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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11 月 29 日分享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答問篇（2） 

問題（1）：信息中曾提及，有一群忠良的皇者和精英製造共同信息，但亦有一群奸惡的。如果將來

他們來尋找我們，顯示他們是製造共同信息的人。 

這樣，我們有沒有需要、或者如何辨別他們是忠或奸呢？ 

問題（2）：Freemason 用諂媚的方法希望去奪得復活身體情況。之前主日亦曾分享，稗子可以進入麥

子生命當中，搶奪這復活身體。其實，具體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山泥傾瀉及泥漿流 

2015 年 10 月 27 日，高雄市鳥松區一間工廠的空地， 

突然噴發熱泥漿，一度高達 2 公尺，冒起陣陣白煙， 

高市府水利局緊急以清水補注鳳山溪，降低水溫並稀釋泥漿濃度， 

但事件仍然對鳳山溪的生態帶來衝擊。 

 

 

 

11 月 5 日，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山區的一個鐵礦， 

由於暴雨洪水導致兩個水壩決堤，泥漿淹沒山下一個小村莊，至少 17 人死亡及數十人失蹤。 

另一方面，大量有毒的泥污湧入多西河，河水穿越 500 公里，抵達大西洋，造成環境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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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水務局測試泥污，發現內含水銀、砷、鉻、錳，含量超出人體接受程度， 

加上正值當地魚類及龜類繁殖期，專家擔心海洋生物會受到危害。 

未來至少 100 年內，巴西東南部至少三分一地區，及大西洋南部一半範圍受影響，食物鏈被污染。 

 

11 月 13 日，浙江省麗水市發生山泥傾瀉，塌方量達 30 萬立方米， 

滑坡一直延伸至高速邊，導致一條村莊近一半房屋被埋。 

當局出動 2,300 多人，以及 30 多台大型機械投入救援，有 16 人確認死亡，21 人失蹤。 

11 月 19 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塔克雷利塔，一段瓦斯奎茲峽谷公路發生異常山體滑坡，造成 150

至 200 英尺路段的土壤和路面嚴重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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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What we are looking at here is essentially 24 hours of movement to the earth adjacent to this Vasquez Canyon 

Road. 

我們在這裡看到，鄰近瓦斯奎斯峽谷路長達 24 小時的地殼移動。 

 

The first report came in shortly around noon on Thursday. 

我們在星期四約正午接報， 

 

By three o’clock on Thursday afternoon it had buckl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road was obviously curved about 

four, five feet off the normal plane and at this point, it’s 15 feet or more above the normal plane of the roadway . 

截至星期四下午三時，它彎曲得明顯離正常地面約 4、5 英尺，現時已離正常路面達 15 英尺或以上。 

 

It's not necessarily unusual for roadway to ripple a little bit. 

道路出現一點點波紋是正常的， 

 

This time of year, there is none of the normal factors that come into play with that kind of rippling on pavement . 

於今年這個時候，並沒有正常因素導致路面彎曲。 

 

There is not frost or a storm right now but there is no seismic activity. 

沒有結霜或風暴，也沒有地震活動。 

 

So why and how this happened here and at this time is really a mystery to us. 

因此它為何及如何在這個時間發生，對我們來說確實是個謎。 

 

11 月 20 日，炎熱的中東伊拉克出現罕見奇景，在沙漠上出現一條急流的「沙河」， 

原來，當地出現冰雹風暴及狂風暴雨等極端天氣， 

冰雹、洪水及沙粒急速流下，形成流沙冰雹河流， 

在河中一撈，全都是一粒粒像哥爾夫球般大的冰雹塊。 

 

同日，希臘西部發生 6.1 級地震，一名垂釣的男子在海中心遇上這次地震， 

當時地動山搖，湧出大量沙塵，沿岸極大面積的山崖塌陷，淹沒沙灘。 

 

11 月 21 日，緬甸北部克欽邦一個翡翠礦旁邊，發生山泥傾瀉， 

是緬甸近年最嚴重的玉石礦場山泥傾瀉事故， 

山泥將礦場附近的礦工小屋淹沒，當時許多人仍在睡夢中，慘遭活埋。 

當地官員指出，救援人員已從事故現場找到 104 具遺體， 

另有逾 100 人失蹤，死亡人數估計還會上升， 

當局對於事發後的現場情況及造成山體滑坡的原因仍難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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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肯亞蒙巴薩通往印度洋港口的道路，因為大雨造成山泥傾瀉，導致大塞車， 

由於此通道是肯亞的主要貿易路線之一，山泥傾瀉導致超過 1,500 輛貨車塞在通道上， 

司機等候 60 小時，因為時間太長，車上的食物亦已吃光， 

雖然仍未點算實際損失金額，但一眾司機已知道損失十分慘重。 

 

事實上，日華牧師早於兩年前， 

2013 年 4 月 7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65 篇」信息中， 

經已按著 Webbot 警告：接下來世界各地會出現大量「洪水」字眼， 

並且因為洪水、泥漿及山泥傾瀉等災害，導致很多親人失散。 

 

 

 

影片：化工廠爆炸應驗篇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10 月 18 日 「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信息中，經已分享到， 

眾多反對及動搖美元地位的國家，都會突然發生異常化工廠爆炸事故， 

包括：德國柏林化工廠爆炸，及美國德薩斯州化工廠爆炸。 

 

另外，中國組織亞投行及聯合金磚五國成立銀行，對抗美國。 

同樣地，自今年 8 月份開始，中國接二連三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爆炸事故，傷亡慘重。 

 

踏入 10 月份，中國與美國就南海問題的糾紛進一步加劇， 

轉變為中美軍事衝突的「資源戰」。 

接著 11 月 17 日，中國遼寧撫順市東洲區，有化工廠突然爆炸後起火， 

爆炸產生一聲巨響，威力甚大，令房屋也晃動， 

現場火勢猛烈，冒煙沖天，當地消防部門派出多輛消防車到場撲救。 

 



20151129   www.ziondaily.com 
 

 
 5 

這是繼 8 月 12 日天津港爆炸事故後，遼寧省境內第 2 宗已知的化工廠異常爆炸事件， 

也是 100 日內全國第 10 宗化工廠爆炸事故。 

 

新聞片段： 

遼寧省撫順市伊科斯化工廠，17 日晚間發生爆炸事故， 

官方稱，這次化工事故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這是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後，已知的遼寧省境內第 2 起， 

全國範圍內第 10 起化工廠爆炸事故。 

 

明顯，如「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警告： 

當中國與美國關係持續惡化，甚至進一步影響美國地位， 

異常化工廠的爆炸事故亦將會日益增加， 

不單只 100 日內發生 10 宗，甚至會更頻繁地發生。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承接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國內錄製， 

並 8 月 16 日首播的主日信息，以答問方式，接續分享「天馬座行動」。 

 

問題一：金字塔是在結局之後，才回去建造。 

於人類而言，我們是否已經歷了整個歷史，再回轉到過去，只不過，自己是忘記了呢？ 

 

答：這是絕對不會的。原因，聖經從來沒有提過這種現象。 

東方思想所說的輪迴、循環，就是人會輪迴變成不同動物，再變成人， 

聖經則是完全否定這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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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希伯來書 9 章 27 節：「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而西方，卻是主張時間循環、時間摺疊所出現的現象，這卻合乎聖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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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等等， 

當每位主角時空穿梭後，他們都能夠記起上一次所發生的事，並且累積知識和智慧。 

時間之神 Kronos（克洛諾斯）的神話，亦是這個概念。 

 

可是，我們現在所活著的當下，全都是由零開始的話， 

對我們而言，也就證明是第一次經歷， 

將來，假若我們能夠時空穿梭，以第三者身分， 

重回這個時空作探訪的話，就會帶著舊有記憶去觀察。 

 

 

 

而神所創造的意識就是如此， 

甚至，將來，我們會於寶座上，站在時間之外的永恆去重看每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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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既然我們一生人只活一次， 

但於神的眼中，整個人類歷史是過去、現在和將來同時存在， 

那麼，這個「我」的意識，是存在於現在 NOW 這個時空， 

但是，在神的國度裡，「我」這個意識，是存於現今，還是整個人類歷史呢？ 

 

答：聖經早已給予我們一個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我們尚未活在這世界的一刻，其實已經存在，並存在於神的意念中。 

 

 

 

所以，神在未創造世界以前，已經可以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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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們的程式（Programme）還未啟動。 

 

 

 

因此，當開機時，神才容許我們跳入這個競賽， 

神放置我們於某一片時間開始，那時，我們的意識便正式啟動了。 

所以，即使我們的意識還未啟動，未有這個軀體以前， 

這個我，並不是不存在，在神而言，是已經存在，只是尚未開機而已。 

 

因此，在天上，我們會和亞伯拉罕等人在一起，卻不會有輩分之分， 

原因，有時間的先後，才會產生輩分， 

但神是超越時間，我們本身也是同時被創造， 

所以，於時間以外，我們就不會有輩分之分。 

 

只是，當我們被放在時間裡，便必定藉著生育，才能誕生，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有輩分之分， 

但在時間之外，祂卻是救主、超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所有人。 

例如︰主耶穌於永恆當中存在，祂是神， 

只是，當祂要成為人類，於馬槽中誕生的一刻，祂屬地的身體才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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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我們於世上開機後，神讓我們沒有留下任何記憶及意識， 

因此，我們如一張白紙般誕生於世界，開始作出各種選擇， 

神亦按著我們的選擇，回應我們。 

 

所以，「我的意識」，對神而言是早已存在， 

正如一枚燈泡，早已被製成， 

只是，要運到顧客手中，安裝好、開著後，才正式發揮功效。 

 

問題三：「天馬座行動」揭示了一個祕密， 

就是關於《但以理書》及《啟示錄》所記載，第四獸的小角，是一個國度和組織，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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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原因，這是一個自然定律。 

第一、二、三獸早已存在，只是，第四獸是隱形的， 

既然但以理視之為隱形，所有人都不認知這個秘密的話， 

釋經家只能假設，這隻獸尚未出生。 

 

事實上，但以理書說第四獸是存在的，只是人看不見牠， 

正正是由於所有解經家都看不見牠，所以才下意識想， 

雖然這獸是如此厲害，但還未出現，那麼，必然是出現於將來，所以，這人還未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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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玫瑰園計劃」，讓我們認知這個真相，就是香港的百年歷史、美國的數百年歷史， 

也是由一股勢力在幕後去策動和控制著，他們像是製造活劇、創造大謎題， 

世界上，只有第四獸才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因此，敵基督早已存在，並且，是一個能夠延續數以百年計的組織， 

由所羅門興建聖殿的石匠，到聖路武士、玫瑰十字會、光明會等等， 

只是，牠一直處身於世界舞台的背後，像是隱形一樣，不為人所知， 

直至啟示錄時候，牠才會公開於世界舞台上。 

原因，這個組織，過去數千年都是服侍聖徒， 

只是，於被提後，他們反過來敵擋聖徒，就成為了敵基督。 

 

於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藉著「玫瑰園計劃」及「天馬座行動」信息， 

分享了時空穿梭等概念，對很多人而言是難以想像的美好。 

 

事實上，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講及宙斯想打敗克洛諾斯， 

電影《Titanic》鐵達尼號的女主角，名字正正是玫瑰 Rose， 

這就證明，他們不斷強調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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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啟示錄》亦記載，撒但正等候這個小男孩出生，並且要吞吃他， 

原因，這個男孩會承繼神形像的所有潛能， 

包括︰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無處不在的能力。 

 

既然，神可以穿越時間，那麼，人也可以承繼這種能力， 

《以西結書》亦記載，神以「寶座」作時空穿梭， 

並且，神話中提及的宙斯（Zeus）亦是想搶奪控制時間的權力，成為神。 

 

因此，於我們人生當中，究竟發展了甚麼形象？ 

是屬乎肉體的敗壞形象，還是藉著事奉神，而發展有著神的形象？ 

人類不同於天使，天使的權能是與生俱來，並且，不可以再鍛煉。 

 

但人類卻能夠藉著鍛煉，由一無所有，變成擁有神的所有潛能，連天使也要順服， 

因此，重生就是由剛出生的小孩子開始，不斷天天進食，被神的話語餵養， 

由 Brefh 進到 Vios 的階段。 

 

可是，很多教會卻強調基督徒只要信主重生， 

其後，甚麼也不用做，甚至可以任意犯罪， 

他們沒有進食任何真理，因此，重生的生命就會隨之餓死， 

由始至終，都沒有發展出任何屬神的形象。 

 

