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1 

錫安教會 2015 年 12 月 20 日分享 

第一章：2012 信息 ──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1）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債券一日之間蒸發化為烏有 

自 2015 年中開始，持續多個月的垃圾債券（Junk bond）暴跌，橫掃華爾街， 

垃圾債券，又稱劣等債券，是信用評級甚低的債券， 

多數由信用能力差、有壞賬記錄的公司發行， 

其特色是商業風險高、債券利息也奇高，結果常常吸引投機者冒險投資。 

 

2015 年 12 月 11 日，兀鷲投資者惠特曼（Martin Whitman）所創立的 Third Avenue 公司， 

對旗下高收益率債券基金（High Yield Fund）進行清盤， 

並採取極為異常的舉動，禁止投資者贖回， 

突顯這次垃圾債劵暴跌之嚴重程度，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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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稱，Third Avenue 是首次在未獲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授權下，就突然暫停贖回的共同基金。 

這是前所未有的舉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據了解，Third Avenue 持倉的估值開始縮水之際，面臨投資者將會贖回及被迫出售所持債券， 

因為擔心沒有足夠現金滿足投資者的贖回請求，才引發公司作出禁止投資者贖回的決定。 

換言之，Third Avenue Focused Credit 基金的投資者， 

在未來數個月都無可能取回自己投資的金錢，但是，該基金總規模達到 7.89 億美元。 

 

Third Avenue 亦表示，他們幾乎無法籌集足夠現金來滿足投資者的贖回要求， 

唯有將資產減價出售，投資者總值近 8 億美元的資本，變相將會全部化為烏有。 

 

證券業律師們表示，Third Avenue 的做法， 

將對公司自身和整個共同基金行業產生極之深遠影響。 

數十年來，共同基金行業之所以歷久不衰，能夠不斷引入資金， 

原因就在於它承諾投資者，可以享有隨時贖回基金的權利。 

雖然，市場上對沖基金也曾阻止投資者贖回， 

但就共同基金出現同樣情況而言，此舉實在極不尋常。 

 

國際環球股票及債券市場，隨即狂瀉。 

此外，為全球投資者提供超過 26 萬種基金資訊分析的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按數據顯示︰ 

2014 年 6 月份，美國共同基金持有的高收益債券資產達到 3,050 億美元，較 2009 年增長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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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個月 2015 年 11 月份，投資者在共同基金經已贖回 33 億美元， 

為 6 月份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個月。 

隨著能源價格暴跌，圍繞垃圾級公司償債能力的質疑也隨之升溫， 

意味垃圾級債券價格持續走低，同類事件將會陸續有來。 

 

晨星公司追蹤的 30 隻大型高收益債券基金，今年都全部出現虧損， 

反映投資者在經濟動盪避險之際，債券未能成為安全避險工具， 

因此價格出現驚人下滑，亦意味著將會觸發新一輪金融風暴。 

 

除此之外，2015 年 12 月 17 日，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宣佈加息 0.25%，聯邦基金利率加至 0.25 至 0.5%， 

這是美國自 2006 年 6 月以來，近 10 年的首次加息，顯示美國零息周期告一段落， 

同時，聯儲局計劃於 2016 年尾，將利率提升 1.375%，即有機會全年加息 4 次，每次 0.25%。 

美國加息將對全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人民幣、債券以及香港樓市勢必受壓。 

 

由 12 月 4 日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從 6.4020，一直跌至 6.4610， 

截至今次美國加息，連續 8 個交易日，持續貶值了 0.92%。 

事實上，整個經濟崩潰變動之前，包括︰有債券會於一日之間完全蒸發崩潰， 

以及美國近 10 年來首次加息，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等。 

 

其實早在兩個月前，即 2015 年 10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 

日華牧師經已按著 9 月 2 日出版的 Webbot，率先作出預測及警告︰ 

上述兩件經濟大事必定會按著 Webbot 預測般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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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Webbot 預測有關事件，會發生在 2015 年 10 月， 

但是，日華牧師按著多年研究 Webbot 的經驗， 

早已發現及提醒我們一個 Webbot 常有的現象， 

就是對於經濟的預測，往往會有兩至三個月的延誤。 

故此，估計事件真正應驗發生的時候，大概將會是 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 

無獨有偶，正正踏入 12 月，事件完全按著日華牧師預測般仔細應驗了。 

 

以下是節錄兩個月前，2015 年 10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信息的內容。 

 

主日片段： 

第 19 點，不論聯邦儲備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做任何事情也好， 

因為事實上按著聯邦儲備局自己說， 

在 9 月底宣佈不會加利息，但可能在 10 月又會改變。 

事實上，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聯邦儲備局已經沒有加利息了， 

但是她說，最終也是會加利息的，可能在 10 月的時候。 

但無論加不加利息，這裡說是會加利息的， 

在 10 月的時候會加利息，導致美元在 10 月開始大變，成為一種叫做「美元人民幣的恐慌」。 

 

事實上，在那時候和 10 月之後，我們會聽到很多話題集中說貨幣的波動性、 

股票的波動性，以及債券資金流的崩潰，到那時候，這是全球最多人討論的話題。 

 

第 20 點，我們在年底的時候聽到市場會有大量的字眼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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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批的字眼，就是「債券貶值」，或是債券在一日之間蒸發。 

留意它是在說，這是下一波的恐慌，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看到股票爆破、貨幣貶值，對不對？ 

但它現在講的是下一波新的字眼，就是大量字眼提及債券貶值，債券會在一天內消失！ 

 

它說這是下一波會出現的，重疊在我們現在所面對的 9 月這種…… 

全世界的股市好像瘋了一樣，每天也會起起伏伏。 

但當你回顧 1929 年，連續兩年的股市，把人民耍得頭暈眼花， 

因為它就如階梯般下跌，而不是直線斜著往下跌。 

  

因為它下跌得太深，所以每當跌了一部分的時候， 

就有一群低智商的人走出來說：「啊，已經見底了！」接著就平行了一會兒。 

平行了一會兒的時候，人們買股票都是為了升值而已， 

但不論你買了多少，怎樣買都無法升值！只是平行而已，就像階梯一樣。 

 

那麼人們就會發現，無論用多少錢，都會買斷這些貨的， 

股市的資源，股票始終被人買盡了。 

但買盡之後又會再次往下跌！下跌過後，人們便會大肆拋售！ 

當拋售後便會一直往下跌！沒多久又有一群低智商的人再出來說： 

「啊，現在已經見底了！」 

原來，1929 年股市的爆破，兩年內股市都像階梯般的往下跌！ 

現在就是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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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必須留意，既然債券崩潰和美國加息等， 

已經如日華牧師警告般，指定性地應驗發生， 

並且，這亦將會是下一波人民幣恐慌、股票爆破、貨幣貶值和經濟波動的開始。 

所以，接下來的全球經濟及股市， 

亦必定會如日華牧師早前預測，持續出現重大的波動， 

甚至，以樓梯級方式逐步邁向比 1929 年更慘的景況。 

所以，大家應該及早離開所有股票市場、衍生工具和不同形式的負債。 

 

影片：解碼系列：嬰兒潮、出生率與經濟崩潰  

早於 2012 年 10 月 2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42 篇」， 

日華牧師引用《窮爸爸、富爸爸》一書的作者， 

羅伯特‧清崎（Robert Toru Kiyosaki）於 2002 年的著作《經濟大預言》。 

 

書中談及退休金制度，將因著二次大戰後嬰兒潮出生的美國人， 

於這幾年到達退休年齡，陸續從各種投資產品取回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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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經濟會因此而崩潰之外，亦會令他們的退休金化為烏有。 

詳情可以重溫該篇主日信息有關退休金的精華短片（VO）。 

 

此外，Goldsilver.com 創辦人，投資專家 Michael Maloney 亦表示， 

嬰兒潮出生的成年人到達退休年齡，加上出生率低， 

不單影響股票市場，亦會影響房地產市場，甚至會導致經濟崩潰， 

而崩潰的程度，甚至過於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 

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但卻是經濟循環的必經階段， 

而現時，我們已處於崩潰的前夕。 

 

YouTube 片段： 

This is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the year 1940. And it's broken into five-year age groups. 

這是美國 1940 年的人口狀況，每 5 歲為一個組別。 

 

And what I'm gonna show you here, is the baby boom and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e're going into this 

deflationary scenario. 

我將會介紹嬰兒潮，以及我們進入通縮的其中一個原因。 

 

And we're also in this swing from individualism to collectivism. 

我們現處於由個人主義變成集體主義的時候。 

 

This is a pendulum, a cycle that just goes back and forth throughout time and this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your 

well-being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economy and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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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鐘擺，隨時間來回晃動，這是對你的幸福的最大威脅，也是對經濟和自由的最大威脅。 

 

We're going through a period where this demographic is going to cause some huge problems. 

我們正處於這個階段，人口狀況將會帶來龐大問題。 

 

So here we are, in 1950, and you can see the beginning of that baby boom taking off 1960, 1970 and this wave. 

你可看到 1950 年嬰兒潮的起飛，1960、1970 年及此浪潮。 

 

Now the reason I've got this broken up into these different colors. 

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年齡層， 

 

children are the ultimate consumers. They consume everything; they produce nothing except a quality of life for 

their parents you know, a big reward as far as seeing them grow up and so on. 

兒童是最終消費者，他們消耗所有東西，並無生產力，除了能改善父母的生活質素，因為看著他們

成長是極大的獎勵。 

 

But economically, children are an economic loss. They consume economic energy. 

從經濟角度來看，兒童是經濟損失，他們消耗經濟能量。 

 

What you're seeing here is this wave coming into working age. The green area is sort of a breakeven area. 

這裡是進入工作年齡的人群，綠色區域是正負值平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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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when people are getting a job and it might be a minimum-wage job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t might be 

sharing an apartment with a few other people. 

就是當人們開始工作，可能只是最低工資之類的工種，或與數人一起合租房子。 

 

And then as you get into the yellow area, you start to become a net positive for society. You're paying income tax; 

you're producing more than you consume. And then you get into what's called the maximum spending 

demographic. 

當你進入黃色區域，便開始為社會帶來淨正值，會交薪俸稅，生產比消耗多。這就是所謂「最高消

費群組」。 

 

The maximum spending demographic is ages 45 to 54. And this group lives in the largest houses of their lifetimes. 

They are driving the most cars in their lifetimes. They're sending their kids off to college; they're spending a lot. 

最高消費群組介乎 45 至 54 歲，此年齡層的人住一生中最大的房子，駕駛一生中最多的車輛，他們

送子女上大學，花費很多。 

 

Then they become empty nesters that's the maximum saving demographic. 

接著，他們成為空巢老人，變成最具儲蓄力的人口。 

 

Once the kids are gone off to college, they go（Holy moly! We didn't save anything! We want to retire in five 

years or 10 years）. 

孩子一旦上了大學，他們便會驚訝說：「啊！我們竟沒有任何儲蓄，但想在 5 至 10 年內退休！」 

 

And so they start saving. And then you get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retire and they become maximum social 

burden demographic, I call it simply because they're liquidating assets. They've got their stocks and their savings. 

所以他們便開始儲蓄，於退休之際，他們頓時成為社會最大負擔的人口，因他們會變賣資產，他們

持有股票、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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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ach year they're going to liquidate some of those to live. And the only driver that, the economic driver is the 

medical industry. They drive the medical industry so economically the maximum social burden group is a net loss 

for the prosperity of society, the prosperity of an economy. 

以及每年逐少變賣以維持生計，他們對經濟的驅動力就只在於醫療行業。他們帶動醫療行業，所以

在經濟角度上，最大社會負擔群組，是有損社會和經濟繁榮的人口。 

 

and so I'm gonna go back again. 

言歸正傳。 

 

and you can see that that maximum social burden group almost didn't exist in 1940 and there's a lot o f people of 

that working age, and maximum spending age supporting the few people that were of the maximum social burden 

category and then we get the baby boom sweeping through in the 80s and that stock market boom of the 90s and 

all the way up to 2000. That yellow area that really drives the economy was growing every year. 

最大社會負擔群組在 1940 年並不存在，那時很多人口處於工作年齡，並且最高消費群組支持著少量

的最大社會負擔群組，接著嬰兒潮席捲 80 年代，90 年代股市發展蓬勃。直至 2000 年，黃色部分是

帶動經濟的巨輪，它每年都在擴張。 

 

Now we have an economy where it's supposed to grow at about 3 percent or it's gonna stalled. 

此時經濟應增長約 3%，否則便會停滯。 

 

We inflated the currency supply at about that rate and but now, after the year 2000. 

我們已按此速度增加了貨幣供應，但到目前為止，在 2000 年後。 

 

we've got 2010 the peak of the maximum spending demographic and from now on it's sort of downhill. 

