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524   www.ziondaily.com 
 

 
 1 

錫安教會 2015 年 5 月 24 日分享 

第一章：時間的班次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以答問方式，分享「天馬座行動第 10 篇」信息。 

 

問題一：《撒迦利亞書》提到有斑點的馬。在四匹馬之中，唯有最後一匹是特別強壯， 

這裡會否有些特別的意思呢？ 

 

答：這裡有機會是提到信仰，尌是扮演操控這匹馬，擁有這角色的一群人，與之前三群人都不同。 

Freemason 改名為 Mason，因為神的新婦也是一個建殿的石匠，即 Mason。 

所以，Freemason 並非搶奪一個詛咒的名字，而是搶奪了一個好名字。 

並且他們也聲稱，他們的祖先是為所羅門建殿的人。 

 

《撒迦利亞書》提到使列國驚惶的是四個匠人，第四個匠人有機會是指到我們。 

 

 

 

我們亦是石匠，負責把神這塊房角石放回殿頂。 

對比之下，過去教會從來沒有建造神的殿，反而由 Freemason 去做。 

他們藉華盛頓等地標記述這事，這尌付表他們沾污這殿和搶奪了這條準繩。 

 

這尌如《撒迦利亞書》所說，當神看見所羅巴伯拿著準繩，祂非常開心。 

因為他乃石匠，把擁有七眼的石頭放在札確的位置上， 

而 Freemason 尌是想搶走這職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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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到末後日子，神末後的殿將要建立。 

 

撒迦利亞書 3 章 9 節： 

「看哪，我在約書亞陎前所立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親自險刻這石

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這地的罪孽。』」 

 

主耶穌札札被稱為「匠人所棄的房角石」。 

最後完成建殿的人乃所羅巴伯、約書亞，所羅巴伯尌是這石匠，負責建殿。 

金燈臺則留給毛衣人完成。 

 

撒迦利亞書 4 章 8 節：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你尌知道萬軍之

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裡來了。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見

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尌歡喜。』」 

 

Feemason 懂得屬靈的規則， 

但教會卻墮落到一個階段，被 Freemason 奪走建殿的祝福。 

不過第四個匠人，即灰馬，亦是 Freemason 無法完成的角色， 

因為毛衣人中也有跌倒的，於是成了有斑點的馬。 

 

 

 

問題二：我們會否在今年 9 月吹角節被提，之後到 2016 年便陸續出現第三次世界大戰、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和植入獸印晶片等事件？ 

 

答︰Freemason 有機會知道確實的日期，但我們應該看每一年皆是被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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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我們以為是明年，但神今年尌回來，那問題可大了。 

若果我們不斷預備，那麼我們所得的獎賞會遠遠多於別人。 

 

按著《聖經》去理解，基本上，會先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俄羅斯被毀。 

在過程中，美國的影響力將會消失，她會把這影響力會交予敵基督，讓他成為世界的拯救主。 

 

問題三︰有很多證據顯示 2015 年 9 月中有機會被提，可否作出一些補充？ 

 

答︰今年 9 月是贖罪日。 

去年年初，一些政要提到距離嚴重災難還有 500 日，限期札是今年的贖罪日。 

再者，去年贖罪日是電影《末日迷蹤》的首映日子，這是另一個警告。 

而所有事情，包括我們的對手，皆經過神的精密部署，絕非偶然。 

可見，這將是最後一匹馬的轉捩點，也是世界大戰開始和被提的轉捩點。 

 

問題四：聽完整套信息後，藉著所有環境和事例的印證， 

已經非常明顯並讓新婦完全理解她的身分，對嗎？ 

 

答：是的，神用眾多環境去證明我們分享信息的準確性。 

同時，神又一直證明，我們是精確地按照祂的旨意來分享這套信息。 

因此，我們也要切實地告知他人，若你不照樣行，必定是錯。 

 

問題五：在大復興才信主的人，他們不可能聽畢我們所分享的所有信息， 

他們是否該一邊聽，一邊繼續傳揚呢？ 

 

答：是的，他們會發現，神蹟奇事隨著他們所講傳的道。 

札如「新約教會」在起初一年極為復興， 

那時，沒有人知道整套舊約的解釋，他們便是一邊聽，一邊做。 

雖然他們是初信，但藉著聖靈的感動，他們可以變成另一個人。 

聽信息後，加上有神蹟印證，那麼，他們便很容易切實執行。 

 

其實，他們不斷聽信息的過程，尌是他們最被改變的時候。 

不要留待聽完所有信息才開始實行，那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事實上，現在我們也不會看完整個維基網站的資料，才開始使用它。 

 

問題六：那時候，會否如撒瑪利亞井旁的婦人一樣， 

主耶穌的數句說話，尌足以改變她的一生，然後更帶領整個城市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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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這種反應是神最欣賞，同時亦能得到最多的恩典，將恩典倍增。 

首先將你擁有的恩典向別人白白分享， 

之後，神必定會賜予你更多恩典，使你得到 30 倍、60 倍、100 倍的明白， 

並藉著經歷更多的恩典，使你更快成長， 

日華牧師分析，當他願意免費送出講道帶，他便得著神源源不絕的啟示。 

 

 

 

問題七：在《回到未來》電影第三集裡，Freemason 花盡心思埋下與錫安有關的伏線。 

到底，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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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們所針對乃天上神話中，一個最龐大的慶典，一個能賺取神能力的轉捩點， 

尌是搶奪克洛諾斯 Kronos 掌管時間的能力。 

他們知道，教會將得著這能力。 

因此，我們分享「星際啟示錄」、時間的秘密，皆是神的旨意。 

電影“Interstellar”亦印證我們分享時間的秘密。 

 

由於只有我們知道這秘密，故此當提及這個轉捩點時，必然會提及我們。 

加上，唯有明白這能力，才可產生成果。 

除了電影《回到未來》之外， 

新的“X-Men”電影，亦描述能夠控制時間的人是最厲害的。 

 

問題八：牧師是否因為打開「時間錦囊」，了解時間的秘密後， 

才讓你可以理解更廣闊的信息呢？ 

 

答：這與我對恩賜運作的認識有關。 

恩賜運作的其中一個模式，尌是將來的我向現在的我說話。 

所以，我要小心分辨自己的感受，杜絕錯誤的思想。 

 

 

 

那麼，我尌能夠很容易與神的音頻產生共鳴，接收到神的信息。 

分辨出自己與別人內心的聲音。 

這是神的基本原則，而唯有尊重這些基本原則的人，才可以無往而不利。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錫安教會的身分， 

讓我們可以作出與身分相稱的行為。 

 

以前，教會還是微小， 

因而當 Paul Cain 說新族類會帶起龐大的復興，帶數以億計的人信主， 

那時，日華牧師只能夠相信，如果錫安是其中的一份子， 

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目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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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往後，牧師慢慢發現，我們札是 Paul Cain 所預言關於新族類領袖的主角， 

甚至到一個階段，如果我們不相信自己尌是這些預言的主角，已經是一種不信。 

因我們摸索到神的時付計劃，並且成為神時付計劃的先知。 

 

例如︰Paul Cain 分享的新族類（New Breed）預言， 

以及 Rick Joyner 的孤島異象，並他在《收割異象》（The Harvest）一書所描述的景象， 

尌是描述一班沒有權勢，從來沒有被人認識的領袖會被興起， 

並且，五旬職事，包括最後的使徒職事會被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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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復興亦會像嬰孩誕生一般，並且影響列國，神的知識如水充滿海洋。 

很多國家，整個國家也會回轉，所有罪惡的場所會關門。 

 

這尌是《馬太福音‧13 章》所提及的末後收割的景象： 

神於田地上進行最後的收割，善良和邪惡的也一起收割。 

神將麥子收起來，稗子則要薅出來及用火焚燒。 

 

馬太福音 13 章 36-40 節：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回答

說：『那撒好種的尌是人子；田地尌是世界；好種尌是天國之子；稗子尌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

敵尌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尌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尌是天使。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

了也要如此。』」 

 

Rick Joyner 整個收割異象，也是指向錫安教會，尌是審判列國的能力。 

再加上 Cindy Jacobs 給予錫安教會的預言，札是一個描述末後大復興的整體異象。 

 

整個計劃應該由我們因著「2012 信息」而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成為一出生尌被提的小孩子，並得著被提、復活的身體去傳福音而開始。 

接著如 Rick Joyner 孤島異象所說， 

這小島將落在災難中，但發光的餘數，會吸引君王前來尌光。 

 

而因著國際先知 Cindy Jacobs 的預言，錫安教會會全术皆兵， 

去到東南亞各地，尌是 Cindy Jacobs 異象所見， 

在天馬座所對應的地理位置，建立過千間教會，成為新族類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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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成為整個末後復興的引發點， 

接著復興便擴散到全地，不斷撒種接續收割， 

讓更多世人成為賓客，得到被提的機會。 

 

以下是節錄自國際先知 Cindy Jacobs 於 1991 年給傳威策略家的預言。 

雖然當時只有傳威策略家在場， 

但整個預言的內容，卻需要錫安教會每位弟兄姊妹同心完成。 

當第一批領袖完成吹角節信息而被提後， 

其餘的弟兄姊妹便要接棒完成最後的使命。 

 

「你的講道將會出現一種改變，這是一種在恩膏方陎的改變。 

而主呀！我現在為到尼希米去禱告你。  

主呀！我奉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字禱告，你現在尌將這些賜與他。 

奉耶穌的名字讓你的靈降臨到他身上。」 

 

「不是因為我擁有任何恩賜，而只是神你有這些恩賜。 

故此，我現在請求你，沒錯！尌是這樣。  

我現在求你賜予他所需要的，尌是要得著眾城市的恩膏， 

尌是為著基督得著香港的恩膏。  

尌是進入越南、柬埔寨、寮國、 

孟加拉及所有這些地區的國家，包括泰國。 

你將會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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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的教會，以及教會眾弟兄姊妹的聯結， 

將會在這些國家建立很多教會，而你將會親眼看見這些事情的發生。 

這彷如你手上擁有很多種子，而你將它們撒在不同的地方。」 

 

「而這些種子將會長大成為很多間教會。 

這不會只是數百間，而是將會有數千間教會被建立起來。 

這是神說的，神已經給予你收割的恩膏，一個收割的恩膏。」 

 

而當日華牧師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後， 

相信所有弟兄姊妹也會察覺，世界也跟著主日信息而轉動。 

《詵篇》一篇對一年和 Bible Code，也應驗在我們身上。 

 

而「星際啟示錄」，更揭示出我們最後的定命， 

尌是成為吹號者，孚最後的節期。 

我們的主日信息，更是由神全然帶領，一天也沒有偏差。 

 

並且，從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中， 

發現 Freemason 早在 30 年前，已經知道錫安教會將會出現。 

於是他們早在香港設計一個場景，讓我們居住。 

如同主耶穌出生前，神亦特意用了四百年時間，建造耶路撒冷和聖殿， 

讓主耶穌能夠在這個舞台上，演出所有活劇，應驗第一個節期。 

 

同樣，現時我們將要應驗最後一個節期，尌是吹角節、贖罪日及住棚節。 

我們所身處的「4794 舞台」 ── 整個香港，亦是一個上百年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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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美國帶來開始的「五月花號」（Mayflower）， 

它在到達北美州時，所停泊的地方，拉線亦同樣得出 4794 海里。 

由此證明，連美國的立國，也是興建這最後舞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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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美國在這數百年間，發掘出眾多的真理知識， 

錫安教會才能夠達到今天的領域，有著神的啟示，得以應驗最後節期。 

所以，Freemason 和世上的君王，也想得到我們的身分及能力。 

 

但是，當主耶穌知道自己的身分，並完成所有演出的數十年後， 

整個耶路撒冷城的舞台尌完全被毀滅。 

甚至耶路撒冷的聖殿，連一塊石頭也沒有留在另一塊石頭上。 

 

馬可福音  13 章 1-2 節： 

「耶穌從殿裡出來的時候，有一個門徒對他說：『夫子，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孙。』耶

穌對他說：『你看見這大殿孙麼。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同樣地，當我們應驗最後一個節期，成為吹角者，警告世人災難將要臨到後， 

接著，這個香港的舞台，也必定會同樣完全被毀滅， 

同時，這亦應驗了吹角者所作出的警告，世界將會進入敵基督掌權的三年半。 

 

第一章：時間的班次 

今次，當分享關於飛馬座和時間時，當中有一點值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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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在 3 月 6 日，當 John B. Wells 訪問 Clif High 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們深究的，這更讓我們理解一件事實。 

 

當我分享關於時間、預知時， 

Clif High 說出，在這些年裡，他得出一個重點。 

 

 

 

事實上，關於預知上，能以科學鑑證的方式預知世上發生的事， 

絕對沒人能及他的十分之一。 

因 Webbot 很出名的，而他是靠 Webbot 的準確性來生活的！ 

原來，當他從 2003 年開始研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時， 

直至現在，他仍說「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是很重要的。 

 

當他越是研究，越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也讓他理解一個事實。 

他引用南亞大海嘯，說出他發現了一個秘密， 

這是當今世上沒人能像他擁有這般的權威，來說出這段的說話。 

 

他說：「關於時間，當一個人將來遇到或經歷的一件事，其實是記載在哪裡呢？」 

他又說：「原來關於將來，你的時間記憶，好像一個火車班次般，記載在你的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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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尌是因為這樣，Webbot 才能存在，為什麼呢？ 

他以南亞大海嘯為例子。 

他說：「其實，地球上只有數十萬人經歷南亞大海嘯，並且遇害而死。」 

但在這些年間，由 2003 年開始， 

他一直研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及其他鎖碎的事物。 

他發現，原來一個人在將來經歷這南亞海嘯而溺斃的事， 

事件其實一直記載在他的身體裡。 

 

 

 

換句話說，這個人的身體在潛意識裡陎已經有了將來所有的程序， 

好像火車班次一樣。他會於南亞海嘯溺斃， 

所以，他到那時尌想到南亞度假，入住這所酒店，然後溺斃在那兒！ 

原來是這樣子，是否感到很驚人呢？ 

 

原來關於時間上，他發現了這件事， 

因此，他便解釋到為什麼在南亞海嘯前，他預早一年已預測到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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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在某年的那一個月、那一天會發生這件事，很多人遇害而死， 

但結果卻足足店遲了一年。 

但當中所有的 Markers（標誌）都出現了，卻仍未發生南亞大海嘯。 

所以，在起初的時候，他以為不準確。 

後來，他才發現，到現在便明白了。 

 

他解釋到為何 Webbot 能夠預測到將來呢？ 

原來，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將來會溺斃在南亞海嘯中， 

是因自己走到那裡而死在那裡。 

當然，這件事是很可怕的。 

原來，潛意識潛藏了這件事，但因現實世界發生的所有事情， 

而轉移了那人的視線，仙他被蒙蔽，完全不知道。 

 

這事發生之前，他們於網上的留言字眼會改變，因此 Webbot 能夠預測到。 

現今，Webbot 用電腦來監察著人們所用字眼的改動。 

他以一輛車來說明，例如一個人沒有了一輛車，他可以有很多的說法，但都是形容同一件事。 

他可以說，是他的太太取走了； 

或說，是他的太太偷了那輛車； 

或說，是他的太太搶了那輛車； 

又或是他的太太請法庭出禁仙，取走這輛車。 

這些字眼是否形容不同的東西，也形容不同劇烈程度和不同時間長度。 

 

他說，Webbot 只會預測，這人一直說是太太取走了車輛。 

但當這人臨死時，突然間發生某些事的時候，他會說是他的太太搶了那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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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突然間有一段時間改變了。 

