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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 月 11 日分享 

第一章：「2012」這數字於《聖經》所隱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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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外篇。  

 

現時，距離 911 事件，已經 13 年。  

Freemason 沉迷 13 這數字，所以在美國建國時，最初也建立了十三個州份。  

他們更將「13」這個數字刻意放進紙幣上的鷹、箭、葉、羽毛之中。 

 

 

 

今年，就是 911 事件 13 年後，伊波拉病毒突然以君臨天下之勢出現，  

似乎顯示由 911 事件到現在，這是一個經時 13 年的計劃，  

他們希望於今年，以伊波拉病毒廢掉美金，並且，ISIS 的出現，亦是計劃一部分。  

 

 

 

因 911 這次偽旗行動，撞擊世貿大廈，主要是引發金融上的危機。 

今年，世貿大廈正式改名為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  

這棟大廈正好座落於代表俄賽里斯（Osiris）和伊西斯（Isis）的建築物中間， 

標誌著荷魯斯（Horus）的出生。  

伊斯蘭國（ISIS）就會是誕生荷魯斯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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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答部分： 

問題一：現在「2012 信息」的認受性這麼高，我們的身分在將來應如何再發展，並會有甚麼走向呢？  

 

答：過去多年，神用不同的方式去印證我們的身分，目的就是要帶領我們應該要走的方向。  

例如神說我們是約瑟民眾，這讓我們知道，當我們被人屈枉的時候，我們應怎樣自處。  

此外，神亦說我們的教會將會好像所羅門般擁有神所賜予的智慧。  

因此，神以舊約中的聖人的生平來成為我的指向和方向。  

 

過去這套信息，當中無論形態、方式及走向都是神多年來一直印證，  

我們現時的主日模式更是舉世無雙，沒有其他教會可以做到。 

主日信息內容除主要分享外，並附有詳盡的精華短片（VO），  

不要說是教會，即使電視台也做不到，更何況全都是免費。 

 

我們能演變成這樣的形態，是按著神給我們一步步的帶領和走向，讓我們知道神所給予我們的身分，  

就是除了約瑟外，我們同時亦應驗《聖經》中很多復興會出現的現象。 

例如：君王來就你的光；《瑪拉基書》所說，當以利亞出現時，會使父母的心回轉、兒女的心回轉。  

而當這種兩極化出現時，若要帶起復興的話，真的要有以利亞的方式， 

使父母和兒女的心回轉，才能把這種兩極化解決，並使他們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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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聖靈不會在一個充滿鬥爭分歧的教會中行事，但可惜教會現時亦處於兩極化。 

以利亞作為先知，他的身分和事奉卻是分成兩個階段的， 

同樣，末後日子的以利亞，他的身分和事奉也是分成兩個階段。  

神使用以利亞，是因為以利亞會被提， 

他會成為一個典範，讓我們知道他被神用到一個階段便會被提。  

 

 

 

同樣，約瑟的身分和事奉也是分開兩部分，  

當我們完成了我們的工作，便會被提到王座旁邊，成為神的宰相， 

而留下來另一部分的約瑟，則在這世界上繼續執行他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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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我們按著現在擔任的角色的話，神會清楚讓我們慢慢地知道被提的時間， 

還有被提前要完成的使命和工作，  

接著，我們便會被提，餘下的工作便會給以利沙，  

所以，約瑟的工作同樣會分為被提前和被提後兩部分。  

 

藉著這套來自神的 2012 信息，清楚釐定了我們的身分。  

雖然，我們不知道主回來的「那日子那時辰」，  

但我們是會知道主回來的季節。 

因此於被提前，我們就會知道要完成些甚麼，  

這正如以利亞亦知道自己被提的時間，以及他要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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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時代，「2012 信息」就是 Rhema，我們就是這套信息的信差。  

其實在每個時代，Rhema 及 Logos 也是神的話，擁有相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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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時代，主耶穌就是 Rhema。  

但法利賽人用 Logos 來貶低主耶穌，將祂釘死，這是極大的錯誤。  

當主耶穌死後，祂的事蹟就成為了四福音等的 Logos。  

 

所以，每一個時代，Rhema 和 Logos 都是同等的。  

「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就是以《聖經》去研究這時代的 Rhema。  

而神亦用很多方式去印證這套信息是一日也沒有偏差。  

在歷史上，除了摩西之外，未有出現過如此龐大、一天也沒有偏差的神的帶領，  

主耶穌即使按著節期行神蹟，但祂只是一個人，不是群體。  

 

而摩西在世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是被神指定的帶領，是事後人們才發現。  

但神卻讓我們知道「2012 信息」是祂的帶領， 

因此，我們一定要重溫整套信息，肯定當中是 Rhema。  

雖然，有些部分還未有應驗，但是我們也要看為美麗的誤會。  

因為保羅亦以為主耶穌會於他有生之年回來。  

 

雖然，主耶穌並沒有在保羅的時期回來，但保羅憑著信心所寫的書卷， 

卻變成了後來《聖經》的一部分，成了 Logos。 

因此，我們亦要同樣以信心對待「2012 信息」，  

就好像相信主耶穌的鞭傷，讓我們得著醫治一樣。  

當我們願意以信心去回應 Logos 及 Rhema 時，神才會賜下權柄和能力。  

 

就如當日神帶領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現時，Planet X 將要再一次臨近，如摩西的「十災」再次出現，  

而神同樣地以這套信息帶領我們，不單帶來復興，亦帶來我們被提的應許。  

因此，當中所有嶄新的教導，包括 Planet X 與「十災」的關係、Kolbrin Bible、「拉線」、 

「48 小時審判」等等都是來自神的。  

 

所以，我們重溫的時候亦要以信心回應，肯定這信息是神的心意。  

相反，如果我們帶著懷疑的話，神的話亦會審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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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世界不懂得回應這信息的話，他們也會得到咒詛。  

正如歷代歷世當中，不聽先知預言的話，只會得到咒詛。  

亦如主耶穌時代，不聽 Rhema 的文士、法利賽人，他們亦已被神審判了。  

甚至主耶穌吩咐門徒，那城若不聽 Rhema 的話，就跥下腳上的塵土，  

因為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蛾摩拉所受的也不如那個城所受的那麼恐怖。  

 

正如主耶穌亦是從小到大，慢慢地經過一個程序，  

肯定祂所分享的是來自神，亦慢慢地肯定自己的身分。  

同樣，這幾年間，我們亦藉著這套信息，肯定了自己的身分。  

並且，藉著我們的回應程度，我們將會擁有與主耶穌一樣的權柄和能力。  

 

 

 

在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指，他能夠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骨幹和整個框架， 

國際間政治的走勢和方向，包括烏克蘭推翻政府所作的步驟，美國對俄羅斯作出的抵制和制裁，  

並且，美國亦將會以同樣手段對付中國。  

因整個局勢是重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所發生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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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時德國希特拉發動戰爭，其原因和現在的俄羅斯一樣，同樣面臨經濟破產，  

引致德國需要併吞一塊充滿資源的土地去解決債務問題。  

同樣，當時的莫斯科，亦希望得到這一塊土地，使她的經濟不會出現崩潰。  

於是，這塊土地成了兩國的磨心，這塊土地就是現在的烏克蘭。  

 

 

 

同樣，現時，烏克蘭再次成為磨心，  

並且，美國先將烏克蘭變成廢墟，破壞了她的經濟，  

使大家再不用霸佔這塊土地，然後美國以其他方法使俄羅斯破產。  

因此，俄羅斯面臨當年希特拉的困局，只打仗才能夠解決問題，免得自己亡國或爆發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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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半年前，「馬航」在烏克蘭失蹤事件開始，  

美國在中東和歐洲已經部署好，迫使俄羅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攻打以色列。  

此外，於亞洲方面，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  

Freemason 培育日本成為亞洲區的打手，  

藉著佔中運動，使香港成為磨心，給予日本侵略中國的藉口。  

 

 

 

此外，若然日本要打中國，最好的時機，就一定是在富士山大爆發之前， 

或是富士山大爆發後的短時間裡出擊。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正是因為這緣故而攻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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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國與國之間的問題，自古以來都是在求「土地」，這是千古不變的。  

因此，若然土地依然是國家問題的話，他們仍然會因為土地而戰爭。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複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  

《聖經》將智慧給予我們，告訴我們這個局勢怎樣形成，  

因此，我們更加要成為吹號者。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號外篇。  

 

第一章：2012 這數字於《聖經》所隱藏的奧秘 

在這裡值得一提：很多人也說很喜歡我從前的釋經信息， 

當我拿起《聖經》解說時，人們也會覺得精彩， 

就是我能看見很多人看不見的地方。 

這是因我本身有一套研究《聖經》的系統， 

並且，我絕對相信《聖經》是來自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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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和分享《聖經》直到現在已經 30 年了， 

在這 30 年裡，《聖經》的無誤，是可以從多方面的契合看出來的。 

《聖經》中有 66 卷書卷，是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背景寫成， 

但卻猶如一個人寫成一般。 

 

最震驚的是，《聖經》能組成「聖經密碼」， 

只要找任何一個字來貫通整本《聖經》時，便可以看到各樣的演變。 

還有「漸進式的釋經」，每一樣都是有的。 

 

在這麼多年裡，當我研究《聖經》時， 

我從來沒有遇見有一個字，能解開「聖經密碼」那麼多的。 

我遇過很多的字，也遇過很多數字。 

在釋經的時候，我曾只取一個字來解說， 

例如「神」這個字、「主耶穌基督的名字」、信心、聖靈等。 

我們也以很多的數字去解釋。 

 

   

 

但我從未曾試過的是，有一次在 2009 年時，那時候是我的生日， 

我嘗試以「2012」這數字解釋《聖經》時， 

發現原來全本《聖經》竟蘊藏著眾多的秘密，仿似「聖經密碼」一般。 

 

 

 

原來，當你用某一個方法時，便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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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會以某一種的方法留下許多隠藏的秘密， 

需要你懂得用某一種鎖匙才能打開。 

當我以「2012」去拆解的時候，就發現我過去一直採用的釋經方法， 

還有從文化歷史去理解《聖經》， 

當中每一個方向、每一個方針，都讓我拆解出一個個寶藏，實在非常驚人！ 

 

例如現在你所聽的整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當現時對此作一總括，就知道它是從「2012」拆解出來的。 

因為當我用「2012」拆解時， 

第一樣會發現到，於《聖經》中常常提到「Ages」和「Dispensation」這兩個字。 

其實這兩個是專門用來形容近年常常提到的「水瓶座紀元」或是「處女座紀元」的字眼， 

是用來形容「紀元」的。 

「Dispensation」 並不是形容一百年， 

而是形容在黃道十二宮中，我們所提及「歲差運動」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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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聖經》中以「日期（Dispensation）」形容歲差運動所產生的不同星座時代 

在 2015 年 1 月 11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 

《聖經》中「日期」這個字，有部分的原文是「Dispensation」，意思是「不同的時期」。 

 

以弗所書 1 章 10 節：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That in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fulness of times he might gather together in one all things in Christ, both 

which are in heaven, and which are on earth; even in him.”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4 

日華牧師指出，自古以來，「Dispensation」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天文學的「歲差運動」。 

 

 

 

早於 2010 年 11 月 7 日所開始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之「星際啟示錄」第一篇信息中， 

日華牧師已經解釋，各個古文明都以一年之中的四個節令，即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以日出時位於太陽後的星座，作為當時期的代表性星座。 

甚至《聖經》的作者也是以同樣的方式，喻表不同時期裡，具代表性的國家和歷史。 

那麼，「歲差運動」是甚麼呢？ 

 

讓我們重溫以下影片： 

 

2012 榮耀盼望 Vol.47 歲差運動： 

其實，什麼是黃道十二宮？ 

因著地球環繞太陽公轉時，每一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所對比背後星空的位置都不相同， 

人在地球上的角度來看，就好像太陽是環繞著地球在走動，這條道路就稱為黃道。 

而十二宮就是將一條 360 度的道路分為每 30 度一段，共 12 段，每一段就是一個宮。 

 

何謂歲差運動？ 

就是每一天當太陽從地平線升起時，隨著太陽一同升起， 

在太陽背後的星座每年同一日的位置會不斷移動，會每約 72 年向右移動 1 度， 

而完成 360 度的移動就需要約 24,000-26,000 年， 

所以，每約 2 千年就會從一個星座轉到另一個星座。 

例如，由約主前 150 年至到 2012 年，每年春分之日，太陽都是由雙魚座這個宮的範圍升起， 

但由於這個位置是不斷移動，直到 2012 年的春分之日，太陽就會由水瓶座升起。 

 

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每年同一天太陽升起的位置都會每約 72 年移動 1 度呢？ 

其實是因為地球環繞太陽公轉，同時地球本身也會自轉，自轉就形成日出日落的現象。 

但公轉和自轉並不是形成一個直角，而是向一邊傾斜約 23.5 度， 

就好像一個陀螺旋轉時不停擺動。而這個傾斜就是導致四季出現的原因。 

 

例如一年當中，北極最近太陽之日就是夏至；相反北極最遠太陽之日就是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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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夏至和冬至之間地球的位置就是春分和秋分。 

但這個傾斜的方向是以每 72 年轉變一度， 

就導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出現位置隨著這轉變而不斷變動， 

也導致在每年的同一日太陽升起的位置都會不斷移動。 

隨之，亦導致就算是每年的同一日，太陽背後升起的星座位置都會不斷移動。 

這就稱為歲差運動（Precession）。 

 

例如在現今的春分，太陽是在雙魚座和水瓶座之間升起的， 

 

 

 

但在二千多年前的春分，即主耶穌的時代，太陽是在白羊座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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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千多年前的春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代，太陽是在金牛座升起的； 

 

 

 

在六千多年前創世記時代的春分，太陽則是在雙子座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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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以羔羊形容主耶穌和他的門徒，因為他們就是處於白羊座時代。 

而以色列人在埃及時，埃及人是以金牛作他們的神， 

令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亦被影響而鑄造金牛贖，因為他們就是處於金牛座時代。 

 

 

 

另外，創世記亦記載亞當的兩個兒子該隱和亞伯兄弟的故事，而他們正是處於雙子座的時代。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8 

 

 

所以，大家可從以上例子看見，《聖經》所記載發生的事件，是以 Dispensation 的方式來計算的。 

 

所以，當研究「2012」的時候，就發現 2012 年是進入水瓶座的世代。 

 

 

 

當用「2012」研究時，就發現不單是歷史應驗，還存在著神的掌管， 

「拉線」的教導就是這樣出來的。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9 

 

 

我們能夠查找出「拉線」的教導，是因為當拉線到現時美金紙幣上所指的金字塔， 

就是 Giza 的位置，其距離就是 2012，如此才會有一連串的信息分享出來。 

 

 

 

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我們分享到 48 小時審判、拉線、天上的星宿、 

黃道十二宮、「Wisdom of the Ages」， 

還有將天上星座對比《啟示錄》中描述的圖片， 

全部都是用「2012」這線索展開來的新題目， 

並且，我發現不能不分享出來，我是以一向用於研究《聖經》的方法研究這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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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當我以相同的方法，從《聖經》中去研究「葡萄」， 

那麼《聖經》中已經有眾多關於葡萄的對比， 

而進一步就一定要釋解主耶穌所說的葡萄樹， 

以及主耶穌基督說自己是真葡萄樹等真理。 

還一定要解釋《以賽亞書》中說到，神看以色列為一棵葡萄樹， 

這一切都是不可忽略的，因這全都是在《聖經》中如此記載並對比， 

因為你取這個字，就一定需於《聖經》中找回寶藏。 

 

