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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3 月 15 日分享 

第一章：2015 年的獨特性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2012 信息」號外篇。 

 

問題一：最近的國際局勢急劇變化，恐襲等事件頻繁發生，這是否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接近有關呢？ 

 

答案：是的。Dan Page 提及美國不會執行「軍法統治 」（Martial Law）， 

而是「警察接管」（Police State）就是政府將軍人的武器交給警察，這等同於擴充軍隊， 

而這件事已經逐步發生，因他們要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前，進行軍法統治。 

 

 

 

此外，於這一季，俄羅斯減少販賣天然氣到歐洲， 

導致歐洲的經濟及各方面大受影響，這其實亦等同美國打壓俄羅斯的經濟。 

美國令油價下跌至低於美金五十元，使靠出口石油支撐經濟的俄羅斯瀕臨破產邊緣， 

甚至如果不選擇戰爭，就會亡國。 

 

美國為了令俄羅斯亡國， 

她也不介意油價下跌，從而影響到烏克蘭、俄羅斯甚至鄰近地方， 

因為美國會在戰爭後，將一切資源搶走。 

就如她奪去烏克蘭 33 噸黃金，並把它們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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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俄羅斯除了停止輸氣到歐洲，已經別無選擇。 

因為烏克蘭從輸氣管中，偷了俄羅斯的天然氣，並聲稱俄羅斯供氣量不足。 

所以，如果俄羅斯繼續經烏克蘭輸氣到歐洲的話，即變相納稅給烏克蘭。 

於是俄羅斯把天然氣的輸送截停，於其他地方建造輸氣管。 

但歐洲一向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一旦停止輸氣， 

當歐洲的天然氣儲備用完後，就輪到歐洲需要打仗。 

 

 

 

至於美國，為了預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已於機場建造地堡，例如丹佛機場。 

因為，當實行軍法統治時，人民只能夠留在自己所居住的區域，不能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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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沒有人可以乘飛機，機場便猶如死城。 

 

為了推行軍法統治，歐洲發生了很多偽旗行動的恐怖襲擊， 

並且，偽旗行動者亦會發動網絡戰， 

以製造切斷人民網絡的借口，免得他們在軍法統治時作亂。 

因此，英美亦提出網絡戰，指斥北韓入侵 Sony 網絡。 

但有網絡專家指出，事件根本不是北韓所為，可是，奧巴馬卻定意要制裁北韓。 

 

另一邊廂，Freemason 並沒有料到，香港的「黃色運動」無法成功推行。 

他們意想不到，供港毒品會被大舉緝獲，令他們損失支援「佔中事件」的黑金。 

 

 

 

他們原先計劃，當佔領運動成功進行，就可以制裁匯豐銀行，再令金價下跌。 

這樣，俄羅斯和中國也會受到影響，一箭雙鵰。 

可是，由於他們部署在香港的陰謀未能成功，因此，金價亦沒有如他們計劃般下跌。 

所以他們將會再找藉口，重整旗鼓發動佔領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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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香港的經濟崩潰，那麼金價下跌就會變得合理。 

金價只需要下跌一段短時間，直至能夠逼使俄羅斯參戰，便足夠了。 

 

問題二：現時環球經濟出現巨大的動盪。 

除了俄羅斯的盧布下跌，瑞士法郎亦脫離歐元區， 

而比特幣（Bitcoin）價格亦出現下跌。 

我們應如何理解經濟上的轉變呢？ 

 

答案：許多人認為，現時能夠維持歐洲貨幣的現狀，佔一半因素也是出於瑞士。 

因為瑞士的信用度，使歐元站得穩。 

可是，瑞郎突然與歐羅脫鉤，使很多衍生工具都在一天內爆破。 

其實，Webbot 早已提及會有這類事件出現， 

就是兩次的「黑天鵝事件」，而兩次事件會相隔兩星期。 

 

瑞士是一個穩定的國家，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 

這一定是由共濟會所策劃，因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日期已經被設定了。 

 

另外，Webbot 亦談及，當這件事出現， 

那段時間比特幣的價格就會下跌，而這事件亦真的發生了。 

 

 

 

Webbot 亦預測，比特幣的價值始終會在一天內瘋狂飈升， 

直至與金銀有同等的價值，這個預測是沒有改變的。 

 

歷代以來，共濟會從來都不會讓人識穿其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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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他們引動世界大戰的陰謀被揭穿，他們所有家族也會被殺掉。 

但是，只要他們先策動一些事件，例如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 

使各國因經濟崩潰而打仗，令所有事情也變得合情合理。 

 

 

 

當年，德國和美國也是由於經濟崩潰而發動戰事。 

他們也製造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 

例如，因猶太人搶奪了所有食物和資源，所以德國迫不得已要殺盡他們。 

將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他們也會有很多合情合理的解釋。 

 

 

 

這些「事後孔明」的分析，正正落入 Freemason 編造的故事中。 

但 Webbot 卻不是事後分析，而是早就預告了事件的出現。 

 

Webbot 預測，接下來的這一年， 

不論美元或是其他地方的經濟，將會有計劃地逐步爆破。 

除了經濟問題外，石油和天然氣的供應會更加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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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很多即時運輸系統受影響，最後導致食物嚴重短缺。 

 

問題三：現時「佔中運動」看似告一段落， 

但當中，卻出現一班鼓吹「港獨」的人，究竟，事情將會如何發展？ 

 

答案：從他們強調自己是顏色革命開始， 

已經可以知道，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懷著使香港混亂的私心。 

 

 

 

因他們從第一天起，已經提出一些橫蠻無理的要求。 

這就如一個兒子提出要取爸爸的性命， 

但卻不斷跟父親說：「為何你一直不答應我？一直不聆聽我的訴求？」 

因「港獨」的訴求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可是，顏色革命推行之初，他們已經準備好理由，愈是橫蠻無理愈好， 

甚至，「港獨」之後，就是「日治」，讓日本治理香港。 

其實，這現象正是抄襲烏克蘭，當烏克蘭獨立後， 

就有人主張攻擊俄羅斯以製造混亂。 

因為當這些暴民得不到幸福，被煽動之後，他們就會繼續破壞到底。 

 

就如歷代歷世以來的戰爭，也都是如此。 

戰爭去到最後階段，人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而打仗？ 

只要幕後黑手能夠煽動地方的暴民，那麼，人們就會失去了善良的意識。 

由一個無理訴求，發展到第二個無理訴求，一直沒完沒了， 

因幕後黑手已經煽動了他們的暴戾、暴亂、憤怒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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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佔中運動」從一開始就沒有「和平與愛」。 

他們煽動人去仇恨和憤怒，苛求與責備政府。 

因此，這群人已經放棄了為別人謀求幸福的責任，只單單想為香港謀求混亂， 

因為，他們有機會是收了幕後黑手的金錢，而且愈收愈明顯，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令「顏色革命」在香港成功，導致英、美、日能夠入侵香港。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了 Webbot 於 2 月 21 及 22 日的內容，就是歐元區的的演變。 

Webbot 曾準確預測瑞士法郎會脫離歐元區的「黑天鵝事件」， 

雖然，事件的發生月份錯誤， 

但事件發生的日期、星期、所有的現象、目標，包括衍生工具爆破也十分準確。 

而瑞士事件出現後，又到希臘危機。 

 

Webbot 提及，各國會對黃金儲備十分緊張，希望將黃金運回自己的國家。 

所以，按照 Webbot 對於今年的預測， 

歐元區對全世界經濟及衍生工具引起的爆破現象，將會變得十分明顯。 

 

除了金融界爆破引發連鎖反應外， 

Webbot 亦提及非常寒冷的天氣，及全球將會看見大量隕石和流星墜落。 

而 Webbot 發布這段錄音的數天後，全球很多地方都有目擊火球的事件發生。 

可見 Webbot 非常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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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Freemason 在香港、美國及歐洲所作的事情看到， 

雖然香港的「佔中事件」未有成功，可是，他們仍然會根據劇本繼續演下去。 

然而，我們的責任，就是使香港和中國，應驗《啟示錄》的內容， 

當中，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是由灰馬區，天馬座對應的位置引發， 

包括瘟疫、饑荒、刀劍、野獸，這會殺害地上四分之一人。 

 

 

 

所以，我們有責任讓《啟示錄》的事件成就， 

就是讓中國不會被欺騙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圈套中， 

反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只是俄羅斯攻打以色列，並因此而滅國。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分享「2012 信息」的全新段落。 

 

第一章：2015 年的獨特性 

現在，我們已經踏入 2015 年了， 

有些人曾問我：「在《聖經》中，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呢？」 

 

2015 年，不只在《聖經》裡有特別提及過， 

我們將要過的這一年，有好些東西，從很多的資訊方面顯示，這並不是普通的一年。 

 

現在我們看見世界的走勢，存有許多的偽旗行動，甚是過份。 

譬如，「弗格森事件」。 

現在，人們已發現那死去的黑人小孩子 ── Michael Brown， 

原來在 13 天前已去世了，是因重病而離世的黑人小胖子。 

那天是他的喪禮，他的屍體是由另一個城送往那裡，然後裝作死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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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Michael Brown 槍擊案 

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提及，上年發生的密蘇里州弗格森槍擊案， 

引發弗格森市接連發生暴力騷動，更引起美國全國性示威。 

但最終，這極可能只是 Freemason 的一次偽旗行動， 

藉此推動美國警察軍事化及預備軍法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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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洩密者 Dan Page 曾提及， 

美國政府會以種族衝突為藉口，預備進行軍法統治。 

而弗格森槍擊案，亦正正發生於 Dan Page 所處身的密蘇里州。 

因此有人質疑，這宗轟動全國的槍擊事件，其實是一場偽旗行動。 

 

 

 

槍擊事件中，黑人青年 Michael Brown， 

他於 2014 年 8 月 9 日，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員 Darren Wilson 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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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場的手機片段中可以看見，槍擊案發生後， 

與一般的槍擊事件不同，在場的警員不但沒有上前為 Michael Brown 進行急救， 

甚至事件已經發生了十數分鐘，都仍然沒有派出救護車或任何救護員為他急救， 

最終只是在屍體上鋪一塊預先準備好的布。 

 

大家必須留意，這其實是一宗由警方開槍的槍擊事件， 

警方卻沒有任何確定 Michael Brown 生與死的行動， 

在這種未確定生死的情況下，亦沒有試圖作出任何急救， 

甚至沒有召喚救護車來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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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在場的警員，只是悠閒地站著，既沒有拉起封鎖線， 

亦沒有任何作出搶救的意圖。這實在是一件非常離奇的事情， 

除非，面伏於地的 Michael Brown，根本已經是一具屍體。 

 

此外，從警方的報案電台錄音中，可以得知當時警方並不知道有警員開槍事件發生。 

警方在最初，還以為只是有人需要警方協助控制人群而報案。 

及後，警方還反過來，要從新聞報道中才得知這是一宗警員槍擊事件。 

 

這會否是因為策劃偽旗行動的人，根本沒有知會警方的報案電台， 

所以，他們由始至終都一無所知呢？ 

 

YouTube 片段： 

Ferguson is asking for assistance with crowd control asking for a Dellwood officer to respond, can I send 

one？ 

弗格森要求援助，以控制人群，並要求 Dellwood 警察回應，可以派一個（警員）過去？ 

 

They just told me they needed assistance on crowd control on Canfield and Coppercreek. 

他們只是說，他們需要援助，以控制在 Canfield 和 Coppercreek 的人群。 

 

We just got another call stating it was an officer-involved shooting at Canfield and Coppercreek. 

我們收到另一個來電，指有警察牽涉在 Canfield 和 Coppercreek 槍擊案中。 

 

I don't know who called it in but it was called into my desk. 

我不知道是誰來電，但是由我接聽的。 

 

Okay 2190 be advised this information came from the news, so, don’t know. 

好的，要注意該訊息來自新聞， 

 

Absolutely 

對 

 

Can I have another car go to Canfield and Coppercreek？ ...we’re just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news 

and we just called Ferguson back again and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so. 

可要增派一輛車到 Canfield 和 Coppercreek？我們是從新聞獲得這資訊的，我們剛致電弗格森，他們

全不知情。 

 

How was that？ 

這是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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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後來有人查出，槍擊案中的真正死者是 29 歲的 Michael Edward Brown Jr， 

他其實早在弗格森槍擊案發生前的數天，即 2014 年 7 月 28 日，已經死於加里福尼亞州。 

 

 

 

而槍擊案發生的當日，正正是他舉殯的同一天，2014 年 8 月 9 日。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左圖是槍擊案的死者 Michael Brown，右圖是加州的 Michael Edward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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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槍擊案而產生的一連串示威及騷亂事件，原來背後亦是由 Freemason 所策劃及推波助瀾。 

單單是富商索羅斯，他已經向弗格森的示威者捐助了 3,300 萬歐羅，即 3 億港元。 

如此看來，Michael Brown 槍擊案， 

是 Freemason 為著美國軍法統治而一早策劃的偽旗行動，亦不足為奇。 

而弗格森市所位處於的密蘇里州，亦正是新馬德里斷層的位置。 

 

 

 

若果睡夢先知 Edgar Cayce 曾預言新馬德里斷層因地震斷裂， 

而引發大洪水的預言真的應驗，密蘇里州就會首當其衝， 

在這種大災難發生的時候，確實唯有軍法統治才可以維持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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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弗格森事件由始至終也是一個偽旗行動。 

而最邪惡的一件事，美國本身有一道法例，就是在每年的年終時，將支出報稅， 

但卻被人發現，索羅斯花上數以億計的港幣支持弗格森示威事件。 

 

 

 

索羅斯和共濟會有著密切關係的，他可能也沒想過這樣做會被揭發出來。 

但就因為按照法例，他們需要在納稅時將所有花費都匯報出來， 

這樣，就讓人知道索羅斯是與此有關， 

事實上，他做很多事情其實都是與共濟會接下來的行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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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整個歐洲所發生的事情，而那裡所出現的偽旗行動實在是假得很， 

一些我所知道，互聯網上比較有見識的人，他們在 YouTube 上開設了一些頻道， 

當中十居其九都說這些是偽旗行動，因為當中實在是錯漏百出。 

 

 

 