但是，我們卻要藉著事奉，發展屬天的機能， 

例如︰藉著說方言，發展天國的語言，免得我們於天堂時，成為了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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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事奉當中，神會藉著困難與挑戰，讓我們得著鍛鍊， 

就像用啞鈴的重量，成為鍛鍊身體的阻力一般， 

唯有這樣，神的形象才會增長和發展， 

我們才會得著說方言、敬拜讚美，恩賜運作的能力， 

而這些屬靈的能力，於天堂上，亦會屬於我們。 

 

並且，在困難和挑戰的背後，當我們能甘心樂意地為神付出的話， 

就能夠引發出神的性格，愛的光輝。 

祭司袍上的 12 粒寶石，就是讓我們知道， 

擁有不同性格內涵的時候，就會發出不同的光輝。 

 

事實上，就如星星是藉著內在的能源發光， 

同樣，我們的性格，正是這種能源，而盛載這能源的器皿，就是愛， 

這就是義人發光如星的原因。 

 

正如主耶穌放棄了所有，來到地上，事奉完後，卻賺回所有獎賞， 

包括︰神的形象、權柄、穿越時空、坐在神的寶座上， 

同樣地，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 

因此，當我們願意在信仰上生長、接枝的話，我們也能擁有這資格。 

 

可是，七年大災難中的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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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穿梭空間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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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園計劃」，正正就是說明十王也希望得到這能力， 

因此，若我們失格的話，他們就能夠搶奪我們頭上的冠冕。 

 

今個星期，繼續播放日華牧師於 6 月 26 日國內所錄製， 

以答問方式，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答問篇（2） 

問題（1）：信息中曾提及，有一群忠良的皇者和精英製造共同信息，但亦有一群屬奸惡的。 

如果將來他們來尋找我們，顯示他們是製造共同信息的人， 

這樣，我們有沒有需要、或者如何辨別他們是忠或奸呢？ 

 

答：說到這一點，這問題問得很好，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極端相反的答案。 

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我們不太需要去辨別誰是忠或奸，因為你們有我， 

我們仍未被提，在被提之前，你們只要努力聽這套信息，按照我所分享的方式撒種便行， 

然後，你將會發覺，正如我所說，按著「玫瑰園計劃」，其實說出一個信息， 

這信息指出，當聖殿在最後完成的時候， 

這些皇者和君尊的人，也會一起來幫我們完成這聖殿最後的一個信息。 

 

這可能是這七年信息當中的最後一年，或者是七年信息當中的最後一季，我不知道。 

 

但按著「玫瑰園計劃」、或者《哈該書》、《以賽亞書》所說， 

正是提到一個如此狀態的復興，就是為了完成這聖殿。 

 

影片：七年建殿最後的一年和最後的一季 

日華牧師於今篇信息中分享到，按著神在「玫瑰園計劃」給予我們的啟示， 

讓我們認知最後完成「屬靈聖殿」的時間， 

就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將要完結之時。 

 

正如《以賽亞書》和《哈該書》所預言，當他們知道真相後， 

神會使十王級數的君王和政要，傾盡自己的才能、金錢、金子、銀子和權柄， 

協助我們傳揚「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一起完成及建立最後的「屬靈聖殿」。 

 

以賽亞書 六十章 1 至 3 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

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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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書 二章 6 至 9 節：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

寶、必都運來．〔或作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

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

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昔日，所羅門王用了七年時間建成第一所聖殿。 

 

列王記上 六章 37 至 38 節： 

「 所羅門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華殿的根基。 

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屬殿的都按著樣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 

 

同樣地，最後的「屬靈聖殿」都會用七年時間完成， 

亦即是十王藉著美國大國璽所記載，2009 年至 2016 年的七年間。 

 

 

 

故此，由 2009 年開始計算， 

七年建殿的最後一年，就是美國大國璽所記載的猶太年曆 5776 年， 

以色列人新的一年，亦即是吹角節那天起， 

是由西曆 2015 年 9 月 13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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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大國璽所記載的猶太年曆 5776 年，將會於 2016 年 10 月 2 日結束。 

即下一年的吹角節 —— 以色列的新一年開始之前。 

 

至於，七年建殿的最後一季，則有機會是由 2015 年 9 月 23 日秋分開始， 

直至今年 2015 年 12 月 22 日冬至為止。 

 

所以，我們要更加珍惜神給予錫安教會， 

能夠從 2009 年開始，著手完成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得以完全建立最後「屬靈聖殿」的寶貴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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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最後的聖殿， 

早在 12,000 年前的預言已提及，現在亦已發生在我們身上， 

而我們就是完成這篇信息，亦正是這件事。 

 

 

 

所以，在我們來說，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專注於這方面， 

但對於未能被提的人來說，就不是了， 

那時，很多民間的智慧人都倒在刀下， 

他們出來教許多人，但他們稍得扶助的時候，有人去諂媚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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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皆不是《以賽亞書》60 章所說的現象，為什麼呢？ 

這不是正在說被提前的事嗎？ 

明顯地，並不是。 

 

 

 

有些人說不會有被提，那麼，這兩節經文又怎樣解釋？ 

為什麼會和這裡所說的有這麼大分別？ 

就是因為這裡是在說兩批人， 

一批人在大災難中只能單穿著一件白衣被提， 

但亦有些人是以新婦的方式進到這婚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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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些愚昧的釋經家，完全不懂得用婚筵的概念去解說被提， 

但《聖經》一直說十童女、賓客和新婦，是以這些角色來說到關於被提。 

 

 



20151129   www.ziondaily.com 
 

 
 19 

 

 

明顯地，若然是沒有被提的話， 

又怎可能，在《啟示錄》中，說到最後的「哈米吉多頓大戰」， 

就是很多聖徒都被困在耶路撒冷以及很多山洞時， 

主耶穌是帶著千萬的聖者，包括我們這些新婦騎著白馬來與敵基督爭戰， 

如果沒有被提的話，又從哪來這些人？ 

理應只有主耶穌會騎著白馬來到。 

 

 

 

所以，那些人把事情弄得很混亂，根本就不知道是有兩批人， 

其中一批人是被提之後，會騎著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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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對此，我並不希奇，因為，他們連四馬的解釋也不知道， 

甚至是連主耶穌在馬槽出生的意義也不知道， 

因此，根本就無話可說，只能留下他們任由撒但追殺。 

 

因為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回來的時候， 

以色列半個國家已經被毀，整個國家被搶掠，人民被殺，一直被敵人攻陷， 

而就在他們將要被滅的時候，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腳踏橄欖山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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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千萬勝者從哪裡來？ 

他們就是保羅所說，那些被提到雲中的聖徒，當中那些死了的人將會有復活身體， 

而我們則是會有一個改變了的新身體，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但那些不會去讀《聖經》的人就胡亂解釋， 

又不肯用《聖經》的方式去解釋關於被提，就是以婚筵的方式去解說， 

因為，單是十童女的比喻，就已經說清楚，是以婚筵的方式去解說， 

裡面提到婚筵的外面就只有哀哭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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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客的比喻也是一樣，是說到有些賓客不穿禮服， 

所以，被留在婚筵的門外哀哭切齒，而裡面就是婚筵。 

 

所以，哪有可能強說是沒有被提？ 

那些人簡直就是發瘋！不能被提也是自取的！ 

因為，他們若是說沒有被提的話，根本就不會去預備，亦不會知道當中的資格， 

因為那是很高的資格，沒有人可以憑運氣得以進入，一定要努力拼命才能夠進去。 

 

 

 

所以，那些說沒有被提的人，就想也不用想了，他們絕對不是新婦， 

因為，想要單憑運氣的話，是沒可能成為新婦的，他們一定要知道神的時代信息。 

 

再次回到剛才的問題，其實，是有兩個答案， 

對我們來說，我們是正在誕生這套信息，正在建立這聖殿， 

亦即是說，我們是正在迎接金子、銀子進來，並且迎接了一個龐大的復興， 

 

而在這過程中，會出現些微的諂媚現象，且進來的絕大多數都是忠良的， 

因為奸惡的那班人，根本沒有資格知道這些秘密， 

他們沒有資格明白為何要用上這許多時間建造高鐵， 

他們也永遠沒有資格知道，為何高鐵在國內七個站中， 

中間的站是「光明城站」。原因這就是 Servant Lamp（僕人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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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所拍攝的電影，感人短篇，包括《瑪雅怨曲》， 

竟在未知情下，用了兩個鯉魚門的場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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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州十二號》結局時，講述最後中國人知道自己身份， 

用作拍攝被接納那段戲的屋子，就是在光明站。 

這種印證是很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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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息，終於被中國接納時，有一個好的結局收場， 

就是在光明站拍攝，即 Servant Lamp 的位置。 

 

這是很真實的，將會有一班人進來，一同將信息發揚光大，因而得到他們的復活身體， 

但在他們下面，有月入過百萬薪金的 CEO、Freemason、黑社會頭子，都不知道， 

這麼多來年所做的，是為甚麼而做，為甚麼要興建這些建築物。 

 

這也並不等如在高鐵計劃中有份策劃，繪圖， 

甚至建築工人都知道自己為甚麼要建造這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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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香港在過百年建設中，若有很多人知道， 

就不用我們說出來，分享這秘密，也不用我們解明所有的事。 

 

 

 

 

所以，我們說 Freemason 最高層 —— The Cream of the Top， 

英女皇和同輩同等級數的那班人，是知情的， 

他們會進來參與，一同使這篇信息發揚光大。這就是他們的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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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有王者的定命，王者有王者能做到的事，我們平民百姓，有平民百姓能做的事， 

兩者中，誰在神面前付出多的，神也看他們為新婦，擁有這些冠冕。 

 

影片：神對王者與平民百姓之間的職責 

當神創造天地萬物之後，就創造了亞當，那時，他負責管理萬物， 

其後，神為他創造了夏娃，地球就出現了第二個人類。 

 

當地球有多於一名人類， 

兩人的關係，必然其中一位是領袖，另外一位是跟從者， 

當更多人走在一起的時候，更會組成一個國家，當中有君主，亦有平民。 

 

從一個國家看來，作領袖的，看似可以自把自為，甚至享盡榮華； 

但作為跟從的，則像是沒有自由，一生似是被奴役一般， 

那麼，自己居住，豈不是更好？ 

但是，當人類的社會組織不斷走向複雜， 

就讓我們知道，人類其實不能脫離群居，單獨存活， 

原因，唯有更多人走在一起的時候，才會有完整的社會，得著更偉大的成就。 

 

以我們生活中，周遭所見數以百萬計的物品為例， 

其實，都是由不同人開設的不同工廠製造出來， 

有些，甚至是外國的工廠。 

 

若果，所有人也是各自住在荒島，不相往來， 

極其量，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用盡所有時間，也只能滿足溫飽和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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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如農村般，種地、捉魚的生活， 

就已經度過了人生所有的光陰，再也不能夠有其他發展。 

 

既然，人類群居是必然的，那麼，誰可以成為領袖？ 

歷史上，成為領袖的，必然是族群中最勇武的人。 

 

創世記 十章 8 至 12 節： 

「古實又生寧錄、他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所以俗語說、像寧錄在耶

和華面前是個英勇的獵戶。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力、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從那地出來往

亞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迦拉、和尼尼微、迦拉中間的利鮮、這就是那大城。」 

 

簡單而言，武力弱小的人，被武力強壯的人所統治，以及被保護， 

亦因此，國家之間，亦是以武力爭天下。 

 

歷史的進程，看似是偶然，就是一群人，消滅另一群人； 

一個國家，消滅另一個國家，但實際上，歷史、君王，亦是由神所掌管。 

 

箴言 二十一章 1 節：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原因，神所創設的地球，不是為了讓人以放任的方式過生活， 

相反，歷史是為著配合神計劃而設的附屬品， 

因此，神往往亦會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歷史， 

例如︰神於挪亞時代以洪水毀滅地上所有人、審判所多瑪、蛾摩拉， 

以及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美地，打敗眾王等等。 

 

再者，以色列七個節期更讓我們知道，於神眼中，歷史的進程，是要配合神的計劃， 

就如主耶穌所成就的頭三個節期、新約使徒成就第四個節期， 

而末後日子的新族類，則要完成最後三個節期，這些，就是歷史的主線。 

 

當中，主耶穌出生的時候，整個耶路撒冷的舞台場景，是要經過上百年時間搭建， 

因此，如果沒有當時的君王參與，根本不能夠完成， 

就算能搭建完成，也不會有指定的規模、設施、聖殿，以及足夠的居民成為配角。 

 