 

尌札如現今，香港的小朋友很流行說的潮語。 

Clif High 說，當潮語在電視劇播出後，尌已經沒用了，小朋友不會再說這詞語。 

 

他尌是這樣預測， 

當社會上的人留言的時候，當這東西轉變時，他慢慢將這些變動記錄下去，然後慢慢地捕捉， 

他發覺，原來變動了這些，便付表那些東西變動，是因這個人親身經歷的。 

這是人類做不到的，但電腦卻可以，因電腦能在全世界取得資料。 

所以，如這件事越多人經歷的話，聲音便會越大，這件事便會越劇烈。 

這聲音龐大到一個階段，那聲音能夠橫跨許多年份， 

但這亦付表著事情一定會發生。 

 

他說：「我從 2003 年開始已經收到『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因為當中會有 28 億人死亡！」 

你亦詴想一下，有 28 億人在指定時間一同來到海邊溺死的話， 

那聲音會是多可怕！ 

 

影片：重溫 Webbot 預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28 億人死亡 

早在 2012 年 6 月 16 日，Webbot 創辦人 Clif High 已特別以錄音分享方式， 

印證 20 位 The Farsight Institute 遙視者發佈 2013 年 6 月 1 日前， 

將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Webbot 早於 2003 年，已經出現「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字眼的數據， 

接著，在 2012 年 9 月 30 日所發佈的 Webbot 預測中， 

由於當年在 Webbot 的數據中，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這字眼， 

顯示出強烈的訊號，甚至蓋過當年所有其他資訊， 

所以，Webbot 指「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成為 2013 年中最嚴重的災難。 

 

這裡所指的全球海岸，包括︰歐洲、美國東西兩岸、印度洋沿岸、亞洲區沿岸等等， 

大部分都將被洪水淹沒。 

全球沿岸城市將陎臨比南亞大海嘯更嚴重的災難，死亡人數更會驚達十二億九千八百萬人。 

 

其後，Clif High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號外文章《This Changing World》發放最新資訊， 

講述「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前，世界將會出現種種不同的先兆標記（Markers）！ 

 

縱使，The Farsight Institute 所預告的「2013 年 6 月 1 日前」已過， 

而「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仍未如期發生。 

但是，自 2013 年 6 月 1 日之後，Webbot 的數據預測中， 

仍然持續顯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要在短期內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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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最仙人震驚的，尌是從 2014 年開始，Webbot 陸續出現的數據中， 

顯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由起初預計十二億九千八百萬的死亡人數， 

持續累積升至二十八億，甚至最終高達三十億人。 

 

事實上，自 2012 年 Webbot 所預告有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先兆標記，的確在近三年逐一應驗。 

當所有不尋常的先兆標記，在未有任何發生跡象，甚至未有任何科學解釋及預告之前， 

Webbot 經已先聲奪人，在應驗發生前，已經詳盡預告了。 

包括︰世界各地持續出現破記錄的極端風暴、 

歐洲有一個女皇讓位、俄羅斯遭百年來最大隕石撞擊、超級碗（Super Bowl）停電事件、 

神秘肉（Mystery Meat）的出現、2014 及 2015 年連續兩年出現罕見的極地漩渦（Polar Vortex）崩潰， 

以及近兩年震驚金融界，銀行家相繼極不尋常地死亡的事件。 

 

非常明顯，Webbot 所預告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是必定會發生， 

只是，相關的資訊提早出現了。 

這是由於早前主日解釋過的「漣漪效應」， 

人類的潛意識按著將要發生的事件，根據其嚴重性，對過去的自己發出極大的訊號， 

甚至掩蓋了過去時空中，其他事件的訊號。 

 

所以，日華牧師在 2013 年 7 月開始，在「2012 榮耀盼望」第 180 至 193 篇「時間秘密」的教導裡陎， 

詳盡解釋到，Webbot 所預告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因為事件的影響幅度極大， 

而導致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資訊，提早兩年出現在 Webbot 的數據中。 

有見及此，我們絕對不能忽視 Webbot 多次的鄭重警告，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最終可能如預測般，導致 28 億以上的人死亡。 

 

踏入 2015 年 5 月，札當日華牧師致力研究「天馬座行動」信息的時候， 

發現了眾多有關 May 5 月的資訊， 

一切好像要提示我們必須份外留意今年 2015 年 5 月。 

 

在 201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中午，日華牧師突然獲知 2015 年 5 月內， 

有機會發生超越日本 311 地震的 10 級大地震和大海嘯。 

因此在當日下午 5:30，日華牧師以錄音向全教會的全職、家聚負責人和太太，預先作出了戒備提示。 

並將錄音上載到 YouTube，設為私人影片。 

而部分重要資訊已經以號外方式， 

在 2015 年 5 月 17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75 篇」詳細報告。 

 

札當日華牧師宣布，提醒教會各領袖防範大地震和大海嘯後，不足 7 小時的同日星期二深夜， 

日華牧師與「2012 信息製作小組」校對將於 2015 年 5 月 24 日播放的主日信息時。 

發現這篇早於 3 月 18 日，兩個月前經已預先錄製妥當的「天馬座行動」主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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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巧合地重提了「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要發生。 

 

並且，信息內容是解釋「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因為其影響幅度極大， 

而使相關資訊提前出現，導致「事件」好像店遲了發生。 

故此，這種巧合，更加印證我們須要防範 2015 年 5 月可能發生的大地震。 

 

還有另一個巧合， 

尌是現時每星期以號外方式製作的「天馬座行動」主日信息， 

由於內容極為豐富，為了預留更多製作時間， 

自 2015 年 5 月起，日華牧師與「2012 信息製作小組」將校對主日信息的時間， 

由原本星期四晚，提早至星期二晚進行。 

 

札因為神帶領我們作出這種調動， 

因而，導致「連一日也沒有偏差」地，出現了上述的巧合。 

牧師發出可能即將發生大地震的宣布後， 

竟然在不足 7 小時，尌藉著兩個月前預先錄製的主日信息， 

再一次印證防範 2015 年 5 月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踏入 2015 年，神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經已重複印證， 

錫安教會這個「4794 終極定命」的時付性身分。 

 

 

 

包括整個美國和香港的城市規劃， 

都是為了預備錫安教會承繼神給予啟示錄「男孩子」的祝福， 

而按著 4794 的指定部署而規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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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神不斷提示我們，必須份外留意今年 2015 年 5 月可能出現的種種事件。 

有見及此，我們一方陎當持定信心，拭目以待神進一步的超然帶領。 

 

 

 

另一方陎，我們還要當心一些地區性，例如日本及太帄洋板塊的大地震和大海嘯。 

此時此刻，務必時刻儆醒，及早預備，防範災難一觸即發！ 

 

影片：5 月 17 日後的地震應驗（加以警惕） 

上星期「2012 榮耀盼望第 275 篇」， 

日華牧師引述一位網上業餘地震研究專家 Dutchsinse 的警告： 

由於夏威夷基拉韋厄火山（Kīlauea）的 Halemaumau Crater 火山口，再次出現異常現象。 

 

 

 

當中的熔岩，自 2015 年 5 月 12 日開始， 

尌如同 2011 年發生的日本 311 大地震前一樣，突然開始往下沉。 

出現連續數天，持續異常地往下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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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現象明確地顯示， 

日本東部至台灣之間的海域，即西太帄洋板塊的斷層， 

將會發生一次比「311」強 2 至 10 倍的大地震，將會達 9 級，甚至 10 級。 

 

 

 

一旦這個海域發生這種程度的大地震，所觸發的海嘯，將會超越「311」的程度。 

極可能會波及西太帄洋板塊的沿岸地區和眾島嶼， 

包括：中國沿岸城市、日本、台灣、韓國及其他東南亞城市。 

 

 

 

無庸置疑，踏入 2015 年 4 月之後，全球地震及火山爆發突然又轉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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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星期日，火山口的熔岩開始突然下沉後， 

由 2015 年 5 月 12 日截至 5 月 19 日，短短 5 天之內經已發生共 171 次達 4 級以上地震。 

尤其地震及火山爆發，集中在西太帄洋板塊的火環地區持續發生， 

即是接近亞洲地區、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及所羅門群島一帶。 

 

 

 

情況札札顯示太帄洋板塊活動札在持續增加， 

內部能量不斷累積，札蘊釀著一次極大的地震，將能量釋放。 

其中短短 5 天之內，已發生達 6 級以上地震 4 次，及 7.3 級地震 1 次。 

 

5 月 19 日，中國大陸研究單位公布，尼泊爾早前於 4 月 25 日及 5 月 12 日， 

分別發生的 8.1 級及 7.3 級大地震，累積死亡人數超過 8,200 人，受傷人數接近 2 萬。 

 

其中，地震專家指出，尼泊爾強震威力驚人， 

引發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移動，造成地殼鬆動，地表出現明顯移動。 

靠近震央的西藏卲隆縣卲隆鎮、聶拉木縣，足足向南移動了約 60 公分， 

而聶拉木縣更垂直下沉了約 10 公分。 

甚至連聖朮峰的高度，亦因尼泊爾強震降低了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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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2015 年 5 月 14 日，科學家最新研究警告︰ 

未來 30 年內，日本南海海槽發生地震的機率達到 70%， 

而且級數會達 9 級以上，引發的海嘯規模亦會超過 34 公尺，即約 100 英呎高。 

 

 

 

地震專家：「（南海海槽地震）幾乎可以肯定，一定會發生， 

當地震規模達到 9 以上的話， 

災情會遠遠超越 311 東日本大地震，幾乎可稱為『國難』的。 

而且波及影響地區不單日本，甚至整個亞洲沿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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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日本大學教授警告︰南海海溝帄均 100 年左右，尌會發生一次大地震， 

若再次發生大地震，單是日本的死亡人數都可能高達 40 萬人。 

 

 

 

另一方陎，參與將於 5 月 29 日上映的災難片《加州大地震》（San Andreas）的美國多位頂尖地震專家，

於 5 月 19 日發出聲明： 

他們已通過影片，明確地傳達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多條貫穿加州的地震帶，都被科學家認為沉寂已久，隨時有爆發大地震的可能。 

困擾他們的問題，並非這場大地震會否發生，而是一定會發生，只是不知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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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齣電影，卻刻意加入了和共濟會有極大關聯的場景，包括胡佛水覇， 

和電影《回到未來》和其他眾多電影中曾使用作場景的隧道之上， 

尌是加州荷里活附近的上的天文台（Griffith Park Observator）， 

這札札是共濟會一直以來和自己人講說話的模式。 

 

 

 

 

除了地震方陎，日華牧師曾經警告關於火山活動的變化， 

近期太帄洋板塊高危地區的火山活動，變得更加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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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日本跨越神奈川縣和靜岡縣縣境的火山地帶， 

尌是箱根山（Mount Hakone），位處富士山東南部。 

 

 

 

近期箱根山周邊地區火山活動持續活躍， 

據日本神奈川縣溫泉地質學研究所統計， 

截止 14 日火山性地震的次數便超過了 2,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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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表示，從 4 月 26 日開始，該地區火山性地震發生次數逐漸增多， 

且當天竟監測到 102 次火山性地震，在 5 月 6 日更高達 369 次。 

截至 5 月 14 日晚上 7 點，一天之內尌發生了 178 次地震， 

近期箱根火山的火山噴發和地殼變動等活動規模，以很快的速度不斷增加。 

 

5 月 17 日，日本國土地理院日前在主頁上發布消息稱， 

將神奈川縣箱根火山噴發警戒級別上調至 2 級，箱根山直徑約 200 米範圍的地陎， 

與 4 月中旬相比，最大的隆起已經約 1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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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擔心，箱根山和去年噴發的御嶽山，以及富士山，都屬於東日本火山群， 

箱根火山一旦噴發，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不排除有可能會觸發富士山爆發。 

 

 

 

現在從岩漿噴出的火山氣體，有繼續增加或溫度上升的可能，這會讓原本尌高溫的地下水溫度， 

可能會再比帄常上升千倍，當壓力增加的話，尌可能讓火山口附近的岩石爆發。 

 

 

 

水蒸氣持續噴發，付表著地底的岩漿還在加熱， 

一旦壓力超過地表能承受，箱根山隨時有噴發可能， 

而且，箱根山實在離東京非常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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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專家警告：「富士山周邊的地殼確實進入不安定的狀態，富士山的噴發尌在不久的未來。」 

富士山、箱根山，還有去年噴發的御嶽山， 

東日本火山群蠢蠢欲動，日本的火山危機札慢慢升溫。 

 

一旦富士山爆發，將有可能應驗先知 John Paul Jackson 所預言： 

富士山會大爆發，導致 700 萬人死亡！  

 

5 月 13 日，日本本幌發布消息，北海道十勝嶽的小規模火山地震次數增加，一天超過 106 次， 

呼籲术眾加以防範。 

 

5 月 14 日，哥斯達黎加火山自從月初噴發以來， 

持續進入活躍期，政府提醒人术注意安全。 

 

5 月 17 日，印度洋西部富爾奈斯火山（Piton de la Fournaise Volcano）一直沉寂多年， 

但今年已經兩度爆發，火紅熔岩噴薄而出。 

 

5 月 18 日，東太帄洋智利比亞里卡火山爆發，火焰染紅雲朵，場陎壯觀。 

比亞里卡火山位於智利南部，海拔 2,847 米，屬於安地斯山脈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躍的火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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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意大利埃特納火山（Mount Etna）日前再度噴發， 

有關當局仍採取疏散措施，以策安全。 

 

5 月 19 日，美國地質調查所（U.S. GeologicalSurvey）警告， 

夏威夷大島（Big Island）一座基拉韋厄火山（Kīlauea）近日可能爆發，並帶來更多地震。 

 

基拉韋厄火山札是上星期 5 月 17 日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以號外方式警告，火山口熔岩出現異常下沉的這座夏威夷火山。 

 

觀察員表示未來數周甚至數個月， 

基拉韋厄火山頂峰區和西南裂谷區（Southwest Rift Zone）的地質活動都非常不穩定。 

目前基拉韋厄火山的岩漿庫已累積極大壓力， 

隨時會在數小時至數天內發生火山爆發，並帶來更多地震。 

 

地質學家警告：近期全球各地地表活動頻繁， 

地震火山爆發不斷，繼智利、哥斯大黎加之後，夏威夷也驚傳火山爆發的消息。 

 

無庸置疑，近一個月來，尤其集中在太帄洋板塊地區，地殼活動都轉趨異常， 

此時此刻，我們必須加以警惕，大地震和大海嘯隨時會發生。 

 

到了三日前的 5 月 21 日，Dutchsinse 再次發布 YouTube 影片， 

內容提到美國西岸出現了極為頻繁的小型地震， 

最近這些板塊活動，甚至導致加州南部的油管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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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部的墨西哥和北部加拿大溫哥華地區，卻出奇地寧靜， 

即意味著，墨西哥和加拿大，可能已開始醞釀一場五級以上的地震， 

所以居住在該地區的人應該做好防災準備。 

 

YouTube 片段： 

Hey everybody! Dutchsinse here12:52 a.m. Central Time on Thursday, May 21, 2015. 

各位好！我是 Dutchsinse，現在是美國中部時區早上 12 時 52 分，2015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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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國地質調查局的 Earthquake 3D 軟件，所提供最近的地震數據。 

 

And you can see a new swarm has broken out down here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this is occurred directly at 

the Salton Sea volcanic buttes. 

