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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6 月 28 日分享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延續篇 ── 但以理書的四獸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第 15 篇信息。 

 

撒但知道將來的結局， 

因神在時間裡是先創造了結局，才以逆向方式，再創造之前的劇情。 

因此，結局就是最後的時間支柱。 

 

 

 

由於時間支柱是時間流當中，劇情推進的關鍵， 

因此，時間支柱是不可以被改變的。 

所以，撒但就設法融入這些時間支柱當中。 

 

 

 

例如以墮落天使與人類苟合的方法， 

讓神不能更改，因而確保了自己能存在。 

 

神容許稗子與麥子同時存在， 

就是不想在消滅稗子的同時，亦毀滅麥子。 

所以撒但在世界結束的審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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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盡辦法從稗子的軀殼，進入麥子奪取復活身體。 

 

 

 

因此，在末後時期，神讓超頻產生，使人內心的好與壞也更快出現果效， 

亦讓麥子和稗子更快結果，在收割前趨向兩極化。 

屬於巴比倫的，更快變成淫婦；相對地，屬神的會更快變成新婦。 

 

因此，Freemason 不斷尋找古文物，返回最古老的神話， 

於兩極化當中，更快變成巴比倫； 

教會卻不斷尋找神的啟示，與神的計劃更加貼近。 

所以屬神的教會，就是將歷代歷世以來的智慧總和（Wisdom of the Ages）找出來。 

 

到最後，Freemason 就以稗子的身體，搶奪麥子的復活身體。 

在歷史上，他們曾經做了多次實驗， 

《創世記‧6 章》記載的寧錄成了 Rephaim，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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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敵基督之所以在最後能夠統治世界三年半， 

是因在神所預設的結局當中，敵基督在最後確實想出法子奪取部分的復活身體。 

這就是為何那龍明明知道自己將來一定會失敗， 

仍會按著《啟示錄‧12 章》所預言，站在婦人旁邊，等待那小孩子出生並吞吃他。 

因為，撒但希望以諂媚的方法，得到部分復活身體的能力 ── 就是用鐵杖轄管列國。 

並且，神的時間支柱容許牠有某程度的成功，使牠掌管列國三年半， 

亦因此，Freemason 不斷嘗詴成為《啟示錄‧6 章》所說的四馬。 

 

Freemason 已經成了頭三匹馬，就是成為耶和華的刀。 

而他們正等待成為第四馬，就是得著使死人復活、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甚至藉著這種能力與神為敵。 

但最後，撒但只能搶得少於 1%的能力，同時間，神收割麥子，把稗子薅出來， 

天上再沒有撒但的座位，於是牠被趕到地球。 

 

同時間，教會亦在神的時間軸當中，一步步被圕造、慢慢孕育成長， 

最後所誕生的教會，在超頻下，其信仰連繫到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最終得著復活身體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成為第四馬的騎士而作出審判，令地上四分一的人死亡。 

正如新約教會時代，使徒亦有審判的權柄，將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即時擊殺。 

 

Planet X 的臨近，就是另一根時間支柱。 

上一次 Planet X 臨近的「時間支柱」， 

就是《出埃及記》的摩西時代，這不單使十災發生，亦使七個節期得以訂立。 

同樣，今次 Planet X 到來，亦將會讓我們成為摩西一般，向世人作出警告。 

我們於這個時間支柱到來時，順水推舟的頒布神的審判， 

因此，近幾年，地球的災難頻生，亦與此有關。 

兩位毛衣人亦因學習第四馬騎士，而得著審判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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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臘神話當中手持收割鐮刀的克洛諾斯（Kronos）就是死神。 

 

 

 

同樣，在《啟示錄》當中，神和祂的使者亦是手持鐮刀， 

因此，亦可以理解為叫作「死」的第四馬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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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第四馬的騎士，其中大部分都被提後， 

有少部分會被敵基督諂媚，而出賣他們的「麥子身體」。 

這導致在地上的敵基督軍隊中，有少部分確實擁有不死身， 

在地球上能夠有短暫時空穿梭的能力。 

 

 

 

香港亦有一個馬場，位於前身是亂葬崗的「快活谷」， 

而通往墳場的街道叫天樂里，英國就是用這些地標，串連第四馬騎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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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問部分： 

問題一：「如果教會領袖被提了，其他帄信徒應當怎樣做？」 

 

答：其實，被提就是為了推動及建立教會這時間支柱。 

當領袖被提，甚至數以億計於墳墓裡死去的人，在雲中帶著復活身體出現， 

而有極少部分能夠成為初熟果子，到達至聖所後，會回到地上數十天， 

為的就是教導帄信徒怎樣得到被提的資格。 

 

 

 

全世界人因此也會知道這套信息的重要性，而這套「星際啟示錄」信息， 

就是教導人怎樣成為新婦、小孩子，並如何應驗吹角節。 

而對於信仰初階的人而言，認識神的時代計劃是最為重要，因這個榮耀的結束已經鐵定了。 

 

在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指出，神帶領錫安成為人類歷史的主角，認識天馬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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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由於牧師能夠確切地聽見神的聲音，不斷被神所帶領。 

但在神的公義下，能夠傾聽神的聲音，亦要付出信心，作出行動。 

 

 

 

例如牧師分享健康信息，多次為災難作出預備等等， 

當中有很多事情也無法解釋得清楚，因為神要考驗我們的信心， 

看看我們是否願意藉著撒出信心的種子，結出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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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個果子就是最大的祝福 ── 死人復活、永遠審判的果子。 

 

 

 

事實上，所有神蹟佈道家， 

他們的神蹟、恩膏、能力、祝福、講道和事奉，也是以撒種方式得來。 

 

 

正如亞伯拉罕聽見神要他獻上兒子以撒，對於普通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 

但神就是要亞伯拉罕演出這活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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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神亦讓我們以信心撒種，每年也上演如亞伯拉罕一般的活劇， 

因為神將要釋放的祝福越大，對我們的要求亦越高， 

《聖經》記載，神栽種祂的葡萄樹，是希望可以收到好葡萄， 

但很可惜，只是結出很多野葡萄。 

 

而神給我們的印證，亦讓我們非常震撼。 

例如我們於 2013 年北上的同時，竟然有人發行了天馬座銀幣。 

為的就是讓我們理解，最初我們只是希望不會成為難民，所以動身北上， 

那時，我們沒有想過，我們不但不是難民，甚至能夠成為第四馬的騎士， 

就是藉著撒種，我們脫離與世界一同受審的咒詛，並且成為第四馬的騎士。 

 

甚至在最後的節期 ── 秋收時分， 

趕得上結出死人復活及永遠審判能力的果子。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第 16 篇信息。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延續篇 ── 《但以理書》的四獸 

弟兄姊妹，到這刻，我嘗詴與大家分析「玫瑰園計劃」中所理解的歷史。 

它並非是過去千多年、或幾百年裡，藉著學校教育被改寫的歷史。 

「玫瑰園計劃」究竟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相信內容多得讓你無法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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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我不斷地悔改， 

我不斷把由初信時所認識的真理，融會貫通地應用在我過去所認識的事情上， 

不論是我對這些事情的人生體會，或自己理想的方向，我都會不斷地藉著真理更正自己。 

 

 

 

當我成為牧師後，更藉著眾多我所理解的真理，不斷更正歷史上或文化上給予我的錯誤教育。 

對我來說，當我理解「玫瑰園計劃」後，便理解光明會的遊戲卡為何提到「改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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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我們腦海中的歷史，已經被改寫了， 

它本來不是這樣，卻被改寫成為這樣子。 

他們找一群歷史學家，有意記載另一些事情，使我們走錯方向， 

完全不知道真正的歷史是什麼意思。 

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真正的歷史是什麼意思的話， 

我們就不曉得我們的身分，也不知敵人做了什麼，或教會可以擁有什麼。 

 

因此，「玫瑰園計劃」已經讓弟兄姊妹理解了一個真確的事實， 

就是過去幾百年的歷史不單被刪改了， 

並且，最重要的是，能影響世界的人物和事件，我們皆一無所知。 

 

 

 

影片：Freemason 改寫歷史的目的 

光明會的遊戲卡有一張內容是「改寫歷史」（Rewriting History）。 

意思是，Freemason 刻意地將過去幾百年的人類歷史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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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隱藏歷代君王和精英在歷史上做過的事情， 

掩飾其背後的真正動機和目的，不讓人民知道真相。 

 

正如 1989 年電影《回到未來》第二集的大奸角 Biff， 

他得到未來的體育年鑑，成為世上最幸運的人一樣， 

Freemason 亦想得到全世界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神所給予最大的「幸運」。 

 

 

 

