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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3年 12月 22日分享 

 

第一章：Freemason生物工程計劃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信息」有關「生物工程」的部分。 

 

在 Freemason 眼中，美國被創造出來就好像一所農場，而所有美國人就是當中的產品。所以，許多

基因工程及軍部的實驗，亦會揀選美國人成為實驗對象，當中更包括了美國軍人。  

 

雖然，美國已經是一個軍事強國，但與其花上億元製造一架戰機，倒不如製造一個刀槍不入的「超

級士兵」。 

 

因為歷史證明，真正能夠成功統治人類的，是那些有如「寧錄」一般的上古英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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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為知道 11的秘密，並藉著 DNA的科技，成為了「多子之母」， 

 

誕生了這些驅體，他們將本為「神的殿」的人類身體改變後， 

 

就能讓荷魯斯或牠的同黨入住，從而使人失去救恩。因此，可以預計，他們已經找到通往陰間的「7

的 管 道 」。 所 以 ， 他 們 的 太 空 計 劃 ， 亦 用 了 「 阿 波 羅 」 等 字 眼 來 命 名 。

 

他們藉著「7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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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邪靈得以進入人的身體。這些被邪靈所付的身體不用睡覺，靈魂亦不會滅亡。所以，當肉身被打

敗後，再複製一個新的身體給牠就可以了。按照古代神話所說，為俄塞里斯（Osiris）所複制出來的，

就是牠專用的身體。 

 

在古時，人們死去後，沒有技術來無限地複製新的身體。但現在，美國藉著「生物工程」，便能夠不

斷向邪靈提供新的身體，這就是美國的角色。因此，美國在法律上，亦通過了包括「變種人」等法

案，視牠們為合法的人類。 

 

美國就是藉著納米科技，讓人類腦部的神經線與電腦產生資訊流，藉此發展出「基因改造人類」、「變

種人」以及「人機合一」等新品種生物。可是，這些基因工程所改造的身體，並沒有考慮到人的靈

魂因素。 

 

但他們認為「複製人類」、「基因改造人類」以及「人機合一」的發展終歸會去到一個「奇異點」

（Singularity），意思就是美國在科技上若不向這方面發展，不去改造人類成為超級士兵的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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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便會搶先去做，他們最終就會成為美國的敵人。 

 

再者，當科技發展下去，電腦更會擁有「認知技術」，下一代的電腦會比上一代更加聰明，終有一天，

如納米般細小的機械人會比人類聰明上百倍，如果不把人類變成改造人的話， 

 

電腦便會認為人類是世上的負累，從而將人類消滅，這就是「奇異點」（Singularity）所帶出的可怕

現象。 

 

因此，美國便預備進行「人類 2.0」計劃，改造人類，將人類的 DNA與其他生物結合，成為變種人，

讓人類能夠繼續在世上生存。 

 

於 2012年，這些研究正在加速進行，這就是照著神的預知，按著天上的星宿發生。 

 

例如 2009年 11月 9日的一份文章指出，科學家討論如何將人類的基因複製到動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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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誕生新的生物，就如會說話的老鼠、擁有人類四肢的狗等等。電視新聞亦有報道，科學家能夠

在老鼠、牛隻的身上培養出人類的器官。因此，英國正在討論用甚麼方式來製造「人獸合一」的生

物才合符道德，就是人類與動物的基因比例要怎樣才合乎人倫？ 

 

這就是 Rephaim的時代 ── 「人獸合一」的時代。  

 

《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在 2007年已經指出，到 2017年，世上會有第一批人類

和動物的混合品種出現。屆時，人類將會問「究竟甚麼是生命的意義？」而這將會變成「基因工程」

的問題，因為「基因工程」將會為這些生物設計出生命意義。例如使牠們成為建築工人，又或是超

級士兵等。 

    

此外，美國亦出資撰寫了一份說明書（Guideline），專門用來研究人類基因。探討人類的 DNA 若被

加強或改良，要到達一個怎樣的階段才仍然算為合法及合乎人權。劍橋大學亦開始研究，怎樣在法

律及科技上與「後人類」—Post Human作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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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有科學家開始研究，把死人的細胞加入動物及植物的 DNA，重新組合，成為新品種的生物，

甚至改變動物的外型及感官意識，然後為這些新 DNA品種申請版權。紐卡素大學已經成功研究「人

兔合一」的技術，就是把死去的人的細胞或胚胎與白兔，甚至與牛隻的基因合一。 

 

史丹福大學的醫學和生物學部門更成功地把部分人腦移植到老鼠的腦袋中。滿地可的麥基爾大學亦

做了一個實驗，就是把鵪鶉的腦袋，藉著基因轉移，移植到一隻公雞上，此後，那隻公雞便擁有了

所有鵪鶉的記憶，做出鵪鶉的動作，卻沒有了公雞的性情。 

    

在法律上，如果動物沒有人類性格，只是為人類製造器官的話，那並不算是人類。但若果那些動物

有著人的性格以及人類的感知，就會被稱為「Humanized Animal」 ── 人性化動物。那麼，牠們

是否同樣擁有人權呢？這兩年，奧巴馬不斷推行這些新法例及新科技，目的就是要於 2012 至 2016

年間製造出「超級士兵」，譬如可以差派一隻有人類腦袋的老鼠混入敵方成為間諜。 

 

正如《啟示錄》談及，當邪靈從無底坑上來時，牠們擁有蝗蟲一般的身體。邪靈之所以厭棄附在一

個人類身上，是因牠們並不能完全控制人類身體的五官，就算能夠完全控制，也沒有超官感。但「基

因改造工程」，再加上「納米工程」及「生物合成工程」的技術，可以將人類眼睛所看見的光譜擴大，

甚至能看到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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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思想亦可以藉著腦波溝通，其嗅覺比狗還要厲害，並且不需要睡覺，甚至不會死亡。「超級士

兵」可以將所有超觀感特性集於一身，並能夠讓邪靈完全控制，這就是所謂的「人類 2.0」了。 

 

這些計劃的目的不單是令人類擁有超官感，甚至更希望使人能夠看見靈界。亞利桑那州大學所進行

的「蘇菲亞計劃」就是藉著基因研究，使人類可以與死人、UFO及天使溝通。 

 

總結感言部分， 

 

現時所分享的信息，包括Morgellons、生物工程等，對於外邦人而言，均是陌生的。但對於相信《聖

經》的基督徒而言，卻一點都不會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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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二千年來都不可能應驗的事情，就在我們眼前，於 2012年應驗了。因為這是在 Planet X來臨的

時候，於一連串將要發生的事件中，一個最重要的現象，就是藉由 Smart Dust所引發的纖維病。 

    

Smart Dust就是 Freemason製造出來的問題，首先讓人感染疾病，而 Freemason所提供的答案，就是

666晶片。 

 

這晶片不僅改變人類的 DNA，還可以醫治疾病，解決將要來的死亡瘟疫，並且能夠讓人繼續進行買

賣。但接受 666晶片的人，最終都會失去救恩。因為在二千年前，《聖經》已預言北方的王（即是美

國）將會生產 666晶片。 

 

如果人們接受了晶片後，就無法得救了。但那些因吸入 Smart Dust而引致的Morgellons纖維病，卻

是可以醫治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源於牧師所分享的第一套與「4794」有關的信息 ── 「氧份療法」（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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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apy）。 

 

這種方法能夠增強人們的抵抗力，使 Smart Dust在人體不能產生功效。 

 

而另一個方法就是屬於「氧份療法的」旁支，就是牧師在之前的信息分享過的「小梳打粉」。美國海

軍亦是以「小梳打粉」浸浴，藉以去除身體內的輻射。 

    

第三種方法，亦是源於與「4794」相關的另一套信息，就是 Dr. Clark所發明的 Zapper。Zapper的運

作原理就是把一種「恆定脈衝方波」 ── Square Wave的頻率打入人體當中，使所有身體中的病毒、

細菌、有害的細胞，甚至是大型的寄生蟲也可以被 Zapper除滅。 

    