但歸根究底，歐洲始終沒有如美國荷里活般的技術， 

所以，那裡的偽旗行動真是比較粗製濫造。 

但事實上，連美國本土出現的偽旗行動都是錯漏百出， 

可想而知，歐洲所出現的偽旗行都必定會錯漏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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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次歐洲拍攝的水準更是低得可憐， 

若有人還認為它是真的話，我覺得只能用「愚蠢」形容他們。 

但意想不到，在這次事件之後，竟然歐洲有四百多萬人出來遊行「反恐」， 

可以想像，歐洲人看來比香港的學生更愚笨。 

事實上，在影片中亦看到一些警察，駕駛著一些稱為「police state」的車輛。 

 

按 Dan Page 所說，將來不是稱為「軍法統治」，而是「police state」， 

現時全歐洲都發展「police state」，警車駛出來時，那些人竟然在拍掌！ 

怎麼會如此愚蠢？現今世界真是那麼容易被控制？ 

難道這些人因為看電視和玩電腦遊戲而呆了嗎？ 

 

 

 

當中另一點值得注意， 

關於 2015 至 2016 年，按《聖經》所定，一般都是 2015 至 2016 年， 

因九月是以色列人慶祝吹角節及贖罪日的月份，亦即是他們的新年， 

意即以色列人的新年是西曆九月， 

所以，《聖經》常常把 2015 及 2016 合併當作一年。 

 

 

 

在《聖經》裡面，唯獨這一年，即 2015 至 2016 年， 

在聖經密碼（Bible Code）裡的記載是與別不同的。 

在聖經密碼裡，出現了很多次關於這一年的字眼， 

內容提及關於被提、由隕石所造成的災難、教會受逼迫、敵基督，甚至奧巴馬等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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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2015-2016 年聖經密碼  

「聖經密碼」（Bible Code）是神隱藏在《聖經》當中，預示世界種種大事的密碼。  

猶太人早已經發現，在希伯來文的摩西五經中， 

隱藏著每隔 50 個字母跳讀，就可以拼出「Torah」一詞，就是「摩西五經」的意思。 

這稱為「等矩離字母順序解碼」（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簡稱 ELS。 

 

 

 

聖經密碼排列的方式，有如巨大縱橫的字謎， 

可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以等距間跳的方式拼出詞句。 

同時，在附近也有與之相關的訊息出現 ，拼合起來便能構成一件完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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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696 年，著名物理學家牛頓經已留下有關聖經密碼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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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舊約聖經》的所有文字串在一起，去除當中所有間隔，利用電腦將不同數目的字母列成矩陣， 

然後挑選《聖經》時代以來 32 位知名人物作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他們的名字、出生與死亡日期， 

在《創世記》形成的矩陣之中，都以這種「等矩離字母順序解碼」方式，編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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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近年更有人發現猶太年曆 5776 年，即西曆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 

多次隱藏了有相當多的「聖經密碼」資訊， 

而且，這些資訊與世界末日、《但以理書》及《啟示錄》的預言都息息相關， 

甚至，這些關於 2015 年至 2016 年的「聖經密碼」， 

都是關於基督徒被提、火從天降、殞石事件、海嘯、伊波拉病毒、美國崩潰和奧巴馬等等。 

 

 

 

YouTube 片段： 

So let’s start with the chart called “The Rapture”. 

先從此圖開始，名為「被提」， 

 

Here are the words that have been hidden within this chart: 

以下是隱藏於此圖的字眼： 

 

2015, 2015 to 2016, MOED is found eight times, 

2015 年、2015 至 2016 年、節期（出現 8 次）、 

 

Holy of Holies is found three times, for His Bride is found twice, 

至聖所（出現 3 次）、給祂的新婦（出現 2 次）、 

 

Shmita, T’shuva, atonement, rapture is found three times, 

安息年、悔改、贖罪、被提（出現 3 次）、 

 

comet, appearance is found two times, the redeemed, 

彗星、出現（出現 2 次）、被贖回的、 

 

I am the LORD thy God, the Messiah, yearning and Savior,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彌賽亞、渴求和救主、 

 

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God’s Appointed Times” And in this chart we find these words hidden: 

下圖稱為「神的指定時間」，此圖隱藏了這些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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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m Kippur is found twice, which is the Day of Atonement; 2015, Jubilee is found twice, 

贖罪日（出現 2 次）、2015 年、禧年（出現 2 次）、 

 

the rapture, the harvest, the arrival, glorious, Passover Rosh Hashanah, a harvest, Yeshua, the resurrection, 

被提、那收割、來臨、榮耀的、逾越節、猶太新年、收割、約書亞、復活、 

 

Shmita is found twice, the word 7 is found three times, 

安息年（出現 2 次）、數字 7（出現 3 次）、 

 

rose up early, behold the Lamb, Messiah is found three times, 

清早起來、看那羔羊、彌賽亞（出現 3 次）、 

 

gathered them is found twice, comet, 

聚集他們（出現 2 次）、彗星、 

 

Sukkot, the life is in the blood, Yom Teruah, gentiles, 

住棚節、生命在血中、吹角節、外邦人、 

 

trumpets is found twice, the remedy, the prostitute, the MOED unleavened bread, Sukkot, altar, fire of God 

from heaven, war, redeemer, glorious, fire from heaven, house of God, the fall of the king of Babylon, 

concealed and Elijah. 

號角（出現 2 次）、補救、淫婦、節期、無酵餅、住棚節、祭壇、神的火從天降、 

戰爭、救贖主、榮耀的、火從天降、神的殿、巴比倫王的滅亡、隱藏及以利亞。 

 

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The Fire from Heaven” Here’re the words we find hidden in this chart: 

下圖稱為「火從天降」，這裡隱藏了這些字眼： 

 

the Mahdi, 

馬赫迪（回教的救世主）、 

 

exposed is found 3 times, fire from heaven, shofar, 

已揭穿（出現 3 次）、火從天降、號角、 

 

Enoch is found 3 times, America, Jubilee, the Jubilee, 

以諾（出現 3 次）、美國、禧年、那禧年、 

 

mountain of fire is found twice, the fullness, tsunami, 

山上火焰（出現 2 次）、完全、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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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of Gentiles, Gentiles, repentance is found twice, 

外邦人的國、外邦人、悔改（出現 2 次）、 

 

valley of the Raphaim, Elijah is found four times, 

Raphaim 谷、以利亞（出現 4 次）、 

 

he is a Jew, the prophet, to Israel, those who remain, 

他是個猶太人、先知、給以色列、剩下的人、 

 

fire that everyone points to, nations is found two times, 

每個人都指向的火、眾國家（出現 2 次）、 

 

the watchman, terror is found two times, wormwood, the rapture, warning, 7 days, rapture, ephod, the 

teacher, prophet, the testimony, 10 oil trees, the Destroyer, 

守望者、恐懼（出現 2 次）、茵蔯，那被提、警告、7 日、被提、以弗得、教師、先知、見證、 

10 棵油樹、毀滅者、 

 

Yeshua, according to two witnesses, purification, 

約書亞、根據 2 個毛衣人、潔淨、 

 

Chabad will see dark heart, comet, 2015, children of Israel, 

加巴德（猶太教運動）會看見黑暗的心、彗星、2015 年、以色列的兒女、 

 

warning is found two times, Shmita is found two times, United States, 

警告（出現 2 次）、安息年（出現 2 次）、美國、 

 

 

wormwood, my servants the prophets, and repentance is found two times. 

茵蔯、我僕人眾先知、悔改（出現 2 次）。 

 

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The Son of Perdition IV” And in this text we find the words hidden: 

下圖稱為「沉淪之子（四）」，經文中隱藏了這些字眼： 

 

Obama is found two times, the beast is found four times, America, 

奧巴馬（出現 2 次）、獸（出現 4 次）、美國、 

 

Islam, the president, 2014 to 2015, king of Babylon, antichrist, 666, and exposed is found two times, 

伊斯蘭教、總統、2014 至 2015 年、巴比倫王、敵基督、666、已揭穿（出現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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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The Collapse of America.” We find the word: 

下圖稱為「美國崩潰」，發現以下字眼： 

 

Ebola, four times, 2015 is found three times, 

伊波拉（出現 4 次）、2015 年（出現 3 次）、 

 

United States is found twice, end of days is found twice, Shmita, 

美國（出現 2 次）、末日（出現 2 次）、安息年、 

 

Obama which has a skip of 44 letters, the judgments of Jehovah, Messiah, Yeshua, coming war, the shaking, 

house of Yahweh, comet, he did evil in the sight of Yahweh, land of trouble and anguish, blood moons, 

collapse of USA, abortions, Islam, coming war, the economy. 

奧巴馬（44 個字母等距）、耶和華的審判、彌賽亞、約書亞、未來的戰爭、震動、耶和華的殿、 

彗星、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艱難困苦之地、血月、美國崩潰、墮胎、伊斯蘭教、 

未來的戰爭、經濟。 

 

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Plagues Unleashed II”: 

下圖稱為「爆發瘟疫（二）」： 

 

We find the word: Obama is found three times, 

發現以下字眼：奧巴馬（出現 3 次）、 

 

president, twice; Ebola, Pharoah, Dallas, the troubles were created, 

總統（出現 2 次）、伊波拉、法老、達拉斯、已經製造了問題 

 

F.E.M.A. is found two times, Duncan is found twice, 

F.E.M.A.（出現 2 次）、鄧肯（出現 2 次）、 

2016, coffins, Liberia, United States, 

2016 年、棺材、利比里亞、美國、 

 

uncleanness is found two times, of sin, Shmita, Passover, fire chambers, 3-year-old in Athens, of his 

captivity, Elijah, and bowls. 

污穢（出現兩次）、與罪有關、安息年、逾越節、燃燒室、在雅典的 3 歲孩童、他的囚禁、 

以利亞和碗。 

 

聖經密碼預示，基督徒被提、殞石災難、救贖與 2015 年至 2016 年的關係甚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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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年（Shmita）是以色列律法所定的規例， 

7 年耕作周期的第 7 年，即安息年期間，土地必須休養， 

所有耕作、栽種、修剪和收穫等農業活動都是禁止的。 

 

出埃及記 23 章 10-11 節： 

「六年你要種地，收藏地的出產，只是第七年要讓地歇息，不耕不種， 

使你民中的窮人有吃的；他們所剩下的，田野的獸可以吃。你的葡萄園和橄欖園，也要照樣辦理。」 

 

而且，神藉《希伯來書》預言，在世界末後，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就是神為世人所定的最後安息。 

進入這個安息之中，世人乃是歇了自己的工， 

正如神在《創世記》裡，完成了第六日的創造後，歇了祂的工一樣。 

所以，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會是一個安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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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4 章 3-11 節：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得以進入那安息，正如 神所說：我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已經成全了。論到第七日，有一處說，到第七日 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工。

又有一處說：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既有必進安息的人，那先前聽見福音的，因為不信從，不

得進去。所以過了多年，就在大衛的書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若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了安息，後來 神就不再提別的日子了。這樣看來，必另有

一安息日的安息為 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 神歇了他的工一

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不信從的樣子跌倒了。」 

 

另外，踏入 2015 年至 2016 年，除了是基督徒被提， 

以及主耶穌再來迎接教會 ── 基督新婦之外， 

聖經密碼更預言了 2015 年是靈魂豐收、大收割和外邦人人數滿足的時候。  

聖經密碼預告了當火從天降事件發生的時候，將會發生海嘯， 

甚至將會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成因之一。 

而且，與 Planet X（Destroyer）與基督徒被提的事件也是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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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密碼預告了美國的崩潰是與近年再度爆發的伊波拉疫情和殞石有關。 

事實上，伊波拉病毒是 Freemason 所利用，以 Order out of Chaos 的方式， 

導致美國崩潰和控制全世界的手段。 

但原來一切都在神預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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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第 6 章預言全世界大災難中的瘟疫 ── 伊波拉疫症， 

將會與奧巴馬、FEMA、死亡、棺材等等有關，因而在七年大災難之中，製造大量死亡的事件。 

 

 

 

啟示錄 6 章 7-8 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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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The next chart is called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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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名為「外邦人數滿足」， 

 

And we find the words: 2015 hidden twice, the Raptur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Gentiles is there three 

times, 

發現以下字眼：2015 年（出現 2 次）、被提、外邦人數滿足、外邦人（出現 3 次）、 

 

Shmita, the eclipse, Jesus is found twice, 

安息年、日食、耶穌（出現 2 次）、 

 

Yeshua, the completion, Yahweh will save, America, Elijah, longed, a comet, his heart loved her, the 

watchman, Messiah, United Nations, United States, 

約書亞、完成、耶和華必拯救、美國、以利亞、 

我們期待已久、一顆彗星、他的心愛她、守望者、彌賽亞、聯合國、美國、 

 

Barak, Obama is found twice, Netanyahu is twice, 

巴拉克‧奧巴馬（出現 2 次）、內塔尼亞胡（出現 2 次）、 

 

God of my salvation, bride is found three times, 

拯救我的神、新婦（出現 3 次）、 

 

overthrow, USA, Yahweh, the church, grace and truth, 

推翻、美國、耶和華、教會、恩典和真理、 

 

The next one is called “The Tribulation”. 

下圖稱為「大災難」， 

And it has the words encoded: United States is there three times, 

隱藏了以下字眼：美國（出現 3 次）、 

 

wrath of God is three times, homosexuals, 

神的忿怒（出現 3 次）、同性戀者、 

 

Egypt is found three times, warfare is twice, 

埃及（出現 3 次）、戰爭（出現 2 次）、 

 

homosexual, comet is found four times, year is found three times, 

同性戀、彗星（出現 4 次）、年（出現 3 次）、 

 

the plagues, global is found twice, perversion, tribulation, 

瘟疫、全球（出現 2 次）、性變態、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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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hilation is found three times, abortion three times, 

殲滅（出現 3 次）、墮胎（出現 3 次）、 

 

Canada, atomic, judgment is there twice, 

加拿大、原子的、審判（出現 2 次）、 

 

the rapture is found twice, cannibalism, China is found twice, 

被提（出現 2 次）、同類相殘、中國（出現 2 次）、 

 

India is there twice, Russia, Sodom is found twice, 

印度（出現 2 次）、俄羅斯、所多瑪（出現 2 次）、 

 

British, wrath of God and famine. 

