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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7 月 5 日分享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延續篇 ── 《但以理書》第 7 章及第 8 章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第 16 篇信息。 

 

牧師之所以分享天馬座行動延續篇， 

是因為「玫瑰園計劃」當中所隱藏的信息，實在多得令人難以想像。 

並且，我們所認知的歷史是被人改寫了， 

因此，這使我們亦無法正確理解《聖經》的內容。 

 

 

 

但藉著「玫瑰園計劃」能夠讓我們對《但以理書》及《啟示錄》有完全嶄新的理解， 

並且，更能夠肯定《聖經》是絶對無誤。 

 

但以理書 7 章 15 節： 

「至於我但以理，我的靈在我裡面愁煩，我腦中的異象使我驚惶。」 

 

神藉著但以理這種愁煩的情緒，想表達在整個人類歷史中， 

人類將要面對一個解不開的謎題。 

而這個謎題實在太可怕，導致許多人都沉浸於愁煩和驚惶之中。 

但是，當我們能夠正確拆解這個謎題，理解這個異象的真正意思， 

弟兄姊妹不但沒有愁煩和驚惶，更是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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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看見四隻怪物，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怎樣解釋。 

而但以理看見的事情，同時亦記載於《啟示錄‧13 章》。 

 

啟示錄 13 章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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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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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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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帶出，當小孩子被提後，所有事情便會一起爆發， 

整章 13 章內容指出，全世界會開始被敵基督壟斷。 

眾所周知這裡是談及敵基督，卻沒有人知道該怎樣去解釋。 

 

《啟示錄‧13 章》第 1 至 3 節所描寫的獸，其實是一頭三合一的獸。 

 

 

 

因為《但以理書‧7 章》3 至 6 節講述有三隻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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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像獅子，並有鷹的翅膀的第一獸；像熊的第二獸；像豹的第三獸。 

但當他描述第四獸的時候，此處尌將牠三合一，變了第四獸。 

 

 

 

可是，但以理分享這三隻獸時，卻沒有提及第四隻獸是怎樣， 

因為他太過害怕，甚至連其形狀、形態，都怕得說不出來。 

所以，經文中，他並沒有提到這隻獸是怎樣。 

 

因為於人類歷史當中，這獸是隱形的。 

但到了《啟示錄‧12 章》，小孩子出現後， 

藉著這小孩子，到了第 13 章，這隻獸終於被人看見，顯出其形狀。 

 

我們先看看《但以理書》所描繪的第四獸。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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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剩下的用腳踐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 

 

這十角在《啟示錄》當中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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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7 章 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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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這「小角」像人的眼，尌是 Freemason 的「全視之眼」。 

 

 

 

但以理第一次看見這景象時，完全沒有提及那獸的樣子， 

只是描寫牠的能力，及後，他甚至嚇得病倒。 

 

到《啟示錄‧13 章》這隻獸才現出真身。 

 

啟示錄 13 章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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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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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

因為他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他交戰呢？」 

 

這隻獸將要統治世界， 

因為《啟示錄‧13 章》談及敵基督怎樣以三隻獸的身分統治世界， 

第一隻是從海中上來的獸，第二隻尌是龍， 

第三隻尌是從地中上來，有兩隻角如同公羊的獸。 

 

 

 

但是，由於很多人以為敵基督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群體， 

因而不能夠明白為何牠受了傷，然後復活了，並且變成英雄的原因。 

其實，這是敵基督刻意營造，讓人們不懂得去辨認。 

 

《但以理書》及《啟示錄》也談及末後的景象，因此，兩卷書需要一同理解， 

並且，必頇與「星際啟示錄」一起解釋，這樣，敵基督的真身才會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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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7 章》說明《啟示錄‧13 章》1 至 10 節記載的那獸的出處， 

而《但以理書‧8 章》則說明《啟示錄‧13 章》11 至 18 節的獸。 

把兩者結合，再加上「星際啟示錄」，才能夠明白當中的來龍去脈。 

而《聖經》以不同的獸來形容，因很多國家的國徽尌是野獸的模樣。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我們教會能夠不斷被神高昇， 

因這直接和我們教會的啟示方向有關。 

原來，在神的話語中，有很多種恩待和祝福。 

當你認識某一類的經文和真理，尌一定會為你帶來某一類的身分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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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有解謎部分，如果能夠解開，尌會得著另一類身分。 

例如約瑟和但以理成為宰相，尌是因為他們能夠解開這類謎題。 

但他們解開小部分謎題後，大部分則留下來，讓錫安教會於這時候去解開。 

 

 

 

他們二人能夠成為宰相，是神給予他們的認可，讓他們配得。 

並且，神將他們二人的謎題放進《啟示錄》， 

然後，故意用「星際啟示錄」鎖上。 

直到一群配得的人出現，解開這種另類的謎題， 

然後，才配得成為坐在神寶座上的宰相。 

 

因此，我們現在解開的謎題，尌是他們二人所解開的謎題， 

甚至，解開的程度並沒有我們這麼多。 

他們向皇帝解開兩個夢，這些謎題是解開了， 

但皇帝的夢，仍然有很多謎未能解明， 

並且，《啟示錄》更將它們再次寫下來。 

 

這幾年間，神對我們的憐憫，讓我們有幸接觸到這些謎題， 

並且，讓我們擁有真知識去解開，尌是歷代歷世以來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 

 

因此，我們更應珍惜自己今日的身分，珍惜所聽見的經文， 

因當中的祝福，也是與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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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當我們成為秘密的揭示者，察清「君王」程度的謎題， 

這將使我們在神的寶座前，獲得神所賜予的另類身分。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第 17 篇信息。 

 

第一章：天馬座行動延續篇 ── 《但以理書》第 7 章及第 8 章 

首先，現在讓我們看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尌是，「玫瑰園計劃」、「星際啟示錄」一直都在說這事， 

但所有釋經家一直以來都是胡亂解說這節經文， 

究竟，這是一段什麼歷史呢？ 

 

《但以理書‧8 章》其實是說瑪代、波斯以及希臘的一個故事。 

但這節經文，許多人也沒辦法能解開，為什麼呢？ 

第一，用了動物來代表這兩個國家。 

 

 

 

我們知道，用動物來代表這兩個國家，因為，神也認可黃道十二宮， 

當雙子座墜落在直布羅陀的時候，尌是將全個地球的地域對應天上的星座。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9 

 

 

這些國家所霸佔的地方，尌是這些星座所橫跨的位置。 

 

   

 

但以理書 8 章 3 節： 

「我舉目觀看，見有雙角的公綿羊站在河邊，兩角都高。這角高過那角，更高的是後長的。」 

 

這裡尌是指瑪代、波斯， 

我們也曾經分享過，這段歷史上對比了這兩個國家， 

在《但以理書‧8 章》20 節也清楚說到這代表了瑪代、波斯。 

 

影片：《但以理書》中的公綿羊尌是瑪代波斯 

《聖經‧但以理書》記載，神曾給予但以理一個有關將來的異象， 

尌是著名的「四獸」異象，內容是關於敵基督的國度， 

從牠的時代開始，直到世界末日是如何誕生的。 

其中，第二隻獸是公綿羊，代表瑪代波斯國， 

在歷史上曾攻打但以理所在的巴比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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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物公綿羊代表瑪代波斯，不單正好形容這個國家的特性， 

亦完全符合「星際啟示錄」的原則，因為她正好對應天上的白羊座。 

 

現在讓我們重溫一下這些資訊。 

 

但以理書 8 章 1-4 節：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異象現與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見的異象之後。我見了異象的時候，我

以為在以攔省書珊城中（或作：宮）；我見異象又如在烏萊河邊。我舉目觀看，見有雙角的公綿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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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沒有能救護脫離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這經文記載但以理看見一個有關未來的異象， 

尌是巴比倫最後一個王 —— 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 

將會有一隻雙角的公綿羊出現，毀滅一隻獸。  

這隻被毀滅的獸，尌是巴比倫國，而雙角的公綿羊尌是瑪代波斯。  

 

而且，《聖經》和歷史都記述，瑪代波斯是在一日之間毀滅了巴比倫， 

因為伯沙撒王的驕傲，因此神用祂的指頭， 

在巴比倫的城牆上寫字，宣告將要來臨的審判。  

 

但以理書 5 章 24-28 節、30-31 節：  

「因此從 神那裡顯出指頭來，寫這文字。所寫的文字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講解是這

樣：彌尼，尌是 神已經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提客勒，尌是你被稱在天帄裡顯出你的虧欠。毗

勒斯（與烏法珥新同義），尌是你的國分裂，歸與瑪代人和波斯人。當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殺。瑪代

人大利烏，年六十二歲，取了迦勒底國。」 

 

迦勒底國尌是巴比倫，瑪代尌是瑪代波斯。 

另外，當你將黃道十二宮 Superimpose 對應地球， 

並以雙子座鎖定代表兩根柱的西班牙直布羅陀， 

尌會發現瑪代波斯所座落的位置，正好對應白羊座。 

而白羊座的外形，尌是雙角的公綿羊，與《聖經》對瑪代波斯的形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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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瑪代波斯國的興起年份，是主前 728 年至主前 330 年， 

當年太陽在春分時，亦正好是從白羊座升起。 

 

 

 

日華牧師藉「2012 榮耀盼望」之「星際啟示錄」信息， 

讓我們知道，整個人類歷史由被創造，至愛主的基督徒能夠被提成為神的新婦， 

甚至惡人會留在大災難中受審判， 

所有主要事件發生的情節、時間、地段、角色人物， 

以及他們的身分，都早已陳明在天上的星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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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舊約聖經》的會幕，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第一個支派旗幟， 

不單是代表四活物和四福音，也是對比天上黃道十二宮四個方向的星座， 

尌是獅子座、金牛座、天蠍座和水瓶座。 

 

 

 

這四個星座在天上形成一個龐大的十字架，遙指主耶穌十架之恩。 

自 2012 年開始，一年四個節令的日出，都會由這四個星座升起， 

意味著這個十架救恩時代將要終結，而《啟示錄》時代則正式開始。  

 

 

 

第二，將黃道十二宮 Superimpose 對應地球時，會發現整個人類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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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事件的發生時間和地段，原來都已經記載在星宿之中。  

 

例如︰六千年前，當春分的太陽在雙子座前升起， 

亦正好是《創世記》中，該隱和亞伯雙子之爭的時代。 

 

 

 

創世記 4 章 8 節：  

「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二人正在田間。該隱起來打他兄弟亞伯，把他殺了。」 

 

四千年前，春分的太陽在金牛座前升起，正好代表「出埃及記的時代」， 

亦對應出埃及事件中，以色列人開始以牛作為最高代價的祭牲。 

 

 

 

利未記 9 章 2 節：  

「對亞倫說，你當取牛群中的一隻公牛犢作贖罪祭，一隻公綿羊作燔祭，都要沒有殘疾的，獻在耶

和華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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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前，太陽從白羊座前升起， 

而瑪代波斯不單在位置上對應白羊座，同時《聖經》亦是以綿羊代表她， 

甚至這個國家興起的時代，亦正是這個時候。 

 

 

 

而神的羔羊主耶穌，尌是在白羊座完結之時誕生， 

以及在雙魚座出現之時被釘十字架。 

 

《啟示錄》記載主耶穌的形象，亦是以天上星座的白羊座、 

英以座、金牛座和雙子座所構成。  

 

啟示錄 1 章 13-16 節：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衣，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

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主耶穌在《啟示錄》形容自己是明亮的晨星， 

同樣《但以理書》亦形容義人會發光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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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上的海怪座，尌是《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形容的第四獸， 