但當我取得「2012」，我就於《聖經》中找到很多寶藏，並且解通了《啟示錄》， 

還有《聖經》所說拉線的秘密，以及解通了《聖經》所說的「Dispensation」， 

很多次，門徒向主耶穌提問，就是用到「Dispensation」這個字。 

當研究至此，我又豈可以不去解釋呢？ 

 

過去，只不過是沒人能解通， 

偶爾有人解通的話，就遭到逼迫，這簡直就是瘋狂！ 

那些逼迫人的被神審判也不過是疚由自取。 

 

我們分享到現在，「2012 榮耀盼望」是隱藏於「2012」這號碼裡面的一套信息， 

只不過，當我分享這套信息時，當中每一點都要花時間去解釋， 

所以，你會發覺如此眾多對比，如「星際啟示錄」都是因為「2012」這秘密才會解通的。 

 

影片：《聖經》就是神的話語，也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最具超然性的典籍 

《聖經》是一本由神啟示人類寫成的書籍，是世上唯一一本完全沒有任何錯誤的經典， 

因為《聖經》並不是由人類的思維寫成，而是單單來自神的默示。 

 

提摩太後書 3 章 16 至 17 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聖經》是一本由 66 卷書所組成的著作， 

當中涉及約 40 位不同的作者，經過 1,600 年的時間累積寫成。 

當中大部分的書卷都是由一個神所揀選的民族 ── 希伯來人，即以色列人所寫成， 

內裡包括有寫《舊約聖經》的摩西、約書亞、撒母耳、大衛、所羅門、以賽亞、耶利米等等， 

而新約的作者則包括馬太、馬可、約翰、保羅和彼得等， 

但有一小部分是由非以色列人所寫成，例如《路加福音》和《約伯記》。 

 

雖然《聖經》經過了 1,600 年，約 40 位作者，由 3,600 年前摩西寫成的《創世記》， 

至到 2 千年前使徒約翰所寫的《啟示錄》，一共 66 卷書。 

但當你細心去閱讀《聖經》，不難發現《聖經》全本書，背後就好像是有一位真正的作者編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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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全本《聖經》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有一個共同的道德觀、有一個共同的用字標準， 

並且，不同的書卷之間完全沒有任何在資料、歷史和概念上的矛盾， 

甚至乎以現代科學來看，當人類科技越先進，越發現《聖經》記載的歷史和科學， 

比任何一個時代人類所知道的，都更準確地記載著事實。 

 

例如過去自有《聖經》以來，釋經家一直是以「以經解經」的方式， 

可以把《聖經》中的任何一段、任何一節，甚至任何一個字， 

可以跟另一段有相同意思的經文或相同的原文文字、互相解釋、互相補充。 

 

過去的 2,000 年來，所有研究《聖經》的人都會發現，《聖經》的不同經卷之間， 

雖然經過 1,600 年和由 40 多位作者完成， 

但之間所有的用字和意思，竟然完全沒有任何矛盾，以人類而言， 

這是絕對不可能完成的著作。 

 

這本在 2 千年前已經完成的《聖經》，竟然有著好像現今才有的電腦語言一樣， 

每一句、每一個字，都有指定而且不可能有錯的意思， 

好比電腦程式一樣，「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當中只要用錯一個字，就不能運作。 

《聖經》亦是一樣，總共 40 多位作者所寫的 66 卷書卷，連一個字都不會用錯， 

例如「神」、「愛」、「信心」、「盼望」、「恩典」、「救贖」、「基督」等等， 

每一個原文相同的字，就算在不同的經卷中出現，意思都是相同， 

這顯明了《聖經》的超然性，是由神所啟示的書。 

 

我們現舉一個證明《聖經》超然性的例子， 

就是把《聖經》對應歷史記載會完全百分之一百準確，甚至無需要其他的典籍助證。 

 

例如《舊約聖經‧約拿書》曾記載先知約拿到了一個位於中東的大城，名叫尼尼微， 

《約拿書》是在主前約 844 年所寫的， 

但一直以來，這都成為了歷史學家用來取笑《聖經》只是神話故事的把柄， 

因為原來從前除《聖經》以外，沒有任何歷史和書籍曾記載「尼尼微」這個城市， 

甚至尼尼微在《約拿書》之後的 200 年，亦已經因戰禍被毀，永遠消失在人類歷史之中。 

之後直到 1843 年，即《約拿書》完成後的 2,687 年， 

法國考古學家保羅‧埃米爾‧博塔才發現了一座皇宮的遺跡， 

後來被證實是《聖經》記載的尼尼微城遺址，這才證明《聖經》所記載的尼尼微是完全準確。 

 

此外，在 1947 年，在死海地區有牧童在山洞裡發現了震驚世界的《死海古卷》， 

這本古卷遠在主後大約 100 年的時候，就被藏在死海西北山洞內， 

它是在 1947 年才被發現的。 

古本是抄在羊皮上，距離今天大約有 2 千年以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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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以前世界上最古老的《舊約聖經》抄本，也不過是主後 900 至 1,000 年以前， 

名叫《馬素列古卷》（Masoretic）的抄本。 

 

 

 

但是，《聖經》最早的摩西五經是在 3,600 年以前寫的， 

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時，興起了一些神學批評家，再加上進化論的學說一同攻擊《聖經》。 

他們指責今天的《聖經》和 3,600 年以前的原著《聖經》，應該有著很大的差距， 

這證明《聖經》不可能是無誤，不可能是神的啟示。 

 

但由於《死海古卷》包括有整本 66 章，舊約巨著大先知書《以賽亞書》的全部原文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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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古學家的研究才發現，在主後 100 年的《以賽亞書》手抄本， 

和今日 1,900 多年後的《以賽亞書》差不多完全相同， 

這證明了神一直保存《聖經》原文的準確性， 

使人可以一直相信《聖經》是絕對正確。 

 

除了《死海古卷》之外，再舉一些例子： 

於 1979 年出土的 Ketef Hinnom《金屬古卷》，古卷已證實為主前 625 年的物品， 

這件在耶路撒冷南面墓穴中出土的《金屬古卷》，材料是銀，可能用作戴在手或額上。 

 

 

 

特別的地方，就是兩個卷上都刻著《舊約聖經‧民數記》6 章 24-25 節：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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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學術界因著《聖經》頭五卷「摩西五經」中的律法制度，其複雜性及獨一神觀， 

就覺得摩西只不過是虛構人物，認為摩西五經（包括《民數記》）， 

最早也只不過是主前四世紀的作品，而這個公元前七世紀《金屬古卷》的發現， 

比學者推測早 300 年，完全推翻了學者對《聖經》的偏見。 

 

此外，《聖經》是唯一一本書，能夠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言， 

亦是唯一一本書，能夠在後期的作品中，證實和見證前作中預言的應驗， 

而且，也是第一本書，預言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終結。 

 

世界上沒有一本宗教經典，敢預言將來必成的事情， 

因為他們恐怕預言如果不應驗，就會失去經典的價值，失去它的信用，羞辱了作者的名聲。 

但是，《聖經》的每四節中，就有一處帶著預言的性質，有一千多處是獨立的預言。 

預言的確實應驗，不但能證明《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可以證明真神確實存在， 

更能證明除了《聖經》以外，所有其他的書籍和各種宗教的經典，都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寫出來。 

 

那麼，有什麼預言應驗了，而證明《聖經》是神的話呢？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關於推羅（Tyre）的預言，神借先知以西結在 2,500 多年前預言說： 

 

以西結書 26 章 3-5 節：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推羅啊，我必與你爲敵，他們必破壞推羅的墻垣，拆毀它的城樓；我也要

刮淨塵土，使它成爲淨光的磐石。它必在海中作曬網的地方。」 

 

以西結書 26 章 12-14 節： 

「將你的石頭木頭塵土都拋在水中。你不得再被建造，因為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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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發出之後，接著巴比倫（Babylon）尼布甲尼撒王（Nebuchadnezzar）在主前 587 年就圍困推羅， 

經過 13 年的爭鬥才攻入推羅城， 

但是，因爲推羅國王預先把他的財寶搬運到一個面積大約有 140 畝，離城只有一里多路程的海島上， 

尼布甲尼撒王的軍隊進城之後，無法得到丁點東西，於是忿恨地把這城市完全拆毀。 

他雖毀滅了古城，城裡的遺跡卻仍舊存在，到這裡爲止，預言只應驗了「拆毀它的牆垣」這一部分。 

 

 

 

再過 240 年之後，希臘國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大帝， 

在主前 332 年以很快的速度向新推羅城進軍。 

亞歷山大大帝把老城的「木」、「土」、「石」拋在海裡，修好一條大約有 200 呎寬的大路直通島上， 

正因爲工程太大就把泥土刮淨，用來填滿這個隔岸一里多寬的海港。 

他從這條陸路進攻，這樣便應驗了第二部分的預言，石頭木頭都要被拋在海中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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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末了還有一段，「使它成爲淨光的磐石，作曬網的地方，不得再被建造」，這是未有應驗的預言。 

又經過了許多時間，有誰會知道這個地方的塵土被掘完之後，經過雨水的沖洗，不久就顯出石頭地，

後來海邊的打魚人竟然可以在那裡大曬魚網，一直到今天。 

完全應驗了先知所說「你不得再被建造」的預言。 

 

 

 

此外，《聖經》記載，當以色列南國在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王所滅，聖殿被毀， 

猶大國人民被擄到巴比倫，但是，先知以賽亞在南國猶大被巴比倫所滅之前的至少 100 至 140 年前， 

在《以賽亞書》44 章 26 節至 45 章 2 節裡面，已預言有一個名叫古列的人，必定會消滅巴比倫， 

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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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4 章 26 節至 45 章 2 節： 

「使我僕人的話語立定，我使者的謀算成就。論到耶路撒冷說：必有人居住；論到猶大的城邑說：

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場我也必興起。對深淵說：你乾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乾涸。論古列說：他

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悅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我─耶和華所膏的

古列；我攙扶他的右手，使列國降伏在他面前。我也要放鬆列王的腰帶，使城門在他面前敞開，不

得關閉。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嶇之地。我必打破銅門，砍斷鐵閂。」 

 

另外，先知耶利米亦在猶大國被毀滅之前，已預言說，這件事情必定在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掌管 70 年

之後應驗。 

 

耶利米書 25 章 11-12 節： 

「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駭。這些國民要服事巴比倫王七十年。七十年滿了以後，我必刑罰巴比

倫王和那國民，並迦勒底人之地，因他們的罪孽使那地永遠荒涼。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發出預言之後超過 100 年，果然有名叫古列的波斯王按照預言所說的時間， 

即主前 539 年去攻打巴比倫。 

波斯王古列設計切斷流進巴比倫城的河水，使它不往城裡流，以致城裡的河水乾涸。 

古列王趁夜率領軍兵從河道偷襲入城，殺死巴比倫王而得到了他的國。 

《聖經》記載古列得國之後，因知道《聖經》預言自己的名字和神所給他的使命， 

所以下命令重新建造聖城耶路撒冷。 

 

從以上例子可見，《聖經》是由一位掌控人類歷史和時間的神，把將會發生的歷史大事， 

按準確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的細緻過程，預先記載在《聖經》內， 

叫人無可推諉，只有《聖經》是神的話語。 

 

有關歷史的預言還包括但以理「七十個七的預言」，預言由但以理的時代一直到今天， 

歷世歷代世界級強國的興衰。 

 

另外，亦早在主耶穌出生前的上千年前，已預言救主耶穌基督的誕生、出生日期和地點， 

救主被釘死及復活的時間和地點，救主一生的過程和經歷， 

都一一準確記載在舊約不同的書卷之中，例如《詩篇》、《以賽亞書》和《彌迦書》等等的經卷之中。 

 

《聖經》的超然性，不單只在字面上所記載的歷史和預言，甚至是以密碼的方式， 

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大事，以矩陣（matrix）的方法來在《聖經》中隱藏極為重要的秘密，  

這種以矩陣隱藏的方式稱為「聖經密碼」。  

其實，以色列人對《聖經》及「聖經密碼」的研究已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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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早已經發現希伯來文的摩西五經，隱藏著每隔 50 個字母跳讀， 

就可以拼出「Torah」一詞，就是「摩西五經」的意思。 

 

 

 

遠在 13 世紀，一位猶太拉比曾對此作出研究，可是，他的著作在 1957 年才正式面世。  

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民族博物館中也藏著著名物理學家牛頓， 

早於 1696 年所留下有關「聖經密碼」的研究著作。 

 

到了 1980 年代，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數學家 Eliyahu Rips 和物理學家 Doron Witstum，  

將《舊約聖經》的所有文字串在一起，去除所有間隔，利用電腦以不同數目的字母列成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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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等矩離字母順序解碼」（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簡稱 ELS）。 

 

 

 

他們挑選《聖經》時代以來的 32 位知名人物作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他們的名字、出生與死亡日期，都以這種 ELS 的方式在《創世記》編在一起。 

經過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希伯來大學多名數學家驗證， 

證實「聖經密碼」為巧合的可能性只有二十五億分之一，甚至低至五萬兆分之一。  

於 1994 年 8 月，正式發表在 Statistical Science 雜誌上。  

 

「聖經密碼」排列方式，有如巨大縱橫的字謎，  

可向左、向右，或向上、向下，以等間距跳的方式拼出詞句。  

同時，在附近也有與之相關的訊息出現 ，而構成一件完整的事件。  

甚而，許多歷史大事， 在「聖經密碼」中都早已記載， 

 

 

例如希特拉屠殺猶太人、愛迪生發明電燈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美國總統甘迺迪被人行剌、 

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遭人暗殺身亡，都一一以密碼矩陣的方法記載在《聖經》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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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想想，如果要你寫一本像《聖經》可以隱藏這一種跳讀字母包含信息的書本， 

並且能夠預言將來世界大事和偉人傳記的書本，試問世上有沒有人可以做到呢？ 

「聖經密碼」證明《聖經》是世上獨一無二，唯一由神所寫的書卷，是絕對超然的經典！ 

 

另一個證明《聖經》是由一位超越時間和人類歷史的神所編寫的例子就是《以賽亞書》了。 

《以賽亞書》是大先知書中的一卷，可以說是先知書中最重要一卷。 

《新約聖經》引用《詩篇》的次數最多，其次是引用《以賽亞書》， 

因為《以賽亞書》有很多關於彌賽亞和福音的預言。 

所以，有人認為《以賽亞書》是《舊約聖經》的福音書。 

 

而更令人覺得奇妙的是，當對比全本新舊約全書， 

《以賽亞書》就像是一本濃縮版的《聖經》， 

但是《以賽亞書》寫成的時候，《聖經》只完成了一半左右。 

例如《以賽亞書》共 66 章，同樣《聖經》也是 66 卷； 

另外，《聖經》分為舊約和新約， 

而《以賽亞書》在傳統上也是分為上下兩半， 

舊約有 39 卷，《以賽亞書》上卷也是有 39 章； 

新約 27 卷，《以賽亞書》下卷也是有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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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細閱《以賽亞書》的每一章，不難發現其中的內容， 

正巧合地對應相同次序《聖經》書卷的主題內容，讓我們一同去看看一些例子！ 

譬如《以賽亞書》第一章提到神會審判犯罪的以色列人， 

並以《聖經》第一卷書《創世記》中所多瑪和蛾摩拉被神所毀滅的事件去警告他們。 

 

以賽亞書 1 章 9-10 節： 

「若不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你們這所多瑪的官

長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側耳聽我們 神的訓誨！」 

 