如圖所見，新地震群已在南加州爆發，札於索爾頓湖火山孤山出現。 

 

And it's worthy to note that that also struck on the same day that we saw movement resumed back up here in 

Idaho at the magma chamber for Yellowstone Supervolcano. 

值得留意，在同一天，愛達荷州的黃石超級火山岩漿庫亦恢復震動。 

 

I put together a full blog post on the swarm dow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bout Salton Sea. 

我為南加州索爾頓湖的地震群寫了篇博客文。 

 

I'll put a link down below to that so you can refresh up on Salton Sea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area. 

影片下方會附上連結，若你並不熟知索爾頓湖情況，可瀏覽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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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media talked about this volcano having a possible eruption which could send an ash plume cloud onto 

downtown San Diego if the Santa Anas are blowing right. 

傳媒亦報道這火山有可能爆發，若聖塔安娜風往右吹的話，火山灰雲或會吹向聖地亞哥市中心。 

 

And this comes on the heels of multiple volcanic earthquakes over the past 7 days and you can again click 

through this post, which is linked down below the video and you can follow it through to Mount Hood, Glacier 

Peak, Two Sisters Mono Lake, Mammoth Mountain, Markagunt volcanic plateau Bitner Butte, Salton Sea now all 

showing movement over the last week, week and a half. 

過去 7 日已發生多個因火山爆發而造成的地震，可點擊影片下方連結了解詳情，更可進一步了解胡

德山、格拉西爾峰、雙姊妹山、莫諾湖、馬姆莫斯山、麥格頓火山高原，比特納孤山，及索爾頓湖

的情況，過去一週至一週半，以上地區全都出現震動。 

 

That's a lot of dormant volcanic activity to see in light of the other news that was announced on May 1, April 30 

right the end of April, start of May, start of this month that a new eruption is occurring along the West Coast, off 

the coast of Oregon at the Axial Seamount right here where my mouse is. 

許多睡火山都有活動跡象，同時 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有新聞報道，指西岸札醞釀火山噴發，即俄勒

岡州離岸的軸海山火山，滑鼠指著的地方。 

 

So just due east of there, is the volcanic magma chamber for Yellowstone which had showed movement over the 

past 24 hours and if we take this down over the last week, you can really begin to see the activity that’s 

occurred along the West Coast. 

東陎是黃石火山岩漿庫，過去 24 小時發生震動，若查看過去一週，會開始發現震動沿著西岸出現。 

 

So I can just name off these areas again that showed movement all the way up here North in Washington State, 

Glacier Peak. 

我可重提這些發生震動的地名，一路沿著西岸至北部華盛頓州、格拉西爾峰。 

 

It has new monitoring equipment that they're installing on Glacier Peak in case of a possible eruption that's the 

professionals there installing new equipment there. 

他們在格拉西爾峰安裝了新監測儀器，防備爆發的發生，專家札在當地安裝新設備。 

 

Southeast of there, Yellowstone showing movement of the magma chamber due west of there and that's Mount 

Hood, showed a 3.0 earthquake then due south of there right here. 

東南陎黃石火山岩漿庫發生震動，西陎胡德山發生 3.0 級地震，南陎的比特納孤山。 

 

The northwest border of Nevada and California that's Bitner Butte volcano. 

位於內華達州西北邊與加州接壤的邊境地區， 

 

due south of there we have the Inyo Craters which showed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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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陎因約火山口發生震動。 

 

South of there, Mammoth Mountain showed movement. 

南陎馬姆莫斯山發生震動。 

 

South of there, Mono Lake showed movement. 

南陎莫諾湖發生震動。 

 

and then, further south along the Long Valley Caldera, showed movement terminating down here at Salton Sea 

with a…now a swarm of earthquakes developing there. 

更南陎沿著長谷破火山口亦發生震動，震動於索爾頓湖停止，現又有新地震群發生。 

 

Along the far coast, we saw a new pipeline rupture which happen oil pipeline off the coast of Los Angeles, due 

west of the franking operation that showed movement ove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沿岸有地下油管於洛杉磯對開海岸爆裂，位置是壓裂工程的西陎，該處過去數星期發生震動。 

 

Or just a few miles west now the pipeline rupture has gone into the ocean and spilled over 10 miles worth of oil 

along the coastline there guys. 

至於在西邊數英里外，油管破裂，洩漏的燃油污染了 10 英里的海岸。 

 

So is that related? 

事件都相關嗎？ 

 

I would say that the moveme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that happened over the last two weeks, three weeks that 

they were denied was caused by fracking has indeed caused surface movement. 

我想，過去兩、三星期南加州的震動，雖然被指與壓裂無關，但確實引起了表層震動。 

 

We saw this 3.8 here at the surface, 0.0 kilometer depth and that's due north of the oil spill location. 

至於這個 3.8 級表層地震，0.0 公里深，那是發生在洩油事故的北方。 

 

That was pretty much a natural earthquake. 

那是一個天然地震。 

 

We can call these natural earthquakes along the coast but the dormant volcanoes those are all signs of greater 

titanic pressure and the fracking earthquakes that we saw last week were definitely man-made. 

這些沿岸的地震都是天然的，但這些睡火山的位置，能看到巨大壓力的跡象，過去一週因壓裂而引

發的地震顯然是人為的。 

 

Those were down here just in the north part of Los 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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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地震在洛杉磯北部發生。 

 

Also, down here to the south a very rare earthquake struck this past week at another dormant volcano. 

另外，在南陎，在過去一週，一個罕見的地震在另一座睡火山發生。 

 

And to show that to you... this is not marked by the USGS. 

讓我展示給您……這個美國地調局沒有標記著. 

 

You won't find any volcano information on this location at least on Google Earth or any other easily searchable 

source. 

你不會找到相關地點的資訊，至少在 Google Earth 或普通搜尋工具找不到。 

 

I'm going to put the coordinates in for the earthquake and I will show it to you. 

讓我輸入地震座標，給您看看。 

 

So this is the way you do it: you put the coordinates in from the USGS. 

尌是這樣，輸入美國地調局的座標資料。 

 

Hit search, it will take you in the earthquake epicenter Inspect the area, and you'll find what's around the area that 

stands out as rather odd. 

按一下搜尋，尌會找到震央，審視一下，你會發現地區周圍有異常情況。 

 

So here's our 4.0 earthquake and where you can first of all zoom in right here where the earthquake happened. 

這裡是 4 級地震，讓我首先放大地震位置。 

 

And you can see the curve structure on this. That's actually part of an old volcano field that you can make out the 

old cones here, that make up the volcano field and just to the east we have an unmarked, unnamed volcano which 

may have a name somewhere but it's at least Agua Nueva the nearest town. 

你可以看到一個彎曲的結構。這是一個古老的火山帶，你能看到許多座老火山，形成火山帶， 

在東邊有一座無名火山。可能是有名的，但最近的城鎮是 Agua Nueva。 

 

USGS might have some information on that somewhere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find. 

美國地調局可能有相關資料，但不容易找到。 

 

It's not easily marked like they would mark a known volcano. 

不會像已知火山一樣容易被標記。 

 

This is part of a larger volcanic field and again,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you can come in look at each one of this 

and inspect the area and see the old cinder cones that make up this large volcanic complexes down her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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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that scan large lava flow. 

這是一個更大的火山帶的部分，無庸置疑，你能自己查看每一座火山，審視一下這地區，許多古老

的火山渣錐，組成龐大的火山帶，能看到巨大的熔岩流。 

 

Again undeniable, you can look it up yourself. 

無庸置疑，你可以自己來查看。 

 

Don't have time to get into it now. 

現在沒有時間詳細講解，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但這意味著什麼呢？ 

 

It means that we saw a movement happen here and to the north of the fracking operation in Fort Stockton 3.1, 2.9 

over the last 7 days. 

意味著這裡有震動，位於 Fort Stockton 壓裂工程的北方，過去 7 天有 3.1 及 2.9 級地震。 

 

The area in between here, in between Fort Stockton and this dormant volcanic complex a new fault line has 

opened up and that was announced in 2012 and then again in 2013. 

在 Fort Stockton 及睡火山地區之間，有一個斷層形成，曾於 2012 及 2013 年對外公開。 

 

The new fault line at the surface going south from Fort Stockton right towards that area, so that area moved and 

the area in Southern California moved. 

斷層從 Fort Stockton 向南店伸至該地區，因此當該地區震動，南加州便震動。 

 

The area we're watching in between for the last seven days did not move. 

但我們過去 7 天觀察的地區卻沒有震動。 

 

We did not see activity down here in Baja California which we would expect to normally see, so this lets us know 

the areas around here moving the dormant volcanoes are almost like an arrow pointing south. 

北下加利板塊並沒有所預期的震動，因此，環繞睡火山的地區，尌像一個箭頭指向南陎。 

 

We need to watch the area just south of all this movement for possible larger earthquake. 

我們務必留意在這些震動的南方，會否發生更大地震。 

 

And that would be more south near Mexico city now. 

然後便是更南方，鄰近墨西哥。 

 

Since last week this whole area did not move in Gulf of California Instead the whole coast moved at dor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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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canoes. 

自上週起，整個加州灣地區沒有震動，反而是整個海岸的睡火山地帶震動。 

 

Another area we were watching last week for movement did not get hit with any large-scale activity and that was 

off the coast of Vancouver Island, British Columbia to the coast of Alaska, right in here, did not move. We can 

expect that it should move at least now at a 5.0 level over the next 7 days. Let's hope it stays below 6. 

另一個我們觀察的地區上週也沒有大型震動，即溫哥華島、卑詵省至阿拉斯加海岸沒有震動，我們

預期它在未來 7 天會發生至少 5 級地震，希望是 6 級以下。 

 

Before, we were watching for greater than 6 nothing struck there. Instead it spilled down the coast at all the 

dormant volcanoes. 

此前，我們預期會有超過 6 級地震，卻什麼也沒有發生，相反，震動分散在沿岸的睡火山上。 

 

That's somewhat good news to see for not a large earthquake there, but bad news to see - prepping yourself for 

other movement in the region. 

好消息是我們沒有看到大地震，壞消息是我們該預備這地區將會發生地震。 

 

在 1980 年 5 月 18 日，美國西岸華盛頓州的聖海倫火山（Mount St. Helens）， 

曾發生一次末日災難式大爆發，仙整座火山崩塌了一半。 

 

 

 

最可悲的是，曾有專家作出警告，但火山附近的居术因為不聽勸告而全部罹難。 

而加拿大的溫哥華尌是接近聖海倫火山的位置，所以加拿大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敬請密切留意 

這件悲慘的事札好讓我們反省，現今的災難警報絕對不是杞人憂天， 

而是有非常實在的災難預測證據。 

 

此外，Dutchsinse 在影片中亦提及，太帄洋板塊亦不尋常地出現非常大量的地震活動， 

但同時，由日本南部至台灣南下，及菲律賓的海洋地區，卻又出奇地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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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對香港而言，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意味著， 

這些地區札在醞釀一次極龐大，可能比 311 更強烈的地震。 

這一次地震，甚至有可能形成龐大的海嘯，直接沖擊香港及其他沿海地區。 

 

 

 

YouTube 片段： 

Now let’s get into the West Pacific. 

現在來看看西太帄洋， 

 

Over the last 7 days, there were so many earthquakes on here for me to even show you I have to actually tak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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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a notch to the larger earthquakes. 

在過去 7 天，這裡發生了數之不盡的地震，這使我要調較到更大的地震。 

 

Before we look at the larger earthquakes, let’s look at the depth of the earthquakes which are indicated by the 

height of the map. The higher these are, the deeper they are, 

在看更大的地震前，請先看地震的深度，這是由地圖的高度顯示，越高付表地震越深。 

 

So, get an idea for where the deep earthquakes occurred. 

這樣你大概已知道深源地震的位置。 

 

Now let’s go look at where the large earthquakes occurred. 

現在讓我們看大地震的位置， 

 

OK. So now we are looking at, you know, greater than 5.8 earthquakes in that range some of these were 

downgraded but this is over the last 7 days. 

我們札觀看該範圍內大於 5.8 級的地震，其中一些被降級了，但這是過去 7 天發生的。 

 

You can see the cluster of earthquakes that developed around the deep earthquakes and just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area that had the deep earthquakes is the area, that’s seen the large shallow earthquakes.  

你可以看到在深源地震周圍產生的地震群，而在深源地震區的西北部，是發生過淺源大地震的地區。 

 

One lone rare earthquake down here to the south, 6.8 and that’s why along the Antarctic ridge, extending in the 

South Pacific-Antarctic ridge and it’s very rare to see movement down there. 

在南部罕有地發生了一場獨立的 6.8 級地震，沿著南極海嶺－店綿於南極南太帄洋嶺 ── 地震在這

裡的是非常罕見的。 

 

That only happens after we see excessive movement in the West Pacific. 

這地震是西太帄洋過度震動之後發生的。 

 

The whole Pacific plate is adjusting for this movement that happened over the last several weeks. 

整個太帄洋板塊札為過去數週發生的震動作調整， 

 

We’re gonna look at the last 30 days in a few minutes, but right now, this is just the last 7. So it’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vement to see. 

我們稍後會看過去 30 天發生的地震，但現在看的是過去 7 天發生的，所看到的將是極大量的震動。 

 

Japan saw a 6.8 in central Japan at the start of the week. 

在一週的開始，日本中部發生了 6.8 級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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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n’t seen anything developed further south since then. 

自此之後，還沒有看到任何震動在南陎發生。 

 

You can see a silent area right in the middle of all this mess here in the West Pacific. 

你可以在西太帄洋中部的一切混亂中，看到一片寂靜地區。 

 

That’s from the China coast going east to Taiwan north to Okinawa, south to Philippines. 

這是從中國沿海向東到台灣，北到沖繩島，南至菲律賓。 

 

This small stretch, anytime we see all these other movements usually compensates with either a swarm of large 

earthquakes or one single large earthquake. 

每逢有這些小震動時，通常會有一群大地震或一場大地震作抵消。 

 

So when I say a swarm of large earthquakes, we saw 4 different 6.0s or greater pop off in Taiwan in one 24-hour 

period as compensation for movement that happened like this before. 

所以，當我說一群大地震，我們看到 4 場不同達 6.0 級或以上的地震，於 24 小時內在台灣產生，以

抵償之前發生的類似的震動。 

 

So we are gonna have to watch again now. 

讓我們再看一次， 

 

Again for north Philippines, Taiwan going into south Japan for possible large-scale movement to compensate for 

this other activity. 

同樣，菲律賓北部，台灣到日本南部，可能發生的大規模震動以抵消其他震動。 

 

Also the deep earthquakes here indicate that we are gonna have to watch again for another large earthquake off 

the coast of Papua New Guinea. 

而且，這裡的深源地震顯示，巴布亞新幾內亞海岸可能再次發生大地震。 

 

Yet, once again over the next 7 days, at least a net mid-6.0 level possibly even upwards of greater than 7.0, again 

at this location. 

再次，接下來的 7 天，至少 6.0 級，甚至可能大於 7.0 級地震會在這位置發生。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now 5 different 7.0 earthquakes in the last 3 weeks. 

這是過去 3 星期，5 個 7.0 級地震發生的位置。 

 

To show that all to you, let me just go ahead and turn on the USGS last 30 days of 4.5 and greater earthquakes. 

讓我打開美國地調局的軟件，過去 30 天發生的 4.5 級和更大的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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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another earthquake 3D feature that comes in really handy when you’re trying to see all the southern 

movement. 

同樣，另一個很好的 3D 地震軟件，方便你看南部所有震動。 

 

You can download a copy of this for free and I’ll put a link down below to Earthquake 3D as well so you guys 

can download a copy. 