英國、神的忿怒和飢荒。 

 

To sum all of these up, I would say that I personally believe that, these codes are being revealed right now 

at this time in history to help confirm what many of us already know, is coming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總括而言，相信這些密碼於現時揭示出來，乃為印證大部分人已經知道，有關未來兩年將要發生的

事。 

 

Daniel 12:4 says “But you, Daniel roll up and seal the words of the scroll until the time of the end. Many 

will go here and there to increase knowledge.” 

《但以理書》12:4：「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譯：

切心研究），知識就必增長。」 

There are things hidden within the scriptures that are meant to be unsealed to us in these final days and the 

Lord is unsealing the prophecies to us as they are being fulfilled right before our eyes. 

經文中有隱藏的密碼，預定了在末時向我們打開，主正向我們揭示預言，而預言正在我們眼前應驗。 

 

This is why Jesus told us to watch, because the prophecies are not being fulfilled in a way that most people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be and this is why most believers are sleeping and completely unaware of the 

time in which we live. 

故主耶穌告訴我們要警醒，因許多預言並非以大部分人認為的方式應驗。故大部分信徒正在沉睡，

完全未意識到他們身處的時間。 

 

I want to again emphasize to you that in these charts, I have just shown you that 2015 is found 28 times and 

2016 was found 10 times as well as 5775 and 5776 which just began last month and will go until October 

2016. 

我再強調，以上圖表中，2015 年出現了 28 次，2016 年出現了 10 次，以及猶太曆 5775 及 5776 年，

5776 年上個月已經開始，直至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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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living in exciting days. Keep pressing into Jesus; everything is about to change. 

我們正處身非常刺激的時間，繼續為耶穌委身；萬事將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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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聖經密碼預告了世界接下來的大災難、 

神的審判、瘟疫以及政治上的變動等，都與世人接受同性戀這罪有關。 

這就如日華牧師在主日信息中分享， 

正正是因為世人如所多瑪一樣，接受了同性戀， 

結果就啟動了「耶和華的刀」，神向地上和列國施行審判的原則就出現， 

形成了七年大災難中各樣的災殃。 

 

除此之外，聖經密碼亦對接下來世界的大災難作出預告， 

當中會與美國、中國及俄羅斯等國家有關， 

這預告完全印證了「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 

日華牧師對世界時局及《啟示錄》的分析。 

 

既然聖經密碼多次多方預告了， 

所以基督徒被提事件，極大機會與 2015 至 2016 年息息相關。 

與此同時，敵基督藉著 Freemason 為到 2015 年基督徒被提趕緊預備。 

故此，基督徒更當趕緊預備主耶穌的再來，時刻儆醒，最後能準時被提。 

 

關於 2015 年，有一個很有趣的預測，其實 NASA、聯合國亦已經提出， 

因為，曾在 2014 年的一次的訪問中，當中的負責人竟然指出， 

再過 500 日便開始有很多災難和問題，甚至鼓勵別人儲糧和預備避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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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 月的時候，他們言之鑿鑿地提到許多次。 

但如果按 Freemason 一貫做法，這會是一個提示。 

從他受訪那一天起算的 500 日之後，就是 2015 年 9 月 24 日，就是今年的贖罪日。 

 

 

 

 

而最大問題是，大家都知道，若錯過了今年，一千年內亦不會再有這個 Tetrad。 

Tetrad 最後的兩日，就是今年的 9 月 13 日的吹角節及當日會出現日食。 

在今年的 9 月 28 日時，在他們的住棚節時，就是 Blood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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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500 日氣候危機限期」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2015 年，將會是災難加劇的一年， 

連重要政府官員也出來作出警告，特意提醒人類將要來的災難。 

 

2014 年 5 月 13 日，法國外長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到美國與美國國務卿克里 John Kerry 會談，

會後，他作出嚴重的警告：現時距離氣候危機的限期，只是還有 500 日。 

 

YouTube 影片： 

We have 500 days to avoid climate chaos. 

我們還有 500 日可避免氣候危機， 

 

Very important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os, And we have – I said that we have 500 days to avoid 

the climate chaos. 

那是有關氣候改變、氣候危機的重大事件，我曾說，我們還有 500 日可避免氣候危機。 

 

And I kn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John Kerry himself are committed on this subject, and I’m sure that 

with them, with a lot of other friends, we shall be able to reach success in this very important matter. 

我知道總統奧巴馬及國務卿克里正致力處理此議題，我肯定，透過他們及許多朋友的幫助，我們將

能完滿解決此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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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網上很快有人查出，這 500 天的限期，正正就是 2015 年 9 月 24 日的贖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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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認知贖罪日的準確日期，就先要理解以色列的曆法。 

 

 

 

由於以色列曆法是以月亮的運行周期而計算， 

而非如現今西曆是以太陽的運行周期作計算， 

因此，以色列的一天，是由一天的晚上到另一天的晚上。 

由一天傍晚（nightfall），夜幕低垂看見三顆星開始，直到另一天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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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色列的一天，是橫跨西曆的兩天，並且，天色由光轉暗，要經歷一段時間， 

所以，每一天開始的時間，也會有所不同。 

而贖罪日的正確日期是：由吹角節起計的第十天，吹角節，就是以色列新年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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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 23 章 23-28 節：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 

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你們要守為聖會，並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當這日，甚麼工都不可作，因為是贖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贖罪。』」 

 

因此，七月初一是吹角節，而七月初十，就是贖罪日。 

 

 

 

但由於以色列的曆法是以月亮的運行周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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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初一是以看見「新月」為準，當中，可能有一天的誤差，亦因此，吹角節是有兩天的時間。 

見證人於兩個晚上守望，當他們見到新月的時候，就通知全城的人，吹角節開始， 

當天亦為七月初一日。 

 

就以 2014 年的吹角節為例，吹角節是一個特別的節期，開始的時間， 

並不是由傍晚（nightfall）開始，而是由太陽下山，黃昏（sunset）的時間開始。 

 

 

 

所以，當你翻查猶太人的年曆時， 

吹角節假期是由 2014 年 9 月 24 日的黃昏（sunset）至到 2014 年 9 月 26 日的傍晚（nightfall）為止， 

當中橫跨了西曆的三天，即 9 月 24、25 及 26 日，以及兩個晚上。 

守望者就在這兩晚，等待見到新月的一天，就宣佈當天為吹角節，即七月初一日。 

 

 

 

但由於正確的吹角節的日期，是要留待吹角節當天才會知道， 

因此，贖罪日的日期 ── 七月初十日，亦會根據吹角節當天變動。 

可是，現今的曆法當中，卻不會等到當天才訂立，計算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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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遍的定例，也是以吹角節第一天起計，第十天為贖罪日。 

 

於是，根據同一個年曆，以 2014 年為例子，吹角節是 2014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6 日， 

而贖罪日，則訂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的黃昏（sunset）至到 2014 年 10 月 4 日的傍晚（nightfall）為

止， 

當中大約是 26 小時，橫跨了西曆的兩天，以及一個晚上。 

這個贖罪日的日期，是以吹角節的新月發生於 2014 年 9 月 24 日計算出來。 

 

 

 

可是，根據 2014 年的月亮運行紀錄， 

吹角節新月的日期並不是發生於第一天，而是發生於吹角節的第二天， 

即 2014 年 9 月 25 日的黃昏出現， 

因此，真正的贖罪日亦遲了一天，不是 2014 年 10 月 4 日，而是 2014 年 10 月 5 日。 

 

 

 

同樣地，根據曆法，今年的贖罪日亦是橫跨兩天， 

由 2015 年 9 月 22 日的黃昏，到 2015 年 9 月 23 日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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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以吹角節發生於第一天，即 2015 年 9 月 13 日而推算出來的。 

 

 

 

可是，如果今年的吹角節，好像 2014 年一樣，發生於第二天的話， 

那麼，贖罪日也就會橫跨到 2015 年 9 月 24 日， 

即距離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於 2014 年 5 月 13 日的講話，剛好是 500 天，是一天也沒有多。 

 

再者，法國外長法比尤斯所作出的是一段有趣的警告， 

因他有意於同一天，在不同的場合也提出同一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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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法國議會演說時亦強調，這 500 天的警告一天也不會多。 

並且，他提及不是氣候轉變（Climate Change），因「轉變」包含了正面的意思， 

但現時的氣候不是轉變，而是危機、混亂（Climate Chaos）， 

甚至，他於美國一個演講場合中，再次作出同樣的警告。 

 

YouTube 片段： 

When I am saying the planet, the planet also means, very concretely, our very survival. 

地球與人類的生死存亡唇齒相依， 

 

We are, all of you know it, on the edge of a climatic abyss. 

大家都知道，我們正處於氣候危機的邊緣， 

 

In fact, we have 500 days to avoid a climate chaos. 

事實上，我們還有 500 日可避免氣候危機。 

 

If the current trend continues the rise of temperatures may not be limited to 3.3°F（2°C）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but might reach 7 to 9, which means 4 or 5 °C which would be a catastrophe. 

若現時的趨勢持續，氣溫不只會提升至比工業化前的氣溫，高出華氏 3.3 度（攝氏 2 度），卻可能達

華氏 7 至 9 度（攝氏 4 或 5 度），那將是一場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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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地，法國外長有意在同一天，作出多次的警告， 

遙指著 2015 年的吹角節，就是氣候危機、氣候混亂發生的時間。 

 

而前穿梭機工程師，NASA 顧問 John L Casey，於 2014 年 11 月提出警告， 

地球會因著太陽活動減弱，而進入 30 年的寒冷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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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與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所提倡的氣候暖化，剛剛相反。 

於他的著作：Dark Winter: How the Sun Is Causing a 30-Year Cold Spell 一書當中， 

他談及，由 2015 年開始，地球會因著太陽活動減弱，引致 30 年的低溫天氣， 

這將會導致食物短缺，繼而引發暴動， 

 

 

 

並且，上一次美國現代最嚴重的地震，1812 年發生於密蘇里州新馬德里的地震， 

也是於太陽最不活躍的時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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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也是於太陽最不活躍的時間發生。 

因此，2015 年不論是天氣，或是政治方面，也會是極端變化的一年。 

並且，對於知情人士而言，限期就是 2015 年的贖罪日。 

 

所以，今年很有趣，那麼特別。 

而事實上，就算我曾經向大家分享過 Left Behind（電影《末日迷蹤》）， 

好些人搜查過，發覺它竟然似乎是剛好在預早一年的贖罪日去提醒全世界。 

原來，Left Behind 是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早上 10 時 30 分首播， 

以美國時間看，這正是美國的贖罪日。 

這齣電影 ── 《末日迷蹤》（Left Behind）亦不早也不遲， 

並且不是在早上 8 時 30 分開始首播，而正正在那小時才開始首播。 

 



20150315   www.ziondaily.com 
 

 
 42 

 

 

今年 2015 年的贖罪日是 9 月 24 日。 

所以，似乎無論來自 Freemason，還是《聖經》，甚至外邦人， 

都強調，今年很大機會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以 Freemason 第三十三階段（33 Degree）Albert Pike 為例。 

 

 

 

他早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已寫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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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人類還不知道甚麼是世界大戰，那時仍未曾出現過。 

但他已在信中寫出，如果是為了讓 Freemason 統治世界的話， 

已寫下發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需要的理由。 

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人都對這封信的準確度感到震驚。 

 

之後，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這封信被人送到博物館。 

然而，這封信不單只記述這兩場世界大戰，他還寫下第三次世界大戰展開的理由。 

由此可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未發生之前， 

博物館已經收藏了這封由共濟會第 33 級成員所寫的信件， 

講述他們將會怎樣引發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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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真的照著這封信所記載的理由而開始。 

到了今時今日，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樣也照著信裡所提及的理由一步步發展。 

他提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需利用無神論和一種恐怖主義去披覆全世界。 

這種恐怖主義就仿似現今 ISIS 所主張的， 

就是一種完全沒有道德、沒有任何人倫價值的概念，甚麼也需要毀滅。 

 

影片：共濟會 33 級會員 Albert Pike 早已在 100 年多前預測三次世界大戰 

Albert Pike 生於美國波士頓，1809 年 12 月 29 日出生，死於 1891 年 4 月 2 日。 

1825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成為了一位記者和律師。 

 

Albert Pike 其後更成為了一位身分極為顯赫的共濟會第 33 級，最高級會員， 

 

 

 

並於 1859 年至 1891 年成為了北美共濟會的總指揮， 

更撰寫了一本長達 861 頁，給共濟會最重要會員的教導手冊，  

「Morals and Dogma o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 of Freemasonry」 ── 「古代公認的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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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共濟會儀式的道德及教條」。 

 

 

 

同時，他亦是傳聞中因迫害黑人而臭名遠播的秘密組織，三 K 黨的領袖。 

 

Albert Pike 於美國內戰時，是一名南軍准將， 

而南方，則是當時維護黑奴系統和內戰戰敗的一方， 

但他的銅雕像卻被美國政府放在華盛頓首都的共濟會會所前，用以紀念他， 

他是唯一獲此「尊榮」的南軍軍事領袖。 

 

 

 

雖然，美國內戰結束後，他因叛國罪而坐牢， 

但隨後，他卻被同是共濟會成員的美國總統 Andrew Johnson 特赦。 

在過去的幾十年，一直流傳著一封由 Albert Pike 寫給另一位共濟會會員 Giuseppe Mazzini 的信件， 

信中提及將來的世界，需要發生三次世界大戰， 

繼而把全世界推進新世界秩序的計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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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海軍前情報主任 William Guy Carr 從一位智利的樞機主教中得知， 

1925 年時，這封信應該交由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收藏， 

但現今大英博物館卻一概否認擁有此信。 

即使今日沒有充分的物證來證實此信的存在，但這封信所流傳的內容， 

仍然吻合過去一百年的歷史發展。 

 

以下影片是由已故的著名基督教末日論釋經家 J.R. Church，於 2010 年錄製的網絡節目。 

而 J.R. Church 就是發現《詩篇》是由 1900 年開始一篇對應一年地， 

預言著人類歷史最後一百多年的發現者， 

並於 1986 年 8 月出版了《Hidden Prophecies in the Psalms》（隱藏在詩篇中的預言）一書。 

 

 

 

影片的內容，是 J.R. Church 介紹關於共濟會的 Albert Pike。 

Freemason 一直相信撒但才是真正的神，所以 Albert Pike 於 1871 年寫信給 Mazzini， 

就是提到自己接收到一個來自撒但的異夢。 

這個夢的內容是關於世界將會發生三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的，是允許光明會推翻沙皇在俄羅斯的權力， 

以及使該國成為一個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堡壘， 

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內容，已經完全準確地應驗了。 

 

Now, I tell you all of this because it is said that he received the vision from his mentor, Mr. Lucifer I guess 

on August 15, 1871. 

