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1 

錫安教會 2016 年 2 月 21 日分享 

第一章：923 的共同信息  

第二章：總結感言 

 

時事追擊︰假股票事件 

2016 年 2 月 15 日有新聞指出，香港上市股份長港敦信（2229）自 1 月 20 日停牌， 

經過 15 個交易日後，公佈接獲股份登記處卓佳通知， 

發現面值合共 1.6 億股的股份證書出現異常情況， 

該批股份證書是因為股份轉讓而提交給卓佳， 

現時，該公司及相關部門已就事件展開調查。 

 

股份將繼續停牌直至另行通知，有進一步發展將遵照上市規則公佈。 

有行內人士認為：該批有問題的股票，有機會涉及假股票， 

而涉事總額多達 1.6 億股，佔該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3%。 

 

香港於四十多年前亦曾出現假股票事件， 

於 1973 年，市場上發現 3 張偽造的合和（0054）股票， 

其後，陸續揭發其他公司的假股票，引起股民恐慌並大舉拋售。 

當年 3 月，恆生指數正值 1774.96 點歷史高位， 

隨即跳崖式急挫，下跌至翌年約 150 點，跌幅高達 90%。 

 

 

 

事實上，今次假股票事件發生前 4 個月， 

在 2015 年 10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7 篇」， 

日華牧師已經引述 2015 年 9 月 18 日 Webbot 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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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接下來，全世界的經濟市場將會出現假股票事件， 

而且，當消息傳出後，會對市場造成巨大破壞。 

 

主日片段： 

第 2 點，它講到另一個可以說是很恐怖的現象， 

我相信當（它）出現，真的會震驚世界，整個股票市場真是不大跌也很難， 

它說就是「假股票」。 

 

資料顯示，實實在在的顯示， 

其實全世界最少有 5 成以上的股票，根本是假的， 

全世界，就是你現在所買的股票，每 2 張就有 1 張一定是假的，一定！或者 2 張都是假的。 

因為它發現，舉一個例子，公司甲這樣，她有 1000 萬股， 

那她有 1000 萬股，自己保留了 270 萬股， 

理論上應該會放出 730 萬股讓其他人去購買的。 

 

但原來不是！ 

差不多接近所有股票，都是放大約 3400 萬張股票， 

明明應該是 700 萬的，現在是 3400 萬股， 

就是說，差不多是 4 至 5 倍，這般瘋狂！ 

然後向你收錢。 

 

它說這簡直是……它說所有股票都是這樣， 

在美國、倫敦、德國，當這個消息傳出來，導致破壞非常龐大。 

當然第 2 點已經很恐怖了，因為變成這樣， 

它說，原來是因為電腦系統故障， 

所以慢慢透露了這些資料出來。 

 

實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極具前瞻性和預言性， 

準確地預告世界大事的發生，世界亦完全環繞著這套信息而轉動。 

 

解碼系列︰愛因斯坦的重力波理論被證實 

2016 年 2 月 11 日，有新聞指， 

美國鐳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LIGO）宣布探測到重力波， 

證實 100 年前，德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發表的廣義相對論，終於完成論證。 

物理學界指︰今次的結果開拓了探索宇宙的新領域， 

可以觀察黑洞的合併及高質量星體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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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源上年 2015 年 9 月 14 日，即正好是以色列吹角節當日， 

物理學界驚人地發現，美國鐳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的監測站， 

探測到鐳射干擾，重力波分析儀器出現異常結果，於是研究團隊尋求確認數據。 

 

到了上星期四，即 2016 年 2 月 11 日， 

他們對外界公布，研究團隊最終證實是探測到重力波， 

今次的發現，直接證實了重力波的存在。 

雖然，人類肉體無法感受到重力波， 

但團隊將探測到的重力波頻率轉化為聲波，現場人士亦可以用耳朵聽見。 

 

以下是有關探測到黑洞碰撞重力波的新聞報道。 

 

新聞片段：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detected gravitational waves. We did it. 