2010 年，最高消費人口到頂峰，然後直走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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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savers, they do help drive the stock market but look at that maximum social burden category  

look at that maximum social burden category. 

最高儲蓄人口雖然也帶動股市，但看看那個最大社會負擔群組。 

 

and look at what happens next so we are going into this time period right now. 

看看接下來的事，我們現正進入這時期。 

 

Now the reason there's no children on there is they haven't been born yet but if you look at, you know, when I 

first presented this a couple of years ago birth rates have been falling for quite a while now, and they've been 

falling even at an even greater speed since the crash of 08. 

這裡沒有孩子是因為他們還沒出生，幾年前當我第一次提出這理論時，出生率已下降了一段時間，

下降速度自 08 年遞增。 

 

and if you look at the data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birthrates just fell off a cliff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so 

you have less people, less people of the younger age coming into this demographic to support the people that are 

retiring. 

若看看經濟大蕭條的數據，那時出生率直插式下降，年輕人口減少，他們本是支撐退休人口。 

 

They didn't have the pill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們沒有避孕藥， 

 

Contraception was something that was not within most people's reach. 

不是大多數人也能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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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ere it is automated and you can see that big wave sweeping through there and if you could imagine data for 

the children, it would be a much lower rate. 

從這個自動化圖表，可見浪潮是如何發展，如果有孩子的數據，可想像其速度是更慢。 

 

and if we do have a big economic pullbac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really reduced. So we're in most likely some 

very serious trouble here because all of our social programs and the way the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is set up 

everybody's expecting to be able to retire at a certain age and live fairly comfortably off of the rest of us, o ff of 

the government. 

如果經濟大倒退，出生率會大幅減少，因此我們似乎處於嚴重的困境中，因為按著我們社會和經濟

形態的設定，每個人都希望在某年齡退休，並且依靠社會和政府的資助安享晚年。 

 

因此，從這幾十年間的出生率變化，以及年齡與經濟貢獻的關係， 

已經讓我們知道，經濟的循環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除此之外，Michael Maloney 亦從其他經濟數據及圖表， 

解釋現時美國經濟的實況，以及為何他認為現時已處於經濟的寒冬。 

 

YouTube 片段： 

This we've already seen the baby-boom demographic but I just need to show you one thing here. 

看完了二次大戰後嬰兒潮的統計，我希望給大家看另一個統計。 

 

You recall that the maximum spending demographic drives the economy. 

還記得人口中最高消費群組會促進經濟， 

 

The maximum social burden puts deflationary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They sell their stocks, bonds and real 

estate to survive and they don't produce an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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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大社會負擔群組會對經濟帶來通縮壓力，這群組要變賣股票、債券和房產來維持生計，他們沒

有生產力。 

 

But what I want to point out is that, there's about six times more people driving the economy here in 1940 than 

there are putting deflationary pressure on it. 

但我希望大家留意，在 1940 年促進經濟的人口，是帶來通縮壓力人口的 6 倍。 

 

and when you watch this wave go through, the drivers are always more until just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here. 

時間過去，促進經濟人口一直偏多，直到近數十年為止。 

 

and now the people putting deflationary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exceed the number of people driving the 

economy. 

此時為經濟帶來通縮壓力的人口，超越了促進經濟的人口。 

 

So if you could chart this out with time on that axis and the energy going into the economy on this axis the curve 

would probably look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 believe that we are right about here, right about now. 

如以圖表展示，這是時間軸，而這軸則代表為經濟注入能量，曲線將會是這樣，我相信我們正處於

這一點。 

 

And now for the next cycle in this big convergence, the stock market cycle. 

跟這次大匯聚有關的另一個週期，就是股票市場。 

 

this is the S&P 500 P/E ratios A P/E ratio is the price of a stock per share divided by the annual earnings of that 

company per share, and if you're paying somewhere between 10 to 14 times annual earnings, that's fai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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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標準普爾 500 指數的市盈率，市盈率是以每股的價值，除以每年每股盈利的比率，如果市盈率

介乎 10 至 14 倍，就是合理估值， 

 

anything under 10 is undervalued. 

而少於 10 倍就代表價值被低估。 

 

14 to 20 is overvalued and anything over 20 is bubble territory. 

而 14 至 20 倍就代表價值被高估，超過 20 倍代表進入了泡沫範圍。 

 

And here comes the data and what is important here is that, when the stock market goes into a bubble without 

exception, it has to visit undervalued before a new bull market can begin. 

這裡是一些數據，重要的是當股票市場進入泡沫時，毫不例外地股票會先觸及被低估區域，之後才

會進入新一輪牛市。 

 

except for this time the biggest bubble in history in the year 2000 and when it popped we went down to fair value 

and bounced back up into a bubble. 

但除 2000 年那次史上最大泡沫除外，那時股票觸及合理估價後就回升到泡沫水平。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a new bull market can begin from here that we're not going to visit extreme 

under-valuations?  

你認為新一輪牛市會從這裡開始，而不用經歷股票價值被極端低估的階段？ 

 

I don't think so. 

我認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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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at we have to visit extreme under-valuations before a new solid bull market can begin. 

我認為市場始終要觸及極端低估的階段後，真正新一輪牛市才會出現。 

 

And now for probably the biggest factor in this convergence of cycles. 

至於各個週期匯聚的最重要的因素， 

 

this is Nikolai Kondratiev. He's a Russian economist that Lenin commissioned to prove that capitalism wouldn't 

work. 

這是尼古拉‧康德拉捷夫，他是俄羅斯經濟學家，當時列寧要求他去證實資本主義行不通。 

  

He went away for a couple of years to do his studies and came back with his findings that capitalism was the 

superior system, and would work marvelously well but would always suffer from these long-wave boom-bust 

cycles to which he gave the names of seasons of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所以他花了數年在國外研究，回國後公開研究成果，他發現資本主義是出色的系統，並非常成功，

但卻會遭遇景氣與蕭條交替的長期波動週期，他以春、夏、秋、冬來形容這現象。 

  

We’ll come back to this in some other episode and really dig into it but for now what you need to know is that, 

that winter is the deflationary season. 

我們會在稍後的章節中更深入探討，現在你只要知道冬季代表通縮期。 

  

The last winter was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y used to call this the 50 years' cycle. 

上一個冬季是經濟大蕭條，人們稱之為 50 年週期。 

  

but lately it's gotten stretched out and takes longer I believe that, it's got to be the length of the human lifetime 

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winter is deflationary and the people that were old enough to be of working ag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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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ng families that lost the house, lost their job, lost the family farm they become very emotionally scarred 

and they become very risk-averse and very, very frugal. 

但隨後發現這週期比預計更長，我認為週期的時間應該和人類的壽命相若，因為如果在冬季的通縮

期間，長大至工作年齡並開始擁有家庭的人，失去了住屋、工作和農地，他們在情緒上會受到非常

大的衝擊，他們會變得非常保守和非常節儉。 

And in order to make all the same stupid mistakes that we made in the Roaring Twenties that led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generation has to die off. 

若要人類重蹈覆轍，重犯咆哮的二十年代的愚蠢錯誤，並觸發經濟大蕭條，則那一代人必須先離世。 

  

Well they have died off, and we have made all the same stupid mistakes so this is very deflationary should it 

happen. 

當前人離世，人類才會重犯同樣的錯誤，令通縮期再次發生。 

  

And here's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this is interest rates and what you see here is that they go right along with the 

cycle, this is wholesale prices in the US and again, they go right along with the cycle until the point the Federal 

Reserve decides tha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constant inflation. 

這裡可以看到證據，這是利率，其走勢順應著週期，這是美國批發價格，走勢同樣順應著週期，直

到聯儲局決定要維持穩定的通脹。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cycles of all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ee though this East-West cycle takes about 500 

years for the pendulum to swing each direction and 500 years back. 

這是最重要的週期之一，卻不是太多人能看透，這是東西方週期，這個週期如同鐘擺的兩邊，每擺

一個方向的週期為 500 年。 

  

its innovation and prosperity swinging from Asia to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back. 

就如創新科技和繁榮的擺動，從亞洲到歐洲和北美之後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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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 the Dark Ages, China was developing gunpowder then China stagnated while we had the Renaissanc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 ingenuity and prosperity does flow back and forth and right now,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that the Western economies are stagnating and have sort of stalled while the growth in the Asian economie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has been mind-boggling and so this is very deflationary for the West. 

在黑暗時代，中國發明了火藥，到中國滯後時，我們卻進入了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創造力和盛世

不斷逆轉，現時你感到西方經濟正處於停滯不前的僵局，而亞洲經濟在過去 20 年卻經歷前所未有的

增長，而西方正面臨嚴重通縮。 

  

And here'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deflationary cycles of all. This is household debt as a percentage of 

disposable income. 

這可能是最嚴重的通縮週期之一，這是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An alarm bell should really be going off when people owe more than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ny time that 

succeeds 100%. 

一旦欠債超過可支配收入的 100%，警號就響起。 

  

But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lso a cycle and that if we had data, if we could go back further it would probably look 

like this. 

但我相信這也是個循環，如果有數據，如果可以追溯更遠，便很可能是圖中這樣子。 

  

And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is reflects the seasons of the Kondratiev Wave of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有趣的是，這反映出康德拉捷夫長波的四季，春、夏、秋、冬。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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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e are going into a winter and that's very deflationary. 

我們正進入冬季，那是非常嚴重的通縮。 

  

The next cycle, you've seen before we’ve learned about this in episode 2 that is the shift in world monetary 

systems,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the gold exchange standard,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US dollar 

standard and there's something that's coming next, these usually coincide with major wars.  

下一個循環，你之前已見過，我們已在第二集認識了，就是全球貨幣體系轉移，傳統金本位制、金

匯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本位制，接下來還有其他，通常與大規模戰爭一同出現。 

  

But whatever this next shift is, it's going to be chaotic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be a little painful. It's not gonna 

be pretty. 

但無論下一次轉移是甚麼，那將會很混亂，而且可能帶來一點痛苦，境況不佳。 

  

Right now, we learn in episode 3 how countries are abandoning the US dollar standard at a blazing rate right now. 

在第三集我們認識到，國家現在如何極為迅速摒棄美元本位制。 

  

It's developing stress cracks and it’s going to implode. 

這正產生壓力裂紋，並即將爆破。 

  

[Venezuela Repatriates Gold 

委內瑞拉將黃金調回國 

   

China & Japan Trade Directly 

中國與日本貨幣直接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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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 & Japan Bypass Dollar 

印度和日本繞過美元] 

  

And here’s the thing, is that that is going to be happening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all of these cycles. 

而這會在所有週期匯聚時一同發生， 

  

We have the East-West cycle, we have the baby boom demographic we have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cycle. 

東西方週期、嬰兒潮，財富分配週期。 

  

household debt as a percentage of disposable income. 

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the stock market cycle, the Kondratiev Wave and the shift in world monetary systems. 

股市週期、康德拉捷夫長波，以及全球貨幣體系轉移。 

  

And the thing about all these cycles is that they have all peaked and they are starting to descend, which is 

deflationary Deflation, deflation, deflation, deflation, deflation. 

而有關所有週期的是，它們已達頂峰，開始下滑，這就是通縮，通縮、通縮、通縮、通縮、通縮。 

  

And that is all happen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world monetary system is developing stress cracks. 

這一切都在全球貨幣體系產生壓力裂紋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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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bout to implode, and it's gonna be extremely chaotic. 

它即將爆破，將會非常混亂， 

  

These things are all going to make it even more chaotic. 

這些東西會令它更混亂。 

  

So that's the convergence of cycle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the reason that I am expecting deflation before big 

inflation or hyperinflation. 

這就是週期的匯聚，以上種種解釋了為何我預期通縮會首先出現，之後才出現高通脹或惡性通脹。 

  

But just as I said in my book, any deflation is probably going to be short-lived. 

但如我在書中所言，任何通縮很可能是短暫的。 

  

This is the nightmare scenario for every central banker and all of the world's central bankers are Keynesians. 

這是每位中央銀行家的噩夢，所有中央銀行家都是凱恩斯主義者。 

  

They believe they can print their way to prosperity even though they have proved that you can't, time after time. 

他們相信印鈔會振興經濟，即使一次又一次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All it does is cause a wealth transfer. 

印鈔只會造成財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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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ll of the world's central banks start printing their currencies into oblivion simultaneously what you will see 

is a wealth transfer, where the vast majority becomes very poor and just a few people become very rich. 

當所有央行都開始一同瘋狂印鈔，你會看到的就是財富轉移，絕大多數人都會變得非常貧窮，只有

少數會變得非常富有， 

  

It's horrible for the economy. 

對經濟來說這是很可怕的。 

  

But Japan is the prime example that it does not work you can't print your way to prosperity. 

