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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1 月 22 日分享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答問篇 

問題一：金字塔在歷史結束之後，神才回去建造的。對人類來說，我們是否已經歷了整個歷史，再 

回轉到過去呢？當中我們甚至是否已經歷了幾次歷史，只是自己忘記了？ 

問題二：日華牧師，既然我們一生人只能活一次，但於神的眼中，整個人類歷史是過去、現在、將 

來，同時存在的，那究竟「ME」這個「我」的意識，對於我來說是存在於現在（NOW）

這個時空中，但是，在神的國度裡「我」這個意識，是存在於現在，還是在整個人類歷史 

呢？ 

問題三：「天馬座行動」揭示了一個祕密，就是關於《但以理書》記載第四獸的小角。為什麼神在 

過去整個基督教歷史中，刻意誤導釋經家以為這小角是一個人？但其實，按著整個《啓示 

錄》和《但以理書》中的記載，它應該是一個國度和組織。你會如何理解這個觀點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巴黎襲擊事件與難民問題 

於 2015 年 11 月 13 日的「黑色星期五」， 

法國巴黎及其近郊地區，連續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包括巴黎市十區、十一區的餐館， 

以及法蘭西體育場附近的酒吧等，多處發生槍擊和爆炸事件。 

法國電視台 BFM TV 報道稱，巴黎市區發生至少 3 宗炸彈、6 宗槍擊事件。 

 

 

 

至於，巴塔克蘭劇院發生槍擊與劫持事件，當時場內約有 1,500 名觀眾， 

於演唱會大約進行了一小時後，四名持 AK-47 突擊步槍的黑衣男子衝入會場， 

目擊者聽見一名槍手大喊：「真主至大！」接著便有條不紊地朝群眾開火。 

超過 100 人遭劫持，造成至少 89 人死亡， 

巴黎合計至少有 139 人遇難，其中包括 7 名兇手，另外數百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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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伊斯蘭國（ISIS）承認責任，於一份公告稱，這次連環襲擊的目標是經過精心挑選， 

而法國仍然是伊斯蘭國的主要襲擊目標，並且警告法國：「這次襲擊只是風暴的開始」。 

事件引起法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斯蘭國的空襲行動升級。 

 

法國巴黎「黑色星期五」恐襲案中， 

其中一名伊斯蘭國施襲者被發現假扮難民赴歐， 

令歐美各國的收留難民政策受到質疑。 

 

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仍然計劃於未來一年，收留大約一萬名敘利亞難民， 

但部分共和黨人強烈反對，聲稱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將會假扮難民潛入美國進行恐襲。 

爭取總統參選提名的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表明會提案，立即暫停為難民核發簽證， 

至於共和黨另一總統參選人卡森則呼籲國會，停止撥出資金於重新安置敘利亞難民上。 

同樣有參選總統的共和黨人杰布‧布殊建議， 

在收留敘利亞難民一事上，只限收留當地的基督徒。 

地產大亨特朗普更稱，因應巴黎恐襲，假如他當選的話， 

會考慮關閉國內領導層屬極端分子的清真寺。 

 

早在 4 年前的主日信息，2011 年 10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88 篇」「星際啟示錄第 33 篇」， 

就是在神超自然帶領，在出現 88 和 33 的特別數字下， 

日華牧師經已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出現的形勢， 

由於回教國家的生育率高達 8.1，而歐洲及北美發達國家生育率卻遠低於 2.11， 

持續下去，回教國家單單以生兒育女方式，已經可以統治世界，將大部分國家變成回教國家。 

 

 

 

再者，如此下去，回教中東國家攻打以色列的話，以色列將會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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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華牧師於 4 年前，ISIS 尚未出現之前， 

經已預告美國會以保護以色列為名，製造各種偽旗行動和手段， 

向其他所有回教中東國家宣戰，或是進行襲擊，甚至，最終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事實上，去年 2014 年 6 月，還是由美國剛開始扶植的 ISIS，所大肆攻擊及控制的國家， 

就是位於以色列周邊，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土耳其及阿富汗等回教國家。 

完全應驗日華牧師 4 年前的預告，當今由美國一手扶植的 ISIS， 

根本就是要針對所有會危害以色列的回教國家，打擊回教。 

 

除此之外，由於巴黎恐襲事件，美國國內至少 22 個由共和黨操控的州份， 

都要求華府暫停收留新難民，包括︰德州、亞利桑那州、艾奧瓦州， 

勢令奧巴馬收留難民的計劃受挫。 

恐襲事件，的確令美方收留難民的態度變得謹慎。 

 

事實上，日華牧師早在一年多前，於 2014 年 9 月 14 日的「2012 榮耀盼望第 240 篇」， 

經已率先警告，由美國培育的極端恐怖組織 ISIS， 

將會以難民方式，混入美國境內，部署一系列恐怖襲擊及偽旗行動。 

 

其實，當 ISIS 尚未出現之前，相信錫安教會弟兄姊妹，都較全世界更早認識「ISIS」這名字。 

因為日華牧師早在 6 年前，「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初期， 

經已分享美國及 Freemason，過往一直相信埃及神話裡面的女邪神伊西斯 ISIS， 

日華牧師更預告︰ISIS 必定與世界末後的大事息息相關， 

並且，必定與世界大戰，以及邪神荷魯斯 Horus 復活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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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們更是親眼見證伊斯蘭國的崛起， 

進行一切所謂恐怖襲擊，及削弱回教國家的勢力， 

甚至，吻合埃及神話的記載，逐一應驗及完成 Freemason 的計劃。 

 

主日片段： 

現在聯合國特意要美國開放邊界，讓墨西哥人來到之前， 

你知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在墨西哥建立很多前線基地（base）， 

加上裡面有一大批，現在我們常常聽到的 ISIS， 

有很多恐怖份子的軍隊，全都在墨西哥。 

現今的美國人根本分不出回教徒和墨西哥人，他們入境的時候是直通的， 

現在每個月上十萬的非法移民到美國， 

有意導致這些恐怖份子可以帶炸彈、帶核武到美國。 

 

事實上，現時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假扮難民， 

在全世界進行恐怖襲擊，完全應驗日華牧師的前瞻性分享， 

而且，全世界的政局正環繞「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影片：時事追擊：MMM 龐氏騙局與比特幣 

早前主日信息曾經提及，比特幣（Bitcoin）將會是敵基督 666 經濟系統的前身， 

因此，有朝一日，當傳統經濟崩潰時，比特幣的價值亦會同時間水漲船高，到達天價。 

其實，現時比特幣已經按照日華牧師早前的預測，漸漸合法化， 

例如︰2015 年 9 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正式確認比特幣為原油或小麥一般的實質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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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2015 年 10 月，歐盟最高法院裁定，比特幣為貨幣的一種。 

 

 

 

比特幣的價格，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後， 

近月，突然展開自 2013 年起最大的升浪， 

由 8 月下旬的 200 美元，到 2015 年 11 月，曾升至 500 美元，升幅達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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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需求增加，而導致價格突然上升的其中一個原因， 

反而是由於一個龐氏騙局使用 Bitcoin 而起。 

是曾因欺詐入獄的俄羅斯前議員 Sergey Mavrodi， 

以比特幣設計一個金字塔層壓式推銷的龐氏騙局。 

 

 

 

簡單而言，龐氏騙局（Ponzi Scheme），是指騙徒設計一個金字塔式推銷平台， 

以超高息紅利回報，引誘人投資，但是，當中的錢，不同於傳統為著投資有潛質的項目， 

如巴菲特的基金，期待生意增長發展，而得到利潤及賺取回報。 

龐氏騙局當中所收取的金錢，根本沒有投資到任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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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利潤、回報，只是用下線的新錢，支付上線的佣金或紅利， 

同時間，騙徒亦從中取利， 

因此，騙局發展得越大，當中所帶來的虧損也越大。 

 

 

 

 

整個騙局，就是以新的金錢支付舊的金錢， 

直至不能再吸引下線繼續投資時，整個騙局就會「爆煲」， 

所有參加者也會蒙受巨額損失，最終一無所有。 

亦因此，騙徒越是能夠吸引更多人參加， 

上線能夠說服更多下線加入，新錢源源不絕時，就會延遲「爆煲」的時間， 

但當「爆煲」時，受害人就會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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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經典例子，就是曾任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主席的馬多夫， 

他所掌握的基金，不論任何時候也自稱擁有穩定的回報， 

但是，實際上卻不曾進行過任何投資， 

20 年之久，也是以新錢支付舊投資者作為回報。 

 

 

 

直至 2008 年金融海嘯，這個騙局最終「爆煲」，馬多夫被判入獄 150 年的同時， 

投資者的損失亦高達 650 億美元，即超過 5000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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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Sergey Mavrodi 以比特幣設計出 MMM 投資平台， 

參加者透過購買比特幣並存放在他們的戶口，即可獲得每月 30%利息， 

明顯地，這是一個騙局。因他們並沒有做任何能夠帶來每月 30%利息的生意。 

 

新聞片段： 

A Russian fraudster who served jail time after creating a huge financial pyramid back in the 1990s is 

apparently back in business. 

1990 年代因策劃龐大金字塔式投資騙局而入獄的俄羅斯騙子，再次活躍於投資市場。 

 

His return came to light when numerou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ere alerted by a spike in the price of that 

cryptocurrency – Bitcoin. 

其之所以曝光，是因眾多金融機構關注到加密電子貨幣「比特幣」價格飆升。 

 

It reached its highest value, in fact, in more than a year. 

事實上，比特幣已升至逾一年高位， 

 

“Why?” was the question. 

「為甚麼」成了問題。 

 

Well, Bitcoin's seen dropped in value but analysts have been looking for what caused this sudden surge. 

分析師正尋找導致比特幣從跌勢中突然暴升之因。 

 

One reason could be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social financial network, MMM. 

其一原因或與一個名為 MMM 的，投資社交網絡日漸普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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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you may recall that name. 

大家可能對這名稱有印像， 

 

But it’s recently gained popularity in China. 