各位，我們已偵察到重力波了，我們辦到了。 

 

美國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的科學家口中的 Gravitational Waves（重力波）， 

早於 100 年前，由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發表廣義相對論時預言出來， 

但直至周四才有科學家正式宣布，首次發現重力波的直接證據。 

 

Let me start with what we saw so on September 14, 2015 the two LIGO observatories in Hanford, 

Washington and Livingston, Louisiana recorded a signal nearly at the same time nearly simultaneously. 

讓我先說出所發現的情況，於 2015 年 9 月 14 日，兩部分別位於華盛頓州漢福德及路易斯安那州利

文斯頓，天文儀器，幾乎在同一時間錄得一種訊號，是幾乎在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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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ignal had a very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而這種訊號有著特殊的特質， 

 

A characteristic of, as time went forward the frequency went up and what was amazing about this signal is 

that it's exactly what you would expect. 

這種特質隨著時間向前推進，其頻率會提升，這訊號的奇妙之處，是它正好如你所料。 

 

What Einstein’s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would predict for two big massive objects like black holes in 

spiraling and merging together. 

正如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所預告的，兩個像黑洞的大型物體，以螺旋式結合起來時所產生的。 

 

根據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重力被定義為由質量造成的時空扭曲。 

如果將時空比喻作一塊薄膜，把一個保齡球放上去，薄膜就會因拉扯產生曲面， 

在周圍的小球，會隨曲面滾向保齡球，這比喻可粗略地解釋重力的作用。 

 

而重力波就是有質量的物體移動時，在時空產生的「漣漪」。 

由於重力波的波幅極微小，過往科學界一直未能證實它的存在， 

及至如今，科學家竟偵測得到發生於 13 億年前，由兩個黑洞碰撞所產生的重力波， 

有關發現不但有助進一步了解重力的作用，更為探索宇宙開拓新方向。 

 

以下則是研究團隊成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Szabolcs Marka 接受美國 CNN 新聞的訪問。 

 

新聞片段： 

The discovery of gravitational waves is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modern science. 

重力波的發現，我認為，是現代科學中最重要的突破。 

 

Einstein’s ‘Impossible’ Theory Proved. 

愛因斯坦「不可能」的理論被證實。 

 

David Reitze 

大衛‧瑞茲 

 

LIGO Laboratory Executive Director, Caltech 

LIGO 實驗室執行主任/加州理工學院 

 

What LIGO has done it's the first time the universe has spoken to us through gravitational waves and this is 

remarkable up till now we have been deaf to gravitational waves, but today we are able to hear them. 

雷射干涉儀重力波觀測天文台（LIGO）所做的，就是首次讓我們藉聲音聽到重力波的存在，這絕對

是驚人的發現，一直以來我們都無法證實重力波的存在，但今天我們可以聽到其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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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Szabolcs Marka 

Szabolcs Marka 教授 

 

Columbia University / Physics Dept. 

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 

 

So gravitational waves are the most elusive prediction of Einstein for hundred years we were seeking and 

we did not find them. 

重力波是愛因斯坦所有預測當中最難捕捉的，過去一百年來我們一直尋找卻一無所獲。 

 

Explain to me how gravitational waves work and how we are able to detect them through the Advanced 

LIGO. 

請解釋一下重力波的原理，和先進 LIGO 偵測重力波的方法。 

 

Advanced LIGO is essentially a microphone you know, the first cosmic astro microphone. 

先進 LIGO 實際上是麥克風，那是第一個宇宙天文麥克風。 

 

We are listening to the universe, not seeing the universe. 

讓我們聆聽宇宙，而非觀測宇宙。 

 

So what LIGO will do, LIGO will measure the space-time distortions. 

而 LIGO 所做的，就是計算時空扭曲。 

 

so this space-time vibration propagates and changes the shape of everything on its path. 

所產生的時空震頻，會傳送並改變其路徑上所有物件的形狀。 

 

Like even planets? 

甚至是行星？ 

 

Even planets. The problem is, it's so small, so tiny that we needed to have the most exquisite technology 

and that is what the LIGO project developed the most exquisitely sensitive technology to sense it. 