同樣地，「玫瑰園計劃」和「天馬座行動」亦讓我們認知到， 

最後三個節期的應驗，是需要一個特大場景， 

需要由十王參與，經歷幾百年，甚至興建一個強大如美國的國家作出配合。 

因此，日華牧師提及，於神眼中，要得著新婦的資格，亦即是信仰當中的最高身分， 

平民有他們所要完成的部分；君王也有他們所要完成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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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只有有限的資源，他們要於人生當中回應神，並且尋求神的旨意與計劃， 

就是於神的真理復還時間表，走進神當時代計劃的核心部分， 

甚至於當中成為領袖，那麼，他才有機會成為新婦。 

 

而君王方面，雖然他們看似有無限的資源，可以自把自為， 

但是，若果沒有神的祝福，國家就會如中國的朝代一般，國力不能永久， 

只是如動物一般，以武力選擇領袖，哪一隻猩猩強壯，就會成為族群的領袖。 

 

事實上，中國的朝代，亦大多是以武力方式作出更替， 

其他方面，亦沒有大進步，到最後，更是被其他國家超越，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甚至差點被日本完全佔領。 

 

但反觀英國，從馬丁路德時代，即伊利沙伯一世以及詹姆士一世開始， 

近 500 年，世界有著高速推進，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日不落之旗帝國。 

主因，是由於君王不是將他們的權力與資源任意而行， 

而是將權力與資源，栽種於神的時代計劃當中，不惜放棄部分權力，推行民主制度， 

同時，亦根據神的末後計劃，建立一個歷史上，橫跨整個地球的大舞台， 

預備新族類應驗末後三個節期。 

亦因著他們對神的回應，神不但讓他們的國力得以維持， 

並且，更成為近幾百年世界歷史舞台的主角， 

而十王，亦因此得以成為新婦的候選人。 

 

事實上，於神眼中，《但以理書》四獸的出現，亦是神計劃的一部分。 

 

例如︰但以理時代，第一獸的巴比倫， 

當時，她可說是地球的霸主，她的皇帝尼布甲尼撒王，更是地上至高的王者， 

可是，他亦只是神手中的棋子，而他自己亦親口承認。 

 

但以理書 四章 31 至 37： 

「這話在王口中尚未說完、有聲音從天降下、說、尼布甲尼撒王阿、有話對你說、你的國位離開你

了‧你必被趕出離開世人、與野地的獸同居、喫草如牛、且要經過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國

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當時這話就應驗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趕出離開世人、喫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長長、

好像鷹毛、指甲長長、如同鳥爪。 

日子滿足、我尼布甲尼撒舉目望天、我的聰明復歸於我、我便稱頌至高者、讚美尊敬活到永遠的 神、

他的權柄是永有的、他的國存到萬代。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為虛無、在天上的萬軍、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無人能

攔住他手、或問他說、你作甚麼呢。 

那時我的聰明復歸於我、為我國的榮耀威嚴和光耀、也都復歸於我、並且我的謀士和大臣、也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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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我又得堅立在國位上、至大的權柄加增於我。 

現在我尼布甲尼撒讚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為他所作的全都誠實、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動驕

傲的、他能降為卑。」 

 

因此，即使是當時代最強大的外邦國度、當時代最偉大的君主， 

在神面前，他的存活，也只是為著成就神的美意。 

 

當我們被提後，留下的人就一定要懂得分辨，否則就會招致虧損，產生很大問題， 

因為，奸惡的人會進來諂媚，借詞幫忙， 

學得比這些人還多，甚至替代他們的位置和工作， 

也許，會借錢給他們建堂，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屆時，將導致好些人失去其冠冕和獎賞。 

 

原因，很多人本身既不是皇者，而且胸襟狹窄，在英女皇被提後， 

英女皇的下屬，才得悉自己雖然過去雖獲授權和資金參與其中，但是卻毫不知情， 

因此，當授權他們的人全部被提後，餘下的人便全想盡辦法，希望知情。 

 

那時候，可以肯定，他們對這套信息的渴求程度，絕對較外面那些掛名的基督徒更高， 

因為，這些掛名的基督徒，並不是從第一身的角度，在這件事情上參與了逾百年。 

 

然而，不僅英女皇是世世代代參與著「玫瑰園計劃」， 

而且，所有皇族的下屬、約押級數的將軍和三軍司令， 

甚至一些黑社會人士，也是世世代代跟進著這計劃， 

我們所分享的，是一個逾千年的計劃！ 

所以，他們是以世代的做下去， 

所以，累積到現在，才有今天的黑手黨和天主教。 

屆時，當他們知情後，便會湧進來，希望得到這些信息， 

他們會尋找與錫安教會一脈相承的人。 

 

那時，那些曾經上過錫安， 

早在我分享《天國比喻》時，已在場收聽的人，便會出來謀取利益， 

因為，他們並沒有花上數百年，知道背後的歷史。 

在 Freemason 背後，有很多人是圍繞著這計劃生存的， 

只是他們不知道這計劃是為了甚麼而存在。 

 

所以，當他們進來時，比起那些掛名、不固定上教會、間歇性聽了數篇信息， 

卻妄想自己能夠得到這福份的基督徒更熱心。 

這批人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必要時，更可能把你殺掉， 

目的，就是為了奪取這篇信息的位份，因為他們是從第一身的角度，知道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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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很多人只知道被提、知道我們很偉大，而不是在世世代代知情的情況下， 

稱自己為 Freemason、光明會和錫安長老會， 

他們開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暗殺甘迺迪， 

有很多人不惜犧牲生命，也是為了完成這件事情。 

 

你能想像，當時，這世界會多混亂，那時，他們必定會使出很多手段和方法， 

因為，全世界的歷史和《聖經》皆讓我們知道， 

世界歷史是圍繞著敵基督和聖徒之間的爭戰中，全世界、全歷史也是如此。 

 

影片：未能被提的人所產生之變化 

日華牧師藉「天馬座行動」信息延續篇，分析到美國一元紙幣的大國璽， 

原來不單是一個時間表，除了代表 Freemason 或是一群將會得到被提資格的教會之外， 

亦代表了兩群不同的人。 

 

在金字塔頂尖上，離開底部上升並發光的「全視之眼」， 

就是預告將會被提的一群人，這群人亦分為兩批， 

第一批是在現今這末後日子，在世上為神興起發光， 

努力完成神在被提前的時代計劃的基督徒，包括：第一批被提的新婦、童女和賓客。 

 

神藉著「4794 拉線」、「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信息所印證的錫安教會， 

必然就是其中主要的一群。 

 

第二批被提的，是一群信主的君王和精英，他們於過去上千年，為到神所建立的新婦， 

能夠順利完成神的時代計劃，而建造了一個預備主耶穌再來的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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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他們藉著擴展殖民地的版圖，把資源、科技、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灌注世界各地， 

包括：美國和香港，使現代文明和福音能夠在這些地方生長。 

所以，他們被神認可，能夠與新婦一同被提， 

這批人的代表，明顯就是《但以理書記》載第四獸的十王。 

 

全視之眼是代表這兩批能夠被提的人， 

但是，金字塔底部座落在地上又代表甚麼呢？ 

原來是代表與建造金字塔有關，卻未能被提的人，他們同樣是由兩批人所組成。 

 

 

 

第一批就是自稱基督徒，卻不能被提的假基督徒，他們甚至是上新婦級教會， 

例如：錫安教會的會員，或是已離開的前會友， 

又或是在網上或其他媒介，聽過錫安教會教導的外邦人。 

 

第二批就是那些曾經服侍十王，在世界各地為十王打造「玫瑰園計劃」， 

卻不知道十王背後隱藏什麼原因的 Freemason。 

 

這兩批未能披提的人，在被提後各自會有數個不同走向， 

第一批的所謂基督徒，有一小部分會因為錯過了第一次的被提資格， 

而洗心革面，悔改自己所行的惡，回到神和真理身邊， 

努力尋找被提資格，並竭力改變自己，成為合資格的基督徒。 

 

他們有一部分能夠在大災難中被提，卻有大部分會死於災難中， 

被敵基督所殺而殉道，或是接受了獸印而失去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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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不能被提的 Freemason，同樣也到處尋找被提的真相，結果得知被提的都是基督徒， 

並且是一群在世時，被神一日也沒有偏差地帶領的新婦級教會的基督徒。 

 

當 Freemason 得知真相後，就會尋找新婦級教會餘下不能被提的一群， 

亦即是以上所提及，不能被提的第一批所謂基督徒， 

然後以各種不同手段，盡力諂媚他們， 

並藉著所有財富和權力，以旁門左道方式，為求騙取復活身體。 

 

但是，第二批不能被提的 Freemason，亦會產生另一批人， 

他們不會尋找被提的真相，而是直接掌握十王留下來的權柄和能力， 

成為敵基督，逼迫所有留下來的基督徒。 

 

所以，美金一元紙幣的金字塔，是代表十王設計的「玫瑰園計劃」， 

他們計劃了由 1776 年開始，藉著 Freemason 建立美國， 

為到在末後日子出現的新婦級教會，預備整個世界的舞台。 

 

而這個金字塔，亦代表了瑪雅年曆所預言， 

一套讓人聽了並遵行，就能夠得到被提資格的信息， 

將會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這時段中出現。 

日華牧師由 2009 年開始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就是這個金字塔頂層的全視之眼了。 

 

 

現在便明白，神在結束時，安排了這一部戲， 

這班原本一無所有、四處周濟、事事妥協的人，卻落得如斯光境，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失傳在他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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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中，有可能日華曾與他們對談， 

甚至曾被我親自對一（門徒訓練），那些過往便成了經典和寶貝。 

他們以為，那些人是最快的被提捷徑， 

例如，這人曾被日華牧師所對一（門徒訓練），雖然曾在教會偷取金錢而已！ 

 

但他們仍然會尋找這些人， 

而這些人那時候，若不懂得分辨是非的話，便會被諂媚。 

若然那些人在這套信息中找出精意後， 

還是兒戲地認為憑著早年認識日華牧師，便已經是可行的話， 

那些人與拚命努力的人無法對比，他們的冠冕、獎賞便會被人搶奪去。 

你便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諂媚他們？ 

那時候，認識日華牧師或這套信息的人，真的能藉此而獲利的， 

是會被很多人所尊重，那時便會有這現象。 

 

你這問題著實問得很好， 

對於我們或者被提後仍在地上的人，兩者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聖經》說明，在被提後仍存留的人會稱為「民間智慧人」， 

他們在那段時間會學習去發光。 

 

但他們當中的經歷和遭遇，是前人無法解通的， 

及至近代，基督徒可稱得上是於世界的底層一般， 

他們效法世界，卻只是「三腳貓功夫」（略懂皮毛）， 

唱歌又與世俗無異，道德標準甚至比世界還要低， 

信仰根本是依附世界，去尋求世界所認同，這便成為了他們的方向。 

 

現時社會中，基督徒根本不值一提的，但為什麼在敵基督掌權時代， 

他們又為何變得如此厲害呢？ 

敵基督最主要的敵人為什麼會是基督徒？ 

而且敵基督諂媚的對象又會是基督徒？ 

現在藉這套信息，便明白了。 

 

影片：普世基督教與珍珠教會的分別 

日華牧師分析在末後日子裡，被提前後所發生的事件和時序。 

過往，人們常常以為，於大災難中敵基督出來， 

為的，就是與聖徒，亦即是基督徒爭戰， 

當敵基督打敗基督徒之後，就可以稱霸世界、統治世界， 

並且，不但殺害基督徒，更用上欺騙、諂媚的方式，去騙取他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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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十一章 33 至 35 節： 

「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然而他們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擄掠搶奪。他們仆倒的

時候、稍得扶助、卻有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他們。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

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因為到了定期、事就了結。」 

 

在這裡，有一個難以明白的部分， 

就是，為何敵基督甚至要諂媚基督徒、殺害基督徒呢？ 

是否因為現今的基督徒，有財有勢、富可敵國，足以成為他的敵手呢？ 

甚至，是否現今基督徒擁有神的權柄與能力，足以打敗敵基督， 

迫使他不能力敵，只能夠智取，就是用諂媚的方式去打敗基督徒呢？ 

 

明顯地，這並不是現今普世基督教的現象。 

現今基督教，尤其是香港的教會，早已成為社區的慈善組織； 

教會為著生存，早已到達了沒有底線、不擇手段的程度。 

 

從香港大部分以基要教會為主導， 

為著不對世界造成任何衝擊，否定聖靈充滿、否定說方言、否定行神蹟、否定醫治、 

否定趕鬼、否定恩賜運作等任何聖靈的工作。 

 

