浪子回頭，再次投進宇宙大自然規律的懷抱。 
 
可是，你刻意忽視每一個機會，並將之無情地踐踏，因為你祇想過恣意妄為的生

活。 
 
你遠離了生命的真正規律，你的生命裏滿是自私，慾壑、貪婪、仇恨、傲慢、貪

權與戰爭。 
 
無論如何，實現改革的至佳契機就在目前，並會延續至未來的一段日子。 
 

然而，面對這個偉大的新世代…… 

 

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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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單純的指向某一個群體的人，它主要的是指向「每一個

人」；因為，這個暮氣沉沉的、失去和諧的、滿是邪惡的世界是融合了每一個人

的行為所共同造成的。 
 
「你將何去何從？」正是指向你 ― 身為人類的一分子，你已經誤入歧途，與大

自然及其規律為敵，向著毀滅的道路前進。 
 
你正沿著死亡大道墮入那無底深淵，那裏潛伏著駭人的恐怖、致命的腐朽、張牙

舞爪的要將你冷血無情地撕裂得血肉橫飛。 
 
「非理性」及「糊塗」就是撕裂你的那無情血爪，它要把你從滿是無限生機的生

活之中拐走，再把你投進那充斥著腐朽與毀滅的深淵。 
 
然而，為了保護你，使你可免於現在及將來由因果所帶來的痛苦終局：你 ― 人

類，亦即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宇宙大自然的規律給你最後一次實質機會。 

 
地球的人類啊，為了能夠免於毀滅，你應該把握這個最後機會，否則就會太遲了；

必須知道，來自遠古年代的預言早已指出，倘若你錯失良機，嚎哭及切齒就會緊

貼著接踵而至。 

 
事實上，我們見到當今各種詭異的災難是愈來愈多，也就見證了那些預言已經開

始應驗了，因果的巨輪再也不能停下來，如此，你們祇可以盡力去挽救，務使最

惡劣的情況能夠免於出現。 

 
預言中的徵兆早已成為現實，多年以來，在不同的國度，不論是日與夜都可以目

睹；然而，卻不幸地經常被誤解或嘲諷。 

 
那些當代的徵兆：在大氣中的 ― 核爆、電磁現象、火球、奇形怪狀的雲、數以

百計朦朧的小型飛行物…… 
 
其中，亦包括了由外星人駕駛的光子飛船，他們來到地球是為了通過一個傳達人

及他那有關靈性、實相及生命的教誨，間接地影響人類在意識及行為上的演化；

因為，地球人類實在有此需要，他們在有限的認知之下，竟然強行使大自然及生

命的基本物質（原子）產生反應，這種瘋狂的行徑，摧毀了大量各式各樣的生命

體，又破壞了地球的正常氣候。 
 
基於目前的不妙形勢仍將惡化下去，而我亦了解到即將要發生的事，因此，我作

出聲明 ― 我要大聲疾呼地向全球人類提出警告：- 
 
時間已至，由於人類的過失，全球的氣候將明顯地有所變改，在將來，亦會導致

出現各種極具毀滅性的颶風。 
 
可以預見，我們將要哀悼數以千計、萬計、以至百萬計的人，全人類都將要哀嚎。 
 
永久凍土層的融化導致山崩、雪崩、泥石流等沖入山谷，傾覆了整個村落或城鎮，

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及人命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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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南北極冰層的大量溶化，全球的冰川亦正在消失。全球的高速暖化導致氣候

的畸變，帶來了駭人的熱浪及嚴寒、火災、旱災、洪水、暴風雪及冰雹暴。 

 

地震及海底地震將日益頻繁，這將會導致滔天海嘯，對人類的性命及建設造成難

以估算的破壞與傷亡。 

 

全球急速暖化改變了整個大自然生態及洋流，帶來了巨大的畸變，這些由氣候變

改而產生的風暴及災難，將會導致哀鴻遍野。 

 

動物王國亦遭逢劇變，出現了突變，實際上，植物及人類亦不能倖免，而「人口

過剩」就是那個罪魁禍首。 
 
「人口過剩」這個萬惡之王愈是深化、人口愈是快速增加，這隻惡魔也就愈發難

以收拾。醫藥、食水、能源都會出現短缺，恐怖襲擊則在全球各地不斷增加。 
 
事不止此，除了由邪惡列強所策動的戰爭之外，家庭暴力個案亦會愈見惡化及頻

仍。 
 
空氣污染、水源污染、環境污染及各式罪案與罪行的增加，帶來了更多的困擾；

再者，人類在健康、意識、心智及體格各方面卻趨向變得軟弱。 
 
更有甚者，人類對陌生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都愈顯得漠不關心，他們對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再也提不起興趣，變得愈來愈冷酷無情。 
 