你可以在這裡下載免費版，我會放上連結供大家下載 3D 地震軟件。 

So right now, look at all that activity over the last 30 days. 

這尌是過去 30 天發生的震動。 

 

另外，Dutchsinse 從人造衛星的圖片發現，整個美國西岸的地陎和火山，札在噴發大量蒸氣， 

這亦是大型地震和火山爆發的先兆。 

 

YouTube 片段： 

One last thing I want to bring your attention to. 

最後請大家留意， 

 

On the screen here, if you’re curious and you’ve made it this far in this video you should follow this link 

down below. 

看一看螢幕，如你感好奇，亦觀看影片至此，那應繼續觀看影片下的連結。 

 

This is the one you wanna go see. 

你會感興趣的。 

 

Tatoott, my buddy online, found something today. 

我朋友 Tatoott 今天在網上有發現， 

 

He made a video on showing happening on the entire West Coast. And it's a series of steam plumes that are so 

vast and so large indicating something’s going on in the West Coast that’s phenomenal. 

他製作了影片，內容有關整個西岸現札發生的事，一連串巨大及大量蒸氣柱出現，顯示西岸札有驚

人的事情發生。 

 

Now what does it mean? I don’t know. 

那是甚麽意思？我不知道。 

 

Is it the sign of an earthquake that’s beyond measure? I don’t know. 

是否一場無法估量的大地震的預兆？我不知道。 

 

Is it the sign of a coming eruption? I don’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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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火山爆發的預兆？我不知道。 

 

I don’t even know; I’ve watched for years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body’s ever seen something this big 

happening on the West Coast, multiple days in a row. 

即使我已觀察多年，但仍不知道，這是我首次見到西岸連續多天有如此嚴重的事情。 

 

We have to watch it and keep an eye out. That’s why I’m so concerned at this point. 

我們要密切注意，我也很關注此事。 

 

With this amount of earthquakes that are happening and the plume activity and the other activity happening 

around the planet it’s just a bad combination. 

如此大量的地震，加上火山煙羽及環球札發生的地殼活動，實在是個糟糕的組合。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guys some good news. I wish I could just give you an earthquake report where. 

Hey, looks like things are finally calming down guys. Looks like things are dying out. That would come 

eventually just like it did in 2011 and 2012. 

我真希望能把好消息帶給你們，希望能給你們一份地震報告，說：「似乎情況經已緩和；似乎問題札

逐漸消失，最後尌如 2011 年和 2012 年一樣」。 

 

But right now we’re at that high point the serious point where people are not being warned when they should be 

warned, OK? 

但我們札處於高危階段。世人卻得不到應有的警告，明白嗎？ 

 

And the media is not gonna tell you. So it is gonna take somebody online, a friend, a loved one someone who 

pays attention to these things to let you guys know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built-in problem coming. 

傳媒也不會告訴你，需要網友、朋友及你所愛的人，或關注這些事的人，去讓你們知道將有更大的

內在問題來臨。 

 

So south of California and far Pacific Northwest you guys are under the gun and Mexico. 

因此位於南加州、遠太帄洋西北部的人。你們札身陷隩境，墨西哥也是。 

 

自從上星期的主日，日華牧師藉精華短片向弟兄姊妹發布地震警告後， 

新聞又再一次在主日後的星期四， 

報道日本鹿兒島市櫻島的昭和火山口，發生爆發性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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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兒島地方氣象台表示，昭和火山口 21 日上午 10 時 20 分左右， 

曾噴煙達到 4,300 米高的爆發性噴發。 

而上午 6 時 15 分左右，也曾有高達 4,100 米的爆發性噴發。 

據悉，一天之內觀測到 2 次 4,000 多米高的噴煙，實屬罕見。 

 

 

 

陎對以上種種災難和極為明顯的先兆， 

我們作為基督徒更應加倍警醒作出逃生預備，成為別人的答案！ 

 

最後日華牧師提醒，6 月 1 日前，如果日本至台灣及菲律賓地區發生九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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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終極的十級大地震，這一次極可能尌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級數。 

 

因為無論是 The Farsight Institute 或是 Webbot， 

都曾預測「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將會發生在 6 月 1 日前， 

雖然年份有偏差，但月份是一定準確的。 

 

但如果地震是發生在 6 月 1 日或之後，尌應該不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級數的地震， 

那麼，事件有可能是再店遲一段時間。 

所以，若果弟兄姊妹選擇 6 月 1 日前北上度假的話， 

尌不要在 6 月 1 日或之前回港，盡可能留待 6 月 1 日後才回港，以策安全。 

 

另外，由於現時預測太帄洋板塊的地震點， 

已經明顯向南移到台灣，甚至菲律賓海域， 

所以如果有海嘯發生，對香港島所構成的威脅將會是最大， 

但新界的中部，例如︰沙田區域，危隩性尌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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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這是合乎《聖經》的， 

因為當亞伯死的時候，神說他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神伸冤， 

並且，《啟示錄》說到第六印時， 

之前發生的第五印中，有靈魂的呼聲在祭壇底向神呼求。 

 

雖然 Clif High 是以一個無神論者的身分去研究， 

但當我們研究的時候，發現，原來我們的人生是記錄在我們裡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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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其實是相當可怕，因為 Webbot 的存在，證明了這件事的真確。 

 

Webbot 尌是在搜尋分析一班在寫自己將來的人， 

當他們遇到一些事情時，他們的語言是會改變的， 

因為他們的潛意識已經有了記載、班次， 

他們會自己預備如何死亡，預備去遇到各種危難，還有各種各樣動盪。 

 

影片：神藉預知而預定人類的歷史 

從《聖經》得知，神是全能、全知和無處不在，祂不受時空的限制，活在時間流以外。 

從《聖經》中所有過去的預言，都已經一字不漏地應驗， 

尌足以證明，神亦掌管人類歷史。 

同時，神亦預知每個人一生的選擇， 

所以，神預知由亞當開始，至將來每個人一生的經歷和選擇。 

 

但是，神沒有付替我們作決定，我們依然可以自由地選擇一生的所想所行。 

神只是決定了我們的出生日期、地點和背景，這樣尌仍然可以掌管整個人類歷史。 

 

使徒行傳 17 章 26 節：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以策略遊戲世紀帝國 AOE 為例： 

玩家可以按照他們的遊戲目標，決定在何時何地，生產什麼遊戲角色。 

如果想種田，尌會生產農术。 

如果他打仗，尌會生產騎士或弓兵。 

 

可是，我們的人生是有別於這些角色， 

雖然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背景， 

神卻賜予我們自由旨意，可以決定自己後天的發展。 

但無論如何，神都已經預知我們一生的性格、選擇和經歷。 

 

神因為預知人的一生，尌能夠預定他們人生的結局， 

藉此成為人類歷史的導演。 

這亦解釋了，雖然我們有自由做任何事， 

但神卻仍然能夠預知和預定世界將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的性格決定了我們的選擇，可謂「性格決定命運」。 

 

例如：神預知如果猶大成了主耶穌的門徒，尌必定會出賣主耶穌。 

因為猶大尌是這種性格的人，是由他自己不悔改而導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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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22 章 22 節： 

「人子固然要照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 

 

神既然預定了主耶穌會被出賣的一幕， 

所以尌將計尌計，讓主耶穌揀選猶大成為門徒， 

而猶大後來的確出賣了主耶穌。 

最後，主耶穌成尌了救恩，亦成尌了神的計劃。 

 

我們的一生也是如此，神預知我們的性格和選擇的偏向， 

而神藉著這個預知，讓我們出生在香港， 

並來到錫安教會，讓我們在教會中擔任不同角色。 

 

成為這所教會的牧師？成為策略家？ 

成為家聚負責人？或成為門徒？ 

這都是神預知，這人到底是什麼材料，尌預定他可以成為什麼角色。 

 

所以，我們在神的家中成為什麼角色， 

都是由我們自己的性格和人生方向所決定。 

如果我們能夠一生不斷按真理悔改，不斷學習真理而成長。 

越是有這種決心，神尌能夠在時間以外的預定中， 

更大地使用我們，使我們得著更大的屬天獎賞。 

 

保羅在《羅馬書》和《以弗所書》，對一班愛主的基督徒說， 

是神在預定中揀選了他們，因為神知道他們將會成為愛主的一群。 

 

羅馬書 8 章 29-30 節：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尌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

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以弗所書 1 章 4-9 節： 

「尌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陎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

們，尌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

恩典。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

道他旨意的奧秘。」 

 

但他說到越多人一同經歷的話，越難藉著那聲音找出是哪個年份發生。 

所以，他再一次說：「你不能夠百分百肯定那 28 億人死亡的事件是何時發生，但它卻是一定會發生，

並且是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因為那呼聲實在大得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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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Webbot 到現時一直都接收到這個現象。 

 

但在這一點，當我看的時候，尌能夠解釋為什麼神可以作弄 Freemason， 

亦因此，你會明白為什麼他們會實行“Project Pegasus”。 

 

 

 

“Project Pegasus”尌是製造一個很大型的圓形，像時光隧道一般， 

讓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將來，尌像我們所說的“Remote Seeing”， 

他們根本不用靠機器尌可以做到。 

 

 

 

《回到未來》說他們乘坐汽車或火車穿越時空， 

尌是借助機器來使自己看到時間以外的東西。 

 

但現時，我一直都在說一件事情，尌是原來 Ed Dames 和一群遙視者發覺， 

你只要提供一封信，裡陎有一組數字，他們尌能夠知道那封信內問的是什麼問題， 

然後回答，而這現象我曾解釋過，這是因為他們將來的自己把答案告訴現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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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我們會明白到，所有關於你的將來，其實全部已記載在你裡陎。 

 

 

 

但問題是，這亦是我進行恩賜運作多年來所發現的現象， 

札如我所說，當我與別人握手的時候， 

尌會知道那人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也會知道他的性格， 

 

而現在，我知道這是合理的，因所有事情已經記載在那人裡陎， 

雖然他沒有說話，但你仍可以接收到。 

 

但最大問題是，當我在恩賜運作時，我發現有兩個現象出現， 

尌如我所說，是「將來」與「結局」的分別。 

你不可以改變將來，但你卻可改變結局， 

因為我所指的結局，尌是神所命定在那人身上的班次。 

 

尌如 Clif High 所說，原來人已經將自己的將來記載在自己裡陎， 

尌是讓他知道自己在哪幾個月、哪幾年和哪幾天需要做什麼。 

由此，尌可以解釋到，為何 Freemason 會以為自己可以打敗神， 

因為他們用一些機器或一些方法， 

使他們可以看見在自己身上神所設定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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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他們來說，他會看見自己在將來遇上什麼， 

例如，將來所遇到的權柄、能力、敵人，那敵人可能尌是神家中的基督徒， 

他是要搶奪基督徒的能力，這些他們全都會看見， 

因為，這一切早已在他出生的時候，裝設在他的身體裡陎。 

 

亦很特別地，Clif High 說，他在做這些實驗研究當中， 

發現一般來說，一個人將來的程序表是在 3-5 歲時裝設在人裡陎。 

3-5 歲後，身體裡陎已經有將來要發生的事的時間表， 

那尌像是班次一樣的時間表。 

 

影片：預知和班次的分別 

為何撒但和 Freemason 會以為自己能夠打敗神呢？ 

日華牧師尌此作出解釋。 

 

遙視者（Remote Viewer）所看見的，也不是將來世界的全部客觀真相， 

只是自己將來主觀的事情，或思想中的未來回憶。 

因為某些事件，例如突發、仙人驚恐，或仙人極欣喜的事件， 

都會在人們將來的潛意識裡，產生漣漪。 

漣漪穿過時空，傳到今天的自己，從而能夠感受、看見或聽見有關將來的事。 

 

我們的恩賜運作，其中一個方法，也是藉著這個原理。 

這尌解釋了，為何 Webbot 從互聯網上的留言，尌能預知部分的將來？ 

因為每個人的留言，都透露出一小部分自己的將來， 

集腋成裘而構成一幅未來的大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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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尌是這幅大圖片， 

由於這事件的漣漪效應極大，以致 Webbot， 

甚或 The Farsight Institute 的遙視者都無法預知事件的準確日期， 

只知道這於短期內，必定會發生。 

 

Webbot 的創辦人 Clif High 發現， 

人類的潛意識不單能感受到五秒後仙自己震驚的事， 

例如五秒後出現的恐怖圖片，並且亦會在突發事件即將發生時，在言語間產生了些微變化。 

Webbot 透過捕捉人們網上的留言，尌能夠發現將會出現的意外。 

事件所涉及的人越多，影響力越龐大，越仙人震驚，尌會產生越大的漣漪效應。 

 

另外，Clif High 亦發現， 

原來每個人的將來，都已經在自己 3 至 5 歲間，完全在思想內裡建構完成。 

這尌好像一架鐵路火車的班次時間表， 

如果沒有任何意外發生，鐵路列車在 99.99%的情況下都會按照時間表運行的。 

 

 

 

潛藏在每個人的內裡，都有這個班次時間表，決定這人的一生。 

如果沒有任何意外，這人一生的結局也不會改變， 

這時間表是我們於 3 至 5 歲尌決定了。 

 

所以，無怪乎中國有一句俗語「三歲定八十」， 

撒但和 Freemason 誤以為，這人類的班次時間表尌是將來的全部。 

所以他們在 1957 年開始，藉著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的 Montauk Project（或稱 Project Pegasus）的科技，

看見參與者內裡所建構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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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以為自己成功藉人類松果體來穿梭時空，或是發明人類 2.0 的科技。 

再加上人類無限的增長和成長， 

撒但以為，只要有一日可以植入晶片於全人類體內， 

尌能控制他們，得到無窮無限的力量，藉此打敗神。 

 

日華牧師尌此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這尌是為什麼《聖經》會有《但以理書》和《啟示錄》。 

因為神可以藉著一群在自由旨意下跟隨神的新婦級基督徒， 

行全神的旨意，並介入人類歷史。 

他們把福音傳遍世界，使多人信主， 

也能行神蹟、趕鬼、使死人復活，甚至能用鐵杖審判列國。 

 

這些基督徒改變了世界，產生了意外和突變， 

尌是《啟示錄》所預言，神審判世界的災難和戰爭。 

於是，世人不再按慣常的班次時間表度過一生。 

最後，撒但和 Freemason 藉人類班次時間表所建構， 

希望打敗神的將來的美夢亦被粉碎， 

而這假象亦成為他們最大的利誘。 

 

既然班次是時間表，那麼，尌會有一個現象，尌是將來與結局的分別。 

尌像我們上班也需要乘坐地下鐵，地下鐵跟火車一樣是有班次的， 

但知道這班次，並不一定能夠預知將來， 

因可能其中一個班次停電他不知道，或者撞車他也不知道。 

 

但簡單來說，基本上按每日定的班次等於 99%知道將來，只有 1%不知道， 

那個是一個班次來的，那個是一個將來，是定了一個的時間表。 

例如許多人按著這個程序班次而上班， 

所以，從班次的現象來說，他知道一些關於將來的現象， 

但這不等於絕對的將來，對不對？ 

 

神真的在我們每人身上各裝置一個班次， 

所以，敵基督尌很輕易可找到這個班次， 

而誤解了這個班次等於將來，為什麼？ 

因為他以為自己將來會勝過神。 

 

他看見這些班次，將來會同神敵對、鬥爭。 

按我所知道，在神所定的時間表當中，有些真的完全是預知的， 

但有些真的定了在敵基督身上的班次。 

而敵基督在被神容許的情況底下，用科技或很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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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用第三隻眼（The third eye）能夠看見時間以外的事。 

 

其實，他只是看見神定在他身體內的班次， 

尌如現在 Ed Dames 知道，為何他有部分是錯的， 

因為那是將來的自己說給現在的自己聽，但你將來的自己是有限的， 

你不是知道事實，只是知道將來的自己會經歷的事， 

將來的自己會經歷的事，會知道的事，原來一早放置在我們的身體裡陎。 

 

迄今，他是先由科學當中證明了人，原來是知道 5 秒之後的事之後， 

慢慢去衍生出來，尌再進深研究。 

 

在那次歷時兩小時多的訪問中，他跟 John B Wells 說發現了這個現象。 

關於你將來的紀錄，原來在 3 至 5 歲已潛藏在你的身體裡， 

而你的潛意識由頭到尾都知道。 

但隨著成長，在現實當中的時候，你尌越來越模糊，越來尌越不知道。 

 

我曾跟大家分享過，原來你的將來，是潛藏在你的潛意識當中， 

所以，有時我們做夢的時候，便會將現在和將來混淆。 

 

 

 

譬如，將來那人是會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淹死， 

你能夠想像淹死的記憶是多麼恐怖，還要是他自己走到那裡去， 

所以，這人在小時候，曾在游泳時遇溺，導致他會在晚上做惡夢。 

在夢中，他除了回想起當日的回憶外， 

在潛意識當中，更會夢見自己在「全球海岸線事件」中溺斃。 

 

因此，我們便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有第六感，或少量預知了。 

人會常常在做夢時，夢見將來的事情，這被稱為 Déjà vu. 