當人們使用 Zapper的時候，會有排毒現象。因為 Zapper殺滅身體的寄生蟲後，寄生蟲會隨著大腸、

血液排出體外。故此，Zapper可以根治纖維病，因為 Smart Dust改變成纖維病細胞時，便會成為身

體的異物，被 Zapper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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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2012信息」有關「生物工程」的部分。 

 

第一章：Freemason 生物工程計劃 

事實上，前任生物工具組織主席曾撰寫一本書來警告人類。 

 

影片：里昂‧卡斯 Leon Kass介紹 

里昂‧卡斯（Leon Kass）生於 1939年 2月 12日，他是一位醫生、科學家、教育家和公共知識分子。 

 

卡斯是一位美籍猶太人，是一位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醫學學士，在波士頓的貝斯以色列醫院醫

療實習後成為一位醫生，及後在哈佛大學得到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他主力反對有關「複製人」、「人

工延壽」和「安樂死」的議題，亦是胚胎研究中某些「禁忌」領域的批評者。 

 

而他亦曾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擔任美國總統生物倫理委員會的主席（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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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卡斯常常被稱為生物倫理學家，他卻指自己是「傳統的人道主義者，對所有與人類生命有關的

人道主義者，不僅是道德的層面上。」 

 

卡斯目前是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成員（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亦是該校的艾迪‧克拉克哈丁教授（Addie Clark Harding Professor）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

赫托格研究員（Hertog Fellow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他的著作包括有： 

《朝著更自然的科學：生物和人類事務》（Toward A More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and Human Affairs） 

 

《飢餓的靈魂：進食和自然的完善》（The Hungry Soul: Eating and the Perfecting of our Nature） 

 

《生命、自由和尊嚴的防禦：生命倫理的挑戰》（Life, Liberty, and the Defense of Dignity: The Challenge 

for Bioethics） 



20131222   www.ziondaily.com 
 

 
 12 

 

《智慧的開端：閱讀創世記》（The Beginning of Wisdom: Reading Genesis） 

 

《是甚麼讓我們感到驕傲：美國精神中的故事、演講和歌曲》（What So Proudly We Hail: The American 

Soul in Story, Speech, and Song） 

 

他指出，人類的本性將要預備放在手術枱上，任人宰割。無論我們的性格、生理和心理也會在 enhance

（增強）的名義下，被重整和重新設計。他說如果任何人仍然珍視自己的人性，現在是時候發聲了。

他是這樣出來警告人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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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法律系學院的學生現在修讀的課程，主要是研究於罪案現場的問題。他們有些擔任律師、有些

則是負責罪案調查，現在他們全都在研究一種名為「性格轉移罪行」的課題。何謂「性格轉移罪行」

呢？就是「後人類」犯罪的動機和「後人類」犯罪的特質。 

 

為甚麼要研究「後人類」犯罪的動機？因為有些時候，可能是當人類和狼合一之後，會擁有狼的性

格而導致這些人類行兇殺人，他們真的用狼去作研究。如果這個人是 X-Men（電影：《X戰警》的主

角）又如何？牠是人狼，在罪案現場當中，牠的犯案動機是甚麼？罪案調查科又需要用甚麼方法查

明此案？英國現已進行這種研究了。換言之，他們的課程已包括了研究半人半獸（或半獸半人）的

行為模式、現時擁有的能力、性格的研究等等。 

 

事實上，其中一項就是「性格轉移罪行」。如我所說，麥基爾大學所做的研究，就是將鵪鶉的腦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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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到一隻雞的身上，因此那隻雞的性格便轉移了。然而，如果將禽獸的基因安放在人類的軀體中，

牠們就會在這世上犯罪。 

 

從前我們在埃及所見的半人半獸、鷹頭人身的荷魯斯、牛頭人身的動物，牠們就是超人類：

「Demi-God」（半神半人），但現在已不再是神話。他們以一種比現代更簡單的方法製造這些生物，

這就是《聖經》中所提到的「上古英雄」。他們現在正在製造和預備這些所謂英雄，牠們將要存活於

這個世界，行走在地土。這些巨人滿身肌肉，有些是擁有如牛的肌肉，再加上人的軀體的生物，牠

們將要活在這世上。現在一些國家就要為牠們預備其居所、社區、法律和對他們制肘。 

 

這些人類自願讓自己的下一代被改變，甚至在身上安裝一塊晶片，只要按一下開關，就能將人類的

基因永久改變成為這種半人半動物的生物。事實上，如果你吃過基因改造食物，即使之後很久也沒

有再進食，但這些基因改造的食物仍然會在你體內改造你身上的基因。 

 

影片：基因改造食物的原理和危險性 

基因是遺傳物質的單位，由脫氧核糖核酸構成， 

 

它記載了一切用作製造細胞內蛋白質的資料，從而決定動物或植物的特性。 

 

我們日常食用的動植物都擁有數以萬計的基因。基因改造食品是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將某些生

物的基因轉移到其他物種，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在形狀、營養品質、消費品質等方面，皆向

著人們所需要的目標作出轉變。 

 

多個世紀以前，農民已利用傳統「接枝雜交」方法，使農作物長得更大、更美味及更容易種植，例

如將蘋果樹的枝嫁接到桃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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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科學家已能透過生物科技，挑選和改變可控制生物某些特性的基因。利用生物科技，已能精

確地選擇某個基因，使其不再活躍，或將之轉移至另一種生物上，來產生經基因改造的生物。任何

利用上述生物科技衍生的食物，皆可稱為「基因改造食物」。 

 

這樣，基因改造食物是如何製造的呢？我們以蘇雲金桿菌內能夠殺死害蟲的蛋白質轉到農作物為例

子： 

1. 科學家從蘇雲金桿菌中，發現能夠殺滅害蟲的天然除害劑「蘇雲金桿菌蛋白質」； 

 

2. 由這種蘇雲金桿菌中，抽取負責製造此除害劑的「蘇雲金桿菌蛋白質的基因」； 

 

3. 運用重組基因技術，將負責製造除害劑的基因與質粒組合成為重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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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重組基因放進另一種細菌內，以製造更多重組基因； 

 

5. 將植物細胞與含有重組基因的細菌放在培養皿一起培養，細菌內的重組基因會轉移入植物細胞

內； 

 

6. 含有重組基因的植物細胞發展成幼苗； 

 

7. 最後，新長成的植物會進行除害劑測試，若被證實含有除害劑，基因改造農作物的製造過程便算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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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因改造技術將外來基因植入日常食物，例如：大豆、玉米、大米，但在沒有充分的安全性

評估之前，長期食用是否安全仍然成疑，科學界對此也沒有共識。而且，基因改造食物很可能會破

壞自然的生態平衡，甚至通過自我繁殖及與近親品種雜交，使外來基因在大自然擴散，造成難以挽

回的基因污染。人類進食基因改造食物，就如同把自己當作白老鼠，將風險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轉嫁

於自己的健康。 

 

YouTube影片： 

轉基因作物從外觀上看，和傳統作物沒有區別，事實上却與之截然不同，要想了解轉基因作物是如

何產生的，首先得了解基因工程是怎麼回事。動物和植物的各個部分都是由細胞組成，每個細胞中

都有一個細胞核，它是細胞的指揮中心，在細胞核中，長絲狀物質被稱作染色體，每條染色體由脫

氧核糖核酸 DNA組成，DNA是一種載有生物體成形的遺傳信息的化學結構，DNA中含有基因，基

因中含有控制生產特別物質的信息，通常生產蛋白質。 

 

基因由啟動子編碼序列，和末端序列構成，基因是記錄和傳遞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由親本傳給子

代。例如它能決定花朵的顏色，嬰兒眼睛或頭髮的顏色。 

轉基因是把一種生物的基因片段分離出來，合成可以植入植株體內的新的基因構建，然後用載有「基

因構建」的細菌，或者基因槍，把成千上萬的「基因構建」植入植物的細胞核內。兩種方法都能，

且都將破壞細胞內的 DNA，同時也無法確定基因構建在基因長鏈中的具體位置，因而基因改造帶來

的結果是無法完全控制的。 

 