我告訴你們這些，因他聲稱接收到那異象，那是從他師傅 ── 估計是路西弗而來， 

日期是 1871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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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lliam Guy Carr, former Intelligence Officer in the Royal Canadian Navy wrote a book called “Satan: 

Prince of This World” in which he gives this information. 

William Guy Carr，前加拿大皇家海軍情報官，寫了一本名為《撒但：世界的王子》的著作，書中收

錄了異象的資料。 

 

He said, that he received this information from a book written by Cardinal Caro Rodriguez in Santiago, 

Chile who wrote in 1925 a book called “The Mystery of Freemasonry Unveiled”. 

他說，該資料來自一本書籍，作者為智利聖地亞哥樞機主教 Caro Rodriguez，寫於 1925 年，名為《揭

穿共濟會之謎》。 

 

And in this book, in 1925 it is said that he wrote a letter to a man named Mazzini in which he described this 

dream. 

此 1925 年的著作記載了，Albert Pike 寫信給一名男子，名為 Mazzini，信中他形容了此異夢。 

 

And in the dream he predicted three world wars. 

在異夢中他預言了三次世界大戰。 

 

“The First World War,” he said, “must be brought about…” 

按他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戰必須出現……」 

 

and I’m quoting from Albert Pike: 

以下我引述 Albert Pike 信件內容： 

 

"The First World War must be brought about in order to permit the Illuminati to overthrow the power of the 

Czars in Russia and of making that country a fortress of atheistic Communism. 

「第一次世界大戰必須出現，好讓光明會推翻俄羅斯沙皇的權力，使該國成為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堡

壘。 

 

The divergences caused by the agents of the Illuminati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Germanic Empires will be 

used to foment this war. 

光明會的特務促成了，英國和德國帝國之間的分歧，挑起了這場戰爭。 

 

At the end of the war, Communism will be built and used in order to destroy the other governments and in 

order to weaken the religions". 

在戰爭結束後，共產主義將重新被建立，以破壞別國政府，及削弱宗教的影響力」。 

 

Now students of history will know that Otto von Bismarck forged certain alliances between 1871 and 1898 

which brought about this war, this World War I. 

讀歷史的學生都知曉 Otto von Bismarck，於 1871 至 1898 年間，創立了多個聯盟，促成了第一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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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戰。 

 

And Otto von Bismarck here says that he was a co-conspirator with Albert Pike and he was the one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about the First World War. 

Otto von Bismarck 稱，他與 Albert Pike 是同謀，他有份於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Well, that’s the First World War. 

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Albert Pike 繼續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會是法西斯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爭戰， 

這場戰爭會使以色列立國，並將共產主義進一步強化，亦會打擊基督教的力量。 

而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言，亦再次驚人地準確應驗了。 

 

Then he dreams that there must be, he is given in this visionary dream: a second World War 

之後他從異夢中見到必然要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Now remember this was in 1925 that it became public in this book written by a cardinal from Santiago, 

Chile, Rodriguez. 

緊記，這些資料於 1925 年被公開，收錄在智利聖地亞哥樞機主教 Rodriguez 的著作。 

 

He says, quote "The Second World War must be foment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ascists and the political Zionists. 

他說，我引述：「要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必須利用法西斯和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分歧。 

 

This war must be brought about so that Nazism is destroyed and that the political Zionism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institute a sovereign state of Israel in Palestine. 

此戰爭必須出現，好破壞納粹主義，並同時強化猶太復國主義，讓其在巴勒斯坦地上奠定以色列國

權。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must become strong enough in order to balance 

Christendom which would then be restrained and held in check until the time when we would need it for 

the final social cataclysm". 

於二次大戰期間，國際共產主義必須被強化，才能克制基督教，基督教將會受到限制、控制，直到

人類終極社會災難之時，才會再需要它」。 

 

Well, there are some who may argue that the terms Nazism and Zionism were not known in 1871. 

有人可能會反駁，早至 1871 年，納粹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兩個術語仍未被認知。 

 

Now, you should remember, however, that the Illuminati invented both of these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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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緊記，此兩個運動乃由光明會創辦的。 

 

In addition, Communism, as an ideology, and as a coined phrase originates in Fra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此外，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及新詞，乃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期間。 

 

In 1785, Restif coined the phrase four years before the Revolution broke out Restif and Babeuf, in turn, 

were influenced by Rousseau as was the most famous conspirator of them all, Adam Weishaupt. 

1785 年，Restif 在革命發生的 4 年前創造了該詞，Restif 和 Babeuf 先後受哲學家 Rousseau 影響，最

著明的陰謀家 Adam Weishaupt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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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尾，Albert Pike 指出，最後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一次將會由回教恐怖主義引致，令全世界都陷入可怕的混亂之中， 

最後撒但就會如同光明的使者，出現在世人面前，而全世界都會接受牠。 

 

環顧現今世界的政局走向，人類已經步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緣， 

《聖經》所預言的七年大災難，以及敵基督的恐怖統治亦將會發生。 

 

Then he has this vision. 

及後他獲得此異象， 

 

In this vision, not only One World War and Two World War we here comes the Third World War. 

異象中，不僅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He says and I quote "The Third World War must be foment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ces caused 

by the agents of the Illuminati between the political Zionist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Islamic World”. 

我引述他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出現，則是由於光明會的特務，挑起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伊斯蘭領

袖之間的差異」。 

 

Now, as what he says. 

正如他所言， 

 

This was 1925, please understand that, 

請注意當時是 1925 年， 

 

at least 1925… may go all the way back to 1871, as he purported to do but at least it was written in a book 

published in 1925. 

至少 1925 年，或據稱可追溯至 1871 年，但至少信件收錄在 1925 年出版的書中。 

 

So he says, after World War I was just over a few years and before World War II even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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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幾年，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前， 

 

he’s now thinking about this Third World War and, 

他已在思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 

 

he says that it will, because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litical Zionist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Islamic 

world. 

他表示三戰的出現乃因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伊斯蘭領袖之間的分歧。 

 

“The war must be conducted in such a way that Islam（the Moslem Arabic World）and political Zionism 

（the State of Israel）mutually destroy each other”. 

「戰爭必須如此演進，就是伊斯蘭教（回教阿拉伯），和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國）互相攻擊」。 

 

What it says. 

它如此說， 

 

"Meanwhile the other nations, once more divided on this issue, will be constrained to fight to the point of 

complete physical, moral, spiritual and economical exhaustion. 

「同時，其他國家將存著分歧，被迫加入戰爭，直到在物質、道德、精神和經濟枯竭的地步， 

 

We shall unleash the Nihilists and the atheists and we shall provoke a formidable social cataclysm in which, 

in all its horror will show clearly to the nations, the effect of absolute atheism origin of savagery and of the 

most bloody turmoil”. 

我們會釋放恐怖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我們將挑起一場可怕的社會災難，在極端恐懼中向各國清楚展

示無神論主義，殘暴以及血腥的動亂帶來的後果」。 

 

So he’s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he’s against atheism. They are supposed to fight each other to the death you 

see. 

故他反對基督教及無神論，他們應當互相攻打至死。 

 

Then he says, “Everywhere, the citizens obliged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world minority of 

revolutionaries will exterminate those destroyers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multitude disillusioned with 

Christianity whose deistic spirits, will from that moment be without compass or direction anxious for an 

ideal, but without knowledge, where to render its adoration will receive the true light through the universal 

manifestation of the pure doctrine of Lucifer. 

他繼續說：「各處的公民，不得不對抗佔世界少數的革命者以保護自己，他們會滅絕文明的破壞者，

他們不再對基督教抱有幻想和希望，屆時，他們追隨自然神論的心靈會失去方向，急切尋求理想，

卻不知道從哪裡去建立宗教崇拜，然後，他們會便接受，路西弗那如真光般出現的純潔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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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t says “brought finally out in the public view”. 

它如此說「……彰顯給普世認識」。 

 

So he’s saying that Lucifer will finally make himself, you know, the good guy he is gonna save the world 

from these atheists who don’t believe in deity and from these Christians who believe in the good God. 

意即路西弗會假裝成好人，他會拯救世界脫離不信奉神明的無神論者，及脫離相信善良的神的基督

徒。 

 

Well, so it says “This manifestation will result from the general reactionary movement which will follow 

the de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atheism, both conquered and exterminated at the same time". 

所以它說：「當基督教和無神論同時被征服和根除後，反動運動便會出現，導致路西弗教義彰顯」。 

 

Well, I don’t know if it’s true.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it sure has played into what is being carried on in the 

Middle East today. And it looks like everything from World War I and World War I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wit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the atheist 

movement and the peppering down of persecution on the Christians of this world. 

我不知道這是否正確，但可以告訴你，此事已正在中東展開了，看來從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

始，到以色列國的發展，加上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無神論運動，並世上基督徒受

的無數迫害。 

 

It looks like that may be Lucifer’s attempt and annihilation of us all so that Lucifer will appear in the form, 

of course of what the Bible calls the “antichrist” and establish peace on Earth for mankind. 

看似都是路西弗的企圖，為要殲滅所有人，讓路西弗能以《聖經》所指的「敵基督」樣式出現， 

在地球上為人類建立和平。 

 

I got news for all those Illuminatists: I can tell you this: they are all going to be thrown into the lake of fire 

so says the Word of God and I believe it from cover to cover. 

我有消息帶給所有光明會會員，我可以告訴你：他們全都會被扔在火湖裡，神的話如此說，我徹頭

徹尾相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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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地，早在 140 多年前的 1871 年，撒但已經把牠黑暗國度的啟示，預告給由牠掌控的 Freemason。 

時間甚至遠遠早於 1914 年，人類歷史大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20150315   www.ziondaily.com 
 

 
 52 

 

 

在 1871 年，撒但已經告訴 Freemason 的 Albert Pike， 

牠在末後日子敵擋神和基督徒的計劃。 

但其實這一切，都仍然在掌控時間的耶和華神手中， 

而撒但和敵基督的一切計劃，最終都必定會失敗， 

因為現今神新婦級的聖徒已經興起， 

他們將會得著神所賜下，獨特給予小孩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並擁有復活的身體，被提到天國裡。 

 

事實上，最近這數個月，國際的局勢急劇朝著這個方向進發。 

情況就如俄羅斯一位高官，日里諾夫斯基所提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在今年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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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提及今年將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日華牧師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提及， 

俄羅斯政治家日里洛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戰將要發生。 

日里洛夫斯基為俄羅斯政黨「自由民主黨」的創始人及主席，亦是俄羅斯杜馬國會副主席。 

 

 

 

他警告，現時的烏克蘭，就如 1914 年的塞爾維亞一般，為歐洲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時間將會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之後。 

 

因此，踏入這一年，我們一定要知道今年將會發生的事情。 

這一切對於 Freemason 而言，他們是早已預定了的，這點是我們是必須要知道。 

正如我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都不是碰巧出現的。 

我們的祖國，中國的智商以及政治上的行事方式， 

基本上是一種以「見步行步」的方式進行。 

 

影片：中國對現時政局往往採取「見步行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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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第 266 篇，日華牧師分享到， 

自古以來，Freemason 掌握各種真知識的碎件， 

包括：聲頻創造、時間的秘密、48 小時審判、瑪雅年曆、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的關係等。 

因此，他們對未來的預知和預測，比普世的人都有更深了解， 

以致能夠掌控各種先機，可以早在數百年之前，就已經為到未來作出長遠的預備和部署。 

正如美金一元紙幣的圖案所示，早在 1776 年，即 240 年前，Freemason 已為到 2016 年作出各種準備。   

所以，Freemason 處事的模式一向是先知先覺， 

在一切事情還未發生之前，經已奠定了長達數百年的計劃。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俄羅斯、印度、中國，及普遍的回教國家等， 

對比美國，大多是採取「見步行步」、順著時勢、趁時而作的處事模式。 

這些國家往往會因為時移世易，而需要重新釐定各種政策， 

甚至因為「見步行步」的處事模式，引致政策常常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 

故此，Freemason 往往都能夠非常成功地藉著 Order out of Chaos， 

「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利用一個又一個偽旗行動、世界大戰及經濟崩潰等，製造嚴重的社會恐懼， 

然後為大眾提供答案，令全世界好像羊群一樣，逐步被 Freemason 帶領。 

最終讓 Freemason 先拔頭籌，統治全世界！ 

 

就例如中國大陸地區的政策，政令繁瑣，五花八門， 

往往出現人治勝過法治，政策的執行力亦薄弱多變，  

各級政府機關干預市場正常運作之事，卻層出不窮。 

故此，政策常常朝令夕改。 

 

早前在深圳市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由於中國大陸空氣污染問題嚴重，一些大都會的市政府及環境部門， 

認定污染源頭是因為汽車數量過多， 

因此試圖以汽車「限購令」減少車輛行駛，希望改善空氣污染的問題。 

不過，汽車「限購令」在北京及上海已實行多年， 

在空氣仍未有明顯改善之前，卻出現了炒賣車牌等的負面影響。 

其後，有傳深圳市打算仿效制定「限購令」減少車輛行駛。 

 

及至 2014 年 1 月，深圳市長出席廣東省人大會議，否認有「限購令」安排， 

稱新政策將會先諮詢社會意見，絕不突襲推行。 

甚至 2014 年 5 月及 9 月，更先後有汽車銷售員，被公安以「散布限購令謠言」為由拘留。 

 

然而，2014 年 12 月 29 日傍晚， 

深圳市政府突然召開記者會發布汽車「限購令」，並於 20 分鐘後生效。 

有汽車零售商及消費者仍能於事前收到風聲，企圖在政策生效前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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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深圳市公安動員逾萬警力，趕赴各大汽車銷售店，強行下令店主提早關門， 

甚至，迫使當日黃昏時段的所有交易都要作廢。 

市民抱怨政策來得太突然，連官方新華社也批評深圳市政府言而無信！ 

 

 

 