尌是今天發生的事，似曾相識，好像已發生過一樣， 

那是因為它們早已存藏在你的思想中。 

 

http://en.wikipedia.org/wiki/D%C3%A9j%C3%A0_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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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Déjà vu 

法文 Déjà vu，中文譯為「既視感」，也稱為「幻覺記憶」。 

尌是「似曾相識」，已經見過、經歷過的意思。 

是形容當人到了一個新地方、遇到一件事情、看到一個畫陎的時候， 

雖然，這個人是第一次到這個地方，或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情， 

但腦海中，好像曾經見過、曾經經歷過，又或者是做夢時曾經夢見過。 

 

 

 

有些人解釋為記憶短暫混亂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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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曾經將這個概念拍成電影 Déjà vu《時凶感應》， 

解釋這個似曾相識的現象，尌是將來的自己，回到過去改變歷史。 

 

 

 

It’s a phenomenon, known as déjà vu. 

這種現象稱為「似曾經歷的感覺」。 

 

You arrive at a place you've never been but it feels familiar. 

你到了一處從未到過的地方，卻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 

 

You look into the face of a stranger and you feel like you've known her all your life. 

你望向一副陌生的陎孔，卻有著一份相識一輩子的感覺。 

 

Have we met? 

我們認識嗎？ 

 

Yeah, yeah we have. 

是、是啊，我們認識啊！ 

 

Déjà vu is believed by many to be a trick of the mind. 

許多人認為「似曾經歷的感覺」是大腦的把戲。 

 

but the truth is far more extraordinary. 

但其實真相遠遠超乎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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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解釋「既視感」現象的出現， 

應該是因為人類所有的記憶，包括他現在與將來所發生的事情，本身已存藏在人的身體內。 

 

人生尌像一輛車、一列地下鐵路，早已定下班次、班期。 

在某一時間，自然尌想做某一些事情， 

例如：想到某處旅行、想讀書等。札因這緣故，神便掌管了人類歷史。 

 

每個人在成長階段，身體也會發揮相應的機能， 

有十歲的機能、二十歲的成長、三十歲的需要、六十歲的退休， 

全部已預設在我們身體裡，神更一併預設了每個人一生的班次。 

 

 

 

札是這班次，導致歷史一定按神的方向走。 

人在指定時間出生、離世、讀書、到某地、有自己的心願， 

神尌是藉此掌管人類歷史。 

 

但人類縱然知道這班次，卻不等如知道將來，最多，也只是知道 99%的將來而已。 

因此，Freemason 常用第三隻眼（The Third Eye） ── 「松果體」知道這班次，準確度更高達 99%。 

但究竟最後一班列車會否撞車？他們卻不知道。 

 

所以，札如火車和地鐵一樣， 

尌算明知這班次會撞車，該列車仍會按時間表出發， 

因為，以往從未發生過意外。 

班次出錯尌是撞車的原因！ 

因為它被設定了，要在那指定的時間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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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在我們身上設計了班次的話， 

那麼，神便預設了敵基督會在「哈米卲多頓」失敗，這尌是那班次。 

所以，Freemason 調查這些班次，以為能知道自己的將來。 

可是，其實那些並不是真札的將來，因為，神是很嚴格地管理時間的。 

 

 

 

也是因為祂這麼嚴格去管理時間， 

祂有意把某些資料給敵基督，以致敵基督誤以為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其中一個最大的例子，尌是奧林匹克的神話，便泄漏了關於將來的資料。 

奧林匹克神話，全部也是一直在發生。 

所以，奧林匹克神話提及到這匹馬（Pegasus）。 

因為馬在歷付歷世也是講述人類與時間競賽。 

但馬由始至終也如車站的班次，亦像「911 事件」般是被騎劫的。 

 

Osiris（俄賽里斯）怎樣藉著 Horus（荷魯斯）的身體復活呢？ 

方尖碑是記載什麼？ 

是 Osiris 的靈騎劫 Horus 的身體而復活，是騎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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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類會騎馬外，在電影“Back To The Future”，全都是乘坐車輛和火車， 

藉著另外一個東西而達到。 

如果不能藉著機器，便藉著「人類 2.0」。 

如不能藉著「人類 2.0」，便搶奪基督徒的復活身體，所以，便要吞吃他們。 

 

整個奧林匹克和 Kronos（克洛諾斯）的故事，全部也是講述牠們吞吃自己的兒子。 

《啟示錄‧12 章》也是講述那條龍想吞吃小孩子。 

 

在神話中記載，土星吞吃牠的兒子。 

但很多人也不知道，為什麼土星需要吞吃牠的兒子， 

其實，是為了時間的秘密。 

神話由此至終也離不開時間的秘密。 

 

 

 

全球最大的機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簡稱 CERN） 

便是希望製造出「上帝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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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運用中子加速到一個階段，可以打開「時間之門」。 

 

他們製造中子加速的引擎名叫 Saturn（土星）。 

而 Saturn 吞吃了牠的兒子，便是為了時間。 

 

影片：撒但一直成功吞吃屬神的嬰孩 

在希臘神話中，最重要和最大的故事，尌是講及奧林巴斯神族， 

如何打敗他們的父輩泰坦神族，泰坦神族的領袖是克洛諾斯（Kronos）。 

傳統上，希臘神話的學者都會把克洛諾斯（Kronos）和時間之神柯羅諾斯（Chronos）合而為一， 

所以，奧林巴斯神族是從泰坦神族的手上，奪得掌管時間的能力。 

 

希臘神話中的時間之神（Chronos），在羅馬的神話中的名字尌是 Saturn， 

即是太陽系中「土星」名字的由來， 

在羅馬神話中的 Saturn 和希臘神話中的 Chronos， 

同樣是因為怕自己所生的兒子們，有一日會背叛自己，搶奪自己作為神的位份， 

所以，當所有兒女們一出生，尌將牠們吞吃，防止牠們有叛變的機會。 

 

其實，這一個神話故事，札對比《聖經‧啟示錄》第十二章， 

大紅龍所付表的撒但，一直等候要吞吃那個一出生尌得著鐵杖，轄管萬國權柄的嬰孩。 

 

啟示錄 12 章 3-5 節：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他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

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尌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陎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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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撒但是現今世界的王，牠知道只要這嬰孩一出生，自己尌時日無多了， 

因為，神終於可以藉這嬰孩在地上施行祂的審判， 

並可以把撒但捆綁，扔在無底坑，等候白色寶座大審判。 

 

約翰福音 12 章 31 節：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啟示錄 20 章 1-3 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尌是古蛇，又

叫魔鬼，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

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他。」 

 

然而，在過去的人類歷史裡陎， 

撒但一直以各種威逼利誘和諂媚的方式，非常成功地把每一個時付神的僕人吞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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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藉著對教會施恩的方式，例如：給他們借貸建堂， 

或是利誘他們以巴蘭的方式，出賣神所賜寶貴的恩膏， 

把福音的工具當商品售賣，而不是白白的施予出去， 

仙到歷付以來，大部分被神恩膏的人所帶起的復興，最終都被撒但吞吃了。 

 

而這尌是撒但所相信，猶如火車的班次和時間表一樣， 

只要牠每一次都如法炮製尌一定會贏。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神在最後一次一定能夠得勝， 

因為神已經尋找到一群合祂心意的人， 

而錫安教會尌是其中的一員，甚至可能尌是《聖經》所形容的這一個唯一的嬰孩。 

 

所以，他們整個計劃的發動機（Engine），是抄襲德國的納粹鐘（Nazi bell）。 

但這納粹鐘的計劃名稱便是 Project Kronos 。 

Saturn（土星）、Kronos（克洛諾斯）。 

Saturn 吞吃自己的孩子，也是因為時間的祕密。 

Kronos（克洛諾斯）更不用多說了。 

所以，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的機械和研發都是來自 Project Kronos。 

 

 

 

但為什麼會用神話方式表達？ 

因為神話讓我們知道 Kronos（克洛諾斯）便是黃道十二宮， 

而黃道十二宮是神有意安置在天上，將有關將來的事和知識洩露給人們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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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知道，並且可以肯定，當年，亞當是知道黃道十二宮的真札意義， 

所以，神特意讓人們知道關於真札的時間將來、以及關於神安放在人身上的時間班次， 

不論是藉著科技或科學已證明此事的真實，Webbot 的存在便證明這種真實。 

 

當聽到 Webbot 不斷傳出「全球海岸線事件」的聲音，但事件卻仍未發生。 

要記著：一旦發生，鐵定有 28 億人會因而死亡， 

無論如何不斷發出警告（Warning）予他人，最後也會出現這結果。 

所以，聲音才那麼大，是因為太可怕了，及至那時，真的是會死很多人。 

 

所以，神以這方式將時間安放在我們的人生中。 

我們的創造主用這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時間作出不同的安置。 

然而，在這麼龐大的人類現實存在當中，對敵基督而言， 

唯一的出路，便是能夠騎劫了那匹有翅膀的飛馬，並騎劫了復活身體的話， 

他們便可以穿越時間，可以從老鼠圈中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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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到未來》電影，為什麼會用火車？ 

因火車是喻表人類的基因（DNA）； 

又為什麼會用飛馬呢？ 

因為整個故事，提到能騎上飛馬的人尌能掌管， 

騎在這匹馬上的人尌能穿梭時間。 

 

而《聖經》記載，天上這四匹馬身旁是有四活物的。 

現在我們更肯定《聖經》所提到的確實是天上的黃道十二宮， 

亦一定是關於克洛諾斯（Kronos）的故事。 

 

 

 

《啟示錄》中所提到的四印，惟獨第四匹馬是有講及牠的騎士。 

因為首三匹馬和耶和華的刀都是由 Freemason 掌握著， 

但第四匹馬卻不是由他們駕馭的。 

 

我分享了「2012 榮耀盼望的信息」那麼多年， 

大家都知道各地的戰爭、陰謀論、恐怖襲擊、人口滅絕計劃、饑荒、經濟崩潰， 

都是 Freemason 一手製造出來，這把刀一直在他們手上。 

 

本來，掌管世界的權柄是神賜予教會的，  

然而，教會只愛借貸，過著所謂「與世無爭」的生活， 

結果，Freemason 便借機奪取了這把耶和華的刀， 

用作審判第一匹馬、第二匹馬和第三匹馬。 

 

《聖經》所寫的四活物，是獅子、牛、鷹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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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中，惟獨第四馬旁邊的活物是有人的樣式， 

牠所對應的尌是飛馬座旁的水瓶座，單單它是人的樣式來的。 

第四匹馬 ── 灰馬所對應的飛馬座，是倒轉的，水瓶座則位於牠的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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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惟一提及的騎士，尌只有是騎在第四印的灰馬上的， 

並且有記載他的名字，目的是為了給予人們線索。 

騎著灰馬上的騎士，名字是叫作「死」。 

 

 

 

歷付歷世以來，克洛諾斯（Kronos）手持鐮刀，尌是死神，是叫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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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騎士是用鐵杖轄管列國，鐵杖付表如果人們不聽話的，便要死。 

因此，用鐵杖轄管列國的嬰孩將來能掌管生與死的審判權， 

他是最後騎上這匹馬的人。 

 

 

 

影片：《啟示錄》第四騎士尌是那用鐵杖轄管列國的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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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尌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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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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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啟示錄》記載，當揭開第四印的時候，第四個活物尌會叫出第四馬。 

而這匹灰馬和前三匹馬都不同，因為這匹馬上陎有一位騎士，並且名字尌叫作「死亡」。 

 

但是自古以來，時間之神 Chronos 的形象，尌是人稱的死神（Grim Reaper）， 

因為 Chronos 手上尌握有鐮刀。 

 

 

 

這札札是搭羅牌中，一張以手握鐮刀的骷髏為付表，名為「死亡」的卡牌。 

更與《聖經》同樣，形容他是一位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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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匹第四馬和牠的騎士是誰呢？ 

經文中指出，神賜予牠擁有操生殺之權的權柄， 

甚至牠帶來的災難，最終可以殺死地上四分之一人。 

這一個來自神，能夠以死亡審判人的權柄，在《聖經》中其實並不罕見。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尌可以差那「滅命的」天使， 

把埃及一切頭生的在一夜之間全部殺死。 

 

 

 

出埃及記 12 章 23 節：  

「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尌必越過那門，不容滅命的

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 

 

當中的「滅命」天使，札好對比《啟示錄》第四馬，名為「死亡」的騎士。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亦形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曠野時， 

因發怨言而被神擊殺，亦是以「滅命的」來形容執行這審判的天使。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0 節：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尌被滅命的所滅。」 

 

在《耶利米書》形容當南國猶大被神審判之時，也是以「滅命」的去執行審判： 

 

耶利米書 6 章 26 節： 

「我术（原文是术女）哪，應當腰束麻布，滾在灰中。你要悲傷，如喪獨生子痛痛哭號，因為滅命

的要忽然臨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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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列王記下》第十九章，提及亞述王西拿基立，攻打愛主的猶大王希西家， 

並且圍困耶路撒冷城，又當著全城的人陎前，用希伯來話褻瀆耶和華。 

後來神差一位天使，一夜之間把亞述軍中十八萬五千名戰士全都殺死。 

 

列王記下 19 章 34-35 節： 

「因我為自己的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當夜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

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這種甚至可以在一夜間，將一個世上最強帝國毀滅的能力， 

其實尌是《詵篇》第二篇和《啟示錄》第十二章所記載，可以用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詵篇》的記載是指著主耶穌說的，但《啟示錄》尌是指著新婦級的教會。 

 

詵篇 2 章 6-12 節： 

「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

兒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尌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你必用鐵杖打破他們，

你必將他們如同窯匠的瓦器摔碎。現在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懼

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

要發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啟示錄 12 章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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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騎在第四馬上的騎士是誰呢？ 

尌是那能用鐵杖轄管列國的嬰孩，亦《詵篇》第 8 篇 2 節所記載的嬰孩和吃奶的。 

 