將這種帶有新基因構建的細胞植入其他植物體，從而繁殖出具有特殊生物特性的轉基因植物。目前，

轉基因農作物中應用最廣泛的種類是轉 HT基因和轉 BT基因。轉 BT基因使作物具有抗蟲的特性，

轉 HT基因使作物具有抗除草劑的特性，抗蟲特性的實現是把一種土壤細菌，「蘇雲金芽孢杆菌」的

一段基因轉入糧食種子中，使糧食作物在生長過程中產生一種有毒的 BT 蛋白，蟲子吃了這種蛋白

以後，腸道就會潰爛，從而替代殺蟲劑起到殺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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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是一種廣譜除草劑，它傳導到植物的根莖葉中，能夠抑制植物中某種蛋白質合成酶的產生，

使植物無法生長，枯萎而死。施用草甘膦可以使田間寸草不生，但同樣會殺死傳統農作物。具有抗

除草劑特性的轉 HT基因作物，把另一種特定土壤細菌，「根癌農杆菌」中的一種合成酶的基因，轉

到糧食作物裡面，替代原有的能被草甘膦抑制的蛋白質合成酶，從而使這種作物對草甘膦除草劑產

生抗性。 

 

生物技術公司利用轉基因技術，把植物變成便宜的生物工廠，用來製造荷爾蒙、抗生素、疫苗和其

他藥物。把兩極地區深海魚類的基因轉入西紅柿中，能夠製造抗凍的轉基因西紅柿，或者向西紅柿

中轉入抑制乙烯產生的反義基因，可以製造出耐儲存的轉基因西紅柿。 

 

轉基因技術聽起來非常美好，但事實並非如此，它存在著諸多風險，在跨國生物技術公司的推動下，

一些國家在沒有弄清楚轉基因風險的情況下，就已經開始種植轉基因棉花、轉基因大豆和轉基因玉

米。2009年中國農業部批准了兩種轉基因水稻，和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轉基因水稻橫空出

世，中國成為第一個對自己的主糧進行轉基因商業化推廣的國家，轉基因的安全爭議才逐漸進入中

國人的視野。 

 

蟲子一吃就死，人吃了會安全嗎？帶著同樣的疑問，記者採訪了中國農科院生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黃大昉。 

 

BT 為甚麼它能夠殺死昆蟲呢？它進入了昆蟲的消化道，它是鹼性的環境，BT 蛋白和昆蟲消化道上

的受體一結合，最後引起了腸穿孔、敗血症，最後害蟲就死亡了。 

 

那麼為甚麼對人沒有毒害呢？因為人的腸道環境是酸性的，最重要的是，人的消化道的結構和昆蟲

的是不一樣的，吃了 BT蛋白以後，對它就沒有任何作用。 

 

按照黃大昉研究員的說法，BT基因的殺蟲功能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只在昆蟲的鹼性的消化道中發揮

作用，對人和哺乳動物不會產生影響。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王月丹教授對這種觀點產生了疑問。有人認為，它一定需要鹼性環境才可以活化，

但是人體的消化道，包括腸液、胰液，它的 PH值都是 7或 7.5以上，都屬於鹼性的環境，包括口腔

也屬於弱鹼性的環境，只有胃這一段是酸性的。所以說，胃液能不能完全把 BT 蛋白全部降解，現

在是沒有這樣的證據的。 

 

學術界不光對胃液能不能全部降解 BT蛋白存在分歧，還對人的消化道有沒有 BT蛋白受體持有不同

觀點。在昆蟲裡面有它的受體，它可以互作來殺死蟲子，但是在人體裡面，就沒有這種蛋白的受體，

所以它在人體就沒有任何的作用，僅僅是一種蛋白而已。 

 

腸道細胞表面有沒有受體，我們只能說，至今為止還沒有發現受體，至於真正存在、不存在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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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恐怕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也許發現了新的受體呢！ 

 

比如說三聚氰胺，它的受體我們現在也是不明確的，它怎麼能夠進入到人體內部呢？所以說，現在

沒有找到不等於沒有。 

 

發放安全證書之前，農業部轉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監督檢測中心，首席科學家黃昆倫用小白鼠作了一

個灌餵實驗。灌餵是我們這個轉基因食品中的外源基因，水稻中實際上就是 BT蛋白了，這個 BT蛋

白，實際上我們已經達到了 5 克每公斤體重的量，最後的檢測結果是沒有問題的，一頓飯吃掉上噸

的大米，也不會產生影響。這個是和我們的對照組，是沒有甚麼差異的，就說明 BT 蛋白是不會對

人產生急性毒性的。 

 

北京大學醫學部的王月丹教授也做了一個類似的試驗，他在四個月之內給小白鼠注射了四次 BT 蛋

白。小鼠的免疫器官就發生了改變，出現了這種異常，比如脾臟萎縮了，白細胞的數量有一定的改

變。這一點就說明 BT蛋白對於哺乳動物，實際上是有影響的。 

 

同樣的小白鼠、同樣的 BT 蛋白，黃昆倫的灌餵試驗和王月丹的注射試驗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那麼，直接食用轉基因大米又會怎樣呢？黃昆倫按照老鼠的營養需求，將轉基因大米配入飼料中，

又做了一個餵養實驗。 

 

要對大鼠的體重、牠的進食量，定期地進行稱量；還要定期的對它的血液性指標，還有它的血生化

指標進行檢測。到了 90天的時候，把它的臟器取出來，做成病理切片來進行觀察，看它是否發生了

病理變化，結果和我們普通的水稻應該沒甚麼差異。這說明一個問題，轉基因的大米實際上跟我們

的普通大米是一樣安全的。 

 

90天是大鼠生命週期的八分之一，如果一個人能活 80歲，相當於吃了 10年轉基因大米。老鼠的消

化系統和人的消化系統完全是兩個概念，它不能夠機械類推的，人不只吃 3 個月、3 年、30 年，長

期吃是不是有問題，如果說，我們以現代轉基因食品的標準來說，抽煙是安全的，我抽了沒死，我

抽 5年也沒死，抽 10年也沒死，但是，抽 20年就可能得肺癌，就可能死了。 

 

然而，就在國內推廣轉基因水稻的專家宣稱，BT蛋白對人體無害之前，國外的科學研究卻早已指出，

轉基因食品的危害，未必來自於轉基因物質本身，即使轉基因專家能夠證明，像 BT 蛋白這樣的轉

基因物質對人體無害，轉基因物質的導入，導致傳統食物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人體的免疫系統，對

轉基因食物產生強烈的排他性，從而可能引發一系列免疫系統疾病。 

 

1998 年 8 月 10 日，英國 BBC 電視台播出了一條震驚世界的消息：「我認為把我們的同胞當作小白

鼠進行試驗，是非常不公平的。」接受採訪的是世界著名科學家 ── 英國羅威特研究所的普茲泰

教授。為迎接轉基因登陸英國，英國農業部出資 200萬歐元，由普茲泰教授帶領一個 30人的小組，

對轉基因土豆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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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農業部的本意是希望普茲泰等人，挖掘出轉基因土豆的優良特性，等轉基因正式進入英國市場，

可以進行很好的宣傳。普茲泰教授是凝集數方面的專家，這種轉了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含有一種與

殺蟲劑類似的蛋白質，可以保護植物免受蟲害。 

 

普茲泰教授進行了六組試驗，生的天然土豆、生的轉基因土豆、生的天然土豆拌上凝集素、熟的天

然土豆、熟的轉基因土豆和熟的天然土豆拌上凝集素。實驗結果發現，食用天然土豆和食用凝集素，

均沒有對小鼠產生危害，而生的轉基因土豆的，在餵養試驗中卻出現了問題，但轉基因大豆還是如

期登陸英國，普茲泰的上司起初支持了英國 BBC電視台對普茲泰的採訪。 

 