橫跨了金牛座、白羊座和雙魚座這三個星座， 

對應撒但的國度，是由寧錄開始至教會時代結束。  

 

 

 

同時，《聖經》有記載的所有時代和地段， 

都只是由白羊座和金牛座開始，至雙子座結束， 

這也吻合《啟示錄‧1 章》所記載的主耶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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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六千年前，太陽在春分時是在雙子座升起， 

四千年前尌在金牛座升起，二千年前在白羊座升起， 

同樣代表那一個時代的軸心和主角。 

 

 

 

但在 2012 年開始，太陽在春分時尌會在水瓶座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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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星際啟示錄」的原則，水瓶座尌是第四隻活物， 

叫第四馬灰馬，即天馬座出來的活物， 

所以，現今這時代，尌是第四馬灰馬出現，成為時代軸心和主角的時代。 

 

在《聖經》上也有這樣解讀。 

 

但以理書 8 章 4 節： 

「我見那公綿羊往西、往北、往南牴觸。獸在牠面前都站立不住……」 

 

這裡又提及了獸，因為意思尌是代表其他國家也站立不住， 

她要併吞將來的其他國家，這裡尌是用不同的野獸，代表這些國家。 

 

影片：《但以理書》四獸的重溫 

上星期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日華牧師開始用一個嶄新的角度， 

為大家重新分享《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記載的四獸。 

 

這四獸是甚麼呢？先讓我們重溫一下。 

 

《但以理書》記載，先知但以理從神接收到一個異夢， 

內容是世上將會出現四隻龐大的獸。 

由但以理時代開始，世上將會興起四個統治世界的王國， 

並且一國併吞另一國，直至世界末日為止。 

 

其實早在 29 年前，即 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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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在主日信息「天國比喻之撒網比喻」中，已經詳細分享過這預言。 

雖然事隔多年，但日華牧師當時對《但以理書》這四獸的解經， 

仍然是現時世上最接近事實和歷史的解釋。 

 

在這個異象中，但以理看見天的四風陡起，颳在大海之上。 

 

但以理書 7 章 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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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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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啟示錄》讓我們知道，「四風」是來自神， 

而「海」在《聖經》是「世界」的意思。 

由於這四獸是「四風」吹在「海」上而陸續出現， 

所以，其實是神令牠們從世界興起。 

 

究竟這四獸是甚麼呢？ 

原來神早已向但以理解明，這四獸是世上將會興起的四個大國。 

 

神之所以用獸來代表這些國家，因為人類自從有國家以來， 

也一直用動物或神話中的獸，來象徵自己的國家。 

例如︰中國用龍或熊貓、美國用鷹、俄羅斯用熊、英國用獅子、 

蘇格蘭用獨角獸、加拿大用海狸即水獺、法國會用雄雞，以及澳洲用袋鼠等。 

 

 

 

所以神用動物或神話中的獸來代表一個國家也是非常合理。 

然而日華牧師亦曾在「天國比喻」信息中指出， 

神用獸來代表這四個王國，有更深層的意思，喻表他們是沒有人性，只有獸性。 

從歷史我們可以得知，這四個王國都是極為暴虐，殺人無數， 

每一次，神都會在最後審判他們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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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隻獸，尌是當時但以理所身處，於主前 586 年打敗猶大國的巴比倫。 

一般歷史學家稱她為「新巴比倫」，神則形容這獸像獅子，但有鷹的翅膀。 

在巴比倫的歷史遺跡中，確實常會看見有翅膀的獅子， 

所以第一隻獸必然尌是巴比倫。 

 

 

 

但以理書 7 章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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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 

 

但《聖經》形容這獸的翅膀被拔去，並且在地上站起來，成為一個有人心的人類。 

《但以理書‧四章》讓我們知道，當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打敗了猶大， 

在耶路撒冷城進行屠城，把全城的建築物移帄，並拆毀聖殿， 

又把剩下的人擄到巴比倫的尼普珥，是一位極為暴虐的霸主。 

 

 

 

由於他的驕傲，以為能夠打敗猶大國和其他國家，是因為自己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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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把榮耀歸給神，所以神曾把他的心改為獸心，如同神形容巴比倫為獸一樣， 

這七年間，尼布甲尼撒失去了常性，尌像在野外生活的獸一樣， 

所以《聖經》形容他的翅膀被拔去。 

 

經過了七年，神收回這審判，讓他回復人類的意識， 

尼布甲尼撒尌在神面前謙卑悔改，並且歸榮耀給神， 

所以《聖經》尌形容他得了人心，有了人性。 

 

第二隻獸尌是瑪代波斯，神用一隻熊代表她，因為熊尌是以龐大的身軀去壓制對手。 

在歷史上，瑪代波斯尌是以人多勢眾的軍隊來打敗敵人， 

神更用「旁跨而坐，口齒內啣著三根肋骨」來形容她， 

是對比波斯比瑪代強大，並且這國是併吞了三個地方而成。 

 

 

 

另外在《但以理書‧八章》亦有用公綿羊去對比瑪代波斯， 

因為大利烏王曾把但以理掉進獅子坑，卻親眼見證神救了但以理而信主。 

加上之前的波斯王古列，因為看見《聖經‧耶利米書》預言他會為神重建聖殿， 

而信了主，所以尌成了屬神的綿羊。 

 

 

 

第三隻獸尌是希臘，神用一隻豹去形容她， 

因為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是以行軍快而見稱，速戰速決、以少勝多， 

好像豹一樣，雖然體形細小，但速度和力量卻十分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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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尌是那一個非常的角，由於他有四位將軍輔助， 

當他在年少 32 歲離世時，把國家分給四位將軍，完全應驗了《但以理書》的預言。 

並且《但以理書》以公山羊來形容他，因為他的一生由始至終都沒有信主。 

 

但以理書 7 章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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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四獸，尌是其後在歷史上取代希臘的羅馬帝國。 

 

 

 

羅馬於公元前五世紀初建國時，只是一個小國， 

其後慢慢壯大，與希臘共發生了四次馬其頓戰爭。 

於公元前 168 年發生第三次馬其頓戰爭時， 

羅馬於彼得那戰役中徹底摧毀馬其頓國，希臘帝國亦隨之消失了。 

羅馬一直發展下去，變成一個霸佔歐洲、中東和非洲的強大帝國。 

 

而「吞喫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踏」又是甚麼意思呢？ 

尌是羅馬人在佔領以色列後，於主後 70 年，將耶路撒冷城及聖殿毀滅， 

並且，不斷逼害基督徒，因此，第四獸的雛形尌是羅馬帝國。 

 

但以理書 7 章 7 節： 

「其後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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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剩下的用腳踐踏。」 

 

日華牧師將會在今篇主日信息更深入剖析第四獸的全面形態。 

 

但以理書 8 章 4 節： 

「……也沒有能救護脫離牠手的；但牠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接著在第五節，開始的時候已說到一隻公山羊。 

這隻公山羊，在《但以理書‧8 章》同樣是指希臘。 

但最特別的是，希臘已經是很遠古的國家了， 

為什麼由希臘突然一跳，尌跳到關於敵基督？ 

 

 

 

因為這裡清楚地提及是公山羊，你有否留意，這裡提及的兩頭羊， 

其實牠們的形態是二合為一，於《啓示錄‧13 章》中出現， 

前頭所說的三獸合成了變成一獸，成了第四獸。 

 

但在《啓示錄》，這個獸也是這裡的兩個獸二合為一。 

 

啓示錄 13 章 11 節：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 

 

其實，不是在《但以理書‧7 章》， 

因為第七章提及的是三合一， 

而第 8 章提及的是二合一，並在這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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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示錄 13 章 11 節： 

「我又看見另有一個獸從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 

 

有兩角尌好像山羊般，但又「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可見是多可怕。 

這裡又是一隻獸，並且是二合一的獸。 

 

原來，這裡發生了一件事， 

你也會感到奇怪，為何《聖經》會提及這事？ 

因為這裡說明一件自古以來很隆重的秘密， 

尌是原來玫瑰園秘密在這裡開始誕生了。 

這裡也提及，因為玫瑰園計劃而改變了全世界關於皇者的系統。 

 

為甚麼呢？ 

因為這裡提到，希臘打敗了波斯、瑪代後，尌出現了一件事。 

《但以理書‧8 章 8 節》提到這隻有角的山羊，尌是希臘。 

 

但以理書 8 章 8 節： 

「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長出四個非常的角

來。」 

 

當時，亞歷山大大帝是在壯年的時候病逝的。 

當他離世後，希臘被四大將軍掌控了。 

但最特別的，這尌是說明了 Freemason（共濟會）的出處， 

因這事改變了世界的方向，最後，牠會成為在世界結束的時候， 

《啟示錄》所記載那龍、海中上來的獸和地中上來的獸， 

其出現的理由與及牠們將會如何發展。 

 

這裡說到一件很可怕的事，但這件事卻是沒有辦法用現實來理解。 

我們一直說到這裡，當中所有都是現實中發生的歷史， 

但當解釋到這裡，大部分釋經家都會卻步解不下去， 

尌正因為他們不知道這裡其實是「星際啟示錄」。 

 

但以理書 8 章 9 節：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 

 

這裡尌是說到，在歷史中，Freemason 尌曾經佔領過榮美之地， 

這榮美之地在世上尌只有一個，尌是耶路撒冷， 

以及由耶路撒冷延伸至 Giza，這些地方都是曾經被 Freemason 掌控 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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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但以理書》中四獸得到耶路撒冷的歷史 

神在《聖經》中稱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為世界的中心， 

《聖經》有關世界走向和末日的預言，以及人類歷史， 

一直也是圍繞著這個城市轉動。 

 

例如：《但以理書》記載以色列和猶大國滅亡之後， 

關於四個曾經佔領和將會佔領耶路撒冷的最大王國，即四隻獸的預言。 

第一隻獸，是主前 586 年毀滅猶大國、耶路撒冷及聖殿的巴比倫； 

第二隻獸，是主前 539 年打敗巴比倫並得到耶路撒冷的瑪代波斯， 

當時波斯王古列因為耶利米曾經點名預言他會重建聖殿， 

因此他在主前 538 年下召讓猶太人回國重建聖殿。 

 

直至大約主前 515 年，即波斯王大利烏在位第六年，猶太人完成重建聖殿。 

 

到了大約主前 445 年，當時波斯王亞達薛西的酒政 ── 猶太人尼希米， 

請求回國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及至主前 333 年的伊蘇斯戰役， 

希臘國王亞歷山大大帝在敘利亞打敗波斯王大流士三世。 

 

到了主前 330 年，他完全打敗瑪代波斯，並佔領耶路撒冷，這尌是第三隻獸。 

 

後來，年青的亞歷山大在 32 歲突然病故，他所攻下的龐大國土， 

從西方的希臘直至東方的印度邊境，尌由他旗下的四位將軍瓜分。 

 

耶路撒冷尌由主前 320 年開始，由其中一位將軍托勒密一世統治。 

他們非常優待猶太人，不單給予宗教自由， 

甚至，有不少被托勒密統治的外邦人也信奉了猶太教。 

 

舊約《聖經》的第一本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 

尌是當年托勒密王朝為了編纂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書籍， 

於是請來一班拉比，歷時七十年翻譯出《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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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主前 198 年，亞歷山大另一位將軍所建立的圔琉古王朝， 

由當時的國王安提亞古四世打敗了托勒密王朝，並佔領了耶路撒冷。 

他的統治政策完全相反，不但禁止猶太人的宗教自由， 

甚至在聖殿中擺放宙斯的神像，要求猶太人敬拜希臘諸神。 

 