人類愈來愈變得「容易生病」及「過敏」，病變包括性機能衰退、精神病、抑鬱

症、自殺、偏執狂、心理變態、凌辱及謀害他人、集體謀殺等等都會成為家常便

飯；而且，病患者會愈來愈年青，因為，他們是在一個徹底失敗的社會及教育之

中成長。 
 
人類會變得愈來愈膽怯及軟弱，他們再不能承受病痛及苦難而選擇丟棄自己的生

命，再也不能活到生命的自然盡頭。 
 
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你對地球、對生態的破壞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小溪變成了河流，河流變成了激流，激流沖毀了河堤，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澇災，

其所到之處摧毀了無數的土地與建設，又奪去數以百萬計的性命。 
 
沉睡已久的火山將要復甦，駭人的地震及海底地震將要接踵而來，情況將惡化至

再難以收拾。 
 
現時（1964），災難的規模仍然不大，然而，到了 70 年代，情況就會惡化，到了

二十世紀末的時候，惡劣的情況就會變得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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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源於人類的錯誤行為所引發的全球性災劫才是剛剛開始，因為，當踏入了

千禧年之後，大自然就會對人類製造的生態環境污染進行大反撲，使人類仿似回

到蠻荒年代一樣。 
 
如果我們分析這些災難的成因，就會找到極端清晰及唯一的結論 ― 「人口過剩」

就是這一切劫難的罪魁禍首；隨著全球的人口愈來愈多，問題亦不再可能輕易地

解決，一定要訴諸以激進及嚴格的法律了。 

 
「人口過剩」的確就是一切災難的罪魁禍首：能源短缺、食水短缺、大自然及生

態環境被摧毀、全球暖化等等，盡皆因它而來；然而，那些病入膏肓及冥頑不靈

的所謂科學家及自命通天曉的人卻不以為然。 
 
假設果真有一個解決辦法，又可以成功地訂定出來的話，現實是 ― 到了排除萬

難兼取得全球共識、又可以安排實施的時候，該個方案亦早已過時，因為，屆時

的人口又已經比制訂計劃之初更多，如此，該個方案實際上已經是失效的了。 
 
非理性的人類造成了「人口過剩」，使大自然、大氣、海洋、氣候、動植物的世

界、以至全球生態都備受破壞，為了挽救狂瀾於既倒，就有必要執行一些嚴格和

堅定的措施，否則是不可能奏效的了。 

 

再者，這些嚴格和堅定的措施，亦要同時禁制那些企圖操控全球的列強，因為，

他們帶來恐怖及不義的戰爭、踐踏人性、傾覆別人的國家、政治制度及宗教。 

 

因為全球人口的瘋狂膨脹，為了滿足這許許多多人的生活所需，人類被迫不顧一

切的去破壞生態環境，竭澤而漁地去剝奪地球的有限資源；的確，黃口無飽期，

全都嗷嗷待哺，另一方面，原始森林亦被追求利潤的人破壞得體無完膚，整個大

自然包括動植物王國、全球氣候及生態環境也就備受摧殘與損毀。 

 
因為原爆及其它的試爆，地球生態正在漸次的被摧毀，由於地球的結構受到干

擾，也就帶來了地震、海底地震及火山爆發；此外，大自然、海洋、大氣層及其

以外的太空亦備受污染及毒害。 
 
時至今日，一定要痛下決心去根治這個瘋狂的萬惡之王 ― 「人口過剩」了。 

  
全球氣候的變改是難以逆轉的了；然而，通過理性的針對性行動，全球的生態損

毀及滅絕還是可以避免的；至低限度，河流及濕地是可以重建復元，對大自然生

態及其物種的過度剝削是可以停止，果真如此，最壞的情況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要避免最壞情況的發生，就有必要訂定及實施嚴格與堅定的制度，針對性