行星也是，問題是那震頻實在太小、太輕微，所以我們需最精細的技術，這就是 LIGO 計劃開發的

目的，以敏感度最高的技術來捕捉它。 

 

Does this change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world and our universe? 

這結果會改變我們對世界和宇宙的理解嗎？ 

 

Absolutely, it changes everything. 

絕對會，它改變了一切。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6 

And why is it so significant, this discovery? 

為什麼這次發現是如此重要呢？ 

 

Because of the universe...is hidden from us 

因為宇宙對我們是隱藏的。 

 

The gravitational waves, we see gravitational waves coming from everywhere and it will reach us. 

重力波卻是從四方八面而來，並會傳送到我們這裡。 

 

It will reach us even through the densest medium and that is really beautiful because this is like the X-ray 

of modern science. 

甚至會通過最高密度的媒介到我們這裡，那是非常美麗，那是現代科學的極致。 

 

The skie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天空將不再一樣。 

 

We will be able to study not only Einstein’s general relativity,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object we only 

imagined that they should exist. 

我們不僅可以研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而且可以尋找到曾經只能想象存在的物件。 

 

We should see a universe that has never been observed before. 

我們將看見一個從未看見過的宇宙。 

 

究竟，重力波是什麼？與時間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重力波是廣義相對論的假設， 

了解重力波前，必須先了解廣義相對論的核心觀念，即重力是一種時空扭曲的現象。 

 

 

 

但是，宇宙是怎樣產生時空扭曲？ 

讓我們細心觀看以下影片，簡單理解重力波與時空扭曲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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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What is a gravitational wave? 

什麼是重力波？ 

 

It’s a ripple in the fabric of space and time. 

它是時空結構中的漣漪。 

 

Imagine that space is a giant sheet of rubber: things that have mass cause that rubber sheet to bend, like a 

bowling ball on a trampoline. 

The more mass, the more that space gets bent and distorted by gravity. 

試想像空間是一張巨型橡膠膜，有質量的東西導致橡膠膜彎曲，像彈床上的保齡球，質量越重，空

間越被重力扭曲。 

 

For example, the reason the Earth goes around the Sun is that the Sun is very massive, causing a big 

distortion of the space around it. 

例如，地球繞著太陽公轉的原因是，太陽質量非常龐大，導致周圍的空間大大扭曲。 

 

If you just try to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around such a big distortion, you will find yourself actually moving 

in a circle. 

如果沿著如此巨大的扭曲上直線移動，你會發現自己其實在繞圈。 

 

That’s how orbits work: there’s not an actual force pulling the planets around, just a bending of the space. 

這就是軌道運作的方式：沒有實際力量拉著行星運轉，只是空間扭曲。 

 

Gravitational waves are produced whenever masses accelerate changing the distortion of space. 

重力波的產生源自物質加速，因而改變空間的扭曲。 

 

Everything with mass and/or energy can make gravitational waves. 

所有有質量及/或有能量的物質都能產生重力波。 

 

If you and I started to dance around each other, we would also cause ripples in the fabric of space and time 

but these would be extremely small, practically undetectable. 

要是我倆彼此相繞跳舞，也會造成時空結構中的漣漪，但太微不足道了，實際上是無法偵測。 

 

Now gravity is very weak in the scale of the other forces in the universe, so you need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massive moving very, very fast, to make the big ripples that we can detect. 

既然重力跟宇宙中其他力量相比非常微弱，那得要質量非常龐大的東西，以高速移動，才會產生能

被偵測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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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ould you observe a ripple in space? 

怎樣觀測空間的漣漪？ 

 

If the space between you and me stretched or compressed, we wouldn’t notice it. 

如果你我之間的空間伸長或壓縮，我們是不會注意到的。 

 

If we had made marks on our metaphorical rubber sheet for example, using equally spaced rocks because 

these marks would also get stretched further apart. 

因為若只是僅憑那假想的橡膠膜上作記號，如等間隔小石的記號，是不能夠的，正因這些記號之間

的距離也同時被拉長了。 

 

But there is one ruler that doesn’t get stretched, one made using the speed of light. 