日本是個絕佳例子證明印鈔並不可行，你無法藉印鈔振興經濟。 

  

於影片中，他引用了日本為例子，指出日本政府不斷印鈔，最終也無法挽救經濟。 

 

事實上，日本經歷 1990 年經濟爆破後，一直受著通縮之苦，被稱為失落的十年。 

 

至今，已經踏入第三個十年，即是經濟爆破後，有著超過 20 年的通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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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的房地產，正正讓我們知道，人口老化、人口減少對房地產價值的影響。 

近幾年，由於日圓貶值，香港人如羊群般，被說服往日本炒樓， 

以為日本經歷經濟爆破後，房地產價值低無可低，否極泰來，最終會止跌回升。 

  

但是，房地產其實亦只是商品，受著供求定理所影響。 

事實上，日本總人口，已由 2008 年高峰期的 1.28 億人不斷下降。 

如其他先進國家一般，日本出生率約 1.46，排名 185 位，即每對夫婦生 1.46 個小朋友。 

當出生率低於 2，即每對夫婦生少於 2 名孩子，其實人口就會下降。 

 

按照現時的出生率估算，日本人口只要短短 35 年後，已減少至低於 1 億人，即下跌 25 %。 

有報道稱，到了 2100 年，人口將會減半， 

所以，遑論再建新屋，即使舊屋，亦會隨著人口死亡而空置。 

事實上，現時日本的房屋空置率約為 14 %， 

隨著人口減少，到了 2040 年，空置率會上升至 40%， 

即是每兩間屋，就約有一間是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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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未計算 311 核子災難後，人們的壽數減少，死亡率上升的影響。 

  

如此景況，樓市又怎會向上？ 

當出生率低，房屋需求減少，無人問津的時候， 

售價當然只會越跌越低，而不會否極泰來。 

因此，最佳的出路，又是否正正是賣給夢想炒樓置富的香港人， 

讓他們幫手填一填這個不斷擴大的空置房屋黑洞？ 

甚至，作為排他性強的民族，日本政府於苦無對策下，亦要考慮引入移民，填補這個空洞。 

 

其實，各國政府亦認知人口數目以及年齡分佈對國家經濟的影響， 

因此，中國最近才放寬了實施 35 年的一孩政策。 

因中國經歷了自 1980 年代的經濟改革開放，30 多年的經濟增長後， 

年齡老化、出生率低，將會令中國經濟如美國一般， 

因著同一個理由而步入衰退，甚至崩潰， 

因此，需要放寬一孩政策，以長遠地刺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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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再一次證明，人口老化對經濟影響的理論，是所有國家也無法抗拒的趨勢。 

 

故此，如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般的崩潰， 

已經不再是會否來臨，或是何時來臨的問題， 

而是當我們已經踏入經濟寒冬的時候，我們應如何自處， 

作為在神家中聰明的僕人，定必以智慧行事， 

不要成為經濟崩潰中的受害者。 

 

影片：為單輪車或雙輪車充電須知 

於 2015 年 9 月 2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曾指出， 

當我們因遇上各種災難和戰亂而逃難的話，最佳的個人逃生交通工具， 

就必定是單輪或雙輪電動代步車。 

  

日華牧師亦想特別提醒弟兄姊妹，中國大陸品牌生產的單輪車或雙輪車， 

質素一般都較歐美品牌參差。 

尤其鋰電池部分，即可多次充放電使用的鋰離子聚合物電池（Lithium-ion polymer batteries）。 

由於需要電子零件非常精確地控制充電和放電， 

如果充電的電子系統出現問題，鋰電池被過度充電， 

輕則會令電池過熱和發脹，激發電子保護機制，令電池即時失效， 

重則會令電池爆炸，造成人命傷亡，這亦是時有所聞。 

最近香港就發生了一宗，因電動雙輪車充電出現問題而產生的意外，事件引致火警燒毀整個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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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特別提醒大家， 

基於中國品牌於品質上的參差，當購入單輪或雙輪車之後， 

尤其是第一次充電時，切勿在沒有人看管的情況下進行， 

例如︰睡眠或沒有人在家時，都不適宜充電。 

  

因為，如果在充電過程中， 

充電的電子控制系統有問題的話，有可能會產生火花， 

導致機件出煙或有燒著的氣味， 

這時，大家就要立即拔除電動車的電源插頭， 

免得電池再進一步因過熱而發生爆炸。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主日信息，繼續播影日華牧師於今年 6 月 26 日，於國內錄製的「天馬座行動」答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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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如果新婦級領袖有 100 人，錫安教會佔 50 人，其他都是皇族， 

那麼，新約時代的使徒和屬靈改革家，譬如馬丁路得或是約翰‧衛斯理等， 

他們是否屬於新婦級數的領袖呢？ 

除此之外，信息亦提到，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亦會有數十人可以後來居上， 

成為新婦級領袖，甚至能夠在五小時內便可以扭轉情況，為何會有如此戲劇性的效果呢？ 

  

答：首先，新婦的數目一定是有限。 

事實上，保羅在二千年前，已經在新約裡說過這歷世以來隱藏的奧秘， 

就是新婦知道所嫁的丈夫以及婚筵的一切事情。 

相對來說，童女對此認識較少，賓客認識的就更少， 

所以對比末世，新婦級基督徒對被提、吹角節、羔羊婚筵等等，比童女及賓客認識得更多。 

 

事實上，婚姻是除神以外，人生第一大的決定，因此神以新婦、婚姻作對比。 

既然新婦對神的認識有如夫妻， 

因此，舊約中即使是亞伯拉罕，也無法成為新婦，只能成為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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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中，凡要成為新婦的，也要找出自己的身分， 

並且一同建立聖殿，這就是保羅所說的秘密。 

過往，神於歷史中，選擇很多王者去建立， 

但是，其實除王者以外，神亦將很多人埋藏在歷史中，一起完成聖殿， 

但唯有在歷史中有份建立這聖殿，並且成為聖殿支柱的，才有機會成為新婦。 

在建立過程中，了解的事情愈多，才可以成為新婦級的領袖， 

對神了解的程度的多少，就區別了新婦、童女與賓客之間的不同。 

 

在歷史上，神將每個時代最重要的事情也交付了皇族， 

包括建立「玫瑰園計劃」、「天馬座行動」、第四獸的真正身分等等。 

  

既然新婦是認識神的，因此，數目必然是有限， 

雖然如此，但神將我們塑造成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教會，而不是委托皇族， 

因此，這是神給我們的特別優待。 

所以，我們要懂得珍惜這福份，不要被世務纏身， 

即使不能成為 2012 小組的成員，也要成為秘密揭示者，將信息傳給別人， 

因這篇信息是將神的 Logos 以及 Rhema 演繹出來，用水藉著道將教會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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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就是這班真命天子，但是，其實有一群知情人士，他們甚至知道將來的事情， 

因此，我們所聽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正是我們唯一利器， 

使我們得著優越的位分，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勝過他們。 

  

須知道，到目前為止，他們仍然努力地建造各種建築物， 

其目的就是讓他們在將來的大復興當中有份。 

 

既然新婦的數目有限，並且，這些皇族亦是候選人，他們多年來亦不斷付出， 

故此，他們可以爭奪這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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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現在吃著最優質的果子，因此，我們也需要撒出最好的種子， 

因唯有結果子，得著倍數的增長，才可以追上。 

 

當我們不斷吃果子時，唯有成為神最後一套 Rhema 信息的秘密揭示者，才可以勝過這班王者。 

因神設定他們成為設謎者，我們卻是成為解謎者。 

 

當我們不斷練習，神可能為我們預定一段數小時的時間， 

有機會向一些貴族、政要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甚至成為將來於三年半當中帶很多人信主的領袖， 

那麼，這黃金五小時，將為我們結出很多果子，讓我們能夠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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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但以理書》記載，生出來有眼的小角是 Freemason。 

可是，為甚麼美國大國璽的金字塔，頂端的平面小角是代表「2012 榮耀盼望」信息呢？ 

 

答：這十角生出一個小角，因此，小角代表它是十角的手下， 

其實小角就是代表這十角所羨慕，所念念不忘的東西， 

因此，他們就以國璽去表達這個目標。 

 

因這隻「眼睛」並不屬於他們，這隻眼睛於 2009 年至 2016 年才出現。 

 

而「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這是他們的目標， 

假若他們已經得到，就不會來搶奪香港。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31 

正由於他們還未得到，因此才以各種手段，希望能夠搶奪它、孕育它、培植它， 

所以，神容讓 Freemason 在我們被提後，能分一杯羹。 

雖然他們知道，按著《啟示錄‧12 章》，龍無法吞吃那嬰孩， 

但是仍然選擇留在嬰孩身旁，因他們如果甚麼都不做的話，可能連一杯羹也分不到， 

所以，他們潛伏在側，及至我們被提後，他們便會變成「有眼的小角」。 

 

 

問題三︰早前主日信息提及 CERN 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打開無底洞，引發邪靈上來， 

為何他們要這樣做？是否只是為了要符合《啟示錄》所提及的經文？ 

 

答：我們錯誤地以為，所有事情背後亦是由敵基督推行。 

但很多科學家卻認為，這是自己的發明，與敵基督無關， 

所以，包括 CERN 的專家，他們仍然會繼續研究， 

因為這是「科學的奇異點」（Singularity）。 

神所創造出來的分子、原子，所有物質，並且，無論是電腦的奇異點、科學的奇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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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都一定會走上同一條路，就是會製造「CERN」。 

  

原來那數千名主力科學家，其實都是神藉著一些人， 

於神指定的時候日期，被「煽風點火」下，一直突破至「CERN」這奇異點。 

 

正如電腦亦由最初的「0」和「1」，很快演進至「666」，這就是「現實的奇異點」， 

這樣，神的預言就不會落空， 

因為當神說出預言後，事情發生的最大阻力將會因此而產生， 

但藉著神精心設計各個奇異點，鋪排至今，事情就會按著神的計劃而發生， 

因此，即使是相信《聖經》的人，也沒法說服 CERN 的科學家。 

但《啟示錄》記載這正正是人類自己製造出來的鬧劇， 

他們藉著 CERN 引致無底坑出現、打開另一度空間的門口、讓邪靈出現， 

很多電影提及這個結局，因這是十王所發出的警告， 

但是，十王只是預知，並不代表這個結局是由他們製造出來。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33 

於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2012 榮耀盼望」信息其實與修殿節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有機會於今年看見「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全面真實性， 

並且，一日也沒有偏差地應驗。 

在 6 年前，2009 年的同一天，牧師開始分享這套信息， 

當年分享聖誕節將會陸續發生的事件，包括︰全球性疫症， 

並且，世界性恐襲是為了建立新世界秩序。 

 

與法國恐襲一樣，美國聖貝納迪諾的恐襲亦是偽旗行動， 

因美國總統奧巴馬刻意低調處理事件， 

目的是為了當聖誕節、甚至復活節，恐襲真的發生時， 

他就可以順理成章，變成如受害人一般，帶動國會與人民軍法統治及槍管。 

 

事實上，巴黎的歷史讓我們知道，ISIS 是以犧牲的方式去完成她的任務， 

為要藉著荷魯斯（Horus）復活俄賽里斯（Os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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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聖誕節是記念荷魯斯出生，復活節是記念俄賽里斯復活。 

 

所以，由現在至聖誕節及至復活節，ISIS 也是主角了。 

 

現在重看「2012 榮耀盼望第一篇」，其實是非常準確， 

但當時，對很多人而言，卻成了美麗的誤會，因而被神篩走。 

當年，我們為到災難預備，甚至巡行禱告， 

但今天，我們已經更加知道自己那王者的身分。 

因此，在緊接的時間，讓我們努力預備自己， 

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我們就要在復興中為神發光。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35 

因歷史上很多掌管世界的知情人士，他們也沒有成為新婦， 

但藉著這套信息，我們卻成為了新婦。 

 

事實上，於這幾年間，神帶領錫安，已經到達世上絕對沒有人能做到的程度。 

就如 6 年前的 12 月 13 日，當分享完第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後的 48 小時， 

港珠澳大橋便開始興建。 

 

我們現在就處身於神劃時代的帶領和印證的時空， 

所以，我們應該更要成為秘密的揭示者，成為發光的晨星。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新段落。 

  

第一章：2012 信息 ──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1） 

直到現在，我們慢慢對於「玫瑰園計劃」愈來愈清晰的時候， 

對於我來說，我要盡快將答案告訴你們，並將我所理解的重點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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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當我分享到某些地方的時候，彷彿帶你進入一個新的世界一樣， 

給你一個新的世界觀、新的歷史觀、新的宗教觀，甚至是一個新的時代觀。 

 

這已經不再是說天文、地理、科學、經濟、政治、軍事了， 

也不是說金融或者現時所發生的時事了，也不是說其他了， 

僅僅我們所理解「玫瑰園計劃」的層面，已改觀了我們很多的層面。 

  