創世記 19 章 24-25 節： 

「當時，耶和華將硫磺與火從天上耶和華那裡降與所多瑪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並城裡所

有的居民，連地上生長的，都毀滅了。」 

 

另外，《以賽亞書》第二章提到耶和華使地大震動，人要躲避神的驚嚇和祂的榮光， 

情況就好像《聖經》第二卷書《出埃及記》所形容，神在西乃山顯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景象一樣。 

 

以賽亞書 2 章 19 節： 

「耶和華興起，使地大震動的時候，人就進入石洞，進入土穴，躲避耶和華的驚嚇和他威嚴的榮光。」 

 

出埃及記 19 章 16-18 節：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摩西率

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

燒窯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動。」 

 

又例如《以賽亞書》第九章正預言彌賽亞降生，成為一位坐大衛寶座的君王， 

而剛好喻表主耶穌的大衛，他的誕生並被膏立為王，就是發生在《聖經》第九卷書的《撒母耳記上》。 

 

以賽亞書 9 章 6-7 節：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

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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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撒母耳記上 16 章 13 節：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在他諸兄中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撒母耳起

身回拉瑪去了。」 

 

還有，《以賽亞書》的第十一章預言從大衛父親耶西的血脈，會誕生一位「和平之君」， 

擁有包括智慧和聰明的耶和華七靈，以正直公義審判貧窮和謙卑人， 

外邦人都會尋找他，並大有榮耀， 

對比《聖經》第十一卷書《列王記上》，正好是記載「和平之君」滿有智慧和憑公義審判， 

並引來外邦君王尋覓的所羅門王事蹟。 

 

以賽亞書 11 章 1-4 節：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

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

斷是非也不憑耳聞；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

嘴裡的氣殺戮惡人。」 

 

列王記上 3 章 10-13 節： 

「所羅門因為求這事，就蒙主喜悅。神對他說：『你既然求這事，不為自己求壽、求富，也不求滅絕

你仇敵的性命，單求智慧可以聽訟，我就應允你所求的，賜你聰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沒有像你的，

在你以後也沒有像你的。你所沒有求的，我也賜給你，就是富足、尊榮，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

沒有一個能比你的。』」 

 

而且，到了《以賽亞書》第四十章至四十三章，就由原本神的審判轉了題目， 

一開始即預言救主的出現，並神拯救和赦免的信息，剛好對比《聖經》第四十至四十三卷書， 

即新約的四福音，記載主耶穌出現在世人面前，成為神所揀選的僕人， 

並且是救贖主、是好牧人的事蹟。 

 

以賽亞書 40 章 9-11 節：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啊，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

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 神！主耶和華必像大能者臨到；他的膀臂必為他掌權。他的賞賜

在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

那乳養小羊的。」 

 

以賽亞書 41 章 14 節： 

「你這蟲雅各和你們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華說：我必幫助你。你的救贖主就是以色列的聖者。」 

 

以賽亞書 41 章 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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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對錫安說：看哪，我要將一位報好信息的賜給耶路撒冷。」 

 

以賽亞書 42 章 1-3 節：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

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

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以賽亞書 43 章 1 節： 

「雅各啊，創造你的耶和華，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

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而且，《以賽亞書》第四十章是對比《馬太福音》， 

而《以賽亞書》第四十章一開始就預言施洗約翰的事奉，完全呼應《馬太福音》的記載。 

 

以賽亞書 40 章 3-4 節：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 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

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 

 

馬太福音 3 章 1-3 節：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人就是先知

以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在新約《羅馬書》中，保羅曾引用舊約著名的經文，教導一班住在羅馬信主的外邦人。 

 

羅馬書 14 章 11 節： 

「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 

 

這一段就是出自《以賽亞書》45 章 23 節： 

 

以賽亞書 45 章 23 節： 

「我指著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話是憑公義，並不反回：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憑我起誓。」 

 

但是《羅馬書》就是《聖經》中的第四十五卷書，正好對應《以賽亞書》第四十五章。 

明顯地，最後《以賽亞書》第六十六章順理成章就是對比《聖經》第六十六卷書《啟示錄》， 

也同樣是形容到世界末日，聖殿的出現、神對世界的審判、將會在產難中出生， 

被提的嬰孩和之後所出現新天新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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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66 章 1 節： 

「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

呢？」 

 

以賽亞書 66 章 6 節： 

「有喧嘩的聲音出自城中！有聲音出於殿中！是耶和華向仇敵施行報應的聲音！」 

 

啟示錄 4 章 1-2 節：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

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以賽亞書 66 章 7 節： 

「錫安未曾劬勞就生產，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 

 

啟示錄 12 章 1-2 節：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他懷了孕，在生產的

艱難中疼痛呼叫。」 

 

以賽亞書 66 章 15-16 節： 

「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他的車輦像旋風，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火焰施行責罰；因為耶和華

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必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 

 

啟示錄 14 章 18 節： 

「又有一位天使從祭壇中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拿著快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出快鐮刀來，收

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萄熟透了！」 

 

以賽亞書 66 章 22 節： 

「耶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 

 

啟示錄 21 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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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日華牧師在 2013 年 7 月 21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時間的秘密」已分析到， 

神是超越時間空間以外的神，整個人類歷史都在祂面前。 

而神是在人類歷史完結後，才把《聖經》全部寫下來， 

再把一卷卷的《聖經》放在歷史之中，證明自己是一切的主宰。 

 

 

 

而《以賽亞書》亦印證神是如此寫下全本《聖經》的，因為《以賽亞書》寫成的時候， 

《聖經》只完成了一半左右，卻能夠按次序對應全本《聖經》的書卷。 

所以，《以賽亞書》證明《聖經》是由掌管人類歷史和時間的神所寫成的！ 

 

除此之外，另一個例子就是《聖經》中的數字，原來《聖經》的每一個數字都有一個指定的意思， 

甚至乎今天我們所用的《聖經》，當中的書卷和章節的編排，竟然都不謀而合地， 

和《聖經》中每一個數字的意思吻合， 

這證明了《聖經》是由一位神所寫，甚至書卷和章節的次序都是由神所編定的。 

 

例如《聖經》中的數字，「一」是指獨一的神。 

 

「二」是代表見證，或三一神中的第二位，就是主耶穌， 

所以《聖經》說主耶穌是來到世間為父神作見證， 

《聖經》的律法亦要至少兩個人才可以作見證人， 

而《啟示錄》中作見證的毛衣人亦是兩個。 

 

「三」是代表神的數目，因為神是「三一神」，包括父、子和聖靈。 

 

「四」是代表世界，因為世界有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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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代表神的恩典。 

 

「六」是代表人的數目，因為人是第六日被神創造，《啟示錄》亦是以「666」代表人類最終極的邪

惡，就是人以自己為神。 

 

「七」就是代表完全，因為「四」加「三」，即世界加上神，就是完全。 

 

 

 

「八」就是代表新的開始，因第八日就是神創世完結後的新開始，挪亞一家在洪水後開始一個新世

界。主耶穌亦是在七日後的頭一日復活，即第八日，而當你以希伯來和希臘文數字的代碼計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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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希臘文為 Iesous）的每一個字加起來，就是「888」 

 

I （10） + e （8） + s （200） + o （70） + u （400） + s （200） = 888 

 

 

 

 

此外，日華牧師曾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過「11」的秘密、「7」的秘密、「23」的秘密等等。 

明顯地，《聖經》是以一種人類不可能完成的精密程度， 

甚至每一個數字，每一個字的代碼總數，都有一個指定劃一的文字和數字意思的系統， 

證明唯有神是《聖經》的作者，人類不可能有這樣超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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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聖經》是神給人類的書信， 

她不單只是歷史上最暢銷的書籍，亦是最多人曾閱讀的書本， 

亦是最被人傳頌的經卷，翻譯為最多不同語言的著作， 

亦是最真實的歷史書，最準確的預言書， 

亦是結構最精密的電腦程式， 

亦是在歷史上受到最多人逼迫和試圖毀滅的經卷。 

 

但是，古往今來，卻仍是最屹立不倒的巨著。 

在歷史上，上億萬人的生命被《聖經》完全改變， 

上億萬人因相信當中的話，得著其上的應許， 

上億萬人願意為《聖經》付上生命至死的代價。 

所以人類歷史之中，只有《聖經》是最超然性神的話語！ 

 

而日華牧師由 2009 年開始，藉著先知 Bob Jones 所預言有關「2012」這一個信息， 

著手藉著「2012」，這一個字去研究《聖經》， 

發現這一個「2012」的數字，竟然能夠打開《啟示錄》的奧秘，貫穿全本《聖經》有關末後的預言， 

甚至打開歷世以來所有隱藏在《聖經》中的智慧，得知神末後時代的旨意！ 

 

但當中最瘋狂的就是「2012」這號碼未出現之先， 

無論是拉線、伯利恆之星、48 小時審判， 

這一切我們所分享的這些題目，共濟會都是自以為全懂的。 

但我們解釋「2012 榮耀盼望」信息時，已經作出對比， 

來讓你知道共濟會其實是知道甚麼。 

就是原來他們藉著去到聖殿，當時能夠霸佔著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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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知道拉線的秘密，故此他們很多的建築物都是以拉線建立的。 

 

   

 

我們曾經提到 Sandy Hook 這個陰謀，也能夠以拉線作為對比， 

可見，共濟會也是知道這些真知識的碎件。 

 

 

 

因為他們擁有這些文物和財富而尋找到這些古籍， 

甚至，他們取得了《瑪雅年曆》的秘密，然後將所有碎件私有化， 

他們以為自己所有事情都知道了，因他們從來不以《聖經》來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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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卻發現到，原來，用「2012」這個詞彙便能從《聖經》尋著所有知識。 

只是，當我在《聖經》中尋到，再將之分享出來的時候， 

不斷的向你們解釋，其實 Freemason 是以其他方法得知這些知識而已。 

對比我們，他們所擁有的卻不是整全的。 

他們從來不知道，用「2012」這個詞彙能在《聖經》中打開這麼多新題目， 

並且每個題目都是整全的。 

 

所以，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時， 

我利用「2012」解構一個又一個嶄新的題目， 

如「拉線」、「48 小時審判」、黃道十二宮中所隱藏《啟示錄》的秘密。 

並且，以詳盡的 dispensation，繪影繪聲、圖文並茂的詮釋了《啟示錄》， 

這些全都是從「2012」這詞彙中解開的大題目， 

事實上，我們都曾花很多時間與大家逐一的分享。 

 

這些題目到底是真是假？ 

是否只是像釋經家們紙上談兵？ 

當然不是，因我可以用歷史證明給大家知道，這些都是真的。 

我們可以伯利恆之星應對出事實，讓你知道這些全都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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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強調在這些歷史文物中，Freemason 是得知這些秘密的小部分。 

正因他們是以這些方法得知秘密，他們越來越遠離神，越來越驕傲。 

但我們以這個方法得知，我們就成了這個時代的 Rhema。 

 

因此，為什麼說「榮耀盼望」這套信息是這個時代的 Rhema？ 

因為你一定要用「2012」這個數字， 

才知道原來《聖經》以「2012」這詞隱藏了許多脈絡和大題目。 

我只是逐一將之分析出來而已，迄今我們還未分享完。 

 

所以，「2012」這數字亦解構了現實生活當中很多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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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瑪雅年曆》的秘密、《易經》、甚至是 Webbot 等秘密。 

但最瘋狂的是，「2012」這數字，不但讓我們知道神的各樣聲頻創造， 

原來，宇宙運行也是按「2012」鎖住了其中好些秘密。 

所以，我們以「2012 年 12 月 21 日」找到這麼多資訊的原因， 

也是因為「2012」這個數字。 

 

神既將之記載在《聖經》，也解釋了很多方向， 

告訴我們祂一早預知、預定了一切。 

就像「2」這個數字，一定會找到見證、雙子、一正一邪、相爭等字眼。 

 

《聖經》隱藏了許多大題目在裡面，而我過去亦嘗試跟大家分享。 

如果把「榮耀盼望」的信息，對比過往的信息，其實並沒有分別。 

我也是用同一個方向，只是尋著了不同的題目。 

所以，現在從「2012」所得知的所有資料，其實都是來自《聖經》， 

不過，以往我們所聽的《聖經》，是查考另一個題目， 

可能是查以利亞、以利沙、巴比倫、但以理。 

因為你只要選一個字，便能夠在《聖經》中尋找得到。 

 

但現時，你們聽過的所有題目，都已經脫離了我們思想的範圍以外、知識範圍以外， 

而進到很現實的歷史裡面。 

因「2012」就是蘊藏了這樣的事情，《聖經》就是有這個方向和指向。 

只要搜尋「2012」，你所搜尋到的，正正是《聖經》要你查考到的， 

《聖經》正在講解這相關題目，以及對比當中的連繫。 

 

當《聖經》談及《啟示錄》， 

是不得不對比天上的星宿，是沒可能脫離這框框。 

相對地，這亦解釋、解構了《聖經》裡眾多的關係。 

例如：當你理解了黃道十二宮、天上的星宿、星座，對比地上很多東西時， 

你便突然明白，《聖經》的新、舊約、《但以理書》中很多的物件、動物， 

或是標誌，原來都能夠從天上的星宿可見！ 

 

同時，天上星宿的位置，一直映照著地上的地土。 

所以，為何《聖經》中提及國家時，會以不同的動物來代表。 

例如，山羊對比了希臘；綿羊代表波斯。 

因此，當你理解後，便足以証明《聖經》是完全無誤的。 

 

為什麼《聖經》會用綿羊代表波斯？ 

墨西哥則用什麼對比？ 

美國用處女座對比，中國又用什麼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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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將之對比其古文物，便証明《聖經》是無誤的。 

 

原來，全世界過去也知道這秘密，但只有皇者才有資格管理眾多土地， 

他們決定在這些地土上興建那麼龐大的土木工程， 

在哪裡興建金字塔，或在哪裡又興建什麼！ 

那些興建這些最龐大古文物的人都知道這些對比， 

所以，這本《聖經》是絕對跨越時代、跨越歷史。 

 

 

 

《聖經》用一個既微妙又神奇的方法， 

藉著「2012」隱藏眾多知識，只需用一個數字便能查考了出來。 

若然仍有人不信服？還有人跌倒？那他落地獄也是活該的。 

 

為何他覺得自己比神偉大，他是何時出生呢？ 

在這時代當中，有誰掌管人類歷史超過千、萬年？ 

並且，神寫了一本《聖經》，隱藏眾多事情。 

 

影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所得的真知識遠超共濟會和精英皇族 

在 2015 年 1 月 11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有歷史以來， 

世上得到最多真知識的就是 Freemason 的成員、世上的精英、富豪和皇族。 

 

他們因為藉著認識隱藏在《聖經》中的真知識碎件得著各種神的祝福， 

例如：富足、智慧、能力、健康、權力，甚至一切成功的或然率， 

令他們的家族一直成為全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頂尖領導者， 

在每一個世代中都能夠領導群倫，沒有任何人可以在不知道同等真知識的情況下可以與他們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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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9 章 10 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日華牧師曾在過去 5 年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多次為大家分享 Freemason 所隱藏的各種真知識， 

例如伯利恆之星的秘密，就是由獵戶座腰帶三顆主星， 

指向金牛座背上的七姊妹星團，所指向的一顆星。 

 

 

 

我們不單可以從共濟會的圖片中，看到他們知道這個秘密，就是「3」、「5」、「7」這幾個數字所代表，

獵戶座腰帶三顆主星，金牛座的一對牛角，和金牛座背上的七姊妹星團， 

最後所指向的全視之眼（All-Seeing-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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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到曠野的時候， 