但有一種尺是不會被拉長的，就是光速。 

 

If the space between two points gets stretched, then light will take longer to go from one point to the other. 

如果兩點之間的空間伸長了，光需要用更長時間從一點走到另一點。 

 

And if the space gets squeezed, light takes less time to cross the two points. 

如果空間被壓縮了，光則用較短時間來跨越兩點。 

 

This is where the LIGO experiment comes in. 

這就是雷射干涉儀重力波觀測天文台（LIGO）的由來。 

 

It has 4 kilometer long tunnels and uses lasers to measure the changes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ends of 

the tunnels. 

在 4 公里長的隧道，用雷射來測量從隧道一方到另一方距離的變化。 

 

When a gravitational wave comes through, it stretches space in one direction, and squeezes spac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當重力波傳來時，它會把空間往某一方向拉長，另一方向壓縮。 

 

By measuring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lasers as they boun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points, physicists can 

measure very precisely whether the space in between has stretched or compressed. 

通過測量從不同點反射回來的雷射干涉，物理學家可以非常精準地測量空間的距離，是伸長了，還

是壓縮了。 

 

And the precision needed is incredible. 

所需要的精確度之高，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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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tect a gravitational wav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tell when something changes in length by a few parts 

in 10 to the 23. 

要探測重力波，你要能夠分辨某物件的長度在 10 的 23 次方中的些許變化。 

 

It’s like being able to tell that a stick one sextillion meters has shrunk by 5mm. 

好比分辨一根長 10 的 21 次方米長的桿子上，縮短了 5 毫米的變化。 

 

The effect of a gravitational wave is so minuscule and easily confused with random noise you need a smart 

data analysis technique. 

重力波產生的影響極微小，也會輕易與隨機噪音混淆，於是需要智能數據分析技術。 

 

Scientists hope to identify the patterns of gravitational waves by comparing the wiggles they measure in the 

experiment to the wiggles they expect from the gravitational waves. 

科學家希望識別重力波的模式，故要比較實驗中得出的扭動和預期的重力波扭動。 

 

That’s like trying to identify a song being hummed at a noisy party A very, very noisy party. 

這就像要在非常吵鬧的宴會上，識別出一曲輕哼的歌，這宴會可是非常非常吵鬧。 

 

Imagine your whole life you had been deaf until one day your hearing was restored. You’d be able to 

explore the universe in this whole new way. 

試想像你一輩子都是失聰的，直到一天聽力恢復了，你就可以用這全新方式探索宇宙。 

 

That’s why detecting gravitational waves is so significant. It’s a completely new way of studying the 

universe. 

這就是為何探測重力波是如此重要，這是一種全新理解宇宙的方式。 

 

Anytime there's a new way to investigate the universe, we discover things we didn't expect. 

每次以嶄新途徑探索宇宙，都會有意外的發現。 

 

It's really about looking for new things we didn't know existed examining the extreme edges of our 

knowledge of physics and testing our theories about how the universe works. 

這實在是關於尋找未知其存在的新事物，探索物理知識的尖端，並檢測有關宇宙運作的理論。 

 

研究團隊成員之一，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學者黎冠峰稱：科學家已經研究重力波 20 年，最大困難在於地球不時出現其他震動， 

難以確定探測到的波幅，是否由黑洞合併時產生的重力波。 

 

過往，科學家研究宇宙時，都會依賴觀察光線， 

現在，重力波可以成為新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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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稱：今次的發現，同時證明了他於 1970 年對黑洞的預測， 

重力波提供了一種嶄新方式，讓人認識宇宙， 

這項發現可能為天文學帶來革命性變化， 

並且為觀察宇宙歷史中各種黑洞，甚至宇宙大爆炸的「遺跡」開通新道路。 

 

 

 

另外，黎冠峰亦非常興奮地表示： 

假以時日，相信全球科技最終能夠控制時間和空間， 

甚至，對科學界研究時空穿梭也有幫助，成功是指日可待。 

今次發現重力波的研究團隊，亦可望在今年或明年奪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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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正當這宗證實重力波的驚世新聞發布後三天， 