因著這個改觀，以致我們更加需要知道一些很根基的概念， 

當我們給予你們答案時， 

我會逐步將這些答案，從《聖經》一步一步把很多秘密解構出來， 

包括《但以理書‧7 至 8 章》、《啟示錄‧13 章》、第四獸以及有兩隻角，聲音像龍的獸。 

  

當我們理解如此多《聖經》裡面的重要思維與真理時，這讓我們能解構現時的現實， 

但其實有一些很基礎的東西，我必須與大家慢慢探討， 

讓你們理解，究竟我們現在為什麼會進入這種題目呢？ 

為什麼會進到這一個邏輯呢？ 

最重要的是，這使你們在這根基中， 

就是有很多我未能夠與你們詳細討論的事， 

但你們能有這個的概念和根基，去理解很多新的世界觀。 

 

影片：新的世界觀 

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帶出：按「舊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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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認知萬事萬物皆有神的參與， 

但一切事情總好像按著人的自由意願自然地演進，又或看似以隨機地發生； 

 

世界的趨勢彷如只是隨意、漫不經心地發展至今， 

不論是眼見的事、國與國之間的鬥爭、恐怖襲擊及歷史性的大事件，一切看似皆是偶然發生，  

世上好像並無任何上百年，甚或逾千年的計劃、規劃及部署。 

 

然而，在 2015 年，神藉著「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向我們啟示了真真正正的真相，在「新的世界觀」裡， 

原來逾千年以來，透過由十王在背後規劃的「玫瑰園計劃」， 

讓我們清楚看見，世上的一切大事並非隨機、任意發生， 

不論重大的事件、城市的開發、命名、街道的規劃及地標性的建築物等， 

全是藉著「被授權」而設立、規劃、建設或執行出來。 

包括：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39 年至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及將要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早在 1871 年，Freemason 第 33 級會員 Albert Pike 已經預言將來會發生第一、第二， 

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目的為要破壞人類內心三個安全網，即：帝皇主義、政府及宗教。 

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內容已準確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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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ert Pike 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是宗教上的戰爭，甚至就是來自極端宗教分子。 

 

現時由 Freemason 所扶植，極端宗教分子 ISIS 的出現， 

加上策劃各種偽旗行動，對西歐各國展開的挑釁性攻擊， 

就是讓回教成為全世界所有人的威脅，藉口讓全世界參與攻擊中東的回教國家， 

最終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明顯地，一切都已經依照 Albert Pike 的預言完全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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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例如 1957 年，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建造了 LHC 大型強子對撞機，亦是經過「十王」授權； 

而且按著指定計劃，透過 CERN 於幾十年前，刻意發展互聯網。 

 

作為全球上千名核子能科學家互相溝通和交換資訊而創立的虛擬世界， 

CERN 所用的第一部互聯網伺服器電腦（Internet Server）， 

就是由蘋果公司創辦人 Steve Jobs，於 1985 年至 1997 年離開蘋果公司期間， 

另外創立的 Next Computer 公司研究的電腦 Next Cube， 

Next Cube 成了全球第一個互聯網，亦即 CERN 所使用的伺服器。 

 

由此，互聯網便發展至今時今日，成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必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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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Steve Jobs 因著蘋果公司於 1997 年收購 Next 的電腦系統，而重返蘋果公司，並再次成為 CEO。 

他藉著蘋果公司讓 Next 電腦系統的簡化版本，演變為今天大家常用的 iOS 系統， 

應用這系統的 iPhone 和 iPad，同時亦是錫安教會今時今日主要使用的工具。 

 

事實上，Steve Jobs 帶領蘋果公司，發展出一個又一個改革流行通訊科技的嶄新發展， 

使蘋果公司成為人類史上市值最大的企業，其實一切都並非偶然。 

 

又例如：近代人類歷史上，王室與權貴的崛起和衰敗， 

就如法國和英國皇族放棄對社會掌權的優越性等。 

 

舉如 1455 年至 1485 年，英國一場被後世稱為「玫瑰戰爭 Wars of the Roses」的著名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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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愛德華三世兩支後裔，分別是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的支持者， 

為了爭奪英格蘭王位而發生內戰。 

 

16 世紀莎士比亞在歷史劇《亨利六世》中，更以兩朵玫瑰標誌了兩個家族， 

就是蘭開斯特家族所選的紅玫瑰家徽，和約克家族所選的白玫瑰家徽， 

故此，史稱這場英國內戰為玫瑰戰爭。 

  

事實上，一切亦絕非偶然，任何一件事也經過神的批准和允許。 

如同《但以理書》所記載的「四獸」， 

歷代王朝的興衰，皆經過神的授命，且受神完全掌控， 

而當今第四獸的十王，必然比先前的三獸更龐大。 

 

《羅馬書》亦提醒基督徒：我們當順服在上掌權的， 

因為在上的沒有一個不是出於神。這乃千真萬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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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 章 1-5 節：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

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

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

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因此，若然按「舊的世界觀」，一切看似只是偶然、隨機地發生， 

其實，神亦正正刻意以此隱藏自己，使人可以主動選擇運用信心， 

相信神於人類歷史中，是擁有絕對的主權。 

與此同時，亦讓那些心存悖逆的世人， 

誤以為世界萬物之中，根本沒有神的存在和掌管，歷史上亦完全沒有神的參與。 

 

然而，透過「玫瑰園計劃」，一種「新的世界觀」， 

揭示和說明了，神在人類歷史之中，擁有絕對的主權。 

綜觀整個「玫瑰園計劃」，橫跨了歐洲、美洲、亞洲等各地的古今建設及龐大規劃， 

千百年來，十王預定的部署都能順利進行，足見他們掌控的計劃，沒有人能夠干預。 

而香港的規劃與建設亦橫跨了百多年， 

這些年來，香港與「玫瑰園計劃」息息相關的建築物、地標興建的時間、街道的規劃與命名， 

甚至是主權，一切皆在十王的全盤掌控之中，絲毫沒有偏差。 

 

因此，神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讓這種「新的世界觀」成為我們認識世界及事實的真相， 

就是世上所有大事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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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因著發現「玫瑰園計劃」而認識的「新的世界觀」，日華牧師藉著這個基礎， 

可以更合乎現實及合理地推論未來趨勢，更重要的是，這亦有助我們更準確地預測《聖經》的預言。 

 

我們必須清楚知道，Freemason 是一個秘密組織， 

歷代歷世以來，我們提到的光明會（Illuminati）、錫安長老會、自由石匠（Freemason 共濟會）等， 

其實他們全都是秘密組織，並且有很多秘密。 

而在這幾年間，我們不斷地研究他們， 

事實上，全世界亦開始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到震驚。 

 

當世界上，其他人研究這些秘密組織時， 

最教他們吃驚的就是，Freemason 所知的都是超時代，他們無法理解， 

為何 Freemason 在數百以至上千年前所認識的東西，比我們今時今日還要超頻。 

  

今時今日，我們會有大學傳授知識，亦有電腦幫助我們認知很多常識， 

但在數百年前的那群人，他們所知道的東西，卻是超越今天。 

  

試回想，一百年前的香港，那時的人都仍是在私塾上學， 

若是要求他們背誦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以他們對英文的認識， 

差不多是要花盡他們一生的努力， 

而這裡只是說二十六個字母，而不是說單詞，更未說到時態變化， 

可想而知，一百年前的人知識水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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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人智商是怎樣？ 

試找一個一百歲的人，不要說要求他使用手提電話， 

就是普通的電話，單單是那十顆按鈕他們也未必弄得懂。 

 

而我現在說的，是數百年前的人，他們所擁有的知識， 

居然是超越今時今日一般的博士、大學生，他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瘋狂。 

 

你會見到，這幾年間我們所看見、所分享的，是要花上了幾年時間， 

以這樣複雜、精湛的方式，才可以將這些資料分享給你， 

但數百年前的那群人，他們是從哪裡學到這些知識呢？ 

是誰教導他們的呢？又是用甚麼工具教給他們呢？ 

 

你又有否留意到，當你越是研究他們所知道的東西， 

就發現，即使是在現今所有建設當中，他們所認知的都是超時代的。 

 

影片：Freemason 超時代的知識 

過去六年間，日華牧師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分享到十王和 Freemason 在歷史中設下眾多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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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謎題放在他們的圖片、壁畫以及建築物的外形、比例、距離和位置之內。 

 

所有 Freemason 的作品，其智慧和精密程度，令人難以想像。 

世上 99%的人都無法理解他們所做的一切，因為他們擁有的知識，實在比普羅大眾超越太多了。 

 

情況就好像一個五歲的幼稚園學生， 

是絕對無法明白高中的文學、數學、地理和化學等知識。 

由於差距實在太大，即使這小孩滿懷好奇的想去學習， 

但他連簡單的數學程式也未能明白。 

 

同樣地，Freemason 掌握的天文、地理、物理、數學， 

甚至如太陽、月球等，各個行星的星體運行知識， 

以至宇宙的數據和比例，他們將這些知識極其精密地隱藏在圖畫和建築物裡， 

這些高等程度的知識，就連今天的大學課程都望塵莫及，一般大學生亦沒有機會接觸。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46 

比較奇怪的是，Freemason 的會員人數一直都不少， 

就算已經脫離的最高級會員，亦沒有向外透露上面提到的建築秘密， 

就好像他們本人，亦是毫不知情那樣，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如今的超頻時代，學校課程每三年已經要全面更新， 

甚至每年都要加入新知識，才能夠追上不斷進步的時代步伐。 

但是，對比 Freemason 於歷史中的所有建設， 

即使是今天的高等學府，都未能追上他們在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甚至上萬年前所隱藏的真知識。 

  

當你細心思考，就知道事情絕不簡單，也不合理， 

因為，Freemason 隱藏在圖畫和建築物的知識與智慧， 

憑幾百年前人類的智商、科技和工具，根本無法明白和建造出來。 

  

以往，人類在 400 多年前的伽利略時代， 

才如夢初醒地發現地球原來不是一大片平地， 

而是與太陽和月亮一樣，都是一個漂浮在太空的球體。 

 

但是，興建於幾百年前的中世紀天主教教堂、出現於幾千年前的英國石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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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建於上萬年前的埃及金字塔，皆已將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精確宇宙數據隱藏其中。 

例如︰他們在人類擁有望遠鏡和航天技術之前， 

已經知道地球、太陽和月球的精確直徑長度和圓周大小， 

並且它們彼此之間的數值比例。 

 

連現今仍算為高等知識的松果體分子結構、DNA 外形、光速在真空中的秒速等， 

都能夠在這些建築物裡發現。 

人類卻要在數以百年，甚至上千年後，才漸漸明白箇中玄機。 

  

如果你單單認為，這是十王和 Freemason 打算據為己有而隱藏的知識，你的推理就明顯不合理了。 

因為，若果他們早就擁有如此高等的知識，其實是沒有可能有方法隱藏起來。 

 

舉一個例子，假如你擁有一個比現今 iPhone 6s 還要先進十年的智能電話設計圖， 

你完全明白其運作和製造方法， 

同時，你亦擁有世上最大的權力、最多的金錢和最有智慧的精英任你差遣， 

那麼，你會否單單把這個設計，用暗喻方式埋沒在謎語般的建築物數據呢？ 

何不直接把這部智能電話製造出來呢？ 

 

試問上千年前世上最有權力的君王，為何只把他所知道的真知識，變成無人理解的謎語， 

卻不應用在自己身上，或是著書立說，名留青史呢？ 

 

相反，卻彷彿要把這些知識和數據，在眾目睽睽下隱藏起來，化為一個千古謎題， 

挑戰全世界，甚至挑戰未來所有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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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千古之謎，日華牧師將會在接下來的信息，為大家一一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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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充滿疑問，而且神秘的題目中， 

也可以說是當我們面對神所創造的兩棵樹，就是伊甸園當中的兩棵樹， 

一棵生命樹、一棵分別善惡樹的時候，我們要理解， 

原來，分別善惡樹在知識上，神刻意放下一個很神秘的秘密。 

 

但當你理解這個神秘秘密，你就能夠勝過它！ 

你才不會讓它試探你，你能夠考到這個試之後，你就能夠勝過它，因你在生命樹中合格了。 

 

所以，今次我想和大家分析，讓你理解一件事， 

就是原來在《聖經》當中有解構他們這個範疇，亦因為《聖經》裡面有解構， 

所以，我們就懂得將 Freemason 所知道的秘密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他們所有這些秘密的寶箱， 

正如一個寶箱，但你沒有鑰匙開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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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牽涉到關於他們為什麼做這麼多事情， 