他們想獨佔神賜人凡事順利的能力， 

意思如日華牧師所形容，事件發生的「必然率」。 

 

其實 Freemason 所作的，就如舊約的雅各和他瑪， 

雅各本來不是以撒的長子，按一般情理，他是絕對不可能得到長子名分。 

但按神的原則，只要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第一、擁有長子名分的以掃輕看這名分； 

第二、以掃甘願把長子名分出賣給他的弟弟雅各。 

神就會在某程度上容許人以「旁門左道」方式， 

把只有與生俱來才可以擁有的長子名分，從真正的長子以掃身上奪去。 

 

此外，猶大的媳婦他瑪， 

本來猶大有責任把自己的帅子給他瑪作丈夫， 

只因猶大迷信他瑪剋夫而沒有這樣做。 

所以他瑪不惜假扮妓女，令其身不正的家公猶大為自己的丈夫留後。 

因此，他瑪在神面前，是名正言順地以旁門左道，甚至欺騙的方式， 

誕下一個得著長子名分的兒子。 

 

故此，雅各和他瑪皆是以旁門左道的方式，騎劫了長子的名分， 

所以，過程中他們必須隱藏動機，才可以成就他們的陰謀及計劃。 

並且 Freemason 一直刻意隱藏，不讓世人知道， 

他們想要搶奪這極為貴重，亦是世界上最寶貴的「長子名分」， 

其實，亦等同神最大的能力和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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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令基督徒也輕看這名分，隨意出讓給他們，大大減少自己的競爭對手， 

他們用大量金錢、心血，建造美國和香港，就是為要騎劫這個長子名分， 

這正正是 Freemason 一直成為神秘組織的原因。 

 

並且，他們一直改寫歷史，隱藏他們在神設立的「時間支柱」中所做過的陰謀， 

亦一直保守他們所知道的秘密，絕不公開，使外人無法得知他們存在的真正目的， 

因為 Freemason 正圖謀騎劫新婦的部分祝福 ── 第四馬騎士的身分。 

 

這亦解釋了，將來何以 Freemason 有資格在基督徒被提時， 

能夠從小部分基督徒手上奪去復活身體。 

原來這部分基督徒沒有遵守真理，亦不重視被提的資格， 

更沒有儆醒等待主耶穌回來，甚至出賣長子名分給 Freemason。 

 

啟示錄 3 章 11 節：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加上，過去數百年， 

Freemason 比一般基督徒更明白及知道被提的時間和標準。 

 

到末後，將會出現的新婦級基督徒，就是那被提的男孩子， 

擁有復活的身體，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並完成《聖經》最後三個節期 ── 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 

 

Freemason 為這群新族類基督徒，圕造了如美國和香港一般， 

一個讓他們出現及成就神計劃的絕佳環境，使自己成為他們背後隱藏的祝福者。 

 

於是，Freemason 就順理成章， 

在神面前取代那些自甘墮落的基督徒，奪取其長子名分和復活身體， 

並妄想以這種旁門左道的方式得著永恆的生命。 

 

明顯地，1776 年建立的美國，與 1842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都是由 Freemason 一手打造的地方。 

他們供應世上最好的物質及豐盛給這兩個地方， 

讓教會可以自由地傳福音和活動，使神的真理復還及百花齊放， 

幫助教會在這兩片自由的土地上茁壯成長。 

 

既引誘教會藉借貸，在金錢上倚靠 Freemason， 

亦在政治上，讓教會在他們提供的安穩環境下生活，受惠於他們的資助和保障， 

所以，Freemason 就成了教會成長甚至得著復興的最大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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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在「2012 榮耀盼望之天馬座行動」信息中指出， 

過去數百年間，世上的王者和精英，一直在背後以隱藏身分建立美國， 

因為他們知道，在人類歷史最後的數百年， 

美國將會把福音傳到地極和復還真理的核心之地。 

同時，Freemason 在過去 170 多年， 

也努力藉著「玫瑰園計劃」，以隱藏的身分建立香港。 

 

他們知道，香港將會誕生一群得到《啟示錄》所記載， 

擁有第四匹灰馬背上，騎士身分的基督徒， 

而錫安教會明顯就是其中的主力，甚至可說是唯一的一群。 

 

Freemason 在過去數百年， 

盡心竭力地建立美國和香港，協助神完成末後建立新婦的計劃。 

 

因為在神面前，沒有任何人對於建立神的新婦這份恩情上，比他們更有義， 

所以，他們能夠成為世上得著所有或然率的王者和精英， 

取得一切金錢和權力，凡事順利，亦沒有人能夠抵抗他們。 

Freemason 亦成了耶和華的刀，可以暫時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同時，當新婦教會出現後，他們又可以恩人身分，在復活身體上分一杯羹。 

 

直至我們以「玫瑰園計劃」作方向分享時， 

我們才了解當中存在這麼多的共同信息， 

而這些共同信息相似得令人感到太可怕了。 

 

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已有很多的問題想問，需要我作解釋。 

因此，我決定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的延續篇， 

就是解釋究竟我們現在知道甚麼？ 

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我們應如何重新看歷史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認識了歷代歷世以來，很多人不懂的眾多《聖經》的章節。 

當我再閱讀這些經文時，再加以少許的解釋，便讓人十分清楚知道： 

如果沒有人改寫歷史，只要看《但以理書》及《啟示錄》， 

一眼便能知道和明白為甚麼？ 

 

影片：《聖經》預言是到了發生的時間才可以讓人解明 

在上星期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 

神是以倒敍方式創造世界，先決定世界的結局，有了整個人類歷史發展劇本， 

才回到《創世記》的亞當開始，將人類歷史一步步建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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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類歷史是順著時間流，按著指定的劇情不斷發展， 

而每件事發生之前，絕對沒有人會知道劇情的進展， 

因為，這是人類歷史的編劇刻意營造， 

即使是事件的主角也無法解釋，只因事件的關鍵線索還未存在。 

 

就好像一部精密的偵探小說， 

作者是有意地把每一個與結局有關的重要線索， 

刻意以不被人拆穿的方式，隱含在整個故事的劇情內。 

 

由於可以把謎底打開的關鍵人物或證物還沒有出現， 

所以在所有謎底和佈局一次過揭穿之前，人們是不可能猜出線索和結局的關係。 

早前主日信息亦曾藉錫安教會的兩齣電影， 

《封心鎖》和《神州十二號》的編劇方式，解釋以上概念。 

 

又例如所有陰謀論者一直也不明白， 

12,000 年前所建造的三座埃及金字塔、美金一元紙幣上的全視之眼， 

與 Freemason 設計的這個大國璽的關係。 

但原來，這是指建於 1776 年的美國， 

會成為《聖經‧撒迦利亞書》所預言，末後聖殿的根基。 

 

而 2009 年至 2016 年這七年間，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則會成為所羅巴伯於聖殿殿頂放下的最後一塊石頭，代表著末後的聖殿將要完成， 

這套信息也因此以發光的 All-seeing-eye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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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 4 章 7 節：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帄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

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殿：或譯石）！』」 

 

到 2015 年，日華牧師才可以把這一切謎題解明， 

因為美國在幾百年前還未建成，而香港，在 170 多年前還是一個小小的漁港， 

甚至在 2009 年前，日華牧師亦沒有任何這方面的真知識， 

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一切的意義。 

 

而《聖經》的預言同樣有這種現象， 

就是未到發生的時間，根本不會有人知道預言所指的是甚麼， 

例如《啟示錄》提及的「七頭十角」，以及《但以理書》的「七十個七」和四隻獸， 

亦需要到上世紀，才開始有釋經家初步明白當中所指的國家和歷史。 

 

啟示錄 12 章 3 節：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日華牧師亦曾藉 29 年前分享的「天國比喻」作詳細解釋。 

「七頭」是指敵基督國度的歷史， 

「十角」則是指敵基督國度，最後會成為十個既分開又合一的國家。 

 

而第四獸，則是由但以理在世時開始，將會出現四個世上最強大的國度， 

當到了第四個國度，就會成為最後敵基督的國度。 

在現今這個時代到達前，根本不會有人能夠解開《但以理書》的預言。 

 

另外，《啟示錄‧13 章》的「666 獸印」，以及 18 章的大巴比倫， 

日華牧師亦於「2012 信息」中，證明美國就是這個大巴比倫。 

但 1776 年前，美國尚未立國，亦沒有這 200 多年的美國歷史作為線索， 

詴問我們又怎可能知道美國就是大巴比倫呢？ 

 

啟示錄 17 章 5 節：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祕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啟示錄 13 章 18 節：  

「在這裡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它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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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 1947 年前，人類還未有晶片技術， 