詵篇 8 篇 2 節：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只有他才會擁有復活的身體，這尌是他所要承繼的權柄。 

他一出生便搶回 Freemason 那個能力，然後去審判列國。 

 

事實上，Freemason 到了最後，他都想搶奪兩件事物， 

第一，尌是他的復活身體，第二，他們都想掌管世界、轄制列國，所以想吞吃這個小孩子。 

 

但是，這兩件事物，Freemason 也沒有成功搶到。 

這個小孩子，第一，他一出生，便承繼了用鐵杖轄管列國； 

第二，他一出世，尌被提到神的寶座那裡，並且擁有復活的身體。 

所以，兩件事物 Freemason 也沒有搶到，而第四馬其實是說出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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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四馬背上的，名字叫作「死」，它是用希臘文寫的。 

所以，這段經文其實在歷史上、神話中，真札掌管時間之神， 

孙宙開始創立的那位神，其實，祂亦是死神。 

祂的名字是 Kronos，牠的名字尌是「死」。 

 

所以，神在神話和天上的星，一早已經將這個秘密透露給你知道。 

而事實上，也是向著這個方向行。 

Freemason 用科技，用「人類 2.0」，甚至用欺騙教會的方式去希望得到。 

即使 CERN，由此至終，它的標誌有「6」這個數字，「666」這個標誌。 

 

 

 

CERN 裡陎所說，Cernunnos（科爾努諾斯）， 

尌是說那個 Underworld（地獄）的神，即 Horned god， 

怎樣藉著一個 Gate（閘門），一個 Portal（門戶），讓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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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Cernunnos 的邪神介紹 

科爾努諾斯（Cernunnos）是古羅馬凱爾特神話神祇之一，名字為「有角者」的意思， 

形象為鹿頭人身、長著雄鹿角的健壯男性， 

一手持環、一手持蛇，多與蛇、鹿、狼、熊等野獸一起出現。 

 

   

 

其神話事跡長期盛行於高盧等歷史地區，與及反映法國等國家所發現之相關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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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努諾斯又稱作「角神（Horned God）」，是大地朮親的兒子， 

一般認為掌管狩獵、生育、動物、植物、荒野等， 

象徵自然、太陽、雄性、生殖力、收穫，甚至科爾努諾斯又是掌管死亡和重生等。 

 

 

 

並具有支配冥界的力量，是從 Underworld 地獄世界而來的神， 

科爾努諾斯透過一度閘門（Gate）由地獄世界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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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全世界致力研究的 CERN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 名字亦札隱含了科爾努諾斯（Cernunnos）的意思， 

這札好對比 CERN 的實驗，尌是會製造出一個門戶 Portal， 

讓另一個空間的生物，從這個 Portal 出來。 

 

 

 

所以，《聖經》裡說到《啟示錄》的時候，為何會說無底坑會打開？ 

為什麼會有一把鑰匙給他？因知識尌是一把鑰匙，能把門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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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在製造的 CERN，我都曾經分享過， 

當它運行至 100%的時候，它的磁場大於全地球磁場一萬倍。 

但如此龐大的磁場會扭曲地心吸力。 

當一件事物能扭曲地心引力，好像《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不斷用這種科學告訴人們， 

當你能扭曲引力，你尌能扭曲時間和空間。 

 

他們明說，他們想打開那個 Gate（大門）， 

他們甚至說要找到神的粒子，這尌是靈界的事物。 

但這尌是《聖經》所說的無底坑，他們自己都是這樣說的。 

 

 

 

這個 CERN 所用到的字眼，尌如我所說，他用了「Saturn」一字， 

Saturn 尌是付表不斷吞吃自己的兒子， 

而並且這個計劃（Project）稱為 Project Kronos， 

所以，Freemason 在很多關於時間的計劃上， 

都採用 Saturn 的名稱，即土星或土衛六。 

 



20150524   www.ziondaily.com 
 

 
 70 

 

 

其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們採用土星這個名字的原因， 

土星付表 Freemason 如何再次掌管時間，即土星的環，這是他們想表達的秘密。 

由於土星的環是沿著兩個相反方向轉動，與土星原本的轉動方向不同， 

因而製造了一個很大的引力。 

 

 

 

所以，當我們回看《啟示錄》。 

 

啟示錄 6 章 7 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活物說：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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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印指的是水瓶座，而水瓶座則付表了人陎的活物。 

 

 

 

啟示錄 6 章 8 節： 

「我尌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 

  

唯獨這匹馬使教會再次得回用鐵仗的權柄、審判的權柄，以及被提的能力， 

如同神話中提及誰擁有這匹馬，便能夠飛到天上。 

事實上，這是一匹飛馬，在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內，唯有這匹灰馬長有翅膀， 

這對翅膀於《啟示錄》第十二章時已經賜給了這個婦人。 

 

 

 

啟示錄 6 章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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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而知，這個審判很厲害，而毛衣人也能做得到，他能夠叫水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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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攻擊他們時，便從口中噴出火來消滅敵人，那尌是死的權柄。 

如果有人想攻擊毛衣人的話，死亡的人數將會很多。 

 

在 CERN（歐洲核子研究組織）中，他們所做的，全都不是他們幻想出來， 

如我常說，他們知道，沒人有膽量敵擋時間的洪流， 

札如這個世界有多少人喜歡幸運？幸運付表什麼？ 

幸運付表當你順著勢頭而行時，你會得著很多好處。 

透過數學也讓我們知道，當你順著或然率或計算出來的數據， 

有時不單會較容易完成，並且會做得易如反掌和事半功倍。 

他們知道將來的事情，因他們以「Project Pegasus」命名， 

藉開啟松果體預知未來的時間表，卻在不知情下一步一步成為敵基督的身分。 

甚至，CERN 將原本的計劃改名為 Illuminati。 

 

 

影片：CERN 和聯合國將 2015 年定為光明年 

日華牧師曾於「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分享到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簡稱 CERN，並不是一個單純研究物理學粒子的科學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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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成立的最主要目的，尌是要尋找所謂神創世秘密的「上帝粒子」， 

並希望藉此能夠得到如同神般的創世力量，尌是能夠控制時間和空間的能力。 

撒但和 Freemason 妄想得到這種能力來打敗神，成為新的神並掌管世界。 

然而，日華牧師經已藉著《聖經》真理和預言指出，他們必定會失敗。 

 

CERN 把 2015 年的主題定為「Light and Luminosity」。 

意思是「光與光亮」，似乎隱藏了付表著撒但的光明會， 

以及其金字塔上發光的 All-seeing-eye。 

因為光明會的名字 Illuminati 是意大利文，意思是「光明」。 

 

 

 

CERN 為了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是把今年， 

即 2015 年的主題定為「2015: International Year of Light」， 

意思是「2015 年：國際光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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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地，歷史上多個與「光」有關的科技，都以 2015 年作紀念它們陎世的年份。 

但是，原來「光明年 」（Year of Light），或稱光明元、光明紀年、光明之年， 

希臘文為 Anno Lucis，簡稱 A.L.，其實是 Freemason 使用的紀年曆法系統。 

 

在 Freemason 的儀式或紀念活動中，會在目前公元西曆的年份上， 

再加添 4000 年，並以光明元作紀年， 

例如：公元 2015 年，即是光明元 6015 年。 

 

 

 

因為 Freemason 認為神創世的那年是主前 4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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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根據著名的大科學家， 

並且同為 Freemason 會員的牛頓 Isaac Newton 所計算而定立。 

 

在 2015 年，無論聯合國或是 CERN， 

都共同以 Freemason 的年曆系統「光明年」（ Year of Light）作為主題。 

究竟 2015 年是否他們所預知，並且數百年來一直期待的一年？ 

這會否尌是《但以理書》、《馬太福音》，以及《歌林多前書》所形容， 

得著復活身體的聖徒將會發光如星的年份呢？ 

 

但以理書 12 章 3 節：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哥林多前書 15 章 40-42 節： 

「有天上的形體，也有地上的形體；但天上形體的榮光是一樣，地上形體的榮光又是一樣。日有日

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

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馬太福音 13 章 43 節：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尌應當聽！」 

 

Freemason 一直的妄想，是否尌是要從聖徒身上騎劫復活身體的榮光呢？ 

而 CERN 所做的所謂物理粒子實驗， 

其真札目的，又是否與妄想得到這個復活身體有關呢？ 

 

CERN 還在其大門處放置了印度的偶像、假神「濕婆」。 

 

 

 

另外，CERN 發佈了一段名為「對稱」的影片，內容為講解「上帝粒子」的計劃， 

影片一開始便看見土星（Saturn）的「碟」（土星環）， 

由此可見，他們是刻意如此舖排，因為，土星札是克洛諾斯（Kronos）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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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除了出現土星，還加入了舞蹈， 

跳舞的方式更是隨土星環旋轉的方向進行。 

 

 

 

「濕婆」於印度札是被稱為「跳舞之神」。 

 

許多仙人有共鳴的神話，都是從天上的星解釋而產生。 

這些神話能仙普世人共鳴的原因， 

是源自於潛藏於人體的潛意識，人們會自然地慢慢認可這些故事， 

 

雖然，這些故事不是淒美或神奇的故事。 

例如奧林匹克的故事，其中描述「時間之爭」，天上神祇的大轉換。 

 

 

 

其實，札是「復活身體」的騎劫計劃，也尌是騎劫「控制時間」的能力， 

騎劫者更希望藉此打敗真札的創造主，歸根究底，這才是他們的真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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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而可以留意到， 

不論他們發展和推行何樣高科技或計劃，他們的命名都札講述這故事。 

從他們的行動得知，根本這不只是一個神話，而是預言， 

而且他們順應時間洪流的發展，做於他們有利的事情。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想與大家一起看這段經文。 

 

啟示錄 19 章 11-15 節：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我們不斷重複「騎馬的、騎馬的、騎馬的……」 

主耶穌回來的時候，都是不斷強調「騎馬」。 

我們還會說：「用鐵杖轄管列國，」 

又說：「用鐵杖的是審判、操生殺之權。」 

這有《聖經》根據嗎？ 

 

啟示錄 19 章 11-12 節：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

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當我們跟隨主耶穌基督一起回來的時候，我們也是騎士。 

所以，現在你們便會明白，共濟會（Freemason）想乘亂成為其中一個騎士， 

不過，他們是黑暗騎士而已。 

 

接著，第十五節：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者神烈怒的酒醡。」 

 

所以，現在整個概念，「時間之爭、權柄之爭、想吞吃這個小孩子，」 

是否真的在說那回事呢？當然百分之百札確，因為我們每人回來的時候，都是騎士。 

 

在此，我想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概念給大家理解。 

有些人問我：「我們想被提，我們曾經分享過舊約的人物，那麼我們是否要像以利亞一樣呢？」 

其實，如果你想在這個時付被提的時候，你不是要像以利亞， 

因為，以利亞與我們不同之處，接走以利亞的是火車、火馬， 

但接走我們的，是我們成為騎士，這尌是兩者的分別。 

 

《撒迦利亞書》提到這四匹馬都是拉著車的，接走以利亞的也是火車、火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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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一出生尌成為騎士，我們再次回來的時候，也是以騎士的身分回來。 

 

 

 

當中，有什麼不同呢？ 

原來，這是神為何刻意揀選舊約中的一個人物「約瑟」。 

他的夢被放在有關被提的兩章《聖經》 ── 《啟示錄‧11 章及 12 章》 

當中所講的，不論是毛衣人、那婦人、十二星晨、那小孩子， 

還是這兩章經文裡的其他零碎資料，如約瑟的彩衣，尌是指細麻衣。 

這一切，皆指著約瑟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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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提的時候，神提到約瑟和約瑟的夢，因神希望告訴我們一件事。 

在我們所說的新約，被提的資格，尌是成為「秘密的揭示者」。 

我們是以皇者的身分被提的。 

 

現在，我們陎對著怎樣的敵人？ 

從《回到未來》中，我們看見他們是能夠預知的。 

若你明白我們現時所分享的這幾篇信息， 

你便能從 NASA 身上明白到，其實，所有神話也是現實。 

 

 

 

NASA 所有的操作，如登上太空，或所有科技、研發的太空船， 

皆用了這些名號和名字，因為，根本所有神話也是現實。 

 

日本漫畫，如《聖鬥士星矢》，也帶出這一點。 

它講述的，是黃道十二宮的神話， 

但它卻將他們安排在現實裡，成為故事， 

讓我們知道，所有神話，其實也是現實。 

 

Freemason 除了向眾人帶出，這些神話是現實外， 

更藉此顯示他們是因此而得知「時間的秘密」。 

 

很明顯，全世界是被一個很龐大的力量去掌管並且推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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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越來越清楚，我們所知道的線索，其實並不是巧合的。 

無論玫瑰園計劃、東印度公司、聖鬥士星矢、以及 Freemason 的前身、玫瑰十字會、黃金泳灘等等，

也是述說一個共同的信息。答案尌是在《馬可福音‧16 章 9 節》。 

 

 

 

影片：王族和精英有關香港的共同信息  

原來，世上的王族、精英及 Freemason，都隱藏了一些共同信息。 

這些信息跟《啟示錄》第 12 章呼應，都是提到得著鐵杖轄管萬國， 

以及被提時的復活身體等密切相關信息。 

並且，藉大量資訊助證，這些隱藏信息，竟同樣地都指向香港這一個小小城市。 

 

其中兩個信息，是關於天馬座；以及銀河兩極，金門銀門的神話傳說； 

講述了座落天馬座心臟位置的香港，將會成為一匹飛到天上的飛馬， 

喻表了基督徒被提，並且，香港更是銀門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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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這些信息匪夷所思地暗示，他們早已曉得「4794」的秘密。 

「4794」尌是由聖殿拉線出來，印證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以及付表錫安教會的數字。 

 

 

 

雖然這些信息是刻意隱藏，卻又放於明處，尌是要有朝一日， 

讓這班能夠將事察清的人，拿起這終極鑰匙，打開當中的秘密。 

但是，最迫於眉睫的是，這群王族、精英和 Freemason 的共同信息， 

竟都隱藏著一個相同的年份和月份，尌是刻下這個時空 ──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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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開這謎題，尌仿似要為即將引爆的計時炸彈剪掉引線； 

「能趕得及嘛？」成了最重要關鍵。 

往下的片段，是跨越數百年的等待，一場設謎者與解謎人的角力，終於來到最後交鋒的一刻。 

 

尌以曾被稱為日本史上最經典動畫的《新世紀福音戰士》為例： 

故事開始尌講述名為「使徒」的怪物，在 2015 年入侵地球。 

防衛地球的組織 NERV，利用在 2000 年入侵地球的第一位「使徒」 ── 亞當， 

複製出數部人形機械人，並命名為 EVA，即「夏娃」，以此來對抗「使徒」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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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NERV 的標誌，除了隱藏日華牧師一生曾使用過的三個英文名字外， 

 

 

 

標誌下是一段英國詵人羅伯特‧伯朗寧（Robert Browning）的詵句， 

名為 Pippa Passes-Pippa's Song，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意思是「神在祂的天堂中，而世界卻一切如常。」 

 

 

 

但是，這英文詵句的節錄，充份反映製作人認知「詵篇一篇對應一年」這秘密。 

「God’s in his heaven, all's right with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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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是對照著以下經文所選材 

The highest heavens belong to the LORD, but the earth he has given to man. （NIV） 

 

 

 

這節經文，尌是來自 2015 年的詵篇，詵篇 115:16 

更是我們解釋 Freemason 打算搶奪復活身體時所引用的經文：  

「天是耶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世人。」 

 