它最近在中國市場非常流行。 

 

There is an alleged mastermind behind it. His name is Sergei Mavrodi He's infamous here in Russia for his 

then MMM Ponzi scheme back in the 90s. 

這網絡背後的主謀被指是 Sergei Mavrodi，他在俄羅斯臭名遠播，因他於 90 年代策劃 MMM 龐氏騙

局。 

 

Which simply put pays returns to investors from new capital rather from profit made. 

簡單來說，其騙局是把新吸納的資金作為回報給予投資者，而非以投資利潤作為回報。 

 

He served jail time for fraud over that. After being released, he started again launching similar schemes. 

他因詐騙被判入獄出獄後，他再次推出類似騙局。 

 

He managed to launch the same pyramid in South Africa which has become very popular there. 

在南非推出了同樣的金字塔式投資騙局在當地非常流行。 

 

He also started using the Internet for his frauds too. 

他亦開始透過互聯網進行詐騙， 

 

So far, he is yet to match though his previous achievements. 

然而，目前仍未及其過去成績。 

 

Back to the 90s that Ponzi scheme was created in 1992, it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then. 

回到 90 年代，其龐氏騙局於 1992 年誕生，並迅速流行。 

 

In fact, it promised up to 1000% return on investment. 

當時承諾投資回報率達 1000%。 

 

Pretty good, but rare, isn’t it? 

不錯的回報，但罕見，對嗎？ 

 

The pyramid collapsed two years later with up to 15 million Russians losing their savings. 

金字塔騙局最終於兩年後垮掉，1 千 5 百萬俄羅斯人失去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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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eme was promoted through a series of TV adverts back then depicting an ordinary Russian man 

who gradually became ever richer with MMM’s help. 

騙局曾於電視台賣一系列廣告作宣傳，描述一名俄羅斯平民，藉 MMM 幫助而逐漸富有起來。 

 

No way! 

難以置信！ 

 

I’m going to buy my wife new shoes. 

我要為太太買新鞋子。 

 

It’s simple. MMM. 

非常簡單，MMM。 

 

Jeffrey Tucker from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told us that scammers appear whenever there’s 

new technology and Bitcoin, no exception. 

經濟教育基金會的 Jeffrey Tucker 告訴我們每當有新科技，騙徒就會出現，比特幣也不例外。 

 

Basically, if people want your Bitcoins and they promise a return that’s wildly above market average this is 

scam. 

基本上，若有人想要你的比特幣，並承諾遠高於市場水平的回報率，這就是騙局。 

 

I mean, you just know it, that’s what they… all these companies do the same thing. 

要知道，所有這些公司用的都是同一技倆。 

 

They want you to deposit your Bitcoins with them and they promise you above-average market rate of 

return as a matter of contract. 

他們只想你把比特幣存到他們那裡，並承諾給予你高於市場的回報率。 

 

And what they will do, is take your Bitcoin and you'll never see it again. 

接著他們就會取去你的比特幣，你便從此與它永別。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Bitcoin, is a new player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people get easily 

hornswoggled into these deals hoping to get rich very, very quickly. And it’s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像比特幣這類在投資市場出現的新寵，人們很容易被騙參與這些交易，盼望藉此迅速致富，只是，

這些計劃實在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I mean the only way to invest in Bitcoin is to buy it and hold it and keep it in your own possession and to 

never give it away to somebody else who’s promising returns that are implausible and ridiculous. 

唯一投資比特幣的方式就是買入、持有並收藏作個人財產，永不給予那些以難以置信及不合理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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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回報的人。 

 

You can't do that; it doesn't work. 

千萬別這樣做，不可能的。 

 

Every new technology has scammers out there Railroads, electricity, you know, internal combustion, they 

all have scams associated with them and it's no different with Bitcoin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所有新科技都會有騙徒存在，鐵路、電力和內燃機等都曾經出現相關騙局，比特幣和 Blockchain 技

術也不例外。 

 

在這裡，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這個當年於俄羅斯因著欺騙了上百萬人， 

其後鋃鐺入獄的騙子 Sergey Mavrodi，出獄後竟然以自己的身份， 

同樣是以 MMM 名義設龐氏騙局的時候，居然仍有大批人上當， 

並且，今次不是欺騙俄羅斯人的金錢， 

而是藉著互聯網世界，欺騙全球所有人的金錢。 

 

 

 

當參閱 MMM 的網站，是同樣的 Sergey Mavrodi，同樣的 MMM 標誌， 

雖然，今次是以「普通人的社區，無私互相幫助」的名目設立，所謂的互助平台， 

但本質上，仍然是龐氏騙局一貫的手法， 

簡單而言，MMM 網站對會員提供兩個選擇， 

一個是「我想要獲得幫助」，另一個是「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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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A 君需要一萬元的幫助，因此，按下「我想要獲得幫助」， 

B 君作為新會員，他不能要求幫助，他要先提供幫助， 

因此，他選擇「提供幫助」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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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撮合了 A 君與 B 君，B 君支付了一萬元給 A 君， 

一個月後，不是 A 君將一萬元連三千元利息還給 B 君， 

而是由於 B 君已經作出了施予，因此，30 天後，他就可以有權限， 

要求別人向他提供一萬三千元的幫助，就是原先的一萬元加 30%利息。 

 

 

 

由此，幫助與被幫，循環不息，由一萬，到十萬，由十萬，到一百萬， 

這就是 MMM 所提倡的無私奉獻與幫助所得來的回報。 

可是，將錢給予一名完全不認識的人士，就能夠獲取每月 30%利息， 

即年息 2330%，即投資一萬元，一年可以收取二十三萬三千元， 



20151122   www.ziondaily.com 
 

 
 15 

這會不會是一個太過妙想天開的天真想法呢？ 

可是，對於希望不勞而獲的人而言，這實在是天大的喜訊。 

 

 

 

但試想想，既然別人甚麼也沒有做，自己甚麼也沒有做， 

這 30%的利息，又是怎樣出來的呢？豈不是將新錢給予舊錢？ 

就算如此，如果 A 君付錢給 B 君，B 君付錢給 C 君的話， 

你借我錢時，我借你錢，這只是「塘水滾塘魚」的變相標會， 

那麼，Sergey Mavrodi 又怎樣可以從中取利呢？ 

 

關鍵就是這個平台，並不是一個開放的平台，讓人自由借貸配對， 

而是一個封閉，完全屬於 MMM 的平台。 

這些錢，並不是由銀行轉帳匯款到 A、B、C 的戶口當中， 

而是首先要將錢匯到 Sergey Mavrodi 的口袋裡，兌換成「馬夫羅貨幣」， 

亦是由 MMM 的電腦系統當中，所謂作出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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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支付給誰，誰支付給你，除了 Sergey Mavrodi 之外，根本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否 MMM 平台做大批假會員，又收錢，又付錢， 

以維持整個平台的運作，亦不會有人知道。 

 

原因，這是一個只有 Sergey Mavrodi 知道的封閉平台， 

不同於 Bitcoin 的開放平台， 

每一個人都可以下載並且監管 Bitcoin 每一條數的運作， 

亦因此，當一出現假數，所有人都會知道。 

 

可是，對於龐氏騙局而言，由於出入賬也不公開， 

因此，除了 Sergey Mavrodi 之外，沒有人知道平台的實際情況。 

因此，有朝一日，當沒有新錢流入，當人不斷呼叫「需要幫助」， 

但再沒有人幫助時，整個 MMM 平台就會倒閉， 

所有兌換成馬夫羅幣的金錢和 Bitcoin，就會被 Sergey Mavrodi 取去，血本無歸。 

 

在這裡，更讓人驚訝的是，MMM 平台中，一早已有警告頁， 

警告參加者，可能會血本無歸，這可能是整個網頁當中，最誠實的一句話。 

 

 

 

那麼，這麼顯淺的騙局，為何又會有人上當？為何又會有人參加呢？ 

除了利用人性的貪婪之外，MMM 獎勵會員寫感謝信，多謝別人付款幫助， 

當中，甚至是大額的幫助，正所謂「買得大，賠得大」， 

眼見其他人一個月就能輕易賺取 30%的利潤，誰人不會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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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然少不了以傳銷方式，以紅利吸引會員介紹下線參加， 

當自己成為上線的時候，就會賺得更多， 

所以，當 Sergey Mavrodi 於俄羅斯時，設局欺騙自己的國民， 

但坐監後到外國，就創設一個平台，欺騙全世界的人。 

 

 

 

因此，任何人參與這些平台，就成了其中一個大騙子， 

雖然，有人自以為聰明，只是用多餘的錢去參與， 

就如音樂椅遊戲一般，在騙局開始之時就立即參與，趕搭順風車， 

如此，自己就必然可以於音樂停止之前，早早找到坐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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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不會蒙受損失，還可以賺錢，不失為一條好財路。 

 

可是，對於基督徒而言， 

這正正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的幫兇行為， 

就因為參與其中，為這個騙局提供金錢，甚至下線， 

從而令這個騙局能夠欺騙更多人，最終亦令更多人遭害，甚至家散人亡。 

 

現在，重看比特幣，由於比特幣是新產品，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電子貨幣， 

不可以如紙幣般放在銀包、保險箱，甚至銀行戶口當中， 

當被騙走後，較實體紙幣更難追查，因此，比特幣於保管及應用上，都要有智慧。 

尤其是當它的價值可能幾何級數上升時， 

期間，亦會有更多騙徒，以層出不窮的方式，嘗試騙取弟兄姊妹手上的比特幣， 

所以，最佳的方法，仍然是將比特幣存於自己的電子錢包當中。 

 

並且，努力學習 bitcoin 及 blockchain 的新資訊， 

因終有一天，bitcoin 會完全取代實質貨幣， 

早一點學會，對自己更是百利而無一害。 

 

有關比特幣於保管及應用上的智慧， 

可以重溫 2014 年 2 月份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影片：主日回顧 

早在 2015 年 8 月 16 日，日華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內容提到： 

《啟示錄》當中的三隻獸，包括︰大紅龍，海中上來的獸以及 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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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也是神所創造，並且，用它們成為整個末後舞台的幕後推手。 