近年中國經濟政策忽冷忽熱，一時宏觀調控，收緊銀根，打壓泡沫經濟， 

一時又定向寬鬆，變化風險極大，連累商業及經濟亦不知道如何跟隨。 

實在，綜觀中國內外政策，往往「見步行步」，決策者極容易只看見表面現象，甚至被地方官擺弄， 

在決策時聽風就是雨，今天「婆說婆有理」，明天「公說公有理」。 

所以，政策朝令夕改如同家常便飯，整個國家的經濟有如一團亂麻，令人難以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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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政府有見及此，在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公布： 

2014 年 7 月 16 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嚴肅指出及要求各地區、各部門

要落實國務院部署的各項工作，排出時間表，按質按時完成，「切實取信於民」。 

他表示：「人無信則無人信。政府一旦無信，政令就不可能暢通。老百姓隨時隨地在看著我們呢！」 

李克強要求，必須改變「重部署輕落實」等問題， 

真正建立起督查長效機制，為政府「説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提供制度性保障。 

然而，國務院總理的言論，正正反映國內政策，地方政府朝令夕改，言行不一的陋習。 

 

事實上，世上有很多時事評論、經濟評論、政治評論，也有一個最基本上的錯誤概念， 

便是以「見步行步」的方式去評論經濟。 

例如評論美國，「因為某光境，便有某行事法」； 

「因為這些地方有這事發生，便採取某些措施等等」，其實這是錯誤的。 

 

中國是以「見步行步」方式，很多時也會朝令夕改，當實行後發現不妥才去改。 

但 Freemason 絕對不是「見步行步」， 

現時，世上很多事情都是由 Freemason 主動地帶動才會發生， 

因而導致現在有這樣的光境。 

 

在今年，為什麼我會提出那麼多的資訊和資料呢？ 

因我們從資料中，看到 Freemason 於今年已計劃了要做什麼。 

事實上，好些事情會按照他們的程序而發生。 

當中，我覺得在這裡值得一提，其中一個很有趣的線索， 

這齣名為「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的電影。 

 

 

 

為何當分享 2015 年時要提及「Back To The Future」？ 

因為，電影第二集的故事內容， 

於第一集完結時，在末段帶出，戲中的博士為了救回自己的兒女， 

於是帶著男主角穿梭回到 1985 年的三十年後，時間正正是 2015 年 10 月 21 日。 

 

影片：回到未來系列電影和故事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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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來系列》Back to the Future trilogy， 

是以時間旅行為題材的經典美國科幻及喜劇電影， 

劇情故事主要來自編劇 Bob Gale， 

導演為 Robert Zemeckis（羅拔‧湛米基斯）， 

製片則是荷里活著名巨匠 Steven Spielberg（史提芬‧史匹堡）。 

 

   

 

《回到未來》系列共分為三部，第一部《回到未來》於 1985 年 7 月 3 日上映、 

第二部《回到未來續集》於 1989 年 11 月 22 日上映、 

第三部《回到未來第三集》於 1990 年 5 月 25 日上映。 

 

電影上映後票房成績極佳，並將主角 Michael J. Fox（米高‧J‧霍士）推上青少年偶像巨星的地位。 

 

 

 

電影中的主要角色包括： 

由 Michael J. Fox（米高‧J‧霍士）所飾演的 Marty McFly（馬蒂‧麥佛萊） 

由 Christopher Lloyd（克里斯托弗‧勞埃德）所飾演，發明時光機跑車的瘋狂科學家 Dr. Emmett Brown

（愛默‧布朗博士） 

由 Thomas F. Wilson（湯瑪士‧威爾森）所飾演的主要奸角 Biff Tannen（畢夫‧譚能） 

由 Claudia Wells（克勞蒂亞‧威爾斯）所飾演，主角的女朋友 Jennifer Parker（珍妮佛‧帕克） 

由 Crispin Glover（克斯賓‧葛洛佛）所飾演，主角的父親 George McFly（喬治‧麥佛萊） 

由 Lea Thompson（莉亞‧湯普森）所飾演，主角的母親 Lorraine Baines（羅蘭‧麥佛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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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將要播放最少八個星期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會藉著分析《回到未來》系列的電影內容， 

揭露 Freemason 原來早在 1980 年代，已經將敵基督在末後日子的終極計劃隱藏在電影之中， 

希望藉著偷取神給予教會轄管列國的權力，再利用控制時間的科技，奢望打敗掌管時間的神， 

甚至在 1985 年電影上畫時，已經將 16 年後，即 2001 年才發生的 911 事件，以極為明顯的密碼方式，

穿插在電影的情節中，就好像其他隱藏了 911 事件密碼的荷里活電影一樣。 

 

   

 

現在先讓我們一起看看這三齣電影的故事介紹，請大家細心留意當中的內容： 

 

《回到未來》第一集：是講述一個 17 歲的高中生 Marty McFly，意外地被科學家 Dr. Emmett Brown

發明的時光機由 1985 年送去 1955 年。 

 

Marty 到達 1955 年後不久，自己的母親 Lorraine 就愛上了他， 

因此 Marty 要尋找 1955 年的博士，將改變了的歷史重新修正後，再次回到 1985 年。 

 

電影片段： 

這是我們第一台電視， 

It's our firsttelevision set. 

 

今天才搬回來的。 

Dad just picked it up today. 

 

你有電視嗎？ 

Do you have a television？ 

 

有，你知道我們有……兩台。 

Well, yeah. You know we have two of them. 

 

另一方面，Biff 是 Marty 父親 George 的上司，早在高中時期已經常常欺負他， 

Biff 使 Marty 所面對的情況更加複雜，既要撮合母親和父親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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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使父親能夠勇敢面對將來的上司。 

 

電影片段： 

嗯，我想星期一才要交，時間還早…… 

Well, actually, I figured since it wasn't due till Monday... 

 

喂，喂？ 

Hello？ Hello？ 

 

有人在家嗎？你豬腦啊！ 

Anybody home？ Think, McFly. Think! 

 

我還需要時間打字。 

I got to have time to recopy it. 

 

Marty 臨走之前，因為知道博士將會在 1985 年被利比亞人所殺，因此給博士留了一封信。 

 

電影片段： 

親愛的布朗博士， 

"Dear Dr. Brown. 

 

在我回去的那個晚上， 

"On the night that I go back in time, 

 

你會被……恐怖分子射殺，請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避免這場可怕的災難。 

"you will be" shot by terrorists."Please take whatever precautions are necessary"to prevent this terrible 

disaster. 

 

你的朋友馬提 

"Your friend,"Marty." 

 

歷史被改變之後，Marty 回到 1985 年，博士因為預先得到警告， 

被追殺時早已穿上避彈衣，因此扭轉了被殺的命運。 

甚至 Biff 竟然由父親的上司，變成了一名洗車工人。 

電影片段： 

你還活著？ 

You're alive. 

 

防彈背心，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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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proof vest？ How did you know？ 

 

我一直沒機會告訴你， 

I never got a chance to tell you. 

 

你看，畢夫正在打蠟。 

See？ There's Biff out there waxing it right now. 

 

畢夫，確定你打了兩層蠟，不是只有一層。 

Now, Biff,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two coats of wax this time, not just one. 

 

第二層已經快要打完了。 

I'm just finishing up the second coat now. 

 

畢夫，別騙我。 

Now, Biff, don't con me. 

 

對不起，麥佛萊先生，我是說，我正要開始打第二層。 

I'm sorry, Mr. McFly. I meant I was just starting on the second coat. 

 

第一集的結局，是隔天博士駕著未來的飛行時光機，告訴 Marty 他的小孩有麻煩了， 

因此 Marty 要帶同 Jennifer 去到未來拯救他們的孩子。 

 

電影片段： 

等一下，你在說什麼，未來發生了什麼事？ 

Wait a minute, Doc.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happens to us in the future？ 

 

我們變成大混蛋了嗎？ 

Do we become assholes or something？ 

 

不是你們。 

No, no, no, no, Marty. 

 

 

你們兩個都很好，是你們的小孩， 

Both you and Jennifer turn out fine. It's your kids, Marty. 

 

你們的小孩需要幫忙。 

Something has got to be done about you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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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來》第二集：是講述 Marty、Jennifer 和博士來到 2015 年的故事。 

 

電影片段： 

那是什麼東西？的士。 

- What the hell was that？ - Taxicab. 

 

什麼的士，我們不是在飛嗎？ 

What do you mean a "taxicab"？ I thought we were flying. 

 

是的。 

Precisely. 

 

博士，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All right, Doc. What's going on, huh？ 

 

我們現在，在何時、何地？ 

Where are we？ When are we？ 

 

我們現在向加州山谷市方向前進， 

We're descending toward Hill Valley, California, 

 

時間是 2015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的下午 4 點 29 分。 

at 4:29 p.m. on Wednesday, October 21, 2015. 

 

2015 年？ 

2015？ 

 

你意思是我們來到了未來！ 

You mean we're in the future. 

 

解決小 Marty 的麻煩後，Marty 買了一本記錄了 1950 年至 2000 年所有體育賽事結果的年鑒（Grays 

Sports Almanac），打算回到 1985 年後，參照年鑒來賭博發財， 

不過被博士發現及訓斥，並將其扔掉， 

電影片段： 

嗨，愛因斯坦， 

Hi, Einie. Hi, buddy. 

 

這是什麼？ 紀念品。 

What's this？  It's a souve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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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運動統計資料 

"50 years of sports statistics." 

 

根本就沒有娛樂性。 

Hardly recreational reading material, Marty. 

 

把未來的資訊帶回去有什麼不對？ 

Well, hey, Doc, what's the harm in bringing back a little info on the future？ 

 

說不定還可以賭幾把。 

You know, maybe we could place a couple bets. 

 

我發明時光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能夠更透徹地觀察。 

Marty, I didn't invent the time machine for financial gain! 

The intent here is to gain a clearer perception of humanity. 

 

我們的所作所為陷阱與可能性、危險與圈套， 

Where we've been, where we're going, the pitfalls and the possibilities, the perils and the promise. 

 

甚至希望能找到探討宇宙「為什麼」的答案。 

Perhaps even an answer to that universal question, "Why？" 

 

我完全同意， 

Hey, Doc, I'm all for that. 

 

但順便賺點錢有什麼不好？ 

What's wrong with making a few bucks on the side？ 

 

我要把它掉到垃圾桶去。 

I am going to put this in the trash. 

 

 

但 Biff 卻偷聽到時光機的秘密，更將其拾起。 

 

電影片段： 

布朗博士居然發明了時光機。 

So, Doc Brown invented a time machine. 

 

Biff 隨後跟蹤 Marty 和博士到未來的 Marty 家，偷了時光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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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年鑒送到 1955 年參加學校舞會前的自己。 

Marty 和博士回到 1985 年後，發現 Biff 以年鑒的賽果下賭注，變成巨富， 

甚至想拆掉鐘樓改建成賭場。 

 

電影片段： 

各位先生女士們，歡迎來到畢夫天林博物館，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Biff Tannen Museum. 

 

他是山谷市的忠實居民也是美國的人民英雄，他就是獨一無二的畢夫。 

Dedicated to Hill Valley's number one citizen and America's greatest living folk hero, the one and only Biff 

Tannen. 

 

我們都聽過他的傳奇， 

Of course, we've all heard the legend, but who is the man？ 

 

「畢夫天林」在館內你將得知這位幸運兒是如何成為，美國最有錢有勢的人。 

Inside, you will learn how Biff Tannen became one of the richestand most powerful men in America. 

 

以及這個家族的輝煌歷史，他祖父就是癲狗布福，西部第一快槍手。 

Learn the amazing history of the Tannen family starting with his great-grandfather, Buford "Mad Dog" 

Tannen Fastest gun in the West. 

 

畢夫出生卑微，當他二十一歲生日時，在賽馬場贏得百萬財富。 

See Biff's humble beginnings and how a trip to the racetrack on his 21st birthday made him a millionaire 

Overnight. 

 

手氣好得難以置信，他因此獲得「世界最幸運的人」的綽號。 

Share in the excitement of a fabulous winning streak that earned him the nickname "The Luckiest Man on 

Earth. 

 

更可得知他是如何利用運氣來建立畢夫可，這個龐大的王國。 

Learn how Biff parlayed that lucky winning streak into the vast empire called Biff co. 

以及他如何在 1979 年成功地遊說賭博合法化，並將山谷市快倒塌的法院大樓轉變成華麗的賭場酒

店。 

Discover how in 1979, Biff successfully lobbied to legalize gambling and turned Hill Valley's dilapidated 

courthouse into a beautiful casino hotel. 

 

我只想講一件事：神會保佑美國 

I just want to say one thing. God bless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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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見他熱愛過的女人，和他尋覓多時的真愛， 

Meet the women who shared in his passion as he searched for true love, 

 

並重新體驗畢夫最快樂的一刻，在 1973 年他終於與相愛多年的高中戀人羅穎結婚。 

and relive Biff's happiest moment as, in 1973, he realized his life-long romantic 

dream by manying his high school sweetheart, Lorraine Baines McFly. 

 

Marty 查清楚事源，是老畢夫於 1955 年 11 月 12 日把年鑒送給過去的自己後， 

 

因此再次與博士回到 1955 年。 

他們設法從 Biff 手上偷回年鑒，過程十分驚險和複雜，Marty 更數次差點遇上自己。 

 

電影片段： 

又是你？放手！離開我的車！ 

You again？ Give me that book. Let it go! Let go of the car! 

 

第二集的結局，則是 Marty 成功偷回年鑒，但駕著時光機的博士卻意外被閃電擊中， 

因而被送到 1885 年。 

 

電影片段： 

小心點，不要被閃電擊中！ 

Well, be careful. You don't want to get struck by lightning. 

 

親愛的馬提，如果我的計算無錯， 

"Dear Marty, if my calculations are correct, 

 

在你看到迪羅裡仁被閃電擊中後，你會馬上看到這封信， 

"you will receive this letter immediately after you saw the DeLorean struck by lightning”. 

 

首先你放心，我的生活很好。 

"First, let me assure you that I'm alive and well 

過去八個月中，我在 1885 年代生活得好愉快， 

I've been living happily these past eight months in the year 1885. 

 

閃電使我進入……1885 年！ 

"The lightning bolt..." 1885! 