「小白鼠胃上皮細胞成倍增長，白細胞減少，我們不知道這意味著甚麼，但可以確定的是，免疫系

統確實把轉基因土豆當作異物排斥。我認為把我們的同胞當作小白鼠進行試驗，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們永遠不會原諒我說這樣的話，孟山都早就知道了這些問題。」採訪播出以後，普茲泰被解聘，

他的研究小組被解散。「八年前（2000 年）的一次聚會上，我才得知真相，當時有兩個電話從英國

首相官邸，打給羅威特研究所的老闆，隨後便發生了這一切，有人對布萊爾施壓要求停止這個研究，

因為美國人認為再搞下去，會損害他們的工業基礎。」 

 

普茲泰的試驗猶如一顆重磅炸彈，撕開了轉基因的重重黑幕，儘管跨國生物技術公司和為他們服務

的英美政府，不斷壓制轉基因安全問題的研究，但有良知的科學家和機構，仍然堅持地將轉基因食

品安全性問題的研究成果公之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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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況是要造一塊晶片，安裝在你身上，這晶片的主要功用就是要改造你體內的基因。它就如一部磁

碟機，複製你所指定希望擁有的基因排序。人類的基因豈不就如一部磁碟機？同樣，甚麼是病毒？

病毒與病菌不同，病菌就是一種細菌，病毒卻是一些能夠改變基因的病毒。它會走進人體的細胞，

伏在原本的 DNA（基因）之上，然後命令 DNA（基因）複製自己無數次，然後，就如一個佈道家

一般，改造其他細胞的基因。 

 

影片：病毒可改變人類基因 

原來世上存有一些病毒是可以改變人類基因的，其中，「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是 RNA 病毒的

一種， 

 

它們的遺傳資訊不是存錄在脫氧核糖核酸（DNA），而是存錄在核糖核酸（RNA）上，此類病毒具

有反轉錄聚合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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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轉錄病毒」（Retrovirus）於 1908年在丹麥被證明，並於 1911年在美國進行人工實驗，證實此病

毒確實存在。當這種病毒在感染受害細胞時，「反轉錄病毒」首先將其 RNA反轉錄為 DNA（因此被

稱為反轉錄病毒），然後將這段反轉錄的基因插入細胞基因中，再由細胞的轉錄機構轉換為病毒的蛋

白質和 RNA。 

 

大多數「反轉錄病毒」所造成的疾病都是比較慢性的，有些病毒雖然不直接導致疾病，但可以導致

細胞、肌肉、組織及器官等變異，形成癌症。 

 

其實在人類的身體裡，有許多「反轉錄病毒」將它們的基因插入人的基因之內，並且改寫成為人類

基因的一部分。反轉錄病毒分為三類： 

 

1. 泡沫病毒：不會導致疾病。 

2. 致瘤病毒：可以導致癌症，如白血病等。它們含有癌基因（oncogene）。目前已發現 35 種致癌病

毒，能在禽類與老鼠身上造成惡性疾病。 

 

3. 慢病毒：可以導致慢性病，如愛滋病等。 

 

這就被稱為病毒。病毒的存在已經告訴我們，人類的基因是可以被另一種病毒（就如電腦病毒一般）

改造，甚至改造成為感冒或其他任何疾病。然而，按著這個原理，現在已不是用病毒，而是用整塊

晶片放進人體內，改造人的基因，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只要一按鈕，就能夠成為一個不需睡眠的

行政總裁（CEO）；再按一下，你能夠成為一個超級士兵（Super Soldier）；再按一下，即使你流落荒

島數個月，無食物可吃，仍能生存下去；再按一下，你的肌肉無需使用大量氧氣，便能像一條海豚、

海狗般，能在海底逗留一小時，無需呼吸，也不會遇溺。 

 

如果能改造這些基因，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藉著一顆納米晶片，絕對可以達致這個後果。

利用納米技術，能製造出極細微的東西。一顆納米晶片的體積比一顆細胞還要細小。現時，美國的

科技已經到達能夠將神話變成歷史和事實的程度。以往有部分的神話其實是歷史，並不是神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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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他們最偉大的工程就是尋找 Rephaim ── 古代巨人的細胞。有朝一日，他們真的尋到牠

的細胞，那麼，科學家便能複製出一個完整版本的超級人類，牠會擁有超級戰鬥力和智商；或複製

出一頭超級動物，如打不死的守門狗，對於他們來說，這也很成功的。 

 

故此，在美國的《醫藥法律》期刊中，刊登一些知名人士的文章，提及現時科學家已經開始進行這

類實驗，這種「後人類」是將會必然誕生，必然會在 2017年大量被複製出來的，因為已經到了「奇

異點」。所以，他們宣稱要保護將要面臨絕種的人類。 

 

因為當「後人類」聯群結隊出現時，漸漸地，人類會被牠們視為低一等的生物，並且，會被那些「後

人類」視為獵物般去屠殺。因此，我們這些正常的人類可能會面臨絕種的威脅。反之，在這時候，

在「後人類」仍未聲勢浩大時，人們已察覺牠們是危險人物，會想盡辦法去殺戮牠們。所以，這些

不受控的基因工程實驗，根本就是製造恐怖份子出來，危機隨時爆發，而人類可能面臨被他們大屠

殺的威脅。 

 

Gregory Stock教授寫了一本很具說服力的書 ── 《重新設計人類 ─ 一個我們無法不去面對的將

來》，書中就帶出這些概念。 

影片：格雷戈里史托博士（Dr. Gregory Stock）介紹 

格雷戈里史托博士 Dr. Gregory Stock是一個生物、物理學家，也是暢銷書作家、生物技術企業家，

並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藥院（UCLA’s School of Medicine）擔任醫藥、技術和社會學的計劃主任。 

 

史托博士畢業於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獲得MBA學位。亦曾在哈佛商學院得到貝

克獎學金（Baker Scholar），並榮獲弗氏 ── 波特創業獎（Freund-Porter Entrepreneurship）。對於人

類基因計劃、分子遺傳學及生物信息學上的相關發展情況，不論在社會、醫學和企業上的影響，他

都有著廣泛的論述。 

 

史托博士也是 Signum 生物技術公司（Signum Biosciences）的首席執行官，主力開發治療腦退化症

和其他疾病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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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包括：  

《重新設計人類：選擇我們的基因，改變著我們的未來》（Redesigning Humans: Choosing our genes, 

changing our future） 

 

《人類與機器融合成一個全球超級有機體》（Metaman: The Merging of Humans and Machines into a 

Global Superorganism） 

 

《人類種系工程：科學和倫理上探討改變我們的基因並傳遞給我們的孩子》（Engineering the Human 

Germlin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Ethics of Altering the Genes We Pass to Our Children） 

 

由於基因工程當中有太多的變動，並似乎會帶來很多的好處，故此，這類實驗已無法歇止了。現時，

有很多資料都顯示，全世界的科學家正進行這類的實驗。因為當生物的基因圖被解碼後，最嚴重的

後果是：即使是一群普通的大學生已能藉此掌握基因工程，基本上可以將生物的基因進行改變。故

此，現時有許多大學生都紛紛獲獎。如有人將乳酸菌的基因改寫，將之變成一個能儲存眾多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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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碟（hard disk）。這是大學生能做得到的基因工程實驗。 

 

影片：科學家研究以 DNA作為數位儲存媒體 

英國科學家於《Nature期刊》上發表重大研究成果，表示已經能夠將人類的 DNA轉為革命性的資料

儲存載體，要「一手」掌握全球上百億 TB的資料，不再是不可能的任務。這項研究發現一小段 DNA

能夠儲存大量的資料約數千年，資料根據 DNA排序被閱讀，就如同辨識指紋一般，最後再轉譯為電

腦語言。 

    

英國劍橋生物資訊研究所的 Nick Goldman說：「連幾萬年前的長毛象骸骨內的 DNA仍能保存至今，

證明 DNA是強固的資料儲存工具。」 

 

此研究將 154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一張照片、一份科學論文的 PDF檔案、美國人權人士 ── 馬