亦是因為看見由金牛座位置的伯利恆之星，直接放射到地上所形成的「火柱」， 

而誤以為埃及人所拜的金牛犢才是帶領他們的神， 

所以當摩西上到西乃山上四十晝夜時，他們就在地上造了金牛犢。 

 

 

 

到救主耶穌基督在伯利恆出生時，神用同一顆伯利恆之星引導來自東方中國的幾位博士。 

亦以好像現代鐳射光的方式，由伯利恆之星放射出一條光柱，照著主耶穌出生的房子， 

這幾位博士因而找到主出生的準確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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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甚至沒有清楚說明，為何博士們會知道有伯利恆之星。 

也沒說明，為何連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合城的居民，似乎也早已知道這顆星的存在。 

因為在二千年前，這是一個全世界各個文明中，人所共知的公開秘密， 

所有人都知道星光所照著的，就會是來自神的偉人、王者和拯救者。 

所以，古代天主教關於主耶穌出生時的圖畫，大都以一條由伯利恆之星所放射， 

有如鐳射的光柱，照著嬰孩時的主耶穌，所以天主教其實是清楚知道這一個秘密。 

 

 

 

舊約時，當神以火從天降燒盡燔祭的祭物，神以榮光充滿聖殿，以利亞可以叫火從天降燒死敵人， 

新約時，掃羅在往大馬色路上所看見的大光，都是伯利恆之星的光柱所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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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現代人類的科技已經證明，光是可以改變 DNA，甚至把生物的外形和品種都改變。 

 

日華牧師曾用一個科學實驗做例子： 

科學家曾進行一些實驗，他們把一些信息，如石龍子（一種爬蟲類動物）的生物波頻， 

透過激光打進青蛙所生的卵子裡面。 

實驗的目的並非是試驗利用生物波頻來消滅這些青蛙卵子， 

而是要藉著光頻把石龍子的生物波頻打入青蛙卵子的 DNA 內，再看看結果如何。 

實驗結果令人震驚，這些打入了石龍子生物波頻的青蛙卵子，孵化出來的竟都變成石龍子。 

 

雞和鴨也曾成為這個實驗的對象。 

研究人員把鴨子的生物波頻記錄下來，然後照射到一隻已懷有雞蛋的母雞身上， 

後來孵出來的小雞竟然長得像鴨子。 

小雞頭部的形狀像鴨子，而且爪有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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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些研究發現：生物波頻的信號可穿過金屬器皿， 

並射進器皿內的細胞，使健康細胞變成病菌。 

 

另外，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記載有關這一顆星，並在遠古時對這顆伯利恆之星作出預言，  

例如在埃及 GIZA 的三座大金字塔，是對應天上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 

 

 

 

但原來在埃及尼羅河左邊的五十座大小不一的金字塔， 

皆以天上銀河左邊五十顆最亮的星對應所建造而成， 

甚至金字塔的大小，是以其對應的星的光度大小，而按比例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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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中被造成光柱形狀的太陽神殿，就是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此外，華盛頓所對照的火星 Cydonia 地區，廢棄城市的位置正好對比七姊妹星團， 

而所指著的火星面具位置就是對比伯利恆之星。 

 

 

 

而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都有著相似七姊妹星團，好像牛腿的建築地區， 

所指著代表伯利恆之星光柱的華盛頓方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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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被稱為七山之城的羅馬梵蒂岡，七山就是代表七姊妹星團， 

加上聖彼得廣場所代表的獵戶座，所指著的星形聖天使城堡，亦是代表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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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聞名於世的英國石柱群（Stonehenge）， 

離石柱群不遠的另一個遺跡就是溫特（Winterbourne）的土丘群，亦已經有 5 千年以上的歷史。 

以威爾特郡的石柱群作為中心點，左上角會見到溫特土丘， 

而這個土丘距離石柱群大約一英里； 

這土丘的形狀就好像七姊妹星團一樣。 

它所形成的夾角，代表了這顆伯利恆之星於六千年前的位置。  

 

 

 

又如位於墨西哥阿茲特克太陽神殿，它是按照獵戶座腰帶的三顆星來建造的。  

不但形狀一樣，並且最重要的是按照著它們的光度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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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金字塔旁邊，造了一條路，好像指標，一直延伸出去。  

指著當地一個大自然的景色，是一個類似七姊妹星團，好像牛腿的湖。  

明顯亦是指向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另外，埃及尼羅河附近一個古遺跡，塞奈姆特陵墓內的壁畫。  

而壁畫的中央天空位置，更出現獵戶座和金牛座，並且代表金牛座圖案的部分， 

是一條牛腿和一個牛頭，指著一顆會發光的星，這星亦發出光柱照在地上。  

 

 

 

牛腿指著一顆星，這顆星竟然是用鐳射激光放射在地上，而地上還有一個人用一隻手指著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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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他是看見這個星光，看見這道鐳射光，還叫身邊的人去看這顆星，就是伯利恆之星。 

 

 

 

古文明的建築物中，有記載伯利恆之星的還包括有︰ 

法國拉斯科岩洞壁畫、中國明孝陵、伊拉克所重建巴比倫空中花園、柬埔寨的吳哥、 

非洲的拉利貝拉、伊朗波斯的面具、非洲努比亞和南美洲的蒂卡爾， 

還有日本的古墓星圖、蘇美圓筒印章及泥版； 

埃及那爾邁石刻版、埃及塞提一世陵墓壁畫和埃及丹特娜哈托爾神殿黃道十二宮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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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這些古文明的建築亦記載這些皇族， 

其實是知道天上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上的位置，這一個真知識的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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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埃及的位置是在獵戶座，所以過去的幾千年，埃及不同年代的領導者， 

都把整個埃及塑造成為如同獵戶座星雲的圖案一樣。 

 

 

 

例如：墨西哥是位於烏鴉座的位置，而烏鴉座是抓著一條蛇的， 

而我們亦可以在墨西哥的國旗看見這幅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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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是位於處女座，所以美國都會以處女座對應的名字，例如維珍尼亞州（Virginia）、馬利

蘭州（Maryland）、（密蘇里州）Missouri 等去命名她的土地，亦以女神像成為國家的代表。 

 

 

 

從以上的眾多例子可見，自古以來世上的精英、富豪和皇族， 

都把這些真知識的碎件，用極大的工程、人力物力以及金錢財富， 

把這些秘密刻劃在這些建築中，為要珍而重之地保存這些秘密。 

 

因為認識這些隱藏在《聖經》中的真知識碎件，就能夠使人得著各種來自神的祝福， 

例如︰富足、智慧、能力、健康、權力，甚至一切成功的或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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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的家族能夠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都一直成為頂尖的領導者。 

 

在每一個世代中都能夠成為掌控一切的人， 

任何人如果無法得到同等的真知識，根本無法與他們抗衡。 

然而，直到 2009 年，神藉著已故先知 Bob Jones 的榮耀列車預言，打開了一個 2012 年的「時間錦囊」，

而藉著打開這個時間錦囊，就能夠得到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 ── 「Wisdom of the Ages」。 

 

而日華牧師按著先知的預言，用「2012」這個數字，在過去 5 年間藉研究《聖經》， 

把自古以來所隱藏的奧秘一一打開， 

但我們所得到的並不是碎件，而是神從創世以來隱藏在《聖經》中的整全智慧和啟示， 

我們所得到的是一個又一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題目和內容， 

遠超過所有 Freemason 的精英、富豪和皇族所認知的碎件。 

 

相反，這些精英、富豪和皇族所認知的真知識碎件， 

印證《聖經》整全的啟示是絕對真實，亦遠超過這些古文明的認識， 

使我們能夠成為毛衣人的師傅，打敗撒但敵基督的陰謀，完成神最終極的時代使命。 

 

故此，我現在仍然以釋經家的身分與大家一起去看。 

當我研究的時候，我的角色便開始演變。 

當我越研究，便知道越多的秘密。 

我相信大家也親自見證，在這數年間， 

從 2009 年開始分享「榮耀盼望」的信息至今， 

我已經變成一個能夠預測、預知世界走向的人。 

無論是政治、天氣、大自然災害，每一個範疇我也能預測得到。 

 

弟兄姊妹，你們已經覺得這是正常了。但為何我能夠做得到呢？ 

除了一直以來，我所擁有的恩賜外； 

大家亦親眼目睹，我多了用「2012」這數字去解經。 

這數字不但能夠貫通所有歷史文物，更能夠貫穿現時的歷史和政治發展。 

 

如果那些人還不認為這是神的作為的話，那麼，還要什麼去證明呢？ 

要是這樣還要跌倒的，他們根本是從沒有信主。 

他們就是一班要呵護備至的，才可以上天堂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重溫， 

讓你知道全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每一個題目都是用「2012」引發出來的， 

我是用「2012」去尋找《聖經》。 

你一定需要去分享這些題目，因為真的是隱藏了在裡面， 

神編寫全本《聖經》竟然是貫通了「2012」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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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信心回應「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在五年前，2009 年 9 月 5 日，正當日華牧師慶祝當年生日的時候， 

神藉著國際先知 Bob Jones 發表「神榮耀列車」（God’s Glory Train）的預言， 

預言明說：由 2012 年開始，神將會打開一個「時間錦囊」（Time Capsule）， 

而這個「時間錦囊」就是歷代歷世以來隱藏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  

當這個錦囊打開時，就是神榮耀列車到埗的時候。 

 

 

 

因此，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決定組織「2012 小組」，著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在這幾年的過程中，神一點一滴地逐步開啟祂賜予末後教會整全「真知識」的教導， 

好讓教會能夠準確地預備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成為被提的基督新婦。 

 

與此同時，當教會被提之後，世人亦可以藉著這套信息， 

識破世上種種大迷惑，及懂得如何在七年大災難中自處，儆醒預備。 

因為我們已經到達《啟示錄》所提及的末世，人類將要進入七年大災難裡面了。 

 

再者，我們生活的世界是被 Freemason 銀行家所限制的。 

現今科技發達，接受西方普及教育的香港人，自以為認識世界上所有的知識。 

但卻不知道，我們只是活在 Freemason 藉著教育、傳媒和娛樂所製造的牢籠中， 

只可以知道 Freemason 容許我們知道的事情，永遠成為他們的奴隸。 

可是，人們卻自以為聰明，以為已經知道所有事情，被牢籠卻不自知。 

 

其實，不論古文明、伯利恆之星、黃道十二宮、醫藥陰謀、免費能源、各種偽旗行動、 

假新聞，甚至和平與戰爭，都是操控在 Freemason 手上。 

因為自古以來，Freemason 與皇族都掌握真知識的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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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將它們好像寶藏一樣隱藏起來。 

 

Freemason 能夠一直在不同範疇裡佔盡優勢， 

原因就是他們掌握了聲頻創造和時間的秘密， 

他們對未來的預知和預測，比普世人有更深了解，以致他們能夠掌控各樣的先機。   

 

但同一時間，他們的終極計劃，卻是預備敵基督起來掌控世界， 

讓基督徒接受大迷惑及獸印標記，永遠沉淪。 

因此，神呼召日華牧師研究出一套信息，成為答案， 

喚醒所有活在無知但卻自以為聰明的人， 

不但破解 Freemason 所認識的真知識碎件。 

並且，藉著《聖經》整全地分享真知識，證明神的真實，遠勝撒但的大迷惑。 

 

當中的題目，更從來沒有牧者分享過。 

正如 Bob Jones 所講，這套信息被神稱為「歷代歷世以來隱藏的智慧」。 

甚至因應其中的複雜性，日華牧師設立一種前所未有的錄播分享形式， 

就是在分享時加入精華短片（VO）解釋信息，務求令弟兄姊妹更加明白信息的內容。 

 

所以，只有裝備好「2012 榮耀盼望」信息裡面的所有智慧， 

才能夠看通「時間的架構」、看透「時間的將來」、掌握「時間的秘密」， 

預視未來發生的事件，成為神時代的答案，而不是 Freemason 所製造的受害者。 

 

實在，綜合過往五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確實極具前瞻性，預示了世界的趨勢和發展， 

當世界的政局、社會、經濟及各種史無前例的大自然災難未發生之前， 

信息已一直預告世界將要發生的事件和趨勢，甚至共製作了超過 230 段應驗篇精華短片（VO）。 

僅僅關於：大自然異常天氣、地震、指定性區域大洪水、暴風、雪災、隕石墜落、路裂， 

以及天坑事故發生的應驗篇短片經已超過 150 多段，還有多段對經濟、人性兩極化暴亂出現， 

及環球政治變動的應驗篇，藉此向教會弟兄姊妹及世人作出種種警告之餘， 

亦讓弟兄姊妹不會落入恐懼、徬徨之中。 

 

在這幾年間，神亦藉著各種時間上的印證，恍如祂的 signature 簽名般， 

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方向，亦是全世界的答案。 

因為每一篇信息的長度，不是早就能夠預定， 

而是按著主片及精華短片（VO）的內容而剪輯長度。 

所以，唯有全然掌管時間、並且穿越時空的神，才能夠留下一個又一個的時間印證。 

 

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例子： 

第 1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亞森一族密碼」（Simpsons Code）。 

藉著 Simpsons Code 的分享讓我們認知，原來整個世界幕後影子政府 Fre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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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對這個世界及七年大災難部署了各樣的陰謀。 

 

 

 

而且透過卡通亞森一族，甚至是荷里活電影，隱藏他們向 Freemason 會員溝通的信息， 

包括：早年 911 事件、2009 年傳染病 H1N1 豬流感疫情的醫藥陰謀、第三次世界大戰等等。 

在世人認為世上沒有陰謀、沒有幕後影子政府 Freemason 操縱世界，甚至認為不必為到危機， 

事先作出預備。 

 

當回顧過往五年，我們親身所見所聞，世上發生的各樣轟動大事件， 

豈不是都按著日華牧師事先拆穿及預告的 Freemason 陰謀，並逐一應驗發生？ 

 

所有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實是一次又一次按著劇情計劃了的陰謀， 

目的就是藉著 Order out of Chaos 的方式「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 

以一個又一個偽旗行動，製造社會的恐懼，然後提供答案。 

使全世界好像羊群一樣，按著計劃逐步被他們帶領， 

導致全世界最終被 Freemason 和敵基督統治！ 

 

所以，「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 Simpsons Code， 

除了幫助我們認知幕後影子政府 Freemason 的存在， 

更幫助我們識破他們 Order out of Chaos，如同方程式的作事手段， 

於是我們便能夠常常拆解出 Freemason 各種偽旗行動、恐怖襲擊、顏色革命和槍擊事件等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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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這些真知識有正確的認知，及懂得藉著信心回應， 

我們就可以輕易避開 Freemason 的各種迷惑，甚至可以預知 Freemason 的部署及接下來的陰謀！ 

 

正如，2014 年 8 月，日華牧師能夠準確預告：美國背後操控的「香港佔中事件」之發生， 

甚至能夠完全準確分析到佔中事件與其他顏色革命一模一樣的走勢， 

從而推動弟兄姊妹透過互聯網，廣傳這套「香港佔中事件分析」信息， 

有效遏止佔中運動繼續推進及演變下去。 

 

事實上，日華牧師對佔中事件的分析，已經讓普遍的香港人都輕易知道： 

佔中運動不是一場單純的學生民主運動， 

而是 Freemason 在幕後藉著美國 NED、NDI 和 CIA 等， 

投放大量資金來煽動和操控的陰謀。 

 

時至今日，回看五年前，那些認為世上沒有陰謀、沒有影子政府操縱世界的人， 

他們豈不是成為大笨蛋？ 

他們一廂情願以為世界不會有幕後黑手製作各種危機、人民暴動示威、戰亂、空難、恐怖襲擊…… 

但今天，一切的假設都已成泡影。 

 

