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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羅斯福總統逝世 
美蘇冷戰 中共上台 
國民黨退守台灣

鳩鳥打架

善於占卜的人都可以通

過預兆，知道將發生的事。

例如：後漢時的楊由，

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喝酒，

他跟趕車的人說：「酒過三

巡時，你就來接我。」

等到酒過三巡時，他就

乘車跑了。

他走了之後，忽然有人

互相砍殺起來。有人問他為

甚麼能夠預先知道這事，楊

由說：「因事前有鳩鳥在店

前的樹上打架，這就是要發

生械鬥的預兆。」

出《後漢書》

文︱采心整理
文︱煥章

明朝正統（明英宗年號 1430～ 1449年）14年，廣州
有個巨盜，名字叫黃蕭養，他因為做強盜，犯罪無

數，被關在郡裡的監獄中，已有14年了。

星墜賊亡冥冥之中有定數 有一天，他忽然發現，自己

平時所睡的竹床，生出了不少竹

葉。他覺得很奇怪。與他關在大

牢裡的囚犯中，有一個人懂得命

理學，就此事為黃蕭養算了一

卦，認為這是祥瑞的徵兆，便建

議他設法逃走。

黃蕭養十分高興，砸壞了身

上的刑具，偷偷的越獄。

出獄後，黃蕭養入海作亂，

徒眾跟隨他的，發展到十餘萬

人，他便僭號稱王。在海上大肆

搶掠，聲勢浩大，非常狂傲。

到了景泰（明代宗年號1450～

1457）元年的二月，朝廷命都督

董興，率兵去討伐逆匪黃蕭養。

三月初旬夜，有一顆大星墜

於大河南岸。

當時有個懂得天文天象之學

的人，名叫馬軾，在軍中任職。

都督董興問馬軾：「大星

墜落於河的南岸，這是甚麼徵

兆？」

馬軾當即占卦，根據卦象

講：「現在是三月初，到四月分

內，就能把這個海盜頭目黃蕭養

抓住！」

於是，官軍士氣振奮，齊心

破賊。後來，官軍到了大洲頭這

個地方，與賊軍會戰，果然大破

賊軍。

黃蕭養被亂箭射中，官軍將

其生擒後伏誅，黃蕭養的餘黨全

部投降。

有一位學者陳氏嘆道：「按：

枯竹生枝，而兆蕭養之亂；大星

夜墜，而兆蕭養之亡。盜賊的命

運，亦關天數，非偶然也。」

這樣看來，任何人的命運都

是天定的。「人算不如天算」、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名

言、諺語，都是對的！

事據《通紀》

文︱采妮整理

謝石測「問」字

謝石是四川成都人氏，生活

在兩宋之交。

一生以測字為業，留下了許

多神奇的故事和傳說。

宋徽宗曾經寫「問」字，令

一小吏拿去向測字先生謝石求

測，該字筆勢兩豎分開。

謝石將預測結果置於信封

內，讓小吏回去後再拆開。

小吏回去後，皇上開啟，看

上面寫著：「左看是君，右看是

君，聖人萬歲！」

後來，有個道士聽說了這件

事，也寫一個「問」字去求測。

謝石說：「門雖大，只有一口！」

道士愕然，因為他那道觀就只有

他一個道士。

但他仍不服氣，於是又寫了

一個「器」字，讓其他人去問謝

石，謝石說：「人口雖多，都是

不入流的戶外之人啊！」道士這

才大為歎服。

《夷堅志補》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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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挑戰大預言家諾查丹