電腦亦未能控制和監視人類，到今時今日可以研發獸印晶片的地步， 

詴問一百年前，誰知道「666」是代表 21 世紀才出現的科技產品呢？ 

 

同樣道理，在 Freemason 設計的美金一元紙幣上， 

那發光的全視之眼，原來要等到 2009 年， 

神感動印證日華牧師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後，才會在世上出現。 

 

在這之前根本不會有任何線索， 

因此，以往也不可能有任何釋經家或研究陰謀論者，能夠窺探當中的秘密。 

所以，美國大國璽底部，清楚註明了 1776 年， 

即代表這計劃是從 1776 年開始，在此之前亦沒有人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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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字塔上的全視之眼，卻是代表 2009 年至 2016 年， 

當然，其中所代表的意思，在這之前同樣沒有人能夠知道。 

 

可見，神在歷代歷世的刻意營造， 

經日華牧師特別在這幾年間抽絲剝繭，傾聽神的啓示， 

時候到了，事件的關鍵線索也逐步出現， 

到 2015 年，日華牧師就把這一切謎題都一一解明了。 

 

當弟兄姊妹看這些資料或聽這些信息時， 

你們會有很多疑問，甚至多得不懂如何發問， 

因為這些概念突然讓你對現實有完全嶄新的理解。 

 

但現實是無容置疑的，歷史已經寫下了， 

並且，當中的街名、地方名、建築物、設施， 

以及它們規劃的步驟、層次都已存在，是無可推委，是真實的。 

有些建築物你可以伸手觸摸，有些設施你也可以行走在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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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8   www.ziondaily.com 
 

 
 20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真實，而這亦讓你知道，現存的歷史是由一群人所控制， 

當中的控制程度並不單是如我們如今所看的一般。 

我們所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第一、二、三次世界大戰、列王相爭、 

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等等，全都是隨機、偶然地發生，是不可控制的， 

但現在我們知道，所有事都不是偶然的，全都是經過設計的， 

包括八國聯軍攻打中國都是以偽旗行動的方式來引發， 

我們如今都親眼看見美國慣常使用這方法來做事，成為這時代的歷史。 

 

影片：歷史給予世人的誤解 

按著《聖經》所記載，人類歷史經已達 6,000 年， 

人類社會從過去的種種事件、戰爭、行動和不同的演進， 

加上神為人類歷史所編定，一些必然會發生，指定的「時間支柱」事件， 

從而編織成一個完整的「人類歷史」。 

 

時至今日，人類歷史已經踏進神所設定，最後的「啟示錄時代」， 

神為人類所揀選最後的冠軍人馬，就是主耶穌基督的新婦，將要出現， 

並承繼神給予人類歷史最大的祝福和權柄，就是擁有復活身體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可惜，自從 Freemason 刻意篡改人類歷史開始， 

世人就對近代歷史存著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 

以為所有國家都是各自為政，各種事件、戰爭、行動， 

都只是國與國之間沒有妥善的全盤計劃和默契下，錯誤地引致。 

 

事實上，近十多年間，亦有不少人察覺到世界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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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存在著一個擁有龐大勢力的組織， 

所以，不少專門研究「陰謀論」的人， 

統稱這些組織為共濟會 Freemason、光明會 Illuminati 等等。 

正正因為人類歷史經過篡改，他們往往都誤以為： 

這些幕後掌控世界的組織，都只是為數極少的銀行家，或是一少撮權貴人士。 

正如私人秘密組織 ── 徃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創立於 1954 年， 

由前北約秘書長洛德‧徃特，擔任俱樂部領導委員會主任一職， 

所有參與者都是權傾一方或富甲天下的人，而且必須由領導委員會挑選。 

 

 

已知的出席者包括：美國財長蓋特納、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蜆殼石油和諾基亞總裁約瑪‧奧利拉、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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徃爾德伯格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是每年都會舉行的世界級非官方會議， 

與會者約為 130 位，主要是商業、媒體及政治精英。 

會議拒絕任何媒體採訪，也不會透露任何開會內容， 

各國主流媒體也不會報道這場會議。 

並且，會議動用大量軍警、維安人員阻擋外界靠近開會地點， 

實在相當神秘，因此亦被稱為「全球影子政府」。 

 

因此，專門研究「陰謀論」的人，都誤以為每年全世界所發生的大事件， 

都是由這一少撮幕後勢力，藉著每年一次的會議，制定出「每年計劃」， 

將整個世界逐步推進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他們更誤以為，這個組織並沒有政府和列王的介入和參與， 

卻斷定整個世界就是如此片面地，由這股「幕後勢力」逐年部署和駕馭。 

實在，歷史正正給予世人如此膚淺的誤解！ 

 

從「2012 榮耀盼望之天馬座行動」信息中， 

因著神的啟示，揭開了一個又一個的百年計劃， 

包括，約 400 年前的美國建國， 

超過 100 年時間的香港規劃、近二十年間的玫瑰園計劃， 

這些百年計劃，都按著共同信息， 

逐步規劃出美國這一極為強大、豐盛的國家，以及香港這個繁華大都會， 

而兩者，在整個人類歷史和「玫瑰園計劃」中，都佔了極為重要的部分。 

 

顯而易見，回顧過往歷史， 

我們必須除去對於世界幕後操縱者的三個誤解：  

第一，這股幕後掌控世界的勢力，實在比一般研究「陰謀論」者所想像的都更為龐大， 

他們不是因應每年的狀況而一同聚集商議，逐年計劃出每年應有的明確部署和方向。 

相反，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 

讓我們清楚明白，這群幕後勢力在每個時代，都按著部分預知能力， 

從而編定長達 400 年的歷史部署，將美國按指定設計而規劃。 

甚至，在 160 多年前，亦已經同樣在香港制定了逐年指定而明確的規劃和發展， 

繼而，讓美國和香港的規劃，都按著 4794，對應天上金門銀門。 

 

不但如此，美國建國規劃更包含眾多信息， 

例如︰按著所對應的處女座，建設多個相關的州份和城市， 

甚至，按著火星 Cydonia 而規劃出他們的首都。 

 

至於香港，則是按著對應天馬座的故事而規劃， 

藉著玫瑰園計劃，更展現幕後掌權者對於時間有著深遠的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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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股幕後勢力，並不是一般人誤以為只有名人富豪， 

而沒有任何政府和列王參與。 

事實上，剛好相反，一切計劃都必須經過列王和大國政府的允許， 

甚至是由皇族帶領，按著指定的共同信息推行計劃。 

 

第三，背後操縱的勢力不僅僅是一少撮人，每年見步行步，等候怎樣統治世界。 

從「天馬座行動」信息中，讓我們充分認知， 

這些皇族所帶領的組織，能夠非常準確地預知世界末後的情況。 

 

甚至，發生在 2015 年至 2016 年的事情， 

他們亦早已藉著預知，將 2015 年的科技發展， 

預先在 30 年前，放在 1985 年的電影《回到未來》系列之中。 

 

所以，真正的世界歷史，其實早已被編排了種種大事， 

而且，按著一個又一個的百年計劃。 

幕後操縱者深謀遠慮的程度，甚至超越所有研究陰謀論者的想像， 

並按著不同時間，正在瘋狂地逐步演進和發生。 

 

亦正因如此，我們現在要藉「玫瑰園計劃」， 

讓我們更新對歷史的認識，從而認清、理解真正的歷史， 

如此就更加肯定《聖經》是絶對無誤。 

 

事實上，我覺得要把對歷史的認識作出更新， 

是因為即使當年我仍未硏究這概念時， 

當我分享《天國比喻》、世界末日、敵基督等題目， 

我都只能夠博覽群書，查找過去 500 年來基督教對《啓示錄》、 

世界末日結束的理解，然後用一個最接近事實的測度來分享， 

所以，那時我說，這些解釋是最接近事實的測度。 

 

 

 

但現在我相信，我可以把事實告訴你們，那已經不是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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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覺得現在應該把對末世的認識作出更新。 

 

 

 

起碼我們要認知一點， 

如我所說，過去數百年歷史不是被操控那麼簡單， 

而是過去數千年歷史的記載是被人修改了， 

所以，我們藉著這些資料，是不能明白《聖經》裡面所說真真正正的歷史。 

 

 

 

《聖經》是無誤的，裡面所寫的是真正歷史， 

可是，現實中的記載卻被一些人修改了， 

那麼，我們便無法從書本上讀到《聖經》所說的， 

我們只能憑信心去相信，然後去尋找並接受一個最接近事實的估計。 

 

但很可憐地，在過去五百年，基督教就是用這方法來看《聖經》的真理。 

可是，當中的資料實在太少，再者，很多資料都已經被修改， 

所以，他們無法理解事實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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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如今我們有了初階的認識。 