地執行全球性的人口控制及停止生育措施，祇有這樣，才可以將「人口過剩」 ― 
這頭導致毀滅及對物質資源有著無厭之求的洪水猛獸予以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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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的預言已經開始應驗，因此有必要儘快作出行動，濕地等等要讓它們復

歸自然，使它們回復自然吸放洪水的功能。 
 
所有使用化石燃油的機器、煙囪、一切對環境及空氣的污染都必須受到管制；一

切建築物及設施都要遠離海岸邊、有泥石流、洪水泛濫及雪崩危機的地區。 
 
有必要建立堅固及高聳的圍牆去保護受到上述危機威脅的房屋、街道、鐵路等等。 
 
若要避免地球大自然及一切物種的毀滅，就必須立刻坐言起行，否則就會噬臍莫

及了，這會是全人類的責任，事實上，時間已是迫在眉睫，一些預言中指出的災

難已經是難以避免的了。 
 
 
再者，那些光子飛船，那些來自外星文明的載具，這些可不是幻象，而是像你與

我一樣的實在。 
 
它們可不是雲團、氣球、閃電或飛鳥；一眾的科學家或權威人士，不論是認同或

是拒絕承認，都一律稱它們為「不明飛行物體 UFO」。 
 
雖然上空的不明飛行物體大多數都不是外星載具，它們其實是一些本土的神秘軍

事飛行器；儘管如此，仍然有數以千計的照片、影片及報告顯示了真正的、來自

外星的載具。 
 
儘管祇屬少數，仍然是有真實的、與外星人接觸的會面報告面世，它們證實了外

星人及其載具 ― 光子飛船 beamship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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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的是，某些政府及團體一方面在嘲諷、質疑、又指稱這些報告為虛妄及作假，

另方面就秘密地作出跟進調查，又積極地研製高科技的武器為可能來自外星的進

犯作準備！ 
 
上述政府及團體的取態根本就是庸人自擾，因為，外星人沒有監控或征服地球的

意圖，若然他們真的意欲如此，他們早就做到了；以他們擁有的先進科技，相對

於地球現有的科研成果，人類就有若兒童拿著玩具槍在嬉戲，根本就不值一哂。 
 
另方面，外星來客所擁有的先進科技，是比人類先進數以千百年計，因此，若「征

服」原是他們的意圖，他們在中世紀時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輕易的做到了。 
 
至此，為何有關政府及團體是如此費勁地去調查不明飛行物體？他們誓要找出 
UFO 時速 10 萬公里的秘密？還是要找到怎麼樣才可戰勝重力？ 
 
如果 UFO 及外星人的存在是個謊言或祇是虛妄，為何有關政府及團體在這方面

都投放了龐大資源？ 
 
何以至此？ 
 
一方面來說，有關方面是對想象中「外星文明」的進犯怕得要死；另方面，他們

害怕民眾一旦知道外星人是真實的存在，就會陷入恐慌及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中，

因為，現實之中，一個「外星人進犯」的電臺廣播劇就曾經引起極大的恐慌。 
 
然而，這些恐慌會是庸人自擾了，因為，根據外星人的內部指引，除了極少數的

例外，他們是不可以對地球人類作出干預的。 
 
可是，一些外星人的接觸者、一些 UFO 的調查員、甚至祇是目擊者，他們往往

會被冠以不體面的罪名，被誣為說謊者，甚至被判監禁或被判入精神病院，因為，

有關方面不想民眾知道真相，他們甚至買通一些所謂專家去作出混淆視聽的評

論。 
 
儘管真正能夠接觸外星文明的人是屈指可數，他們大多數都會受到仇恨、嘲諷、

懷疑、及當局的陰謀迫害，在某程度上又被教會斷言誹謗等等。 
 
我（Billy）自己就曾經親歷其境，被有計劃地予以「招呼」。 
 
就在我年青的時候，有關當局收買了我的姐夫，對我作出誹謗，我被誣陷為小偷、

竊賊和強盜頭子，儘管我是無愧於心並盡力表白，然而，在他們的脅迫之下我被

迫畫押，否則我就會被丟進牢中捱餓，又要睡在石地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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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被投進籠牢及精神病院，我失去了自由。然而，在這漫長的籠牢歲月之

中，反而使我有時間去審視我的使命。 
 
幾年之後，為了一個更重要的任務，我逃離了我的家鄉到處遊蕩，多年以來都無

家可歸，我期望家鄉的人會忘記他們對我的不實指控。 

 