因此，香港的基督徒，基本上沒有任何屬靈能力， 

那麼，更遑論要如主耶穌所說，我們當做比祂更大的事。 

 

約翰福音 十四章 12 節：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 

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由於教會否定聖靈的工作，只剩下沒有能力的空殼， 

因此，他們並不能如新約教會一般，擁有神蹟的印證，隨著他們所見證的道。 

 

馬可福音 十六章 20 節：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阿們。」 

 

既然，基督徒不再有能力，教會亦只剩下建築物，  

因此，他們只剩下以社區慈善組織的生存方式。 

當然，建學校、醫院、祝福別人，也是好的， 

但最終，與其他宗教所做的，卻沒有半點分別，只是建立人的愛、人的義。 

 

因此，基督徒成為一個好人，但最終卻是活得如外邦人一般， 

一生都只是走完自己的道路，從來沒有為神的時代計劃，付出任何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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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亦為著與其他宗教的競爭中突圍，而各出奇謀。 

例如：將得救的標準降至無可再低，提倡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概念， 

就是只要於人生任何一個時間決定信主，往後，即使任意犯罪，亦會最終得救。 

 

又例如：為了吸引人上教會，而依賴屬世的明星效應， 

不管他們的生活及道德如何，只要他們願意站出來，就讓他們於佈道會分享見證， 

又或，為了使老人家容易接受，選擇移船就磡，將粵曲配上新詞，成為福音粵曲。 

 

有些稍為有一點才華的，就走上巴蘭的道路，將福音變成了得利的門徑， 

將所有著作、詩歌賣錢，直至喪失所有恩膏或才華為止。 

 

甚至，當人成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最大的教會牧師時，卻會在當中墮落， 

有的，因挪用教會金錢而判刑； 

有的，更是為了讓自己的太太，能夠在屬世的荷里活成為明星， 

不惜挪用教會幾千萬美元的經費及做假賬，最終判監 8 年。 

 

再者，教會的積弱，已不只是這幾年的光景， 

超過上百年的時間，基督徒早已轉向娛樂及追尋自己的目標， 

教會大部分時間也是積弱不振。 

 

於這種情況下，教會早已是撒但的手下敗將，成為失了味的鹽、熄滅了的燈臺， 

基督徒不僅沒有聖靈的能力，甚至，對罪沒有任何抵抗力， 

那麼，他們又怎會成為敵基督的敵人？ 

甚至，敵基督要放下身段諂媚他們呢？ 

為甚麼，《啟示錄》的記載，會有如此戲劇性的轉變呢？ 

 

日華牧師分析，敵基督迫害基督徒的現象，只會發生於被提之後的大災難， 

原因，雖然普遍教會已經淪落至慈善團體的地步， 

但縱觀歷史，神真理的復還，卻是由 500 年前開始，慢慢地前進， 

由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浸信會、靈恩運動、神蹟醫治、讚美敬拜，各種真理教導復還等等。 

就是由聖殿的外院，一步一步，復還到最後的至聖所。 

 

雖然，每一個復還當中，只有一小部份教會參加，但是，於神眼中，卻看為寶貴， 

原因，神從來不重視人數，神最重視的，是人的內心。 

 

因此，到了最末後的一代，將會出現一批人， 

就是上一代常常期盼的「新族類」，他們與大部份苟且過活的教會不同， 

他們願意為神付上生命當中的所有， 

對神話語的認真程度，足以讓他們承接過去 500 年真理復還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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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得著過去聖靈復還的各種能力，成為他們與其他教會與別不同的表徵。 

 

並且，他們最終會承先啟後，孕育出一套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解謎信息， 

一套於神的眼中，在十王的眼中，才看為如「珍珠」般寶貴的信息， 

就是一套能夠讓基督徒成為神的新婦、能夠被提的信息。 

亦因此，於神的眼中，當整套信息孕育完成， 

這個男孩一出世，神就會讓他能夠被提到神的寶座， 

並且，授予他權柄，可以以鐵杖轄管萬國。 

那時，因著龍不能吞吃這小孩，繼而才改為向婦人的其他兒女， 

即是末後三年半當中，不能被提的基督徒下手。 

 

啟示錄 十二章 4 至 6 節： 

「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

後、要吞喫他的孩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轄管原文作牧〕他的孩

子被提到 神寶座那裡去了。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 神給他預備的地方、使他被養活一千二百

六十天。」 

 

事實上，亦因著被提事件的出現， 

其他於世界打滾的教會及基督徒才忽然醒覺，自己是枉費了一生， 

雖然自己身為基督徒，於神眼中卻是看為不合格，是神所不接納，不能被提的一群。 

那時，他們才深切的悔改，成為披麻蒙灰的毛衣人，願意將生命全然交給神， 

並且，重拾被提男孩所留下的信息，就是整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到這個時刻，他們才重拾信仰的初階，成為如舊約當中， 

最初階，只是穿著細麻衣，於外院供職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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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到那時候，與神最親近，就是能夠進入至聖所，代表新婦的大祭司， 

已經從神直接領受了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並且，經歷多年的奮鬥後，完成了這套信息之後被提。 

他們於神的眼中，是神最尊貴的大祭司， 

不僅有著細麻衣、還有著外袍、以弗得、腰帶、胸牌、肩膊石，以及聖帽， 

是成全完備、毫無缺欠、裝飾整齊的新婦。 

 

至於其他事奉者，就是能夠進入聖所，代表童女的祭司， 

他們雖然不是大祭司，但他們於神眼中，也是一生努力跟從神，穿著細麻衣， 

以及外加以弗得的祭司，有著神部分的榮耀， 

因此，當被提的時候，童女也有著被提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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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同有被提資格的，還有外院供職，穿著細麻衣的祭司，以及部分獻祭的民眾， 

他們就是於神眼中，穿著公義袍禮服的賓客， 

只是，於被提時，連細麻衣也沒有穿上的，才會留下來。 

 

亦因此，那些從未事奉過，連公義袍也沒有穿上， 

在神眼中赤身露體，不合格的基督徒或外邦人， 

他們於別人被提後才懂得真正的悔改，懂得將生命奉獻給神，開始事奉神， 

因此，他們只能夠成為神眼中的兩個毛衣人， 

就是以色列當中剛剛學習獻祭，於外院服事的祭司。 

當大災難，聖所及至聖所也被提後，外院給敵基督踐踏 1,260 日的時候， 

那時，這兩位毛衣人，才開始他們最後三年半於外院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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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他們才會從神的話語中，得到聖靈的能力， 

亦因此，成為了敵基督的對手，出現敵基督與聖徒爭戰，並諂媚基督徒的現象。 

 

問題（2）：Freemason 用諂媚的方法希望去奪得復活身體情況。 

之前主日亦曾分享，稗子可以進入麥子生命當中，搶奪這復活身體。 

其實，具體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答︰稗子要找到麥子的身體用來脫身，這個概念對一些人來說，是很嶄新的概念。 

 

然而，我們終於找到，在世界末日的時候，神究竟放下了一條怎樣的脈絡， 

使歷史演進至《啟示錄》所記載的呢？ 

因為，最大問題是，敵基督要搶奪什麼呢？ 

他在基督徒身上，作了什麼是會對敵基督有利的？ 

而且，有利至一個階段，敵基督也不能夠無緣故地殺掉或者殺光他們， 

反倒像要在他們身上保存著一樣東西，等待敵基督去搶奪？ 

 

如果敵基督要殺掉基督徒的話，是輕而易舉的事， 

為什麼要用上這麼多的方法呢？ 

 

因為，敵基督已經做到一個階段，使到很多人受控制、服在他的統治下。 

譬如，為什麼他要製造 666 系統呢？ 

現在我們知道，製造 666 系統的目的，已記載在《聖經》裡， 

就是植入這個獸印的，就不用指望得救恩和復活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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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明白了，原來，他就是想搶奪復活身體， 

換言之，他一直所做的不是為了殺你， 

而是當全世界合資格的基督徒被提後， 

他知道，仍有很多的餘數還要成長，填滿這些空位。 

 

 

 

假設，我們被提後，世界還剩餘大約一億個被提身體， 

那麼，一億個被提身體的話，便存在一個基本問題， 

如果你知道這一億個被提身體是屬誰，而你殺掉他們的話， 

那麼，便沒有了一億個被提身體， 

因為那群人不單擁有一億個被提身體，並且已殉道了， 

那麼，你能否殺掉那一億人？ 

假若你殺掉的話，那一億個被提身體便沒有了，已經成功見主了。 

現在揭穿那方法，就是要他們不能死；他們若死了，便能脫身， 

現在就是要他們不死之餘，並要失去復活身體的資格。 

 

 

 

影片：得救人數與配得被提的身體 

 

羅馬書 十一章 25 至 26：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

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

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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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早已預言： 

當外邦人信主的數目添滿了，基督徒被提的事件就會發生， 

所有合資格的基督徒也會離開世界被提到天上，得著復活的身體， 

成為成熟並合資格的新婦、童女或賓客，預備進到天上羔羊的婚筵。 

 

故此，當外邦人信主的數目添滿了，人類歷史亦將會進入最後完結的階段， 

按聖經預言，那時候，以色列人才會回轉接受基督，完成神交托的最後使命。 

 

雖然，可以得救上天堂的人數是既定了， 

但是，當教會被提之後，仍然存留在地上的人，並不是注定要滅亡， 

他們仍然有機會成為最後的餘數，就是最後的童女或賓客名額。 

 

羅馬書 九章 27 至 28 節： 

「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羅馬書 十一章 5 節：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 

 

既然，存留地上的人，有最後機會添滿最後的名額， 

舉例可能還有一億個賓客，或一百萬個童女的名額， 

他們就無論如何都必須努力趕上成熟和長大，成為飽滿的子粒，配得擁有一個永恆復活的身體。 

 

因為，唯有成熟的麥子會收在天上的倉庫裡， 

至於只有空殼的糠稗，就是那些當麥子已經成為飽滿的子粒， 

它們卻仍然是「半天吊」，成長得很慢的人，則會被不滅的火燒盡。 

 

路加福音 三章 17 節： 

「他手裡拿著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裡，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 

 

有見及此，當教會被提後，撒但亦會竭力讓剩下的人成為不配的一群， 

就如聖經所預言，撒但讓人接受 666 獸印， 

藉著科技，以釋放頻率的方式控制人的思想，令人失去自由旨意的選擇權， 

又或是，藉著威逼利誘和迷惑，令人犯罪，跟隨敵基督， 

最終成為貪生怕死、失格不配的一群。 

 

那麼，你現在便能明白《啟示錄》一直所記載的， 

如果要他們在不死的情況下，失去復活身體的資格的話， 

所使用的方法，又怎能及得上神藉《聖經》已經給予的線索（Clue）還要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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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予了一樣東西讓他們去爭奪， 

就如舞獅採青般，放下一個「青」讓他們去搶， 

就是說，如果敵基督能製造出 666 獸印系統，並把它裝到人類身上， 

凡接受這獸印的每一個人類，神都不會給復活身體予他， 

並且《聖經且》已經清楚明說，他一定沒有永生， 

那麼，敵基督當然跟著這段經文去辦。 

 

記著，這段經文的撰寫時間是二千年前，當時完全沒有這套 666 系統， 

因此，一定是神提醒他們的，並且，神亦不介意去提醒他們，原因，這是神的佈局。 

 

因為，聖徒根本沒有能力和敵基督持久地爭戰三年半， 

敵基督擁有軍備，聖徒們卻赤手空拳， 

當他們使用 AK47 時，聖徒根本沒有力量去對抗爭戰，難道拿起筷子跟他們拼過嗎？ 

那麼，為什麼《聖經》中記載他們有爭戰？ 

為什麼敵基督要用諂媚的方法？為什麼彼此出賣？互相去絆倒？ 

 

我曾經分享，這是神故意埋下伏線，導致時局一定按著《啟示錄》的劇情發展， 

在大災難三年半時，被提開始發生後， 

共濟會邪惡一群看見忠良的成員和十王一一被提， 

他們才如夢初醒，知道自己仍要留在世上， 

於是，順理成章，他們真的變成了敵基督。 

 

那時候，假若他們知道還有一億個（假設數目）賓客身分將會被提， 

於是，在那段時間內，他們要清除（Eliminate）所有爭取被提身分的競爭者， 

然而，敵基督絕對不可藉著殺死他們去掠奪復活身體， 

若然殺死他們，他們便是為主殉道，那麼就少了一個被提名額， 

所以，敵基督絕不能殺掉他們，而是一定要讓他們自己失去被提資格， 

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製造這麼大的「轉彎」。 

 