例如：為什麼到現時為止都維護著假登陸月球的歷史？ 

他們為什麼會進行７的管道？為什麼美國太空總署（NASA）將整個神話， 

藉著這些假裝登陸月球或是上太空的事情， 

假裝發射人造衛星去探測我們的九大行星，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你會發覺，今年所拍攝的那些相片，與幾年前拍的全都一模一樣！ 

因為，很多這些圖片，只要放進電腦，電腦便可以逐個解像度（pixel）去計算兩張相片是否一樣。 

但電腦顯示，其實 NASA 在這麼多年以後所發放的相片都是一樣的。 

  

到今時今日，NASA 所發出，從外太空所拍攝到的地球相，到現時為止，都是得一張而已， 

你是否覺得有些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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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迄今 NASA 所發出，關於由外太空拍攝到地球的相片都只是一張。 

但問題，畫這張「照片」的那一位畫家跑了出來，表示這是他的畫作， 

那是他和一眾畫家，一起替 NASA 所繪畫的作品，而不是照片， 

由登陸月球的那一刻起，所有「相片」皆是畫出來的。 

 

 

影片：美國偽造登月的多重證據 

早於 2010 年 2 月 2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1 篇」， 

日華牧師經已為大家分享過，美國 1960 年至 1970 年代的所謂阿波羅登月計劃， 

其實只是一個大騙局，全球人類在電視所見的所謂登月直播影片，只是於攝影棚拍攝的虛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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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以重溫該篇主日，及精華短片（VO）： 

「2012 榮耀盼望 vol.11：14 個電視直播美國登月的疑問」。 

 

此外，日華牧師亦曾於 2014 年 12 月 21 日所播放， 

「美國登月的影片和照片是用廠景加投影技術拍攝出來」的精華短片中， 

分享過美國太空總署是如何使用廠景加投影技術，拍攝欺騙全世界的登月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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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美國太空總署並未有藉著阿波羅計劃登月， 

那麼，所謂從太空回望地球的美麗照片，是如何拍攝出來的呢？ 

 

首先，2011 年曾有一名畫家和藝術家 Matthew Boylan， 

於講座裡公開分享，他曾是美國太空總署 1099 號承包商， 

主要工作就是為他們繪製偽造的太空照片。 

而其中一張，就是聲稱拍攝於 1972 年 12 月 7 日，從阿波羅 17 號回望地球的景象。 

 

這照片名為藍色彈珠（The Blue Marble）， 

是太空總署有史以來，僅發表過唯一一張的地球全貌照， 

圖中可以看見非洲和中東的位置。 

 

 

直至今年 2015 年， 

美國太空總署才藉著「Deep Space Climate Observatory」的太陽觀察衛星， 

每日發表十二張地球的面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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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72 年至 2015 年，整整 43 年間， 

美國太空總署包括 17 次阿波羅登月任務的眾多太空計劃裡， 

僅拍攝了一張地球全貌照，可能嗎？ 

但即使是這唯一的一張，都是由一位畫家畫出來的假相片。 

 

你或許會疑惑，因為曾經見過多張不同的地球全貌照， 

例如︰官方提供的 iPhone 桌面背景裡，就有一張疑似不同的地球全貌照片， 

甚至網上亦有不少在流傳。 

可是，按著美國太空總署的官方資料顯示， 

除了阿波羅 17 號的「藍色彈珠」照片，以及 2015 年的新照片外， 

其餘所有，你沒有聽錯，是其餘所有地球全貌照， 

都是以地球近距離的衛星照片，再電腦後期加工合成。 

所以，2015 年前，美國太空總署其實從未拍攝過一張真正的地球全貌照。 

 

除了以上問題外，其實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影片和照片，亦存在難以估計的眾多「穿崩」位， 

於過去 40 多年間，有不少已經被人發現。 

 

例如︰曾任美國太空總署媒體服務總監的 Brian Welch， 

在訪問時聲稱，因為太空的極端環境，因此使用在阿波羅登月計劃的菲林都是特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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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Brian Welch 

Director Media Services NASA 

Brian Welch 

美國太空總署媒體服務總監] 

 

Brian Welch is the acting Director Media Services at NASA, Washington. 

Brian Welch 是於華盛頓美國太空總署媒體服務的代理總監， 

 

The film was specially produced for NASA by Kodak. It involved the use of thin gels and special emulsions for 

this film. 

菲林是柯達為美國太空總署特製的，包括在菲林使用薄凝膠及特製乳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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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was that, it would have to stand up to a vacuum, it would have to stand up to extremes of heat and cold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目的讓菲林在真空環境下，及在月球表面極端熱或冷的情況下仍能使用。 

 

但是，於 1966 年至 1974 年，曾於唯一提供登月使用菲林製造商任職， 

柯達（Kodak）圖文影像集團的總裁助理 HJP Arnold， 

卻指當時提供的雖然是當時代最先進，擁有 ISO160 感光度的菲林， 

可是，仍然只是普通的民用菲林，並未經過特別處理。 

 

[HJP （（Douglas） Arnold 

Assistant to MD of Kodak Ltd 1966-74 

HJP （Douglas） Arnold 

1966-1974 年任柯達圖文影像集團總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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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Kodak film and the sensitization of the film wa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ordinary film at that time. It was 

Ektachrome X as it was then called 64 ASA or ISO. 

那是柯達菲林，感光度基本上與當時普通菲林一樣，那是 Ektachrome X 菲林，也被稱為擁有 ASA 或 

ISO 64 感光度. 

 

as we need to say now ASA has all gone or 160 which was then a very fast film of course, 160 ASA or ISO.  

現在擁有此感光度的菲林已過時，當時非常先進的是擁有 ASA 或 ISO 160 感光度的菲林。 

 

至於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用的相機， 

則是由瑞典中幅相機大廠，哈蘇（Hasselblad）特製的 Hasselblad 500EL/70， 

美國太空總署人員聲稱是為了對抗太空和月球的極端環境，以及防輻射。 

 

但是，於 1966 年至 1975 年，任職哈蘇太空計劃群組經理的 Jan Lundberg， 

卻在訪問中聲稱這部相機雖然經過特製， 

可是，與一般的民用型號卻沒有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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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沒有防輻射功能，只是加了一個金屬保護外殼。 

而所有製作過程皆由哈蘇一手包辦，美國太空總署完全沒有再作任何改動。 

 

YouTube 影片： 

Well, the original ones were not protected at all. 

The ones they brought to the lunar surface were painted silver. 

原本那些可說是沒有任何保護，帶了上月球使用的相機表面加了銀色塗層。 

  

我們都知道宇宙因為太陽風而充滿輻射，令菲林在相機內已經曝光而失效， 

月球與地球亦不同，並沒有強大磁場和大氣層保護， 

因此，月球是一個完全曝露於宇宙輻射的環境。 

所以，既然阿波羅登月計劃所使用的相機並沒有防輻射設計，太空人又是如何在太空和月球表面， 

拍攝出數以千計既美麗又極為清澈的照片呢？ 

  

同時，美國太空總署亦聲稱，所有照片都沒有經過任何後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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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國一位照片分析專家， 

利物浦大學物理和全息電腦影像博士 Dr. David Groves， 

指菲林只要受到 25 Rads 輻射，就會如圖所示，由清晰變得白濛濛一片。 

 

柯達圖文影像集團的總裁助理 HJP Arnold，曾得到一卷阿波羅登月計劃的菲林複製品， 

卻發現所有菲林都沒有受到任何一丁點輻射影響的痕跡。 

 

 

另一方面，當太空人在月球上拍照時，因為身上的太空衣和厚重手套，以及相機被安裝在胸口位置， 

因此，他們是在無法看見觀景器的情況下進行盲拍。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59 

 

但是，從阿波羅 11 號拍攝的著名照片中，按影像分析專家 Dr. David Groves 計算， 

這明顯是一張由高向低拍攝，俗稱「高抄」的照片。 

 

事實上，有這個可能性嗎？ 

難道太空人在月球使用了一把梯子或拍攝用的高台，進行高向低位的拍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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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謂的登月影片中， 

我們可以看見同樣的山景背景，多次出現在不同日期的登月任務中，這又可能嗎？ 

 

例如︰這一段所謂的登月影片，以及另一張黑白照片， 

明顯是用同一個山景合成，但前面的地面卻是不同。  

 

之前提及的精華短片「美國登月的影片和照片是用廠景加投影技術拍攝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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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分享過美國太空總署，是如何使用廠景加投影技術，拍攝登月影片來欺騙全世界。 

但是，第一次阿波羅登月計劃所謂成功登月後兩年， 

於 1971 年上映的電影《鐵金剛勇破鑽石黨》中， 

就曾有一幕講述主角鐵金剛 007，入侵了一個正在進行偽造登陸月球拍攝的秘密基地， 

電影場景所使用的偽造山景，正正就是阿波羅登月計劃所用的同一類山景。 

 

雖然這是可有可無，並且與電影內容無關的片段， 

但是，電影製作人是否因為知道登月是偽造事件， 

所以仍然刻意在電影中加入這一幕呢？ 

 

另外，不知道是否「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掩飾，  

太空人在一次所謂登月時，刻意做了一個非常幼稚的實驗， 

就像之前主日曾分享，大衛高柏飛的假魔術般幼稚， 

就是兩手分別拿著一個鐵鎚和一根羽毛，然後同時鬆手， 

當鎚子和羽毛同時落地，就以此證明他們確實是身處真空的月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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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多看一次。 

 

然而，事後有人用同樣的鐵鎚和羽毛做同一個實驗， 

證明在有空氣的地球，亦同樣可以做出相同效果。 

 

明顯地，他們做的這個所謂實驗，只是想為登月的騙局增加說服力， 

但是，這個實驗，其實只能夠騙倒沒有科學常識的人而已。 

  

另一方面，有份參與領導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德國航天專家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 

本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的火箭專家。 

而二戰前，納粹德國曾拍攝一齣虛構電影， 

名為（Woman in Space）（Frau IM 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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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就是指他們利用火箭將一男一女帶上月球，少年時期的馮布朗，亦有份於當年參與幫手拍攝。 

 

當時，希特拉就是用這齣電影欺騙德國人，誤導他們以為希特拉可以帶他們登陸月球。 

但是電影（Woman in Space）和阿波羅登月影片，卻有著眾多雷同之處，連當中不合常理的地方， 

美國太空總署彷彿亦照單全收，一拼抄襲放在阿波羅登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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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Woman in Space）形容的火箭，是使用三段推進方式， 

阿波羅登月計劃中，正正是由馮布朗設計的土星五號火箭同樣是分三段推進， 

他同樣有份參與拍攝納粹德國虛構電影（Woman in Space）。 

 

第二、（Woman in Space）的火箭，是放在一個巨大的四方形建築內， 

並由巨型履帶運送台，以不合理的直立方式運往發射場， 

目的不外乎為要製造一種電影畫面的震撼感。 

 

同樣地，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土星五號火箭，亦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 

放在巨大四方形建築內，由巨型履帶運送台，以不合理的直立方式運送。 

這與（Woman in Space）同一目的，是要製造電影畫面的震撼感。 

 

為何不合理呢？因為以直立方式運送，豈不容易倒下嗎？ 

所以，俄羅斯的火箭，甚至全世界的火箭都會以橫向平放的方式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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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Woman in space）是首部使用由 10 至 0 倒數火箭升空，營造緊張氣氛的電影。 

而人類首次多個地點直播火箭發射升空的阿波羅 11 號，亦同樣是以 10 至 0 倒數增加氣氛。 

 

第四、（Woman in space）的主角，將水倒出樽外，示範水珠在無重狀態下，漂浮在空中。 

當然，這個橋段，亦是太空總署的太空人，常常用作提醒我們，他們正身處太空中的證據。 

 

第五、（Woman in space）有一幕是拍攝太空船於月球表面飛行，出現地球於月球背景的史詩式場面。 

當然，那麼偉大、那麼史詩式的場面，美國太空總署當然不會放過了！ 

讓我再提提大家，登月火箭土星五號的設計者，並美國太空總署創辦人之一的馮布朗， 

同樣是有份參與拍攝納粹德國製作的登月電影（Woman in Space）。 

 

究竟阿波羅登月計劃，其實是否只是馮布朗再一次重拍登月的騙局呢？！ 

 

另一方面，登月的太空倉外殼，用了一些比地上一般汽車更薄的鋁片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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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連地面一樣的大氣壓力也不能抵擋。 

試問太空人在如此低程度保護的太空倉內，如何抵抗太陽風和宇宙輻射呢？ 

 

最後，你可曾想過，當時所謂登月之時，美國是為太空人進行直播， 

並且，在電視上多次出現地球和月球的即時對話和影像傳送， 

 

其實，1969 年，即以 46 年前人類的最高科技，有可能在完全沒有電線連接的情況下， 

即使地球和月球相距幾十萬公里，都能夠無延誤地，進行即時對答的對話和影片傳送嗎？ 

 