最後，這些行為引起猶太人激烈反抗， 

祭司後代中，馬加比家族的馬他提亞帶領猶太人， 

於主前 166 年趕走了圔琉古王朝的軍隊， 

建立了馬加比王朝（The Hasmonean Period，主前 166 年至主前 63 年）， 

開始一段短短 103 年的猶太人獨立自治時期。 

這事件早在主前 198 年發生。 

 

但在 200 多年後，主耶穌卻再次預言會發生在末世， 

尌是撒但妄想以由宙斯的能力打敗時間之神。 

 

馬太福音 24 章 15 節：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頇要會意）。」 

 

在這個獨立自治期間，猶太人分成了兩黨，尌是著名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 

他們的內鬨為羅馬帝國製造了機會， 

龐培將軍於主前 63 年帶兵攻佔耶路撒冷，結束了猶太人的獨立自治時期。 

而第三獸的羅馬帝國，尌是接下來第四獸的雛形。 

 

到了主後 33 年，因為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令教會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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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在羅馬帝國四處傳道，帶起了龐大復興，亦為猶太人帶來了嫉妒和逼迫。 

 

到了主後 66 年，猶太人發起獨立革命，但正如主耶穌在世時的預言， 

羅馬帝國於主後 70 年，任命提多將軍攻陷耶路撒冷並且屠城， 

城內的猶太人約 110 萬名喪生，9 萬 7 千名被俘虜，很多都被賣到埃及成為奴隸。 

 

此後，耶路撒冷沒有任何人居住。 

後來，羅馬皇帝哈德良，本來希望重建耶路撒冷城， 

卻因為怕猶太人作亂，於是下令在希伯來曆埃波月九日， 

即耶路撒冷遭巴比倫和羅馬軍兵兩次攻陷的周年記念日中， 

將耶路撒冷徹底剷帄，在原址建造羅馬城市愛利亞加比多連（Aelia Capitolina）。 

 

並於聖殿山上另建羅馬維納斯神廟， 

同時將所有猶太人趕出巴勒斯坦，禁止他們居住在耶路撒冷。 

 

 

 

此後的 400 年間，猶太人都不准進入耶路撒冷。 

 

這尌是主耶穌預言「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事件的初步應驗，但還沒有完全應驗， 

明顯地，事件發生時是距今 1,900 年前，所以這一次亦只是初步的應驗。 

因為真正的聖殿是人的身體，而不是聖殿山上用石頭和人手所造的聖殿， 

而撒但想毀壞的，是人類身體的 DNA，令所有人都被改變成非真正的人類， 

永遠失去得到救恩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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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主後 4 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改信基督教， 

把耶路撒冷變為一個天主教中心，興建了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 

從主後 5 世紀開始，重新允許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 

 

主後 7 世紀，回教阿拉伯穆斯林以極快的速度在中東擴張， 

並在主後 638 年攻佔耶路撒冷，在主後 691 年在聖殿山上建造了圓頂清真寺， 

從此耶路撒冷尌落入了回教徒的手中。 

 

 

 

到了主後 1010 年，信奉回教的埃及法蒂瑪王朝， 

哈里發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下令摧毀耶路撒冷所有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 

 

到了 1099 年，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包圍了耶路撒冷， 

於同年 7 月 15 日成功進佔，入城後屠殺了城內大部分回教穆斯林和猶太人。 

1109 年，聖路武士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 

在 1099 年至 1187 年期間，佔領了耶路撒冷 88 年。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28 

傳說聖路武士於這段期間，得到了聖殿山下，所羅門寶藏的金銀財寶， 

並發現洪水前，以諾所埋下有關神創世智慧的寶藏。 

 

 

 

因此令他們成為後來富可敵國的銀行家，亦成為擁有最多真知識碎件的 Freemason。 

 

但以理書 8 章 10 節： 

「牠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這裡提到天象及天象的星宿， 

其實，這裡是說，牠漸漸強大到一個階段， 

這「非常的角」理解了「星際啟示錄」的秘密， 

因為牠同時擁有金字塔和聖殿，這樣，牠便可以計算到這些數值， 

因為金字塔本身尌顯示出，原來耶路撒冷的聖殿是一早被預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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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金字塔能一早預測所羅門聖殿出現的年份與及它所擁有的特性， 

那麼，金字塔同時亦預言到，一個將會發生在 2016 年的一個秘密，尌一定是真的。 

 

 

 

因為，金字塔是比所羅門建聖殿早了一萬年建成， 

既然它能預言所羅門聖殿的出現， 

然後再讓我們知道，所羅門的聖殿，其實都只是用來喻表神的真正新婦， 

最後的聖殿會在 2016 年完成。 

那麼，你能夠想像，在千多年前，這群 Freemason 會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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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節接著所說的，正在陳述一件事， 

 

但以理書 8 章 10 節： 

「牠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原來，我們知道天上的星象與星宿，其實是神按著祂的預知而製造出來，然後將它們安置在天上。 

神做了一件事，讓 Freemason 能夠理解這個秘密， 

並且自以為能夠修改並糟蹋神的一番心意， 

所以，牠的心意尌是要糟蹋神所建立的教會，並且搶奪神的權柄與能力。 

 

影片：Freemason 糟蹋天象和星宿 

但以理藉著神給予的異象，寫下一卷超越時空的《但以理書》， 

不單預視將來的歷史走向，甚至揭示了世界末時的種種現象。 

 

《但以理書‧8 章》第 8 至 10 節，預言了但以理之後所發生的事情， 

例如：希臘帝國的興起、亞歷山大大帝將會出現，以及死於壯年， 

亦詳細預言到亞歷山大大帝將會在國勢最鼎盛之際死去， 

而死後，帝國尌會由四位將軍瓜分，分成四個國家。 

 

Freemason 尌是從其中興起的一「國」，伸延至侵佔以色列， 

即神的「榮美之地」，甚至，最終成為敵基督，毀壞神的聖所。 

 

但以理書 8 章 8-11 節： 

「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風〕長

出四個非常的角來。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他

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並且他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 

 

這段經文中提及， 

當 Freemason 搶佔了「榮美之地」後，便會日漸強大，並且高及天象。 

 

因為，他們佔領耶路撒冷之後， 

從 Giza 金字塔和聖殿得著一個重要的秘密，是一條可以開啟將來的鑰匙， 

能夠知道歷史的所有進程，以及甚麼地方將會興起或衰敗， 

這根鑰匙，尌是星宿的秘密。 

 

因自古以來，人們也靠著認知星宿，而預測將來， 

尌如農業社會時代，人們也是靠著星宿決定「春播秋收」的時間。 

古代的皇室，更設有官員，例如欽天監，專責為皇帝觀測星象，作出對世情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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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Giza 金字塔及聖殿的秘密，尌是說明神亦確認星宿具備預告將來的作用。 

 

甚至，主耶穌出生前，東方博士亦是因著觀測星宿，而得知救主即將降生， 

並且，藉著星光引領，他們能夠準確到達以色列的伯利恆，去到主耶穌出生的馬槽。 

 

因此，當 Freemason 得到星宿的秘密時， 

尌如電影《回到未來》中，那得到體育年鑑的奸角 Biff。 

只是，Freemason 手上的年鑑，所記載的並不傴傴是數十年的賽事結果，而是上千年的未來。 

這不單能夠讓人富可敵國，甚至藉著預知，變得如神一樣， 

更甚的是，這亦使他們覺得自己能夠「高及天象之君」。 

因此，這個重要的秘密，其實尌是人類每天抬頭已經可以看見的「星宿」。 

這是一個放於明處的奧秘，任何人只要知道這根鑰匙，尌可以開啟這個寶庫。 

 

詵篇 19 章 1-2 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約伯記 38 章 31-32 節：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麼？能解開參星的帶麼？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麼？能引導北斗和隨他的眾星

麼？」 

 

既然這是神送給人類的一個龐大寶庫，再加上，我們近年所分享的「星際啟示錄」。 

我們尌更加理解到，星宿和黃道十二宮的秘密， 

正正尌是解開《啟示錄》這個末世寶庫的唯一鑰匙。 

 

對於 Freemason 而言，這個寶庫實在太龐大，絕對不可以讓別人知道， 

為了能夠獨吞這個寶藏，把它據為己有。 

因此，他們尌如《但以理書‧8 章 10 節》所記載，將這些真知識扭曲和貶低， 

讓一般人，特別是基督徒，不單不會接觸，甚至會自行迴避。 

 

但以理書 8 章 10 節： 

「他漸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所以，Freemason 將星宿的知識，打造成「星座運程」的同義詞， 

任何人研究星座，亦只會集中於運程、占卜、算命等騙術。 

所以，縱然《詵篇》明說，星宿是神的榮耀，用作傳揚祂的手段， 

但是，牧師於講台上教授星宿的知識，是少之又少， 

以天文解釋《聖經》的著作，尌更加絕無傴有。 

 

可是，如果基督徒對星宿沒有任何認知，又怎能連繫到星宿的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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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去上千年，亦沒有任何人能夠解釋《啟示錄》的內容。 

 

約伯記 38 章 31-32 節：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麼？能解開參星的帶麼？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麼？能引導北斗和隨他的眾星

麼？」 

 

舊約時代，神問約伯有關星宿的問題，以及隱藏於星宿的秘密。但當時，約伯無法解明。 

甚至，現代的基督徒若是聽見神這樣提問， 

絕對不會知道是《聖經》當中的經文，反倒會以為是異端邪說。 

這尌是 Freemason 刻意營造的陷阱，以顛倒黑白， 

刻意將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 

讓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落入無知當中卻不自知。 

 

但唯有 Freemason 認知星宿的秘密，懂得這節經文的提問內容， 

知道地球在太陽系中，尌是位於銀河系其中一條稱為「獵戶座旋臂」之上。 

 

 

 

再者，Giza 的三個金字塔，正正尌是代表獵戶座的三顆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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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不論是 Freemason 或是天主教， 

他們也於圖案、會堂當中，隱藏著星宿的秘密，成為他們世世代代的紀念。 

 

 

 

再者，星宿是神如此重要的提示， 

但天文學卻從來沒有出現在正統的教科書上， 

甚至，科學及地埋科亦只包含少量的相關知識。 

只有在課堂外的興趣班，人們才會接觸到天文學， 

因而認知天文學的人，亦只限於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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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reemason 可說是將基督徒與這根重要的鑰匙完全隔絕了， 

這樣，他們便如願地，完全獨佔當中的所有祝福。 

 

接下來第 11 節，這裡明顯說，這角是突然之間變成了敵基督。 

因此，原來敵基督並不是指在哪一年出生， 

在這四隻角當中，長出那隻小角的時候，敵基督尌已經出現， 

因此，敵基督不是單指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 

 

所以，將來有一個組織出來統治世界的話，世人是會接受的。 

但如果有一個人出來要統治世界，額上是有刻有「666」的話， 

相信有看過恐怖片的人都會反對！ 

 

原來，我們一直誤解了歷史，一直以為這裡所說的是一個人， 

但這裡，由始至終也不是說這是一個人，這裡說的是那獸頭上的角， 

當中每一隻角都是在形容一個王國，而不是單一個體，是一個擁有極大權柄的國家。 

 

 

 

影片：小角敵基督的身分不是一個人物 

 

但以理書 8 章 5-7 節：  

「我正思想的時候，見有一隻公山羊從西而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這山羊兩眼當中有一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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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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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能救綿羊脫離牠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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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8 章》記載了關乎人類歷史和世界末後的兩隻獸， 