即 2016 年 2 月 14 日，錫安教會主日信息正好播放上年 2015 年 10 月 19 日， 

預先錄製的「923 的共同信息第 7 篇」。 

信息中，日華牧師正引述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對於時間及空間的認識， 

並提到從科學角度，只要物質能夠超越光速，就能夠進行時空穿梭。 

 

實在，又一次證明整個世界的發展， 

完全印證「923 的共同信息」，並隨著這教導而轉動。 

現在，愛因斯坦發表的重力場被證實， 

人類進行時間旅行的可行性，更是指日可待。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923 的共同信息」。 

早前主日信息曾提及，於「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的共同信息中， 

日華牧師發覺當中的細緻程度，甚至知道他自己每個時段的智商及想法， 

因此，歷史上共同信息的設謎者， 

應該是他自己於將來得到時空穿梭權柄後，返回過去所建造的。 

 

「923 共同信息」於 2015 年揭示了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的真正意義， 

就是這條紅龍站在婦人旁邊，覬覦著這嬰孩的出生，然後想吞吃他。 

現在，我們亦知道，原來這嬰孩就是頒佈「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教會。 

 

贖罪日對於以色列人來說，就是大祭司到神面前得著裁決， 

如果神饒恕的話，那麼，他們來年就會風調雨順， 

否則，就會遭遇神於經濟上的審判。 

 

而 2015 年的 923 贖罪日，就是神不饒恕全世界的罪， 

開始審判全球經濟，亦即是《啟示錄》第三匹馬 ── 黑馬的審判， 

於天平上秤出他們的不義，因而出現經濟崩潰和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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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6 章 5-6 節：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 

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 

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聖經》中第三隻活物就是獅子座，其附近就是黑馬， 

而 2015 年秋分時，太陽就是由獅子座升起， 

因此，第三馬亦是由秋分出來。秋分，亦同樣是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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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時的新聞，每一天也是關於經濟崩潰， 

並且，Webbot 亦提及，今年經濟崩潰會比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嚴重十倍， 

以及到時白銀會以克計算。 

現時，中國的熊貓銀幣，正是以克來計算。 

 

 

 

當黑馬於 923 出現後，同時間，灰馬亦慢慢被孕育出來， 

因我們就是灰馬，藉著分享這套信息，得著審判的能力。 

 

 

 

而吹角節、贖罪日以及住棚節，皆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因 2015 年的住棚節，是由 2015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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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棚節於節期中，就是紀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曾住在帳棚 40 年之久， 

同樣，今年住棚節，正出現相同景象， 

中東的難民像蝗蟲蜢蚱、蝻子的約珥軍隊， 

湧到歐洲以及不同地方住棚，如 Webbot 提及，牽起「草坪之戰」。 

 

 

 

他們主要來自處於內戰的敍利亞， 

這是要應驗《聖經》所提及，到了末時，大馬士革將變成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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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俄羅斯、伊拉克和敍利亞將會一起出兵攻打 ISIS、敵擋土耳其， 

繼而攻打最近發現石油的以色列戈蘭高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時間，我們亦會被提。 

 

 

 

Webbot 亦提及，令全世界富人和 Freemason 最震驚的， 

就是多番天氣、政治或戰爭，導致很多人離散及變成難民， 

於主再回來的時候，神震動所有能夠被震動的，唯有神的國不被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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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是於神給予的感動下，被帶領至一日也不偏差的階段， 

並且，我們發現三個節期不是印證這個世界發生的事， 

而是印證包括「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的信息。 

於主耶穌時代，「四福音」就是救恩的信息，成為整整二千年的救贖。 

 

同樣，將來的千禧年期間，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就成為那時的教導， 

所以，神正在製造這套信息，就是要完成神的聖殿， 

讓人登上黑門山，到達信仰的巔峰，這就是 923 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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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最終能夠時空穿梭到超過一萬二千年前，在黑門山落腳，重臨世上， 