 

 

 

因為伊甸園就如生命的縮影，當中的分別善惡樹，樹上的果子 Cydonia， 

其實，並不是撒但創造，而是由神所創造，為要考驗亞當和夏娃。 

 

 

 

同樣，歷史上，神使生命樹及分別善惡樹能夠並存，成為考驗所有人類的工具， 

生命樹，就是神的話語，讓我們成長、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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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善惡樹、Cydonia、獵戶座，就是歷史中的奸角。 

 

 

 

Freemason 取了這個分別善惡樹的角色，並且，以 Tree of Life 為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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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華盛頓的規劃，都是參照火星 Cydonia 建成， 

 

 

 

天主教教堂的壁畫，也是以獵戶座為藍本。 

 

 

 

神將人類當中的壞人歸納到分別善惡樹，目的就是要「廢物利用」。 

例如︰奧巴馬是美國的奸角，他鼓吹同性戀，將耶和華的刀交給 ISIS， 

但神亦利用這一點，當基督徒被提後， 

讓耶和華的刀臨到美國剩餘不法的人身上，成為對 Freemason 的打擊。 

 



20151122   www.ziondaily.com 
 

 
 22 

因為，若果美國人不是犯罪、墮落的話， 

縱使基督徒被提，神也不能隨意審判美國這大淫婦。 

 

今年正是以色列人立國後的第七個安息年，許多資料亦顯示，今年九月二十三日將會發生很多事情。 

 

 

 

電影《回到未來》也是談及 2015 年， 

再者，美國大國璽也是為了記念 2016 年，即猶太年曆 5776 年。 

 

 

 

大國璽的底部，是 1776 年，處女座所代表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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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歷史中將神的福音發揚光大和傳揚，為末後日子搭建舞台。 

 

 

 

而大國璽的小金字塔，代表 2009 年至 2016 年， 

就是我們教會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我們要成為一套信息的信差，並且，完成這套信息。 

 

 

 

就如主耶穌是救恩信息的信差，同時亦成就了救恩， 

並且，藉著四福音，讓人認識節期的真正目的，讓我們成為屬靈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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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類歷史快要到最後一刻，我們就要達標，成為當選人， 

理解這套由神的真理、教導、祝福、原則和律法典章集合而成的一套信息。 

因此，神容許美國的出現，提供神話語的根基、科技及互聯網， 

就是《啟示錄》的三隻獸，也是為了這套信息而被創造。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正如學校的考試， 

是學校刻意設計出來的機制，為了評估和衡量學生的水平， 

讓學生能自我省察，藉學習糾正自己的錯誤而成長， 

然而，對於懶惰的學生而言，考試並不是一件好事， 

但測驗和考試交替地出現，卻成為學生整個讀書生涯不能或缺的事情。 

 

考試的存在，是要為到每位學生分別善與惡， 

因此，神才會於伊甸園中設立分別善惡樹和生命樹。 

 

 

 

同樣，主日信息提及 Giza 金字塔與聖殿拉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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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牧師用金字塔解釋 2009 至 2016 的預言， 

美國大國璽亦遙指 Giza 金字塔，2016 代表猶太年曆 5776 年， 

5776 亦是 Giza 金字塔高度的吋數。 

 

 

 

 

金字塔就是《以賽亞書》提到，為耶和華所建造的柱和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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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Giza 金字塔亦有另一個身分， 

尼羅河左邊五十多個金字塔，就是對比天上銀河最主要和最光亮的星。 

 

 

 

而 Giza 金字塔就是星圖所代表的獵戶座，Cydonia，亦代表分別善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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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字塔是有分別善惡樹的特性， 

又例如︰瑪雅年曆，瑪雅人所興建的建築物，亦是根源於獵戶座， 

Freemason 就是取了獵戶座的身分，分別善惡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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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金字塔是正或邪呢？ 

原來，金字塔亦是神所授意，藉著上古生物建造， 

而金字塔就是帶出分別善惡樹的信息， 

神於人類歷史當中，創造了不同的分別善惡樹， 

包括《但以理書》的四獸，就是人類歷史的四個國度， 

因此，在歷史上，人類好像活在伊甸園裡， 

神為人類創造的園子裡有兩棵樹：一棵是生命樹，另一棵是分別善惡樹。 

分別善惡樹，就是人類以人的義作為分別善惡的工具， 

可是，人的義、人的善，即使有美好的部分，最終亦只會帶人下到地獄去， 

因此，神用簡單的方法，讓人明白及自行選擇。 

 

生命樹的路，就是建立自己的內涵， 

不批評、不論斷，不計較別人是否做得好，而是單單看重自己的成長， 

其餘所有的惡、人的自以為義，就歸納為屬撒但的分別善惡樹， 

同時，神亦廢物利用這些壞人，成為義人的肥料。 

 

正如分別善惡樹不會枯死，仍能結出果子讓亞當和夏娃吃， 

因為，這是神於伊甸園裡，磨練亞當、夏娃的選擇權， 

讓他們在神面前證明自己生命的機會， 

而歷史上的眾人，亦要在這個磨練中，證明自己是能夠進天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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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承接 8 月 16 日的分享，以答問方式， 

分享「2012 榮耀盼望」之「天馬座行動」的信息。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答問篇 

問題一：金字塔是在歷史結束之後，神才回去建造的。 

對人類來說，我們是否已經歷了整個歷史，再回轉到過去呢？ 

當中我們甚至是否已經歷了幾次歷史，只是自己忘記了？ 

 

答：其實這絕不會的！因為《聖經》中從沒有說過這種現象， 

這是東方的思想法與《聖經》說法的分別。 

 

 

 

東方人相信輪迴，輪迴有二種： 

New Age（新時代）所說的輪迴，不一定輪迴變成雞、鴨、鵝； 

但東方人卻認為是，會有輪迴、循環， 

因為她看世界是永恆的，也看生命有另一個解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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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經》讓我們知道，這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不會以另一個身分出現在這個世界， 

並且，也不會以這身分繼續活第二次、第三次等等， 

因為，從我們人生的學習與累積中，已讓我們認知了。 

 

這就讓我們看見，中國人典型地相信輪迴， 

而西方則說到，所有關於時間循環所出現的現象， 

例如 Groundhog Day（《偷天情緣》）、Edge of Tomorrow（《明日邊緣》）， 

都說到，當他們活在同一天時的現象， 

又如 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 

當主角每一次進行時間穿梭時，他都能記起發生的事。 

 

從 Kronos（時間之神克洛諾斯）、神話的故事說起，也從外邦人的概念， 

都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每個人穿越時空都能記得起所有事。 

 

 

 

因此，現時我們是否在穿越時空中呢？或我們是否已經生存了數次呢？這都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現時，我們看見，他們持續說一件事， 

就是所有時空穿梭的人，都會累積每一次的記憶， 

就如 Edge of Tomorrow，主角因累積每一次的經驗，在重活每一天時，都變得更有智慧， 

這導致他每一次重活那一日的時候，都會更有智慧， 

在他身邊的人，全都只是第一次過那一日， 

但他可能已經活過一百萬次，所以他會變得非常聰明， 

並且會知道當日，在那村莊中所發生的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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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就是一些西方神話所帶出的信息， 

像是宙斯（Zeus）怎樣打敗克洛諾斯（Kronos）， 

這些神話故事讓他們發覺到，原來，當人能夠不斷重活在同一個時空中， 

其實會很有力量，甚至是無敵的。 

但其中最重要的，導致他們擁有無敵的力量的，全都是來自知識（Knowledge）， 

就是來自他們在不斷重活的過程中，藉由所學到、所預知的一切作出改變， 

因而導致所活出的這一天能夠擁有無敵般的聰明，把握所有時機。 

 

換言之，我並不是否定我們會有機會活在這「現在」兩次， 

只是，如今我們所知的一切事情，全都是由零開始的話， 

那麼，對我們來說，這就是第一次經歷， 

將來假若我們能夠作時空穿梭，重回這個時空以第三者身分探訪的話， 

會見到我們正在錄製主日信息，又或是見到弟兄姊妹們正在聚會。 

 

但當我們進行時間旅行（Time Travel）時， 

我們是會擁有現時的記憶，並且會再加上將來所擁有的記憶，這些全都會一起累積下來， 

而神所創造的意識就是要這樣， 

而祂亦是十分珍惜這東西，並不會讓我們輕易忘記。 

 

 

 

這和中國人所說的輪迴最大的分別，是可以以一節經文來說明， 

以復活身體再次進入這時空之中，是符合那節經文所說的，但輪迴卻不是。 

 

希伯來書 9 章 27 節：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我們所擁有的復活身體，都是說人經歷過一死後， 

又或是不需經歷死亡而擁有，從而能夠穿越時空。 

但輪迴卻是說，人會不斷經歷死亡， 

死後會成為其他生物來到地上再活一次，不斷周而復始， 

經歷多次輪迴才會再次成為人來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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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死的時候變了長頸鹿，經過許多輪迴最後才變回人， 

所以，這並不合乎《聖經》。 

 

但我現時分享的這個概念， 

甚至，西方講到一個新的理念，就是時空摺疊，竟然合乎《聖經》，那才驚人！ 

《聖經》讓我們看見原來有朝一日，我們也是在寶座上， 

在永恆中，同樣站在時間之外見證這個事實的。 

 

影片：人類歷史與神兒子塑造 

日華牧師曾於「時間的秘密」信息中分享過， 

神活在祂所創造的時間流以外，人類歷史在祂眼中， 

就好像一條電影菲林的底片，或是由一片片麵包組成的長麵包。 

 

而神創造人類歷史的目的，就是令每一個從時間流出生的人， 

都能夠藉著艱難和試煉而成長，擁有神的形象，可以與神同掌王權。 

但是，因著公平的原則，神給予我們每個人，只有一生的時間，去為到天國的獎賞而努力， 

每一個人能夠得到多少，都由他自己決定。 

 