如果當年我沒有分享《天國比喻》， 

那麼，當我研究《啟示錄》和眾多陰謀論， 

我簡直不知道該相信什麼才好，因為當中所說的實在是太超現實了。 

我這樣說，並不是指那事件不存在，也不是指那事件是虛構， 

而是那事件的事實過於超現實了。 

 

而我至今仍然堅持，並且能夠研究出「玫瑰園計劃」， 

是因為我與普通人不同，我是堅持絕對相信《聖經》！ 

或許大家沒有留意到，我分享「玫瑰園計劃」至今， 

我能夠如此肯定這方向，並且肯定當中的資料是正確， 

當中，除了一些無法推諉的事實和歷史上的明證外， 

還有我們身處其境，居住在香港，能夠理解「星際啟示錄」。 

 

我能夠接受和相信這方向的原因，是因為只有這個方向， 

才能解釋到歷代歷世以來別人不明白的經文，現在終於能解明了。 

所以，我打算藉這延續篇的信息，嘗詴將整個「玫瑰園計劃」裡所告訴我們， 

人類歷史中真正掌管者的身分和他們所作的，從《聖經》的角度去看看， 

如此，大家便會發現這個絕對是事實的真相。 

 

因為，他人不能解釋的經文， 

根本是白紙黑字地記載了我們現今所發現的東西。 

但這些經文對一些釋經家而言，卻需要猜測， 

對不信的人而言，這兒更是證明神是假的，《聖經》是有謬誤和有問題的。 

 

在開始之先，我想大家看看《但以理書‧7 章 15 節》 

 

但以理書 7 章 15 節： 

「至於我 ── 但以理，我的靈在我裡面愁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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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但以理書》第七章中發生了一件事， 

這件事是神故意讓但以理有此感受的原因，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聖經》除了記載事件外，神故意找一些人盛載著某種情緒， 

而那一種情緒，能讓我們理解到神藉那人是想表達另一意思。 

 

其實，但以理身為當事人，表達了整個人類歷史中， 

因為不理解這些真理，導致我們不斷驚惶和愁煩。 

因為我們將要在人類歷史當中面對一個解不開的謎， 

而這解不開的謎實在太可怕，導致許多人都沉浸於愁煩和驚惶之中， 

但當我現在解釋後，弟兄姊妹不但沒有愁煩和驚惶，更甚是剛強壯膽。 

 

但以理看見了什麼？但以理看到了四隻怪物， 

正如現在我們時常分享海怪座，許多這些怪物的故事， 

如 Saint George 殺龍的傳說、 

小說《倚天屠龍記》和電影「A 計劃」亦提及殺龍的故事，到底是在記載什麼？ 

 

   

   

 

其實，它們也是提及同一個概念，原來，但以理看到了四隻怪物， 

當他看見這四隻怪物時，但以理完全不知道怎樣解釋。 

 

雖然，我曾嘗詴以歷史作解釋， 

但現在我有一個修訂版，相信會令你感到更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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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完全配合了我們今天所見的事實，你會因而恍然大悟，難怪前人要這樣估計了， 

原來，歷史曾被人篡改，甚至到一個階段，你完全無法用這個遭篡改的歷史來解釋《聖經》。 

但當我們現在知道真正的歷史， 

那麼，這些經文告訴我們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指出他們的身分。 

但以理看見的事情，記載於《啟示錄‧13 章 1 至 3 節》。 

 

啟示錄 13 章 1 節：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要留意，人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這部分。 

為何會有十角？為何會有七頭？為何會那麼奇怪？ 

 

 

 

但是，當你知道那段歷史，就是現在我藉著「玫瑰園計劃」所打開的秘密， 

我們繼續往下讀，你便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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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3 章 2-3 節：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

給了牠。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 

 

《啟示錄》帶出，當那個小孩子被提後，所有事情便會一併爆發出來。 

整章第 13 章也指出，全世界會開始被敵基督壟斷。 

所有人也知道，這段是談及敵基督的，但沒有人知道該怎樣去解釋。 

 

我曾於 1980 年代分享過一個解釋方法， 

直至現在，這可說是舉世最接近事實的解釋。 

但三十年後的 2015 年，現時亦有另一個解釋， 

這解法相比我早前的解釋，又再更接近事實多一點， 

因它將現時最新的政治加入解釋中，但也不是真正的真理和現實。 

 

 

 

我現在將與大家分享一個真正的真理和事實， 

當我分享之後，你會即時知道這獸是甚麼， 

因你不用強行以修改過的歷史作為解釋， 

你只要加入現在我們理解的真正歷史，你就會知道。 

 

現在你所看《啟示錄‧13 章 1-3 節》的獸，我曾經分享過，牠是三合一的獸。 

因為《但以理書‧7 章 3-6 節》提到，這裡是在講述有三隻獸， 

這三隻獸分別是第一獸像獅子，並有鷹的翅膀；第二獸像熊；第三獸像豹。 

但描述第四獸的時候，此處就將牠三合一，變了第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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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時但以理於《但以理書‧7 章 3-6 節》分享了這三隻獸，卻沒有提及第四隻獸是怎樣， 

因為他太過害怕，害怕得其形狀、形態，他甚至都不能說出來， 

所以，於那裡，他並沒有提到這隻獸是怎麼樣的。 

 

其實為何於《但以理書‧7 章》， 

但以理看不到獸的樣子，但為何約翰於《啟示錄‧13 章》卻看見其樣子呢？ 

 

 

 

因為於人類歷史當中，這獸是隱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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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但以理是想表達一個事實，我們嘗詴看看，很有趣的， 

當你讀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但以理其實在經歷甚麼。 

神用但以理成為整個人類歷史去見證一件事： 

就是人類都看不見這獸到底是什麼形狀，所以也解不透。 

 

可能你會想：「那為什麼《啟示錄》第 13 章卻能夠解釋呢？」 

因為《啟示錄》第 13 章是在《啟示錄》第 12 章後， 

是在小孩子出現後，他就能將其形狀顯現出來，然後再向其他人解釋這獸到底為何物。 

原來神就是以這樣一個方法，讓我們看見一齣活劇。 

 

 

 

影片：《但以理書》第 7 章的四獸 

從主日信息「時間的秘密」得知，《聖經》是神超越時空的作品。 

其實，整個人類歷史已經完結，只是，神於歷史完結後，返回時間的開始， 

以默示方式，將神的話語給予《聖經》的不同作者， 

就是舊約和新約的君王、先知、使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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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所有人也認知，《聖經》所記載的神，才是獨一的真神。 

 

《聖經》當中，有兩卷分別描繪世界末時發生種種景象的書卷， 

分別是舊約《但以理書》以及新約的《啟示錄》， 

從拉線的教導當中，亦已經印證這一點。 

 

《但以理書》及《啟示錄》不僅同樣是記述末世所發生的事， 

並且，神讓但以理和使徒約翰分別看見的末世異象，兩者之間，其實是有關連的。 

 

但以理書 7 章 1-8 節：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夢，見了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但

以理說：我夜裡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有四個大獸從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

同，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

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有

吩咐這獸的說：起來吞喫多肉。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

頭，又得了權柄。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

鐵牙，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

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

說誇大的話。」 

 

早於 28 年前，1987 年 12 月 27 日，日華牧師經已在「天國比喻第 35 篇」詳盡分享， 

神藉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書‧7 章》預言世界末後將會出現的「四獸」。 

 

 

 

頭三隻獸在過往歷史中，經已按著這個預言準確應驗了， 

第一隻獸就是巴比倫帝國； 

第二隻獸就是波斯瑪代帝國； 

第三隻獸就是希臘帝國。 

 

主日片段： 

這隻獸，在《聖經》中有沒有給牠一些更詳細的形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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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曾經用很多東西來形容這隻獸，我在上星期已分享過， 

曾經用「頭」，「頭」的意思代表牠的權力； 

用「角」，用「角」表示牠的權柄； 

用「獸」代表牠的那種殘忍，和牠那種非人的質素； 

還有用「人像」，代表牠是屬於「形態像人」， 

牠在人的方面，牠仍然是用那一群人。 

 

但是我們這次看「獸」的方面。 

 

我們看但以理書 7 章 1 節：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夢，見了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 

但以理說：我夜裡見異象，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第 3 節，我們繼續唸： 

「有四個大獸從海中……」又是海！ 

「海中上來，形狀各有不同……」 

 

留意！第 4 節： 

「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站

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 

 

鷹的翅膀和像獅子究竟是甚麼？如果你有時間， 

你可看《耶利米書‧4 章 6-7 節》、《以西結書‧17 章 2、3、12 節》， 

那些經文說，這是喻表巴比倫，牠有鷹的翅膀。 

你發現，巴比倫在軍事方法，是以迅速見稱的，很快可以殲滅敵人。 

 