事實上，於美國偽造登月之前，前蘇聯早已使用拍攝電影的方式來欺騙全世界。 

例如︰1957 年，前蘇聯發射第二枝成功飛上太空的火箭史普尼克 2 號時， 

他們把一隻名為萊卡的狗帶上太空。 

蘇聯一開始宣稱萊卡在太空生存了四天，但因為氧氣即將耗盡，因此在牠窒息前進行安樂死。 

 

然而，到了 2002 年，俄羅斯才透露萊卡因為中暑，於進入太空數小時後，經已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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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前蘇聯早已知道，萊卡身處一個沒有隔熱的太空倉， 

會因為太陽風的熱力，而極為痛苦地熱死。 

 

另外，1961 年 4 月 12 日， 

前蘇聯聲稱他們把第一個太空人加加林帶上太空，並於環繞地球後安全著陸。 

但是，從前蘇聯發佈的影片得知，影片都是事前拍攝， 

並且加加林在火箭升空前已經離開了太空倉，並沒有跟著火箭升空。 

 

這段加加林所謂升空前在太空倉內等待出發的影片中， 

你會發現，這個鏡頭顯示於太空倉內並沒有打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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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個正面看見加加林在太空倉內的鏡頭， 

卻可以看見他被燈光照亮，並且背後有兩個影，證明有兩盞燈為他補光。 

 

所以，不論是美國和前蘇聯，一直以來其實都是使用攝影棚所拍攝的虛假影像，去欺騙全世界。 

而美國在 1960 年至 1970 年代的所謂阿波羅登月計劃，是一個確實的大騙局， 

向全球播放的所謂電視直播影片，以及所有月球上的影片和照片，其實都只是攝影棚內拍攝的虛假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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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便明白， 

為什麼 NASA 會用解畫方式，來表達所有與登月有關的資訊。 

包括岩士唐踏出這一步的時間，以及登月所用，名字奇怪的人造衛星、太空船等。 

 

很多人也表示，對這些秘密感到不正常和奇怪，想不到連登陸月球也是做假的。 

同時，不論是許多美國總統所作的，還是這些怪異的儀式、 

或他們所造的建築物，明顯地，統統也是為著一個「共同目的」。 

 

只是，這「共同目的」，從未有人能解開，因為，它是一個緊鎖的「箱子」。 

那鎖匙掌握在誰人手上？我們所分享的「天馬座行動」，正顯示它的所在。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70 

一直以來，人們無法解鎖，是因為沒有人想到，美金一元鈔票上的大國璽， 

其上的三角形代表什麼；他們亦不明白「金門」與「銀門」的意義。 

但我們卻找到了這把他們所隱藏的鑰匙！ 

他們打算將這寶貝再次藏回地裡，然後，變賣一切買回它，但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藏回地裡」。 

而香港，正是隱藏這把鑰匙。 

 

為什麼我們所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是如此重要？ 

你必須懂得去分辨，因這套信息並非由你找出來的，所以你其實是不知道的。 

 

在歷史中，好些不解之謎成為了那個「箱子」。 

我們所解開的包括：伯利恆之星、金字塔、全世界的古文物、UFO、Planet X， 

《聖經》內的節期，全部也屬於不解之謎。 

然而，這一切也竟包括在 Freemason 的「箱子」裡， 

甚至當中更包括天上星宿的神話故事！ 

只是，這一切也沒法去解釋。 

 

他知道和做那麼多事，有什麼共同信息嗎？ 

雖然謎底未能解開，但它們的共通之處在哪裡？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當我們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時，不斷強調共同信息？ 

因為，未來數個星期，我會讓大家理解，《聖經》就是這個共同信息。 

我們會從《聖經》的節期，去找出共同信息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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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我們所研究的節期中，有提及共同信息。 

 

影片：整個「2012 榮耀盼望」信息都是「玫瑰園計劃」的共同信息 

日華牧師由 2015 年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全新題目「天馬座行動」， 

其後，當信息延伸至「玫瑰園計劃」，牧師才知道，原來第四獸的十王擁有一個共同信息： 

就是新婦級教會將會在末後日子出現，並得著復活和被提的身體。 

  

過去六年間，日華牧師分享過大大小小的不同題目， 

如︰聲頻創造、黃道十二宮、馬雅年曆、 

金字塔、野牛之力、伯利恆之星、Planet X 和星際啟示錄等等， 

而每個題目都看似是獨立存在，沒有太重大的關聯。 

雖然這些都代表著人類最高、最超卓的智慧總和， 

但是，卻成了不信之人的分別善惡樹，讓他們有藉口不信神而跌倒。 

 

當他們聽見黃道十二宮的資料時，就斷定是迷信的星相占卜； 

當他們看見古文明的高超建築數據後，就一口咬定是外星人所為； 

當他們發現埃及金字塔的神奇之處，就聯繫到 New Age 的各種怪力亂神。 

「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資料本是明證神的真實， 

但相同的資料在不信之人的眼裡，卻成了主耶穌以外的另一個世界觀。 

最終，他們枉費了一生光陰，放棄得到救恩的機會。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原來十王擁有的共同信息，正是隱藏在這些千古之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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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以玫瑰為記號的「玫瑰園計劃」， 

因此，十王亦是以玫瑰為鑰匙，去解開當中的謎題。 

他們不單將這個共同信息，埋藏在將會出現新婦的香港， 

也同樣隱藏在歷史悠久的法國巴黎。 

 

事實上，法國的巴黎子午線是隱藏共同信息的中心，所以它又稱為巴黎玫瑰線。 

因為這條玫瑰線記載了《聖經》標記為新婦的黑門山地點， 

這正是北緯 33.33 度和東經 33.33 度交界。 

 

甚至天主教亦把本來與玫瑰毫不相干的抹大拉馬利亞，與玫瑰聯繫起來， 

目的也不外乎要記念這位將會出現的新婦級基督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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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reemason 永遠需要「保持秘密」，就是玫瑰花的暗語， 

就是保持這個秘密，不能告訴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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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是最重要的秘密，就是那根鑰匙、玫瑰之眼、金門、銀門， 

甚至他們用五月花成為秘密的象徵，連玫瑰也不提， 

英國的五月花（May Flower）就是玫瑰花。 

 

原來，在 Freemason 中，他們那把鑰匙，就是這套「天馬座行動」信息。 

你一定要分清兩者，否則，將來你想成為「秘密揭示者」， 

你對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分享的話，你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現在你便懂得分辨，原來那個是沒人能解到的寶箱。 

我們嘗試解謎，到最後我們成功解謎，找到那把鑰匙， 

這把鑰匙能打開所有的共同信息。 

 

沒錯！真的有共同信息。原來他們興建那麼多建築物， 

不但有共同信息，還有一個共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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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人類未能解開這些秘密？ 

為什麼需要興建那麼多建築物？ 

你知不知道起建一座樓要多少錢？ 

你們有沒有人嘗試和做得到？ 

你知道興建一幢樓宇需要多少錢嗎？ 

那麼，你知道興建一座城市需要多少錢？ 

你知道興建美國首都華盛頓需要多少錢嗎？ 

你知道，興建整個香港需要多少錢嗎？ 

 

我所說的就是這樣瘋狂。 

若不是有共同目的，他們怎會用上百年時間做同一件事呢？ 

這目的顯然是很重要的，現在卻被我們解通了。 

所以，在所有預知中，「4794」是最大的秘密， 

他們就是因這緣故，作了最大的規劃，甚至美國被規劃出來，也是源於「4794」的秘密。 

 

當我們理解這個寶箱和鑰匙後，便要分享一個我們真正要知道和理解的概念。 

若不是這樣，便不能了解現在所解的謎，究竟是往哪個方向解說，並且，為何只能從這方向解說。 

也許你們會奇怪，會問：「為甚麼日華牧師已經說出很多答案？」 

「為甚麼他肯定很多規劃是神允許的？又為何肯定沒有蝴蝶效應呢？」 

  

相信弟兄姊妹越聽「2012 信息」的分享，便越覺得很神奇，並且無法推諉， 

因為當中很多不可能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而現在只是嘗試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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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怎麼可能會這樣準確地預知呢？他們預知做了這些事情，卻不會改變現實？ 

 

因我們嘗試深究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擁有預知能力，我們會想預知甚麼呢？ 

 

若我突然問你們這問題的話， 

雖然，我們教會已經知道甚麼是先知講道，懂得恩賜運作， 

也有神的感動和帶領，並聽了時間的秘密。 

可是，當我問這條問題時，你們沒有一個是知道怎樣回答的， 

因你們不會想到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但從所有建設中，Freemason 在數千年前，已經想好了，這才駭人。 

 

基本上，一般人也會因著電影的精彩橋段，而拍案叫絕。 

例如電影《記憶裂痕》（Paycheck），主角預知道將來有人會殺害他， 

並且，敵人即將會把他知道所有秘密的記憶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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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想到一個辦法，既能使將來的自己知道這個秘密， 

亦能避開敵人的追殺，並且繼續保留自己的財產。 

 

劇情便講述他把自己的財產全奉獻作慈善基金， 

因他的記憶已被消除，他不知道原因。 

然而，他在消除記憶前，給自己留下很多的線索，好讓自己日後去查出原委。 

最後，主角能夠解決很多蝴蝶效應，不但避過追殺， 

並因著能預知結果而買了一張會獲得鉅款的彩劵。 

原來在三年前，主角參與一項任務，去研發預知將來的科技， 

憑著知道未來所發生的事，他便購買了一張彩券，並將它放在鳥籠下。 

最後，當所有事情完結後，只剩下家裡的雀籠，當他打開它，便發現這張彩券， 

主角藉著迂迴的方法，救自己避開暗殺，並憑預先購買的彩券獲得一筆巨款。 

  

電影的橋段曲折離奇，看似令人拍案叫絕， 

雖然他的方法彷似很聰明，但實則非常愚笨。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了「玫瑰園計劃」，所以，便會覺得他非常愚蠢， 

Freemason 超頻地在過千年前已經想到這些事實，這才驚人，十分瘋狂。 

當大家知道這麼多齣電影的劇情，聽了我那麼多篇的分享， 

大家懂得回答我的問題嗎？ 

我再重申一次，如果我們有預知能力，你想預知甚麼呢？ 

大家一般的答案都會錯誤，並且，只要選錯一次便會錯失了機會， 

然而，別人已經想通了，並且思考得十分周詳和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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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們怎能那麼超頻呢？要不是神所帶領，他們根本不可能做到。 

 

如果你們想得知將來哪一隻股票升，或是讓自己中一張彩票，但會出現兩個基本問題， 

例如：你對神說：「神啊！我想預知！」神便會問你：「你想知道什麼？」 

你說：「我想預知下一次或有生之年中，能夠賺取最多獎金的彩票，是買了後便會賺取最多金錢的。」 

神便會對你說：「就是下兩星期後的彩票是會派發最多獎金的，有十億元，但卻是無人中獎！」 

你說：「感謝神！那便太棒了！」 

 

但在這情況當中，有一個最基本問題， 

你將要進入的預知世界，是一個有神存在的預知世界， 

現在你所看的電影皆是沒有神的預知世界，有神的預知世界會如何呢？ 

神告訴你兩星期後的「馬票」或「六合彩」（彩票）的頭獎獎金是多少億， 

並且預先告知你有關的中獎號碼時，那會有什麼事發生呢？ 

就是你當然會跑去買彩票，但你一定買不到這張彩票， 

因為在有神的世界中，已預定了兩星期後的那張彩票是會分派最多錢的，但卻是無人中獎。 

 

當由你去預知這件事，然後跑去購買彩票的地方，你是會在中途死去的， 

因為這彩票預定是無人會中獎，並且在這預知當中， 

除了你有資格去問題外，當時世上可能有一百人問這條問題， 

那一百人一定會死，因為沒有人會中獎。 

 

如此看來，沒有神和有神的世界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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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沒有神的世界裡，你的預知真的可以改變將來， 

但在有神的世界裡，你的預知卻不能改變將來。 

於是便會產生了一道你從未曾想過的問題， 

在有神的世界裡，當你預知的事情越多，神只會把你滅口， 

否則，你便成為了神，而神卻不是神了。 

 

因此，當你預知的事情越多，神只有兩個選擇， 

如果你是壞人，神便會把你殺掉，但如果你好像我一樣是好人的話，神便使你被提。 

在歷史上，曾有一人與神同行，但由於他預知很多的事情，於是他被提了。 

 

所以，《聖經》早已說明了這個原理。 

若然，我讓你能預知一件事情，很多時你也會問： 

「神啊！我想知道股票、馬票等工具升跌的時間。」 

雖然，神會讓你預知這些事，但卻不預期你會作出干預。 

如果你不干預的話，神會讓你預知很多的事情，你也可以成為一位時間的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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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你想作出干預的話，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有神的世界裡，神不會讓你干預得到。 