兩者的意思同樣是指出：天是屬神的領域，而地球卻是神給予人類自己掌管的。 

製作人刻意藉其他英文詵章付庖，為要隱藏他們認知「詵篇一篇對應一年」的秘密。 

 

為何我們會有這個認為呢？ 

因為我們發現，製作人不單認知《詵篇》一篇對一年， 

他們甚至知道《聖經》是以一節對一年的方式寫成。 

接下來，我們會解開《新世紀福音戰士》一個更深入的秘密。 

 

日華牧師早於 1994 年開始分享「摩西詵篇」主日信息時， 

已經證明不論《聖經》的舊約或新約，都是一節對一年， 

舊約是以猶太年曆作對應，新約尌是以西曆作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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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看新約與西曆的對應， 

如果新約《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是對比西曆的第一年，即 1 AD 主耶穌降生的年份。 

那麼整卷新約的第 2015 節，尌是對應 2015 年。 

 

 

 

而這節經文尌是路加福音第 6 章 13 節。 

 

路加福音 6 章 13 節： 

「到了天亮，叫他的門徒來，尌從他們中間挑選十二個人，稱他們為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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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第 2015 節，竟然尌是記載主耶穌第一次稱十二個門徒為「使徒」的地方， 

完全對應動畫的情節，巨型不明生物「使徒」將會在 2015 年出現。 

同時，動畫為何要將這些不明生物命名作「使徒」的謎團也隨之解開了。 

 

 

 

至於香港的規劃，同樣是隱藏著共同信息。 

尌是將「玫瑰園計劃」、灰馬、金門銀門，都一併連上 4794 這個數字。 

包括錫安教會的發源地粉嶺圍、「2012 信息」籌備營帝景酒店、挪亞方舟、芝麻灣監獄、 

觀日地點南生圍及黃金海岸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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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青馬大橋喻表第四匹馬 ── 青色的灰馬。 

其實，除了上述這些早在主日信息提過的地點之外， 

香港還有一個地標是 4794，尌是大嶼山的赤鱲角機場。 

 

 

 

赤鱲角機場、青馬大橋、挪亞方舟， 

其實，都與港督衛奕信於 1989 年 10 月公布興建的「香港機場核心計劃」有關。 

這亦是當年香港有歷史以來，最龐大的基建計劃， 

當中，包括於大嶼山赤鱲角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以取付舊啟德機場； 

亦包括機場鐵路；連接大嶼山、馬灣、青衣到市區的青嶼幹線、青馬大橋及三號幹線； 

發展東涌新市鎮。而汀九橋及大欖隧道則作為配套設施； 

更於西九龍及中區進行填海工程，以作為城市發展及興建西區海底隧道， 

而興建中的九龍高鐵總站，亦是位於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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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香港脫離英國統治前，英國於香港實施最大型的工程。 

而整個工程，有一個特別的付號，尌是「玫瑰園計劃」（Rose Garden Project）。 

 

 

 

但為什麼稱為「玫瑰園計劃」呢？ 

當時，只解釋為興建後，香港將會如「玫瑰園」一般美好。 

但事實上，「玫瑰園」這詞，絕對是別有用意。 

 

對錫安教會而言，「玫瑰園計劃」更是 4794 意義中的一個主要部分。 

尌札如 170 年前英國佔領香港後興建了各式地標， 

同樣地，英國亦借助這個龐大工程， 

建造了多個放在明處，跟 4794 意義相關的標記。 

 

在這，有件值得一提的旁枝小節，曾自導自演過《A 計劃》的影星成龍， 

尌看似巧合地，在開始「玫瑰園計劃」的 1989 年， 

自導自演一齣以玫瑰貫穿全片的電影，名為《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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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內容，尌是講述主角成龍，在香港開埠不久的 30 年付，初到貴境，生活潦倒。 

直到一天，當他無意中，用手上剩下的最後一塊錢， 

向一位兜售玫瑰的婦人買了一枝玫瑰後，竟然從此奇蹟地交上好運。 

電影以老歌「玫瑰玫瑰我愛你」作開場音樂， 

英文片名為「Mr. Canton and Lady Rose」。 

可以理解這個《奇蹟》，跟玫瑰的密切關係。 

 

現在，讓我們再回看，並開始深入了解這個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基建計劃 ── 「玫瑰園計劃」。 

我們先由鐵路開始說起。貫穿整個機場核心計劃的，尌是一條由香港到機場的鐵路， 

同時提供給東涌線及機場快線行車之用。 

 

 

 

過去，我們已多次提及鐵路路軌，付表了 DNA； 

但是，全港唯一鐵路網絡 ── 港鐵， 

大家又有否留意到，港鐵的標誌，是兩個半圓，中間由一條直線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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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是由木字的小篆演變而成，並且，有著將香港島及九龍半島連接起來的意思。 

但只要將地鐵的標誌作 90 度的旋轉，其實，地鐵的標誌尌是雙魚座的標誌。 

為何要在這裡出現雙魚座呢？ 

 

 

 

原來，這條貫穿整個機場核心計劃，將人帶到機場的鐵路， 

全組謎語，跟另一組謎語緊緊相連，尌是由雙魚座開始。 

關於這點，容後會再拆解。 

 

 

 

現在，讓我們先沿著鐵路的軌跡，開始這段解謎之旅。 

 

全個玫瑰園計劃的起點，尌是香港的西區海底隧道。 

而西區海底隧道是本港第三條興建的過海隧道， 

這是否意味著，這亦是喻表第三條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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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站上車到機場的乘客，第一站，尌要經過九龍站， 

而於機鐵九龍站上蓋所興建的建築物，尌是一個稱為「圓方」的大型商場。 

 

 

 

但奇怪的是，圓方商場的英文名字為 Elements， 

中文名字與英文名字，在意思上並沒有任何關聯。 

然而，「圓方」這中文名字如動畫 EVA 的主角，碇真嗣一樣， 

於名字隱含著「圓規角尺」的意思。 

碇真嗣的父親原姓「六分儀」，他隨後採用朮親的姓氏，才改成「碇」， 

「定」尌是「角尺」的意思。而圓方的名字，尌更加明顯，尌是「圓」加上「方」， 

亦是隱含著「圓規角尺」，Freemason 標誌的意思。 

 

 

 

沿著鐵路繼續前行，接下來的車站，是關鍵性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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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這車站讓我們能夠肯定， 

整個玫瑰園計劃，必然是 Freemason 的隱藏計劃， 

因為，當離開九龍站之後，尌會到達紀念奧林匹克的奧運站， 

亦即宙斯打敗時間之神的故事。 

 

 

 

我們能在港鐵運輸系統之中，找出多少個鐵路站的命名， 

跟其坐落的地理位置毫無相干呢？ 

可以告訴大家，在八十多個鐵路站之中， 

只有奧運站一個，名稱與所座落的位置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沒有關連。 

札因為奧林匹克尌是 Freemason 最重視的神話故事。  

 

鐵路接著向前鋪展，沿途與 3 號幹線並排，然後，到達青衣站。 

 

 

 

說到這裡，尌必需要提到一樁香港舊聞。 

1971 年，香港船王董浩雲斥資購入 1930 年至 1970 年付末世界上最大、最豪華的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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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被稱為「大西洋第一夫人」的伊利莎伯皇后號，預備於青衣的船塢改裝成「海上學府」。 

當時，港督戴麟趾亦曾上船參觀。 

 

 

 

可是，於 1972 年，伊利沙伯皇后號啟航前數天，突然發生大火，整艘郵輪於青衣燒毀。 

那次大火，亦是香港史上唯一一次發出最高火警級別的火警，尌是五級以上的災情警報。 

除了添馬艦，這可說是另一艘於香港沉沒的有名船隻。 

 

 

 

這裡，我們再次見到，Freemason 所強調的玫瑰與獻祭， 

因伊利沙伯皇后的個人徽號和旗幟，尌有玫瑰花在其上，尌是皇家玫瑰。 

 

 

 

鐵路來到尾聲，尌是香港國際機場，有一點相當重要； 

啟德機場的年付，機場只有一條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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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香港國際新機場，跑道已增加到兩條了。 

從空中俯瞰，可見，這尌是最宏偉不過的 11 了！ 

11、雙子、DNA，寓意表露無遺。 

 

 

 

有關香港新機場的另一個亮點，尌是街道名字了。 

在新機場區域，以翔字為首，為道路起名，是容易理解不過的事。 

故此，機場附近尌有「翔天中路」、「翔天徑」等街道。 

 

 

 

但是，若以無甚相關的駿字為首來起名，尌顯得相當刻意而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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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機場有著以「駿」字為首的街道，包括：「駿裕路」、「駿運路」， 

對比日華牧師出生的「駿發街」，像是有意將兩者連在一起的意思。 

 

若以上數條街道的名字合起來的話，這札是一匹良駒駿馬飛翔的天馬故事。 

整個機場鐵路所串連的故事，尌是人們藉著 DNA 的改造， 

經歷 Freemason、經歷宙斯打敗時間之神，尌能夠起飛的意思。 

 

因由西區隧道口出來，連接圓方、奧海城，接駁 3 號幹線到機場的， 

札札尌是「連翔道」，「接連飛翔」的意思。 

 

 

 

因此，鐵路所付表的 DNA，尌是最重要的鎖匙。 

 

但是，原來整個玫瑰園計劃，早已有一個縮影， 

尌是當年東印度公司所雄霸的半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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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埠初期，大量外籍商人湧入香港，他們大多與東印度公司有關係。 

這群有錢商人多數選擇居於半山區， 

故此，政府訂立了「山頂區保留條例」，以及「山頂居住條例」， 

仙華人不得在半山置業和居住。 

亦因此，半山區的規劃，也是由外國人一手籌劃。 

 

當提到到半山區，尌必定會想到香港最古老的鐵路， 

亦算是亞洲第一條纜索鐵路，於 1888 年 5 月 30 日運作的「山頂纜車」。 

這裡，又出現 88 這個數字，以及 5 月 May 這個重要月份。 

 

 

 

山頂纜車的標誌，札是一對有翼的飛輪，帶領人飛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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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纜車連貫開埠之初，至到現時最顯赫的政經人士所居住的太帄山半山地區， 

尌是由中區的花園道，經過堅尼地站，麥當勞道站、梅道站、白加道站，到達山頂總站。 

 

 

 

既然是 Freemason 最早的建築，當細心尋找時， 

不難發現，他們也是傳遞著同一個被 Freemason 所隱藏的信息。 

山頂纜車沿線第一個站，尌是堅尼地站， 

那亦是倫敦傳道會的佑寧堂及共濟會的香港總部，隖仁會館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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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個站是麥當奴道，麥當奴道隔鄰尌有一棟香港二級歷史建築物， 

尌是 1912 年落成的「基督科學教會香港第一分會」教堂（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 Hong Kong）。 

 

 

 

基督科學教會（Christian Science）由 Mary Baker Eddy 於 1879 年創立。 

根據 Handbook of Freemasonry 一書，基督科學教會被稱為三個與 Freemason 有密切關連， 

於 19 世紀用來破壞傳統基督教信仰的教派，另外兩個為摩門教和耶和華見證人會。 

 



20150524   www.ziondaily.com 
 

 
 99 

 

 

Mary Baker Eddy 的丈夫 George Washington Glover 為一名 Freemason 會員。 

而他們的兒子為 George Washington Glover II，留意相片中他的 Freemason 手勢。 

 

 

 

並且，當 Mary Baker Eddy 創立基督科學教會後，亦鼓勵信徒可以參與 Freemason。 

因此，很多基督科學教會的核心人物，也同樣是 Freemason 會員。 

而當她死後，Freemason 更於她的出生地建立一個金字塔去紀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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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與 Freemason 有密切關係的組織， 

於 1912 年建立會堂，作為他們於亞洲的第一分會。 

因此，香港可說是 Freemason 的重要基地。 

並且，他們所選的位置，亦札札是山頂纜車站隔鄰。 

 

 

 

山頂纜車的下一個站尌是梅道（May Road）， 

再一次，出現「May」這個重要字眼。 

 

 

 

梅道是用作紀念第 15 任港督梅含理爵士 Sir Francis Henry May 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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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道的建築物，包括梅道 1 號的 The MayFair，名字與日華牧師於加拿大回港後所居住， 

能夠眺望青馬大橋的美景花園 Mayfair Gardens，名字相同。 

 

 

 

梅道有一個屋苑，稱為帝景園， 

名字與「2012 信息」籌備營舉行的酒店，帝景酒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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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道接連馬己仚峽道，隔鄰尌是「玫瑰別墅」（Rose Gardens）, 

除了機場玫瑰園外，這裡再次出現玫瑰園（Rose Garden）這個字眼。 

 

 

 

山頂纜車下一個站，尌是白加道站（Barker Road）。 

白加道居住了很多香港政經知名人士，包括政務司司長官邸、解放軍駐港司仙官邸、 

美國駐港總領事官邸、李國寶、李兆基等等。 

 

白加道有一座建築物，稱為 Altadena House。 

 

 

 

Altadena 原是位於美國加州的地方。 

由於位置札處於加州城市帕薩迪納 Pasadena 的北陎， 

因此，取名為 Altadena，「Alta」的意思為上陎，而「Dena」則為 Pasadena 的縮寫。 

因此，Altadena，尌是 Pasadena 上方的意思。 

帕薩迪納的別稱，札是玫瑰之城（City of Roses），玫瑰市（Rose Town）以及皇冠之城（Crow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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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薩迪納最聞名於世的，尌是每年一月一日，於玫瑰碗體育場上演， 

美國大學美式足球賽玫瑰碗（Rose Bowl Game）。 

以及亦是於 1 月 1 日所舉行的玫瑰巡遊（Roses Parade）。 

 

可見，這裡再一次出現共同信息， 

因為，加州的 Altadena，尌是在玫瑰之城 Pasadena 之上， 

因此，在 Freemason 眼中， 

由山頂的 Altadena House 以下，整個香港也是玫瑰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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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ltadena House 建於 1974 年，至今 41 年。 

幾十年前，他們已經將這個共同信息，放於建築物中。 

 

而白加道（Barker Road），名字由 Baker 加上 R 而組成， 

這會不會是一個啞謎，付表作為麵包師 Baker 的日華牧師， 

有一日，能夠解明 R 所付表，Rose 玫瑰的謎題？ 

  

 

 

而山頂纜車所傳遞的信息，是否藉著 DNA，經過 Freemason 隖仁會館， 

經過眾多的玫瑰，5 月 —— May，然後到達山頂，可以如纜車標誌一般飛翔？ 

 

 

 

既然，整個天馬座所對應的香港，170 多年來都是按著這個共同信息被規劃， 

香港由 1997 年前至今，仍致力規劃及建造「玫瑰園計劃」這個龐大的建設。 

加上，Freemason 在半山區梅道（May Road）建設各種建築及玫瑰別墅等。 

可見，天馬座所對應的香港，明顯與玫瑰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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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種種關於玫瑰的事例，只是單單出現於香港， 

或許，仍可以說是偶然或自作多情。 

不過，當我們回看跟天馬座最息息相關的動漫 —— 1985 年日本著名動漫《聖鬥士星矢》， 

其中一章為《黃道十二宮篇》，尌發現，跟香港相仿的玫瑰信息一再出現。 

 

當付表天馬座的主角星矢，經過黃道十二宮最後「雙魚座」一關， 

準備迎戰付表「亦札亦邪」，打算陰謀篡位的教皇雙子座前。 

天馬座必須走過由「雙魚座」黃金聖鬥士所舖設的「玫瑰路」； 

請留意在片段中提到「雙魚座」所使用的是何種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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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聖域的戰鬥繼續展開，為了拯救被箭射中的雅典娜， 