然後，以歷史中新婦的方式，用鐵杖轄管列國。 

這亦是為何《啟示錄》提及，小孩一出世，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就被提， 

因為當《啟示錄》結束後，神再回來審判， 

那時，所有背叛神的都會全部落在地獄裡，再也沒有背叛神的國度。 

所以，那小孩是被提到神的寶座，時空穿梭回到超過一萬二千年前，轄管列國。 

亦因此，923 後，這位小孩已經成功被孕育，得著神這個應許， 

所以，大紅龍在小孩身旁靜候時機拐帶他、搶奪他的永遠生命。 

 

正如迪士尼卡通電影《魔髮奇緣》的故事，公主被拐，也是由於她擁有永遠的生命， 

所以，於 923 後，這條龍就要吞吃這小孩子。 

此外，923 除了與黑門山有關，亦與 Giza 金字塔有關。 

因 Giza 就是人造的黑門山。 

 

 

 

金字塔拉線代表 2009、2012 和 2016，高度則是 5776 吋，即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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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6 年，以猶太曆法的新年計算，就是 2015 年 9 月 23 日開始。 

 

 

 

再者，黑門山代表 2012，因它位於北緯 33.33 度， 

與聖殿的距離，亦構成一個 33.33 度的夾角，演算為海里則是 2012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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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黑門山也是 Cydonia，即獵戶座，而 Giza 金字塔亦是按獵戶座排列。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20 

 

 

《聖經》中記載黑門山，就是《詩篇‧133 篇》， 

《聖經》的第 923 節，當中亦記載了黑門山， 

講述雅各被岳父拉班追上時，就身處黑門山山腳， 

提及神察看我和你，即 Watch，也就是 Watcher。 

 

 

 

於一萬二千年前，聚集黑門山，並降到世上影響人類歷史的，這些人就是 Watcher。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21 

 

 

主耶穌和《雅歌》曾提及獅子的洞，就是黑門山， 

因黑門山就是 Giza 金字塔， 

而 Giza 金字塔亦有一個獅身人面像， 

面向獅子座的主星 Regulus（軒轅十四）。 

 

 

 

因此，所有數值也是神精心設計，為要帶出共同信息， 

因神要印證這套信息，將應許賜給祂的新婦， 

就是藉著這套信息，讓人能建立信心，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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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最後三個節期的應驗都與審判有關， 

但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分享， 

更引發了最大的應許，就是讓我們得著灰馬的能力。 

因為其實最後三個節期都指向「灰馬」 ── 第四匹馬。 

吹角節代表「缺銀」，就是於將來，人類會失去科技， 

而贖罪日，更是指神審判世界經濟，將會比 1929 年的大蕭條還要差。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我們正處於 Omega 的結束時段。 

因為第三馬於 2015 年 9 月 23 日來到，牠手上拿著天秤， 

而天秤的標誌就是 Omega，即 Alpha and Omega ── 一切的終結。 

 

 

 

所以，七個節期中，最後三個節期都是談及信仰的終局、信仰的巔峰， 

當我們完成這個巔峰後，會回到地上，成為別人的榜樣， 

完成神所給予最後撒種的機會。 

 

現時，當 Planet X 臨近，會有越來越多等離子（Plasma）因為放電而產生吹號聲音， 

以及將會有大型放電現象。 

其實，地球核心是等離子， 

所以，才能夠從太陽獲得電和能量，導致不斷出現擴大現象。 

當兩個等離子球體接近時，就會先放出等離子，再更接近時，就會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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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認識的這些智慧，是全世界的專家亦不知道的， 

因此，我們真的要盡責任，絕對相信神的話， 

將神所給予的智慧和知識盡心解讀。 

這亦是錫安與其他教會不同的原因，並且，能夠跑到現在這刻。 

 

原因，由當年氧份療法信息、儲糧、千年蟲，直到今時今日。 

神根本没有預期人類可以用另一種方法走上信仰巔峰， 

可是，許多教會的基督徒或牧師，卻以逃避人生的方式去行走信仰。 

就是因著這種與別不同，神讓我們擁有這種智慧，配得神將鐵杖交予我們。 

 