第 2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聲頻創造」和「拉線」的教導。 

原來，神創造整個世界，正如《創世記》第一章所記載， 

神是藉著「說」，用祂的聲頻創造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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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 章 1-3 節：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

光。」 

 

萬物由開始被創造，直至終結，都是被固定頻率的聲音所推動，由低頻逐步轉向高頻， 

由簡單變得越來越複雜。 

 

所以，聲頻創造的教導讓我們認知，萬事萬物的轉變，都是按著神早已設計好的計劃， 

順著聲頻創造的原理，一路按著聲頻和時間被推進， 

甚至連 Freemason 都是依循聲頻創造這個真知識的原理，按時而作來掌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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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聲頻創造的教導，更揭示了拉線的秘密， 

原來位於耶路撒冷的聖殿根基石位置，是神所設立的世界中心，亦是人類歷史「時間」的中心。 

 

 

 

以西結書 38 章 12 節： 

「我去要搶財為擄物，奪貨為掠物，反手攻擊那從前荒涼、現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擊那住世界中

間（即耶路撒冷）、從列國招聚、得了牲畜財貨的民。」  

 

藉著「拉線」教導，更讓人認知整個世界、國家與時間的關係， 

原來所有國家的角色與座落的位置早已按著神的預知，編定在人類歷史的指定時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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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真知識，足以證明我們所相信的神是唯一一位能夠穿越時空的創造主。 

因為當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一個國家發生大事的地點， 

得出的英里、海里，距離甚至角度，就正正是事件所發生的時間座標。 

 

 

 

例如巴比倫亡國的年份是主前 539 年， 

當由聖殿的根基石拉線到與巴比倫滅國息息相關的城牆， 

就是當日神用指頭在牆上寫字，宣佈巴比倫遭受審判的地方，距離剛好是 539 海里， 

和巴比倫滅國年份的數字完全相同。 

 

 

 

另外，由聖殿的根基石拉線到英國的發源地 ── 倫敦的倫敦石，  

距離就是 1948 海里，與英國允許以色列立國的年份數字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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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 2009 年研究「拉線」教導中，神啟示日華牧師發現錫安教會「4794 終極定命」， 

按著 2009 年版本的 Google Earth 來「拉線」， 

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2012 信息籌備營地點帝景酒店，及全世界唯一 1：1 大小的挪亞方舟景點，

同樣是 4794 英里的距離。 

 

 

 

將 4794 化為日數，竟然就是 1996 年 7 月 21 日錫安教會「雙氧水事件」和 2009 年 9 月 5 日 Bob Jones

發表「榮耀列車」預言相差的日數。 

 

4794 的印證，仿似是神在歷史中為錫安教會寫上簽名， 

將錫安教會納入為拉線所包含的重要歷史事件裡面之一，藉此印證這套信息的重要性。 

因為聲頻創造和拉線的教導，正正讓我們認知： 

在人類歷史中，所有角色、群體和國家出現的時間， 

全部都是神已經指定的了。 

所以，神期望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持定信心， 

來回應「2012 榮耀盼望」這個世界末後劃時代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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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48 小時審判」的教導。 

48 小時審判亦是聲頻創造教導的一部分， 

 

 

 

在 2010 年 3 月 14 日開始，一連 11 篇主日信息分享到， 

原來神使祂受膏的選民 ── 以色列人，成為列國的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受重傷。 

 

撒迦利亞書 12 章 3 節：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他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凡舉起的必受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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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神賜予以色列的地，不可分割，以立定萬民的疆界， 

任何國家威逼或利誘以色列「割地求和」，神必定保護以色列，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申命記 32 章 7-10 節： 

「你當追想上古之日，思念歷代之年；問你的父親，他必指示你；問你的長者，他必告訴你。至高

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就照以色列人的數目立定萬民的疆界。耶和華的分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產業本是雅各。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

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其實，Freemason 亦知道這個真知識碎件的真實性。 

可是，他們不但沒有藉此警告世人要認識神、敬畏神， 

相反，他們秘而不宣，不斷刻意煽動世人去舉起重石頭，攻擊以色列， 

以及去行神必然會審判的罪行，例如煽動各國爭取同性戀合法化， 

然後，Freemason 就可以成為耶和華的刀，以借刀殺人的方式， 

藉著神審判世人的同時，讓他們得著無數的財富。 

 

在 48 小時審判的教導中，日華牧師列舉了 60 多個例子，   

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以不同手段想迫使以色列「割地求和」時， 

神就會以大自然、人為或是經濟的各種災禍去審判美國及列國。 

其中以颶風、龍捲風及洪水等風災為主要的審判方法。 

 

 

 

甚至在 3 年後，即 2013 年， 

已故國際先知 Bob Jones 亦公開印證以色列是重石頭及 48 小時審判的真實性。 

就是當日美國總統小布殊逼迫以色列放棄殖民地，將土地讓給巴勒斯坦以換取和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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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用颶風卡特里娜審判新奧爾良。  

 

可見，48 小時審判的教導是神獨特給予世界末後所有基督徒的警告， 

神所看重的受膏選民，神保護他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一樣。 

 

日華牧師更延伸分享到，重石頭的原則同樣存在於受膏的教會當中， 

當世人起來攻擊受膏的教會，舉起這塊重石頭，神必定降災殃臨到這些人和城市之中， 

 

誠如 1996 年，因著日華牧師分享雙氧水與醫藥陰謀的教導，香港曾經因此攻擊錫安教會， 

讓神受膏的教會遭到無理的逼迫和冤屈，神同樣按著重石頭的原則， 

在接下來的 1997 年開始，使香港西醫界出現一波又一波的醜聞被揭發。 

 

1997 年，瑪麗醫院被揭發連串醫療事故，包括： 

1997 年 4 月，一名女病人在手術期間，疑被一名手術室助理錯誤將泵氣枕的空氣注入靜脈致死。 

1997 年 8 月，一名因交通意外重傷的病人，在深切治療部被輸送四包錯誤血型的血液，該病人隨後

死亡。 

1997 年 8 月，有女病人接受割盲腸手術時被誤割輸卵管，病人事後被告知：輸卵管已被錯誤切除。 

1997 年 8 月，一名見習醫生將未稀釋的鉀，直接注入病人靜脈，引致病人不適。 

1997 年 11 月，發生一宗轟動的配錯藥事件，由衛生署管轄的長沙灣賽馬會診所，連續八天將漱口水

錯配當成嬰兒退燒藥，導致逾 100 名嬰兒不適。 

另外，1997 年 9 月，沙田威爾斯醫院護士學生錯將牛奶輸入病人靜脈血管，萬幸病人無生命危險。 

1998 年 11 月，養和醫院發生洗腎事故，事件與血液透析洗腎用水處理系統受到污染有關，該宗事故

發生後，養和醫院洗腎中心已停止運作，直至各項工作改善後，才重新開放。 

 

在日華牧師分享醫藥陰謀教導之前，香港人一直吹捧傳統西方醫療如神一樣， 

所以在 1996 年，日華牧師率先揭露西醫醫藥裡面的各種陰謀時，可謂是破天荒、極具前瞻性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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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由接著的 1997 年開始，西醫醫療事故及醜聞接連被揭發， 

港人始從過往百年來對西醫的神化和迷信恍然大悟過來， 

從此，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中醫，才得以在香港逐步抬頭，獲得香港醫療政策上的認受。 

 

甚至，及至剛過去的 2014 年，西醫醫療事故及醜聞亦未停止過，而且已經成為慣常的事件， 

對比 1996 年之前，罕有的醫療事故報道，可謂大相逕庭！ 

 

除此之外，自從 1996 年發生「雙氧水事件」屈枉錫安教會之後， 

整個香港都遭受咒詛一般，經濟接連受挫。 

1997 年金融海嘯，使香港樓市爆破、經濟動盪及爆發 H5N1 禽流感， 

香港的雞農因此也差不多被全部趕絕。 

 

 

 

2003 年 SARS 疫情爆發，香港成為國際首個大幅度人傳人疫情擴散的地區， 

及後 2009 年，香港再有疫情爆發，這次是 H1N1 豬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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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我們可以見證「2012 榮耀盼望」48 小時審判的真實性， 

從 48 小時審判教導的智慧，不論以色列或受膏的教會， 

我們都應當珍惜、善待及祝福，使他們成功，為他們求平安， 

這樣我們不單避開神的審判，甚至按著 48 小時審判的教導，這些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 篇 6 節：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第 4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瑪雅年曆。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78 

自從 2010 年 6 月 13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4 篇開始，一連 19 個星期， 

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啟示，從科學的觀點分享瑪雅年曆的教導。 

原來，瑪雅年曆是 Freemason 自古以來，一直刻意收藏在他們圖書館中，非常重要的真知識。 

甚至，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曾特意與瑪雅年曆合照。 

 

 

 

除此之外，在美國國會建築物頂上也有瑪雅年曆的圖案設計，這是早於多年前， 

美國特別派遣建築師前往瑪雅當地，研究瑪雅文明之後，將瑪雅的裝飾放在美國國會建築物裡面，

可見，美國及 Freemason 對瑪雅年曆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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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近代，世人才有機會認知小部分瑪雅年曆的資料。 

 

 

 

當然，Freemason 在幕後亦委派不少所謂的專家， 

出來誤導和混淆瑪雅年曆的資訊，讓人走入迷信及被欺騙之中， 

永遠無法接觸到瑪雅年曆真正的秘密，這正正是 Freemason 掩飾各種真知識的慣常手段。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1582 年，Freemason 藉教皇葛列格里十三（Pope Gregory XIII）改革曆法， 

成為今日的西曆，將當世代最準確的瑪雅年曆、中國的農曆及以色列的年曆等其他曆法的智慧， 

逐步取代，及至現在，普世人只認識西曆一種曆法。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80 

而且，西曆亦是一種計算及記念邪神節日的年曆， 

例如：萬聖節、記念邪神荷魯斯降生的所謂聖誕節……甚至西曆裡面， 

每個月份的名字都是記念邪神的名字。 

 

 

 

一月 January 來自 Janus，羅馬的門神 

二月 February 來自 Februus，羅馬的死神 

三月 March 來自 Mars，羅馬的戰神 

四月 April 來自 Aphrodite，希臘的愛神 

五月 May 來自 Maia，希臘神話中，七姊妹星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的春天之神 

六月 June 來自 Jnuo，羅馬婚姻之神 

七月 July 來自 Julius，是凱撒大帝的名字 

八月 August 來自 Augustus 奥古斯都，凱撒大帝的繼承者 

 

事實上，Freemason 及世界的精英，就是憑著瑪雅年曆來預知未來及時間的走勢。 

瑪雅年曆是瑪雅人出賣自己，向墮落天使交換得來的真知識， 

不單講述了瑪雅文明對天文學、曆法、時間、數學及文字等精準的知識，  

另一方面，它更記載了神創造世界的各樣智慧和奧秘， 

清楚計算出神藉著聲頻創造世界的時間表， 

就是神在 164 億年裡面創造世界的意識，由簡單演變成複雜，最後人類意識的超頻成長， 

甚至預告從 1999 年開始，人類的意識將會進入道德內涵的建立， 

與此同時，人類的意識亦更加需要決定選擇善或惡， 

換句話說，瑪雅年曆預告了：人性的兩極化的出現和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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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部分信息分享後，世界出現各種不同的顏色革命， 

甚至，2014 年香港的佔中運動正正顯出人性兩極化，印證了瑪雅年曆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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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的走向並不是偶然，而是根據神指定的聲頻演變。 

故此，瑪雅年曆的教導，幫助我們準確地分辨出瑪雅年曆中，真知識與迷信的部分， 

讓我們認知神創造世界奇妙的智慧，及能夠藉著瑪雅年曆的真知識，預知將來在時間上各樣的發展！ 

 

過往，曾經有一些人對「2012 榮耀盼望」瑪雅年曆的教導存有懷疑及不信， 

以為瑪雅年曆是迷信，或是數千百年前，瑪雅人出賣自己而得到不合乎真理的資訊。 

但事實上，瑪雅年曆是其中一個明證， 

解說神給予人類對「神的創造」和「時間認知」的真知識。 

而且，瑪雅年曆這方面的真知識，根本就是神預定向世界末後揭示的真知識， 

正如過往眾多支持創造論的科學一樣，證明神的創造、神掌管時間， 

只可惜瑪雅人以出賣自己的方式，換取早於數百數千年的真知識。 

 

所以，惟有那些驕傲、自恃、不會切心研究認識《聖經》的人， 

才會輕看「2012 榮耀盼望」瑪雅年曆的教導， 

因為瑪雅年曆就是一種科學性的資訊，證明神的真實和神的創造。 

至於現今在曆法上，真正的異端邪說，就是 Freemason 藉教皇葛列格里十三（Pope Gregory XIII）創

立的西曆，因為，西曆打從開始就是一種計算及記念邪神節日的年曆， 

根本與《聖經》拉不上任何關係。 

 

Freemason 及天主教有意以充滿邪神名字的西曆， 

來取代能夠計算出聲頻創造循環的瑪雅年曆， 

是因為不想人們認知瑪雅年曆所記載 164 億年，每個時代超頻 20 倍的循環。 

故此，在神的眼中，基督徒相信瑪雅年曆，合乎科學及《聖經》的教導， 

總比相信西曆好上千千萬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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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關於時間的詳盡教導，日華牧師更於 2013 年 7 月 21 日開始共 11 個星期， 

在「2012 榮耀盼望」第 180 至 193 篇，按著《聖經》詳盡分享對時間秘密的理解。 

並且，分析到神如何在時間以外，不受時間規範，以全知全能、無處不在的身分穿梭時間之中。  

 

 

 

第 5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星際啟示錄」和「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的關係」。 

從 2010 年 11 月 7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43 篇， 

開始分享「星際啟示錄」（The Interstellar‧Book of Revelation）第一篇的教導。  

 

 

 

自古以來，《啟示錄》隱藏了世界末後神的旨意和時間表， 

而當中所有奧秘和徵兆都隱藏在神早已安置在天上的繁星之中！ 

 

詩篇 19 章 1-3 節： 

「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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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藉「星際啟示錄」的教導，讓我們以完全嶄新，而不是迷信的方式， 

讓世人真正認識神所創造天上日、月、星宿、星座和宇宙運行的真知識， 

甚至，藉著天上黃道十二宮 Superimpose 對應地球的關係， 

明白一直被神封閉的《啟示錄》和神對世界末後的時間表， 

包括《啟示錄》所記載，天上的婦人、四活物、 四馬、冠冕、 

四獸及《啟示錄‧1 章 12-16 節》所記載，主耶穌形象的真正意義。 

 

 

 

   

啟示錄 1 章 12-16 節：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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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

貌如同烈日放光。」 

 

「星際啟示錄」的教導，是神向世人最後揭示的奧秘， 

千百年來無數人也解不開的封印書卷《啟示錄》， 

藉著神給予日華牧師的真理亮光，首次利用黃道十二宮完全解開。 

這個啟示性的教導是基督的新婦，即教會務必認識的啟示， 

能夠從天上眾星來解構《啟示錄》一直被封閉的預言， 

好讓所有基督徒，能夠準確地儆醒等候主耶穌基督再次回來，捕捉到那極短的瞬間。 

 