當時，敵基督明明已經殺人如麻，殺多殺少固然也沒有所謂， 

那麼，為什麼還要設法要基督徒接受「666 獸印」呢？ 

為什麼要讓基督徒自己失格呢？為什麼不直接把基督徒殺掉呢？ 

就是這個原因。 

 

影片：666 系統改寫人類 DNA 

日華牧師曾於「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分享過，人類的 DNA 是由神所創造， 

如果 DNA 被改變，這人在神眼中就不再是純正的人類。 

而神設計的救恩，只有真正的人類才可以得到， 

所以，任何人接受啟示錄的 666 獸印晶片，DNA 被改變了後，就會永遠失去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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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聖經記載，舊約時期建造的聖殿，每部分的結構、外形和尺寸， 

都必須與神所啟示的規格完全相同，神才會悅納，並居住其中。 

 

撒迦利亞書 一章 16 節：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現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憐憫，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準繩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新約裡，使徒保羅亦清楚指出，人的身體就是神的殿， 

如果這殿的結構，即細胞的 DNA，被人為改變了，與神的創造不同，神就永遠不會住在裡面。 

 

情形好像《創世記》第六章所記載， 

當時人類和墮落天使苟合，誕下來的都是半人半天使的生物，並不是真正的人類， 

全世界只剩下挪亞一家八口是純正的人類。 

 

 

 

所以，神用大洪水毀滅所有被墮落天使污染了 DNA 的人， 

只讓挪亞一家存活，使純正的人類重新在地上繁衍，不至被完全污染而滅絕， 

亦令救主耶穌基督可以生為一個純正的人類，拯救世人。 

 

創世記 六章 3 節： 

耶和華說：「人既屬乎血氣，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裡面；然而他的日子還可到一百二十年。」 

 

哥林多前書 三章 16 至 17 節：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若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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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的 DNA 被污染，神就不會住在人類的身體裡， 

人類亦會失去得著救恩和聖靈入住的資格， 

因為，神所設計的人類，每一個都授予相同的 DNA 設計， 

讓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在地上賺取永恆的獎賞， 

但是，如果人類藉著和天使苟合，而誕生所謂的超級人類， 

或是藉基因工程，誕生了人類 2.0， 

就如同一個考生在考試中作弊，不單他所考取的成績不會被接納， 

甚至他的考生資格，都必定會被取消。 

因為，神創造人類的目的，就是讓每一個人都公平地， 

在世上受限制的環境底下，以相同的人類機能，努力地以信心尋找神， 

並抵抗各種逆流和艱難，建立和擁有神的形象， 

但是，如果有人的 DNA 被改變了，這人就失去了存在於世上的價值。 

 

在新約和舊約之間的馬他提亞時代，就記載著敘利亞的安提阿古四世入侵耶路撒冷， 

在聖殿中獻豬，並設立宙斯的像，污染了聖殿。 

 

 

 

其實，這件事預表末世真正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敵基督會改變人類的 DNA，污染人類的身體。 

 

神是有意讓七年大災難的人，作出一個終極決擇： 

當面對死亡的威脅，究竟是站在神的那一邊，冒死也要得著永生？ 

還是，接受敵基督的獸印 666 晶片，在那七年甚至短短三年半裡，苟且偷生，放棄永生？ 

 

其實，神在聖經創世記和啟示錄裡，亦埋下一條伏線，留給不能夠被提的 Fre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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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世人得救的數目是已經定了，如果有人安裝了改變 DNA 的晶片，而永遠失去救恩， 

對其他人而言，就多了一個得救、得著復活身體及被提的位置。 

所以，如果 Freemason 成功藉著諂媚說服人類安裝 666 晶片， 

就有可能以這種旁門左道的方法，得著復活身體的資格。 

 

之後，敵基督下一步將會做什麼呢？ 

他們實在知道，被提的名額，由創世以來已經定好， 

當時，很多人才陸陸續續開始信主，他們是命定在這三年半內信主， 

需要在這段時間當中賺取他們的復活身體。 

 

假設，當時信主人數真的有一個指定數目，如一億人， 

在這限制中，過程裡，只有五千萬人能在自然的復興中成功取到這個被提位分。 

另外的五千萬個信徒，因為敵基督用諂媚的方式， 

如欺騙他們借錢建堂的方法，導致他們跌倒了， 

最終痛苦地失去其長子的名分，喪失了資格， 

這五千萬個人肯「賣出」復活身體的資格，就是由於敵基督以諂媚的方法奪取。 

 

共濟會中不是每個成員都是奸惡的，只是，他們知道這個奪取名分的方法而已， 

原因，他們知道，不可完全奸惡，否則的話，他們根本不能被提，得不到復活身體的， 

所以，在過程中，他們藉著科技和以諂媚的方法，製造這一千二百六十天的爭戰出來。 

 

所以，你要留意那一千二百六十日， 

是說白了這三年半他們要除掉常獻的燔祭、行毀壞可憎的， 

兩者都特別針對聖殿，用這個方法複製和污穢我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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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為了將要發生在這一千二百六十日的事， 

祂在舊約歷史當中，在瑪他提亞時代是已出現過一次， 

祂讓你親眼看見神就是使那個成為一個活劇。 

 

在瑪他提亞時代，污染聖殿是沒有任何甚麼可賺取的， 

但接下來，敵基督要依賴這樣東西去賺取，賺取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 

這樣東西到一個階段，甚至統治世界都只是其次而已。 

所以，這解釋了，為何屆時他要污染真正的聖殿， 

並且除掉常獻的燔祭，這一千二百六十日就只會辦那件事。 

 

 

 

而且，在《啟示錄‧十一章》清楚說明聖殿的外院是留給外邦人踐踏， 

因為，那群人已經只如賓客一般， 

他又不是童女或新婦，那麼，又怎會是至聖所、聖所呢？ 

所以，只能是外院，就是賓客那群，讓他們任意踐踏， 

那是怎樣的外院？是聖殿的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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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始至終，一直都是在說我們的身體， 

關於復活身體，關於稗子怎樣能進入麥子的身體， 

因為，題目轉變了，題目終於出來了， 

在結束的時候，我們終於知道主角是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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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明白，為何《啟示錄‧十一章》提及一千二百六十日時， 

先不要量度聖殿的外院，因為，那是留給外邦人踐踏四十二個月，就是這原因， 

因為裡面的已經被接收了。 

 

 

 

我都曾說了，量度就是代表被接收， 

聖殿裡面的至聖所已經被神接收，聖所被神接收，數目滿了， 

但問題，外院的數目未滿，可能是一億個，我也不知道， 

既然只有一億個，他知道這數目， 

我相信神都會容許他知道，因為是神佈局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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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這樣佈局呢？ 

他這樣佈局，是為了不用使第一秒鐘，人就已被殺光了， 

第二，讓人在一千二百六十日中，經歷一下甚麼叫基督徒，讓人付出一下， 

並且，為了一個眼目已經看見的應許，你的信心又付出多少呢？明白嗎？ 

 

影片：眼已經見到的信心 

約翰福音 二十章 24 至 29 節： 

「那十二個門徒中，有稱為低土馬的多馬；耶穌來的時候，他沒有和他們同在。 

那些門徒就對他說：我們已經看見主了。多馬卻說：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 

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過了八日，門徒又在屋裡，多馬也和他們同在，門都關了。 

耶穌來，站在當中說：願你們平安！ 

就對多馬說：伸過你的指頭來，摸（原文是看）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多馬說：我的主！我的 神！ 

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原來，當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得著復活身體之後， 

門徒之間，頓時出現了兩種層次的信心， 

第一種，藉著見證主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的門徒分享，就已經相信了。 

第二種，如多馬一般，非親眼看見主耶穌擁有復活身體的事實， 

甚至要親手觸摸主耶穌的釘痕，否則都不會相信。 

然而，耶穌卻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原來，「玫瑰園計劃」讓我們認知， 

當接下來「屬靈聖殿」到了最後完成的階段， 

負責完成「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錫安教會以及合資格的聖徒， 

都會以新婦、童女和賓客的不同身分被提，並且得著永恆的復活身體。 

 

屆時，聖經預言︰信仰上將會有一些未能準時儆醒預備的人， 

他們會眼見一些聖徒得著復活身體， 

正如多馬親眼看見主耶穌擁有穿牆入壁、穿梭時間和空間的身體般， 

因而，最終願意付上最基本眼見才信的所謂「信心」， 

成為未能準時被提，留在大災難的毛衣人，或稱為細麻衣人。 

 

甚至，他們亦會親眼看見人類歷史最後及最大的復興誕生， 

以往，他們完全沒有付上信心及預備，但終於親眼看見了。 

 

與此同時，《以賽亞書》和《哈該書預》言︰ 

十王級數的君王和財寶都會來到這個復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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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同「錫安教會」和「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 

甚至，他們必將萬國的珍寶都運來，使「屬靈聖殿」滿了榮耀，幫助完成最後的「屬靈聖殿」。 

 

除此之外，這些未能準時預備及被提的毛衣人， 

亦會親眼看見 6 年多以來，「2012 信息」所警告的災難逐一應驗， 

包括從 6 年前「2012 榮耀盼望第 1 篇」所預告︰世界各地將會發生恐怖襲擊和軍法統治。 

例如︰法國巴黎、美國華盛頓、英國倫敦西敏寺、印度泰姬陵等。 

 

關於這些警告，詳情可以重溫 2009 年 12 月 13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 篇」信息。 

 

 

 

以往，他們對於「2012 信息」，都只是一知半解、半信半疑， 

那時，就會完全明證這套信息的真實性。 

 

既然，這些毛衣人已經親眼看見一切事情的真實性，他們所付出的信心，就必定是少的。 

所以聖經預言，他們需要在被提之後，剩下最後的 1260 日， 

成為毛衣人或細麻衣人，付出應有的信心，竭力傳道， 

傳講神給予末世的答案，就是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啟示錄 十一章 3 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所以當被提發生之後，在 1,260 日的初期， 

這些未能合資格準時被提的毛衣人，在情緒上和信心上都會是最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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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歷代歷世以來，基督徒被提的限期都是一個秘密，從來不會讓人知道， 

就算基督徒自己，亦要持定信心，為到這日子隨時臨近而時刻儆醒作預備。 

 

然而，這些毛衣人卻親眼見證及知道基督徒被提已經發生了， 

所以，他們的情緒和信心都會是最激昂， 

只是，可惜他們對於不憑眼見的信心，實際卻付上得太少。 

 

除此之外，當逐步面對敵基督的逼迫、欺騙、引誘和迷惑， 

他們又能否以「看見才相信」的信心，維持到最後仍然至死忠心， 

甘願為神付出及犧牲一切，換取最後成熟，得著永恆復活身體的資格呢？ 

 

縱使如此，因為他們所付上的信心，亦只是如多馬般「看見才相信」的信心， 

只是一種低層次的信心，並不是最能夠討神喜悅的信心。 

 

所以，即使他們遇上敵基督的大患難， 

永恆的獎賞，仍然不及那些之前被提的聖徒大， 

僅僅是伴隨主耶穌，與剩下的以色列人一樣， 

以平民方式在千禧年的國度被主耶穌統管及共度一千年而已！ 

 

啟示錄 二十章 4 至 5 節：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 

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所以，現在便通曉了， 

我們一直分享聖殿、人類基因（DNA）、《聖經》舊約藉著活劇告訴我們關於這個身體， 

此時，你便明白，共濟會一直所說的聖殿（Temple）， 

他們一直用聖殿在華盛頓的建築物，共濟會的廟宇都已經在講述這個聖殿， 

他們一直都在說這個聖殿，就是這個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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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時，我們分享了七年的信息，就是主耶穌用水藉著道將教會洗淨。 

 

 

 

若錫安教會、所有其他教會和基督徒聆聽並執行這套信息時， 

就可以被神的話洗淨潔白，成為新婦和聖殿。 

 

可是，Freemason 卻要污染聖殿，然而，這套信息可以把他們洗淨潔白，裝飾整齊等候被提， 

所以，一定是「信息」，是這套信息的聖潔和偉大，而不是我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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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信息有著神的心意，神要求我們達至某種程度， 

以致能夠把我們洗淨潔白，令我們因為聽到神的話， 

如同主耶穌基督作丈夫般，藉著水和道潔淨祂的太太，使太太毫無瑕疵。 

 

 

 

因為，神的話把我們煉淨，使我們能夠成為新婦， 

既然我們可以成為新婦，那麼，其他人同樣也可以。 

也許有人覺得，我分享信息時，漸漸由實質變成抽象， 

可是，我所分享的信息從來都不是抽象，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 

都是用神的話使我們在毫無沾污下迎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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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信息將導致全世界都有機會被提，亦導致全世界作出信心的回應， 