當我們願意與時並進，成長到第四印時， 

我們就會正式成為灰馬，配得承接神賜予那小孩子的恩賜， 

因此，全世界任何人要成為這一代的新婦，都必須藉著這套信息。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繼續分享 923 的共同信息的第八篇。 

 

第一章：923 的共同信息 

當網上的人看「923」時，不會看見這些事情， 

但我們見到費城竟有這個節日，去敍述這些事情，發生這樣的事情， 

甚至整間戲院都是刻意建造出來，做出這些仔細的事情。 

 

他們不會放在明處，讓普通人曉得， 

即是說，製造這些事情的人，是知道我的智商和我們在什麼時候找到它們。 

試想，如果我們找到「天馬座行動」的時間是不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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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明年我們才找到，才知道這些事情，那麼，我們全都錯失了。 

不單錯失了，並且不能把許多的事情連繫在一起。 

 

我們能夠把許多事情連繫在一起， 

是因為每篇主日信息一定要配合某個時間分享， 

才知道它是一個引證和知道這件事情正是指向我們。 

其實，過去多年來，每篇信息，都牽涉我的智商、我們能夠使用的工具、 

我能夠在某段期間，剛好想到這些意念而引申出這樣的理解。 

 

在 2015 年的 9 月 14 日，即吹角節的第二天， 

我們才發現英皇道 923 號與我們的關係。 

網上許多有關「923」的資料，都是幫助我們去理解自己的身分， 

究竟是誰透露這些的資料呢？它們的數量多不勝數， 

當我們看「923」的資料時，覺得它們多得很， 

正因為它們的數量多，才幫助我們理解許多的資料和證明我在「天馬座行動」中找到的資料。 

可見，其實十王並不是最後的老闆，最後的老闆原來是我們， 

就是被提的新婦，去策動他們做這些事情，因為他們都需要被人說服。 

 

你有沒有想過，大約一千多年前，沒有 iPad、電話、郵差， 

那有可能同時間策動十王於同時間工作呢？ 

單單是這一點，你便會知道，我一直所分享的東西， 

都是有些人擁有現代高科技並且能夠超越時空， 

如此，才能同時策動十王一同動工，並且教育他們。 

 

你可以想像，不要說是千多年前的十王，單單是你的祖母懂得用電話嗎？更不用說 iPhone 了， 

甚至你祖母的媽媽會懂得按電話上的數字嗎？很有可能她也是不懂！ 

我現在並不是在說一千年前的情況，這只是一兩代之間的分別， 

事實上，你們這一代的媽媽輩或者祖母輩，很可能連打一通電話都要請子女代勞。 

 

影片：（同一代）出現一致性共同信息的難度 

自從日華牧師在 2015 年初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 

就發現到，原來第四獸的十王擁有一個秘密，並以玫瑰成為線索。 

就是為到一個共同信息，由上千年前開始，在世界各地七大洲中， 

不斷建造隱藏這個共同信息的偉大建築物。 

 

不單如此，甚至遠至最少一萬二千年前，於現今人類文明尚未出現時， 

就已經被建造的埃及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都已隱藏著這個共同信息。 

但是，日華牧師再進一步分析，要在不同年代， 

令擁有不同文化、國籍、語言，不同科學、數學和建築水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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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有帶著共同信息的建築物中，使用完全一致的數值表達隱藏的含意， 

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早前，日華牧師亦無法想通， 

一萬二千年前的古埃及人，或是過去六千年的人類， 

究竟是怎樣才能夠以一種完全沒有誤差的方式，  

建造出各式各樣擁有共同信息的建築物。 

 

但是，日華牧師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得知， 

原來《啟示錄‧12 章》所誕生的男孩子，在被提後將會得到時空穿梭的能力， 

以鐵杖轄管歷史上所有曾出現的萬國。 

顯然，所有擁有共同信息的建築，並非當時代的人能夠建造， 

因為，單憑古代人的知識和智慧， 

在完全沒有現代文明的科技、知識、通訊設備， 

甚至電腦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由一萬二千年前至今，如此歸一地建造出這些建築物。 

 