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26秒演講聲音檔全部儲存在試管的 DNA裡，體積小得就像一抹灰塵。 

 

將 DNA放入水中重組後，英國生物資訊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花了兩周的時間，根據標準排序將檔案復

原，將 DNA的四個字母解碼為電腦語言的 0與 1，最後呈現的成果與原始檔案毫無誤差。Goldman

說：「DNA的體積非常小，儲存資料的密度卻高得驚人，而且不耗電，保存容易。」 

 

這次實驗的資料只有 739KB大，但技術一旦成熟，不僅解碼時間會大幅縮短，儲存的內容也會提升，

目前預估最高可以儲存 3ZB，即 30億 TB，亦即全世界的資料量都可以儲存在一個人的手掌，並能

夠保存好幾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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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影片： 

現在幾乎任何資料都可以數位化，包括書本音樂影片。但儲存方式不外乎是燒成光碟，或是存進硬

碟。但是現在於英國的歐洲生活資訊中心研發出創新的儲存方式。他們用 DNA四個化學字母編碼來

儲存檔案。然後造成實體 DNA。而利用專門讀取 DNA的機器，就能讀取檔案，而且 1公克 DNA，

就能儲存相當如 250萬片光碟的檔案。 

 

從 3.5吋實體片光碟衍生達到遠端，儲存數位檔的方式，愈來愈多樣便利，近來又有更先進的技術，

採用 DNA編碼儲存數位檔。這些像灰塵的白色粉末，就是 DNA。1公克的 DNA可儲存 2PB，相當

於 250萬卷碟的儲存量。 

 

歐洲生活資訊研究中心研發出用 DNA 的 4 個化學字母編碼，取代傳統的 2 進位制，數位檔案經過

DNA 編碼後，再交由生物公司造成實體 DNA 分子。經過冷凍乾燥製成粉末，透過專門讀取 DNA

的機器，就能擷取檔案。DNA的儲存條件相當簡單，只需放在乾燥黑暗的地方，就可以保存數千年。 

 

研究團隊成功將馬丁路得金的演講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以 DNA編碼儲存並讀取，雖然技術已經成熟，

但由於製作 DNA的成本高昂，儲存 1MB的檔案就要 1萬 2千美元，約等於 35萬台幣的費用，一般

人根本負擔不起。研究團隊預計 10年後費用可望減低，技術才能普及化，方便大眾使用。 

 

所以，政府所進行的實驗是一定會做的。儘管有人不肯去做，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沒有人能制止。

因為基因解碼圖是十分公開的，在網上也能取得到 DNA的數碼圖，以及每個基因所控制的範圍，並

且明白怎樣去作出改寫。故此，已經無人能制止基因改寫實驗了。 

 

因為許多人都認為藉著基因工程能改善社會，製造出更優質的人類，這更是一批更經濟、更強勁的

戰士。這些戰士無需使用先進的科技，已能自我修復身體；他們無須駕駛隱形戰機，已能飛行。因

此，科學家致力製造出更多「人獸密探」。 

 

其次，按著這位教授所言，這是不能夠制止的，因為你不做的話，別人也會做。並且，別人所做的

速度要有多快就可以有多快。 

 

所以，美國國防部的科學頻道 ── JASON，提及我們是「人類 1.0」，而將來就稱為「人類 2.0」。

它提及，「人類 2.0」與蘇聯的武器較量已經有所不同。以往的核彈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已經與

現在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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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出，我們現在所憂慮的，就是人類打開了一個人類表現與性能改良的機能，這會直接威脅到國

家安全的。因為，這能夠製造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龐大演變，這已經不是一個無生命的偷聽器，後

人類可能已經成為一個「千里耳」；這已經不是一個無生命的望遠鏡，後人類可能已擁有一雙「千里

眼」。所以，這已成了一場令人防不勝防的人類基因改造、性能、技能的競賽了。 

 

影片：JASON科學諮詢小組介紹 

JASON 是一個美國政府和軍部在 1960 年左右成立的獨立科學諮詢小組，主要由一群美國科學家組

成，對美國政府的科學和技術問題作出建議和諮詢。 

 

他們的成員人數由 30 至 60 位不等，在每年的夏季，他們都會聚集一起，研究有關科技、能源和國

防軍事上的題目，而他們大部分的研究計劃都是機密的項目。 

 

這個組織的贊助商包括：美國國防部（DARPA和美國海軍）、能源部和美國情報界。JASON名字的

其中一個意思，是指他們的工作時間是由 7月至 11月之間，即是 July、August、September、October

和 November，並用這四個月份的字首組成名字。 

 

又或者是以「少年成就者，但現已有點老」"Junior Achiever, Somewhat Older Now"這一句形容他們成

員的英文句子字首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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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指到 JASON是以希臘神話中，得到「金羊毛」的英雄伊阿宋的名字而命名。 

 

JASON成員都獲得美國國家安全許可，他們包括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化學家、海洋學家、數學家

和計算機科學家。當中包括 11位諾貝爾獎得主和幾十位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成員。 

 

為了令美國的敵人不會突然聰明，更快、更懂得戰爭，所以，他們就讓美國率先去做不用的實驗， 

使他們比敵人更早得著先機。但問題是，這些人如果突然失控或變成 X-Men的話又會怎樣？所以，

這個 Christopher Hook醫生曾經在國會的聽證會當中承認一件事：「現在的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基金，

正與一些美國的部門，藉著納米技術、生物工程學、生物認知工程，共同研究怎樣把人類的基因增

強與改良，當中更談及要將整個人類的規格完全改造。」 

 

有趣的是，他亦提及另一件事：「這些工程和工作為了美國的安危的緣故，它的重要程度僅次於登月。」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登陸月球原是為了找出巨人的屍體，但現在排第二重要的，就是把它們重新

製造出來。這一份長達 482頁由 Dr. Hook所寫的報告，大家可以在美國軍部研究所的網頁看見。 

 

影片：克里斯托弗‧胡克醫生 

克里斯托弗‧胡克醫生（C. Christopher Hook, MD）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他畢業於伊利諾伊州格

林維爾學院（Greenville College），並取得化學學士榮譽學位。 

 

他繼而在伊利諾伊大學皮奧里亞醫學院（University of Illinois College of Medicine at Peoria）獲得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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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並在梅奧研究院醫學院（Mayo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完成內科、血液科和腫瘤內科的

訓練，並取得美國內科委員會頒授在這三個領域上的認證。 

 

胡克醫生在傑克遜維爾梅奧診所（Mayo Clinic Jacksonville）的血液學和腫瘤學系工作，並在聖路加

醫院開創了醫院倫理委員會（Hospital Ethics Committee），並提供諮詢服務。 

其後，他還創辦了大傑克遜維爾生物倫理論壇（Greater Jacksonville Bioethics Forum）。1994年 7月，

他回到了羅切斯特梅奧診所（Mayo Clinic Rochester）工作，並擔任血液學和內科部特別凝血實驗室

的顧問、骨髓增生性疾病研究組及羅切斯特梅奧診所的主席， 

 

並在梅奧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他是梅奧研究生院道德醫學教育主任，並開創了梅奧醫學中心的倫

理諮詢服務、生殖醫學顧問委員會、DNA的研究委員會，以及梅奧臨床倫理委員會。 

    

胡克博士目前正為「未來道德項目」（The Project on Future Ethics）展開工作，這是一項大規模和前

瞻性的研究，主要是評估倫理問題和未來的技術挑戰，並提供謹慎、理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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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胡克醫生對納米技術（nanote chnology）、控制論（cybernetics）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等領域具有特殊興趣。 

 

他從這個研究指出，這些 Super Soldier（超級士兵）的基因改造、生物化學、微生物改造，包括藉著

納米技術把他們與電子和電腦去融合，所有這些資料都已經是公開了，他們承認自己有做這方面的

研究。 

 