我們活在世間，看似是非常自由，可以用神給予的自由旨意，選擇人生的路向， 

但是，人生的選擇其實是有限制， 

例如︰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家庭、性別、樣貌、身高、 

家庭的信仰背景、出生時的身體和智力狀況， 

甚至天生的性格，都不是由我們自己選擇，而是神超自然安排。 

 

另外，世界歷史的走向，都明顯是由神所帶動， 

例如︰歷史上所有國度的政權建立和更替，包括《但以理書》所預言的四獸國度， 

甚至歷史上一切重大戰爭，包括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神所掌管。 

 

神為每個人所設定的人生經歷都不同，但我們都可以自由地選擇成為一位基督徒，決定一生事奉神。 

我們都在公平下，自由決定信主與否，並決定在地上以一生去賺取天上的獎賞， 

雖然每個人所遇到的人生難度都不同，但神是按比例地把天上獎賞加給我們。 

 

路加福音 12 章 48 節： 

「惟有那不知道的，做了當受責打的事，必少受責打；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以弗所書 6 章 8 節：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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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當我們進到永恆之後，就可以以神的角度， 

在時間流以外，重看我們自己的一生，亦可以重看整個人類歷史。 

 

那些勝過萬難，在世上選擇以最高標準跟隨和事奉神， 

並以神話語成為一生標準的人，就可以與神同坐寶座，成為神的新婦， 

不單可以從神的寶座重看歷史，甚至可以藉神的寶座，在永恆中介入過去的人類歷史。 

 

啟示錄 21 章 2 節：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因為在神的寶座前，人類歷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同時存在， 

而那些在被提後能夠與神一同坐寶座的， 

就可以動用神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能力。 

 

穿梭歷史不同時刻，介入歷史、補回歷史缺口、引導不同時代的人， 

亦可以建造埃及金字塔等，對後世而言可以預知未來的建築物； 

或是拍攝電影《回到未來》，這類可以預知未來的電影； 

甚至可以設計如美國大國璽般，預告神時代計劃的標誌； 

令每一個時代中，愛主的基督徒都能夠尋見神帶領他們的證據。 

 

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能夠尋見定命的數字「4794」、「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的印證，就

是其中一個例子。 

 

希伯來書 12 章 1-2 節：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

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問題二：日華牧師，既然我們一生人只能活一次， 

但於神的眼中，整個人類歷史是過去、現在、將來，同時存在的， 

那究竟「ME」這個「我」的意識，對於我來說是存在於現在（NOW）這個時空中， 

但是，在神的國度裡「我」這個意識，是存在於現在，還是在整個人類歷史呢？ 

 

答：這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這是《聖經》一早給予我們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一個領域， 

在我們尚未活在這世界的一刻，我們已經存在，並存在於神的意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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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未創造世界以前，神已經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但問題是，我們還未存在，神如何揀選？ 

 

 

 

所以，其實我們在時間以外，我們已經存在，被揀選了， 

只是我們的程式（Programme）還未啟動， 

當開機時，神即容許我們進入這個競賽之中，容許我們在一片片的空間之中， 

所以，當神把我們放置於某一片時間開始時，我們的意識便正式啟動了。 

 

但問題是，就算我們的意識還未啟動，未有這個軀體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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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軀體、這個「我」尚未存在時，其實，我們已經存在，只是尚未「開機」， 

對我們而言，我們猶如不存在；但對神而言，我們已經存在，只是尚未開機而已。 

 

 

 

所以，在天上，雖然，我們會和亞伯拉罕等人在一起，卻不會有輩份之分， 

為什麼亞伯拉罕會淪為賓客？而我們的輩份比他還高？ 

因為，有時間的先後，才有輩份，但神是超越時間的，而我們本身也是同時被創造的。 

 

 

 

影片：現實中的人物如何出現在時間流之中 

早於 2013 年 7 月，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分享到「時間的秘密」， 

原來，人生的所謂「現實」，其實是存在於時間流裡面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現在的這一刻，也只不過是時間流中，由過去向將來移動的一個時刻， 

這個定格，亦可稱為「移動中的現在」（Mov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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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播放影片時，人們可以隨意在任何一個時段選擇暫停，讓畫面變成定格照片。 

 

 

 

因為神是站在時間之外，從神的觀點去看整個人類的六千年歷史， 

世人就好像存活在一齣已經完成的電影一般，過去、現在和將來亦早已同時存在。 

 

 

 

那麼，究竟真正的「現實」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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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所謂的「現實」，就如一個 RPG 角色扮演遊戲（Role-playing game）， 

Final Fantasy（最终幻想）系列，就是其中一個著名例子。 

玩家於虛擬遊戲世界裡，需要選擇扮演其中一個角色， 

按著早已編寫好的劇情，在指定時序和環境， 

遇見被編定的遊戲人物或其他角色，繼而在特定場景下進行遊戲。 

 

一般而言，玩家都會扮演冒險者，在遊戲世界中漫遊， 

通過練習、成長和發展劇情等方式， 

一路上發生各種遭遇、交談、會見重要人物等。 

 

RPG 遊戲的重要關鍵，就是主角的成長及遊戲進行。 

所以，在 RPG 遊戲裡面，由故事開始至結束，所有人物、場景、道具、裝備、劇情、 

時間上的各種發展、每個角色的出現和離世，以及整個遊戲的時間流發展，甚至結局， 

在玩家進行遊戲之前，都早已被遊戲程式人員完整地編寫在遊戲之內。 

 

雖然在遊戲世界裡面，玩家沒有被授權選擇或改變遊戲的時間、情景、流程和其他人物的出現， 

但是，玩家唯一的選擇，就是在遊戲的時間流之中， 

決定整個遊戲的得失，選擇將遊戲完成或以失敗告終。 

 

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神所創造的「現實」， 

是早已由神完整地定下世界的時間和歷史情節。 

每一個人物如何出現在時間流，以及相關人物所發生的劇情， 

所有的「現實」，都有如影片裡的每一格照片， 

早已完整地完成了，並且設定在時間流之中。 

只不過，「現實」中每一個人的靈魂，都是按著指定時間出場， 

有如 RPG 遊戲裡面的指定角色，在指定時間上線 Online，出現在時間流裡。 

 

同樣，「現實」中各人需要的道具和成就，都被神限制了， 

只是，神所創造的每一個人，即每一個靈魂， 

都是非常謹慎地存留在神給予我們的身體裡面。 

 

然後，我們就在人生成長過程中， 

按著各人的「自由旨意」，從內心不斷作出選擇和決定， 

將各人內心優美的內涵和屬神的性情，演繹出來。 

 

各人在時間流裡，只是負責於指定的短時間內， 

擔演一個角色，完成各人「自由旨意」選擇的工程後， 

就結束人生，返回真正的永恆時間裡，得著各人真正的祝福和獎勵， 

情況就如玩家離開 RPG 遊戲一樣，角色就會離線 Off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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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在時間以外，我們不會有輩份之分， 

只是，當我們被放在時間裡，便必定藉由生育，才能產生存在（existence）， 

舉例：在時間當中，主耶穌的輩份固然比瑪利亞和前人為低； 

但在時間之外，祂卻是救主、超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所有人！ 

 

影片：時間之外的永恆再沒有輩分 

在神看來，人類歷史只是神所創造「時間流」裡的一齣影片， 

每個人的存在，都有如存活在 RPG 角色扮演遊戲（Role-playing game）的世界裡。 

按著「時間流」，有指定的身分和指定出現的先後次序， 

甚至在這短暫的歷史時間裡面，人與人之間會有不同的指定人倫關係，以及指定的輩分。 

 

事實上，《聖經》亦藉著主耶穌基督，詳盡解釋了祂在時間之內和永恆裡的兩種身分。 

在「時間流」裡，按著神的計劃和命定， 

主耶穌降生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成為亞伯拉罕及大衛的子孫。 

 

馬太福音 1 章 1 節： 

「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的家譜：」 

 

只是，當每個人完結了短暫的一生， 

靈魂便會回到歷史時間之外，即是真正永恆的時間裡。 

當進到永恆，各人都會得到公平的對待和獎勵，擁有復活身體， 

再不會有地上舊有的輩分，人與人之間也再沒有嫁娶等輩分和關係。 

 

而且，神是按著各人在地上的選擇和委身程度，給予應得的永恆獎賞，和永恆的真正身分， 

故此，在時間之外的永恆裡，主耶穌回復真正的身分，成為亞伯拉罕和大衛的主， 

成為時間之外的造物主。 

 

所以，在二千多年前，五旬節應驗當日，使徒彼得向著以色列人傳道說： 

大衛在世的日子，也曾承認時間之外的耶穌是主，是將會坐在寶座上的主。 

 

使徒行傳 2 章 30-36 節：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就預先看明這事，

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

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

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除此之外，在時間之外未降生為人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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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亞伯拉罕的時代，經已帶領亞伯拉罕穿梭時空， 

讓他歡歡喜喜地看見二千一百多年後，主耶穌將要釘上十架為世人贖罪的景象。 

 

約翰福音 8 章 54-58 節：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我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榮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們所說是你

們的神。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但我認識

他，也遵守他的道。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

『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

了我。』」 

 

因此，在時間之外的永恆裡，未有亞伯拉罕之先， 

就已經有主耶穌成為亞伯拉罕和大衛的創造主。 

 

當人類歷史完結，進到永恆的時候，一切在「時間流」裡面的身分和輩分亦會完結， 

甚至，當進到永恆羔羊婚筵，那些在新約時期竭力預備， 

及完成神交托每個時代最高使命的聖徒，將有機會成為合資格的新婦， 

其餘合資格的聖徒，亦有機會成為童女和賓客的身分。 

 

至於，舊約時代的信心偉人及神的朋友，如亞伯拉罕等， 

都會以賓客的身分，赴會天上羔羊的婚筵。 

 

啟示錄 19 章 7-9 節：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

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

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路加福音 13 章 28-29 節： 

「你們要看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眾先知都在神的國裡，你們卻被趕到外面，在那裡必要哀