當我們理解後，就會明白，Freemason 怎樣沾污這群人， 

以致他們不行真理，或行真理的程度不如 Freemason。 

 

過去百多年以來，歷代的 Freemason 所做的不當行為，目的都是「玫瑰園計劃」， 

只要我們不尊重這套信息，便不能被信息洗淨， 

而且，Freemason 更會諂媚教會，成為教會的執事，為教會提供建堂的資金， 

甚至，為教會提供逃難時的金錢，更會執行牧師早前分享逃難時的預備工作。 

 

只要 Freemason 使用這個方法，就會導致很多基督徒跌倒， 

Freemason 會交換（Trade）這個神刻意放出的資格， 

如喇合和他瑪，確實會有很少量這樣的人，但也會有帶著真心的人， 

可是，相比起散漫的基督徒，那時，必定會是一個試煉。 

當人不明白神話語的重要性時，就不會明白這個概念。 

只是，當你理解神的話時，便會明白 Freemason 是如何沾污這聖殿， 

以致他們可以搶奪這個復活身體。 

 

第二章：總結感言 

感言部分，這段錄音的錄製時間是 11 月 11 日，而你們聽這篇信息時則已經 11 月 29 日。 

 

同時，相信你們已經聽到一則關於 CERN 的消息： 

由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3 日，CERN 將以極高能量水平的狀態，開動大型強子對撞機。 

於我們以往的信息，已曾作出 CERN 與地震的關係的分享， 

而於你們聽這篇信息時，他們早已於 11 月 20 日開始，史無前例地以極高能量開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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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要藉這機會，於它未發生前作出估計，一個類似的估計。 

我覺得，即使今次不會發生，但於未來，其中一次 LHC 以極高能量開動時， 

我們一定將親眼目睹接下來我所說的事情發生。 

 

那事情，就是灰馬的審判將全面展開，就如《啟示錄》第 6 章 8 節提及般。 

 

啟示錄 6 章 8 節：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或許，我們不知道經文所說的是何等嚴重，但我們知道，將有四分之一人死亡， 

然而，它引發的程度，就是《啟示錄》第 11 章中， 

提及兩位毛衣人出現前所發生的所有事情， 

然後，更導致《啟示錄》第 12 章中的 666 系統誕生。 

 

 

 

首先，我們得知道一個重點， 

將來，全球引用 666 系統的原因，就是所有鈔票都沾上了非常厲害的細菌， 

因此，全球都棄用紙幣甚至銀幣，一定要改用電子貨幣， 

而且，是一種不會貶值的電子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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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他們將比特幣（Bitcoin）看成第四，或是第五貨幣，即使它於榜末， 

只要它擊敗列於其前面的貨幣，包括銀幣和紙幣，它便成了單一流通貨幣。 

 

因此我嚐試於這裡，讓你知道灰馬隱含了多少事情， 

按這段經文所述，它發生時將有何現象？ 

當它發生時，LHC 將被人將以最高能量開動， 

但明明它被開動時，便有機會使世界被毀滅，他們為何這樣做？ 

其實裡面涉及一個時空的秘密，將於稍後分享。 

 

 

 

現在作為感言分享，先給你一點前言， 

我相信，灰馬出現之日，必定是 CERN 被開動至最大功率之時， 

於是，將有一些事情發生，就是以色列被俄國及其同盟攻打。 

 

聖經告訴我們，屆時，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發生之時， 

因此，CERN 是一個時間表，一個被人預先知情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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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預告何時何地有地震發生，而 CERN 是一個很特別設計。 

 

 

 

那時，俄羅斯一定正在攻打以色列，因此，可以將兩者拼在一起看， 

如果 CREN 開動最大功率，俄羅斯又正在攻打以色列， 

就是第四馬真正發揮最大威力時候。 

 

影片：以色列藉伊斯蘭國 ISIS，引動俄羅斯因攻打以色列而被神審判 

日華牧師早於 1987 年分享「天國比喻」信息時， 

已經提到舊約聖經《以西結書‧38 章》，預言歌革即今天的俄羅斯，以及她的同盟國， 

將會一同攻打以色列。 

 

因著「48 小時審判」的原則，神會以超級大地震，毀滅俄羅斯的軍隊， 

使俄羅斯地下所有核彈爆炸，而導致一日之間滅國。 

 

 

 

另外，日華牧師亦曾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提及，由 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事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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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年極端伊斯蘭武裝勢力對西方國家發動的各種恐怖襲擊， 

包括︰炸彈襲擊、割下人質的頭顱、以導彈擊落客機， 

甚至是最近法國巴黎所發生的一連串恐怖襲擊事件。 

 

其實都是偽旗行動，背後均由以色列策動， 

目的是令全世界一同敵擋與以色列為仇的中東回教國家。 

於是，美國和一眾與以色列同盟的西方國家， 

就可以藉詞進軍中東，打擊與以色列敵對的中東回教國家， 

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 

 

 

 

美國亦在中東以民主為名發動政變和革命， 

例如︰茉莉花革命，用意是推翻反以色列的政權， 

使所有以色列的中東回教敵人，不再為她增添麻煩。 

 

並且，由 2013 年才開始聞名的伊斯蘭國 ISIS，其實亦是由以色列製造， 

目的是對付以色列的中東敵國敘利亞， 

甚至 ISIS 的軍事和經濟，都是由美國及其中東盟友資助， 

為要推翻敘利亞阿薩德的政權，並換上一個由美國操控的傀儡政權， 

就好像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革命時所做的一樣， 

並用各種偽裝的恐怖襲擊，令人對回教敬而遠之，恨之入骨。 

 

事實上，這正正隱藏了《以西結書‧38 章》的預言， 

就是俄羅斯將聯同其盟國攻打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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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俄羅斯為了保護中東盟國敘利亞，現時已經出兵攻打 ISIS。 

 

如果有一天，俄羅斯能夠向全世界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 

證實 ISIS 與回教之間，原來沒有任何關係， 

並證明是以色列為求自保，而在背後策動了種種陰謀， 

那麼，俄羅斯及其盟國就有可能直接揮軍以色列， 

引發日華牧師早於 1986 年於「天國比喻」信息所作的預測， 

就是七年大災難的前哨，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已經有不少人發現，ISIS 與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是息息相關。 

早於 25 年前，1990 年 8 月 5 日， 

在美國白宮和國會官方的有線新聞網絡 C-SPAN， 

一個談論有關以色列情報組織的訪談節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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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位受訪者美國 CBS 新聞記者 Dan Raviv 指出， 

在以色列情報組織裡，有數個不同的組織名字， 

例如︰莫薩德 Mossad、阿曼 Aman，以及辛貝特 Shin Bet。 

 

但是，他們卻有一個統一稱號「Israeli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簡稱「ISIS」，竟然與伊斯蘭國 ISIS 的簡稱完全相同！ 

 

 

 

新聞片段： 

You tell the story about how you tried to find out what they call the Mossad when they deal with that public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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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述了你怎樣追查到莫薩德組織，在公開層面上的資料。 

 

I thought it was a reasonable question but the trouble is, you can’t pick up the phone book there’s no Langley 

in Israel where you can look up, you know, CIA or in our case the Mossad. 

我認為這是個合理的問題，但問題是，你不可能從電話簿找到莫薩德，不像在美國找到中情局一樣，

在以色列不可能找到莫薩德。 

 

We thought we should ask, what shall we call it in English. 

我們應該問：這組織在英語怎樣稱呼？ 

 

You can translate the Hebrew words as I said“Mossad” is “institute”. 

當然可翻譯這希伯來文，如我提過，「莫薩德」意即「組織」。 

 

But when they write a letter to their friends in the CIA  or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what do they call themselves? 

當他們寫信給在美國中情局，或英國情報局的朋友時，他們怎樣稱呼自己呢？ 

 

It took a while, it was a matter of asking the Prime Minister's spokesman the best you could do, because officially 

the Mossad is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此問題要花點時間，需要詢問總理發言人，最多只能這樣做，因為莫薩德是直屬總理辦公室。 

 

And I think he sort of wondered why we wanted to know and all that. 

我估計發言人會奇怪我們為何詢問有關資料。 

 

We explained and he came up with the Israeli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 mean if it were to have initials, it 

would be I.S.I.S. 

經我們解釋後，他回覆了「以色列秘密情報局」，英文縮寫就是 I.S.I.S.。 

 

這真是一個巧合嗎？ 

還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真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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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竟然用本國情報組織的名字，為他們於背後製造的伊斯蘭國 ISIS 命名！ 

如果你用英文串聯這個意思的話，就會變為 ISIS is IS-rael。 

又或是用伊斯蘭國的最新簡稱 IS，就會變為 IS is IS-rael 了！ 

 

 

 

到底，是否有人在背後玩弄字眼，有意讓人知道以色列就是 ISIS， 

目的是引發《以西結書‧38 章》的預言， 

使俄羅斯攻打以色列，甚至驅使全球不知情的各國， 

特別是一向敵視以色列的回教國家，一同攻打以色列， 

引動神出手審判，毀滅俄羅斯和所有與以色列敵對的中東回教國家呢？ 

 

其實，有許多證據皆指出，ISIS 是由以色列所策動： 

第一，自稱伊斯蘭聖戰組織的 ISIS，卻從未公開聲稱要對付以色列， 

甚至連以色列國內的傳媒，都嘗識解釋為何 ISIS 並不急於對付回教的共同敵人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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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ISIS 首要對付的，卻竟然是以色列的頭號回教敵人，什葉派的真主黨和哈馬斯。 

 

 

 

第二，ISIS 從來不曾為到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討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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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ISIS 一直以來的主要軍事敵人，都是以色列的敵人， 

包括︰敘利亞、黎巴嫩、伊朗、真主黨和哈馬斯。 

 

 

 

第四，ISIS 從未試過俘虜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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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試舉一些關於 ISIS 的例子︰ 

ISIS 曾殺害敘利亞俘虜、伊拉克俘虜、庫爾德族人、雅茲迪教派的人。 

亦曾偽裝殺害美國人 James Foley、蘇丹基督徒、兩名日本人、一名英國人、 

甚至曾偽裝燒死一名被擄的約旦戰機師， 

以及曾疑似殺害克羅地亞人、意大利人，及中國和挪威的肉參， 

ISIS 曾疑似屠殺埃及基督徒，以及埃塞俄比亞基督徒， 

曾攻擊黎巴嫩、曾主動承認擊落埃及客機， 

ISIS 曾恐嚇要攻擊瑞典、印度、德國和奧地利， 

曾所謂被人發現有計劃要攻擊巴基斯坦，土耳其亦曾聲稱受到 ISIS 襲擊。 

 

似乎，ISIS 無論對方是否回教國家，都決定與全世界為敵， 

但是，以色列呢？ 

自稱是最堅守回教聖戰路線的 ISIS，卻從未攻擊以色列。 

 

第五，我們常常在新聞聽見 ISIS 使用互聯網， 

卻從未見過真正的 ISIS 網站、Facebook 或 Twitter 戶口。 

 

第六，為何 ISIS 可以買入大量日本豐田最新出產的吉普車，到底是誰賣給 ISIS？ 

 

第七，為何 ISIS 從未向以色列發動自殺式恐怖襲擊？ 

直至今年 11 月 11 日，ISIS 才發表所謂「不忘對付以色列」的影片， 

但 ISIS 卻在影片中表示，不滿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所作所為，並稱哈馬斯是暴君。 

 

第八，為何大部分所謂 ISIS 處決人質的割頭或火燒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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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主要由一個以色列管理名為 SITE 的網站率先得到，並公開給全世界？ 

 

第九，為何所有被殺的人質，都是穿著美國監獄的橙色囚衣？是否有意暗示是美國人所為？ 

 

 

 

第十，為何 ISIS 俘虜的，都是普通人， 

卻從未俘虜或殺害一些政要和名人呢？ 

而唯一被殺害的政治人物，卻是以色列敵人的伊朗將軍。 

 

 

 

第十一，我們在電視新聞中，常常可以看見 ISIS 的所謂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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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不可能在沙漠極高溫地區活動的全黑衣服， 

難道，所有 ISIS 戰士都是想熱死在沙漠的傻瓜嗎？ 

 

 

 

另外，他們穿著的黑色衣服，根本不是中東回教徒的服裝， 

反倒像日本古代忍者的打扮，難道，他們所穿的都是戲服嗎？ 

 

 

 