在 2010年 5月 14日，一大批軍火專家、軍人到華盛頓參與一個講座，而這個講座是和軍部商談有

關將來的戰爭形態。當中有一句說話是這樣的：「就好像火藥對戰爭的改變。」我們都知道火藥對戰

爭的影響力有多大，但他們指出，變種人對戰爭也有著同樣大的影響。 

 

影片：「生物技術和機器人技術正如何改變今天的軍事 ── 以及將如何改變其他所有人類」的會議 

在 2010年 5月 24日，由美國軍部人員、私人公司人員和大學學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陸軍和海

軍俱樂部」（The Army and Navy Club）舉行了一個名為「生物科技和機器人技術正如何改變今天的

軍事 ── 以及將如何改變其他所有人類」的會議（Warring Futures: A Future Tense Event How Biotech 

and Robotics are Transforming Today's Military -- and How That Will Change the Rest of Us）。 

 

http://newamerica.net/events/2010/warring_futures  

在以上的網頁內，提供了全長 1小時 37分的會議錄像，公開給所有人觀看  

 

網頁一開始就寫道：「新技術正在改變戰爭，和火藥一樣深刻。」「從『像小鳥一樣細的飛行機械人』 



20131222   www.ziondaily.com 
 

 
 29 

 

以至『使戰士能力達至巔峰』的生物學，正如何改變以軍隊作為戰鬥慣例、戰鬥道德和戰略的性質？」 

「新興技術的引入將如何影響我們對『非對稱衝突』的理解」  

 

會議分別由三位講員分享三個題目，包括： 

由艾倫比布拉登分享的「昆蟲機械人將會來到」（The Cyborg Insects are Coming! by Braden Allenby）  

由弗雷德‧卡普蘭分享的「神奇武器不能贏的戰爭」（Wonder Weapons Don't Win Wars, by Fred Kaplan）  

由 P.W. Singer分享的「我們，機器人」（We, Robot, by P.W. Singer）  

    

 

 

他們現正研究製造一些新的士兵或一些機械的飛鳥，這種技術會改變將來的戰爭形式。 

 

所以，按照他們所提供的資料，藉著他們的納米技術，只要在人體注入一些晶片（Chips），便可以

改變人們的基因、改變人們的荷爾蒙和身體的電子反應。藉著這些Micro Chip（微型晶片），可以控

制以下幾點﹕ 

第一，可以控制身體內部所有器官的機能，包括腦部的機能。 

第二，可以在人們身上適量地增加一些藥，導致人們產生不會懼怕，亦不需要睡覺等體能。 

第三，使士兵完全不介意去殺人，因為這些藥可以使他們突然間失去憐憫之心和人性。 

 

他們提及，在這些研究中，他們會研究士兵的 DNA，看看要怎樣才能做到新的 DNA排列，導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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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像機械一般，即使日以繼夜地不斷殺人，也不會感到疲倦。這種完全不用停止的超級士兵，擁有

超人般的力量和心理穩定程度，並且他們的認知能力亦極高，能夠在任何戰場中作出正確決定。最

重要的是，他們甚至可以用腦波來通訊。 

 

因此，在 2011年，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便定了自己的 budget（預算），其中一項就是 Edit（編

輯）士兵的 DNA，把 Chip（晶片）注入人體內，便可以修改他們的 DNA，使人們變成超級士兵。 

 

影片：美國國防計劃署介紹 

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簡稱 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是美國國防部

屬下的一個行政機構，獨立於其他常態的軍事研發，並直接向美國國防部高層負責，它們專門研發

用於軍事用途的高科技。 

 

美國國防計劃署成立於 1958年，當時的名稱是「高等研究計劃署」，簡稱 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1972年 3月改名為 DARPA，總部位於維珍尼亞州阿靈頓縣（Arlington, Virginia）。

在 1958年創立之時，蘇聯才發射了「史普尼克 1號衛星」（Sputnik），所以，DARPA最初的使命，

是為了防止別國的科技突破，如「史普尼克 1 號衛星」的發射，因這標誌著蘇聯在太空領域上已打

敗美國。 

    

至今，DARPA的任務仍然是防止美國再受到別國科技突破的衝擊，也同時針對敵人，使新的科技突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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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ARPA著名的成功研發項目包括： 

 

ARPANET網絡技術 

 

於 60年代提出研製一種嶄新、能夠適應現代戰爭、生存力強的網絡，目的是對付來自前蘇聯的核進

攻威脅。之後，他們開發了 ARPANET 網絡技術，就是現今互聯網的雛形。ARPANET 利用了「資

料包」的新概念，使資料經過不同路徑到達目的地，再經過重組，便可得到原資料。 

 

其後，70年代的 TCP/IP協定，成功擴大資料包的大小，進而組成了當今的互聯網。 

 

波士頓機械狗（Boston Dynamics Big Dog）是一種動力平衡四足，能負重的機械狗。它能和士兵一

起，在傳統機械車輛無法行駛的粗糙地形上作戰。 

 

DARPA TX 飛行車，DARPA TX又名 Transformer，這種飛行車混合飛行與陸上運輸功能，增強物流

的流動性。TX車具有垂直起降（VTOL）的能力，能避免道路障礙物，適用於作戰、偵察、反叛亂、

醫療疏散、後勤供應和團隊作戰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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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X-45無人作戰飛行器，一種完全自主和綜合防禦系統的軍用飛機。 

 

Humanoid robot，一種以身體動作來控制的機械人。 

 

但是，這班人對 DNA的認識到底有多少呢？他們認為，在你和我的 DNA中有 95%是垃圾，這才是

一個大問題。經過他們修改後，到底這個人能否讓神的靈入住呢？這個人的靈仍然還存在嗎？良心

會否被消滅了呢？這是問題的所在。 

 

如我所說，這些研究只不過是嘗試把積木砌出來，只是一些嘗試。但有一些現成的製成品，曾經在

地球上度過幾十年或幾百年的 Rephaim（墮落天使），便會成為他們最主要的一個目標。若你仍記得，

當布殊攻打伊拉克後，在新聞中曾報道，有過千的士兵承認一件事，就是當美軍侵佔伊拉克後，在

他們掠回美國的資料中，大部分都與洪水前 Rephaim（墮落天使）葬身的墓地的文物有關，這些資

料更記載了牠們的墓地的位置。然而，當時的人並不知道這些士兵在說甚麼？不知道那些巨人的墓

地在哪裡？為甚麼美軍要在伊拉克會挖掘這些文物？ 

 

美國發動戰爭，並在戰後找出這些資料，這是因美國一直都知道自己要做甚麼，在終結時，統治美

國的這班人一直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所以，他們一直都推進著美國的發展，因他們知道，在全世界

中，只有美國才能夠做到這件事。按著神在天上所定的星宿，以及把將來歷史寫出來的地方，都已

經說明了這件事。 

 

所以，《以諾書‧10 章》提到，關於這些上古英武的人在洪水後便死了，神把牠們捆綁在眾山下的

無底坑。但現時大家都知道，無底坑原來在《啟示錄》時，因為某些原因，神會把它打開，包括牠

們的王，都會重被新釋放出來。 

 

《以諾書‧15章》提及 Rephaim（墮落天使）和巨人。《以諾書‧15章 9至 16節》形容這班人在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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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日子會被釋放出來，但牠們被釋放出來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不斷殘殺地上的人類，這是《以諾

書》所記載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影片：《以諾書》第十章和第十五章 

創世記 5章 22至 24節： 

「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神同行三百年，並且生兒養女。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以諾與神同

行，神將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以諾是《聖經》中第一個被提及能夠與神同行 300年的人。因此，《以諾書》的內容包括了末後日子

和七年大災難所發生的事情。 

 

例如：以諾看見「啟示錄時代」，主耶穌在七年大災難之後，與千萬聖者一同回來作出審判的景象。 

 

《猶大書》第 14至 15節亦引用了這內容： 

「亞當的七世孫以諾，曾預言這些人說：看哪，主帶著他的千萬聖者降臨，要在眾人身上行審判，

證實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證實不敬虔之罪人所說頂撞他的剛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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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諾書》中亦有大量的篇幅，形容洪水前的世界，是被墮落天使和人類女子苟合所生的「上古