在這段漫長的流浪時間之內，我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種、動植物、見識到

大自然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與外星人接觸，那些從我孩童時期已經開始了的

接觸。 

 

然而，在這海闊天空的情況之下，找我麻煩的魔爪仍然是如影隨形。 

 

就在約旦，我被捕了，罪名是「火星來的間諜」，也許他們是害怕火星人會報復，

因此，他們把我驅逐出境，終生不得再踏足約旦。 
 
可惜，就在該個事件之中，約旦的特務機關沒收了我拍攝的 130 張清晰的 UFO 
照片與膠卷；類似的情況，亦同樣地發生於敘利亞、波斯及西班牙。 
 
就在遭驅逐之後，很快，伏擊亦隨之而來，子彈橫飛差點兒就要了我的命；我再

次被迫逃離一個國家，再一次面對茫茫前路。 
 
我經歷森林、沙漠、叢林、貧民窟、鄉村及無盡的前路，面對艱辛及命懸一線；

然而，我的宿命是要完成使命，因此，我不但險死還生，還增長了知識、豐富了

經驗、又使我更為成熟。 
 
經過漫長的歲月，我跟隨靈感要到印度去，最快的途徑就是橫越波斯及西巴基斯

坦的沙漠。 
 
然而，就在印度，我因為嚴重的瘧疾而病倒了，禍不單行的是 ― 我更被洗劫一

空，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艱苦的日子隨之而來，沒有工作，沒有錢，生活真的是

捉襟見肘。 
 
然而，我感覺到展開我使命的時機終於成熟了，天空中出現徵兆給我指引。 
 
外星人 Sfath 為了栽培我成為一個宣講真理及靈性教誨的人，他從我孩童的時間

開始直到 1953 年，為我提供教育有 11 年之久，之後再由 Asket 接手教育的工

作，這將會持續到今年 9 月 20 日。 
 
現在時機已至，我目標清晰，我要獨自於 1975 年 1 月 28 日展開並完成我的使命，

正如 Asket 說的：「踏上『宣講真理者』的生命之途」。 
 
（換句話說，Asket 將會於 Billy 寫完這篇文章的 4 日之後，就會完成她授予 
Billy 的 11 年教育課程，她將握別 Billy 並讓他獨自闖蕩另外的 11 年，然後在

1975 年展開人生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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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Billy）現在清楚明白到要為什麼目標而奮鬥，與此同時，一批忠誠的

人將會與我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直到我百年歸老之後，這個偉大

的使命將會持續深化下去，使得終有一天，和平、真愛、自由與和諧會降臨人間。 
 
我將延續我前世生命曾多次執行過的相同使命，因此，我全面了解我的使命。 

 

如此，我清楚明白自己要做些什麼、要往那裏去，然而，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 

 

人類啊！你正流連在那黑暗腐朽的不歸路之上，救救你自己吧！因為，現在仍然

有時間可容全身而退。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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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律之路…… 

 

人類啊！放棄你過往放縱不羈的生活，覓路返回那服膺大自然規律之路吧。 

 

儘管你是一個經常地去到教堂、清真寺、寺廟、會堂或祈禱室，每一次都是坐到

最前排，抓緊每一個機會去聆聽教士話語的虔誠信徒；然而，通過宗教或教派是

找不到出路的，因為那裏沒有宇宙真理，大自然亦沒有要求這樣子的所謂虔誠。 

 

人類啊！這可不是人類生命的意義。 

 

如果你未能通過認知、未能深深的體會、肯定及服膺大自然之道，那麼，你就是

有若在一潭滿是恥辱的污水之中打滾。 

 

如果你無意追尋宇宙大自然之道，那麼，請你不要阻撓那些刻意要追尋真理的人。 

 

不要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而詛咒及譴責那些尋真者，他們的努力雖然不會

彰顯你的名聲，然而，這是關乎他們自己意識上的演化，這亦是宇宙大自然賦予

的 ― 人類生命的意義。 

 
與此同時，亦關乎「整體人類」彼此之間、與大自然、與所有動植物、與全球的

氣候，甚至是整個星球的關係。 
 
地球人哪！如果你背道而馳，在不知不覺之間，你已經加速了災劫到來的步伐，

因為，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代，再沒有時間任令「人口過剩」及「氣候畸變」繼

續惡化下去，這是全人類及每一個人都需要負責的。 

 
事實上，上述的乖謬行徑已經由來已久，必須知道 ― 物極必反、上得山多終遇

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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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啊！我這番話是指向你們每一個人的，不論是大人小孩、士農工商、貧賤富