甚至，這種黑色服裝，就像是電影中的奸角一般，難道，我們都是在看電影， 

所以奸角就穿著黑色衣服，讓觀眾可以輕易辨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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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每一次所謂的 ISIS 戰士在電視中出現，都會刻意擺出各種姿勢，極為裝模作樣， 

就好像日本特攝超人片集的主角或奸角所擺出的作戰姿態， 

難道，我們是在看日本的特攝超人片集嗎？ 

 

 

 

此外，ISIS 戰士的相片，時常都有多面旗幟飄揚， 

就好像香港 5、60 年代，粵語武俠片中的武林大會。 

其實，所謂的 ISIS 伊斯蘭國，是否一些由荷里活所拍攝的電影？ 

只是，在各國新聞中當作真實事件播放時，就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呢？ 

從以上種種跡象顯示，實在無可否認，ISIS 的真正幕後主腦就是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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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時，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地震，毀滅莫斯科， 

在中國西北部，又會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地震。 

 

   

 

這地震使全世界的板塊移動，導致中美洲大地震和斷裂，波及中美洲中間的危地馬拉地方斷裂， 

全球因而產生很大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影響全球的東岸地區。 

 

   

 

影片：中美洲危地馬拉地震應驗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11 月 11 日，錄製今篇信息感言部分時， 

預告當 11 月 20 日開始至 12 月 13 日，CERN 開動極高能量之後， 

中美洲危地馬拉將會發生一次大地震， 

甚至，有可能造成中美洲中間的危地馬拉海溝斷裂， 

繼而導致全球發生大型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影響全球東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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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十多天的 2015 年 11 月 24 日， 

秘魯南部邊境玻利維亞附近，以及巴西的邊界， 

兩個極為接近的地點發生了兩次 7.7 級極深層地震，地震深度超過 600 公里。 

 

早前「2012 榮耀盼望」信息曾介紹一位專門研究地震的專家 Dutchsinse， 

他在一日之內，就立即於其 YouTube 頻道發出警告， 

提醒人如果發生深層地震，是會在淺層引發一個更大的地震。 

 

例如︰如果發生了一次 5 級的深層地震， 

就會引致淺層發生一個 6 級或 7 級的地震， 

如果在差不多相同的地區，接連發生兩次 7 級的深層大地震， 

極可能就會在淺層地區再發生一次 8 級或以上地震。 

 

並且，其實早在地震發生前一日，Dutchsinse 已經在網上警告， 

南美洲會在 24 至 48 小時內發生大地震，意想不到，事件真的發生了。 

 

YouTube 片段： 

Hey everybody, Dutchsinse here 10:36 p.m., Central Time, on November 24, 2015. 

大家好，我是 Dutchsinse，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部時區晚上 10 時 36 分。 

 

And I’ve got you looking at Earthquake 3D here which is a USGS feed of the most recent earthquakes . And 

right now we’re looking at the last 24 hours of activity. 

這是 3D 地震軟件，顯示美國地質勘探局發放最新地震資料，這是過去 24 小時的地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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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here: two back-to-back 7.7-magnitude earthquakes struck in Peru at the Brazil border 

One in Peru, the other in Brazil. 

屏幕上你可看到前後兩個 7.7 級地震，在秘魯近巴西邊境發生，一個在秘魯，另一個在巴西。 

 

They are two separate earthquakes recorded by the USGS. 

地質勘探局分別記錄了兩個地震， 

 

And look at the depth of these earthquakes. 

再看看這些地震的深度， 

 

If you are a long-time viewer, you already know this. 

如果你是長期觀眾，就已知道這一點。 

 

New viewers the higher these are off the planet, the deeper they are into the Earth. That’s an Earthquake 3D 

feature. 

新觀眾，離地球越遠的標記，代表地震出現在地球越深處，這是 3D 地震軟件的特色。 

 

So you can see there’re shallow earthqua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ound the West Pacific and the East 

Pacific. 

可看到美國和太平洋東和西部附近有淺層地震。 

 

Two deep rounds of earthquakes struck today.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今天出現兩個深層地震，意味著甚麼？ 

 

It means that over the next few days there should be shallow upwelling pressure occurring in the adjacent areas to 

these deep movement epicenters and it should be larger than the current activity that we currently see now. 

意味著在接下來數天，淺層上湧壓力將會在深層地震震央的鄰近地區發生，應該比我們目前看到的

地震更大。 

 

Now, I hope I’m wrong I hope it translates out the swarms instead of one single larger earthquake. 

我希望我是錯的，希望那是地震群，而非一個單一的大地震。 

 

But we do need to be on watch for a possible larger earthquake than these two back-to-back 7.7s which to me 

equals out to at least an 8.0 or greater. 

但我們確實需要密切留意，可能會有比那兩個 7.7 級地震更大的地震出現，對我來說，至少 8.0 級或

以上。 

 

If you really think about two 7.7s in the same area, a couple of hundred miles apart the equivalent energy on that 

is huge and the depth on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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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兩個 7.7 級地震，在同一地區並只相距數百英里，所牽涉的龐大能量及其深度。 

 

For long-time viewers, you know that this deep activity down in the asthenosphere that semi-melted magma area. 

對於長期觀眾，你知道在岩流圈的深層活動，即那半熔岩漿區。 

 

I’ve got a graphic on the screen here right now. Take a look at it. 

請看屏幕上的圖片。 

 

You can see that this’s just a rough diagram but it shows you that the plate rests on top of supposedly 

semi-melted magma. 

可以看到一個粗略示意圖，它說明了板塊是在那稱為半熔岩漿區之上。 

 

And when we see earthquakes happen down there, it causes a shallow upwelling pressure on the plate . 

當地震在深處發生，會為板塊帶來淺層上湧壓力。 

 

Below the plate, that causes these earthquakes to develop out. 

在板塊下方，引發這些地震出現。 

 

After the deep events, shallow larger earthquakes hit and usually in the area nearby that silent . 

深層活動發生後，會引發淺層並較大型的地震出現，並一般在附近平靜的區域發生。 

 

I issued a warning 24 or 36 hours ago telling South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Plate to be on watch for a large 

earthquake to strike in the next day or two. 

在 24 或 36 小時之前，我發了一則警告，提醒要留意南美洲及太平洋板塊，在未來一、兩天或會出

現大地震。 

 

And then these two 7.7s struck in Peru, causing some serious shaking up down there scared a lot of people. 

然後秘魯出現兩個 7.7 級地震，引發嚴重震動，許多人受驚。 

 

I don’t know if anybody was injured.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受傷。 

 

Luckily it was at such a deep level that the whole area most likely displaced, the whole area shook. 

幸而，地震位於深層位置，很可能是整個地區遷移及震動。 

 

We’re talking the whole region, a thousand miles across or more possibly shook off of these earthquakes as 

opposed to, well, if that were to strike at a shallow level. 

我指的是整個地區，橫跨逾一千英里的板塊震動，對比假設淺層地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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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alking about massive damage to structures and landslides and that sort of thing. 

將會導致建築物嚴重損壞、山體滑坡等問題。 

 

But because of the depth of this we now need to be on watch in other areas to the north, to the south . 

但因地震的深度問題，現時要當心北方或南方地區。 

 

Be on watch! This is no joke! This is, again, guys,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five years. 

當心，這不是笑話，朋友，再說一次，我分析地震達 5 年之久。 

 

There’s only been a few times where I’ve had issued a major large earthquake warning watch . This is one of 

those times. 

我只曾數次發出大型地震警告，今次是其中一次。 

Alright guys, much love, be safe. 

好了，朋友，小心安全。 

 

究竟，事情會否如同日華牧師所預告， 

在距離現今發生了兩次 7.7 級大地震地區不遠的地方， 

中美洲危地馬拉將會再發生一次大地震， 

程度甚至會波及中美洲中間的危地馬拉海溝， 

繼而引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影響全球東岸地區呢？ 

 

這段說話，必定會在四十八小時內全部發生： 

俄羅斯攻打以色列和俄羅斯發生大地震、中美洲斷裂，導致「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在這過程中，亦是在很短時間裡，隨後一星期，至十日內便產生瘟疫，是灰馬級別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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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瘟疫，導致當人被感染後會像野獸般咬人，就如喪屍般咬人， 

它的傳染力，能使所有觸及的，都會被感染，它主要的傳染媒介是紙幣。 

 

 

 

 

所以，在短時間內，若不制止，短短三十天內，全球會因這瘟疫而感染， 

但因為一些設施導致，最後只死了全球四分一人口。 

這樣便明白，為何灰馬是指刀劍、飢荒， 

因為「刀劍」原文是戰爭， 

戰爭、飢荒、瘟疫，隨後產生野獸。 

現在，世界的很多野獸瀕臨絕種，莫非要找一頭老虎咬這麼多死人？ 

就算放了全世界動物園的老虎出來，也不會加入到聖經裡殺死全球四分一人的字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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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曾分享過，「野獸」這詞彙是可以形容禽獸不如的人類，這是聖經常用的對比。 

 

 

 

所以，如果真是灰馬出來的那次，就是 CREN 開動後，大約三十天內，我們會看見所有這些事發生。 

 

 

 

因此，趁著大家聽今篇信息的時候，CREN 又開動了九天後， 

是時候可以分享給大家聽，真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日子臨到。 

 

但怎能夠知道是灰馬審判的那一次呢？那一次必定有三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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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CREN，正在開動； 

第二：俄羅斯正攻打以色列； 

第三：那個曾提及的地震，是地球上，有歷史以來最大的地震，是十五級以上，是十五至二十級的。 

那麼，在那幾天天常常出現七、八級甚至九級的地震。 

那時便知道，這十五級地震會隨時出現。這三個就是特徵。 

 

 

 

我們便理解和知道，灰馬審判的威力就是如此厲害， 

為何在灰馬完結後，被提， 

隨後全球便會突然放棄所有紙幣，只用一種新的電子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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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所有電子貨幣皆貶值的話，人們就只能選用這種被加密的貨幣， 

因為，唯有被加密的貨幣，本身才會值這個價錢。 

 

我曾分享過，Bitcoin的價值是源自其服務（service）， 

這與人們使用信用卡、或選擇將錢存於銀行的理由一樣，價值也是源自於服務。 

 

所以，最近有一位諾貝爾得獎者聲稱，Bitcoin將會一文不值，因為它本身就不值錢！ 

從他所說的話，可見此人根本毫無前瞻性。 

 

 

 

相反，我們不但認識歷史事實，同時更認識各種資訊和《聖經》！ 

而這些專家縱然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是，若他們不相信《聖經》，或只是對《聖經》一知半解的話， 

那麼，他們壓根兒不會知道世界的走向，更遑論是知道事情發生的原因。 

 

所以，正如我們一開始對Bitcoin所作的預測，現時，全世界亦在談論Bitcoin這種貨幣。 

 

為什麼我們的前瞻性能較世人高出那麼多？原因是，我們相信《聖經》！ 

對比一般牧師，我們不但對現實知道得更多，同時，我們的釋經亦較他們更厲害。 

這兩者使我們更清楚知道，世界接下來會發生的一切事情， 

包括政治、經濟、戰爭，甚至是灰馬的出現。 

 

到了今天，值得一提，有一點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現時看見全世界的氣氛，因為巴黎恐襲而改變了， 

巴黎恐襲之後，陸續也有其他恐襲、爆炸等，四處都可說是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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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現時，經過了 6 年後，從 2009 年 12 月 13 日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第一篇」， 

你還記得，當時我們最主要分享的題目是什麼嗎？ 

第一篇分享了四小時，當中最主要的大題目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從 Simpsons code（阿森一族密碼）及其他電影中， 

發覺它們都在提及一個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會是「Last Christmas」（最後一個聖誕）。 

 

 

 

事實上，當年，於分享後，極其緊張地計劃要去中環、金鐘、尖沙咀等地巡行， 

求神保護我們腳掌所踏之地。大家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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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時使用的圖片，就是這一幅， 

我指明，當聖誕節剛好遇上黑色星期五，其實約十年才會發生一次。 

 

 

 

例如︰1992 年、1998 年，以及當年 2009 年，我們當時分享這一點， 

而下一次黑色星期五，將會是 2015 年。 

 

大家還記得當時分享的內容嗎？ 

關於全世界會在聖誕節前後，同時發生恐襲， 

目的，是為了製造新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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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年快要到聖誕節的時候，你是否記得， 

當時我們 2,800 人坐在這裡，聽這篇分享的氣氛？ 

我們的第一篇信息，原來就是一個時間摺疊， 

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此，神在這所教會篩走一半的人。 

 

 

 