英武有名的人」即 Rephaim所統治的，人類的血脈已被這些 Rephaim差不多完全污染。 

 

所以，神將預言給了以諾，說明神會用大洪水毁滅全世界，因此，以諾把他的兒子改名為「瑪土撒

拉」，意思就是：當他死的時候洪水就來了，果然在瑪土撒拉離世那一年，大洪水就毀滅了全地，只

剩下挪亞一家八口。 

 

在《以諾書》的第十章中就記載了這些「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在大洪水之中死了之後，神將牠們捆

綁在眾山之下的無底坑。 

 

以諾書 10章 6至 9節： 

6、主對大天使拉斐爾說：綁定阿薩素（即是 Rephaim）的手和腳；將他趕進黑暗；把他扔進丹諾沙

漠之深處。 

（6. Again the Lord said to Raphael, Bind Azazyel hand and foot ; cast him into darkness ; and opening the 

desert which is in Dudael, cast him in there.） 

 

7、把粗糙和鋸齒狀的岩石，放在他的身上，掩蓋他。 

（7. Throw upon him hurled and pointed stones covering him with darkness.） 

 

8、讓他永遠在黑暗之中住著，掩蓋他的臉，令他不能看到光線（即無底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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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re shall he remain forever ; cover his face that he may not see the light.） 

 

9、在大審判的日子裡，他將被丟進火裡（即是地獄）。  

（9. And in the great day of judgment let him be cast into the fire.） 

 

而在《以諾書》第十五章再提到這些巨人會再次被釋放出來，不斷殘殺在七年大災難中的人類。 

 

9. 巨人的靈魂像密雲一樣壓迫、敗壞、降臨、爭奪和重創大地。 

9. The spirits of the giants shall be like clouds, which shall oppress, corrupt, fall, contend, and bruise upon 

earth.  

 

10. 牠們使大地悲慟。牠們不吃也不喝；終日被隱藏，不得與人子為敵，也不得與婦人為仇；因直

到殺戮毀滅之日，牠們才得釋放。 

10. They shall cause lamentation. No food shall they eat ; and they shall be thirsty ; they shall be concealed, 

and shall not rise up against the sons of men, and against women; for they come forth during the days of 

slaughter and destruction.  

 

第二章：總結感言 

大家都會發現，眾多神話中，部分其實是千真萬確的歷史，而部分卻是未來的預測，甚至是預知未

來的預言。大家更能從多方面理解，並認知一個事實；值得一提，這更牽涉共濟會（Freemason）為

何強調高級幾何、望遠鏡和天文的原因。 

 

這些神話究竟如何讓他們知道事件在何處發生？雖然他們能知道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然而，倘若

要知道事件的發生時間，決不是隨便於地球選一個地方，就能看到某一天象的。例如與處女座相關

的神話，則必須站在處女座的對應的位置，以看該神話中所提到的星象轉變，這才可以計算出時間。 

 

亦如我們所說的日食、月食，不是全球任一地方也可看到或看到相同景象。日食和月食卻已是離地

球稍近的地方發生，那麼更何況天上遠處的星呢？事實上，一個人站在北極和南極所看到的絕對是

天壤之別，有些景象於北極能看到，而於南極則可能待一千年也看不到。 

 

影片：在地球上不同的緯度和季節都有不同的星像 

從人類有歷史以來，世上的君王和精英，都會以石頭為建築材料，建造大型的殿宇、神廟、金字塔、

皇宮、墓穴或石柱群，而絕大部分這些宏偉、巨大，並能夠屹立數以百年，甚至千年的建築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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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班認知真知識的石匠所建造，這些石匠就成為了後來的共濟會（Freemason）。 

 

他們都知道把建築物所在地對應的天上星座，並刻劃在這些建築物之上，或是用建築物的外形或排

列，來記載有關的星座，甚至星圖的位置。 

 

就好像埃及的 Giza大金字塔的排列，正對應天上的獵戶座腰帶， 

 

埃及尼羅河左邊的五十座金字塔，正對應天上銀河左邊最光的五十顆星，中間的太陽神殿，就是指

著伯利恆之星。 

    

例如美國的東部是對應天上的處女座，所以共濟會以有關處女座及伊西斯等女神的名字，來名命美

國東部的地方，包括維珍尼亞州、馬利蘭州、密西西比河；例如華盛頓特區，又名為「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就是一個女神的名字；又例如美國紐約的自由神像，都是指到這個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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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共濟會的精英不單知道星座對應地點這個秘密，亦知道所對應的時間，在指定的日子和指定

的地點， 

 

可以看見指定的星象，因為這個星象，就是代表神話中的預言會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例如天主教的

梵蒂岡， 

    

所建造的聖彼得大教堂，和廣場上的方尖碑及大天使城堡，每年的聖誕節下午六時正，當教宗站在

聖彼得大教堂，面向廣場上的會眾時，他就會看見獵戶座和七姊妹星所指著的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正在以一顆星的形狀照在所建造的大天使城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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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華盛頓在每年的國慶日，即 7 月 4日晚上，由方尖碑左邊的人工湖望向方尖碑和國會山

莊，就會看見方尖碑正正指著伯利恆之星的位置。但是，為何只會在指定地點和時間，才可以看見

指定的星象呢？ 

 

因為地球是一個球體，當人在不同的緯度上，就會以不同的角度看到天上的星宿。另外，因著地平

線的關係，在北方的位置永遠不可能看見在南方的星，相反亦然。 

    

亦由於地球自轉是有一個 23.5度的傾角，所以，有些星象只在指定的季節看見，其餘的季節就會被

地球本身阻擋而不能看見。例如在同一個地方的冬季晚上，我們可以看見南方的星比夏季多，相反，

在夏季的晚上，可以看見北方的星較冬季為多。 

 

所以，歷代的王族和精英，都會用天上星象來記載關於他們所在地方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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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用一些特別的建築物，例如方尖碑、圓頂建築或金字塔，加上特別的節日，例如聖誕節或國慶日，

就可以在指定的時間、日期和角度，觀看到有關當地預言的星象，使之永遠不會失傳。但是，與此

同時，人民亦不會知道他們所刻意隱藏的真知識。 

 

這就是共濟會（Freemason）於全球建立眾多建築物的原因，這使他們能觀看到眾多的星象。那特定

星象於某一位置何時出現，而其他地方卻是觀測不了，其他地方可能永遠都看不到那特定星象，或

者是第二年或別的時間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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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你便能明白，例如：DNA 的變化、晶片（Chips）的變化、集成電路（IC）的演進等。我亦

曾經提及，於人類歷史中，自 1947年羅茲威爾事件後，所有生物工程和科技便完全改變了，原因是

於羅茲威爾事件中，我們知道這與 UFO 有關，UFO 於歷代歷世以來亦不斷拐帶人類和殺死牛隻用

以研究 DNA。 

    

你可有留意一件事，當撒但污染我們的身體。當我們於神的天秤上，就如活於一個不公平的人生，

亦如他們用了作弊（Cheat）的方法，玩一套嚴肅的遊戲。 



20131222   www.ziondaily.com 
 

 
 40 

    

那麼，管理整個遊戲的總負責人便會把這些人的資格取消，這些人亦不能得到真正的獎勵。 

 

這亦如在學校中，一位學生於考試中作弊，校長便不會讓他獲得正常的分數，因為他打破了平衡、

公平。 

 

如此，你便能理解關於 Dome of the Rock的問題。「Dome of the Rock 」是對比美國西岸的十一個州

份，而這十一個州份，如所對應的星座所指的，就是一個要求公平的天秤座。 

    

在 1947年，當這個影響我們人類的 DNA（基因）的科技、納米技術、光纖技術和 IC技術（積體電

路）的飛碟墜落於羅茲威爾後，大家又是否知道，在當天那時、那地、那刻的天象是如何？那天的

天象告訴我們，人類的 DNA將要被干擾。 

 