 

 

所以，這裡講到這個人有鷹的翅膀，但被拔了出來！拔出來以後是怎樣呢？ 

巴比倫王反而信主了，並通令全國：「這位才是真神！」 

 

所以你會看見，接著祂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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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的翅膀被拔去，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 

 

他信主了。 

 

好了，第二個國家是甚麼？ 

我們看第二隻獸，第 5 節：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跨而坐……」 

 

即是一隻腳比另一隻腳高， 

沒錯！這裡講的第二個國家是波斯瑪代，是波斯比瑪代高！不是嗎？ 

所以這裡說「旁跨而坐」，留意！為甚麼說牠像熊呢？ 

如果我們讀熊的時候會明白到，在軍事，即是野獸在攻打時， 

熊是以龐大的身形見稱的，沒錯！波斯瑪代的軍事力量是以甚麼？ 

他們的攻打方法以「人多欺負人少」見稱， 

所以，你會發現波斯瑪代的軍事力量同樣是用這種方法的。 

 

 

 

這隻獸怎樣？「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 

原來波斯瑪代興起的時候，她們吞併了三塊最主要的國土， 

第一個是蘇西安那，第二個是呂底亞，第三個是小亞細亞， 

這三個地方就是她的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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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節，第三隻獸： 

「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豹……」 

 

我們知道第三隻獸是指誰？「亞歷山大」所統領的國家！ 

 

 

亞歷山大的軍事變化是怎樣？原來他是很迅速的，非常快， 

非常快殲滅敵人和非常殘忍的。 

 

「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 

就是有四個將軍幫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攻打敵人。 

 

留意！他的軍事力量怎樣慢慢轉變呢？ 

「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 

這個就是說他後來死了，國家便交給了這四位將軍。 

這四位將軍，如果你想知道他們的領土在哪裡，就是： 

第一個將軍掌管敘利亞； 

第二個是埃及； 

第三是馬其頓； 

第四是小亞細亞。 

 

 

 

或許你會問：「為甚麼小亞細亞跟上面相同呢？」 

因為她併吞了波斯瑪代，拿了小亞細亞的地方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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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是記載了世界國權興衰的預言。 

而這四獸的預言，大部分亦已經於人類歷史當中應驗。 

現在讓我們逐一剖析： 

 

第一個獸，就是於但以理書 7 章 4 節： 

「頭一個像獅子，有鷹的翅膀，我正觀看的時候，獸的翅膀被拔去，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站

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 

 

這獸應驗在但以理所身處的年代， 

就是以色列人被擄，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即位的時間， 

約為公元前 634 年至公元前 562 年。 

因為有鷹翅膀的獅子，正正是巴比倫常用的標記。 

 

其後，伯沙撒王繼位， 

但以理就是在伯沙撒王即位的第一年，看見這個記載於第七章的異象。 

 

至於第二隻獸，記載於第五節： 

「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有吩咐這獸的說：起來吞喫多肉。」 

 

第二隻獸代表公元前 539 年， 

擊敗巴比倫的瑪代波斯王國，當時的君主為居魯士大帝。 

他其後釋放被擄巴比倫的以色列人回國，就是尼希米歸回以色列建城牆的故事。 

 

在異象中，這隻熊口中啣著三根肋骨， 

代表瑪代波斯王國拼吞了當時的三個強國，分別是埃及、巴比倫及呂底亞。 

 

 

 

而第三隻獸記載於第 6 節： 

「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 

 

如豹一般快速的獸，就是亞歷山大大帝快速興起的希臘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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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大帝於公元前 336 年成為馬其頓國王， 

並於公元前 334 年，開始長達十年的東征。 

於公元前 331 年，亞歷山大大帝擊敗瑪代波斯最後一任國王大流士三世， 

結束瑪代波斯由公元前 539 至 331 年，200 年的統治期。 

亞歷山大大帝以短短十多年時間，建立了一個橫跨中東及亞洲的國家，成就非凡。 

 

 

 

到了公元前 323 年，他死於巴比倫的皇宮之內。 

其後，他的四位將領瓜分了希臘的國土。 

卡山德統治希臘、利西馬科斯佔據色雷斯及馬其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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圔琉古一世得到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而托勒密一世分得黎凡特和埃及。 

這就是第五節所提及，豹的背上有四個翅膀、四個頭的意思。 

 

而第四獸記載於第 7 至 8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喫嚼碎，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這就是其後於歷史取代希臘的羅馬帝國。 

羅馬於公元前五世紀初建國時，只是一個小國，其後慢慢壯大， 

羅馬與希臘之間，發生了四次馬其頓戰爭。 

 

公元前 168 年，發生了第三次馬其頓戰爭， 

羅馬於徃得那戰役中徹底摧毀馬其頓國，希臘帝國亦隨之消失了。 

 

 

 

羅馬一直發展下去，變成一個霸佔了歐洲、中東和非洲的強大帝國。 

 

而「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又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羅馬人佔領以色列後，於主後 70 年，將耶路撒冷城及聖殿毀滅， 

並且，他們不斷逼害基督徒。 

因此，第四獸的雛型，就是羅馬帝國。 

 

而經文中也記載，這獸頭上的十角，就是羅馬帝國其後分出來的十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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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 8 節講及這十角時，當中又長出了一隻小角。 

「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

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但以理書》的預言，清楚描繪出由他身處的時代開始，到往後所發生的事情。 

並且，直至頭四獸的前半段預言，也已經一一應驗， 

而一般的《聖經》學者，也能夠清楚解讀這個預言的意思。 

可是，從來沒有《聖經》學者，能夠解明《但以理書》第四獸的後半部， 

就是羅馬帝國分出來的十國，因為羅馬帝國只是第四獸的雛型， 

要加上其後出現的十國，才是這獸的整體。 

 

公元 293 年，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建立了四帝共治制， 

將羅馬分為東、西兩部分，直至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解體， 

而東羅馬帝國則成為了拜占庭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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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羅馬帝國並沒有被清楚劃分成十份， 

因此，更加沒有人可以完全解釋這隻小角究竟代表什麼？ 

第四獸於歷史上，彷徂是隱形了一般，導致釋經家也找不出正確答案。 

既然，他們連「十角」也不明所以， 

那就更加沒有可能知道，這十角生出的另一隻有眼的小角是什麼意思了。 

 

原來，這隻十角的獸，就是《啟示錄》第 13 章所提及，擁有十角七頭的獸。 

所以《但以理書》與《啟示錄》的兩個異象，都是描繪著同一個信息。 

只是，神沒有讓但以理看見這隻獸的整體資料。 

甚至《啟示錄》第 13 章所記載的這隻獸， 

是要直至第 12 章，擁有鐵杖轄管列國的嬰孩誕生後， 

才能夠由這嬰孩解明。 

 

這就是解明，《但以理書》第四獸的十角，其實是羅馬帝國所分出來的十國， 

而十角上的獨眼小角，它口中說誇大的話，正正就是隱藏在歷史上的 Freemason。 

 

故此，讓我們看看。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 

 

他是能夠看見第四獸的， 

但前三隻獸，他是能夠很清楚和仔細的表達其形狀， 

就是像獅子、像熊、像豹，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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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第四獸，他卻完全沒有提及其形狀，只提到了牠能做到的事。 

為什麼這樣特別？因為他見證人類歷史當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將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見到很多這樣的事，卻看不見是誰引發這些事， 

我們不知道背地裡策劃這些事的「真身」到底是誰。 

 

到現時為止，舉世除了我們，都沒有人能說出這隻獸的真身是什麼。 

因為牠的真身是人們看不見的。《但以理書》就正正見證著這事。 

但以理是親眼看見那獸的，《聖經》的這部分也是他寫成的， 

但他就是說不出這獸的形狀。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 

為什麼突然間他就轉了方向，只提及其力量，卻沒有形容牠的形狀呢？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有大鐵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記著，這「十角」就是在《啟示錄》中再次提到的，這裡由始至終都在描寫牠的權力和能力。 

 

但以理書 7 章 8 節： 

「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他拔出來。這

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這「小角」肯定是「全視之眼」。 

因為，角被切出來的，便是最基準長的三角形， 

而且，「小角」上有一隻像人的眼睛，並不是獅子、貓、鷹等動物的眼睛， 

可想而知，這一定是 Freemason 的「全視之眼」。 

 

 

 

以往，人們怎樣查考，也無法理解這些經文真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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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見在權力、權柄當中，突然出現了這位人物， 

所以，很多人便理解他是敵基督。 

然而，這是因為人們按著人類歷史發展作出解釋而出現了誤解。 

 