 

神向你發問的同時，祂亦可以向一千人發問，而那一千人同樣都不可能作出干預， 

否則，神的話和神的預知便會落空。 

現時，很多人所提及的預知，其實是一種很愚蠢的預知， 

因為他們不懂得向神求問將來究竟會怎樣， 

所以，神讓先知可以預知的程度，令到他們不致被殺， 

因為他們所預知的事情，很多都是一個謎，這是不會改變將來的。 

 

影片：先知與謎語 

先知們把他們對將來的預知和預視， 

皆以「謎語」方式記載於 66 卷《聖經》中，成為一個又一個的預言。 

以「謎語」隱藏預言的好處，就是讓人無法立即理解將來發生的事情， 

以免造成任何蝴蝶效應，干預神對人類歷史設定的演變和結局。 

 

我們往往會在事情發生後，在《聖經》的一首詩裡、一句說話之間或一些比喻和預表之中， 

發現預言原來已經應驗。例如：《但以理書》的「七十個七預言」或者是「四獸預言」， 

包括第一隻獸代表巴比倫帝國；第二隻獸代表波斯瑪代帝國；第三隻獸代表希臘帝國； 

第四隻獸代表在歷史隱藏至今的十王。 

 

又例如：《詩篇》自 1900 年以後，一篇對應一年，即《詩篇》第 1 篇對應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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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對應 1902 年；第 3 篇對應 1903 年，如此類推。 

事實上，在《詩篇》一篇對應一年的情況下，就可以更明顯看到， 

往往當事情發生後，人們才發現對應的年份， 

已經正正應驗了《詩篇》預言的事件詳情、地點、關聯的對象及角色。 

 

《聖經》記載的以色列節期也有同樣情況，當主耶穌基督應驗了首三個節期， 

包括：逾越節、除酵節和初熟節後，才以復活身體對門徒詳盡講解節期的預表。 

 

而新約教會誕生於逾越節後，七個安息日翌日的五旬節， 

聖靈降臨後，世人藉著《聖經》才知道逾越節、除酵節、 

初熟節及五旬節的預言和意義，原來已經應驗了。 

 

可見，《聖經》裡的眾先知對於將來的所有預知和預言， 

都是以「謎語」方式隱藏起來，以免干預人類歷史的發展。 

相比之下，綜觀 Freemason 千百年來，對於世界將會出現的知識， 

包括：科學、數學、度量衡單位，如英尺、英寸、米、厘米、海里及角度等， 

以及，將來事件發生的指定年份、月份、日期、國家或是街道等， 

他們的預知，全都不僅僅是「謎語」，而是指定的事實，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到底，活在時間流裡面的他們，為何能夠超越時間，擁有這麼準確的預知呢？ 

確是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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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預知，早已存藏在 Freemason 的密碼、符號、街道規劃、建築物的指定性、城市的命名、 

神話傳說、記憶鉤和他們種種資訊內。 

例如：自 1776 年美國立國，Freemason 早已預知 2016 年將要發生的事件， 

並且記載在美元大國璽上，中間的時間相差了 239 年！ 

 

他們對世界的預知，根本沒有人類能夠做到， 

甚至從《聖經》芸芸的先知中，也未曾出現過如此驚人的預知程度。 

的確，對於「世界的將來」不應該存在的預知， 

卻實實在在存在於 Freemason 的建設和街道規劃上。 

這預知的指定性和具體性，經已超越《聖經》中任何一個先知。 

 

因此，讓我告訴你，共濟會（Freemason）於他們知道有神並能預知的情況下， 

他們問了什麼問題和其答案吧。 

他們不是問，他們如何於將來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或希望知道林林總總的事情，甚或取得一本年鑑（Alma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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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於不同博彩機會上贏盡所有賽事。 

於《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電影中， 

因為其背景為一個沒有神的世界，當中主角始能如斯取巧， 

然而，於有神的世界中，神不會容許那般事情發生。 

  

影片：有神的世界是不能改變將來 

早前主日信息曾介紹過兩齣以時空穿梭為題材的電影， 

分別是《偷天情緣》（Groundhog Day）及《異空戰士》（Edge of Tomorrow）。 

 

電影中，每當主角進行時空穿梭，回到過去之後， 

都能夠從之前的遭遇、學習和經驗中，隨意改變或改動原本將要發生的劇情和結局。 

不過，上述終歸只是電影的橋段，試圖假設世上有人為的時空穿梭出現而已。 

 

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其實由一位創造主嚴格管理「時間」， 

神是絕不容許人類擅自改變歷史，而干預神原先對這個世界計劃好的結局。 

因為，任何人類所作出的時空穿梭或預知，都足以產生蝴蝶效應， 

只要人類在時間流的過去，對事情作出少許干預，都絕對會導致千百年後的世界產生巨大變化。 

 

例如︰如果在主耶穌還是嬰孩時已經被殺， 

又或是人們當希特拉還年幼時，藉著意外除掉他，讓他根本無法長大成人。 

只要在主耶穌和希特拉仍是微小時，改動了少許際遇， 

已經絕對足以影響歷史，構成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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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時間」和歷史是被神嚴格地監管著， 

所以，無論世人擁有任何力量及智慧，都無法動搖《聖經》所有預言， 

這就是《聖經》預言必然會應驗、永不落空的原因， 

因為，人類既沒有時空穿梭的能力，亦無法因預知而干預神早已編定的歷史。 

  

所以，許多電影，包括《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 

主角能夠不斷以時空穿梭改寫歷史的情況，只會發生在沒有神的虛構電影中。 

 

至於，人類現實所身處，有神掌管的世界裡，神是絕對不會容許有人沒有經過神的允許， 

擅自返回過去，改寫原本的歷史，導致將來被改變。 

 

因此，共濟會（Freemason）聰明地問了以下這個問題，一個你們也不懂作的提問， 

當時，他們既能於有神的世界中，有如此厲害的預知， 

他們便問道：「於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什麼？」 

 

當然，神回答了他們，我們亦知道，金字塔本身已經明言， 

甚至，或許神亦是以金字塔解答他們也不足為奇。 

但是，接下來，他們的下一個提問便是： 

「我們不能控制它，我們能否參與其中？」 

 

試想想，如果你是皇帝，你有預知的機會，你會否問這問題？ 

你既知道世界上有神，按邏輯推論，你便不能知道此你有能力改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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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能知道些什麼呢？一些你能參與的事情， 

好了，你既是皇帝，你能參與的，是什麼呢？ 

而神卻回應：「那事情是於 2009 年至 2016 年發生。」 

 

皇帝便想，「什麼？2009 年至 2016 年？ 

現在只是主後一千年，你說的是一千年後的事情， 

是一千年後啊，我於將來已成歷史， 

未來梁日華提起我的時候，早已稱為古人，我該怎樣才能於歷史參與？」 

 

神便告訴他，他在歷史中可以如何參與，亦即於歷史中，可以參與去製造這謎題。 

因為，那件最偉大的事，就是我會製造一群如「但以理」一樣的人。 

你有沒有看《聖經‧啟示錄》？ 

我會製造如約瑟和但以理的人，他們是擔任解謎的，但你卻可以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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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十王不能夠改變和控制將來，他們只能夠參與， 

因為，十王還在問神關於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那件事， 

那麼，怎能給他們改變和控制呢？所以，一定是只會讓他們參與。 

 

十王在歷史裡面，怎樣能夠參與呢？ 

他們當然能夠參與，就是去建立這些謎題。 

現在，你會明白，為何我說，整個歷史存在，都有著共同信息嗎？ 

為甚麼 Freemason 有著共同信息和建設呢？ 

非常明顯，那些共同建設是為達到一個共同目的。 

 

現在，你知不知道 Freemason 的共同目的是怎樣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看見，他們的共同目的是來自「預知」，是超頻的預知， 

所有證據都是這樣證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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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王有沒有預知能力呢？ 

他們當然有預知能力，而且預知的程度更是嚇人的。 

 

所以，現在，全部便合理了， 

因為十王預知和超頻，並且，他們是在一個有神的世界裡預知， 

所以，他們不能改變事情，只能參與其中。 

而他們身為皇帝，是歷代歷世裡自希臘之後，所有最偉大的皇帝， 

你能想像，他們參與的必定是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事情了， 

因為，他們是存藏在歷史裡面，所以只能夠參與，在歷史裡作出一部分，就是歷史上的謎題。 

 

因為，神預計了在歷史上要做一大堆謎題，使到將來有人會解開， 

而這個謎題開始時，在《聖經‧啟示錄》已經是一大串的謎題，用了一大串的密碼， 

若你不懂得「星際啟示錄」也別妄想能解開。 

神是一個開始，然後祂引導（coaching）這十個皇帝，在歷史上完成一件又一件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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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歷史共同參與建設 

過去，人們所認識的 Freemason 是一個既神秘，又令人望而生畏的組織， 

因他們有著超凡的掌管能力，彷彿能夠控制整個地球一般， 

他們於歷史上不同地方建造不同的地標，甚至在美金一元紙幣上印上他們的記號， 

讓人知道他們是世界舞台幕後的真正掌管者。 

 

雖然他們掌管世界到這般程度，可是，他們卻又如此神秘，不為人所知， 

更可怕的是，從他們的建築物可以知道， 

他們對物理、幾何、建築、天文、科技等等，有著遠超當時代世人的智慧。 

 

從「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讓我們得知， 

其實 Freemason 亦只是《但以理書》所提及十王的手下。 

但為何十王彷彿有著預知未來的超然能力？ 

 

日華牧師分析，歷史是神完全掌控，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89 

因此，縱使神讓你知道一些事情，只要神不容許你干預未來的話，知道也沒有用。 

即使身為一國之君、坐擁榮華富貴，但他們亦只是時間流的一部分，無法改變神的計劃， 

他們能夠做到最偉大的事情，並不是如普通人一般， 

希望中一次馬標、環遊世界、吃盡天下美食等等。 

當他們擁有一切的時候，最希望做到的，就是能夠參與神於歷史上最偉大的那個計劃。 

 

事實上，現在回看，他們確實有份參與，就是於歷史不同時段、 

不同地區當中，建立各式各樣，擁有各種「共同信息」的建築物， 

並且，藉著 Freemason 包裝成神秘組織的建設，不作任何解釋， 

這就如玫瑰一般，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因歷代的十王，都知道自己於時間流的位置， 

知道自己生不逢時，並不是神所揀選，得著歷代歷世智慧總和， 

成為如但以理、約瑟的秘密揭示者， 

並且，成為《啟示錄》所描述，能夠承接歷代歷世以來的復興， 

能夠完成聖殿，並且成為以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 

 

但是歷代的十王，卻可以從另一方面參與，就是協助神去塑造末後的世代。 

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見，十王建設的龐大程度，到達全面掌控歷史的程度， 

一切於歷史上發生的事，只有平民才以為是偶然，但事實卻不然。 

例如︰過去主日信息已經提及， 

整個美國於二百多年前開始，就已經是由十王興建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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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位處於天上黃道十二宮所對應的處女座，或是州份的名字，亦是記念 ISIS。 

並且，開始的時候是十三州，加州三藩市由一片空地開始規劃時， 

它的名字、各種建設，也是與 ISIS、Giza 金字塔、金門和銀門有關。 

 

 

另一個例子，法國首都巴黎亦是由平地開始， 

Paris 的名稱、法國皇室所建的皇宮、花園，及至拿破崙時代的凱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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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近代於羅浮宮前面，由貝聿銘所設計的博物館，甚至最新落成的凱旋門也有共同信息。 

 

一切一切的建設也是一連串的謎題，當中不單涉及一個國家，並且是橫跨數百年的時間， 

他們就像是超越時間、超越人類權力總和般的存在， 

因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空、不同的人所建造的建築物， 

不單絕不矛盾，更是一脈相承的共同信息，但卻又是一個沒有人能夠解明的龐大謎題。 

 

並且，當這些建築物被他們興建了，往後就沒有人能夠改名或拆毀， 

直至現在仍然存留，成為我們的謎題。 

加上拉線的教導，更讓我們知道，這些能夠藉著拉線所配合的建設，也是神的心意。 

 

不論是過萬年前的金字塔、倫敦石、西班牙首都的馬德里皇宮、挪威首都奧斯陸大使館， 

到現在 4794 的帝景酒店、挪亞方舟、青馬大橋，甚至是觀日地點南生圍、黃金海岸等等。 

這些地標，絕不能憑一句神的感動，就能夠將所有地標通通無誤地設計、建造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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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越到近代，我們就越認知到，十王的參與，並不單是建築物， 

電影《回到未來》、Buckaroo Banzai 所隱藏的種種共同信息， 

包括︰911、88、火車、香港騎士團、2015 年的種種科技， 

更讓我們認知這些信息和電影橋段，並不能單憑一句神的感動就可以做到。 

 