影片：「羅茲威爾事件」和獸印 

在 2013年 12月 22日「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的感言裡，日華牧師分享到，在 1947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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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外星人飛碟墜落在美國羅茲威爾的著名「羅茲威爾事件」，這些所謂外星人其實是《聖經》

中所講的 Rephaim，即《創世記‧第六章》所記載，是天使和人類所生的巨人。 

 

「羅茲威爾事件」其實是撒但在末後日子一個非常重要的陰謀，正因這隻飛碟的墜落，令美國突然

得到撒但所擁有的高科技知識，於是，美國科技能突飛猛進，促使《啟示錄》所說的敵基督，能在

七年大災難期間使用 666的獸印，掌權控制全人類。 

 

當時的美國正在和前蘇聯進行「軍事競賽」，因怕被敵人在科技上超越，美國一定會用盡方法使用所

謂的外星人科技。這次事件後，令美國得到現在各種先進的文明科技，例如晶片、電腦、基因工程、

納米科技、其他各種的數位技術等， 

 

都是由「羅茲威爾事件」飛碟的墜落後所發生的。 

 

人類藉著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式，令他們能夠產生《聖經》所講，敵基督用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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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科技，亦令到獸印 666的晶片出現，使到人類的基因 DNA，因著生物基因納米工程而被改變

和污染，永遠失去得著救恩的資格。 

 

但是共濟會的成員早已知道當日所發生的事件是和 11的秘密、處女座所代表的美國和埃及的神話女

神伊西斯（Isis）所代表的「眾生之母」有關。因為美國新墨西哥州的羅茲威爾的座標，就是在北緯

33.33度和西經 104度，而 33.33就共濟會最重要的神秘數字，而 104當除以 π（pi），就是等如 33.33。 

 

根據洪水前所留下來的歷史書《以諾書》所記載，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 Rephaim 的地點，就在位

於北緯 33.33度和東經 33.33度（巴黎子午線）的「黑門山」。 

 

另外，火星上墮落天使的廢棄城市 Cydonia，就是「西頓」，地球上同樣是名為「西頓」的城市，亦

是位於北緯 33.33度。 

 

美國每年的國慶日就是 7月 4 日，7 + 4 = 11，亦即是「羅茲威爾事件」發生的當日，即 19「47」年

的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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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每年的 7月 4日早上的 7時 7分，站在羅茲威爾的土地上，您就會看到天上最亮的星「天狼

星」從地平線出現， 

 

這一天，在太陽背後的星座，就是「雙子座」，太陽亦剛好升在雙子座中間。將「天狼星」和太陽連

成一直線的話，就會和地平線形成一個 19.47度的角度。 

 

在埃及神話中，代表「眾生之母」的伊西斯，就是以「天狼星」為代表。「雙子座」就是代表「11」

的秘密，亦是代表人類的基因 DNA。 

 

19.47 度不單只在數字上和「羅茲威爾事件」發生年份 1947 年相同，當你把一個金字塔放在地球上

的時候，底部四點所觸及的地點都是 19.47 度，美國華盛頓有一個自由女神像的國會山莊，亦是代

表眾生之母伊西斯的「大圓頂」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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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 V形的街道亦是 19.47度。國會山莊頂上的自由女神像，高度亦是 19.5呎，和 19.47差不多一

樣。 

 

明顯地，「羅茲威爾事件」並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是經過撒但和墮落天使的精心設計，目的是欺騙共

濟會的人類精英，誤信撒但和外星人才是創造人類的神， 

 

甚至使共濟會擁有可改變和污染人類基因 DNA的技術，令人類進到《啟示錄》所講的 666晶片世代。 

 

這又證明，天上的天象能預知將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只是如我所說，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是看不見當

時的天象。我們現今卻可以藉著 Google Earth，看到當年那天太陽升起時所出現的天象，這天象是要

告知我們，人類的 DNA（基因）將要被打破平衡了。 

 

為甚麼呢？ 

第一，當中是與美國西岸十一個州份有關，十一個州份代表「十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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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Dome of the Rock 」是有關人類的生孕。並且這是代表了天秤座，喻表公平。 

但當這個公平一旦被打破後，人類因為接受試探，而污染了這殿，就是我們的身體，按著舊約《以

西結書》所言，人的殿因著情慾、貪婪而崇拜偶像，信奉墮落天使的時候，這殿便會被污染，神的

榮耀便會離開。 

 

影片：美國和天秤座的關係 

在 2013年 12月 22日的「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在感言部分分享到， 

 

聖殿山的「Dome of the Rock」所喻表的土地，就是美國西岸的十一個州份。 

    

因為這十一個州份，無論在外形和每個地形的細節，皆與「Dome of the Rock」的外形完全一樣。共

濟會就是因為尋找到這片「Dome of the Rock」所代表的土地，而建立了美國。 

    

若以美國西岸對應天上黃道十二宮，就會發現這片土地是對應天秤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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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座代表神給予人類一個「公平」競賽的平台。但人類將會因為接受所謂外星人，即是墮落天使

與人類苟合所生的後裔 Rephaim的科技， 

 

而完全改變基因；結果，將「666獸印」晶片殖入體內的人，將會永遠失去救恩。 

 

另外，發生在 1947年 7月 4日美國國慶日，關於外星人飛碟墜落的「羅茲威爾事件」，事件發生的

地方「羅茲威爾」所對應的天上黃道十二宮，介乎於處女座和天秤座之間。處女座是代表美國將會

成為埃及神話裡的伊西斯（Isis）所喻表的「眾生之母」。 

 

今天，本來在聖殿山上的「Dome of the Rock」，已經被收藏於一座圓頂的建築物內，因為 Dome就

是「圓頂」的意思。 

 

自古以來，Dome也代表著女性的子宮，由於「Dome of the Rock」喻表了美國西岸，所以這亦都喻

表了美國終有一天會成為「眾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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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眾生之母」，其實是藉著「羅茲威爾事件」，得到來自撒但的科技，再加上基

因工程技術，而能夠創造出各種半人半天使、半人半動物、半人半植物，甚至是半人半機械和電腦

的生物。 

 

由於這些生物並沒有從神而來的靈魂，所以，會被從無底坑上來的邪靈依附和控制。 

 

事實上，神創造存藏於每一個人基因裡的功能都是一樣。 

    

天秤座代表神給予人類的「公平」競賽平台，這個規則是不可以打破的。當初人類的始祖亞當被撒

但引誘偷吃「禁果」後，令他得到撒但和墮落天使的知識，亦得到超越了神給他度過一生的機能，

所以，亞當是「犯了規」，亦使他失去了神給他的榮耀和獎賞。 

 

在神話中，海格力斯的第「11」個使命，就是取得「金蘋果」，名字是 Cydonia，而 Cydonia 亦是墮

落天使在火星所居住地方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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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末後的日子，人類將會藉著基因工程，再一次偷吃這個「禁果」，得到超乎神給予人類的機能。

同樣，也是藉著基因工程「犯了規」，讓人類得到看來似乎更大的能力，並且能夠減少經歷肉身上的

苦難，其實卻是以神創造予人類最重要的獎賞「永生」作為代價！ 

 

所以，感謝神，我們擁有真知識，但我相信，會有很多基督徒將來不能夠抵受這試探。當你聽完這

信息，便知道，這並非轉換手機那麼簡單，而是更換了雙眼；並非更換代步的座駕，而是更換自己

的生命。那時，你可能不單有八十歲的壽命，而是有八千歲壽命。 

 

如我所說，這樣的對換，有些人會覺得這會使他們有更輕鬆、更幸福的一生。但對於設計生命壽數、

整個人生的這位神來說，這樣不公平的對換是神不會受予。祂從來沒有給予我們這樣的人生，因為，

神的計劃，是希望我們的人生彷似聖殿一般，懂得聖潔自守，並在過程當中事奉神！ 

 

最後，我希望每人也和三個人說：「我會一生聖潔，自守去事奉神！」 

 

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起鼓掌歡呼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