哭切齒了。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人來，在神的國裡坐席。」 

 

主耶穌正是典型的例子，祂早已存在於永恆當中，祂是神； 

但祂真正成為人類「開機」的時候，正是在馬槽中出生的那一刻。 

我們的情況也很類似，只是主耶穌在開機、開始這人生前， 

其實，祂是有意識的；但我們在之前，卻不會有任何意識或記憶的存留， 

在這世界上，我們就如一張白紙般開始，並運行在這時間、這段落裡，我們需要完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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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乎於我們所作的選擇和所付出的努力，而神亦按此給我們適當的回應， 

同時，神會量度我們能夠達到的程度， 

然後，將我們放進了人類歷史裡的不同段落、擁有不同的身分，來完成整個歷史！ 

所以，「我的意識」，對神來說，是早已存在的； 

只是，對我們來說，只有到了出生的那一天，才稱得上是開機了。 

正如一枚燈泡，在什麼時候才算是開機？當然不是還停留在廠裡的時候吧， 

而是到了顧客的手上，拆掉紙盒，當安裝上電燈的位置時，才開機， 

但它在開燈前，早已存在的。 

 

 

 

全人類也一早全部創造了，在神的意念當中，已經創造了我們， 

並且，在創世之先已經創造了我們，更已經揀選了我們， 

神才開始了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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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天馬座行動」揭示了一個祕密，就是關於《但以理書》記載第四獸的小角。 

為什麼神在過去整個基督教歷史當中，刻意誤導釋經家以為這小角是一個人？ 

但其實，按整個《啓示錄》和《但以理書》所記載，它應該是一個國度和組織。 

你會如何理解這個觀點呢？ 

 

答：其實，你現在所說的，是一個自然定律。 

我本身會思想關於策略的事物，我會從全方位的事實和現實去思考。 

先從現實去思考，當你看見第四獸，第一、二、三獸也存在； 

而第四獸，神透過但以理表示，那獸是隱形的， 

但可悲的是，許多人也不能解明其中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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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是代表了全人類歷史，直至《啓示錄‧13 章》的小孩子出現後， 

那是人類歷史的精華、結束和「全視之眼」（ALL-SEEING EYE）， 

那時，只有但以理看到，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既然但以理視之為隱形， 

所以這個祕密於全人類歷史中是未知的，連釋經家也未知， 

但當你看不到一件東西時，你會怎樣呢？你會以為它未出生。 

這樣，即是他是一個人，因為只有人才可以稱得上未出生， 

只有人才可以說，我現在尚未看見他，即是他現時仍不在。 

其實，接下來《但以理書》便說第四獸是存在的，只是人看不見他， 

其實，他是存在的，只是你看不見他而已。 

 

 

 

但所有解經家都看不見他，所以下意識地想， 

既然我看不見他，但明明《聖經》卻說有， 

那麼，《聖經》又無誤，《聖經》說有，卻不知道但以理所指的隱形， 

只是看不見他，他又非常厲害，在將來會做這些那些事， 

最容易解釋的方法，就是看他是一個人，是一個非比尋常、令人難以置信和想像的人， 

總之，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只是，現在不在此處， 

這是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因他還沒出生。 

 

但若然你說，他是一個組織的話，那就不可能還沒出生， 

因為，組織是可以一代接一代延續下去的。 

 

影片：敵基督早在新約時代已經存在了 

《但以理書》第八章，描述但以理看見一個有關人類歷史末後景況的異象， 

包括於末後日子，敵基督出來的可怕景象。 

 

但以理書 8 章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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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是後長的。我見那

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獸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沒有能救護脫離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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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時候，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這山羊兩眼當中、

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見站在河邊、有雙角的公綿羊那裡去，大發忿怒，向他直闖。我見公山

羊就近公綿羊，向他發烈怒，牴觸他，折斷他的兩角，綿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將綿羊觸倒在地，

用腳踐踏，沒有能救綿羊脫離他手的。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又在

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風〕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這裡提及的公綿羊，就是瑪代波斯， 

而公山羊，則是其後打敗瑪代波斯的希臘。 

 

 

 

因希臘於亞歷山大大帝死後，迅速被他的手下分裂為四個國家， 

因此，就是山羊角的角根上，分開了四個非常的角。 

 

但以理書 8 章 9-12 節：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他漸漸強大，高及

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並且他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君

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的燔祭交付他，他將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而

行，無不順利。」 

 

這段經文提及敵基督於末後日子，可以任意而行，無不順利， 

而他的來處，就是由希臘分成的四國之中，其中一國，這國會漸漸變得強大。 

可是，在歷史上，自從亞歷山大大帝後，他所分裂出來的四個國度， 

亦已經各自慢慢地淡出歷史舞台， 

因此，這節經文所提及的現象，似是還未出現，亦不知會於何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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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但《以理書‧7 章》亦提及這個非常的小角， 

同樣地，亦像是隱形一般，從來未有出現。 

 

但以理書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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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希臘在但以理的異象中看為是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 

這就是代表亞歷山大及他其後的四個將軍。 

 

而第七節及第八節，就是對歷史上第四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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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這第四獸於歷史上，好像消失了一般， 

因自從亞歷山大大帝之後，雖然出現羅馬這個超級帝國， 

但她並不是一個由十角組成，成為能統治世界的強大國度， 

因此，釋經家普遍相信，第四獸和敵基督還未出現， 

可是，於《新約聖經》當中，有經文提及敵基督已經出來，並且數目多於一個。 

 

約翰一書 2 章 18 節：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不但《舊約聖經》已預言，而且敵基督於新約時代已出現， 

且到了啟示錄的時候，敵基督亦同樣存在， 

甚至，2000 年後的末時，於基督徒被提後，敵基督仍然存在，並且任意而行三年半， 

因此，釋經家以為敵基督是有歲數的人類，這必然是錯誤的。 

第四獸必然是一個代代相傳，超過 2000 年歷史的國度或組織， 

最終，於基督徒被提後，才從歷史舞台的暗角，走出來成為主角。 

 

如果按照策略和現實來理解，而第四獸又是隱形的話， 

其實，一般人會不斷想告訴你，這第四獸會在不久的將來便能看見， 

因為，我未曾看見他，若說，他不久以後是個人的話， 

也許是五，六百年後，或甚一千二百年、二千年後， 

因為《但以理書》的時代是比主耶穌出生的時代還要早， 

這樣，人們便會百思不得其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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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樣說，就是為要給你知道：我看不見他，因為他根本不存在。 

那麼，既然他不存在，他在哪裡？不就是存在於將來了嗎？ 

因為他是一個尚未出生的人，而人是有壽數，有其出生時間的， 

若然現時還沒有看見他，不是因為他死了， 

而是因為人有八十歲，所以，他在八十年後便逝世。 

所以，現在我們看不到他出現，可能尚未出現或未死，或者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 

因此，他們這樣解經，這已經告訴你《但以理書》的現象，根本一直在歷史上出現。 

 

影片：敵基督沒有歲數的限制 

主日信息提及，由於但以理異象所提及的第四獸， 

看似是從人類歷史中隱藏起來， 

因此，雖然，過去的三獸也是一個國家， 

但釋經家卻以為，最後的第四獸 ── 敵基督會是一個有歲數的人類。 

例如，很多人估計敵基督是天主教的教宗方濟、奧巴馬、威廉王子或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等等。 

人們作出種種猜測，這是因為若果能夠推算得到敵基督出現的時間，就可以計算到世界末日的時間。 

若果敵基督還有 500 年才到，那麼，末世還未有到，人類還可以吃喝玩樂多 500 年， 

若果敵基督還是小孩的話，那麼，還可以吃喝玩樂多 20 年。 

 

因他們以為，敵基督一定是出生後，經過幾十年的成長， 

直至年長後，才成為如希特拉一般的魔君，以殘酷的方式統治全世界， 

到那時才是末世、才是大災難， 

因此，當知道敵基督出現的時間，才會知道末世的時間。 

可是，他們沒有留意到，其實，敵基督早已於新約時代出現，並且，人數多於一位， 

而《聖經》亦一直形容他們是一個群體。 

 

約翰一書 2 章 18 節：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既然 2000 年前，敵基督早已經出現，那麼，人們到現在還在估計敵基督出現的時間， 

甚至敵基督的身份是誰，他們顯然是誤解了全本《聖經》， 

誤解新舊約當中，所有關於敵基督的經文，並且誤以為敵基督是有歲數的人類。 

 

但在這節經文裡面，使徒約翰讓我們知道，敵基督的勢力早已出現， 

而事實上，但以理所描述的第四獸，是一個經歷千年的組織。 

因此，於這裡，使徒約翰不是叫我們放鬆，要大家不要慌張， 

因為末世距離現在還有 2000 年以上。 

相反，約翰明說，當時敵基督已經出現，並且，當時亦已經是末世， 

為的是要讓當時的人，甚至後來每一個世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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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看自己身處的年代是末世，需要每一天儆醒謹守，為主作工。 

 

所有看不見這獸的人都說，因為我現在看不見他， 

所以，在不久的將來他才會出生，他是一個人，這就是敵基督了。 

但其實不是這樣，藉著玫瑰園計劃，讓我們認知這個真相， 

並且，從玫瑰園發生的事情、美國建國過程和數百年的發展， 

我們絕不能否認，有一股勢力在幕後去策動和控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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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作的安排就仿如一齣活劇，製作一個大謎題出來， 

所以，我們知道敵基督必定一早已經存在，並且其勢力、能力和做法， 

世界上根本只有第四獸才有這種龐大的影響力， 

只不過，若非我們揭示出來，世上無人能夠明白這段經文怎樣解釋。 

 

人人都知道，第四獸是存在的，只是不知道牠在何處； 

亦知道沒有任何國家能與牠匹敵，牠就仿如隱身了一樣， 

於是，人們只能強說牠在不久將來會出現， 

從現實中，我們知道第四獸出現的時間一定不是在將來。 

 