 

1885 年的 9 月 

"September,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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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未來》第三集：是講到 Marty 得知博士被困在 1885 年， 

立刻就起程尋找 1955 年的博士，幫助他修理時光機，使時光機恢復運作。 

 

電影片段： 

博士！ 

Doc! 

 

博士……什麼？ 

Doc! Doc! Doc! - Doc! Doc! - What？ 

 

博士，不要怕，我是馬提. 

Okay, relax, Doc. It's me. It's me! It's Marty. 

 

不可能！我才把你送回未來。 

No, it can't be. I just sent you back to the future. 

 

你是已經把我送回去，但我又回來了。 

Yeah. No, I know. You did send me back to the future, but I'm back. 

 

我從未來回來了。 

I'm back from the future. 

 

天啊！ 

Great Scott! 

 

Marty 更得知了博士在寫信後不久，就被奸角畢夫的祖父 Buford 'Mad Dog' Tannen 射殺。 

 

電影片段： 

什麼事？哥白尼，來吧，我們要回家了。 

What's wrong, Copernicus？ Come on.Come on, let's go home. Come on. Come on. 

博士，過來，快點！ 

Doc! Doc! Come here! Quick! 

 

什麼事？馬提，你好似見鬼一樣。 

What's wrong, Marty？ You look like you've seen a ghost. 

 

差不多。 

You're not far off,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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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啊！ 

Great Scott! 

 

你看。 

Check this out. 

 

「死於 1885 年 9 月 7 日」，那是你寫信之後一個禮拜 

"Died September 7th, 1885." That's one week after you wrote the letter! 

 

「永遠活在他，摯愛的加尼娃心中」 

"Erected in eternal memory by his beloved Clara." 

 

Marty 前往 1885 年拯救博士的過程，同樣驚險百出， 

在混亂中時光機的油箱更一度被印第安人的箭射破，使引擎失效。 

 

電影片段： 

印第安人 

Indians! 

 

汽油管斷了。 

I ripped the fuel line. 

 

途中博士更因為與女教師 Clara Clayton 一見鍾情，而不捨得離開。 

Marty 必須趕在一切都太遲之前，說服博士和他回到 1985 年。 

經過多次戲劇性的動作，包括用火車頭推動時光機至 88 里等， 

Marty 終於成功回到 1985 年，但博士則與 Clara 一起留在 1885 年。 

 

當時光機如計劃般出現在同一條軌道時，一輛現代火車迎面而來，Marty 及時逃出車廂。 

就在 Marty 向 Jennifer 解釋穿越時空和時光機的殘骸， 

他擔心博士會永遠困在過去時。 

博士突然在一輛新的飛行火車時光機裡出現，並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太太 Clara 及他們的兒子。 

 

電影片段： 

博士！ 

Doc! 

 

馬提！ 

M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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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博士！ 

Doc! Doc! 

 

它靠蒸汽！ 

Marty, it runs on steam! 

 

時光機再次飛起，駛向鏡頭，《回到未來》的三部曲到此終於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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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齣電影，日華牧師將會在之後至少八篇主日，跟大家作出分析， 

敵基督原來早在 1980 年代，已經透過電影預告了牠的終極計劃。 

牠對神賜予教會轄管列國的權力一直虎視眈眈， 

甚至妄想藉著時間科技，打敗掌管時間的神。 

 

試想一想，一齣三十年前的電影， 

但竟然在三十年前的電影中提及，今年，即 2015 年 10 月 21 日！ 

 

 

 

為何我要提及這齣電影？ 

原因很簡單，第一點，這齣電影裡有提及 911 事件。 

 

 

 

911 事件於 2001 年時發生，可是，這齣電影卻於 1985 年時上映， 

但電影中，卻已清楚說明 911 事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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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及為了松果體的緣故而要摧毀這兩座雙子大廈。 

 

 

 

影片：電影《回到未來》預告了 911 事件的發生 

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才發生的 911 恐襲世貿事件，其實早於 1980 年至 2001 年間， 

已經有很多相關線索出現在荷里活的電影，或美國的動畫卡通片集裡面。 

 

然而，早於 2009 年 12 月 13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一篇， 

日華牧師已經提到，2001 年的 911 事件發生前幾個月，甚至十多年前， 

關於世貿大樓被民航客機撞毀，或是將會倒塌，甚至「911」這個代表日期的數字， 

其實早已隱藏在很多電影畫面中，彷彿為到將要發生的 911 事件給予預告或警告一樣。 

現在，先讓我們重溫一下這段影片！ 

 

其實於 1985 年 7 月 3 日開始上映的電影《回到未來》系列， 

由第一集至 1990 年 5 月 25 日上映的第三集中， 

這一個十多年前的電影系列，都已經隱藏了不少 911 事件的密碼。 

 

首先以第一集為例： 

當主角 Marty McFly（馬蒂‧麥佛萊）受科學家 Dr. Emmett Brown（愛默‧布朗博士）邀請， 

為他所發明的時光機汽車，作第一次試驗的見證人和為他拍攝記錄時， 

在影片中就看見一個有時鐘的廣告牌， 

當主角 Marty 到步並拿起腳下的滑板時，廣告牌的時鐘剛好轉為凌晨 1:16， 

當你把時間上下倒轉來看，就會看見「911」這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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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牌上的文字更寫著「Twin Pines Mall」，意思就是「雙子松樹購物商場」， 

並且廣告牌左邊的兩棵松樹圖案，好像更明顯地暗示了雙子大廈和 911 之間的關係。 

 

 

 

另外，當科學家 Dr.Brown 用兩個相同時間的電子鐘，去證實他的時光機能夠穿越時間時， 

電子鐘上的時間是凌晨 1:19，好像正在暗示「911」這一個數字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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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將要結束時，主角從過去的 1955 年，坐時光機回到現實的 1985 年， 

當他再一次經過同一個廣告牌，但此時廣告牌上的文字已經改為「Lone Pine Mall」， 

意思是「單獨松樹購物商場」。 

 

 

 

一班恐怖分子亦正是這個時候，前去殺死科學家 Dr. Brown， 

這一幕所暗示的，好像是當恐怖分子完成了他們炸毀世貿雙子大廈的工作後， 

雙子大廈就會變為單一棟的新世貿大廈。 

而廣告牌上的時間，則已經是凌晨 1:33，出現了「33」這個數字， 

亦即是共濟會最高級會員和他們所迷信最重要的數字，似乎意味著 911 事件就是由共濟會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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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一集的其中一幕，主角 Marty 需要由 1955 年，再一次回到現實的 1985 年， 

這時，他們需要用上一道，早已預知會在 10:04 打在鐘樓的閃電，來為他們的時光機供應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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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在鐘樓地下，向著鐘樓頂的科學家 Dr. Brown 說了一句話，希望提醒他， 

他將會在 1985 年被恐怖分子殺死。 

這一句話就是「我要告訴你關於未來的事」， 

英文是「I have to tell you about the future!」 

這時的鏡頭，就是影著位於鐘樓頂的 Dr. Brown， 

而當時鐘樓的時針和分針，剛好就落在「9」和「11」的區域。 

 

 

 

究竟，是否電影製作人，有意想把未來的一件大事警告大家， 

就是將發生 911 事件，有所謂中東回教的恐怖分子策動像閃電一樣從天而降， 

攻擊如電影中，市鎮內的地標性鐘樓，亦即是美國地標性的紐約雙子大樓呢？ 

 

第二集的例子中，當 Marty 和科學家 Dr. Brown 去到 30 年後的未來，即 2015 年， 

亦是我們現實中的這一年， 

電影講述 2015 年時，主角年老的父親因為腰痛，而用了一個把他倒吊在空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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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這樣倒吊著進入屋內時，屋內窗簾上的電子影像， 

正正是 911 事件中倒塌了的雙子大廈，並且因轉換畫面而向上消失。 

 

   

 

但如果你以主角父親的角度來看這個畫面，畫面裡的雙子大廈就如同現實中雙子大廈倒塌時的模樣， 

而主角家中的大廳裡，更擺設了一個美國自由神像的火炬， 

使整個場景的設定，更加仿如美國紐約雙子大廈所坐落的曼克頓區， 

因為雙子大廈對岸的島，就是自由神像的所在位置。 

甚至主角年老父親倒吊的雙腳，亦令人聯想到世貿雙子大廈的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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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中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當 Marty 在 Dr. Brown 的協助下， 

成功由 1955 年坐時光機回到 1985 年時， 

時光機汽車所留下的兩度火焰軌跡，正好和畫面中左邊的霓虹燈招牌，形成「911」的形狀， 

明顯地，這亦是一個極為刻意製造的畫面。 

 

 

 

最後，在電影中本來的世界 1985 年，由於鐘樓在過去被閃電撃中而損壞， 

一位女士向他們解釋鐘樓在過去被閃電破壞，並進行籌款希望修理鐘樓的時候， 

這位女士背後的招牌，左邊寫著「The Third」，右邊則是 All-seeing-eye 的標誌， 

即 The Third Eye（第三眼睛），指的是松果體，也是 Freemason 最重要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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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主角 Marty 和他的女友，這個時候就是坐在寫著「Twin Pine Mall」的廣告牌上 

而 Pine 就是松樹，代表人類松果體的松果果實，就是這種樹的果子。 

 

讓我們看看以下的影片： 

YouTube 片段： 

The Greatest Hollywood Conspiracy Ever Told "Back to the Future Predicts 9/11 " 

荷里活史上最大的陰謀，《回到未來》預言 9/11 

 

When destiny concealed in this Hollywood classic is a prophetic prediction about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th... 

隱藏於這齣荷里活經典電影的，是關於對 9/11 事件的預言…… 

 

Doc, I have to tell you about the future, I have to tell you about the future. 

博士，我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我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 

 

Our first clue, the clock in the background secretly depicts the number 9/11 with the hour hand occupying 

the 9th window and the minute hand resting in the 11th window. 

我們首個線索，是背景中的時鐘，暗暗地描述了「9」和「11」兩個數字，時針指向「9」，分針指向

「11」。 

 

Marty is desperately yelling “I have to tell you about the future”. While the clock says 9/11 and what is 

Marty trying to warn Doc about - a terrorist attack. 

Marty 拼命地叫喊：我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當時鐘指向 9/11。 

Marty 正竭力地警告博士一宗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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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Dr. Brown on the night that I go back in time you will be shot by terrorists. 

親愛的博士，當我準時回來的那一夜，你將會被恐怖分子槍殺。 

 

He is warning about this attack which won’t occur until decades in the future. 

他正對一個數十年後才發生的恐襲作出警告。 

 

The terrorist’s ambush occurs here in the parking lot of the Twin Pines Mall. 

恐怖分子在「雙松商場」的停車場埋伏。 

 

Of the multitude of names that the scene could have had, why is it called the “Twin Pines Mall”？ 

實在有很多名稱可供選擇，為何叫「雙松商場」？ 

 

It will soon become clear that this scene is supposed to represent September 11
th

. 

很快便清楚知道這一幕代表 9 月 11 日。 

 

Twin is a reference to the Twin Towers and when we look closely, we can see that the clock at this scene 

also says 9/11. 

「雙」成了雙子塔的對照，當我們靠近看，能看見這一幕的時鐘亦是指向 9/11。 

 

Both of these clocks veil a code for September 11th the first appearing during the warning of the attack and 

the second appearing during the attack itself. 

這兩個時鐘也隱藏了 9/11 這密碼，密碼第一次是在恐襲警告中出現，而第二次就在恐襲中出現。 

 

And it even hammers the point home. Here at the Twin Pines Mall, we are shown two more clocks and both 

of them also display the barely hidden value 9/11. 

為了讓人徹底了解其涵義，雙松商場有另外兩個時鐘，同樣無所忌諱地指向 9/11。 

 

You will be shot by terrorists. 

你將會被恐怖分子槍殺。 

So all of these 9/11s are on clocks because 9/11 is more than just a number - it’s a time, a specific time in 

history, a date. 

所有 9/11 也顯示在時鐘上，因為 9/11 不僅是個數目，也是時間，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日期。 

 

It appears on clock after clock. 

不斷在多個時鐘上出現。 

 

While Marty frantically warns about an impending event in history these clocks are denoting the date of 

that event while terrorists are attacking. 

Marty 瘋狂地對歷史上即將發生的事件發出警告，當恐襲發生時，這些時鐘標記著事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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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about these terrorists？ 

這些恐怖分子又怎樣？ 

 

Because terrorists can come in many forms look any different way, be from any part of the world but these 

terrorists happened to share the same ethnic groups as the alleged 9/11 hijackers and staged their ambush at 

the "Twin Pines Mall". 

恐怖分子能以不同模式出現，擁有不同外貌、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然而，電影中的恐怖分子卻巧合

地，與 9/11 劫機疑犯同屬一樣的種族，並伏擊「雙松商場」。 

 

We can be certain that "twin" is made to represent the Twin Towers, because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 occurs, 

the word "twin" is removed. 

我們可以肯定「雙」是代表雙子塔，因為在恐襲後，「雙」這字被刪除了。 

 

Prior to the terrorist attack, there are twin monuments. 

恐襲前，有雙紀念塔。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 there is only one monument. There are no more Twin Towers, Twin monuments, 

twin pines, they are gone and the single monument takes their place. 

恐襲後，只剩下一座紀念塔，現在已沒有雙子塔，雙紀念塔、雙松樹，都不見了，一座紀念塔取代

它們的位置。 

 

The single monument now at Ground Zero is the One World Trade Building. The twins are gone, and the 

lone or one now stands. 

現在，在世貿中心遺址的紀念塔是，「世界貿易中心一號大樓」，雙塔消失了，剩下一個豎立著。 

 

It is incontrovertible that this film is riddled with 9/11 symbolism But symbolism aside, what if there was a 

literal depiction of the Twin Towers that showed them collapsing？ 

毋庸置疑，這電影充滿了 9/11 的象徵，但除象徵外，還有情景直接顯示雙子塔倒塌嗎？ 

This in fact does occur in the movie. We will see it at Marty McFly's future house. 

事實上，這確實發生在電影中，場景是 Marty McFly 未來的房子。 

 

I don't believe it, I live in Hilldale!  

我不相信，我住在 Hilldale！ 

 

This is great! Way to go McFly! 

這真捧！McFly 幹得好！ 

 

Marty, stay here, change clothes, I need you on holler. 