貴，這都是與你有切身關係的。 
 
回頭吧，投向宇宙大自然設定的真正生命的懷抱，因為時間實在緊迫，「人口過

剩」所帶來對人類自己、大自然、動植物、氣候、空氣、海洋等等的破壞要你付

出代價，災難亦已經迫在眉睫。 

 
古語有云：「愛人如己，因為大家都是有若自己的兄弟姊妹，他們都是活生生的

人。」人類啊！如此，你要停止你的仇恨、貪婪、紛爭、自私及不義之戰；你要

愛人如己，亦要愛護大自然、動植物及整個地球，因為「她」是你的家園及休養

生息之地。 
 
古語亦有云：- 
 
留意天空中將會出現的徵兆，時間將至，劃時代的革新性事件將要發生。 
每一個人都要留意、弄清楚這些劃時代的徵兆，不要產生誤解。 
要弄清楚真相，不要誤以為是「奇蹟」，因為，奇蹟祇是一個沒有多大意義的觀

念。 
 
要留意那些徵兆的實質底蘊，因為基於因果，由「人口過剩」及其它破壞所帶來

的惡果、包括對人類、大自然、動植物、氣候、以至整個星球的壞影響都會出現，

與此同時，亦會為全球帶來貧乏、謀害、謬誤、戰爭、恐怖、痛苦與腐朽。 
 
天空中的徵兆除了來自外星的飛行器，主要的還是由人類的非理性行為所帶來的

後果，這包括超級颱風、全球變暖、天氣畸變、生態失衡及各種匪夷所思的災難。 
 
人類啊！你們仍然未能清楚了解，你是應該負上罪責的，因為你任令「人口過剩」

愈來愈惡化，從而導致上述種種無法應付的可怕災難。 
 
因此，為了避免悔不當初，及早回頭吧，為了避免最壞的災劫，你仍然是可以有

所作為的。 
 
然而，一定要坐言起行了，否則，在 20 年之後一切也就太遲了；因為，由你的

非理性作為所導致的災難將不可能逆轉，匪夷所思的天災將要向地球及人類盡情

反撲。 
 
人類啊！你仍然有一個非常狹窄的時間空隙，一個最後機會。若然你仍然冥頑不

靈，繼續現時的行徑，我的預言很快就會應驗。 
 
屆時，我仍然要問：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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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過去之後，如果仍然未有果斷的行動去遏止「人口過剩」，前述一切大自然

災劫的破壞性將會不斷攀升，人類祇剩下逆來順受的份兒。 
 
因此，這實在是全球人類的存亡問題，那是人類自己以非理性、自私及愚魯的行

徑自掘墳墓，帶來自我滅絕。 
 
神將不會張耳傾聽你們的求恕或提供援手，因為神根本就不存在，人類將要面對

孤立無援。 
 
原則上，人類的主宰就是人類自己，因為人類自己就是神，人類就是自己命運的

創造者；換句話說，人類要為自己的思維、感受、行為及其後果負上全責。 
 
 
（比利）愛德華•阿爾拔•邁爾 
 
1964 年 9 月 16 日      於阿富汗的喀布爾。 
 
 
 

（上述中譯祇供參考，文章內容應以德語原文為準） 
 
 
德語原文： https://www.figu.org/ch/book/export/html/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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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全球人口過剩」的解決辦法 
 
FIGU 提出以下的建議： 
 
1. 成立全球性協議，在七年之內，全人類不作生育。 

 

2. 七年之後，推動一年有規限的計劃生育。 

 

3. 重覆項目 1 及 2 直至達到項目 4 的目標。 

 

4. 全球性立法限制生育，直到幾百年之後，全球人口降至足以維持生態平衡、

容許永久持續再生的理想數字 ― 5 億 2 千 9 百萬，亦即每平方公里可耕農

地有 12 人；為了全人類及其後世子孫的福祉，這個終極最佳全球人口數字

將要永遠保持不變。 

 

5. 在實施這個計劃之時，必須強調「人道」，因為，我們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

我們定必要團結一致，共同面對迫在眉睫的大自然及生態災劫。 

 