當中，是要擁有超越時空力量的人，才能夠從將來回到 1985 年的過去， 

放下種種有關未來的信息。 

並且，所有的謎題，並不是單單存藏於歷史當中， 

圓方、凱旋門、機場、高鐵站、港珠澳大橋等等， 

就讓我們知道，十王所設的謎題，到現在這一刻，還仍然繼續， 

就是神藉著十王對我們的設題，還未有停止過。 

 

因一方面，神到這一刻，仍然是歷史的掌管者， 

另一方面，每一代的十王，包括現時的十王，亦希望能夠藉著為神設謎， 

而參與神歷代歷世以來最重要的計劃，在末後的復興當中，分一杯羹。 

  

既然需要在歷史中設立謎題，那應該怎樣設立？ 

建造「建築物」，稱得上是最有效的做法， 

因為，在他們眼前，已有絕佳的證據，那就是金字塔， 

金字塔不但將謎底解開，同時，更證明它於謎題中提及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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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便開始模仿，去變成石匠、Freemason，並崇拜金字塔，以其成為標誌， 

圓規、角尺，其實也是描述金字塔「squaring the circle」的動作。 

 

歷代歷世以來，Freemason 不斷建造建築物， 

這亦是別人亦覺得他們神秘的地方，因為所有人也知道他們將秘密放在明處， 

知道他們不惜大灑金錢，去製造一個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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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既然他們已將這秘密放在明處，並大灑金錢，那為何他們不選擇將之公諸於世？ 

 

試想若你知道一個秘密，你故然不會告訴他人，同時，你也不會將它放在明處！ 

可是，他們卻不斷重複這樣做，刻意讓人知道這個秘密， 

因沒有人知道他們僅僅將那「謎題」放了出來。 

  

故此，雖然這群人不能活在「天馬座」的時代， 

但他們卻可以憑著在歷史上所做的，成為這套「天馬座行動」信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對這些皇帝來說，又「何樂而不為」？ 

  

他們知道自己命苦，因神不讓他們出生於 2016 年，而是出生於主後 70 年或主後 1000 年。 

但他們卻希望參與人類歷史當中，最偉大的那件事情！ 

於是，他們就成為那信息的一部分， 

他們不是那分享者，而是一起成為這個謎題的製造者，讓將來有人可以解開這謎題。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今次相信大家開始看見， 

我們將要更進深地解釋「玫瑰園計劃」最深入的範圍。 

 

首先，我們若按著一個正確的方向解謎， 

便一定要知道，每一個人會以甚麼身分參與， 

如此，我們才可以用一個正確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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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件打開時，能夠看見整件事情在歷史中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 

 

整個人類歷史，很明顯由主耶穌時代之前已經開始， 

如尼布甲尼撒王親口所言，世上所有的王國都是為了神，在這個時代計劃中， 

配合神去建設這個歷史舞台。 

不單是耶路撒冷這個舞台，全個歷史舞台都是建設出來。 

 

為何他們要建設這個歷史舞台？ 

因為全個歷史都是謎題，歷史為什麼會如此走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趨向？ 

當神設謎時，歷史的走向就會按照神的心意而前進，而人類便會超頻， 

故此，不可能出現在一千年前，否則人類便自滅了， 

或者在半個世紀前，人類使用核彈或原子彈，這樣便會因互相轟炸而消滅了。 

這全都被神規管了，沒有人能夠在一個偶然下，修改神所設立的歷史。 

現時，你不可以炸掉一條街道，即使要發動戰爭，也不可將事物改動， 

那些建築物被建設後，直到現時仍然存在。 

 

所有事情由 Giza 金字塔開始，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均指出， 

現今，全世界擁有這麼多金錢、這麼強勁的科學、這麼多的機械， 

若想以全世界的力量、金錢和人力來重新建造 Giza 金字塔，實在是不能做到。 

試想，由建造金字塔開始直到現在，這是多麼瘋狂且要動用龐大的人力物力。 

 

可是，在歷史中，伴隨著十王執行這些事情時，便留下了謎題、設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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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人類歷史結束時，我們便去解謎，而《啟示錄》便證明了這件事情， 

神寫下了《聖經》的第 66 卷書，即是最後一卷書，可以說是寫下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謎題。 

 

當你上錫安教會便會知道，以我們這種解釋《啟示錄》的方法， 

其他教會簡直就是望塵莫及，就連起首式也不知道， 

情況如同一個連 26 個英文字母也不認識的人去學習英語一樣。 

 

現時，我們一定要知道天上 88 宮是對比黃道十二宮， 

然後，再於鏡面倒置下，倒印在地球上，才可以解釋《啟示錄》。 

 

我們所說的字母，就是 88 個字母，即 88 個宮， 

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加上另外這些星座。 



20151220   www.ziondaily.com 
 

 
 97 

 

所以，這些就是字母，如果沒有這個字母，你如何解明《啟示錄》？ 

所以，《啟示錄》是當今世上，記載了歷史最後結束的情況， 

但同樣亦記載了一個很大的謎，就在但以理和約瑟興起的一個時代裡面。 

 

但問題，為什麼神要這樣做呢？你有沒有想過？ 

在結束感言的時候，我想告訴你，如果世界上有神，這就是最合理的了， 

因為神要在全個人類歷史中，讓所有人類有一個分別善惡樹， 

有 Freemason 在這裡，有聖路武士在這裡，有這些我們所說的十王在這裡， 

第四獸在這裡，羅馬、希臘，很多千變萬化， 

有很多本來是當年代的記憶鉤，現在卻成了假神，對嗎？ 

 

我們知道 Osiris、Horus、Isis，根本是以前 12,000 年前的記憶鉤，但後來變成廟，變成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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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如當年摩西死了，按著《猶大書》所言， 

為什麼神要藉著天使長米迦勒搶回摩西的身體？ 

因為如果他們搶到了身體，他們會立刻把摩西變為假神，幾十年而己。 

所以人類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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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原來在全個人類歷史當中，創造了這麼多的事件，讓分別善惡樹， 

讓人在全個人類歷史當中作出選擇、選擇又選擇， 

以為除神以外，還有 UFO，除神以外，還有建造 Giza 金字塔的人； 

除神以外，還有十二星座；除神以外，還有 Osiris； 

除神以外，還有金字塔，我們可以把 New Age 製造出來。 

這就是全人類的分別善惡樹。 

 

但在全個人類歷史結束時，神用了我們去解謎，讓我們看見一個事實。 

除神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的神。 

 

影片：設謎與解謎  

從今篇主日信息中，我們終於認知到， 

十王藉著 Freemason 建設種種帶有共同信息的建築物，同時間，又秘而不宣的原因， 

就是他們為著參與神於歷史上的計劃。 

 

從玫瑰園計劃、天馬座行動當中，我們更是得著解開這些歷史謎題的鑰匙， 

就是得知這些共同信息的正確答案，以及認知我們的真正身分，就是君王所設謎題的解謎者。 

亦即是說，我們已經來到了人類歷史的終點站。 

 

但回看歷史，君王並不是第一個設謎者。 

事實上，從地球被造的一剎那，神已經設了不同的謎題， 

好留待他的長子們解開。因為將事隱祕，正正是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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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25 章 2 節： 

「將事隱祕，乃 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因此，整段人類歷史的價值，就是神將事隱藏，而到了人類歷史的終點站，終於有一群人， 

能夠承接世上所有知識，得著如所羅門王級數的智慧， 

由零開始，慢慢成長到成為神的長子，甚至能夠成為秘密揭示者，將事察清， 

成為《啟示錄》所提及，一出生就被提上天，能夠以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 

 

因藉著解謎，他們於神面前，成為得著君王資格的一群， 

這些謎題不單成為末後這群秘密揭示者的必要鍛練， 

並且同時成為了世上的分別善惡樹。 

 

亞當和夏娃的例子讓我們知道，原來於伊甸園中有生命樹，亦有分別善惡樹。 

雖然神是全能，整個地球亦是全然美好，當時，神只是為人類製造了一個小小的考驗， 

就是於整個伊甸園當中設下分別善惡樹，讓人於自由旨意下，可以選擇聽從神的命令與否。 

當時，亞當亦知道神是創造主，知道整個地球亦是為著他而創造，理應輕易勝過這個試探， 

 

但是，對於這棵像謎一樣的分別善惡樹， 

亞當和夏娃被撒但所試探，以為這棵分別善惡樹有著不為人知的力量， 

為了得到這力量，他們不惜犯禁吃了，因此，最終亦失敗跌倒，被逐出伊甸園。 

 

可是，這並不是代表這棵分別善惡樹已經從歷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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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分別善惡樹是神放置於伊甸園，給亞當和夏娃的試探， 

事實上，神亦在歷史上放下不同的分別善惡樹， 

就是歷史上的不同謎題，成了人的絆腳石， 

讓每一個世代的人都有著懷疑的空間， 

每一個世代的人都要個別決定選擇相信神與否。 

例如︰神創設星宿，目的是為了記載整個歷史的進程， 

證明神的真實，以及成為解開《啟示錄》的唯一鑰匙。 

  

詩篇 19 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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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對於人類當中邪惡的一群而言，星宿的存在，成了他們離棄神的藉口， 

銳意讓星宿成為占卜、迷信的工具。 

 

對於人類當中，善良的牧師而言， 

由於他們的懶惰，粗枝大葉地將神的創造一次過抹殺淨盡， 

一概將星宿定性為占卜、迷信的代表，因此，亦成了他們的分別善惡樹。 

此外，Giza 三座金字塔，同樣是神於人類歷史之前創設， 

成為記念神的壇，亦成為解謎者的謎題。 

  

以賽亞書 19 章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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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 

  

可是，於歷代歷世當中，人們卻將這座金字塔變成迷信和宗教。 

因神的設計和創設實在太超然，那些建築物所代表的智慧，是那時代的人無法想像的， 

面對著這充滿智慧的謎題，反而成了他們的分別善惡樹， 

甚至到現在，人們經過了 6000 年的科技發展， 

也無法用現代科技，輕易再建造出另一個 Giza 金字塔， 

因此，這就輕易給予人們不信主，轉而相信外星人的空間。 

  

其實，所有十王和 Freemason 的建築亦是當時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 

因此，人們又將這些本來為著記念神而建造的各種建築物和謎題， 

甚至 Freemason 這個神秘組織變成了另一個宗教。 

  

可是，到了最末後，作為解謎者的我們， 

正正就是要拆解這些分別善惡樹，讓人們知道， 

原來他們因著以為找到這些超越人類聰明、智慧、劃時代的建設，而有藉口放棄相信神。 

但是，這些建設，反而一直是為了讚頌《聖經》所記述的創造主而設。 

 

當我們現在解謎，你數數看，數算全世界所有因伯利恆之星而建造出來的古文物， 

數算全世界中，尼羅河旁邊的五十多個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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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算 Freemason 所建造的設施， 

數算全世界的街道，它們因著神的時代計劃，那種權力，那種地位，那種劃一， 

由幾千年前到現在，因此都沒有人能干預到他們的設施。 

 

這讓你看見一件事，在最後解謎的一刻，神在這一刻才去解明，因為歷史在這一刻結束。 

而在這一刻結束時，當我們去解開這個謎，你會看到，所有事情都是來自神， 

全部除神以外，絕對沒有另外一個主宰者。 

在人類中，根本沒有另一個能與祂匹敵的角色去改變歷史，單單就只有祂而已。 

你現在數算所有這些偶像、拜偶像，所有這些東西，原來只不過是當年， 

他們認為可以與神匹敵，敬拜荷魯斯， 

只是一萬二千年前的九個記憶鈎，便成為這些敗壞人類的「埃及九柱神」。 

 

神為何刻意這樣做？神在伊甸園中，設立生命樹， 

祂創造一切，分別善惡樹也是祂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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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最後，歸根究底，看看是誰創造？分別善惡樹證明那位是神？ 

說到底，都是我們所信的耶和華。 

 

看看分別善惡樹，當日亞當和夏娃誤以為吃了它的果子，便像神； 

但他們沒有想過，親近神是更好。 

 

原因，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只是神給我們試題， 

分別善惡樹不是無中生有，都是神創造的。 

它的生命、能力，從何而來？ 

它能達到的功能，從何而來？ 

它能悅人眼目的色彩，是誰設計出來？ 

誰使人吃了它後，眼睛明亮？ 

歸根究底，也是神創造分別善惡樹。 

 

我們豈不是在人類歷史結束時，仍然全部是一個謎， 

因為，它仍然給人類考驗，但我們今天解謎， 

正式向世界宣告：「天上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 

我們所說世上所有的東西，沒有一件能與我們的神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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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宣告「我會努力，成為這個時代的解謎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