Marty，留在這裡，換衣服，我需要你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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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on Doc, I wanna check out my house! 

博士，拜託，我想看看我的房子！ 

 

What happened to Grandpa？ 

爺爺怎麼了？ 

 

Oh, he put his back out again. 

噢，他又傷到自己的背了。 

 

How's Grandad's little pumpkin？ 

爺爺的小甜心怎樣啊？ 

 

It is at this residence where we will be introduced to a scene so prophetic that it would turn our entire 

worldview completely upside down. 

此住處將顯示出一個極具預言性的場景，這將完全顛覆我們整個世界觀。 

 

As are all other clues in this movie, the Twin Towers are discreetly hidden. You can only spot them by 

intensel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與電影中所有其他線索相同，雙子塔都被小心地隱藏了， 

你只能藉分析背景才能發現它們。 

 

I can't believe this window is still broken. 

我不能相信這窗仍是破爛的。 

 

Well, when the scene screen repairman. 

嗯，當屏幕修理工人。 

 

So it's official that in this movie littered with 9/11 symbolism, the Twin Towers themselves managed to 

make a secret appearance. 

在這充滿 9/11 密碼的電影中，雙子塔正式以隱藏的方式出現在銀幕。 

 

And we know that the Twin Towers presence is not an accident, because the rest of Manhattan Island also 

takes shape in this scene with the Statue of Liberty. 

雙子塔的出現，絕非偶然，因為同一幕浮現整個曼克頓島的形狀，連同自由神像一起出現。 

 

Why is it here at all？ And why is it hidden？ 

為甚麼它在這裡？又為甚麼要隱藏它？ 

 

Why would the director be compelled to hide a replica of Manhattan Island here in the Mcfly’s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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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為甚麼導演要把曼克頓島的設計，擺設在 Mcfly 家庭的客廳呢？ 

 

First we should keep in mind that this movie surrounds a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 attack with symbolic 

9/11s, so the mere fact that the Twin Towers themselves also appear in this film is indescribably alarming. 

首先，要記得電影環繞中東恐怖分子的襲擊，當中充滿了 9/11 密碼，因此，雙子塔在電影中出現就

是一個警示。 

 

But it's not just their appearance that's alarming. 

但這個警示卻不僅如此， 

 

If we alter our perspective, by turning the scene upside down we can illuminate what is being expressed. 

來換一個角度，將畫面倒轉看，就可以看到警示當中的亮點。 

 

The Towers are falling. 

雙子塔正在倒塌。 

 

It would solidify our points if there were justification for viewing this scene upside down. 

如果有理據支持我們該倒轉看，就更能強化我們的論點。 

 

but can we think of any reason at all why we should be motivated to look at this scene from an inverted 

perspective revealing the Twin Towers falling down？ 

但我們能找到理由，去證明以倒轉的角度來看這一幕，來顯現雙子塔的倒塌嗎？ 

 

In the entire three-part series of Back to the Future there is only one cameo ever made by an upside-down 

human being and it is in this scene. 

在整個《回到未來》系列的三集中，只有一幕是講述一名上下倒轉的角色，正正就是這一幕。 

This is the only time an upside-down character will ever be viewed and it's for a reason. We are being 

instructed to observe the events from his perspective. 

這是唯一一次有上下倒轉的角色出現，而這是有理由的，目的是指示我們以他的角度去看這一幕。 

 

The secret architecture of this sequence of events is so carefully woven. Even the audio is spot on. 

這一連串秘密場景的鋪排非常細緻，甚至連聲音也對準了。 

 

Listen to what Lorraine Mcfly says just as she clicks the remote to trigger the Twin Towers collapse. 

留意當 Lorraine Mcfly 按下遙控裝置，引發雙子塔倒塌時的對白。 

 

I can’t believe this window is still broken. 

真難相信這窗還是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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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ken 

破的 

 

Broken 

破的 

 

How obvious does this have to become？ 

究竟要有多明顯呢？ 

 

The following sequence of events is centered around Marty attempting to issue a warning about terrorist 

attacks. 

接下來的幾幕，Marty 嘗試對恐襲發出警告。 

 

First, he tries to tell Doc about the attack. 

他先嘗試直接通知博士有關恐襲的事。 

 

Doc, about the future. 

博士，關於未來。 

 

No. 

不。 

 

Doc won't listen. Then, he tries to write Doc a letter. 

博士拒絕聽從，所以他寫了封信。 

 

Dear Dr. Brown. You will be shot by terrorists. 

親愛的博士，你將會被恐怖分子槍殺。 

 

Doc tears it up. 

博士卻撕掉了信件。 

 

No, I refuse to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不，我拒絕接受。 

 

He tries to voice it to him. 

他嘗試大聲說出。 

 

In that case, I'll tell you straight out but is interrupted. 

既是這樣，我就直接告訴你，卻被打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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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ries to yell the warning from the top of his lungs. 

他嘗試大聲呼喊出警告。 

 

Doc, I have to tell you about the future. 

博士，我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 

 

When it all fails he continues hatching schemes to warn about the terrorist attack. 

當一切失敗後，他仍以別的計劃警告這次恐襲。 

 

Doc, why did you have to tear up that letter？ I'll just go back early and warn him. 

博士，為什麼你要撕碎那封信，我就早些回去警告他。 

 

The blatant overwhelming theme here is that someone is screaming from the top of their lungs to watch out 

for this pending terrorist attack. 

這裡的主題公然表達出，有人正聲嘶力竭地警告恐襲即將發生。 

 

I'll just go back early and warn him. 

我就早些回去警告他。 

 

and finally, when Marty’s last plan goes into action he ignites an astounding pyrotechnic proclamation that 

unmistakably spells out the digits 9,1,1. 

最終，當 Marty 按著最後計劃行動時，他藉燃點地下的兩道巨大的火痕，來準確宣示這三個數字：9、

1、1。 

 

Someone is screaming from the top of their lungs with all the creative capacity that they can muster to 

watch out for this future terrorist attack. 

有人以他們能夠發出最大的聲音和最大的創意，來警告未來的恐襲。 

 

On the street where we just saw 9/11 in blazing fire, the terrorists appear and go streaking by on their way 

to the Twin Pines Mall which is clad in more 9/11 warnings. 

在剛看到有 9/11 數字燃燒著的街道上，恐怖份子的車輛駛過，前往雙松商場，當中有著更多 9/11 的

警告。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9/11 

 

The film is crawling with 9/11s, but what is Back to the Future fundamentally about？ 

這齣戲充滿著 9/11 的密碼，但《回到未來》本來講述的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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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bout an individual who has foreknowledge of an amazingly unlikely event. 

這齣戲是關於一個人，知悉了未來一件令人驚訝的大事。 

 

Unfortunately, you never know when or where it's ever gonna strike. 

不幸的是，你無法知道何時何地會出現閃電。 

 

We do now a tower that is going to be struck down from the sky. 

現在我們知道了，一幢大樓將要被閃電擊中。 

 

This is it. 

這就是。 

 

This is a suspiciously perfect metaphor for 9/11, but Marty has foreknowledge regarding two events. 

這似乎是對 9/11 的一個完美比喻，但 Marty 預先知悉了兩宗事件。 

 

One is a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 attack and the other is a tower being destroyed. 

一宗是有關中東恐怖分子的襲擊，另一宗是有關一幢大樓將會被毀。 

 

It doesn't take the greatest of artistic imaginations to superimpose these two warnings. 

只要一點想象力，就能把這兩個警告連繫起來。 

 

What are the chances that a movie displays all these 9/11s, and the plots of the movie is a prophecy about a 

tower being struck down, while Middle Eastern terrorists stage a surprise attack at a scene called Twin. 

在一齣電影中有著眾多 9/11 密碼，並且劇情亦涉及預言一幢大樓的倒塌，甚至連中東恐怖分子襲擊

的場景，也名為「雙子」的機會率是多少呢？ 

and what are the chances that in that same movie the director constructs a secret recreation of Manhattan 

Island that shows the Twin Towers falling. 

而在同一齣電影中，導演會刻意秘密模仿曼克頓島的設計，以展示雙子塔倒塌的機會率又是多少呢？ 

 

But how does Marty know about this tower being destroyed？ 

然而，Marty 是怎樣知道大樓會被毀呢？ 

 

He acquires this information about when and where the strike will happen via this flyer, from this woman. 

他是從這名女士所派的傳單中，得知襲擊的時間和地點。 

 

Take a look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you'll see the actual all-seeing eye up the Illuminati. 

看一看背景，你會看到光明會的全視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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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在荷里活的電影業人士中，在 911 事件發生前的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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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已經得悉 911 事件將會發生，並且完全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甚至是發生的日期； 

以及，真正的幕後主腦就是 Freemason。 

 

 

 

原因非常簡單，911 事件原本就是一齣由荷里活拍攝而成，充斥大量偽旗行動的電影， 

這就正好解釋了為何眾多荷里活電影，都一早隱藏了 911 陰謀的密碼。 

因為一班仍有少許良知的電影工作知情者，希望當 911 事件發生時， 

有人可以從這些密碼中，揭露 Freemason 的大陰謀，所以預先在電影中透露這些線索。 

 

Freemason 製造 911 事件的其一目的，就是要令世人活在恐慌之中，將人類的松果體封閉， 

即使神賜下超頻 20 倍的聲頻，在預定的 2012 年到達地球，能夠為人類打開 DNA 潛能中的鎖， 

人類仍會因為 Freemason 的陰謀而無法從中受惠。 

 

 

 

只有 Freemason 的精英們，可以得著 DNA 中的潛能，因而壟斷全世界， 

甚至，神給予基督徒在末後日子， 

即《啟示錄》第十二章中所形容婦人所生的男孩，可以用鐵杖管轄列國的權柄， 

就是因被提所得的「復活身體」的能力，亦嘗試搶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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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經提及，因松果體以及 DNA 將被改變， 

所以，兩座「世貿大樓」會被摧毀並倒塌， 

這是為了能改變人類思維和控制整個世界。 

 

由於超頻的緣故，如我們能以正確的方法激活松果體的話， 

人的松果體便能被建立和成長，甚至能發揮許多人類未知的潛能。 

 

 

 

然而，倘若倒過來，恐懼能夠將松果體鎖緊、癱瘓。 

姑勿論松果體，我們的腦部遇著恐懼亦會被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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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越是恐懼，他眼睛的瞳孔亦越收縮，看到的範圍便越少。 

相反，當我們在愛與成功或愉快當中， 

我們的腦袋便會得著釋放，亦是運作最良好的時間。 

 

因此，我們運動時，若我們想發揮至最佳水準， 

一定要讓自己輕鬆、放鬆下來，就是為了讓自己能有愉快的心情或成功感。 

 

我亦曾分享過， 

當你緊張時，使自己放鬆下來最基本和快捷的方法，首要就是調整呼吸。 

在你打球前，你覺得自己手心冒汗和全身很緊張等等的時候， 

你就開始數自己的呼吸，這時，你會發覺你的呼吸，一定會變得急速， 

或是 shallow，即是很淺的呼吸，而不是深呼吸的。 

 

 

 

影片：重溫恩膏引擎信息教導調節呼吸可舒緩壓力 

早於 2008 年 8 月 31 日「恩膏引擎 ── 想像力（12）巔峰狀態秘密（4）」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經已分享到，如果我們以恐懼、緊張、憂傷、消極及過份壓力的觀感下， 

去做每一件事情，表現一定會未如理想。 

 

 

 

相反，若果我們懂得讓自己的所有行為，都處於理想及正確的狀態， 

就能夠發揮出十成水準，產生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這種正面的影響，亦能夠影響我們的朋友、家庭、工作、健康和人生樂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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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日華牧師教導我們，除了懂得運用「條件反射記憶鉤」之外， 

亦需要學會如何有效地發展「感觀反射記憶鉤」的四個鑰匙， 

令身體常常處於「最高狀態」，發揮到十成，甚至十二成的水準。 

 

日華牧師在這篇主日信息介紹到，「感觀反射記憶鉤」的第二點，就是呼吸。 

當我們面對工作或演出，只要懂得調節呼吸，就可以舒緩當中的緊張和壓力。 

只要懂得從感觀上做到這種特定的呼吸，大腦和潛意識就會產生協調， 

令身體常常處於「最高狀態」，發揮出最高的水準。 

 

 

 

主日片段：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習慣的話， 

其實，你可以保證你人生當中，每一次都進入你最高的狀態。 

不會說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可以，不會的！是一定可以的！ 

 

只不過，在做這件事之前，你有四個鑰匙要記住。 

合乎這四個鑰匙，一定要合乎這四個鑰匙！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那個條件反射記憶鉤的動作，是會加強的。 

因為，你有辦法加強你的條件反射記憶鉤的。 

當你覺得它不夠，這次的聚會壓力太大了！這次的比賽太重要了！ 

這是一生最光榮的一段時間了。 

 

那件事給你壓力很大的時候，你有這四個鑰匙的話， 

是會導致你的條件反射記憶鉤能絕對達到目的，你一定可以達到你指定的水準。 

有四個鑰匙，我們看看圖九，條件反射記憶鉤必須符合感官神經反射的四個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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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感官上，我們身體的動態是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但是動態當中： 

第一，就是速度和力量。 

第二，我們看看圖十一，就是呼吸。 

又慢又深的呼吸是代表積極的。 

你有太多好的東西是用又慢又深的呼吸，去代表放鬆。 

就好像你晚上睡覺的時候，你的呼吸是很慢的，慢得會出鼻鼾聲的。 

但是當你呼吸急速的時候，就好像哮喘一般，你很容易會醒過來， 

你不會放鬆（relax）得到。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人走到台上，就好像哮喘般呼吸，「噫……噫……」聲的， 

不是有鼻鼾聲，當然，你不應該有鼻鼾聲的。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當我們這樣吸氣又淺，呼出來又淺， 

不是很深地吸氣的時候，為甚麼會導致我們緊張？ 

因為你要記住一件事，人類的身體是用呼吸去控制他們的心跳速度的，你知道嗎？ 

你的呼吸越快、越急，你的心跳自然會越快越急的。 

 