我們知道，全世界擁有此權力只有敵基督，因而知道牠一直存在， 

幕後存在著一個秘密組織，一直統治著全世界， 

他們擁有全球的財富、國度和政權， 

在過往，任何世代和地方全都在他們掌握和管轄範圍之內， 

所以，第四獸豈不是一早已存在了嗎？ 

當某一國家不服從牠，牠便將她消滅，或投放兩枚原子彈轟炸她的國土， 

並且，牠過往亦曾經滅絕其他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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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知道，敵基督一早已經影響著全世界， 

所以，牠並不是將來才出現，只是牠一直尤如隱形般，隱藏在幕後， 

於是，人們便強說牠將來才會出現。 

 

誠然，事實已證明陰謀論是百分之百存在， 

若然我們接受的話，便察覺出它們都帶著一個共同信息， 

我所分享的，並不是擺放在香港博物館，展出的音樂盒中的一張紙條上的內容， 

而是洞察到有一股勢力，百多年來一直掌控整個香港的規劃和發展。 

香港就像一張空白的畫布，任意讓他們描繪， 

一一由他們規劃出來，一直毋需理會其他人的意見和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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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多年來，共濟會一直都運籌帷幄、任意而行，完全掌控著香港的發展和規劃。 

 

同樣，美國所經歷的都是一樣。 

雖則充斥著反對的聲音，但國家的走向仍是照著共濟會所計劃的前進， 

當我們回顧歷史，便發現華盛頓等開國功臣原來都是共濟會的成員。 

 

 

 

美國大國璽的意思今天由我們解開了， 

然而，他們至今其實仍不知道其真正的意思，真的十分可笑和羞恥， 

而我們不單知道，並且肯定必定是這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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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濟會統治世界的能力，比釋經家詮釋敵基督將來所擁有的影響力更龐大， 

他們已經存在了數百年，這便證明但以理說得對，我解經也證明歷史是正確的， 

我們看見，他是存在的，只不過他是隱形的。 

 

所以，我們會說他在不久的將來會以一個人的身分出現， 

但現在不是，因為若他一早在數千年前便出現的話，怎麼可能是一個人？ 

只不過，他們是在數千年前，是以替所羅門興建聖殿的石匠身分出現， 

 

 

 

接著以聖路武士的身分出現，再以玫瑰十字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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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是以光明會的身分出現，一直就是這樣子。 

 

   

 

他們一早已經出現，才做到我們現在所說的，並且，他們的共同信息就是告訴你： 

第一，有一個謎； 

第二，這是他們做的； 

第三，他們能夠做到這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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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這樣的方式給你一個謎，不是給你一張紙，一個音樂盒，然後叫你自己想吧！ 

不是這樣，他們不是在編寫簡單的推理故事， 

我們現在所分享的，是世上最龐大的建設和設施，最龐大的強國， 

世上從未嘗過敗仗的美國，也只是謎題裡的一小部分， 

所以，敵基督的勢力一早已經出現了，他不是一個人，他是一個組織。 

 

影片：敵基督已經進行上千年的規劃 

「敵基督」一字在《聖經》中只出現過四次， 

同樣是由《啟示錄》的作者使徒約翰，寫在《約翰一書》和《二書》之中。 

 

約翰一書 2 章 18 節：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約翰一書 2 章 22 節：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約翰一書 4 章 3 節： 

「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經在世上了。」 

 

約翰二書 1 章 7 節：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從經文所見，約翰所形容的敵基督，不同於現今一般釋經家或陰謀論者所形容的， 

他們都認為敵基督是於七年大災難開始時出現的一個人物，或是一個敵擋神的勢力。 

 

但是，日華牧師已經在「天馬座行動」信息裡， 

解釋「敵基督」或主耶穌口中的「假基督」並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由跟隨撒但的人所組成的勢力， 

因為，原文所指的敵基督，並不單是指某一個人，而是指一群人。 

 

而這個敵基督勢力，早於主耶穌和使徒約翰在世時已經出現， 

並不是一個屬於將來尚未出現的人物， 

只是，這敵基督勢力，會在除去教會這攔阻，即被提後， 

才會完全顯露於世人面前。 

 

這勢力由主耶穌時代開始，一直與神對抗，成為基督徒的分別善惡樹， 

例如：新約時代羅馬帝國的尼錄（Nero）屠殺基督徒、二次大戰時的希特拉屠殺猶太人， 

以及美國現今的總統奧巴馬通過同性婚姻法案，都是敵基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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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保羅在寫《帖撒羅尼迦後書‧2 章 7 至 8 節》時已提到， 

敵基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了，即敵基督勢力在當時已經存在。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 7-10 節：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那時這不法的人必

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

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但是，當時卻有一個攔阻敵基督的勢力，就是教會，攔阻了他超過二千年，直到今日， 

並且，按照《但以理書》所預言，敵基督的雛形就是第四獸， 

而第四獸的雛形，遠在二千多年前的羅馬已經開始成形，後來，更發展成為十王， 

在九百多年前，即 1099 年，藉聖路武士佔領耶路撒冷 88 年，並發掘出所羅門王和以諾的寶藏。 

 

但以理書 7 章 23-25 節： 

「那侍立者這樣說：第四獸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國，與一切國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並且踐踏嚼

碎。至於那十角，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的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伏三王。

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必折磨至高者的聖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

載、半載。」 

 

所以，敵基督並不是一個在近代或將來才出現的人物，而是一個已經存在上千年的勢力， 

並為到末世時所發生的一切，早已部署了這個上千年的計劃，直等到教會被提之後才實行。 

 

現在我們更理解到，既然，這個組織在過去數千年都是服侍聖徒的話， 

當他們出事的時候，便反過來敵擋聖徒， 

這麼多年來，他們都是對聖徒所有的虎視眈眈，敵基督也會是這樣。 

 

 

 

正如我所言，如果聖徒在世上沒有權勢和財富，只想著借貸； 

他們不是去借貸，就只顧看電視，敵基督根本用不著跟這樣的人爭戰吧！ 

但是，當聖徒最終得了天國，他們就必然想搶奪得天國的僅餘機會，這就是現時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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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用邏輯去推理的話，就能理解為什麼一般人一定要這樣解釋？ 

因為他們一定要這樣解，不然，就不能說出自己所看到的事情， 

於是乎，他們所看不到的，就即是在將來，第四獸會在將來的日子才出生。 

 

但第四獸如果是一個組織的話，便能夠解通了， 

因為，組織在什麼時候也能出現，而且是可以傳承的。 

其實，在希臘完結後，羅馬時代就已經是這獸的第一個形態，然後一直演變至今天。 

 

第二章：總結感言 

分享到這裡，其實，當我們理解了「玫瑰園計劃」後， 

可能有很多人未能消化到當中的內容。 

因為，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Project Pegasus、「玫瑰園計劃」信息、 

宙斯（Zeus）藉著奧林匹克打敗了克洛諾斯（Kronos）的事件， 

以及現時分享時空穿梭等概念，可能因內容好像很神幻，以致很多人未必能理解。 

真的如主耶穌基督所說：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是眼未曾見過、耳未曾聽過、心也未曾想過。」 

 

當提及這些概念時，我認為有需要向大家分析， 

可能大家會有這種感覺，「嘩！將來我們能夠時空穿梭！」， 

對於很多人而言，他們會想：有沒有可能呢？有沒有這麼誇張？ 

但是，從開始分享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時， 

電影便說出宙斯想打敗克洛諾斯這件事情。 

 

 

 

事實上，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正是說這件事，為了「Rose from the dead」， 

故此，變成了現時很著名的電影《鐵達尼號》（Tit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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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套電影內容講述最主要的角色，就是仍然生還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就是 Rose， 

這是真人真事。當時有人說，鐵達尼號亦是用作獻祭。竟然會有如此巧合？ 

難道全世界只剩下 Titan 和 Rose 這些名字？ 

 

 

 

這條龍，即是撒但，正等候這個小男孩出生，並要吞吃他， 

難道這條龍沒東西吃？ 

不是的，牠是撒但，為甚麼牠要等候新生的小孩？ 

其中的秘密，是這個小男孩會承繼。為什麼會承繼？ 

原來，人是按著神的形象創造。 

神的形象代表什麼？ 

正如人會有人的形象，當我們出生時，便擁有全人的潛能（Potential）， 

可是，人在長大的過程中，究竟選擇以甚麼形象來度過他的人生？ 

畫家？運動家？財團行政總裁（CEO）？冒險家？音樂家？導演？上班一族？ 

清潔工人？經理？創業者？還是學生？ 

 

換言之，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整全的潛能， 

如果那人有人的形象，並且很健康的話， 

若他喜歡彈琴，便可彈出樂曲，即使想要運動也可以， 

但是，他卻不能夠發展全部的形象， 

如果他不發展某種潛能的話，當然，發揮不了那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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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是按著神的形象創造，可以選擇擁有神的形象。 

當我們選擇擁有神的形象，並到達一個極限時，便可承繼神的形象應有的潛能。 

 

 

 

所以，我們要知道，神的形象不只是擁有愛， 

基本上，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無處不在。 

愛因斯坦曾提出，由於時間等於空間，一個人甚至能夠無處不在， 

人可以穿越無數次的時間，很容易便可駕輕就熟，這便是無處不在。 

 

而神早已說出，祂能夠穿越時間， 

事實上，人亦可以發展這個形象， 

當你發展至一個階段，而你又是配得的話， 

神就會讓你承繼祂的形象所配得擁有的力量。 

 

例如神藉什麼工具穿越時間、空間？ 

從《以西結書》裡，我們得知是「寶座」，此外，當中還有四活物。 

你可知道神於《啟示錄》的時候一直等待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能夠承繼時間和祂形象的小孩子， 

時間亦因此而被造，四活物則成為我們的提示。 

同時，這不正是神話中提及的宙斯（Zeus）的神話嗎？ 

那是「神話」！宙斯搶奪的不是普通的物件，是能使其成為神，控制時間的權力！ 

 