或許有些人會錯誤認為「星際啟示錄」的教導是占卜運程及迷信的歪理， 

但是這同樣只是一些不學無術、對《聖經》一知半解、驕傲狂妄之人的心態， 

這等人完全漠視了神在《聖經》中所有關於星及星座的經文。 

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北斗、參星、昴星等等星座， 

豈不是都記載在《約伯記》，是神反問及挑戰義人約伯，能否認識這些星座， 

參透當中神的智慧。難道神也只是迷信？神也是異端邪說？ 

 

約伯記 38 章 31-33 節：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嗎？能解開參星的帶嗎？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嗎？ 

能引導北斗和隨它的眾星（星：原文是子）嗎？你知道天的定例嗎？能使地歸在天的權下嗎？」 

 

約伯記 9 章 7-10 節： 

「他吩咐日頭不出來，就不出來，又封閉眾星。他獨自鋪張蒼天，步行在海浪之上。 

他造北斗、參星、昴星，並南方的密宮；他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 

 

對於「星際啟示錄」的教導，存有不信和懷疑的人，只顯出他們的無知， 

他們完全忽視了，神對天上繁星和各個星座的重視， 

因為天上繁星和各個星座真正存在的目的，就是記載神的創造和神救贖的時間表。 

所以，「星際啟示錄」的教導，是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以絕對的信心， 

認同及接受神話語當中的吩咐，神向教會今日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 2 章 25-29 節： 

「但你們已經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

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

的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第 6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伯利恆之星」與金牛座及昴星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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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創設眾星，成為人類的時間表，甚至《啟示錄》亦是描繪天上星宿位置的書卷， 

因此，眾星隱藏了神的秘密與能力。 

 

原來，歷代歷世以來，Freemason 及世上君王和精英都認識天上一顆「伯利恆之星」的不解之謎， 

而這種導致君王不斷成功，甚至像神話一樣改變他們的運數，使他們得天獨厚成為皇者的力量， 

就隱藏在喻表野牛的金牛座背上，形狀有如牛腿的昴星之中， 

也就是昴星和參星所指向的那一顆伯利恆之星， 

這正正就是《聖經》所記載「神臉光的祝福」。 

 

箴言 16 章 15 節： 

「王的臉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雲時雨。」 

 

詩篇 119 篇 135 節： 

「求你用臉光照僕人，又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詩篇 31 篇 16 節： 

「求你使你的臉光照僕人，憑你的慈愛拯救我。」 

 

民數記 6 章 25 節：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及昴星的祝福： 

 

阿摩司書 5 章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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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尋求那造昴星和參星，使死蔭變為晨光，使白日變為黑夜，命海水來澆在地上的」 

 

這亦是《聖經》所記載五個祭當中代價最崇高的一個，將牛和牛腿獻為燔祭， 

從而引發神最大祝福的秘密。 

 

 

 

歷代的君王和精英都將伯利恆之星、參星和昴星的秘密，存藏在最重要的古文物和建築裡面， 

並藉著這些超大型建築物，去紀念這顆伯利恆之星。 

 

自從 2011 年 1 月 9 日開始，「2012 榮耀盼望」第 51 至 57 篇，一連七個星期， 

日華牧師詳細分享到，所有存藏著伯利恆之星秘密的古文物和古建築。 

 

1） Giza 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 

2） 華盛頓的建設 

3） 火星的面具 

4） 梵蒂岡的街道建設  

5） 英國石柱群和土丘 

6） 墨西哥阿茲特克太陽神殿  

7） 埃及塞奈姆特陵墓壁畫  

8） 法國拉斯科岩洞壁畫 

9） 中國明孝陵朱元璋陵墓 

10） 巴比倫空中花園 

11） 越南吳哥窟（Cambodia Angkor） 

12） 波斯面具 

13） 瑪雅蒂卡爾（Maya Ti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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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本奈良縣的古墓  

15） Narmer 石板  

16） 丹特那，哈托爾神殿黃道十二宮星圖（Dendera Temple of Hathor） 

17） 塞提一世壁畫   

18） 蘇美人圖筒印章  

19） 伏尼契手稿星圖  

20） 喬克維木刻板星圖  

21） 尼尼微泥板星圖  

22） 努比亞金字塔（Sudan Nubian） 

23） 拉利貝拉教堂（Ethiopia Lalib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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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Freemason 知道這些秘密之後，就收為己用， 

隱藏這些古代大型建築的存在目的，不向世人公開，免得有人分取他們的好處。 

因此，書本上從來沒有解釋這些建築物的真正意義，讓人繼續活在無知裡。 

相反，藉著真理的教導，讓我們清楚認知隱藏在《聖經》之中， 

關於伯利恆之星、燔祭和野牛之力的各種祝福，其實是給予基督徒， 

而不是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的 Freemason。 

並讓每一個基督徒認知燔祭的意義，在信仰上竭力付上神所看重，最崇高的代價， 

以討神的喜悅，成全燔祭的實質，來度過我們的人生。 

 

第 7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Kolbrin Bible 和 Planet X」的教導。 

 

 

 

Kolbrin Bible 與瑪雅年曆一樣，是 Freemason 致力隱藏、非常重要的真知識， 

因為 Kolbrin Bible 不單是一本 3,600 年前埃及的歷史書， 

更加重要的是，書中記載極多關於上一次 Planet X（Destoryer）來臨， 

就是摩西帶領以色到人出埃及的時候，Planet X 對埃及和全地的破壞和影響。 

同樣地，《啟示錄》所描繪的災難，亦正正是 Planet X 再來時所產生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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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按著這些真知識，Freemason 及世界的精英， 

就能夠為 Planet X 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性影響， 

及早做好各樣部署，包括：方舟、地堡、儲糧及太空計劃等預備。 

這就是他們近幾十年花費大量金錢、人力、物力所做的工作。 

由於他們不足以救助地球上所有的人，因此，他們只能隱藏 Kolbrin Bible， 

不讓人知道現在已是末時。 

 

並且，近年世界所發生的災難、隕石墜落、動物群死、異常天氣及水變血等現象， 

亦與 Kolbrin Bible 所記載的情況完全相同！ 

這正好解釋了，這幾年世界不斷發生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災難的奇怪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正在踏入《啟示錄》的末後大災難。 

 

因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對 Kolbrin Bible 和 Planet X 的教導， 

讓我們早在 2009 年「2012 信息籌備營」中，即一切異常事件尚未出現之前， 

日華牧師經已及早預告上述各樣災難的發生。 

 

縱使美國太空總署千方百計壓抑 Planet X 的資訊， 

但無庸置疑，Kolbrin Bible 和 Planet X 的教導，使末後教會能夠先知先覺， 

認知各樣異常及史無前例的災難的發生都絕非偶然， 

而是背後有一個真正的主角，就是 Planet X 正按著指定的循環， 

正如挪亞和《出埃及記》的時代一樣， 

將要再一次臨近，並且觸發《啟示錄》所記載各樣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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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Kolbrin Bible 和 Planet X」的教導， 

我們可以知道 Kolbrin Bible 絕不是那些好懷疑的人所認為，對埃及邪神的迷信著作。 

相反，Kolbrin Bible 是埃及的歷史書，以埃及人敵對者的觀點與角度， 

記載上一次 Planet X（Destoryer）來臨，即是摩西帶領以色到人出埃及的時候， 

Planet X 對埃及和全地的破壞和影響。 

 

所以，近代出現的 Kolbrin Bible 正好印證了以下三個重點： 

（一）摩西十災確是真有其事，是可信的，並且摩西十災對當時代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和破壞，導

致埃及王朝動員極為龐大的人力，非常仔細地將事件記載在他們的歷史當中。 

 

（二）藉著 Kolbrin Bible 的記載，更加否定了不信的釋經家和新神學，過往對摩西五經不信的解經，

形容摩西十災只是小兒科的事件，不是一宗非比尋常的神蹟。 

 

因著 Kolbrin bible 近年被公開翻譯出來，世人才真正理解摩西十災影響的幅度，比過往想像的更大，

埃及王朝亦因著摩西十災，而步入滅亡之路，證明摩西十災的真實性和嚴重性。 

 

（三）摩西十災非常合乎科學，藉著 Kolbrin bible 非常仔細的記載，詳盡解釋了每個災難出現的原

理和實況，與及巨大行星 Destoryer（即 Planet X）如何觸發摩西十災逐一出現。 

 

故此，處身世界末後的基督徒，必須理解「Kolbrin Bible 和 Planet X」的教導，好為到接下來 Planet 

X 觸發的災難作好準備。 

 

第 8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日食、月食和以色列節期」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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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16 章 16 節：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

卻不可空手朝見。」 

 

神藉摩西在以色列律法中，定下以色列人一年三次， 

需要從四方歸到耶路撒冷的聖殿守節， 

原來，以色列節期就是神所創造，給予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神對於世人及救贖計劃的時間表，一直隱藏在節期之中， 

甚至主耶穌基督降生成全救贖和祂的再來， 

都是按著次序和時間，記載在以色列節期之中。 

 

在「2012 榮耀盼望」第 98 及 99 篇「聖餐聚會」信息當中， 

日華牧師更以全新的啟示，分析了春節時的逾越節及五旬節， 

和秋節時所守的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甚至聖殿的喻表， 

原來，一直隱藏了教會最後的工作，就是需要如同主耶穌基督一樣，完成一套信息， 

留給在七年大災難中的基督徒，讓他們能夠儆醒、預備及辨認主耶穌的再來。 

 

除此之外，基督徒亦透過認識「日食、月食和以色列節期」的教導， 

能夠預知地震、大自然災難及世界大事的發生。 

因為在 2014 年及 2015 年，正正有六次的日食和月食，在以色列的節期出現。 

這是神在歷史裡放下的印記，就是有如以色列立國、六日戰爭級數的大事，將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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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節期」的教導中，日華牧師更詳細分享到「以色列節期與主耶穌再來的關係」，    

甚至，藉著對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的理解， 

幫助我們清楚釐定我們時代性的身分，就是要成為一位吹角者， 

提醒普世的人，七年大災難經已臨到，主耶穌快要再來。 

 

的確，「2012 榮耀盼望」信息，讓我們折穿那些貪圖安逸、沉睡的人， 

他們一直欺騙基督徒，不會知道主回來的「那日子那時辰」， 

所以基督徒仍然可以自私度日，不用為信仰付上真正的代價、委身愛神， 

繼續沉醉在物慾享受，與及人生長久的未來之中， 

但是，「以色列節期」的教導讓我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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儆醒的教會是會知道教會被提的年份和季節的。 

正如先知以利亞亦知道自己被提的時間。 

  

故此，不接受「2012 榮耀盼望」信息，避開時刻儆醒等候主再來的人， 

其實只不過是一群沉睡的基督徒，逃避了基督徒作為鹽和光的責任。 

在神的眼中，他們既然是失了味的鹽，就是糞土都不如，必會被神厭棄，  

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可以自居自恃，更不會有人羨慕或認同。 

 

路加福音 14 章 33-35 節： 

「這樣，你們無論甚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鹽本是好的； 

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或用在田裡，或堆在糞裡，都不合式， 

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第 9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Webbot、Remote viewer 遙視者、死後復活經歷 

（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的見證和古代預言」的教導。 

 

 

 

原來，由於接下來，世界將會陸續出現眾多毀滅性的災難， 

而按著神的恩典，和對全人類的憐憫， 

神把機會給予很多未信主的人，使他們能夠得知部分末世災難的碎件， 

好讓世人在末後大災難出現之前，都可以有一個逃生，甚至，最後回轉歸向神的機會。 

 

例如網路蜘蛛 Webbot、Remote viewer 遙視者的預測； 

古代有約翰菲德的預言、Mother Shipton 世界末日的預言； 

及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之人的見證等，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02 

包括：霍華德斯托姆（Howard Storm），丹尼爾布雷克林（Dannion Brinkley），斯內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伊萊恩達

勒姆（Elane Durham），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梅倫湯姆斯（Mellen-Thomas）等等。 

 

然而，這些資訊亦只是碎件，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時間誤差， 

因此，這些世界末後災難的資訊，未足以拯救到他們，或說服身邊人，作準確的走難和逃生。 

上述的碎件只是末世災難的 1%，然而，「2012 榮耀盼望」信息才是對末世災難的整體理解！ 

最終，亦只有神和主耶穌基督可以給予世人真正的盼望！ 

 

在眾多碎件及工具之中，Webbot 可算是神容許世人， 

利用電腦科技而製造出來，最有效預知「未來世界歷史」的預測工具之一， 

因為，人類只被允許認知時間流裡面「過去和現在的歷史」。 

至於時間當中「未來的歷史」，是被神嚴格限制， 

沒有一個人可以不經過神的允許而預知未來。 

 

 

 

所以，曾有一些不學無術、好批評的市井之輩，輕看 Webbot 能夠預示「未來歷史」的重要性， 

明顯地，這等人根本對神所創造的時間完全一竅不通。 

正正因為神對「時間的未來」設定了極大的限制，所以，Webbot 根本就是在神容許底下， 

人類的科學進程可以發展到一個程度，讓 Webbot 這個電腦的程序可以存在， 

使到在末後日子，讓這套如此重要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多一個參考。 

 

綜合過往 5 年的經驗，Webbot 都能夠驚人地作出準確的預測， 

包括：異常天氣、災難發生、政治變動、經濟走勢，以及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月份。 

例如：早前 2014 年 10 月 19 日，日華牧師引述 2014 年 6 月 2 日 Webbot 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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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將會全球性絕種，價格將會升上天價。 

 

 

 

及至 2015 年 1 月 1 日有新聞報道，回顧過往 2014 年全年， 

正當全球商品市場下跌，包括：原油創下自 2009 年以來歷史新低，下跌 45％； 

貴重金屬，如金、銀、鉑分別下跌 1.6％、19％和 12％； 

然而，咖啡價格正應驗 Webbot 預測，脫離其他商品、石油和金屬的價格走勢， 

在 2014 年 10 月最高飆升至每磅達 2.29 美元，增幅達 49%，被國際視為新的黑色黃金。 

 

事源全球最大咖啡生產國巴西，遭受半個多世紀以來最嚴重旱災， 

災情已經嚴重損害巴西咖啡的種植及出口。 

再加上 2014 年，全球包括美國、亞洲和歐洲，對咖啡的需求空前高漲，銷售額擴大。 

咖啡失收的情況和價格的飆升，經已應驗 Webbot 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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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弟兄姊妹亦應該開始著手儲備未磨咖啡豆的行動， 

除了日常飲用的咖啡豆之外，尤其是儲存保健使用的有機咖啡豆。 

咖啡豆在適當的儲存條件下，可以存放數年之久， 

一旦經過烘焙處理，壽命就會大大縮短，烘焙度越深越容易氧化， 

再好的包裝與儲存條件，充其量只能延後衰變的速度而已。 

 

究竟又有甚麼人或是基督教的先知，能夠達到 Webbot 如此驚人準確的預測？ 

事實上，綜合當今整個基督教所有的國際性先知的預言， 

論到在質與量上，亦絕對未能達到 Webbot 預測的 10%。 

或許，Webbot 關於世界末後災難的資訊，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時間誤差。 

 

縱使如此，不論 Webbot、Remote viewer 遙視者、死後復活經歷的見證和古代預言， 

它們能夠預知未來或事件的發生，必然是經過神的允許， 

因為關於時間和未來，都必定經過神嚴謹的限制， 

沒有任何人可以不經過神的允許，而預知未來。 

 

我們更不可以否定這 1%碎件的資訊，認為不是來自神！ 

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和應有的信心， 

珍惜「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尤其是當中按著《聖經》原則， 

對各方資訊的精湛並準確的分析。 

 

第 10 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的題目：「求生智慧、健康常識及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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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按著神藉啟示錄的預言，接下來將會頻繁發生各種大自然災難及人禍， 