在《但以理書》，但以理第一次看見這景象時，他完全沒有提及那獸的樣子， 

只一直描寫牠的能力，及後，他甚至嚇至病倒了。 

 

 

 

人們完全想像不到，牠能力是那麼龐大， 

而之前，他是會記載獸的形狀和究竟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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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啟示錄‧13 章》中講述獸的樣子，我們便明白了。 

在但以理眼中，其實第四獸是透明的，所以他只提到牠的權柄、能力及所能做到的事， 

他看不見牠的真身是怎模樣的。 

 

在《啟示錄‧12-13 章》，我們便知道牠的真身了。 

 

啟示錄 13 章 1- 4 節：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

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

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 

 

這裡典型地讓我們知道， 

第一，它是不透明的， 

第二，它想做的事； 

 

但無論怎樣說，它們都是統治世界。因為，這裡是《啟示錄》第 13 章， 

是談及有關敵基督怎樣以三隻獸的身分統治世界。 

第一隻是從海中上來的獸；第二隻就是龍，第三隻就是從地中上來， 

有兩隻角如同公羊的這隻獸，就是敵基督統治世界的三隻獸。 

 

但是，當有很多人去解釋這段經文時， 

他們認為既然這裡解釋它是一個人，那麼就說： 

「這個人是受了傷的，然後它復活了，全地都希奇，全地都拜它，而它就成為了英雄。」 

其實，原來這是敵基督刻意去制做出來，讓我們不懂得去辨認的。 

 

為什麼全地都會希奇，然後去拜牠呢？ 

你可曾想過，現今有哪一位成年人是不懂得「666」的解釋？ 

全世界習慣看恐怖電影的成年人，其實知不知道世界末後是有敵基督？ 

那麼，為什麼最後人類都要拜牠？為什麼他們即使知道，仍要拜牠呢？ 

 

這裡所說他們是很隨意地就去拜它， 

原因十分簡單，因為全世界人都誤解了敵基督，他們誤以為敵基督是一個人。 

 

現時，我以「玫瑰園計劃」的方式， 

嘗詴讓大家了解，敵基督究竟是甚麼？為何牠會受死傷？ 

當我分享後，你突然間會貫通了整個歷史， 

以及知道「玫瑰園計劃」是為我們顯示了一個歷史的真身。 

如果歷史並不是如此，「玫瑰園計劃」便不可能成立，也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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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玫瑰園計劃龐大程度的超然性 

踏入 2015 年 3 月的春分， 

神帶領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之天馬座行動」信息。 

神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向整個末後世代，展示神自創世以來一直隱藏的奧秘。 

並且，讓錫安教會如約瑟和但以理一樣，成為時代的「秘密揭示者」， 

成全整個人類歷史，一個「極終的解謎啟示」。 

 

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特別是現時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 

好讓所有時刻儆醒預備的基督徒，在被提前都能夠認知自己的真正身分， 

就是全人類歷史裡面，《啟示錄》預言婦人所生的男孩， 

這個唯一的真命天子，將會得著復活身體，能穿梭時空，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 

並且得著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這正正就是神藉「天馬座行動」信息，既讓我們能夠準確認知自己的身分。 

與此同時，亦能夠對神給予我們這個獨特而崇高的身分，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心。 

 

一篇又一篇「天馬座行動」信息所揭示的共同信息， 

讓我們得知，這數百年來，整個美國和香港被建立時的種種規劃。 

就如︰香港由細小的漁港農村，逐步發展成國際大都會， 

這些規劃都是吻合「天馬座行動」信息的內容，對應天上的金門和銀門。 

 

 

 

並且，按著 2009 年版本的 Google Earth 與聖殿拉線， 

錫安教會的發源地粉嶺圍、舉辦 2012 信息籌備營的帝景酒店、青馬大橋、 

香港國際機場、香港挪亞方舟，這些地方與聖殿同樣相距 4794 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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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著 2010 年版本的 Google Earth 與聖殿拉線，與聖殿相距 4794 英里的新地點， 

就是日華牧師分享「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時， 

教會走遍全港而介紹的兩個最理想「食日」地點，分別是黃金海岸泳灘和南生圍。 

 

 

 

加上日華牧師近年的新居，以及 1620 年作為開發美國的序幕， 

當年英國五月花號登陸美國所停泊的地點，與聖殿拉線，同樣是與 4794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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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過往的「天馬座行動」信息，亦讓我們認知玫瑰園計劃中， 

代表雙魚座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建造了一條稱為玫瑰之路的鐵路。 

 

 

 

該鐵路由九龍站的圓方商場及興建中的香港高鐵站開始， 

沿路經過代表奧林匹克故事的奧運站，以及青衣站， 

因為 Freemason 曾經以獻祭方式，在青衣附近海域， 

用大火沉沒了當時世上最豪華的郵輪 ── 「伊利莎白皇后號」。 

終點站就是代表 11 和 DNA，擁有兩條跑道， 

並計劃興建第三條跑道的香港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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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圓方商場、香港高鐵站以及香港國際機場， 

這些地標附近的街道名稱，都與「天馬座行動」信息所帶出的天馬座息息相關。 

 

至於香港高鐵站與圓方商場的規劃和建設，竟然亦與 Freemason 的標誌有關。 

 

 

 

高鐵站是對應 All-seeing-eye，亦稱為玫瑰之眼。 

而圓方商場這名字的「圓」和「方」，則是對應 Freemason 標誌上著名的圓規和角尺。 

 

甚或，整個香港的百年規劃，與「天馬座行動」信息也是息息相關。 

當中竟然完全吻合日華牧師曾經居住的地點，以及成長的地方， 

這些地方包括︰ 

日華牧師於 1961 年 9 月 1 日出生時居住的地點 —— 馬頭角 13 街，是代表「馬」的「駿發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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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日華牧師於 1985 年由加拿大回港，建立錫安教會時的住處， 

就是青衣美景花園（Mayfair Gardens）， 

附近就是之前提及「伊利莎白皇后號」因大火沉沒的地點。 

 

 

 

隨後直至 1996 年，日華牧師一直住在紅磡獲嘉道、溫思勞街、必嘉街交界的福年新樓， 

這三條街是以香港最初購入的三個柴油火車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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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後，日華牧師由紅磡搬到天水圍嘉湖山莊美湖居（Maywood Court）， 

當中，五月 May，與日華牧師一生亦是有著密切關係。 

 

 

 

1996 年開始，錫安教會的主要聚會地點，亦改為位於形狀似牛角的海灣， 

即現時填海而成的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喻表我們將會得著「野牛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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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馬座行動」信息，揭示香港的百年規劃及玫瑰園計劃， 

都是以共同信息，表明對應天馬座的香港，以及擁有 4794 終極定命的錫安教會， 

在整個人類歷史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身分。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反思，整個香港玫瑰園計劃是確實存在， 

如此龐大的建設，以及幕後策劃者所付上的心血都絕非偶然。 

 

從種種實際建設、現存的建築物，以及時間、地點和事件的吻合， 

一切都近乎是不可能發生，可以說是非人類所為。 

因為將香港由漁村打造成國際繁華大都會， 

種種基建，以及玫瑰園計劃內的各種規劃， 

所動用的資金都是極為龐大，甚至達天文數字。 

並且，當中所涉及的年份，亦不單是百多年的香港發展， 

而是由五月花號登陸美國建國開始，至少橫跨了 400 年之久。 

 

目的就是要建造出美國大國璽上，立體金字塔這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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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等待 2009 至 2016 年，這個以帄面形態存在的眼睛， 

就是神以謀略的靈、策略的眼睛所揭示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這信息的出現，就是完成神屬靈聖殿的最後一塊石頭。 

好讓世人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成全完備， 

成為人類歷史上裝飾整齊的新婦。 

 

事實上，香港玫瑰園計劃的龐大程度， 

全世界根本沒有任何一個首富、君主或帝王能夠獨自一人完成。  

更遑論，一個如 Freemason 的秘密組織， 

可以在沒有國家政府、君主及列王的批准下， 

秘密地在這數百年間逐一建設出來。 

 

如此，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香港玫瑰園計劃」與錫安教會的印證。 

 

第一，這必然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超自然帶領， 

當中連一日也沒有偏差地，藉種種證據和資料， 

顯明錫安教會的時代性身分，就是整個人類歷史的最後主角， 

是神所命定的真命天子，能夠得著全人類歷史累積下來的最後祝福。 

 

第二，由美國立國的規劃至香港的玫瑰園計劃， 

明顯地，這一切都是現實存在於我們眼前，包括每一座建築物，每一條街道， 

都是幕後的一群有心人，不單是 Freemason、銀行家、一些秘密組織， 

甚至是列國的君王，都基於對未來的有限度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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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一同參與，借助數以萬計不知情的人， 