瑪斯的預言，認為人類不會在

1999 年滅亡，且東方將拯救世

界。她的預言準確無誤，許多國

家的政要名流紛紛向她請教，使

她成為 20 世紀中頗令人好奇的

女性之一。

一位印度神秘學家曾經為珍

妮相過面，說珍妮是千年一遇的

奇人。她具備神奇的超能力，能

夠預測世界範圍內的變化。現就

讓我們來聽一聽珍妮的戰績究竟

有多麼輝煌？

預言羅斯福總統逝世 
美蘇冷戰 中共上臺 
國民黨退守臺灣

1944年 11月，軸心國敗象

已現，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身體已

經每況愈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

能活到戰爭勝利的那一天，所以

要生活秘書打電話給安妮，讓她

占卜一下自己的壽命。

珍妮看了一下羅斯福的手掌

後，很不情願的說：「6 個月，

或許更少。」房間內一片靜寂，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總統慢吞

吞的說：「你說我還有多長時間

來完成工作，幾年？」「不是幾

年！」珍妮溫和地更正說：「不

是以年來計算，總統先生，而是

以月，不超過六個月。」羅斯福

將信將疑的避開了這個話題。果

不其然，1945 年 4 月 12 日，羅

斯福就去世了，距離那一次和珍

妮見面的時間不滿 6個月。

在這次會談中，羅斯福還曾

請珍妮「談談對同俄國聯盟的見

解？」珍妮直言不諱的說：「我

自 14 歲起，就從各種影像中看

文︱榮川整理

出，美國、法國、英國和德國必

須結成聯盟，才能得到真正的

和平。德國站在我們這一邊，

幫助征服俄國，而不是相反。」

「今後我們仍能同俄國結成同盟

嗎？」總統問。「一旦戰爭結

束，聯盟即告瓦解。俄國人將和

美國爭奪歐洲、亞洲，爭奪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果實。在東歐和亞

洲地區將有很多中、小國家成為

紅色政權，俄國被尊為共產國家

的老大哥，在先進武器上和美國

一爭高低。美、俄兩國將會長期

處在軍事對峙和軍事競爭中。不

過，最終我們還將同俄國結盟，

對抗紅色中國。」總統吃了一

驚，「紅色中國」這不可能！我

們與中國方面絕無摩擦。我們同

俄國結成聯盟，是為了維持我們

在世界上的地位，求得生存。」

珍妮聚精會神地看著水晶球中正

在形成的畫面說道：「我看見共

產黨將奪取中國政權，中國現政

權將失去一片樹葉狀的小島（臺

灣）。共產黨的中國將成為我們

在外交上的第二大憂患。」

預言溫斯頓‧丘吉爾落選

珍妮像多數女人一樣，對世

界局勢、時事政治不太瞭解，但

是能夠準確預言美國的未來使她

聲譽大振，成為公認的政治預言

偉人，於是，外國總理、政治家

紛紛上門求教。令人驚奇的是，

她對國際事件的預測百發百中。

珍妮最早在外國人面前顯示

她的才能是在 1945 年。珍妮應

邀出席了為歡迎來訪之丘吉爾首

相舉行的宴會。當她同丘吉爾握

手時，突然獲得靈感，便懇求：

「首相，最好不要過早選舉，否

則您將落選。」

丘吉爾，這位威名赫赫的二

戰領袖、英國政界元老，瞪著眼

前這位年輕的女子，哼了一聲：

「英國絕不讓我下臺！」對首相

的話，珍妮充耳不聞，接著說：

「暫時落選不要緊，過幾年，

英國的大權會再度落在您的手

裡。」1945年 6月，英國大選，

丘吉爾落選。 6 年之後，丘吉

爾東山再起，重掛首相披風，威

風凜凜，神氣十足，直到 1955

年自願隱退。後來，首相向珍妮

表示了他的敬意。

預言杜魯門 艾森豪威爾
 當選美國總統

珍妮超能力的奇特之一是，

她能輕而易舉地看到過去和預

見未來。她為某人或某件事占

卜時，這人或、這事的過去或

未來猶如一幕幕電影畫面，通

過她的「放映機」展現出來。珍

妮對歷屆美國總統的人選預言

準確無誤。 1948 年 1 月，珍妮

預言哈里 ‧ 杜魯門將再次當選

為總統。她說：「看見其競爭對

手杜威先生從浩瀚如煙的報紙中

消失。」這次，人們很失望，議

論紛紛，說珍妮的預見才能正漸

漸地喪失。華盛頓的一些太太們

憤怒地將珍妮從各自舉辦的晚會

名單上劃掉，有的人甚至要珍妮

發表聲明，改變這個預言。人們

都在說：「做出這樣的預言，使

你自己處於很可笑的地位。」結

果，在各地的指責信件如雪片般

地飛向珍妮時，杜魯門取勝了。

「艾森豪威爾將軍將入主白

宮。」珍妮曾如此預言。艾森豪

威爾執政期間，總統的高爾夫球

得分紀錄是絕密之一。一天晚

上，經常和總統打高爾夫球的著

名喜劇演員鮑勃 ‧ 霍普同珍妮

打趣地說：「今天下午，我同總

統打高爾夫球，你那麼神通廣

大，說說我的積分吧！」說完，

擺出一副要看笑話的架勢。珍妮

看了看水晶球，一本正經地回

答：「你的積分是 96，總統的積

分是 92，你贏了。」喜劇演員

嘴邊的微笑消失殆盡，像洩了氣

珍 妮‧狄 克 遜（Jeane L. 
Dixon）是美國現代史上非
常偉大的預言家，出生於

美國威斯康星州（Jeane 
Dixon，1904年 1月3日 —

1997年 1月25日），德國移
民後裔，二十世紀美國著名

的占星家及特異功能者。

女預言家臨終前這樣預言中國！

的皮球似地呻吟著：「這位狄克

遜太太毀了我！總統一定認為是

我公布了他的積分。」

預言肯尼迪被暗殺

她下一個預言是肯尼迪總統

的死訊。 1952 年，她獨自一人

去教堂做禱告，忽然出現了一個

身材高大、藍色眼睛的年輕人。

一個柔和的聲音告訴她，這個年

輕人是民主黨人，將在 1960 年

當選總統，政治能力突出，深受

人民愛戴，但是會在任內遭受刺

殺。珍妮曾經試圖通過肯尼迪的

身邊人提醒他，讓他多加小心，

但是總統的朋友貴人多忘事，居

然把這件事情給忘了（或者是

故意不說），歷史的進程你們都

知道了，肯尼迪總統連中三槍，

不治身亡，成為美國歷史上極大

的遺憾。

臨終前預言 
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中國

1997 年，珍妮病危，臨終

前，她留下一句遺言：「美國將

會衰敗，人類的希望在東方。中

國將會取代美國，擔任領導世界

的能力。」珍妮認為在東方某個

地方出生了一個嬰孩，他將徹底

地改革這個世界。也許在 21 世

紀初，他將在互愛的信條下，把

整個人類團聚在一起，這將是一

個新大同世界的建立。

他將在人們中傳播神的智

慧。「天使人類的子孫」降生在

東方，拯救人類的希望在東方，

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終結。當時的

人們覺得這只不過是危言聳聽，

畢竟中美相差懸殊。然而時至今

日，越來越多的政治學家、經濟

學家開始重視她的遺言，重視東

方巨龍未來的發展進程！

肯尼迪總統

「人算不如

天算」、「天

網恢恢，疏

而不漏」這

些名言，都

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