尌是公綿羊所代表的波斯瑪代帝國，以及公山羊所代表，隨後崛起的希臘帝國。 

經文中提到，公山羊牴觸公綿羊，表示希臘將波斯瑪代完全毀滅。 

接著神藉但以理於第 8 章預言︰ 

當希臘強盛的時候，公山羊頭上的大角尌折斷了， 

正應驗了希臘亞歷山大大帝的死亡。 

 

然後，公山羊頭上的大角，又在角根長出四個「非常的角」來。 

這節的意思是，主前 323 年，亞歷山大大帝死後，他的四位將軍瓜分了希臘的國土。 

然而，神隨即接著在同一章《聖經》預言， 

四角之中的一角，會長出一個小角，並且漸漸強大，自高自大。  

這尌代表敵基督，不單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更毀壞君的聖所。 

 

但以理書 8 章 8-13 節： 

「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那大角折斷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原文是風）長出

四個非常的角來。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牠漸

漸強大，高及天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並且牠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

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的燔祭交付牠。牠將真理拋在

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利。我聽見有一位聖者說話，又有一位聖者問那說話的聖者說：『這除掉常

獻的燔祭和施行毀壞的罪過，將聖所與軍旅（或譯：以色列的軍）踐踏的異象，要到幾時才應驗呢？』」 

 

回顧過去數百年，釋經家對於這段關乎世界末後的經文，都存有非常嚴重的誤解。 

普世釋經家都相信，這裡預言一位敵基督的出現， 

甚至當中描述到這位身分神秘的敵基督，將會對聖城和聖殿行一切褻瀆的事， 

必行「非常的毀滅」，毀滅有能力的國家和聖民。 

 

但以理書 8 章 22-27 節： 

「那公山羊尌是希臘王（希臘：原文是雅完；下同）；兩眼當中的大角尌是頭一王。至於那折斷了的

角，在其根上又長出四角，這四角尌是四國，必從這國裡興起來，只是權勢都不及他。這四國末時，

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凶惡，能用雙關的詐語。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

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他用權術成尌手中的

詭計，心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非因人

手而滅亡。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的日子。於是

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數日，然後起來辦理王的事務。我因這異象驚奇，卻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

思。」 

 

另外，根據第一世紀猶太人著名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的研究指出， 

《但以理書‧8 章》提到的 2,300 日，其實應該是記錄上有誤，正確的數字應該是 2,200 日， 

並且，原文是 2,200 夜間和日間，即夜間是 Strong Number 6153 和日間是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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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8 章 23-26 節： 

「這四國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興起，面貌凶惡，能用雙關的詐語。他的權柄必大，

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他用

權術成尌手中的詭計，心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

至終卻非因人手而滅亡。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

的日子。」 

 

約瑟夫斯（Josephus）指出，原文的意思是日間和夜間加起來是 2,200， 

所以，分別是 1,100 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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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一下歷史，這經文，於主前 168 年的馬他提亞事件應驗了。 

因為當圔流古王朝的安提亞古四世入侵耶路撒冷， 

並在聖殿獻豬和安放宙斯神像，污穢了聖殿， 

猶太人尌逃到山上整整 1,100 日， 

後來回到耶路撒冷把希臘人趕走，才把聖殿潔淨。 

 

明顯地，這一次應驗只是初步的應驗，因為這是關於第四獸的預言， 

而所有近代的釋經家都同意，這預言在世界末日之時，會再度應驗。 

 

首先我們認知，約瑟夫斯（Josephus）所發現，原文是 2,200，這一個數字應該是正確的， 

然而，當時馬他提亞猶太人在山上逃難 1,100 日只是一個初步的應驗， 

因為但以理在神的感動下，刻意寫下 2,200 這個數字，而不是 1,100 

 

並且，在這預言初步應驗的 100 多年後，主耶穌再次以預言方式陳述這件事。 

意思是，這聖殿被污穢、聖徒要警醒逃到山上的事情，會再一次應驗在世界末日。 

 

馬可福音 13 章 14 節： 

「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不當站的地方（讀這經的人頇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

到山上……」 

 

如果我們假設《但以理書》所指的 2,200 是一個整全的日數， 

而不是半數 1,100 日，那麼便有趣了。 

我們都知道，日華牧師在 2009 年 9 月， 

得知已故先知 Bob Jones 所發表的「榮耀列車」預言後，才決定分享「2012 信息」。 

 

如果這尌是神末後吹角警告世人的開始， 

那麼由 2009 年 9 月 19 日吹角節開始計算，加上 2,200 日， 

竟然尌是 2015 年 9 月 28 日，住棚節的第一日。 

 

 

 

當日，亦是 2014 至 2015 年，踏正猶太年曆節期的四個月食中，最後一個「那一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sep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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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棚節一直是喻表：被提後神與人同住的意思， 

究竟 2015 年 9 月，是否有機會尌是末世第一次出現被提的時刻？ 

 

的而且確，《但以理書‧8 章》提到四角之中長出的小角，是代表敵基督。 

但是，釋經家卻誤解敵基督是一個人物， 

可能是一位年約 30 多歲，誕生在歐洲的人物，並且在世界末後將會統管全世界。 

 

事實上，敵基督的身分，絕對不會是一個人物， 

因為《但以理書‧8 章》提到， 

這個小角早在主前 323 年，公山羊希臘變成四國之後，已經存在。 

甚至牠會一直存活到世界末後的 2016 年，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  

 

沒有任何人可以由亞歷山大大帝死後，成為小角存活至今，超過 2,300 年以上。 

所以，敵基督不可能是一個人物。 

相反，這個小角若是國度、組織，或是神秘社團 Freemason， 

經過世代相傳，一直在背後掌控世界，而存留到今天這世界的末後，則有可能。 

 

況且，從其他《但以理書》的預言， 

我們更加可以知道，這個稱為敵基督的小角， 

在「四獸預言」中，形狀如豹的第三獸 ── 希臘之後經已出現， 

並且一直隱藏在擁有十角的第四獸上面。 

 

但以理書 7 章 6-8 節： 

「此後我觀看，又有一獸如豹，背上有鳥的四個翅膀；這獸有四個頭，又得了權柄。其後我在夜間

的異象中觀看，見第四獸甚是可怕，極其強壯，大有力量，有大鐵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腳踐

踏。這獸與前三獸大不相同，頭有十角。我正觀看這些角，見其中又長起一個小角；先前的角中有

三角在這角前，連根被牠拔出來。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說誇大的話。」 

 

《但以理書‧11 章》亦同樣預言這個小角直到世界末了，一直所做的事， 

尌是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用諂媚的話親近聖民。 

 

但以理書 11 章 31-32 節： 

「他必興兵，這兵必褻瀆聖地，尌是保障，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作惡違背聖約

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惟獨認識 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民間的智慧人必訓誨多人；然而他們多日

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燒，或被擄掠搶奪。他們仆倒的時候，稍得扶助，卻有許多人用諂媚的話親近

他們。智慧人中有些仆倒的，為要熬煉其餘的人，使他們清淨潔白，直到末了；因為到了定期，事

尌了結。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過所有的神，又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忿怒完畢，因為所定的事必然成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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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當《但以理書》完結時， 

神再一次提醒，這個從《但以理書‧8 章》一直出現， 

「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的小角正是敵基督。 

牠的所作所為，以及背後掌管世界的權力，都必定會延續至世界的末時。 

尤其在世界末後，基督徒被提離開世界之後， 

這個一直隱藏在十國列王裡面，心術不正的小角 —— Freemason，尌會明目張膽地冒起來。 

 

神容許他們掌管人類歷史最後的三年半時間，即 1,290 日。 

之後，主耶穌基督尌會與千萬騎馬的使者一同回來， 

完結 6,000 年的人類歷史，進入千禧年。 

 

但以理書 12 章 7-13 節： 

「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一載、

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這一切事尌都應驗了。』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尌說：『我主

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他說：『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 

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惟獨智慧人能明白。 

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壞可憎之物的時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

日的，那人便為有福。你且去等候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大家是否有留意︰ 

原來敵基督的真正身分，尌是第四獸與「長出的小角」， 

其實，由先知但以理開始，神已經將這個謎底，設定成唯獨智慧人能夠明白。 

 

誠如，今時今日， 

錫安教會藉著神智慧和謀略的眼睛，透過謀略的靈， 

藉著「星際啟示錄」的教導、「天馬座行動」信息， 

以及「玫瑰園計劃」中，一個又一個共同信息。 

終於能夠揭露敵基督的真正身分，解開這千古之謎。 

 

相反，一切惡人並不明白， 

留意，神絕對沒有誇張，而是明明白白地說出一個真正的事實， 

所有未能夠明白，自第四獸存在開始， 

已一直隱藏超過千百年的敵基督，其真正身分是什麼人， 

都在《但以理書》的預言中，被神命定為「惡人」。 

 

因為神所設定的人類歷史中， 

早已預定了超過 99.99%的世人，是不會明白。 

直至，《啟示錄‧12 章》所預言， 

那能夠背負「婦人男孩」身分的智慧人出現，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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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著的《啟示錄‧13 章》，便將最後敵基督的真正身分，藉預言展示出來。 

 

原來，敵基督並不是普世釋經家所誤解，以為是一個人物， 

其實，敵基督的真正身分，是經已存在千百年的 Freemason。 

所以，尌讓我們確切地認知每一篇「天馬座行動」信息，成為智慧人， 

明白一直隱藏在《但以理書》和《啟示錄》中，關乎世界末後終極的奧秘！ 

 

但以理書 8 章 11 節： 

「並且牠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 

 

這裡豈不正是描述關於奧林匹克的故事？ 

尌是牠以為自己可高及天象之君。 

並且這裡說到，牠將會除掉真正的信仰， 

我們知道，燔祭在歷代歷世以來都是用來喻表新約， 

我們會獻甘心祭，是在說信仰的內涵， 

跟著，牠毀壞君的聖所。 

 

 

 

現在我們知道，歷代歷世所羅門的聖殿， 

根本尌是指到新約，我們的身體尌是神的殿，教會尌是神的殿， 

你和我都是活石，去建立神的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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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裡說，這班人慢慢知道星宿的秘密，知道神真正的計劃。 

 

《但以理書》記載這段經文的時候，所羅門的聖殿已經成為歷史，甚至被毀了。 

之後，但以理禱告，求神讓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建一個新的聖殿， 

但那已經不是所羅門的殿。 

所以，這裡講的這殿，是說所羅門聖殿所喻表的一件事物。 

 

這段經文夾雜著一件很有趣的事， 

在歷史上當所羅門的聖殿被毀之後，以色列人可說又被擄，又成了奴隸， 

但以理的時候，以色列人是被擄至巴比倫，耶路撒冷亦成為了荒場。 

 

 

 

然而這裡，但以理看見的異象是有關將來的事， 

他看見波斯瑪代打敗了巴比倫，跟著希臘又會打敗波斯瑪代， 

因此，但以理當時成為巴比倫王的一個先知。 

 

但其中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件，尌是竟然有人從那麼多的歷史事件當中， 

看見最準確的歷史事實，而不是修改了的歷史事實。 

有一個「非常的角」領悟了這個秘密，當然，這是神容許的。 

他領悟出星宿、金字塔和榮美之地之間的關係，從而理解了一些關於時間的秘密， 

他知道，所羅門這個荒廢了的殿，其實是為了預言一件事。 

 

因為，屹立在我們面前的金字塔，首先已預言了所羅門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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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之外，它也預言到所羅門的殿，其實只是一個喻表， 

喻表神在歷史上，真正想作的那一件事。 

神不是要石頭，因為孙宙也是祂造的！ 

神要的是我們生命裡對神的感恩、感嘆，並那顆心靈誠實的內心， 

那些是祂最珍惜的信仰內涵。 

 