影片：敵基督妄想搶奪時空穿梭的能力 

日華牧師藉「2012 榮耀盼望」信息之「天馬座行動」， 

已經分享到，敵基督妄想要得著的，就是控制時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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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5 年上映的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已經隱藏了古希臘神話中最重要的故事： 

就是以宙斯（Zeus）為首的奧林巴斯神族， 

打敗上一代天神克洛諾斯（Kronos），即時間之神， 

於是，宙斯成為了新一代天神。 

 

電影《回到未來》就正正暗喻了這個故事， 

當中代表奧林巴斯神族的主角們， 

利用時光機掌握了控制時間的秘密，不再受時間流限制， 

可以任意穿梭時空，改變過去、現在和將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就如《聖經‧啟示錄》第 12 章所預言，代表撒但的大紅龍， 

等候吞吃那將要出生的男孩子， 

這男孩子一出生就被提到神寶座，並且可以用鐵杖轄管列國。 

而撒但就是希望搶奪神賜予這男孩子的能力。 

 

但是，怎樣證明這男孩的能力，就是時空穿梭呢？ 

日華牧師解釋，神寶座的能力就是可以時空穿梭的能力， 

因為在神面前，整個人類歷史就好像一齣電影的菲林， 

神可以藉著祂的寶座，到達任何時空或地方，並介入人類歷史當中。 

 

因為，《聖經‧以西結書》就曾多次提到先知以西結看見神寶座的形象， 

並且，當神把以西結提到神寶座那裡， 

以西結就可以與神的寶座一同時空穿梭，立即被提去到神所指定的地點。 

 

以西結書 8 章 1-3 節：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猶大的眾長老坐在我面前。在那裡主耶和華的靈（原文是手）

降在我身上。我觀看，見有形像彷彿火的形狀，從他腰以下的形狀有火，從他腰以上有光輝的形狀，

彷彿光耀的精金。他伸出彷彿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在神的

異象中，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坐位，就是惹動忌邪的。」 

 

以西結書 11 章 1、23-24 節： 

「靈將我舉起，帶到耶和華殿向東的東門。誰知，在門口有二十五個人，我見其中有民間的首領押

朔的兒子雅撒尼亞和比拿雅的兒子毗拉提。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靈將

我舉起，在異象中藉著 神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到被擄的人那裡；我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所以，當這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寶座， 

就證明神給予這男孩子擁有神寶座，可以時空穿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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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男孩子也得到「用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明顯就是因為他在被提之後，能夠坐上神的寶座，因而藉寶座的時空穿梭能力， 

隨意到達人類歷史的任何時間和地點，改變歷史，從而按照神的旨意，改變整個世界的走向。 

 

雖然撒但和敵基督想搶奪這能力，但並不代表他們能夠有資格被提， 

只是藉著這能力，在地上不斷地時空穿梭， 

希望可以改變人類歷史，改寫撒但自己注定要被神打敗和審判的命運。 

就好像電影《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和《異空戰士》（Edge of tomorrow）的主角， 

在同一個時空中，不斷重複試驗上萬次，直至完全改變自己本來的結局。 

 

 

 

無論是過去的「蒙托克計劃」（Project Pegasus）， 

或是現今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 

目的都不外乎是希望藉科技製造時間機器，讓敵基督可以打敗神。 

 

 

 

並且，撒但和敵基督從《聖經》得知將會有人得到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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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藉著諂媚的方法，從新婦級基督徒身上將之竊取。 

 

但是，《聖經‧啟示錄》讓我們知道，撒但最多只能夠作三次半時空穿梭， 

這絕對不足以讓撒但成功，牠的計劃最終必定會失敗。 

 

 

 

因為，只有神以及被神認可，合資格被提的新婦，即那個男孩子， 

才能夠擁有真正時空穿梭的能力。 

當我們聽到更多關於 Project Pegasus、玫瑰園計劃的內容， 

可能使你們難以想像，但這才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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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若你能夠於有生之年選擇這形象並做得好的話，你便可承繼神的神能！ 

 

於這一點，弟兄姊妹，由你出生至今，你發展了怎樣的形象？ 

有些人口稱自己為基督徒，卻將時間全花在唱歌或工作， 

剩餘的一點點時間才給神，那是多瘋狂？ 

他們一生只發展了一個會衰敗的肉體形象， 

不管那形象是一個走私漏稅、一個官或一個清潔工人， 

我覺得，這些人都是瘋子！ 

 

究竟你花多少時間發展神的形象呢？ 

《舊約聖經》讓我們得知一件事， 

神讓我們有機會藉事奉祂而發展祂的形象，你知道嗎？ 

原來，我們藉事奉神能發展祂的形象， 

而神賜下的所有真理都是使我們有神的潛能（potential）。 

 

問題在於，我們與天使不同， 

天使一出生，永恆中擁有的能力便與生俱來， 

不會多也不會少，亦不會因鍛鍊而增加。 

惟獨人類不同，人類是惟一一種能於有生之年選擇擁有神形象的生物， 

我們可以從如小孩子般一無所有， 

發展神的形象，甚至到一個地步，能使天使對我們臣服， 

所以，將來我們的權能和位份都比天使大。 

 

因此，究竟你花了多少心血發展這形象呢？ 

換句話說，你有沒有藉事奉發展這形象？ 

正如我於預備信息時，我會說「方言」， 

而一個不說方言的基督徒，不管靈恩還是基要， 

若你只是標籤（label）自己為靈恩，到天堂時，你仍只是一個啞巴。 

 

因《聖經》說，方言為萬國的語言，更是天國的語言， 

若你不懂說方言，你於天堂便只是啞巴， 

人人都有一張嘴，然而，世上有能長大成人卻不懂說話的人。 

當你於蠻荒地方，那些人便不懂英文，也不懂別國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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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許多基督徒都如瘋子般， 

就是神賜下的這些真理，他們也不懂得發展。 

當然，當提及關於事奉，有一樣東西你得先解決， 

就如一出生後的小孩子需吃東西一樣重要， 

而於屬靈人生命，你有幸重生，而且是按照神的形象重生， 

我們一信主，便將撒但鎖定於人類生命中的撒但形象 ── 這咒詛挪開， 

使我們以神的形象重生！ 

 

但現時，最壞的就是基督教界說： 

「當你重生就等如完成了基督徒一生的責任，那麼，等待被提吧！」 

「你同性戀、犯奸淫，做任何事都可以」 

 

可是，同性戀是哪一個的形象？犯奸淫又是什麼形象？ 

我們不是按照魔鬼形象被造，不過那些敗壞的教會， 

教你按照魔鬼形象過一生。你知道嗎？ 

原來，當你有了這個重生以後，你要像一個小孩般不斷天天進食，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你便會餓死， 

有多少教會的基督徒就是這樣餓死了！ 

他們沒有了這個重生的生命。 

 

所以，《栽在溪水旁》就是用來每日餵養你的靈命， 

因為《聖經》說，我們是藉著哪些神的話語長大？ 

《聖經》裡說有五種小孩：有 Brefh、Vios 等等， 

有許多這些不同階段的小孩不斷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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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們藉著事奉，神就會挑戰我們在困難當中，好像珍珠一樣， 

在困難當中去發展出神的形象。 

就好像你鍛鍊身體的時候，你會用啞鈴去鍛鍊， 

沒有人會用棉花去鍛鍊身體，或用四兩棉花去做健身， 

沒有的！但許多基督徒期望信主後就是如此。 

 

 

 

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有些基督徒會這樣說： 

「我走，我離開你教會、攻擊你教會、說你教會是異端、信主很辛苦的。」 

我想讓你知道，神的形象是要經過鍛鍊的！你知道嗎？ 

每一樣東西都要鍛鍊，你的恩賜運作和趕鬼能力，每一樣都會有阻力， 

我們稱為阻力訓練，而健身運動就叫作阻力鍛鍊。 

原來神的形象、神的肌肉，全部都是要經過鍛鍊的， 

就是藉著你事奉神的時候。 

你敬拜讚美時建立，但你可能會說：「我是走音（跑調）的。」 

但你現在多練習就可以了，你到了天堂就不會走音（跑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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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方言、敬拜讚美，你在事奉當中的恩賜運作， 

你以為，恩賜運作只是給予這個世界上用？ 

讓我告訴你，你在這個世界上所學的技術：彈琴、繪畫，就只會在這個世界上有用。 

但如果你在屬靈上面所學的恩賜運作，你進到天堂都是屬於你的，那些全是神的神能！ 

 

 

 

所以，當我們鍛鍊的時候，神會給我們阻力， 

因為原來這些能力背後，有它真正發出的光輝，就是神的性格，就是愛。 

 

 

 

所以，為什麼《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擁有神的內涵的時候，就好像寶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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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知道 LED（發光二極管）都是用這些寶石，去加給一個震頻來發光， 

所以，每一個 LED 都有一條線路放進這些鑽石、寶石、藍寶石裡面， 

藉此來發出不同顏色的光線。 

 

祭司袍上的 12 顆寶石就是告訴我們， 

當我們擁有不同美善的性格時，我們就會發光， 

有些人真正就如星光一般，但有些人是沒有光輝的， 

有些人進到天堂是個啞巴，有些人進到天堂什麼機能也沒有。 

 

因他們有這樣的才能，但沒有這些去推動這個才能， 

他們是有事奉的，不過他會繼續發怨言，不甘心樂意， 

他們做的時候希望得到別人的讚賞。但主耶穌就責備法利賽人。 

 

這些人所做的所有事情，根本不是藉著事奉神，去鍛鍊他的神能和神的形象， 

他們根本只是做給人看，在信仰當中， 

由始至終都沒有用短暫的一生，在自己身上建立神的形象， 

使自己有資格在日後承繼這個寶座。 

 

我說給你聽，如果你在信主第一天， 

就知道我現時所說的，你那種甘心樂意的方式， 

你那種願意在內心當中，強調內涵的鍛鍊方式， 

你願意為神至死忠心的程度，是去到你難以想像的程度。 

但問題是，這些豈不是全部寫在《聖經》裡面麼？ 

神已經在《聖經》當中，將這些寶貝告訴我們， 

我現在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是來自《聖經》的。 

 