 

以上祇是一個粗略的大綱，顯然有不少細節仍需考慮及集思廣益。 

 

 

基於短期之內能夠成功達成全球性協議的機會甚微，因此，FIGU 續建議： 
 

 逐步分階段實施七年不生育計劃，以免對社會造成過大沖擊。 
 

 相關「人口過剩」禍害的教育至為重要，全人類都應接受這方面的教育。 
 

 在年青人開始發育前就要實施性教育及教授避孕原理。 
 

 初次生育的年齡組合：男性 33 歲，女性 28 歲。 
 

 少數的、掙扎求存中的原始部落不宜受到生育限制。 
 

 不宜再進行人工受孕以增加人口。 
 

 鼓勵領養，此舉既可滿足擁有孩子的渴望，又可以給無父無母的孤獨孩子一

個家，更不會令人口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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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人口過剩 ― 請強制引入全球生育法規！ 
 
 
 
地球患病的原因是：「人口過剩」，我們急需一個全球性的生育管制措施。 
 
一位良醫會準確地診斷出其病人的病因，整治並儘可能地根除病痛的根源。在清

除了病因之後，病人也就得以擺脫病痛而痊癒，而醫生亦功德圓滿。 
 
然而，儘管醫者是華佗再世，當他通過診斷而清晰地確知病人的病因之後卻不對

症下藥，而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造成病人倚賴成性及病況惡化，這就是疏

忽、失責與有損醫德。 
 
我們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土生土長，對一切生物與大自然生態都負有一定的責

任。而我們地球的「健康狀態」亦有藥不對症的情況。 
 
我們的地球正在面臨由「人口過剩」所帶來的惡果。這是由於二氧化碳的排放造

成了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天災頻仍、氣候不穩、火山爆發、地震、饑荒、戰爭、

族群流離失所等都是災難性的惡果。 
 
市區人口過度擠迫的情況導致人性的普遍敗壞、失去價值觀、人際關係失和等多

種棘手的問題。作為公僕的管治階層、政客及部門負責人對這些地球病患的表現

都不如一個仁愛與稱職的「醫生」。反之，他們仍在絮絮不休、空談誤國，2012
年的多哈世界氣候大會就是一例。 
 
明智與稱職的父母會為子女提供生活所需，會給予下一代足夠的食物及一個健

康、和諧、關愛、和平與自由的生活環境。古有名訓：「過猶不及」，家長們都清

楚知道不應該不負責任地、不合理地過度生育。 
 
然而，世界各國都在違反常理地破壞自身的棲息地、食物鏈與生態環境，與此同

時，亦因此喪失了人類的尊嚴、和諧、和平與生活質素。人們無視大自然與生命

的規律，將全球「人口過剩」的劣績推至歷史新高。 
 
因此，所有公職人員都應該認清及宣傳這個地球的萬惡之源 ― 「災難性的全球

人口過剩」，它將會令全人類窒息而死，除非實施那唯一的解決辦法 ― 建立全

球性的、人性化的生育管制！ 
 
在最近的氣候會議之中，並沒有公開地提出：那人為的「災難性的全球人口過

剩」，實在是毀滅一切生命與生態的主要原因；如此一來，也就沒有建立例如生

育管制等有效的應對方案以減輕氣候畸變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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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全球的管治者、政治家及崗位負責人作出呼籲： 
 
人類那摧毁生態環境的行徑，對即將到來的氣候大災難必須負上罪責，在最差的

情況之下，整體人類的科技與意識將會倒退回到石器時代，或甚至會整體滅絕。 
 
全球一切生命體都服膺於大自然的「因果」規律，祇有人類是如此愚昧與冷漠，

他不願意認清現實及採取相應的行動來避免災難的發生。 
 
為了保護我們的星球、亦即人類的家園，現時迫切的需要是面對現實、講理、了

解真相及實施持續的環境保育行動。其實，全球的管治者、政治家及崗位負責人

早就應該有所行動了。 
 
現實是有必要公開地宣講全球生育管制的迫切性，必須儘快制訂法例及實施法案

去持續性地限制人口增長，並永久性地減低全球人口。 
 
 
我們向所有的崗位負責人作出公開呼籲： 
 
不要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取態來應付那些即將要到來的氣候大災難，必定要

劍指那萬惡之源 ― 「人口過剩」，致力構建一個全球性的、進取性的生育管制

方案。事實上，祇有消弭「全球人口過剩」這個方法，才可以有機會使最壞的氣

候大災難免於上演。 
 
 
 