甚至將會出現大地震、大海嘯、百年一遇的旱災、大洪水、爆發世界大戰、輻射環境污染等， 

以及 Webbot 及遙視者曾經警告，有「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級數的大災難，將沿岸及海島城市淹沒。 

 

有見及此，過往 5 年裡面「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亦以多篇信息去分享關於逃生走難、求生智慧、保溫保暖、製造乾淨水源、防備輻射污染食物、 

及早提醒避免進食海鮮、利用小梳打清除輻射的智慧、製作鋁箔紙帽防備太陽風對思想的影響、 

選購太陽能產品、最新 QEG 免費能源教學、分享麻樹於工業和醫療上應用的知識、 

血清機對身體健康的應用、還有其他健康保健常識。 

 

或許有些人曾經以為用不上這一切生存智慧和健康常識，認為是多此一舉， 

但是，隨著過往五年的食物污染、問題食品事故、輻射污染和傳染病等持續發生， 

「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健康常識，不單止為我們帶來屬神的醫治， 

更讓我們因著「真知識和智慧」，擁有來自神不會生病，屬神健康的身體， 

甚至乎擁有如超人一般的體魄。 

 

其中最令人驚喜，可以解決糧食和饑荒問題的， 

就是在 2012 年 12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48 篇信息中， 

日華牧師引述希拉‧瑞坦‧馬內克（Hira Ratan Manek, HRM） 

所提倡「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方法」（簡稱：「看太陽」）。 

原來「看太陽」能夠使人長壽，從太陽直接轉化為身體所需要的能量， 

其副產品就是使人可以減少進食，甚至無須進食。  

藉著「看太陽」的真知識，不單最有效地解決饑荒和改善身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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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個月後，2013 年 9 月 7 日，日華牧師更意外地發現， 

新版本 Google Earth 改動了拉線的數字， 

新的 4794 英里拉線，竟然指向「以看太陽當作食物」信息裡， 

官方主日資訊中唯一推介的兩個「食日地點」，就是南生圍和黃金海岸， 

而另一個地方竟然就是牧師一家近年的新居。 

 

 

 

神藉著這個新的「4794」拉線，給予「看太陽」的教導極大的鼓舞， 

並且，印證日華牧師分享「看太陽」的教導絕對是神的帶領！ 

再者，信息於 2013 年分享後，弟兄姊妹也開始參與在日出及黃昏時間看太陽， 

正好印證 2013 年所對應的《詩篇》113 篇 3 節：「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耶和華的名是應當讚美的！」 

 

神再一次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寫上時間的 signature， 

就是在幾千年前的《詩篇》放下一個簽名，印證幾千年後日華牧師所分享的信息。 

 

回顧這五年，神的確在錫安教會藉著日華牧師開啟了一套嶄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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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所充滿的真理亮光，揭示 Freemason 於歷史上所隱藏的真知識碎件， 

解通《聖經》當中一個又一個的謎團， 

由神以聲頻創造宇宙的奇妙，以至《啟示錄》所封印的信息。 

更預視《啟示錄》級數災難的發生，以及國際局勢如何走入《啟示錄》的劇情當中。 

 

神不僅要求日華牧師順從聖靈的帶領而分享不同題目的信息，用信心去回應。 

並且，亦於這五年間，裝備每個星期聽主日分享的錫安弟兄姊妹， 

預備好迎接《啟示錄》的災難，以活劇形式進行預演，成為末世的精兵。 

 

例如：過往五年來，神藉這套信息多次給予錫安教會的預備及大綵排， 

包括： 2009 年 12 月，「2012 榮耀盼望」信息首兩篇， 

因著卡通「亞森一族密碼（Simpsons Code）」的提醒， 

全教會揭開為危難預備及儲備糧食的序幕； 

2011 年 8 月，Honda 彗星逼近地球時，按著一些科學家警告有機會出現的危險， 

教會決定為此綵排預備；  

 

 

 

2011 年 9 月，因著 Elenin 彗星逼近，教會首次舉行大旅行的大綵排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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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因著 Webbot 及 The Farsight Institute 遙視者警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要發生， 

教會決定以大度假的方式進行大綵排預備； 

 

 

 

甚至 2014 年 12 月，教會的聖誕節旅遊等。 

 

正如神呼召約瑟及摩西一樣，神並不會一次過將全盤計劃釋放。 

相反，神讓計劃成就的同時，亦希望鍛煉我們成為神的長子，擁有基督的身量。 

因此，神要我們以信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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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五年來的綵排經歷，一次又一次也是為著將來而預演， 

但是，神亦用時間的簽名去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分享， 

即使加上幾次綵排的時間，最終也是一個星期也沒有偏差。 

例如，由雙氧水事件至到「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短片上載 YouTube，

共經歷了 6,666 日，6,666 於《聖經》當中代表著「公義」， 

就是錫安經歷神的 6,666 日試煉後，神以公義為我們洗去污名。 

 

 

 

又例如，講述時空原理的電影《星際啟示錄》的首播日期， 

與四年前「2012 榮耀盼望之星際啟示錄」信息的首播日期同樣也是 11 月 7 日。 

 

 

 

再加上，很多於信息分享後，即時發生的印證， 

例如小布殊來港、牛跌落坑、長毛象遺骸來港展覽等…… 

就像是神在告訴我們：整個世界也是以錫安教會的分享為軸心而轉動。 

因神就是要去印證，這些綵排也是神所設計的一部分， 

如保羅及一眾新約教會的使徒也經歷的「美麗的誤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qKDomSe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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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整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在時間上連一日都沒有偏差， 

使每一個星期我們都可以驚人和準確地被神帶領。 

除此之外，神確實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帶領我們一次又一次切實執行，作出綵排， 

讓「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並非紙上談兵的空談，相反，卻是要求聆聽者不斷切實執行、時刻儆醒。 

就是神藉著每次的大綵排及預備，教導我們進一步認識「2012 榮耀盼望」信息當中其他的智慧和真

知識！ 

 

 

 

神明顯地要求所有能夠被提的基督徒必須以身作則，事先做足綵排和預備， 

成為那些不能被提，留在七年大災難之人的榜樣， 

示範各種對世人而言，既陌生又嶄新的生存及逃生走難的智慧。 

所以，惟有自私自利的人，才會厭煩神帶領我們應有的綵排和預備， 

只聚焦在自己的利益得失，從來不會考慮為別人作準備和綵排。 

 

在神眼中，能夠被提的基督徒，必須為到留在七年大災難的人，提供極之準確的逃生智慧。 

打從開始，這個就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終極定命之一。 

 

正如新約時期，神一模一樣以「美麗誤會」的方式， 

要求使徒保羅時刻儆醒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甚至主耶穌與眾使徒都不斷藉著新約書卷， 

提醒當世代新約教會所有信徒，必須以絕對的信心， 

時刻儆醒等候主耶穌，在他們有生之年隨時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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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 章 42 節：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馬可福音 13 章 33 節：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約翰福音 14 章 1-3 節：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

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

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使徒行傳 1 章 6-11 節：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

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

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

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

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 15-17 節：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

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9 節：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

的賊一樣。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絕不

能逃脫。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

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因為

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

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因為 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耶

穌基督得救。」 

 

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23 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

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彼得後書 3 章 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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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

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彼得後書 3 章 8-10 節：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

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但主

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燒盡了。」 

 

啟示錄 3 章 1-3 節：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 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

的，其實是死的。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原文是死）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

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啟示錄 16 章 15 節：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彼得前書 4 章 7 節：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因此，在這個世界末後的時代，越接近基督徒被提的時候，神要求每一個基督徒的標準和榜樣， 

務必是更嚴謹的，因為引到永生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永生又符合上天堂資格的人也少。 

 

馬太福音 7 章 13-14 節：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路加福音 13 章 23-24 節：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嗎？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大家有沒有留意： 

主耶穌所分享這一節經文，正正相反了普世教會及基督徒今時今日所認為的歪理， 

很多基督徒都是一廂情願，錯誤相信了一個所謂的真理，就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人用不著需要為到自己我信仰而努力、委身、付上基督徒認盡的責任， 

只要人願意得救，人可以得救，可以上天堂。 

可惜，《聖經》中真正的事實卻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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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親口說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路加福音 13 章 23-24 節： 

「有一個人問他說：主啊，得救的人少嗎？耶穌對眾人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我告訴你們，將來有許多人想要進去，卻是不能。』」 

 

所以，「2012 榮耀盼望」中每一篇信息， 

正正就是彰顯神對世界末後基督徒應有的標準，及屬靈上各樣必須有的預備，  

甚至要求被提的基督徒竭力為到那些未能趕上被提的人， 

存留各樣生存在七年大災難當中的真知識與大智慧，成為這些毛衣人的師傅！ 

 

 

 

故此，當面對每一次「美麗的誤會」， 

竭力預備準時被提的基督徒，就當珍惜每一次作示範及綵排的好機會， 

正如新約教會所有時刻儆醒的信徒一樣，持著絕對的信心等候主的再來。 

 

 

 

因為當基督徒存著珍惜的心，忍耐遵守神每一次的吩咐和綵排，珍惜每一次「美麗的誤會」， 

在普天下人受七年大災難試煉的時候，神就會保守我們免去這個試煉。 

 

啟示錄 3 章 10-11 節：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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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內容， 

都是神按著時間的帶領，多次多方超自然印證信息的指定性，來塑造祂的教會， 

讓教會能夠藉著這套信息掌控「時間的將來」!  

 

既然「2012 榮耀盼望」信息擁有如此驚人程度的「神時間性的帶領」， 

人又當存著怎樣的心態，去回應神給予這世代的「時代性信息」呢？ 

 

原來，正如《聖經》中各樣神話語的應許，如：信心教導、醫治、富足、成功人生、 

趕鬼、權柄和能力等，都必須以「絕對的信心」來回應每一句神的話語和應許。 

同樣，既然「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神多次多方印證，給予這個末後世代的時代性信息， 

是神的 Rhema，我們就必須同樣以「絕對的信心」來回應每一篇教導， 

及以「絕對的信心」來正面回應當中每一個題目， 

好讓神的話語和應許能夠對我們產生果效。 

 

總結過往五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分享， 

我們可以認知以下三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一、顯而易見，「2012 榮耀盼望」信息確實一直被神帶領， 

雖然，每一篇信息都是預先錄製，但是，播放時間都是被神巧妙地安排， 

按著神的時間表和心意，有如一幅拼圖，沒有偏差地，以一塊塊的小拼圖拼合起來， 

成為世界末後終極的答案，成為神時代性的信息。 

 

縱使，過往五年每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 

都像一小塊拼圖一樣，每每會令人覺得是獨立的個體、有點不太自然， 

因為始終當初接收神這一小段信息的時候， 

我們未能得知神給予我們全幅的圖畫。 

只是憑著信心，獲得全幅圖畫中的一塊碎件， 

正如《聖經》中的屬靈偉人：亞伯拉罕、約瑟、摩西及大衛一樣， 

打從開始的第一日，至到每年、每月、每日的演變， 

人從神那裡所獲得的，亦僅僅只是一塊又一塊碎件， 

 

及至五年後的今天，我們終於深深明白，「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一日都沒有偏差地， 

完全按著神的心意和計劃，走到今天。 

與此同時，當我們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對各種真知識的明白越發增加， 

就越能夠了解當今世界的時勢，甚至仔細理解每一個時勢的細節和未來的走向。  

 

二、錫安教會能夠得著這套信息的原因， 

是因為日華牧師每次從神得著一個題目的時候， 

亦願意以信心回應，像小孩從神得著一份禮物一樣。 

因為縱觀歷史，神很多時候都沉默不言，整個世代甚至數百年也聽不到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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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縱觀過往五百多年基督教各個真理的復還， 

在一個世代之中，神亦只容讓祂的領袖，擁有一個真理亮光，去燃點整個世代。 

 

只有到了啟示錄、基督徒被提的時代， 

神才會讓聖靈的啟示，有如聖靈的河流一般滔滔不絕， 

連珠爆發出一個又一個極之嶄新的真理題目， 

為要建立教會成為敵基督大迷惑的唯一敵人， 

成為末後大復興的唯一旗號，讓萬人得救，不落入 666 獸印的迷惑裡，永遠沉淪。 

 

三、如今，這幅大拼圖還有未完成的部分， 

不單日華牧師及教會的領袖需要竭力完成神給予的呼召， 

而是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讓我們清楚認知到： 

每一個準時被提的基督徒，必定需要全力以赴，為自己的信心和信仰盡責任。 

 

既然日華牧師經已為到每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盡力去研究及預備，以圖文並茂方式讓人明白， 

與此同時，日華牧師亦以身作則， 

以信心切實執行，來回應每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教導。 

往往在每一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題目和每一個行動上， 

教會眾內弟兄姊妹還未開始執行和實踐之前， 

日華牧師經已率先要求自己，親身作研究及示範！ 

經過多次的實驗和親身體會之後， 

然後才在主日分享當中，為弟兄姊妹提供最有效，及最方便的做法， 

所以，日華牧師都是以身作則，來回應每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教導。 

 

因此，現時更是弟兄姊妹一同運用信心回應的時間， 

藉著信心回應，按著「交換的律」， 

期待神繼續賜下一塊又一塊復興的拼圖，一起完成「4794」的定命。 

 

你能夠想像，當我在 2009 年知道時已經十分震驚； 

然後，在進入「2012 籌備營」時，我已經細說我會分享什麼題目， 

因為「2012」貫通了《聖經》。 

 

所以，信息直至現在還沒有完結，難道經歷這些，你仍不在神面前降服？ 

現在，你會明白，為什麼這是「Wisdom of the Ages」？ 

由 Bob Jones 所說、你們所聽的這一套信息，  

是神十分珍惜，並隱藏了這麼多年，但神卻是告訴了我們。 

 

當我們一直分享時，我亦一直告訴你，現在舉世的王者、政要和控制世界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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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擁有真知識的碎片；並且，他們都知道一個秘密， 

就是擁有了全個真知識的人，就會擁有「錫安女子的能力」，就是神新婦的能力。 

 

 

 

這是 Freemason 一直以處女座代表自己、製造 ISIS（新伊斯蘭國）的原因。 

甚至密西西比河、密蘇里州等的命名都與 ISIS 有關， 

他們製造的自由女神像與 ISIS 亦有關。 

 

   

   

 

因為他們知道，能夠擁有這個全備的真知識， 

並且確信這個原則，用信心去實行這個原則的話，是會得能力的。 

 

影片：錫安女子的祝福（Freemason 逐步變成大淫婦） 

2015 年 1 月 11 日「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提及，他從「2012」這個數字一直追查下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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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尋找出神隱藏在《聖經》中的真知識，  

亦正正是國際性先知 Bob Jones 於榮耀列車預言所提及，那歷代歷世所隱藏的智慧。  

 

因神的真知識充滿著能力，就如 48 小時審判一般，  

任何人干犯了神的原則，謀害以色列，也會招致審判。  

而在末後日子裡，新約教會錫安的女子就是神的新婦，  

也是會裝備著這完備的真知識，為神爭戰。 

  

詩篇 110 篇 1-2 節： 

「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能力的杖來‧你要在你仇敵中掌權。」 

 

因就如以利亞的事奉一般，也包括《列王記上‧18 章》所提及， 

以利亞與一眾巴力先知鬥法一樣。  

末後的以利亞事奉，教會亦需要神的裝備去爭戰。  

 