但問題，現在我們所看見的所有事情就正在發生了， 

而當時我們分享，最先有恐襲的就是巴黎。 

因為最後一個聖誕節（last Christmas）這一句說話是來自一齣電影，就是叫做《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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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說的巴黎，現在就是進行軍法統治了， 

她周邊的這些歐洲國家每一個都說恐襲。 

你能看見，我們現在在一個甚麼情況下呢？ 

為甚麼現在全世界的人都正在預備聖誕節的時候，全世界隨時到處都會有恐襲呢？ 

一會兒這裡說日本有事，那邊又說向日本宣戰， 

俄羅斯又說參戰，接著法國、很多不同的地方又指責伊斯蘭國（ISIS）， 

接著北約（NATO）、很多這些國家就聯盟一起去轟炸伊斯蘭國（ISIS）。 

 

伊斯蘭國（ISIS）說，這些恐襲只是開始而已， 

我會攻擊你們全部國家的，巴黎之後，下一個是華盛頓。 

 

甚至，你現在看見，最瘋狂的，當年，我們說巴黎會受到恐襲的時候所播放的片段， 

現在，伊斯蘭國（ISIS）就正是播放同一段片段，就是把巴黎鐵塔倒塌的那段片段播放出來。 

 

當時，我們說的時候，好像是唯恐天下不亂那樣， 

即是其實好像世界是完全沒有可能會發生的，亦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們就是用這些電影、用這些的密碼（code）去尋找到這些線索出來了。 

 

但是，現在我們在今年的今天， 

不是你們感覺到，現在在美國的所有新聞是不是在報道這一件事情呢？ 

打從我們開始的第一篇的方向就已經是正確的， 

第一篇我們已經在分享世界全球的恐襲、這個將來的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 

而你們將要度過這一個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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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時事追擊︰ISIS 與全球恐襲威脅 

伊斯蘭國 ISIS 的出現，以極端回教主義組織，恐怖分子的姿態， 

不僅為歐洲帶來源源不絕的難民， 

無數中東國家的人民，因著逃避 ISIS 的戰火，放棄家園而逃難，北上歐洲各國。 

 

ISIS 無懼美國及俄羅斯，全球兩大軍事國家的空襲， 

於 2015 年 11 月 13 日黑色星期五，於法國巴黎發動恐襲， 

同一時間，6 個地點受襲，結果造成百多人死亡，300 人受傷。 

 

法國總理隨即向 ISIS 宣戰，以及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三個月。 

 

 

 

其後，全世界彷彿墮入了恐襲的深淵，沒有一個地區是仍然安全， 

原因，繼法國巴黎後，比利時亦收到情報，會有恐怖襲擊發生， 

因此，首都布魯塞爾宣布戒嚴，以搜捕巴黎恐襲疑犯。 

 

2015 年 11 月 18 日，ISIS 宣佈處決了一名中國人質及一名挪威人質， 

2015 年 11 月 20 日，聯合國通過議案，宣布全球合力打擊 ISIS， 

但是，ISIS 並沒有因此而罷休，繼襲擊法國巴黎後， 

更發放不同片段，預告攻擊不同國家的城市。 

 

包括︰美國華盛頓、白宮，及紐約、意大利羅馬、英國倫敦， 

於 2015 年 11 月 24 日，ISIS 更發放一條名為「沒有喘息」“No Respite”的影片， 

警告將於全球 60 個國家發動恐怖襲擊，當中包括中國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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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正瀰漫著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氣氛， 

並且，會一直延伸至下個月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 

美國亦因此，罕有地發出長達三個月的全球旅遊警告， 

警告國民於感恩節、聖誕節及新年外遊時要小心， 

尤其要小心公共場合、人多的地方，以及公共交通工具。 

 

新聞片段： 

美國國務院發出全球旅遊警告，指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可能繼續在多處發動襲擊， 

提醒國民出外旅行時要提高警覺。 

在恐襲陰霾下，美國湧現反穆斯林及反難民情緒。 

臨近感恩節假期的出遊旺季，美國國務院發布全球旅遊警告，提醒國民留意恐怖襲擊威脅。 

國務院指情報消息顯示，伊斯蘭國、阿爾蓋達、博科聖地等恐怖組織， 

可能繼續在多處發動恐怖襲擊，目標包括官方及私人場所， 

美國公民在公眾場所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時要提高警覺，並避免到人多擠逼的地方。 

旅遊警告直到明年 2 月 24 日。 

  

雖然，對於全球超過九成九的人而言，這是前所未見、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威脅氣氛， 

就是全球每一個國家，包括台灣及中國，已經屬於不安全，隨時會有恐襲的威脅， 

可是，對於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卻是絕對有印象。 

原因，於上一次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即 2009 年聖誕節前的 12 月 13 日， 

日華牧師正正就是藉著卡通「亞森一族密碼」Simpsons Code， 

以及其他資料，發現眾多 Freemason 接下來，於世界各地出現恐怖襲擊的重要線索， 

因而趕急地分享「2012 榮耀盼望第 1 篇」信息，向所有人作出緊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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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 年前，這是看似匪夷所思，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卻在今年的同一時間，成為整個世界局勢的前瞻性預告。 

 

以下，就讓我們重溫當年主日的一些警告內容。 

Freemason 製作的電影《巴黎》“Paris”已經預示︰ 

法國巴黎是第一個被計劃受到恐怖襲擊的地方， 

而事件一直在全球漫蔓，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聖誕節。 

事實上，巴黎恐襲，已經於日前發生。 

 

主日片段： 

在電影《巴黎》（Paris）裡，明顯有很鮮明的密碼，關於巴黎鐵塔和聖誕節。 

在電影裡，這人抱起自己的兒子去看巴黎鐵塔，他說聖誕老人將要飛越它， 

他會掛他的雪橇在塔上，然後滑下來，他會去到每一間亮著燈的屋子。 

當他放下這小孩後說︰「這可能是我最後一個聖誕。」 

而在《阿森一族》（The Simpsons）裡也顯示， 

巴黎鐵塔會被毀滅，因為我們看見 Matt 後就看見它。 

 

而其餘的次序，繼法國巴黎之後， 

包括︰美國華盛頓、英國倫敦西敏寺、印度泰姬陵、美國佳士拿大廈等。 

 

 

 

主日片段： 

當這個出現的時候，一面寫著「禁止炸彈」，另一面寫著「洗淨的嬉皮士」， 

這套電影名為《Father knows worst》，指父親知道最壞或最差的東西是甚麼。 

接著，在《Father knows worst》的鏡頭後，下一段就出現一棟建築物，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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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鐵塔，稍後我們會看見法國巴黎鐵塔，又是一個常常在電影中被恐怖襲擊的地方。 

如我所說，好像 911，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其實就是他們做的事情。 

最後，他們要標記時間，讓那些人不去那裡。 

 

這個出現之後，接著下一個，就是美國華盛頓紀念碑。 

你要記住！為甚麼他會炸毀這些地方？ 

總之讓人民覺得這些國家不安全，連美國也無法保護自己， 

我們需要一支聯合國軍隊，我們需要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再下一個，也是同一套電影，就是英國倫敦西敏寺， 

稍後我們會在一些電影當中又看見西敏寺被炸，又是這幾個地方！ 

 

下一個，印度泰姬陵，這就是印度泰姬陵，恐怖襲擊。 

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又是他，「我們把這些東西沖走。」 

在這個玩偶後，下一個，你會看見，現在肯定了，有一個玩偶的頭在上面， 

這是紐約曼克頓東部，世界最高磚造的建築物， 

以磚頭建造、很舊的佳士拿大樓，附近就是我們所講的卜倫橋。 

 

而且，一切將會發生於某一年，「黑色星期五」的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當年，2009 年，因著聖誕節正正是黑色星期五， 

因此，日華牧師才趕急地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至於，繼 2009 年，下一次出現剛好是星期五的聖誕節，就是今年 2015 年。 

 

主日片段： 

這影片裡面想說世界末日是甚麼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大毀滅性是在哪裡， 

它全都是說一個星期五的聖誕節。 

 

在另一套電影《誘惑法則》（The Rules of Attraction）裡， 

序幕是 12 月，有一群人舉行「世界末日派對」，當時，是星期五！ 

 

旁述：我想在去年或實際是週末，12 月份的確是有星期五的聖誕節。 

恰巧地，2009 年的聖誕節正是星期五。 

 

值得一提，聖誕節是星期五並不常見。 

因為上一次的聖誕節在星期五是在 1998 年，即 11 年前，下一次是在 2015 年。 

 

這電影裡有數個聖誕節的參考資料，裡面其中一句︰「今年的聖誕節是在星期五。」 

電影裡的對白：「你們每星期五一定好開心精彩！」在這裡說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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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在電影中段，晚餐時，這位演員拿著一個聖誕節蛋糕進場， 

那聖誕節蛋糕有些抗抑鬱藥在內，意味著，這群人會遇見人生中最悲慘的聖誕節。 

 

既然，6 年前，「2012 榮耀盼望第 1 篇」已經作出全球性恐襲的前瞻性預告， 

到了今天，當越步近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整個形勢更是已經慢慢成形， 

眾人更不會當作是天方夜譚、無的放矢。 

 

法國更加已經進入三個月類似軍法統治的緊急狀態， 

取消所有公共集會、隨時關閉公眾場所、隨時停止交通、入屋搜查等等。 

 

此外，6 月年前的今天，2009 年 11 月 29 日， 

因著 Simpons Code 及 Freemason 電影密碼，以及其他資料的緊急性， 

所以，日華牧師特別召開了一次全職講座，向所有全職作出分享。 

 

當中，引用了兩套電影，一套，是 2004 年卡通布公仔電影 Team America: World Police， 

另一套，是 2009 年的電影，義勇群英之毒蛇風暴的片段。 

 

   

 

兩套電影當中，也是與 Simpsons code 一般，隱藏了 Freemason 的密碼， 

並且，提及幾個將會被恐怖襲擊的地點。 

 

以下，是當 2009 年 11 月 29 日，全職講座的片段： 

在大災難中會（被）毀滅的城市，以及會出現的現象，在裡面有提到香港。 

這一段全部的地點，跟剛才我們見到的是吻合的， 

你一路看下去，全部出現會被炸毀的地點，是全部吻合的。 

全部都是當年的政治要點，巴黎鐵塔。 

這一個是什麼？他們炸的是什麼？泰姬陵，就是這裡。 

這裡是西敏寺大笨鐘。這裡是東京。 

這套電影中間就有這個標誌，是他們秘密練兵的地方。 

G.I. Joe，G.I. Joe（義勇群英）的劇情，是剛剛上映的，都是炸巴黎鐵塔。 

接著這個是莫斯科、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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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G.I. Joe（義勇群英）裡面其中一個人的眼睛就是這樣，這間公司造的， 

這又是金字塔的標誌。 

 

近期，巴黎恐襲後，亦有新聞報道引用電影 Team America 當中的巧合， 

只是，他們沒有提及，原來，電影當中，巴黎只是恐襲的第一個地點。 

 

而 2015 年 11 月 23 日， 

ISIS 發放了最新影片，揚言會再次襲擊巴黎， 

當中，正正引用了義勇群英之毒蛇風暴當中，襲擊巴黎鐵塔的片段。 

 

 

 

再一次，這是否如警告 911 一般，他們藉著傳媒，於事發前，向人們發出的最後警告呢？ 

 

6 年前，當日華牧師曾經發通告，警告弟兄姊妹不要到香港人多的區域， 

包括中環、金鐘、灣仔港鐵站、中銀大廈鄰近地方及蘭桂坊等人煙稠密的地方，以及為香港代禱。 

 

但到了今天，美國政府更加已經發出全球外遊警告，警告國民全世界所有人多擠迫的地方也不安全。 

 

既然，ISIS 今年已發出多次恐襲的警告，亦已經進行了偽旗行動恐襲， 

因此，接下來，只會接二連三地繼續發動襲擊，全球發生恐襲的機會甚高， 

所以，由現時至 12 月 25 日，黑色星期五的聖誕節， 

弟兄姊妹應保持機動性，以及避免到恐襲的熱點外遊。 

這段期間，應隨時留意教會各種通訊程式，因應局勢的變動，教會將隨時作出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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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神會在今年三月， 

就是春分、太陽從飛馬座升起的時候，讓我們去理解這套信息， 

明顯地，神是要我們去配合今年所發生的事情。 

 

 

 

因此，我們必須盡快按著自己對《聖經》的認識、信心、以及執行真理的程度，去趕上這個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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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最後，我想每個人與五個人說：「我會盡心竭力去追上飛馬的位分！」 

 

 

 

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歡呼和鼓掌，去多謝神！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