 
請點擊支持向聯合國發出請願：實施消弭「人口過剩」的緊急措施 
 
https://www.change.org/p/weltweite-geburtenregelungen-verbindlich-einf%C3%BChr
en-introduce-obligatory-world-wide-birth-controls 
 
 
 
 
視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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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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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從 1942 年到 1964 年，Billy 前後共接受了 22 年外星人的教育及指導，前面的粗

略譯文，可以看作是 Billy 的畢業論文，當年 27 歲的 Billy，他已清楚了解自己

的使命，亦高瞻遠矚地看到人類所未能察覺的問題所在，他充份了解全球人類將

要面對的困境。 
 
我們可以看到，從 1964 年開始計算，Billy 提及的 20 年時間空隙早已過去，由

於全球人類對「人口過剩」這個元兇都沒有作出合理反省及反應，因此，Billy 預

言的大自然災劫亦陸續浮現，現正苦害著不少國家及其國民，全人類將沒有人可

以獨善其身。 
 
正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據七姊妹星人指出，現在實施任何行動已經

太遲，大自然反撲的軌跡經已形成，而且是不可逆轉，目前可做的是作出反應以

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而已。 
 
現實之中，80 億人的消耗及污染，使全球變暖成為事實，南北極冰層及各大冰

川迅速溶解，全球氣候畸變、超級颱風、雪暴及雨暴肆虐、地震海嘯、山崩雪崩

地陷、泥石流、禽流感、暴寒暴熱，災民豈止百萬計…… 
 
由 50 年前直至今時今日，我們何曾聽說過有那一個 UFO 個案是如此苦口婆心

的為人類提供如此前瞻性的預言及勸勉？ 
 
除了 Billy Meier 的個案之外，其他的確無出其右；然而，「遺憾」的是 ― Billy
是說對了，其預言是應驗了。 
 
是醒覺及坐言起行的時候了…… 
 
現實之中，是否存在有識之士，亦同樣地指出地球「人口過剩」的嚴重性？ 
 
答案是肯定的，祇是一如既往 ―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都沒有多少主政者坐言

起行而已。 
 
一方面，人們會是迷信天生自會天養，另方面是迷信神要人類多多生育遍佈全球。 
 
實際上，地球的一切資源正在日漸枯竭、全球氣候的畸變、全球生態的破壞、人

與人及國與國的競爭日趨緊張、人多命賤等等都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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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教授 Alan Weisman 訪問了 20 多個國家，專注探討全球所面對的嚴重

困境。 
 
是缺乏公義？戰爭？氣候畸變？污染？ 
 
Alan 的最新著作 Countdown: Our Last, Best Hope For a Future on Earth 裏得出

一個結論：「全球人口過剩」才是最大的麻煩所在，祇要降低全球人口，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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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姊妹星人指中國的人口控制方向是正確的，然而，雖然有了一孩政策，人口仍

然有所增長，13 多億的人口消耗了多少資源？製造了多少污染？多少耕地變成

了房地產及工廠？有多少國民生活在霧霾之中？有多少河流湖泊備受污染？ 
 
如果我國祇有 5 億人口，那該多好？現時一切的難題大多數都會消失於無形。 
 
看來，我們要將「按年增長」的重要性重新考慮及定位，著眼於可持續發展等令

國家民族更有前途的項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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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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啊！你將何去何從？」 
 

Quo vadis humanitas?    Where Are You Going Humanity? 
 
 
作者 ： 比利．邁爾  Billy Meier 
 
日期 ： 1964 年 9 月 16 日  
 
地點 ： 阿富汗 喀布爾 
 
德語原文 ： https://www.figu.org/ch/book/export/html/1700 
 
 
英譯 ： Dyson Devine and Vivienne Legg   2007 年 
 
英語譯文 ： http://theyfly.com/1964.html 
 
 
德語及英語對照： 
 
http://www.futureofmankind.co.uk/Billy_Meier/Where_are_you_going_humanity%3F 
 
 
中譯 ： sa 2013 年 12 月 
 
校對 ： Bonnie 2019 年 12 月 
 
最新修訂 ：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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