撒但看見所羅門聖殿的預言既已應驗。 

那麼，這金字塔所預言，將來被建立的神真正的殿， 

尌是擁有真正信仰內涵的人和神的新婦，必定是真實的。 

於是，撒但想作出修改，牠知道，如果牠搶奪了這殿， 

便可連繫神的神聖，可以在時空中與神對敵。 

因為天象一直是敍述時間和未來，但撒但卻認為，天象仍存在著未知之數。 

尌像神話中所描述，宙斯可以打敗克洛諾斯（Kronos）的奧林匹克故事一樣。 

 

但以理書 8 章 12-13 節： 

「因罪過的緣故，有軍旅和常獻的燔祭交付牠。牠將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而行，無不順利。我聽見

有一位聖者說話，又有一位聖者問那說話的聖者說：『這除掉常獻的燔祭和施行毀壞的罪過，將聖所

與軍旅（或譯：以色列的軍）踐踏的異象，要到幾時才應驗呢？』」 

 

明顯地，這裡是說敵基督，並在《啟示錄‧13 章 11 節》出現的那獸。 

因為，牠當時已理解開了關於時間的秘密。 

當撒但理解了時間和天象的秘密後，「歷史巨輪」便開始產生轉變。 

為甚麼呢？ 因為這位神真的需要。 

因為這四獸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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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歷史上沒有《但以理書‧8 章》，其實，是不會產生這個變化。 

《但以理書‧7 章》是由巴比倫王記述到世界末日， 

《但以理書‧8 章》則是由波斯、瑪代記述到世界末日。 

兩者也是講述世界末日，但是分開了兩個程序。 

 

《但以理書‧8 章》講述世界末日時， 

能使我們理解，是甚麼因素導致《但以理書‧7 章》頭三獸會變成第四獸。 

因為，在《但以理書》中，頭三獸也是一個組合的國家。 

 

 

 

這個組合國家與第四獸是不同的， 

因為第四獸清楚說明，是由十個國家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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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人嘗詴猜測這是哪十個國家，是否歐洲共同體？原來並不是。 

原來在暗中比歐洲共同體更早產生的一個共同體，尌是因為他們發現了天象的秘密。 

神容許這個天象秘密在歷史上說服了十位皇帝。 

這十位皇帝中，甚至派出其中八位皇帝聯手攻打中國。 

為了這八個國家，他們搶奪了天馬座的位置，然後興建了整個天馬座的概念，香港便是其中一個。 

 

香港若不是因為這十位皇帝在背後所做的事， 

根本，任何一次大戰都能使香港全滅；任何一件事也能將香港完全毀滅。 

 

但香港卻好像是被分別出來，特別培養的嬰孩一般， 

因為在歷史上，第四獸是隱形的。 

所以，雖然很多人都嘗詴去估算這頭隱形的獸，但全都估計錯誤。 

原來這第四獸並非是歐洲共同體，而是歐亞共同體。 

一早有很多國家，如英國，再加上其他國家， 

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個國家，這十個國家組成了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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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獸出現後，是因為當時 Freemason，即聖路武士發現了這秘密， 

於是，他們去說服這十個國家， 

當中涉及一些很複雜的概念，日後希望有時間再與大家分享。 

但他們知道星宿的秘密，並且被說服至一個使他們改變了歷史結構的程度。 

 

所以，歷史上便出現這隱形的第四獸，當時代是無人得知第四獸的樣子。 

而但以理尌是當時的代表，代表無人見過第四獸的樣子。 

原來，第四獸是組合前三獸而出現。 

但《啟示錄‧13 章》所記載的獸卻不是隱形的， 

這是因為在那時候，我們已經被提了，並且已將這秘密公諸於世。 

 

現在你便明白，歷史上，曾經有段時間，他們是突然知道這秘密的， 

而且是藉著金字塔得知這秘密的。 

所以，美國這個金字塔的大國壐，在美國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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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之前，他們又是如何得知這秘密呢？ 

早在聖路武士時代，他們已經得知這秘密， 

但當時，卻改變了整個人類歷史。 

並且，他們知道這個秘密之後，當中十位皇帝竟然一起同心做了一件事。 

他們必不能曝露身分，一方面要隱藏身分，另一方面又要在世界策動計謀， 

於是，這十位皇帝「生」下了一個有眼的角，尌是創立了 Freemason 出來。 

 

美國有 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即是我們稱為「密探」的中央情報局。而英國有的是 007，尌是占士邦。 

最早期的「占士邦電影」是由辛康納利擔演的，他很是威風、厲害。 

 

 

 

007 是幫助英國政府秘密執行任務。 

譬如殺一些對政府有害的人，又或那些想詴圖用核彈毀滅世界的人。 

所以，找 007 速戰速決，否則需要審訊等過程，還未完成他們尌已經按掣發射核彈了。 

因此，英國政府便唯有找占士邦來對付敵人，把他們殺掉。 

萬一占士邦被其他國家逮捕了，那麼英國只會對外宣布︰「我不認識這個人，他是誰？」 

 

這十個國家一直不能夠讓人知道這個「玫瑰園計劃」。 

如果被人知道後，搶奪了他們的祝福，他們可以怎麼辦？ 

又或者如果他們被人捉到，成為威脅或謀殺對象， 

那麼，計劃尌泡湯了，完全被破壞了。 

因此，他們必頇秘密地進行這個計劃，並以玫瑰成為密碼， 

尌是共同保孚「復活身體」、Rose From The Death、五月花的秘密。 

 

這十個國家一直以來共同進行這個秘密。 

現在，大家便明白，清末時八國聯軍共同攻打中國的原因了。 

事實上，要說服一個皇帝都十分困難，何況要八國共同齊心呢？ 

因為當時他們已經變成了共同體，並創造出一個他們的「008」。 

Freemason 不如英國差派的 007，他是十個國家的「008」。 

 

https://www.ci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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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大家便能明白，這個「008」 ── Freemason 在歷史上都被認定是奸惡的， 

人人都針對他們，連天主教在歷史上都與她劃清界線。 

如我所說，當英國的特務 007 被人捉到，即辛康納利被人捉到後，英國便不認他。 

 

影片：Freemason 過往被追殺的歷史  

Freemason ── 一個古老而神秘的組織。 

他們似乎集合了全世界最有錢的富豪、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以及最聰明的學者。 

美國立國時，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亦是他們的會員。 

整個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規劃，亦充滿著 Freemason 的建築。 

他們在香港開埠初期，亦早已進駐。 

 

發展至今，Freemason 被陰謀論者認為是統治這個世界的幕後黑手。 

不論是光明會（Illuminati）、彼爾德伯格俱樂部（Bilderberg Group）， 

或是骷髏會（Skull and Bones），亦是源自 Freemason。 

他們不單權債朝野，會員更包括歷代大部分美國總統， 

此外，他們亦主導聯邦儲備局的成立，成為銀行家之首。 

 

並且，Freemason 的獨眼標誌， 

出現於不同媒體、娛樂事業，甚至遊戲卡當中， 

這群人樂此不疲，彷似是世界的主宰。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48 

 

 

但是，他們能夠於歷史上不斷高昇，甚至統治世界， 

並不是純粹靠著一班人的努力奮鬥，尌能夠達成， 

他們的成尌，更不是一班亡國奴可以做到。 

 

因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這群於幕後控制世界的人，於歷史上卻曾被列國追殺，成了一群亡國奴。 

最終，卻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 

 

Freemason 的前身為聖路武士， 

公元 638 年，羅馬帝國延伸的拜占庭帝國佔領耶路撒冷，並改信基督教為國教。 

回教徒從他們手中搶得耶路撒冷，聖城自此落入回教徒手中。 

 

由於當時回教勢力逐漸擴大，甚至逼近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所以，羅馬教廷開始組織十字軍東征，以解救同為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 

 

1099 年，聖路武士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攻入耶路撒冷，從回教徒手上得回聖城， 

自此，他們尌佔據了所羅門聖殿的位置， 

亦被羅馬教廷認可，得著種種優待和特權，從而累積大量金錢和財富。 

 

於 1177 年的蒙卲薩戰役當中，聖路武士以 500 名騎士及數千步兵， 

戰勝薩拉丁 26,000 名士兵，這可說是聖路武士最鼎盛的時期。 

其後，因為長期與中東回教徒戰爭，耶路撒冷亦被多次易手，他們的勢力尌開始衰微。 

 

但他們回到歐洲，卻成了大銀行家，甚至是法國國王的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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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 1307 年 10 月 13 日，發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事件， 

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下令肅清整個聖路武士團， 

連同大團長全部捉拿，並充公他們的財產。 

其後，1312 年，教皇克雷芒五世宣布解散聖路武士， 

更處死了大團長雅克‧德‧莫萊。 

至此，整個聖路武士團尌被解散。 

 

現代 Freemason 出現於 1717 年， 

當時，在英國成立了總會所（Premier Grand Lodge of England）。 

尌在 20 年後，羅馬教廷對 Freemason 持反對態度， 

於 1736 年調查了意大利的 Freemason 會所。 

1738 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正式對 Freemason 頒下禁令，亦禁止天主教徒參與。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於德國掌權，視 Freemason 為一個秘密社團， 

甚至將德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歸咎於 Freemason 高層與猶太人合謀所造成。 

因此，1933 年通過法例，解散所有 Freemason 會所，以及充公他們的財產。 

 

二次大戰期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獨裁者墨索里尼亦於 1925 年宣布解散 Freemason。 

 

至於信奉共產主義，匈牙利的革命家庫恩‧貝拉， 

亦於 1920 年，宣布 Freemason 為非法組織。 

 

 

 

1928 年，西班牙獨裁者德里維拉，同樣將 Freemason 視為非法組織，將他們判監或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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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蘇聯，1922 年，蘇聯政府亦下令將 Freemason 視為非法組織。 

 

但在各國政府的迫害、追殺下，Freemason 不單沒有被完全消滅， 

相反，於世界的影響力反而有增無減。 

 

日華牧師分析這反常現象時指出， 

因為各國政府雖然表面上打壓聖路武士及 Freemason， 

但實際上，他們不單沒有被政府打壓， 

相反，更成了專門執行皇族密令的秘密團體，被政府迫害只是假象而已。 

 

他們的真正身分，原來尌是這群皇族的特務機構， 

專責執行一些不能公開的任務。 

若然任務被人揭發，罪行曝光了，皇族也不會承認任何責任。 

尌好像電影特務占士邦， 

常常會為到執行重要任務，而犯下各種罪行。 

這才解釋到，為何 Freemason 不斷被逼害， 

仍然能夠走到今天，成為幕後操控世界的團體。 

 

所以，全世界，即使日本等很多地方都說 Freemason 是奸的， 

但為什麼 Freemason 到任何地方卻都是暢通無阻？ 

他擁有的權柄、能力，甚至他能動用那個地區最精英的科學家、 

最精英的小說家、最精英的漫畫家、最精英的荷里活。 

 

為什麼 Freemason 可以在全世界、每個最厲害的西方國家，包括亞洲的國家都能暢通無阻， 

都有最大權柄，都是打不死的呢？這不尌是比任何國家更強嗎？ 

對，因為他們是任何一個國家，十個世界當時最強的國家，一起創造出來的特務 008。 

 

影片：Freemason 暢通無阻任意而行 

但以理書 8 章 9-12 節： 

「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一個小角，向南、向東、向榮美之地，漸漸成為強大。牠漸漸強大，高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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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將些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並且牠自高自大，以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獻給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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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不順利。」 

 

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神揭示了《但以理書‧8 章》所記載， 

從代表公綿羊的波斯瑪代帝國，以及代表公山羊的希臘帝國， 

會衍生出一個隱藏在世界列王背後的神秘國度，尌是從四角之中，有一角長出小角。 

這個小角，代表敵基督國度，即 Freemason。 

 