所以，很多時，你害怕的時候，為甚麼會心跳加快呢？ 

是因為你沒有留意，在你害怕之前的數十秒，你的呼吸急速了。 

那你的心跳自然會「怦、怦、怦、怦……」跳得很快。 

我們是由呼吸控制心跳的，你知道嗎？ 

我們是一個這樣的動物來的。 

所以，你會發現，為甚麼你會害怕得「怦、怦、怦、怦」跳呢？ 

這是因為，原來你早已經有一個不好的習慣， 

就是你的呼吸很淺、很短，你不懂得深呼吸。 

 

所以，很多時，別人看見你緊張的時候，會叫你做一件事， 

「深呼吸吧！你深呼吸吧！」對不？ 

這是我們下意識有這個習慣， 

我們深呼吸好像會好一點，對不？ 

 

當你理解，有習慣去鍛煉的時候， 

其實是的，你的深呼吸是控制了你的心跳。 

當你平常深呼吸的時候，你想像，這就好像睡覺、休息那樣，你用那樣的呼吸。 

我是說，平常你自己要留意，  

所以，我在幾個星期前也說了，我希望你們要呼吸到好像戰無不勝那樣！ 

深呼吸的，我想你挺胸昂首的！那你就會有一份積極的思想了。 

 

因為呼吸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鑰匙，但是不是說在上台之前才練習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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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注意，在你自己平常鍛煉的時候，你用這種呼吸、這種拍子。 

因為原來當我們用平常的呼吸，在台上也注意這個呼吸， 

其實，你只會將平常的水準鉤出來，明白嗎？ 

所以，你要留意，你鍛煉那東西的時候，你的呼吸是怎樣的呢？ 

 

當你改變你的呼吸，無論是表現，或是其他表現都會變回正常。 

因為其中一樣，就是當你緊張的時候，你就會缺氧， 

缺氧最大影響，一定是你的腦部。 

你的腦部，就如我們現在所說， 

腦裡最重要，能使你運作至 90%後，才能帶動你的松果體開始運行暢順， 

到 100%你也能運行你的松果體，而 Freemason 其實自古以來都是說這件事。 

 

我們曾經也和大家分享過松果體、就是天主教所說的松果體， 

當我們的腦運行到 100%的時候，我們就能運行松果體。 

但 Freemason 做一件事，就是鎖住全世界的人，讓他們不能進到這個領域。 

但他們自己卻用了很多科學或其他方法進到這個領域。 

 

所以，在他們的電影中，就有提及「911 事件」， 

就是針對關於松果體和「911 事件」之間的關係， 

並且，這個針對讓你知道，他們一早已經預定「911 事件」之後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他已經告訴你，他會炸掉兩幢建築物，再重新建造一幢出來。 

他說得很清楚，就在電影 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說給你聽了。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相信，大家聽完 Albert Pike 這位已離世的共濟會成員的事跡， 

他竟然都能夠掌控世界到這一個階段， 

他所寫的信顯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大戰都是按著他的意思發生。 

這樣，你便可以知道一件事實， 

一些基督徒聽到這些國際大事，竟斷言說：「這與我何關？」 

我覺得，他們十分無恥。 

因為，按《詩篇‧二篇》神已將轄管列國的權柄給了我們， 

只是這些自稱基督徒的壞人，只懂在世界打滾， 

讓這權柄給了 Freemason，這群基督教的敵人。 

 

也許你現在認為他們很偉大， 

能夠控制世界，策劃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是，這群人只不過是奪走了基督徒應有的長子名份而已， 

因過往世代敗壞的基督徒只顧貪戀世界，對什麼事都不聞不問。 

《聖經》讓我們知道，我們本來在地上應該有權杖、有能力、能掌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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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兩千年，我們發覺，最後，竟是由那群棄置主耶穌這房角石的石匠去統管著世界。 

 

現在他們能夠預知和掌管，甚至又安排「911 事件」， 

導致全世界活在恐懼，不能發揮松果體的功能， 

這些知識，本來是由我們去知道的。 

若此時此刻，仍說事不關己，你能夠想像，神怎會讓這些人進天堂呢！ 

 

其實，這些權柄就是神賜給人類的。 

從亞當、夏娃開始，這條蛇都是用欺騙的方法，去奪走我們擁有的東西， 

試想像，這條蛇給了亞當、夏娃甚麼東西？ 

牠說，「他們會不死、會眼睛明亮、會似神。」 

 

 

 

但這三樣東西，亞當和夏娃早已擁有了， 

他們一早已是不死的，一早已能夠天天與宇宙的主宰逛街、聊天。 

他們也早已眼睛明亮，能看見神。 

所以，牠由始至終都沒有將任何東西給予亞當、夏娃，卻騙光他們所有的東西。 

 

今時今日，基督徒豈不也是這樣嗎？ 

現今，活在紙醉金迷的基督徒，如要他們追上我們分享的信息， 

他們倒不如死給你看，因他們根本追不上； 

或許他們會選擇放棄，抱持「與我何干」的態度， 

他們真的是枉稱為基督徒！ 

 

撒但奪取了《聖經》中所說，人類與生俱來的出生權（Birth Right），所以，才能夠掌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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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十二章》中，我們看見那龍做牠以往慣常做的事情， 

就是等候那小孩子出世，為了奪走他與生俱來的出生權，然後吞噬他。 

為何牠要這樣做呢？雖然牠是撒但，並統管世界， 

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將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都是由牠操控的。 

 

但是，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源自於牠的， 

由伊甸園的時候已經是這樣，所有東西全是神賜予人類的， 

只可惜，人類在這地上，沒有做神所交予他們應作的事情， 

就是擁有神的形象。 

 

影片：基督徒掌管政權和大自然的權柄 

早於 1990 年 1 月 28 日，25 年前的主日信息， 

加拉太書第 106 篇「聖餐行列第八篇：基督的身體」中， 

日華牧師經已分享到，按著《創世記》第 1 章所記載： 

人類被造是按著神的形像和樣式，其中，神賦予人類在地上管理的能力， 

讓人類藉著權柄管理大地及大自然。 

 

主日片段： 

開始時，我想先給大家一點根基， 

我想大家打開《創世記》第 1 章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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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讓你知道，當時神造人，人是神的絕對複製品！ 

因為神說，是按照祂的形像，按照祂的樣式來造人的。 

當時神創造了人出來，不是要他們成為乞丐，或者成為奴隸。 

神創造他們出來是要他們去管理，因神本身的操作法也是管理。 

 

所以你會看見，當時亞當一說話，全地都一定聽命，一定服從， 

不管那對象願不願意，在這地上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我想大家看看《詩篇》第 115 篇第 16 節， 

原來神創造了天地萬物後，祂立了一個約，這個約就是叫「創世記的約」， 

也可以叫「創世記的律」。 

 

第 16 節：「天，是耶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世人。」 

這就是原因，當神把地給了亞當後，魔鬼為了併吞地球，牠去找亞當。 

 

你也看見，為何在亞當犯罪後， 

神藉著挪亞、亞伯拉罕、大衞立約，就是藉著舊約，希望再次回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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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原來神把地球給了人類後，魔鬼與神都是一個過客而已。 

神把這個地球、這個契約給了人類數千年，但人類卻把這東西交給了撒旦。 

 

原來，自從《創世記》開始，人類在地上的管理權，雖然被魔鬼撒但欺騙了。 

但是，按著《詩篇》一篇對應一年的原則， 

神在當中預言了︰在《詩篇‧115 篇》對應的 2015 年裡， 

神應許世人，人類將會再一次重新擁有地上的管理權， 

可以管理地上各種萬事萬物及大自然。 

 

詩篇 115 篇 15-16 節： 

「你們蒙了造天地之耶和華的福！天，是耶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世人。」 

 

隨後，2006 年 10 月 29 日，摩西詩篇第 621 篇「神的國第 81 篇：管理」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享到，神創造整個地球的萬物，包括：一切生物、大自然定律， 

甚至全地所有的國度及政權， 

神都期待人類能夠像一個皇帝般，掌管及治理地球上的一切！ 

 

主日片段： 

主耶穌基督祂來到這個世上， 

你有沒有留意，主耶穌不是到處說，有新的聚會模式，將會有大復興。不是的。 

主耶穌來到這個地上的時候，祂是說有一個天國。 

換句話說，神沒有興趣只是製造一個神蹟佈道家出來，到處帶領聚會。 

神甚至希望製造一個大型社區、一個國度，裡面用神的原則。 

祂希望我們整個生活方式改變， 

祂不希望有一個神蹟佈道家，他能夠行神蹟，但卻不管理自己的私生活。 

他暴飲暴食、不注意健康、不注意自己要謙卑、不約束自己的私慾， 

來管理自己的時間、管理自己的情緒。 

 

神不希望賜予能力給我們後，我們反而不管理自己的生命。 

神也不希望賜予我們一場聚會後，我們就依賴了那東西， 

而不管理我們生命中的每一樣東西。 

因為，原本這些聚會讓我們得到神的恩膏、經歷神的同在、擁有神的能力之後， 

是讓我們拿起這些能力來學習「管理」。 

 

沒錯！我們支取這些能力，是放在我們的工作、放在我們的事奉、 

放在我們的經濟、放在我們的健康上。我們要學習擁有這種智慧、這種能力去「管理」。 

 

我們嘗試看看《羅馬書》第 8 章。 

當你理解這一點，你會發現人生其實是很容易，非常容易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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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神的眾子顯出來。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我想讓你知道，神所創造整個世界、地球、萬物、生物， 

甚至大自然的定律，都是聽命於我們的！ 

記住：天國歸天國，地球是天國以外的一個物件， 

那是讓神的兒子去鍛煉他們自己，怎樣把地球變成天國殖民地。 

當你把地球變成天國殖民地時，在這過程當中，我們就學習「掌管」、「管理」， 

我們就學習，身為神，在天國裡其實是在管理些甚麼。 

 

但我想讓你知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 

為何《聖經》常常叫我們禱告？為甚麼？ 

為何常常叫我們宣告呢？天國最大的奧秘是甚麼呢？ 

就是整個地球是聲控的，萬物是聽命於我們的。 

它現在是這樣，是因為被命令它這樣的，被命令它要這樣，服於虛空之下。 

神所創造的整個地球是聲控的，這個世界所有事物其實是聲控的。 

 

《聖經》說，聲控裡面，就是我們用說話來控制萬物，譬如「說的聚會」是為了甚麼？ 

就讓你知道一件事，其實（萬物）是聲控的，這世界所有事物都是聲控的！ 

神是賜了這能力給我們。 

但聲控裡面要有一個元素，才能讓萬物認得你，認得你的聲音。 

 

在《使徒行傳》的時候，你會看見，那些邪靈是認得出使徒的，明白嗎？ 

牠認不出其他胡亂奉主耶穌名字趕鬼的人。 

你會看見，我們的神蹟，為甚麼很多其他教會行不到呢？ 

因為很簡單，萬物認不出她的聲音。 

但我們就不同，我們可以叫骨頭得醫治，我們可以叫一個腫瘤消失， 

是因為萬物會登記了我們的聲音，但登記的方法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substance），那個實底！ 

而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要聽神的話、為甚麼我們一定要知道關於天國的奧秘的原因。 

 

天堂、天國是用聲控的。 

為甚麼宇宙中最偉大的位置，就是神用聲控裁決的地方，就是祂的寶座。 

因為，神所創造的世界，其實是聲控的，你不需要大聲，你有權柄就行了！ 

有很多人做不到，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因為你身邊所有的問題，你想管理它？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嗎？ 

所有東西，萬物中所有東西，都會服從我們的命令，是聽命於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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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理解的時候，你會發現，神真的不是給我們做一件很難的事。 

所以，萬物當中只有一種動物是能夠說話的，這就是人類，就是我們！ 

 

因此，你會看見，原來這世界是由神設計出來，並由一些王者用聲控支配她， 

就是藉著我們的宣告、禱告、我們的「說」。 

所以，神所希望的，就是藉著我們的支配和管理， 

誕生新的處事方法、新的方向、新的結果、新的社區和新的世界。 

所以，我們嘗試在這裡看一個很重要的字，就是「管理」這個字。 

 

「管理」這個字，在《舊約聖經》出現了 23 次， 

後來「國」或者「王國」就是由這個字衍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字在中文也有兩次被譯作「掌權」， 

因為，它不是就這樣管理、打點這麼簡單， 

這是牽涉到一位王者去理國，就是管理他自己的國家，這個意思，是掌管他國家的意思。 

 

原來神跟人類說：「你要好像一位王那樣去掌權、你要好像一位王那樣去管理國家！ 

這個國家是屬於你的，這個地球，我是不會干預的，只是讓你們去管理， 

但你在那裡是以一位王者（身分）去管理這地方、去支配這地方！」 

 

他不是用勞力去支配，他是用說話去支配。 

當然，一個人很輕易就可以支配整個地球了！ 

他喜歡說：「有勞整個地球，我想溫度下降兩度，那整個地球就會下降兩度。」 

因為他用他的說話去支配而已。 

 

我們曾經分享過洪水，提到關於地球為甚麼有春、夏、秋、冬？ 

是因為洪水事件，地球的地軸偏移了。 

但對當時來說，洪水之前的地球，其實是處於溫室效應。 

它們（萬物）完全是可以說，她（地球）的溫度、每一樣東西都是受他（人類）的調節， 

 

但記住，萬物已經登記（register）了它的主人是誰。 

他能夠控制每一區的溫度、每一區的生態環境、 

每一區的生物，他限制牠們的界限，全都是由人類管理的。 

 

這就是神想讓你知道的一個事實， 

原來，祂要我們好像一位王者那樣去管理， 

不過，不是地上的王，不是動物的王，是神這萬王之王的兒女。 

我們就是這些萬王，而祂就是萬王之王。 

 

所以，「管理」這個字，原來就是「管理國家」這個字來的， 



20150315   www.ziondaily.com 
 

 
 94 

就是一位王者，一定有一個國家讓他們「管理」，這個字有這個意思的。 

 

到了 2015 年，的而且確，今時今日的基督徒必須努力成長， 

才可以擁有與神一模一樣的形像和樣式，達至能夠管理全地的級數。 

 

於連續的兩、三星期，大家會繼續聽到許多關於 Freemason 知道的事情。但最重要我們要知道的，

就是我們在這時代，神容許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然後神願意將這些能力復還給我們， 

然而我們卻要知道做什麼！ 

 

最後，我想每一位與三個人說：「我會持守這個 Birth Right 的！」 

 

 

 

我們學到任何東西，皆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