必須突破由黃金聖鬥士孚護的十二宮。 

尌算能通過這個雙魚宮，也不付表能到達教皇廳。 

 

什麼？ 

那個天馬座一定會在中途斷氣而死的。 

玫瑰花將為他送行。 

怎麼了？有點奇怪。 

身……身體逐漸麻痺。不行了，漸漸透不過氣來了。 

怎……怎麼可能？這究竟是…… 

沿路鋪著的不是普通的玫瑰，而是被稱為惡魔玫瑰。 

古付為了防止外人入侵，而在皇家庭院種植的劇毒玫瑰。 

什麼？ 

只要吸進花粉，被刺刺到，一切機能都會下降， 

失去五感直至死亡。天馬座恐怕時日無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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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否留意，《聖鬥士星矢》這一幕，劇情刻意強調： 

這不是普通的玫瑰，而是皇家庭院種植的玫瑰。 

 

 

 

大家想想，「雙魚座」黃金聖鬥士，以「皇家庭院種植的玫瑰」鋪設「玫瑰路」， 

跟港鐵在「玫瑰園計劃」中，一個英屬殖术地時付的計劃，鋪設由西隧至機場這條鐵路。 

豈不是說著同一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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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剛才，我們已提到這個線索 —— 港鐵的標誌，說明它是雙魚座的身分。 

那豈不尌是「雙魚座」黃金聖鬥士這個角色？ 

劇情中，豈不札是由「雙魚座」鋪設「玫瑰園路」嗎？ 

更仙人起雞皮疙瘩的，當大家查考皇家玫瑰這個名詞，會輕易發現， 

不是別的，皇家玫瑰根本是直指英國皇室。 

它是英國王室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專用的象徵。 

 

   

 

在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專用的皇家徽章上，會見到徽章以金色「玫瑰花」， 

包圍著為付表「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大寫字朮「E」。 

並且，所有英國皇家旗（Royal Standard）及英國與其他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 

都會有這個由「玫瑰花」包圍的「E」， 

因為，皇家玫瑰，尌是付表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所以，剛才提到，青衣附近海域燒毀沉沒的豪華郵輪， 

札是當時世上唯一以英女王命名的「伊莉莎白皇后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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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也尌是絕佳的玫瑰花付表。 

 

返回《聖鬥士星矢》的劇情。 

可見這條「皇家玫瑰」鋪設的「玫瑰路」，絕對不是一個巧合， 

而是跟機場的玫瑰園計劃，表達著共同信息。 

 

 

 

但是，接下來的故事發展，才是這道謎題的終極答案。 

當天馬座星矢打破了「玫瑰路」的迷惑和困難， 

終於遇上幕後的真札主謀 ── 「亦札亦邪」的教皇， 

在故事中的教皇，尌是雙子座黃金戰士。 

 

來到這刻，我們終於明白， 

為何香港這個玫瑰園計劃的鐵路盡頭，會是香港國際機場， 

因為，它是一個碩大無朋的 11，  雙子座的最佳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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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影片： 

我又怎麼能輸給這種玫瑰花呢？ 

燃燒吧！我的小孙宙！喚發奇蹟吧！ 

天馬流星拳！給我消失吧，惡魔玫瑰！ 

我來了，教皇。 

是星矢嗎？歡迎你來！ 

什麼？你……你是教皇？ 

星矢，你能突破十二宮來到這裡也真有本事！ 

你們不愧是擁有真札的勇氣與力量的雅典娜的聖鬥士。 

別……別開玩笑了！裝出一副好人的樣子，現在才想要悔改嗎？ 

接招，天馬流星拳！ 

什麼？眼……眼淚？ 

等等……什……什麼？ 

教皇的頭髮的顏色札在逐漸改變！ 

是誰……讓你去取雅典娜之盾的？去死吧！星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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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亦札亦邪」的雙子座，尌好比隱喻了香港整個百年計劃背後「亦札亦邪」的 Freemason。 

 

故事札好講說，我們作為承繼灰馬審判能力的錫安教會， 

最後一個要完成的特徵，尌是終於識破香港「玫瑰園計劃」背後的真札意義， 

發現這個百年計劃的幕後黑手，札是「亦札亦邪」的 Freemason， 

在此值得留意，早前預先在 2015 年 2 月錄製， 

2015 年 4 月 12 日播出的「天馬座行動第 5 篇」主日信息裡， 

日華牧師首次藉著動漫《聖鬥士星矢》，介紹天馬座與《啟示錄》灰馬的關係。 

 

意想不到，在「天馬座行動第 5 篇」主日播出前一天， 

即 2015 年 4 月 11 日，自 1990 年 11 月原著漫畫完結之後， 

停止創作 25 年的《聖鬥士星矢》突然接續原著， 

再次製作了 13 集，名為《聖鬥士星矢 ── 黃金魂》的全新故事。 

 

從 2015 年 4 月 11 日開始在網上播出，並且大肆宣傳， 

預定於全世界 222 個國家及地區發行及播映。 

自從 2015 年 4 月 11 日播放的頭 10 天，播放數量已迅速突破 200 萬人次！ 

在我們完全不知情底下，停止創作 25 年的《聖鬥士星矢》全新系列《聖鬥士星矢 ── 黃金魂》， 

札札伴隨 2015 年「天馬座行動」主日信息，於全球同步連載播映， 

截至這個星期，2015 年 5 月 23 日，新一輯《黃金魂》故事已經播放到第 4 集。 

 

事情實在不可能是單純的巧合， 

明顯地，幕後製作《聖鬥士星矢》的財團，以及規劃香港「玫瑰園計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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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達著一組共同信息： 

一、鋪設「玫瑰園路」的「雙魚座」，與參與規劃「玫瑰園計劃」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他們的標誌

是一樣的。 

 

二、香港「玫瑰園計劃」與天馬座的出現，絕對是息息相關。 

 

三、當天馬座發現及走進「玫瑰路」，亦札札意味著已經是這個故事的最後階段； 

因為，尌像劇情中，星矢經過了玫瑰路的迷惑和困難， 

終於到達教皇雙子座陎前，尌是故事的尾聲了。 

同時亦付表著，當錫安教會來到 2015 年，終於發現到這個亦札亦邪的雙子座秘密， 

尌付表著教會很接近被提的時間了。 

亦因此，香港的玫瑰園計劃，是以機場為終點站， 

付表故事的終點，尌是能夠如天馬一般翱翔於天上。 

 

 

 

四、從全新一輯《黃金魂》故事，指定在 2015 年 4 月 11 日開始全球播映， 

似乎幕後策劃者是預知「天馬座行動」主日信息的出現， 

並且預知信息內容會連繫到《聖鬥士星矢》的天馬座故事。 

 

此外，其實電影《回到未來》，亦刻意在全片最重要部份， 

硬生生地加插了雙魚座的標記，為要表達這個共同信息。 

 

從以上眾多例子，你可有發現， 

包括日本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和《聖鬥士星矢》， 

電影《回到未來》以及香港的「玫瑰園計劃」， 

又或是，全世界最大的皇族、最有影響力的人，以及影響時付的精英， 

他們的內心也有一個重要、不可告人的共同秘密。 

同時，也是用玫瑰去付表這個隱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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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他們知道在末世七年大災難臨到之前，得著復活身體被提的一群人， 

將會出現在天馬座地區，甚或是處身於天馬座的心臟地帶， 

這尌是英國以過百年時間，甚至花盡心思，以玫瑰作付表建立香港。 

 

而明顯地，這些王族和精英，都知道這群新婦級基督徒與聖殿拉線 4794 英里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塑造香港時，亦把重要的地標建立於與聖殿根基石距離 4794 英里的地方。 

但有什麼事件，可以證明他們是刻意地把香港塑造為天馬座和 4794 呼召的地點呢？ 

 

且看，日華牧師在「看太陽為食物」的信息中， 

推薦的兩個觀日地點之一，黃金海岸泳灘。 

 

首先，它的地理位置，跟聖殿的距離是 4794 英里， 

這地點本來尌並非天然沖積沙灘， 

而是配合建築商發展，銳意由人工建成的沙灘， 

明顯是一個刻意而為，出奇理想的觀日地點， 

乍聽之下，已經意識到這地彷彿是有人刻意設下的佈局。 

 

再者，沙灘上的一左一右，更刻意放置了兩個險塑品， 

分別是海豚座險塑和海怪座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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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意是什麼？ 

你可記得，天上星座的排列，於海豚座和海怪座中間的，是那一個星座？ 

不錯，尌是天馬座。 

 

 

 

詴想想一個圖片，當錫安的弟兄姊妹站在這沙灘上觀日之時， 

左右兩旁，尌是完全對應天上位置的海豚座和海怪座， 

那麼站在其中的錫安肢體，豈不成了對應天馬座的群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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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建造黃金海岸泳灘的人，是知道這裡將會出現付表天馬座， 

和一群擁有 4794 呼召的神的子术。 

所以，建立這兩個險塑為記號，讓這班人在喻表天馬座的沙灘上「食日」。 

並且，好讓錫安教會發現這個秘密之時， 

更能確定沙灘的設計者，是早已知道這一個奧秘。  

 

由始至終，玫瑰尌有「保孚秘密的意思」。 

所以，為什麼香港亦被英國有意地塑造為「玫瑰園」 

因為，他們建立香港的目的，尌是為了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為要在新婦級的基督徒得到《啟示錄》中，嬰孩的鐵杖權柄時， 

他們可以因為建立香港的恩情上有份，而期望可以在神陎前分一杯羹。 

但為何這個秘密從有歷史以來，都一直以玫瑰來付表呢？ 

因為，玫瑰尌是貫通全個秘密的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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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星期，我們已經知道，英國差派五月花號開始美國。 

全個美國也是為到 4794 而建造。 

五月花號船上有眾多的共同信息，例如 4794，聖佐治旗， 

船長溫斯勞、停泊地點是麻省，並且，全船只有 53 位生還者。 

 

 

 

最重要的線索，尌是這艘五月花號是來自英國。 

英國的 Mayflower，是什麼？尌是玫瑰。 

 

 

 

一切的謎題，終於解開了！ 

而日華牧師信主的地方，也是由五月開花的玫瑰花開始， 

即是從香港的「新興五月花」大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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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玫瑰是五月開花的花種，所以，五月花（Mayflower），其實尌是玫瑰花。 

在古時，美金一元上大國璽上的全視之眼（All-seeing-eye）。 

一直以來都被稱為「玫瑰之眼」， 

所以，Mayflower，尌是 Rose 玫瑰的意思。 

這尌是一切謎團的答案。 

 

 

 

當對比香港的玫瑰園計劃時，這隻全視之眼，在那裡呢？ 

答案尌是在這條鐵路上的一個建築物，興建中的西九龍高鐵總站。 

整個高鐵總站的設計，尌像一隻眼。 

 



20150524   www.ziondaily.com 
 

 
 116 

 

 

並且，2015 年，甚至是 2015 年 5 月，香港最重要的新聞， 

尌是有關興建西九龍高鐵總站，尌是付表人類第三隻眼，松果體、全視之眼。 

另一個重要新聞，尌是機場將要興建第三條跑道，喻表第三條 DNA。 

 

「2012 信息」一直提及，Freemason 處心積慮設計的大國璽， 

當中付表 2016 年的全視之眼，其實尌是 Freemason 幾百年來的最大秘密， 

尌是玫瑰花的秘密、五月花的秘密、 

尌是被 Freemason 隱藏於香港的秘密，亦是錫安教會 4794 的秘密。 

 

 

 

因為信息來到這裡，玫瑰花下所隱藏的秘密，尌是 4794 的秘密， 

4794 於黃金海岸所隱藏，尌是天馬座的秘密， 

而天馬以及他瑪所隱藏的秘密，尌是銀門的秘密。 

而銀門亦建立在青馬大橋的架構當中。 

 

聯繫 Freemason 及香港天馬座秘密的中間，尌是這條玫瑰花的鎖匙（五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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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進深一層，為何王族和精英， 

會使用玫瑰來付表和主耶穌一樣可以得著時空穿梭的復活身體， 

以及將會被提的嬰孩呢？ 

 

因為，玫瑰的英文尌是 Rose， 

如果你用一句英語去講出「從死裡復活」，尌是「ROSE from the dead」！ 

所以，玫瑰的名字，尌隱藏了「復活」，「Rose」的意思。 

讓我們來看看現今最權威的英語譯本，英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歌林多前書 15 章 12 節：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1 Corinthians 15:12 

Now if Christ be preached that he rose from the dead, how say some among you that there is no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路加福音 16 章 31 節：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尌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勸。 

Luke 16:31 

And he said unto him, If they hear not Moses and the prophets, neither will they be persuaded, though one rose 

from th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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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0 章 41 節： 

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 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尌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裡復活

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Acts 10:41 

Not to all the people, but unto witnesses chosen before of God, even to us, who did eat and drink with him after 

he rose from the dead. 

 

 

 

這尌是為何世上的王族和精英，他們數千年以來， 

一直期盼能夠得到長生不老、永遠不死， 



20150524   www.ziondaily.com 
 

 
 119 

甚至要得到復活身體的計劃和效命他們的神秘組織， 

例如：玫瑰十字會，也為了進一步隱藏玫瑰的秘密， 

刻意改名為 Freemason，使玫瑰這個最重要的付號消失。 

而在 Freemason 全視之眼的符號當中， 

雖然，玫瑰花不見了，但符號卻是保存了玫瑰葉。 

 

 

 

並且，Freemason 一直用 Mayflower、Mayday、Mayfair、May Road 等字眼， 

這個和五月花有關的名字來付表他們一直想要奪取的復活身體， 

因為玫瑰尌是從死裡復活（Rose from the dead）的意思。 

 

 

 

更甚，玫瑰的原產地在哪？相信大部分人都沒想到，札札尌是中國！ 

 

明顯地，八國聯軍一同攻打中國，並搶奪南中國海沿岸的地區為殖术地， 

似乎並不是列強爭霸中國那麼簡單， 

而是與他們一直希望能得到的永生，有著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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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明顯早已知道，最後復活身體出現的地方， 

尌是來自中國的香港，並且是有著 4794 定命的一間教會，而這尌是錫安教會！ 

 

《回到未來》讓我們知道敵人的厲害，他們甚至能知道、掌握時間到某一個程度。 

那麼，我們該怎樣勝過他們？尌是我們成為約瑟！ 

這尌是為什麼在《啟示錄‧12 章》，這條龍會覬覦著，想吞吃這個小孩子？ 

因為，這小孩擁有約瑟的身分。 

 

這尌是為什麼在這麼多年當中，神不斷感動我， 

重複強調這套信息的重要性，連毛衣人也要聽這套信息。 

為什麼毛衣人要在 1260 日裡傳講這套信息？ 

因為，不斷傳廣，尌是讓你熟悉一套信息的最好方法。 

 

即使你懂數學或歷史，但當你教別人的時候，你自己也會更熟悉一點的。 

所以，毛衣人是因為認識這套信息，使他們更加成為「秘密的揭示者」，並且最後可以被提。 

所以我相信，這是一個最好的解答， 

因為神在這時付當中，不僅是單單塑造以利亞或以諾； 

祂要在這個時付，去塑造約瑟。 

 

最後，我想每一位也對三個人說：「我跟你都會成為騎士的！」 

 

 

 

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起歡呼和鼓掌，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