其實，歷史上，知道神最多真知識碎件的人必然是 Freemason， 

因他們源於參與十字軍東征的聖路武士（Knight Templar）。  

他們為了光復被回教徒佔領的耶路撒冷，由歐洲東征至中東戰爭。  

當戰勝回教徒後，亦掌控耶路撒冷 88 年之久，  

期間，他們得到了所羅門王的寶藏及發掘出眾多的真知識，包括 Dome of the Rock 的秘密。  

 

 

 

其後，聖路武士因而成為了歐洲的銀行家，後來亦演變成 Freemason。  

並且，他們亦從真知識，知道末後的新婦是以處女座對比，亦即是 ISIS。  

而 Dome of the Rock 則預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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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亦為著完成神的使命，而從歐洲到美洲建國，  

尋找這片對比處女座 ISIS 的地方，因此，亦以 ISIS 作為各個地標為紀念。  

他們以為得著這片土地，就會成為神末後的新婦。  

 

事實上，自從美國立國以來，美國初期確實是最興旺的基督教國家， 

亦是全球派遣差傳人數最多的國家，近代眾多真理的復還，也是源自於美國的基督徒。  

因此，Freemason 於開始時，可能亦是一班愛主的基督徒，希望成為神末後的新婦。  

 

因《聖經》所提及錫安女子的能力、神新婦的能力將會復還，  

現時只有神永遠審判、死人復活的能力還未有復還，但是在末後日子必然出現。 

  

希伯來書 6 章 1-3 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神若許我們，我們必如此行。」 

 

可是，Freemason 漸漸地由愛主的基督徒變成被利慾薰心，由期望跟從神成為新婦， 

變成利用真知識碎件的能力，以耶和華的刀方式出現，審判列國， 

就是煽動別國去犯罪，然後，Freemason 就可以成為耶和華的刀，就如亞述及巴比倫一樣， 

神亦要祝福 Freemason 去殺敗別國，使 Freemason 能夠從中獲利。  

就好像現時的 ISIS，攻打以色列周邊的中東國家一樣。  

 

並且，於某一年的聖誕節，就是荷魯斯（Horus）的生日時，  

他們就會得著神給予新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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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如《耶利米書》亦提及，他們會用不同的儀式去紀念聖誕節。  

 

 

 

因此，當這種錫安女子的能力出現時，會產生兩極化，  

一方面，變成了如 Freemason 一樣的淫婦， 

一心想著利用神的能力犯罪，為著私利，甚至喝醉聖徒的血。  

而另一方面，在末後日子，神會廢棄這位淫婦，將這能力給予祂的新婦教會， 

帶起末後大復興，然後被提到神那裡去，成為羔羊婚宴的新婦。  

 

 

 

「48 小時審判」已經證明真知識是有能力的，他們有沒有這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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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沒有讓列國去舉起重石頭？他們有沒有用信心去回應？ 

有，所以他們得到能力。 

但是，我一直指出他們是淫婦，一直想得到神命定給錫安的女子， 

是給錫安的一個祝福和權柄。 

 

當錫安在訓誨上一直被孕育，一直被神帶領， 

直至一天，當她被提之前，會擁有這個級數的能力。 

但也是當她擁有這個真知識的全面之後，她能用信心去回應信息才得到， 

否則，也是沒有的。 

 

 

 

如 Freemason，他們擁有真知識的碎件，但是他們有沒有用信心回應？ 

他們當然有。但假若我們擁有全部真知識碎件的話，如果不回應就是不信了。 

所以，這一個重溫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你們需要知道， 

現在所有題目都是來自「2012」這個數字的，而這些源頭都是來自這本《聖經》的， 

我們只是用一向的釋經方法去找到另一個題目而已。 

 

另一個題目不在乎我們喜不喜歡聽，總之，神要我們聽， 

並且，這不只是提升我們的信仰、跪下代禱、唱歌，並不是這一些， 

而是已經談及統治、掌握世界、審判世界的所有答案，全部都在這個數字內。 

但現在，我們已經到達一個階段，神已經一次再次證明這個信息是給我們的， 

而是我們分享出來，我們就是這個信差。 

所以，我們要去做下一步，如我所說，我們要正式去回應這套信息， 

這樣，我們就會產生連 Freemason 都嫉妒， 

經過過去千百年都希望尋找的那個真真正正的能力。 

 

共濟會只是在我們未登場的時候，擔當耶和華的刀， 

但我們才是耶和華的刀。 

我曾經和大家分享，《聖經》裡關於天上星宿的時候， 

提到金牛座和耶和華的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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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野牛之力」？ 

我們就是這樣作對比。 

 

 

 

 

影片：金牛座野牛之力與耶和華的刀 

早於 2010 年 11 月 28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46 篇，  

日華牧師經已從《聖經》的研究之中揭示「星際啟示錄」的奧秘， 

原來全本《聖經》一直隱藏了一個豐富的寶藏，就是存藏在天上繁星之中， 

除了「地上的會幕、節期」預示了神救贖的計劃之外， 

神亦藉著「太陽會幕、星宿」記載了神救贖的計劃， 

以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的方式，千百世代預告了世界末後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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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9 篇 1-4 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無言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它的量帶通遍天下，它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 

 

日華牧師以嶄新的啟示分享到，在「太陽會幕、星宿」的根基上， 

理解天上黃道十二宮與四活物的關係，其中天上的四活物之一，就是金牛座（Taurus）。 

在 2012 年的夏至，太陽正正就在金牛座角上，升起的時間， 

這是一個每隔 24,000 年週期的天體運動。 

 

 

 

第 1 點、原來金牛座所描述的，是一種曾活躍在中東和歐洲一帶經已絕種 400 年的「野牛」Taurus， 

長有一對長角，是當時地球上最有力量的一種動物之一，力大無窮，但野性難馴。 

 

約伯記 39 章 9 節： 

「野牛豈肯服事你？豈肯住在你的槽旁？你豈能用套繩將野牛籠在犁溝之間？他豈肯隨你耙山谷之

地？」 

 

第 2 點、另外，當摩西離世前，曾為以色列十二支派祝福，他總括約瑟所擁有，天上萬象的祝福為

「野牛的角」。 

 

申命記 33 章 17 節： 

「他為牛群中頭生的，有威嚴；他的角是野牛的角，用以牴觸萬邦，直到地極。 

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瑪拿西的千千。」 

 

而「牴觸萬邦」的角，正是金牛座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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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金牛座在天上的外形只有半隻牛，形態為天上的野牛，以具有最大攻擊力的角， 

憤怒地向前衝，攻擊敵人。 

至於，天上金牛座的角所牴觸的，正是預表為巴比倫及敵基督的獵戶座。 

 

原本，在世界末後的日子，神將要興起跟隨祂的子民， 

擁有天上金牛座所喻表到「野牛的角」之祝福，去敵擋天上獵戶座所喻表到敵基督的勢力。 

 

第 3 點、先知巴蘭曾被收買咒詛以色列，但神的靈卻臨到他身上， 

作了四首預言之歌去祝福以色列，其中，亦有解釋「野牛之力」。 

 

民數記 23 章 22 節： 

「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 

 

巴蘭總括那帶領以色列出埃及的力量是「野牛之力」。 

先知巴蘭另一首詩歌繼續有以下描述， 

 

民數記 24 章 7-8 節： 

「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的王必超過亞甲；他的國必要振興。 

神領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敵國，折斷他們的骨頭，用箭射透他們。」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24 

 

 

水要從他的桶裡流出，正正就是天上水瓶座的形態， 

在此，先知巴蘭按著神的感動，以水瓶座及金牛座來對比以色列人所擁有的祝福， 

其中，金牛座所隱藏著的祝福 ── 野牛之力。 

就是能夠吞吃敵國，折斷他們的骨頭。  

 

第 4 點、因此野牛之力是皇者的恩膏，地球上能承受最強的恩膏被統稱為「野牛之力」，是王者的恩

膏。 

 

詩篇 92 章 10 節： 

「你卻高舉了我的角，如野牛的角；我是被新油膏了的。」 

 

自古以來，以色列人也是用角盛載的膏油去恩膏皇帝的。 

所以，「野牛之力」與野牛的角的祝福，亦正正就是一種王者的恩膏。  

 

第 5 點、除了王者的恩膏外，「野牛之力」，亦是對比末後審判的能力。 

 

以賽亞書 34 章 7 節： 

「野牛、牛犢，和公牛要一同下來。他們的地喝醉了血；他們的塵土因脂油肥潤。 

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為錫安的爭辯有報應之年。」 

 

原來，到了世界末後，亦就是 2012 年之後，  

每年夏至的時分，太陽就是在金牛座角上升起的時間， 

神所預備的教會 ── 基督的新婦， 

將會在神向地上施行審判和報應之年，擁有「野牛之力」的祝福，審判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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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按著《聖經》的預言，當神施行審判的時候，神的民亦將會成為「耶和華的刀」， 

審判及毀滅一個國家或城巿。 

 

以賽亞書 34 章 1-6 節： 

「列國啊，要近前來聽！眾民哪，要側耳而聽！地和其上所充滿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應當

聽！因為耶和華向萬國發忿恨，向他們的全軍發烈怒，將他們滅盡，交出他們受殺戮。被殺的必然

拋棄，屍首臭氣上騰；諸山被他們的血融化。天上的萬象都要消沒；天被捲起，好像書卷。其上的

萬象要殘敗，像葡萄樹的葉子殘敗，又像無花果樹的葉子殘敗一樣。因為我的刀在天上已經喝足；

這刀必臨到以東和我所咒詛的民，要施行審判。耶和華的刀滿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

並公綿羊腰子的脂油滋潤的；因為耶和華在波斯拉有獻祭的事，在以東地大行殺戮。」 

 

耶利米書 12 章 12 節： 

「滅命的都來到曠野中一切淨光的高處；耶和華的刀從地這邊直到地那邊盡行殺滅。凡有血氣的都

不得平安。」 

 

所以，當神施行審判的時候，神的約瑟民眾亦將會好像約瑟一樣，擁有「野牛之力」的祝福， 

成為「野牛的角」牴觸萬邦，甚至他們會成為「耶和華的刀」， 

成為神向世界施行審判的代表，抗衡敵基督的勢力，為神頒布各樣的災殃和審判。 

 

 

 

好讓世人眼見各樣災殃臨近，警覺知道自己正正處身世界的末時，主耶穌基督將要再一次回來， 

因此，世人可以在這個最後的時間裡面抓緊機會，儆醒預備，得以回轉歸向神。  

 

這點就是我們所說，「2012」已經包含關於這方面所隱藏的秘密； 

就是神的新婦，最後成為一個爭戰者的新婦， 

就如以利亞在迦密山上，和巴力先知鬥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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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這個時代，並且，我們就是這群人。 

我們怎樣才能夠成為這群人？ 

首先，我們一定要擁有這個信息，然後就要去回應這個信息。 

 

至今，我已經不是用一篇、一個月，也不是一年的時間， 

而是用五年時間去證明，這套信息不是人為的，不是我能夠憑空想出來。 

即使我能夠想出來也沒有用，因為憑空想出來的，是無法印證歷史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們不單能夠知道過去的歷史，也知道現在的歷史。 

事實上，在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我們知道的事情，遠超過香港的一般人。 

然而，我們不單知道香港的歷史，也知道將來全世界的歷史。 

這還不足夠？還不能證明這是來自神？還要怎樣去證明？ 

我們要怎樣把神放在一個盒子（Box）裡，一個框框裡，才能夠定奪這是來自神？ 

要是神跳出了這個框框，祂就不是神嗎？現在的人就是如此渺小。 

 

為什麼我要重提？因為這信息實在太宏大，可能分享了五年之後， 

大家已經忘了我所分享的每一個題目，也是以《聖經》加上「2012」去解明。 

在解釋的時候，為了證明這些事件的真實性，以及神的全然掌管，才解釋得那麼遠。 

 

譬如「拉線」，我只要解釋三個金字塔的含意不就行了嗎？「拉線」的教導就此可以完結。 

可是，我還額外解釋以色列出埃及，拉到英國的根基石，很多這些旁枝的東西。 

這讓我們知道，這些事情不可能是虛假，那些人還認為是虛假的，那人也活該下地獄了。 

 

接著，我再連繫到天上星宿。 

我不是只提到一個星宿，如果只是一個的話，還有機會是碰運氣， 

但若能夠連繫到整卷《但以理書》、《舊約》及《啟示錄》， 

還能夠說是碰運氣，還可以不信？那人真的是活該送命。 

這人如果不是來到錫安教會，他一輩子也不可能信主。 

 

現在你看這套信息，再聽聽香港發生的事情，全世界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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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我們的身分和我們所分享的信息是非同小可。 

你真的只能夠用非同小可來形容這套信息。 

 

 

 

但現在，我只是重新提醒大家，這些信息全都是來自一個數字：「2012」。 

相信你能夠信服了吧？有誰可以寫《聖經》到達這種級數？ 

到現時為止，大家豈不知道，我的專長就是聽神的聲音和看《聖經》。 

到現在，我和大家分享的每一篇主日信息，也是來自我的專長。 

只是那個宏大的程度，實在太龐大， 

我們小小的腦袋真的需要重新整理，才能夠知道這些信息都源自於同一個數字，就是「2012」。 

 

這個數字就是 2009 年的時候，我覺得是神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就是發現這個數字，和我以往拿起任何一個數字去釋經都不一樣。 

當我拿起這個數字時，竟然發現《聖經》裡早已隱藏了這麼多的資訊。 

最瘋狂的是，當你以這些資訊查考歷史的時候，也會令你震驚。 

原來這些資訊是如此重要，「伯利恆之星」是如此重要， 

原來「拉線」是如此重要，「石匠」，共濟會（Freemason）的身分， 

以及他們隱藏在末後日子會做的事，原來是如此重要。 

敵基督怎樣出來，原來是如此重要。 

以「星際啟示錄」去理解《啟示錄》，原來是如此重要，就是這樣。 

 

第二章：總結感言 

藉著這篇信息，我想跟大家捕捉一個概念，就是《聖經》常常圍繞一個內容， 

就是神讓人知道祂的時間性和祂掌管的時間。 

例如祂說祂是自有永有的神，祂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20150111   www.ziondaily.com 
 

 
 128 

祂用的時代都是 dispensation，不是以一百年作計算，而是以二千年去計算。 

 

 

 

為何是這樣？ 

神無論安排在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或每一個時代所發生的事， 

就如現今神藉著真知識，將我們在這時代擁有的身分和所要負的責任告訴我們。 

其實，祂想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就是人類是活在時間的動物。 

 

 

 

神與我們並不同，祂處身時間以外，始終如一，永不改變。 

然而，對於人類來說，就如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樣， 

人類會一代一代地隨時間過去。 

因此，神用「4794」印證我們的呼召，並作出帶領， 

是因為祂要不斷提醍我們，我們既然是「時間的動物」， 

因而我們需要知道自己的定命，並學會趁時而作。 

我們要在這個時段的空間中去作自己應作的事， 

讓我們知道祂賜予甚麼裝備、祝福和賦予甚麼定命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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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白我們要去完成神安排屬於這時段的工作。 

 

這時段並非亞伯拉罕、摩西、約瑟和以利亞的時段， 

這些偉人都是我們處身這時段的榜樣， 

並提醒我們在這個時段所肩負的定命。 

 

藉著這篇信息，我教大家捕捉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會理解，為甚麼定命是如此重要。 

倘若你錯失了你的定命，即使你活在這段時間， 

你都不能完成本身屬於這個時間的工作，屬於這個時間的歷史。 

然而，屬於這個時間的工作和歷史，卻會由被神安排了那些擁有時代定命的人去完成。 

因此，神提醒我們應當知道這個真理。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向三個人說：「我一定要走進我自己的定命！」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