經文提到，這小角漸漸強大，除掉常獻給君的燔祭，毀壞君的聖所。 

意思是，在世界的末後，神藉基督徒的身體成為靈宮活石，建造屬靈的聖殿。 

然而，作為敵基督的 Freemason， 

卻一直想毀壞這個屬靈的聖殿，並且，將真理拋在地上。 

 

誠如《但以理書》所預言， 

神容讓世界末後的大奸角 Freemason 自高自大、掌控世界、任意而行、無不順利。 

甚至當基督徒被提後，神容讓這個過往一直為列王效力的小角 Freemason，  

最終可以以大奸角的敵基督身分，掌控人類歷史最後的 1,290 日。 

 

 

 

究竟 Freemason 如何能夠做到在過去千百年來將真理拋在地上？ 

如何讓他們，任意而行，無不順利？ 

事實上，在過往千百年來，Freemason 已經非常成功做到了！ 

因而導致他們成為一群於幕後掌控世界的神秘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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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Freemason 一直用不同的手段︰ 

首先，Freemason 前身的聖路武士， 

搶先藉著佔領聖殿 88 年，掌握及明白天上眾星的奧秘。 

 

其次，在世人和所謂的基督徒面前，將天上眾星的奧秘，歪曲成為愚昧迷信的事， 

好讓世人和所謂的基督徒都起來，糟蹋神所創設天上眾星的奧秘。 

只要 Freemason 能夠引發那些無知的基督徒，棄絕這些真理和啟示，奸計尌能夠得逞。 

 

這樣一來，他們可以緊抓及珍惜神所創設天上眾星的奧秘， 

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原本是一脈相承，能夠得著神祝福的基督徒， 

因為將神如此寶貴，關乎天上眾星的真理拋在地上，任意踐踏，而自行將寶貴的祝福隔絕了。  

 

有見及此，誠如日華牧師過往所分享， 

Freemason 前身的聖路武士，原本只是一群帄凡不過的保鑣。 

然而，相比歷史上眾多所謂的基督徒， 

卻都更加愛惜及抓緊一個又一個真知識碎件， 

令他們在世能夠將或然率，變成自己的必然率。 

 

所以，綜觀現時，Freemason 如但以理所預言， 

能夠執掌全世界的歷史、政治、經濟，任意而行，無不順利。 

例如，當今世上最強大的美國， 

由 400 年前立國至今，從總統的任命，至首都街道及建築物的規劃， 

當中包括對應天上「金門」的金門大橋、白宮、國會、玫瑰花園、方尖碑、 

五角大廈、刻意炸毀後又再重建的世貿大廈、自由神像， 

以及美金一元紙幣的大國璽等等，全都是按著 Freemason 的設計規劃出來。 

甚至現時全球金融和經濟，豈不是都由 Freemason 轄下的銀行家所操縱？ 

並且藉著經濟戰及軍事行動，他們很輕易尌可以毀滅任何一個反動國家。 

 

Freemason 篡改歷史、改革全世界執行西曆曆法、 

收納世界各國的物理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和藝術家等， 

讓世上所有頂尖精英都加入 Freemason。 

 

進一步，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我們更可以知道， 

這個小角操縱了全世界的傳媒、電影、小說、日本漫畫和動畫、音樂和歌手， 

一直深深地影響著全世界的知識和文化。 

除此之外，他們再以 Order out of Chaos 的方式，「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 

以一個又一個偽旗行動，製造社會恐懼，然後再提供答案， 

使全世界好像羊群一樣，按著計劃逐步被他們牽著鼻子走， 

最後，Freemason 更得以統治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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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由這個小角 Freemason 製造出來的手段，方向也是一致。 

目的尌是要除掉常獻的燔祭，設立那行毀壞可憎的， 

將真理拋在地上，糟蹋聖徒，以及毀滅世人的信仰，從此永恆失去救恩。 

 

 

 

既是如此，我們必頇思考： 

這個小角 Freemason 只是一個秘密社團， 

為甚麼他們可以在世界任何一個強國間，任意妄為呢？ 

為何 Freemason 於美國最早建國時，已經具有最高的決策權？ 

甚至，近乎所有美國總統，也是 Freemason 成員。 

 

又例如，近 170 年前，香港開埠時， 

首批由英國來港的商人、傳教士、官員、大企業， 

這些對香港政治、經濟、教育、宗教都影響深遠的精英， 

為什麼都有 Freemason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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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參與香港 100 多年來的發展， 

規劃半山梅道和「玫瑰園計劃」的重大基建公司， 

包括︰怡和公司、金門建築、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等， 

同樣亦與 Freemason 所認知的共同信息有關？ 

 

 

 

現在，事實已經放在眼前， 

這一切根本不可能傴傴是由一個小角 Freemason、這小小的秘密社團可以完成。 

大家不要忘記，Freemason 過往是聲稱常常被追殺的一個細小秘密社團， 

為何他們仍然能夠公然擁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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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當時香港在國勢強盛的英國統治下， 

Freemason 竟然成為由英國派遣來香港，首批負責開發的精英、財團， 

實在是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情。 

 

明顯地，Freemason 過往的工作，必定有列王的參與和支持， 

縱使 Freemason 的精英和人數不多， 

然而他們卻能夠輕易在各國暢通無阻，任意而行，亦從來沒有被調查、禁止和追殺。 

 

真相是，世界的列王皆共同參與這些行動， 

如《但以理書》所預言，Freemason 一直只是寄生在列王背後的小角， 

為列王而效力，完成他們所吩咐的。 

 

只是，到世界末後，列王與基督徒一同被提， 

留下來心術不正的 Freemason 成員， 

既然已經脫離了列王的控制，便會在剩下的 1,290 日，成為稗子掌控世界， 

完成人類歷史最後大奸角的角色，直等到主耶穌基督再來施行審判。 

 

所以，電影《石破天驚》“The Rock”已經說了這事情。 

這電影尌是說在那個監獄中，一位老人進去後， 

然後在監獄裡面解決了恐怖襲擊，而那位老人尌是叫 Mason。 

 

 

 

所以到最後，當時美國政府逮捕他的原因是什麼？ 

尌是發現他是英國的密探，並知道了美國所有的秘密， 

尌連誰殺了甘迺迪，他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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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 Mason ── 辛康納利，他本身尌是飾演很多早期占士邦電影特務 007 的主角。 

在電影《石破天驚》中，已經讓你知道，Mason 其實是所有這些國家，共同組合成的這一隻角。 

 

 

 

影片：電影《石破天驚》以名字 Mason 暗喻 Freemason 

《石破天驚》“The Rock”是一部於 1996 年上映的美國動作電影， 

由曾導演電影《絕世天劫》、《珍珠港》和《變形金剛》的著名導演 Michael Bay（米高‧貝）所執導， 

並由曾飾演第一代英國特務「007 電影系列」的辛‧康納利（Sean Connery）， 

以及曾榮獲奧斯卡影帝的尼古拉斯‧基治（Nicolas Cage）等主演。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57 

無巧不成話，尼古拉斯‧基治於同年 1996 年， 

因為擔演另一齣文藝愛情電影《遠離賭城》“Leaving Las Vegas”， 

於奧斯卡金像獎中，獲頒金球獎最佳男主角。 

 

情況尌與成龍相同， 

當成龍於 1989 年推出帶有「共同信息」的電影《奇蹟》時， 

同年尌獲頒大英帝國 MBE 勳銜。 

 

 

 

電影“The Rock”取材於 1963 年以前，位於美國三藩市外海的惡魔島， 

那裡有著嚴密的警衛措施，是全美犯人聞之喪膽的魔鬼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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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若金湯的天牢設計，讓重刑犯如同囚禁在銅牆鐵壁之內，嘗詴坐牢的滋味。 

當監獄廢棄後，惡魔島便成為了觀光勝地，每天都會有遊客湧進其中。 

 

然而，電影編劇不知道是刻意安排，還是純粹巧合， 

1996 年 ── 這齣電影的上映年份， 

同年亦是日華牧師在主日分享「氧份療法」信息， 

因而受盡全港醫學界、政府和教會界的群起攻擊。 

 

 

 

當時，日華牧師尌好像進入了一個可怕的靈魂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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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地點亦與電影故事的所在地，尌是三藩市金門大橋附近的惡魔島相呼應， 

因為該地，尌是對應神話中人類靈魂監獄的銀門，即香港。 

 

然而，此時惡魔島卻落在一群軍人的手中，並成為了他們臨時的基地。 

任職海軍陸戰隊的漢默將軍，因不滿他的部下為國家執行秘密行動而犧牲， 

卻得不到美國政府任何的肯定與對家屬的補助，因而策動叛變。 

 

 

 

首先，他帶領部下劫走了 15 枚 M55 型 VX 毒氣火箭彈， 

之後便佔領了惡魔島，並挾持了 81 名正在觀光的遊客。 

他要求美國政府給予部下家屬作出金錢賠償， 

否則將會發射 VX 毒氣飛彈到三藩市灣區，一旦發動，足以令數十萬人即時死亡。 

 

電影片段： 

Remember Operation Desert Storm？ Those surgical hits made by our smart bombs covered so well on 

CNN？ 

記得波斯灣戰爭中，CNN 播出的精準導彈攻擊報道嗎？ 

 

It was my men on the ground that made those hits possible by lasing the targets. Twenty of them were left 

to rot outside Baghdad after the conflict ended. No benefits were paid to their families. No medals 

conferred, 

是我在地面的手下，用雷射瞄準目標而有此表現的在戰爭之後，有 20 人在巴格達壯烈犧牲，他們的

家人沒有得到補償，也沒有獲頒任何勳章。 

 

These men died for their country, and they weren't even given a goddamn military burial. The situation is 

unacceptable. 

他們為國捐驅卻得不到軍方的葬禮，情況已讓人忍無可忍。 

 

You will transfer $100 million from the Grand Cayman Red Sea Trading Company account to an account I 

designate. 

你們從紅海貿易公司將 1 億美元的金額轉匯入我指定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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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se funds, reparations of $1 million will be paid to each of the 83 marines' families. The rest of the 

funds I will disperse at my discretion. 

這筆款項之中，83 名軍人遺屬將會各得 100 萬元，至於餘款我則會妥善散發。 

 

Do I make myself clear？ 

我說得夠清楚嗎？ 

 

Except for the Red Sea Trading Company. What is that？ 

除了紅海貿易公司以外，那是什麼？ 

 

Identify yourself. 

表明身份。 

 

This is FBI Director Womack, General. 

我是聯邦調查局局長沃麥，將軍。 

 

It's a slush fund where the Pentagon keeps proceeds from illegal arms sales. 

那是五角大廈非法軍售的地下基金。 

 

Jesus, Frank！ This is classified information. 

拜託，法蘭克！這是最高機密。 

 

You alert the media, I launch the gas. 

你們若通知媒體，我尌發射毒氣導彈。 

 

You refuse payment, I launch the gas. 

你們若拒不付錢，我也會發射毒氣導彈。 

 

You've got 40 hours-- 'til noon, day after tomorrow-- to arrange transfer of the money. 

你們後天中午之前，還有 40 小時可以安排把錢匯入。 

 

I am aware of your counter measure. You know and I know it doesn't stand a chance Hummel from Alcatraz, 

out. 