所以，現在你會看到， 

原來，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你要發展這個機能， 

但你亦要發展機能背後，在裡面的那個能源。 

現在，我們知道，全世界都在談論能源，沒有能源我們就不能生活， 

就好像人所說 Tesla 發明交流電以後，平均為每個人帶來 24-25 個僕人， 

但到了現在，更不止於此， 

你有多少個僕人，也不能代替一部 iPad（平板電腦）和網絡。 

 

但我想讓你知道，星星會發光，是因其內在的能源（energy）， 

而我們的性格，正是這種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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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就是一個儲存能力的容器（container）， 

因此，我們除了需要技能外，亦要加上內涵， 

因為這些能力不是用於地上，而是用於天上。 

 

 

 

事實上，我們會因為擁有神的能力、恩賜，如趕鬼、醫治和恩賜運作，而賺到地上的讚賞， 

可惜的是，很多人卻馬上走錯，將這些能力變成得利的途徑，  

最終連技術也走歪，有些人則是在心態上走歪， 

雖然他們上了一間強勁的教會、有厲害的牧師， 

但他們只學會了外表，而學習不了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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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天上，他們就成了中國武俠片所說，那些花拳繡腿的人。 

 

影片：靈恩賜與容器（永恆身體的機能） 

創世記 1 章 26-28 節：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創造人類，並且賦予人擁有神形像和樣式的潛能（potential）， 

事實上，當每個人完結一生，離開這個世界歷史的時間流後， 

將會擁有一個復活且不滅的身體，合資格的基督徒能夠進到永恆的天堂， 

沒有按照神的話去預備自己的人，就要進入永恆的地獄受刑罰。 

此外，合資格的基督徒在永恆擁有不同的身體， 

包括：在天上的榮光、權柄、身分、永恆身體的機能等，皆是不相同， 

就如老底嘉教會是瞎眼的。 

 

原來，每一個基督徒在世，藉著神的話，經歷重生得救後， 

就如一個屬靈小孩子誕生，屬靈的潛能皆未完全發育， 

就像一個肉身小孩子一樣，乃是一張白紙，需要發展各種屬靈的潛能， 

例如：屬靈言語及口才、屬靈聽覺、屬靈視覺、屬靈肌肉，及屬靈權柄的機能等！ 

人類與天使的機能，分別在於天使身上的能力是先天性由神賦予， 

成為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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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類卻不同，人類永恆的榮光、權柄、身分及身體機能， 

皆需要利用在地上的日子，藉著不斷學習、鍛鍊和成長而發展出來。 

故此，人在世上時，就如在一間屬靈的健身室， 

於重生得救後，透過在地上的日子， 

從跟隨神和服事神的過程中，面對種種困境、壓力、問題， 

以「事奉神」的方式，逐步發展出我們各樣永恆復活身體的機能。 

原來，以一個普通人在地上的生活， 

如：行街購物、睡覺、飲飲食食、大吃大喝、擔當一份文書工作等， 

根本無法發展出將來永恆復活身體的機能。 

 

故此，神刻意為基督徒設立了「事奉」，設立利未人及聖殿， 

在新約時期，基督徒藉著種種事奉機會， 

如：恩賜運作、說方言、為別人代禱、趕鬼及醫治等， 

訓練及發展出我們各樣永恆復活身體的機能。 

 

事實上，我們在地上的各種機能， 

以一個擁有繪畫才能的人為例，都必須以服侍神的態度， 

才可以成為我們各人將來復活身體的機能。 

又如一個擁有音樂、彈奏樂器及作歌才能的人， 

同樣，都必須以服事神的態度，以事奉、敬拜讚美神， 

不是以此為得利門徑，單單是白白祝福別人的動機， 

才可以成為將來復活身體的機能。 

 

若然，人沒有以這些地上擁有的機能來服侍神，根本就是枉費一生！ 

甚至當人立志跟隨神和服侍神後，藉著人生的選擇和付出， 

還會遭遇撒但一個接一個的攻擊和逼迫， 

從這些巨大的壓力裡面，更加發展出各種潛藏在生命裡的屬靈潛能。 

 

在地上，無論世人怎樣努力讀書，也不會發展出屬靈的明白， 

每一個人都必須以神的話語為根基， 

小心研讀、默想及查考神的話，才能夠擁有屬靈的明白， 

而且能夠使神話語的種子結出 30 倍、60 倍及 100 倍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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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原來在永恆天國裡，對神話語的認識， 

不單要明白，而是必須進到「啟示」級數，因為唯有「啟示」超越時空， 

所以在地上的日子，必須訓練自己先從研讀神的話得著明白， 

甚至，從神的話語，得著屬天的「啟示」。 

 

再舉例：在二千年前五旬節當日，神讓新約信徒經歷聖靈充滿及說方言， 

這乃神賦予每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能夠藉著說方言，來訓練恩賜才能，讓基督徒在永恆擁有口才的機能。 

 

哥林多前書 14 章 2 節：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 

 

原來，說方言乃是一種向神說話的天上言語， 

我們能夠藉著說方言與神溝通，以及說出各樣奧秘。 

其實，說方言就是在地上操練屬靈言語和口才的方法， 

因此，新約教會最偉大的使徒保羅， 

清楚說明他說方言比整間哥林多教會還要多， 

事實上，使徒保羅更因此解明了《聖經》各樣的奧秘。 

 

哥林多前書 14 章 18 節：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此外，例如《聖經》記載的九大恩賜、趕鬼、醫治和恩賜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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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恩賜皆是由聖靈分給各人，讓基督徒發展出各種生命潛能， 

好讓基督徒在永恆裡，擁有屬靈的口才、聽覺、視覺、信心和屬靈權柄等！ 

並不致於在永恆裡成為啞巴，又或是如老底嘉教會般貧窮、瞎眼和赤身。 

 

所以，當今世上，很多懶惰的基督徒經歷重生後，便等如完成了信仰的成長， 

完全不作任何預備，亦不努力成長，一廂情願地等著某年某月被提， 

甚至更有一些基督徒淪落至變成同性戀、犯姦淫，以為可以做任何不法的事， 

完全違背了神賦予人類擁有神一樣的形像和樣式的原意。 

 

基督徒除了在地上必須努力鍛鍊，擁有各樣復活身體機能外， 

在地上的日子，亦需要不斷累積及建立優美的性格、屬神的品行、發展一顆屬神的愛心， 

以及結出聖靈的果子。愛就是一個容器（container）， 

來平衡及控制基督徒生命裡超自然的恩賜和能力， 

所以，基督徒除了發展屬靈的恩賜和機能外，還需要擁有如神一樣的愛心和優美的內涵。 

 

正如神藉著《以弗所書》記載，愛就是一個容器（container）， 

有其長闊高深，並有可測度的容量，更重要的就是藉著在愛裡運行， 

聖靈的大能大力就能夠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且超過人類所求所想。 

 

以弗所書 3 章 16-20 節：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

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

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事實上，使徒保羅明白到，神的愛是一種屬靈的容器，不單擁有 3D 立體空間的長闊高， 

而且有 4D 的深度。因此，每一個基督徒都必須從兩方面發展及建立： 

 

一、在恩賜上不斷鍛鍊和成長； 

二、在優美的性格、聖靈的品行、屬神的愛心上，藉有生之年努力成長。 

 

然後，當每位基督徒完結一生後， 

各人的工程在審判台上蓋棺定論，得著各人應得的獎勵， 

意即在永恆裡，擁有指定的榮光、權柄、身分及永恆的身體機能。 

因為，在永恆裡，已經再沒有磨練、壓力和挑戰， 

亦再沒有可以進一步塑造自己內涵和生命的環境了。 

所以，要珍惜在地上的日子，盡力發展一個屬靈小孩子與生俱來的潛能。 

 

過去六年，神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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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我們種種學習和執行真理的綵排，正正就是神給予我們超頻發展和成長的機會， 

正如收割是在最炎熱的日子，亦是催谷和耕種莊稼最後超頻成長的時候， 

此時此刻，每一個基督徒應當珍惜尚可以作工服事神的機會，賺取永恆的獎賞，以免枉費一生！ 

 

約翰福音 9 章 4 節：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所以，義人要發光如星，正是這個原因了。 

 

 

 

現在你就能理解，神為何會參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而天使和烏龜等動物卻不是， 

神更稱人類為祂的兒子！主耶穌基督亦向我們示範這件事的真偽， 

主耶穌放棄了天上的一切榮華和屬神的好處，來到這地上， 

在事奉完神後，才賺回所有獎賞！ 

包括神的形象、權柄，並且能穿越時空，坐在神的寶座上， 

主耶穌已為我們示範了一切，只是，現今有多少基督徒會相信呢？ 

 

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榜樣，祂向我們示範穿越時空、讓我們知道祂是配得的， 

所以，祂是葡萄樹，而我們則是枝子， 

當我們願意在信仰上生長、接枝的話，那我們就能擁有這個資格， 

而神就是在等待我們熟透，然後回來收割我們， 

唯有當中最具資格的果子，方能坐在寶座上。 

 

七年大災難當中的童女，她們只能穿梭空間，負責傳福音，卻不能穿梭時間； 

唯有坐在神寶座上的新婦，方能穿梭空間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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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人類歷史裡，新婦是與神一同坐在寶座上，在永恆當中穿梭。 

 

「玫瑰園計劃」不單證明《聖經》的真實， 

連十王也讓我們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 

他們更意圖謀取這些能力，所有的神話，皆描述著這件事情， 

原來，最後是一個交付的時間，是決定誰人有資格得到這個冠冕的時間。 

現在，若我們失格的話，他們就能從我們手中搶奪這冠冕和能力！ 

在神的神能當中，無處不在的能力是最厲害的！ 

 

好！最後，我想每個人與三個人說：「我會準時熟透的！」 

 

 

 

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歡呼和鼓掌，去多謝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