悉心地將「香港玫瑰園計劃」逐步規劃出來。 

甚至乎，整個「計劃和規劃」的龐大程度，橫跨超過 400 年， 

遠超一個人的應有壽數，以世世代代傳火種方式，秘而不宣地一直推行至今。 

 

從這群幕後知情人士付上如此龐大的心血和財力， 

可見整個「玫瑰園計劃」背後， 

將要發生在錫安教會的祝福和權柄，將會是何等龐大？ 

 

正正因為神給予錫安教會這個龐大祝福， 

甚至列王亦因此參與，開始這些「百年計劃」。 

 

事實上，若果沒有神的啟示，沒有日華牧師在「天馬座行動」信息中揭露， 

時至今日，根本沒有局外人會知道整個由君王群體策動的秘密， 

他們的種種心血和努力，亦只是表明他們對整個祝福是知情的一群， 

以及嘗詴在知情下換取神給予新婦 —— 就是錫安教會這個末後的最大祝福。 

 

然而，在過往 31 年間，錫安教會在完全不知情下， 

存著一顆善良、捨己愛人、單純、純全的內心， 

多年來一直持守一個合乎神喜悅的動機， 

每年、每月、每日，都甘願被神帶領， 

將神每一個吩咐，切切實實付諸行動，絕不苟且， 

甚至以最優越的表現完成每一次預備。 

即使不知情，仍然不求任何回報，甘心樂意地撒出一次又一次美好的種子。 

 

直至踏入 2015 年今天，神終於為整個人類歷史最後的終極謎底揭盅。 

原來，全個人類歷史以及列王的參與， 

都是為了圕造這位新婦，就是屬靈的聖殿終於建成的時刻。 

 

今日，作為錫安教會的一份子，我們更應珍惜這個時代的最大福分， 

在最後的時刻，持守這個冠冕，加快趕上明白「2012 榮耀盼望」信息，這個終極答案。 

 

事實上，我已經把所有的答案告訴你， 

但是，我嘗詴以《聖經》的角度讓你理解。 

原來，《但以理書》已多層次地剖析敵基督的真身， 

只是敵基督的真正形象，必須配合《啟示錄‧13 章》全章內容來理解，你才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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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提及，若拉線到巴比倫，即但以理責備這位皇帝的牆時， 

然後，再拉線到寫成《啟示錄》的拔摩島。 

如我所言，《但以理書》和《啟示錄》這兩卷書卷其實是一對雙生兒。 

 

 

 

透過拉線而得出的數目是 1008， 

而這個數字在《聖經》中唯一的結果，便是「哈米吉多頓」。 

只有「哈米吉多頓」這個字，所有字母加起來，總數是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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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但以理書》要與《啟示錄》一併解釋， 

但最重要的是，必須與「星際啟示錄」一起解釋， 

如此，你便會突然間明白， 

原來這隻獸在我們眼中，以及在人類歷史中，一直都隱形了。 

但是，對於教會而言，牠的真身卻顯露了。 

 

大家可能意想不到，只有把《但以理書》第 7 及第 8 章聯合在一起， 

才能將《啟示錄》第 13 章解明。 

兩隻獸於人類眼中是隱形的原因，在於沒有人能尋找到牠們的出處。 

 

《但以理書》第 7 章正說明《啟示錄‧13 章 1 至 10 節》那獸的出處， 

而《但以理書》第 8 章則說明《啟示錄‧13 章 11 至 18 節》獸之出處。 

把兩者結合以後，加上「星際啟示錄」，你便能明白當中的來龍去脈。 

 

影片：《但以理書》及《啟示錄》的獸 

早在五年半前，2010 年 1 月 3 日， 

日華牧師經已在主日信息「2012 榮耀盼望第三篇︰拉線（一）」，  

詳盡分享到，原來，新約《啟示錄》與舊約《但以理書》是一對雙生子， 

是神給予世界末後，提及末世預言的兩卷書卷， 

在神眼中，這兩卷書卷其實是相同的。 

 

按著拉線的原理，以 Google Earth 軟件，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巴比倫，是 539 英里。 

代表舊約末世預言，以及被稱為舊約《啟示錄》、《但以理書》寫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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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拔摩島， 

代表新約末世預言《啟示錄》寫成的地方，是 539 海浬。 

 

 

 

將拉線到巴比倫的 539 英里化為海浬，就是 469 海浬， 

加上拉線到拔摩島的 539 海浬，就是 1008 海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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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 1008，正正代表《啟示錄》提及的「哈米吉多頓大戰」。 

因為全本《聖經》，只有這個字的所有字母加起來是 1008。 

而這個字，就是記載於《啟示錄‧16 章 16 節》的「哈米吉多頓」。 

 

然而，神給予世界末後兩本最重要的書卷中， 

竟然都同時記載了四獸，以及七頭十角的第四獸。 

 

這正如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分享到，《但以理書‧7 章》記載了四隻獸。 

前三獸的形狀都有具體的描述，只是到了第四獸，卻好像隱形了一般。 

有別於前三獸，第四獸沒有任何關於形狀的描述，只是預言了牠的特性。 

 

但以理書 7 章 7-8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

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牠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同樣，《啟示錄‧13 章》亦記載了這隻七頭十角的第四獸。 

當中清楚記載，第四獸是由前三獸合而為一，演進而成。 

並且，第四獸頭上的十角之中，又長出一個小角來， 

成為在末後終結時，一個掌控世界的國度。 

 

啟示錄 13 章 1-8 節：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

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 我

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 ─

─ 因為牠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牠交戰呢？又賜給牠說誇大褻瀆

話的口，又有權柄賜給牠，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個月。獸就開口向 神說褻瀆的話，褻瀆 神的名

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憑牠與聖徒爭戰，並且得勝；也把權柄賜給牠，制伏各族、

各民、各方、各國。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 

 

大家有沒有留意， 

按著《但以理書‧7 章》已經應驗的預言，歷史讓我們清楚知道， 

第四獸必定是吞併了形狀如豹的第三獸希臘，並繼而崛起的羅馬帝國。 

 

按著《但以理書‧7 章》的預言，第四獸會一直發展，直到世界末日， 

並且，牠頭上有十角，從十角中間又長起一個小角。 

 

同樣地，《啟示錄‧13 章》亦記載， 

由前三獸合而為一的第四獸，即是吞併了以獅子作代表的巴比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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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熊作代表的波斯瑪代，還有以豹作代表的希臘， 

這獸必然指定就是之後崛起的羅馬。 

 

《啟示錄‧13 章》同樣記載了，這隻七頭十角的第四獸會一直發展， 

直到世界末後，發生基督徒被提、敵基督掌權，甚至乎 666 獸印的面世。 

所以，真正的敵基督，早已存在於歷史中，並且隱藏在第四獸所代表的羅馬。 

就是《但以理書‧7 章》所預言，十角中又長起的一個小角。 

 

除此之外，《但以理書‧8 章》亦記載了關乎人類歷史和世界末後的兩隻獸， 

就是公綿羊和公山羊。當中提到，公山羊牴觸公綿羊，將綿羊觸倒在地。 

 

事實上，早在 28 年前的 1987 年 12 月 27 日， 

日華牧師經已在「天國比喻第 35 篇」詳盡分享， 

公綿羊代表波斯瑪代，公山羊則是後來崛起的希臘。 

正當希臘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並且在角根上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而四角之中，其中一角又長出一個小角。  

 

主日片段： 

究竟波斯和瑪代是怎樣滅亡的？ 

我們從《但以理書‧8 章 1 節》開始讀，這是另一個異象。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異象現與我 ── 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見的異象之後。 

我見了異象的時候，我以為在以攔省、書珊城中……」 

 

大家如果讀過歷史、西史就會知道， 

書珊城就是波斯、瑪代的首都，是她們當時的首都。 

 

「我見異象又如在烏萊河邊。」 

 

當時，如果你有留意，他（但以理）就是波斯和瑪代的首相， 

我可以這樣說，是首相。然後打敗她的到底是哪個國家呢？ 

打敗她的，原來從她後面而來的就是希臘。 

希臘最有名的皇帝是誰，你知道嗎？ 

打敗她的人，就是亞歷山大大帝。 

 

好，我們繼續讀下去，第 3 節： 

 

「我舉目觀看，見有雙角的公綿羊站在河邊，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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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留意，在這裡我們所說的波斯、瑪代已經是兩隻獸。 

沒錯！我告訴你，波斯、瑪代是兩個國家來的， 

只不過是她們友好得要緊，像兄弟一樣。 

但特別的就是她們兩個國當中，是有一個國比較高，就是波斯比較高。 

 