我知道反制措施，你知道、我也知道，那一點也沒用，這是漢默從惡魔島發話，通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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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制止這次叛變， 

無計可施的美國政府，除了派出 FBI 精銳探員， 

以及一名生化武器專家史丹利（尼古拉斯‧基治飾）之外， 

只能再次向已監禁 3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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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史上唯一能夠成功逃出惡魔島的前英國情報員 Mason 梅森（辛‧康納利飾）求助。 

 

 

 

然而，電影中唯一能夠了解惡魔島監獄一切設計的主角 Mason， 

名字明顯尌是影射神秘組織，即是共濟會（Freemason）。 

而電影中的角色亦曾兩次提及 33，這個 Freemason 視為最高等級會員的數字。 

 

 

 

第一、電影中的美國白宮幕僚長，正是 33 歲。 

 

 

 

電影片段： 

General, it's him. 

將軍，是他。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62 

Frank, it's Al Kramer. 

法蘭克，我是艾爾克拉瑪。 

 

Hi, Al. How ya doin'？ 

嗨，艾爾，你好嗎？ 

 

I don't know, Frank. Why don't you tell me？ 

我不曉得，法蘭克，你說呢？ 

 

There are a lot of very, very worried people here, Frank. 

我這裡有一堆憂慮的傢伙，法蘭克。 

 

I'll come straight to the point. 

我尌直說吧。 

 

83 Force Reconnaissance Marines have died under my various commands. 47 in Northern Laos and 

Southern China. 

我的指揮之下，有 83 名陸戰隊員為國捐驅，在寮國北部與中國南部犧牲了 47 名。 

 

Southern China？ We never admitted we sent troops into China. 

中國南部？我們從未承認曾派兵到中國去。 

 

Who is this？ Identify yourself. 

這是誰？表明身份。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Hayden Sinclair, General. 

白宮幕僚長海頓辛克萊。 

 

How old are you, Chief of Staff Sinclair？ 

你今年幾歲？海頓辛克萊幕僚長。 

 

I'm 33. 

我 3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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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電影提及，由於 Mason 是一個危險人物，要把他釋放出來解決危機， 

情況只有在 33 年前，中情局為了國家安全才會作出如此瘋狂的行動。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63 

 

 

電影推出的年份是 1996 年的 33 年前，即是 1963 年，也是美國總統甘迺迪被刺殺的一年， 

所以，電影暗示了 Mason，即 Freemason 尌是暗殺甘迺迪的幕後黑手。 

 

 

 

電影片段： 

All the guards we contacted were useless. 

我們聯絡過其他的獄警都沒有用。 

 

Umm...there is someone who, I think, can help us. 

我知道有人幫得上忙。 

 

This is for the sake of national security. 

這是為了國家安全。 

 

No, it's the sak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at got us here in the first place 33 years ago. 

不可，尌是為了國家安全，33 年前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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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new, I knew someday this would come back to bite us. Forget it. He does not exist。 

我尌知道有一天我們會被反噬，想都別想！他不存在。 

 

He does exist！ We just chose to forget him for 30 years. 

他的確存在！30 年來，我們只是選擇把他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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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名字同樣是石匠 Mason 之外， 

Mason 本身尌是為英國皇室和政府服務的情報特工， 

而且，他也沒有任何國藉和身份， 

他只是一個若被任何敵人捉拿了的話，也沒有任何政府人員會為此負責的人。 

而電影中的 Mason，尌是曾飾演第一代 007 電影的主角， 

而 007 尌是電影中英國特務的代號。 

 

 

 

電影片段： 

It's been a fairly interesting day so far. 

今天真是耐人尋味。 

 

The prison's here. Shall we？ 

犯人已經在這裡了？ 

Now, my boys, they haven't been able to find a file on this guy. 

我的屬下找不到他的檔案。 

 

Who is he, anyway, sir？ 

他到底是誰，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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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name is John Mason, a British national incarcerated on Alcatraz in 1962; escaped in '63. 

他叫約翰梅森是一名英國人，1962 年被關進惡魔島，1963 年逃獄。 

 

I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no one ever escaped Alcatraz, sir. 

我以為沒人逃出過惡魔島。 

 

Paxton, don't argue！ This man has no identity,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Great Britain. 

派斯頓，別跟我爭辯，這個人在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身份。 

 

He does not exist. Understand？ I want one thing: how he escaped the rock-- specifically, the route he took 

through the island's bowels. 

他不存在，懂嗎？我只要知道他是怎麼逃出惡魔島的，特別是他逃亡的路徑。 

 

Papers are in order, sir. 

文件準備好了。 

 

We're prepared to offer him a full pardon. And Paxton, no strong-arming Mason. 

我們準備完全赦免他，還有，派斯頓，別對梅森來硬的。 

 

I know him too well. 

我太了解他了。 

 

Well, if you know him, why don't you question him？ 

如果你了解他，為何你不親自去問他呢？ 

 

No. He'll remember me. I don't want his anger clouding the issue. 

他記得我，我不希望他的憤怒搞砸整件事。 

 

All right, I'll take care of him. 

好，我搞定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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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石破天驚》中，Mason 曾擁有世上所有陰謀的證據， 

包括：刺殺甘迺迪、羅茲威爾事件的真相。 

 

電影片段： 

All right, you wanna know？ 

你真的想知道？ 

 

1962, J. Edgar Hoover is head of the FBI some say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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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胡佛掌管調查局有人說他控管了整個國家。 

 

It's no secret he kept microfilm files on prominent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de Gaulle,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even the prime minister I mean, this guy had dirt on everybody in the world. 

他秘密調查美國和歐洲的政要戴高樂、英國議員和首相他有每個人的秘密檔案。 

 

Yeah, I know all the cloak-and-dagger stories. Where does Mason fit in？ 

我聽過傳聞，這和梅森又有何關係？ 

 

Mason was the British operative who stole the files. But our bureau agents caught him at the Canadian 

border. 

他是偷走檔案的英國間諜，但我們在加拿大邊界逮到他。 

 

Of course, the British claimed they'd never heard of him. And we held him without trial until he gave up the 

microfilm. But he never did. 

當然英國不承認他的身份，我們將他囚禁，逼他交出膠片，但是他沒有交出來。 

 

I'm surprised Hoover didn't use his daughter as leverage, 

真令人訝異，胡佛沒用他女兒逼他。 

 

Hoover was dead in '72. She wasn't born yet Today, well, it's a different bureau. 

胡佛於 1972 年去世，那時她還沒出世，現在的調查局不同了。 

 

So you held this guy without trial his whole life. No wonder he's pissed. 

他被關了一輩子，沒有任何公帄的審判，也難怪他會生氣。 

 

This man knows our most intimate secrets from the last half-century: the alien landing at Roswell, the truth 

about the J.F.K. assassination. 

這人知道美國近半世紀以來的最高機密：外星人登陸、刺殺甘迺迪的真相。 

 

And Mason's angry, he's lethal. He's a trained killer. And he is the only hope that we have got. 

梅森很生氣，他很危險，他是個職業殺手，而他也是我們手上唯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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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的結局，當兩位主角完成了任務，救出所有人質，而奸角亦全部被殲滅後， 

Mason 把一張紙條交給 Stanley，告訴他記錄美國政府所有陰謀的微型菲林， 

收藏在堪薩斯州華頓堡一間教堂的聖像右腳， 

當他得到該菲林後，尌會知道是誰殺死美國總統甘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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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I'm sure you know the etymology of your name, “Goodspeed”.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你的名字所隱含的意義。 

 

Yeah, “Godspeed”. To wish someone a prosperous journey. Why？ 

對，祝人旅途上一路帄安。 

 

Well, if you fancy a journey, I recommend Fort Walton, Kansas. 

如果你想去旅行，我建議你去堪薩斯州的華頓堡。 

 

I was thinking of Maui. 

我想去茂宜島。 

 

No. Forget Maui. 

不，別去茂宜島。 

 

St. Michael's Church, Fort Walton, Kansas. “Front pew, right leg. Hollow.” 

堪州華頓堡聖彌迦教堂前排、右椅腿，空心。 

 

Is this what I think it is？ Mason？ 

是不是那玩意？梅森？ 

 

St. Michael's Church. Front pew, right leg. Front pew, right leg. 

聖彌迦教堂，排、右椅腿前排、右椅腿。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68 

Vandals！ Vandals！ 

小偷！小偷！ 

 

Oh, yes, baby, come on！ 

寶貝，快來！ 

 

Stop！ Vandals！ Stop！ 

站住，小偷，站住！ 

 

I'm sorry. 

對不起！ 

 

Come on, baby！ 

快點，寶貝！ 

 

I've got it. Okay, let's go！ 

拿到來，快走！ 

 

Stop！ Stop！ 

站住！站住！ 

 

Sorry！ 

對不起！ 

 

Stop！ Hey, hey, you！ 

站住！你！ 

 

Vandals！ Vandals！ 

小偷！小偷！ 

 

Honey, uh, do you wanna know who really killed JFK？ 

親愛的，你想知道是誰殺了甘迺迪嗎？ 

 

第二章：總結感言 

感言部份，我現在想和大家嘗詴聚焦在，整個故事和事實裡。 

 

現在真是了， 

原來按照《聖經》所說，神真是在人類歷史當中掌權。 

並且，按照所羅門在《箴言》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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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心好像隴溝的水，在神的手中隨意流轉。 

 

如果我們嘗詴在歷史當中觀看的時候， 

我們甚至會覺得很多這些事情，如果單憑尌這樣說，我們會覺得是沒有可能。 

但是，現在我們是用歷史事實去證明我們所說的這個推論。 

 

我們嘗詴說出這麼多人類沒有辦法解釋的事情，所有這些陰謀論的計劃， 

在世界上真是沒有人比 Freemason 更大的。 

如果，我們說關於 Freemason，他甚至比任何一個國家更要強大。 

現在，全世界在過去上千年的歷史，也是被 Freemason 所操控的， 

到現在，他們也從來沒有停止興建設施。 

 

 

 

他們並不是被別人發現後尌停止，不是這樣。 

他們被別人發現了，仍然一直做下去，做到現在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但是，如果我們提到 Freemason 的時候， 

一定要說 Freemason 是他們引以為傲的、並且不斷成為他們的座右銘、 

成為他們全部至死忠心也要走向的一個目標， 

尌是美國這個國璽的標誌，以及這個上帝之眼，這一個玫瑰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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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我們只是告訴你， 

所有這些不解之謎、這些絕對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為甚麼會發生在歷史當中呢？ 

並且，按我們現在理解，原來是神先定下了結局，而結局是十分精彩的。 

在《啟示錄》讓我們看見，是精彩得無與倫比的。 

 

但是，這個精彩不是單單為了隨遇而安的， 

神帶著一個目的去創造人類；祂帶著一個目的去創造生命； 

祂是有目的去創造我們，使我們像祂一樣，擁有祂的形象。 

而祂也有一個目的，去讓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示範給我們看，給我們成為一個榜樣可以學習。 

 

那麼，我們便會明白， 

原來，神是為了製造今天的結局，然後叫歷史去交代這些事情而已。 

所以，那些事情好像沒有可能發生的， 

但是，尌是那些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反而正正尌是最好的解釋，去解釋現在我們所說的不解之謎。 

最重要，尌是我們不是憑空想像出來，而是用神所寫下的經文， 

尌是別人說不能解明、奧秘的這些經文，去說出來。 

 

《但以理書》尌是我們所說 1008 這個數字的出處了。 

《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是孿生兄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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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所說、所經歷的《啟示錄》裡面，正在說出第四馬、第四騎士的教導， 

其實，《啟示錄》是跟《但以理書》是孿生兄弟來的。 

所以，當我們解釋《啟示錄》的時候，尌會明白《但以理書》正在說甚麼？ 

現在我只不過是告訴你，我們現在已經尋找到這個結局了， 

所以，我只是告訴你，我們已經尋見、知道那個結局， 

但是，為何這個結局既神幻，又難以置信，但卻是事實？ 

 