稍後我們會看另一個預言，講關於獸，也是說波斯比較高， 

所以，要留意這隻羊是有兩隻角的。 

波斯、瑪代的皇帝，因為發現但以理所信的神是真的， 

他自己也信主了，所以他是綿羊。 

 

《聖經》說綿羊是甚麼？是信主的。 

 

「站在河邊，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更高的是後長的。我見那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 

獸在牠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沒有能救護脫離牠手的；但牠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第 5 節留意了，亞歷山大出現了。 

「我正思想的時候，見有一隻公山羊……」 

 

山羊是信主還是不信主的？是不信主的。 

 

「我正思想的時候，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 

 

沒錯！在地理上，希臘就在波斯、瑪代的西面。 

 

「遍行全地，腳不沾塵。這山羊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角。」 

 

這個就是亞歷山大了，這角只有一個，跟剛才的兩個不同。 

 

「牠往我所看見、站在河邊有雙角的公綿羊那裡去，大發忿怒，向牠直闖。我見公山羊就近公綿羊，

向牠發烈怒，牴觸他，折斷牠的兩角。綿羊在牠面前站立不住；牠將綿羊觸倒在地，用腳踐踏，沒

有能救綿羊脫離牠手的。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 

 

就是那隻角，就是亞歷山大， 

但是他死了以後，你看歷史，知道有甚麼事情發生嗎？ 

就是他手下的四位將軍瓜分了他的國家。 

「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啟示錄 13 章 1 節：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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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7 章 7 節： 

「天使對我說：你為甚麼希奇呢？我要將這女人和馱著她的那七頭十角獸的奧秘告訴你。」 

 

但這個奧秘是甚麼？我們看第 9 節： 

「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 

 

就是說那七頭是七個王！聽著！ 

「五位已經傾倒了……」 

 

在當時寫這本《聖經》的時候有五位： 

巴比倫、亞述、末後的巴比倫、波斯瑪代和希臘，已經傾倒！ 

 

聽著！ 

「一位還在……」 

 

就是寫這本《聖經》的時候，那位是誰？就是羅馬，那位還在。 

「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 

 

原來那七頭就是說過去的王國， 

而有一位，當時，很明顯肯定真是羅馬， 

因為當時他寫這本《聖經》的時候，那個王就是羅馬， 

她可以說統治了差不多是半個世界了。 

 

接著： 

「一位還沒有來到……」 

 

但那隻獸是甚麼？其實那隻獸原來就是現在出現的那隻獸， 

就是第七位加上那十隻角，就是那隻獸了， 

因為那是將要出現的一隻新獸，是第七個頭加上十隻角，而牠就是第八位。 

 

「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就是第八位……」 

 

那隻獸跳出來就是第八位了。 

因為牠是第七個頭，（只是）加上十隻角就變了另一個系統，所以牠就是第八位了！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並且歸於沉淪。你所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們還沒有得國，但他們一時

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與王一樣。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能力、權柄給那獸。」 

 

這裡就指出這七頭十角，現在牠的真正的身分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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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 28 年後，踏入 2015 年， 

《啟示錄》和《但以理書》所記載的關鍵字︰ 

第四獸、牠長起的一個小角，以及從公山羊四角之中長出來的一個小角， 

原來隱藏著一個歷代歷世釋經家都誤解的奧秘。 

 

在接下來的「天馬座行動」信息中，日華牧師將會為大家揭開這個嶄新的啟示。  

 

更重要的是，你會從當中理解牠們隱形的原因。 

首先，我們得知道，為何常以「獸」作其形容？ 

原因非常簡單，許多國家本來就是以野獸作他們的國徽， 

如加拿大的海狸、美國的鷹、俄羅斯的熊和中國的龍等。 

 

 

 

每個國家都以一種獸作為其代表，因此，《聖經》如此表達時，若你對歷史有認識， 

並有盡心研究時，便會發現這是認識該國家最好的方法。 

因為，你亦會發現，某些漫畫也愛用野獸來表示那些國家及其所作的事， 

就如以熊搶奪一些東西，來表達俄羅斯想做某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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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能理解上述的事情後，你會發現， 

特別於末世，漫畫最愛以這簡化的方法表達一些信息。 

 

第二章：總結感言 

有一點我相信，要讓你知道一個事實。 

我們這所教會，現在之所以能夠不斷被神高昇，這直接和我們教會的啟示方向有關。 

 

 

 

因為我相信，尤其是外邊的人，即使聽這篇信息的時候都會想一件事， 

而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就不會這樣想。 

這種想法就是：「我知道現在日華你將要分享是神的話， 

但神的話，我何必要知道這些呢？」 

 

原來，真的有那麼愚蠢的人，當有一個人會這樣想，或者這樣問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人真是枉為基督徒， 

原因很簡單，這是我這麼多年來最易看見的， 

我們常常都提及這些人物，豈不是告訴我們一件事？ 

 

原來，在神的話語中，有很多種恩待和祝福。 

當你認識某一類的經文和真理的時候，一定會帶來某一類的身分和獎勵。 

 

 

 

《聖經》裡是有解謎部分，而解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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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解《聖經》裡的這一類謎題，會有一個另類身分給你。 

舉例：約瑟和但以理如何成為宰相呢？ 

他們就是解開這一類的謎題。 

 

 

 

雖然他們解開這一類小部分的謎題，但他們留下大部分的謎題，今天讓錫安教會解開。 

 

他們兩人能成為宰相的身分，是神給予他們的，是神認為他們配得的。 

在歷史上，他們兩人都配得成為宰相，神亦認可。 

 

 

 

但是，神現在將他們二人的謎題，一併放進《啟示錄》這書卷內， 

然後，故意用「星際啟示錄」鎖住它。 

因為祂要等待一群配得的人，去解開這種另類的謎題， 

然後要成為神寶座上的宰相。 

 

因為我們現在解開的謎題，就是他們兩人所解開的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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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們二人解開的謎題，並沒有我們這麼多， 

他向皇帝所解開的兩個夢，這些謎解開了， 

但是，在他們的夢中，有很多謎根本不能解開，是解不開的， 

《啟示錄》再將它重寫出來。 

 

但今日，你看不見嗎？ 

過去五年裡，你親眼看見我們跟其他教會不同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正在解開另類的謎題。 

 

弟兄姊妹，神對我們的憐憫，就是讓我們有幸接觸這些謎題， 

對這些謎題有興趣，並且有那種知識去理解它。 

我們正在解開神賜給約瑟和但以理的一個又一個的謎題。 

 

當日，這些謎題是神賜予他們去解開的。 

因為，若不是神賜夢予埃及法老， 

怎會有人找約瑟來解夢？而約瑟又怎懂得解釋？ 

同理，若不是神賜夢予尼布甲尼撒王，又怎會有人找但以理來解夢？ 

 

《聖經》的經文，蘊藏著不同類型的祝福； 

當中亦包括很多另類，甚至涉及身分的經文。 

 

 

 

原來，當你理解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經文； 

你不但能得到不同的獎賞、祝福和價值，甚至，更能得到另類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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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例子，我們親眼看見，神把謎題給予約瑟和但以理，而他們亦成功解謎。 

但是，他們卻衍生出更多的謎題！這些謎題被存藏於《啟示錄》裡。 

 

感謝主！我們有幸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在神的帶領下， 

去解開歷代歷世以來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 

我相信，這已足以說服那些不信的人。 

 

弟兄姐妹，你是否應該珍惜自己今日的身分？珍惜現在所聽的經文？ 

你所聽的經文，與其他普通的經文有不同的作用，所得的祝福也是不同的！ 

 

 

 

如果你明白「我們的信心不可以動搖。無論何人對這座山說： 

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他若心裡不疑惑，只信他所說的必成，就必給他成了。」 

當你明白這節經文，那你就會得到這節經文的應許、祝福和恩典。 

 

同樣，若你相信、明白和理解「因他受鞭傷，我們得醫治」這節經文， 

並去使用它，那你就會得到這節經文的祝福。 

但你可知道，你現在所聽的是什麼經文？這些經文是叫我們不可以怠慢的！ 

若你聽不明白，那你便需要不斷重聽，直至明白為止！ 

現在已有人向你解釋這些經文，若你還不明白，那你就枉稱為基督徒！ 

因為，這些經文蘊藏《聖經》中最極品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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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前呼後應」，委實非常厲害， 

「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而我們正在察清「君王」程度的謎題， 

這些謎題使我們能在神的寶座前，獲得神所賜予的另類身分。 

所以，雖然我是你的秘密揭示者；但誠如我所說，你也要成為別人的秘密揭示者。 

 

好！最後，我想每一位也和三個人說：「我和你要成為別人的秘密揭示者！」 

 

 

 

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歡呼和鼓掌，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