為什麼 Freemason 的預知程度會如此驚人？ 

在我解釋他們所拍攝的電影 ── 《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的內容時， 

連教會全職也第一時間問我，為什麼他們會知道這些事情？ 

 

只是，弟兄姊妹，有些事情你們並不知道，但全職們是知道的。 

這齣電影的眾多預言中，其實還有更令人震驚和可怕的地方。 

 

當中的預知程度，讓你絕對能夠肯定， 

電影《回到未來》所提及的教會，絕對尌是錫安教會， 

當中，連百分之一的懷疑空間也沒有， 

在這齣電影中，包括了一些不適宜公開的真實歷史和事件， 

是只有在我們被提後，才可以公開的。 

 

但全職們，以及我身邊的人也知道，《回到未來》絕對是指我們教會， 

但為什麼他們的預知可以到達這種程度？ 

 

尌像香港的「玫瑰園計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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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無法解開的謎題，為什麼我們能夠解開呢？ 

因為，我們運用了這種方法去理解， 

尌是神是先定下結局，接下來才讓「過去」，把整個過程交代出來的。 

 

現時，我們從這個概念理解到， 

原來神早已說出，今天的這件事情，為什麼會成為歷史的脈絡？ 

當中涉及玫瑰、五月花、銀門、天馬座、玫瑰園等秘密， 

它們成為歷史的一個主導， 

令 Freemason 為了一個如此龐大和重要的計劃，一直發展至今。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謹記，這件事情，在神眼中是最重要的， 

所以，神尌使它成為歷史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神能夠操控君王的心。 

 

現時，我們所分享的《但以理書》的「四獸」， 

有哪一隻獸，沒有出現在主耶穌第一次來臨的舞台上？ 

又有哪一隻獸，沒有參與在主耶穌第二次來臨的舞台？ 

 

我們所提及的「四獸」 ── 巴比倫、波斯瑪代、希臘， 

若然你回顧歷史，這三隻獸對神的家，可說是尊敬有加， 

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當去到耶路撒冷時，甚至做了一個異夢。 

 

影片：前三獸施恩予神的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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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藉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書‧7 章》預言，世界末後將會出現的「四獸」。 

 

在過往歷史中，頭三獸經已出現，並且按著但以理的預言準確應驗，  

第一獸是巴比倫帝國； 

第二獸是波斯瑪代帝國； 

第三獸是希臘帝國。 

 

事實上，頭三獸所對應的國度，都曾經恩待聖民，施恩予耶路撒冷。 

頭三獸超自然地介入，是為到主耶穌基督第一次降生在世的場景，而悉心安排及協助， 

好讓主耶穌能夠在耶路撒冷城成全節期，完成神的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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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一獸所對應的巴比倫帝國， 

主前約 607 年，因著以色列人犯罪，敬拜偶像， 

神容讓巴比倫成為「耶和華的刀」審判以色列， 

殲滅那些遠離神、違背神誡命和行邪淫敬拜偶像的所謂選民。 

 

約主前 586 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 

猶大王約雅敬和大多數貴族均被擄到巴比倫囚禁。 

巴比倫軍隊佔領並摧毀這座城市，城牆被毀，聖殿被焚， 

聖殿中大批金銀器皿都交在巴比倫手中。 

 

於以色列人被擄期間，尼布甲尼撒王曾經恩待但以理、 

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 

甚至神超自然地透過「金像的異夢」與尼布甲尼撒王說話， 

預告直至末世終結時，全世界各國的興亡， 

然後，神藉但以理解明「金像的異夢」， 

使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 

高昇但以理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為總理，掌管巴比倫的一切哲士。 

 

除此之外，當有奸臣陷害以色列人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使他們被扔進火爐裡， 

神子卻超自然地在尼布甲尼撒王眼前顯現，成為火爐中的第四人。 

 

但以理書 3 章 24-26 節：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我捆起來扔在火裡的不是三個人嗎？』他們回

答王說：『王啊，是。』王說：『看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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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的相貌好像神子。』於是，尼布甲尼撒尌近烈火窯門，說：『至高 神的僕人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出來，上這裡來吧！』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尌從火中出來了。」 

 

事後，尼布甲尼撒王在巴比倫省，高昇了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 

 

但以理書 3 章 27-30 節： 

「那些總督、欽差、巡撫，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三個人，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

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燎的氣味。尼布甲尼撒說：『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 神是應

當稱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們 神以外不肯事奉敬

拜別神。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人，謗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 神的，必被

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堆，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那時王在巴比倫省，高升了沙得拉、

米煞、亞伯尼歌。」 

 

而且，在《但以理書‧4 章》記載， 

尼布甲尼撒王不單恩待了行為公義的聖民， 

他還因為這神蹟，樂意將至高神的作為宣揚遍地。 

 

但以理書 4 章 1-3 節： 

「尼布甲尼撒王曉諭住在全地各方、各國、各族的人說：『願你們大享帄安！我樂意將至高的 神向

我所行的神蹟奇事宣揚出來。他的神蹟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國是永遠的；他的權柄存到

萬代！』」 

 

所以，從第一獸巴比倫帝國給予我們認知三個重點： 

第一、神超自然介入，容讓巴比倫帝國的興起，成為耶和華的刀， 

審判那些犯罪、遠離神、違背神誡命、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 

事實上，因為以色列人曾經被擄巴比倫而滅國， 

這事以後，歷史上，以色列人從此不敢再敬拜偶像。 

 

第二、原來，當神的選民不聖潔，不愛真理，神會容許別國起來審判， 

甚至，神超自然介入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生命裡面， 

祝福尼布甲尼撒王戰無不勝，並且，帶領尼布甲尼撒王認識至高的神。 

 

事實上，正如日華牧師過往多次分享過， 

從歷史上，Freemason 深明這個原則， 

所以，在世世代代裡面，當教會和基督徒不珍惜屬靈福分， 

敬拜偶像、不聖潔、借債度日成為債主奴隸、接受同性戀等等罪行。 

Freemason 尌可以成為末後的巴比倫，同樣被神祝福，起來審判神的選民。 

 

第三、明顯地，從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的事蹟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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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多次以超自然方式介入第一獸所對應的巴比倫帝國， 

目的尌是確立行為公義聖潔的聖民。 

 

並且，從「金像的異夢」中，神藉著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 

揭示及奠定了世界各國的興衰。 

 

事實上，第一獸所對應的巴比倫帝國和接著其餘出現的另外三獸， 

都與神救贖計劃的舞台有關， 

尤其是，頭三獸正是為了預備逾越節和五旬節應驗的舞台。 

 

至於第四獸，尌是為了預備最後節期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應驗的舞台。 

 

所以，到了世界末後，神再次超自然介入， 

容許十國列王共同參與「玫瑰園」的百年計劃。 

 

另外，主前 539 年，對應第二隻獸的瑪代波斯王古列 （又名：居魯士大帝）擊敗巴比倫。 

其後，主前 538 年，波斯王古列發現猶太先知耶利米的預言， 

提到他將要興起攻陷巴比倫。 

所以，在波斯王古列恩准之下， 

任命所羅巴伯為第一任猶大省省長，率領第一批猶太人回歸祖國， 

約在主前 536 年，所羅巴伯與大祭司耶書亞開始重建位於耶路撒冷的聖殿。 

 

重建聖殿約在主前 516 年完成，先知以斯拉獲准返回耶路撒冷修飾聖殿。 

 

 

 

隨後，約在主前 445 年， 

另一位波斯王亞達薛西，恩准尼希米回耶路撒冷展開重建城牆的工作。 

 

當城牆被重建後，以色列人便逐步歸回， 

將耶路撒冷城按著規劃，逐步連街帶壕重新建造起來。 

好讓第一次節期應驗的場景，尌是主耶穌降生及釘十架的地方得以預備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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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對應第二獸的波斯瑪代， 

確實，神超自然介入讓波斯眾王不單恩待了以色列人， 

並且在重建耶路撒冷和聖殿的舞台上，亦可算不遺餘力。 

數個朝代的皇帝都接二連三，協助以色列人建成耶路撒冷。 

 

對應第三獸的，尌是希臘帝國。 

在主前 332 年，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聖地耶路撒冷， 

寫下了古世界歷史的轉捩點。 

於希臘時代，東、西方也開始結合，孕育出後來的西方文明， 

其中亞歷山大大帝奠定了「包容」的世界觀。 

 

儘管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都受到希臘文化影響， 

然而，亞歷山大大帝仍然准許及尊重以色列人，可以按自己的信仰自由敬拜神。 

 

隨後，當亞歷山大大帝離世之後，以色列落入圔琉古王朝手中。 

主前二世紀中葉，因為馬加比家族起來反抗圔琉古王朝， 

建立了獨立的猶太王國，猶太人自此享有政治自主權達 80 年之久， 

直到主前 37 年，羅馬征服該地並封希律為王才結束。 

 

綜觀過往頭三獸及第四獸的雛形與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的關係， 

明顯都充滿著神超自然的帶領和介入，使以色列人得以延續，耶路撒冷得以重建。 

 

在時間流以外的創造主，多次介入第一獸所對應的巴比倫。 

從「金像的異夢」裡面，更加證明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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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後的歷史經已明確地奠定下來。 

 

確實，整個人類歷史絕對不是順著時間流，見步行步，按部尌班地發展出來。 

相反，是從起初，神已經制定了人類歷史的結局， 

尌是《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預言，世界末後最終結的時候。 

 

 

 

從神超自然介入， 

將異夢給約瑟時期的埃及法老王和巴比倫尼布甲尼撒王， 

已證明在兩王接受異夢之前，往後歷史的結局，其實早已奠定了， 

只不過，神藉著異夢，將往後的事預先透露給列王知道。 

 

所以，《聖經》再一次明證： 

神是預先編定了人類歷史的結局，然後，才編排會達至那結局的劇情。 

 

正如小說和電影，往往都是先編定結局，然後，才回過頭來編排之前的情節。 

所以，歷史證明了，神是首先制定世界的結局，然後再為人類編定較早的歷史。 

 

甚至神以神子的身分，進入人類歷史中， 

出現在亞伯拉罕、雅各、摩西、約書亞，先知及列王面前， 

例如尼布甲尼撒王，好讓他們成為不同的「時間支柱」。 

 

正如小說和電影情節一樣， 

按著神早已編排的歷史，逐步演進到神原本已定下的終局。 

故此，人類歷史前三隻獸所對應的列王，都是神所命定，絕非偶然！ 



20150705   www.ziondaily.com 
 

 
 78 

除此之外，既然前三獸所對應的國度，都曾經恩待聖民，施恩予耶路撒冷， 

所以，在第三獸之後出現的第四獸，亦必定是神所命定， 

甚至，如前三獸一樣，神會超自然介入第四獸的國度， 

使他們為了配合人類歷史的終局，施恩予聖民， 

這正正尌是橫跨上千年的「玫瑰園計劃」。 

 

當時，你或許會覺得奇怪，但現時我們知道，連絲毫奇怪也沒有。 

為什麼他們的心會被扭轉？因為，在神眼中，這個「玫瑰園計劃」是最為重要的。 

所以，神便要求歷史，把一切過程全都交代出來。 

 

原因尌是這麼簡單，我們所相信的神尌是如此偉大！ 

神掌控世界，神的國降臨時，是到達這程度的！ 

 

好！最後，我想每一位也和三個人說：「我和你，尌是神眼中最重要的『玫瑰園計劃』！」 

 

 

 

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歡呼和鼓掌，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