越是在現代文明中生活的人類， 

越是想不透他們的建築物，如何能夠帶著這種一貫性。 

你能夠想像，單單一百年前，即是整個人類歷史，前 99.99%的年日中， 

在人類還未有汽車、火車、飛機、電子通訊設備、電腦和互聯網時，寄一封信要用多少時間嗎？  

 

即使是由香港寄去北京， 

一個人不眠不休地騎著馬運送，可能仍需要三個月時間。 

事實上，數百年前不單沒有電郵、高鐵和飛機， 

甚至連一條香港至北京的平坦道路，都絕對未開發， 

這位郵差，想在途中尋找一間休息和用餐的旅館也是非常困難。 

在如此惡劣、不文明、不方便、資源如此缺乏、通訊如此困難的社會， 

又怎可能建造出如此歸一，一分一毫也絕不偏差的共同信息建築物呢？  

 

上述例子，已經是同一個國家、擁有同一種文化、語言和歷史的中國， 

更遑論這種共同信息，是跨越過去六千年甚至一萬二千年歷史， 

由一群擁有完全不同文化、語言、歷史、文明、知識， 

甚至連擁有的資源也完全不同的人類建造呢？是怎可能做到的呢？ 

 

就在五十年前，當電腦尚未出現， 

不同語言之間要傳達一個正確無誤的信息，於翻譯過程已經是非常困難， 

更何況是五百年前，要一個身在英國說英語的人和一個身在埃及說埃及語言的人， 

建造擁有同樣天文、地理、數學，甚至互相拉線距離， 

都有完全一致數值和意思的建築物？根本絕對不存在這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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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今所有研究陰謀論的人，都認為隱藏在背後的建造者， 

所擁有的共同知識，是來自他們共同所信的秘密宗教，其實這是不可能的事， 

因為如果他們單單是一個秘密宗教，根本無法傳遞一個完全無誤、極為複雜和高深的資訊。 

就好像《維基百科》，假如他們是一個秘密組織， 

根本不可能將如此龐大且準確的資訊集合起來。 

 

所以，日華牧師總結，這一切共同信息， 

除非是由同一群擁有現代 21 世紀知識和科技的人， 

不單完全知道整個人類歷史的脈絡， 

甚至活在時間流以外，可以穿梭時空，貫穿整個人類歷史， 

一起以同一個藍本，以現代毫不間斷、不會出錯的電腦及通訊設備，才可以做到。 

 

這群在歷史背後建造共同信息建築物的精英， 

其實是由一群完全了解這個共同信息秘密的新婦級基督徒， 

以時空穿梭方式，把現代 21 世紀的文明，帶到過去的歷史時間軸， 

親身教導當時代的人類如何建造這些建築物。 

並且以一種不容有錯的態度，從頭到尾嚴密地監察整個建造過程， 

直到完工，才可能出現這種完全歸一的共同信息建築。 

 

如此，你可明白，我所說的是過千年前的人， 

而不單是指一百年前的人，他們會如何做到？ 

當時的十王，哪有這麼瘋狂的智慧去掌握如此龐大的策略、規劃， 

甚至當中那智慧的高度，啞謎的程度，即使是如今，找一位教授去解釋也解釋不到， 

那些教授甚至連我們的信息也聽不明白， 

那麼，十王又哪有可能在千多年前便已經作出佈署呢？ 

 

直至今天，整個計劃的佈署都是同一脈絡的， 

換句話說，只要看看我們現時所有的資料，單單是玫瑰園計劃， 

你也知道那是一脈相承，是由同一個思路而出的。 

當中完全沒有矛盾，亦不會互相破壞，如此，這些資料才能留存到今天。 

 

我們都知道，這些都是同一個勢力、同一個團體留下的啞謎， 

但留下啞謎的那班人在過千年前已經開始留下， 

由新興五月花，到遠一點美國的五月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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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的五月花號，又會是誰給他們拉線到 4794 呢？ 

難道是英女皇游泳越洋去拉線嗎？ 

當然是不可能！她怎能拉線到 4794 的位置呢？ 

她又怎知道那個位置的距離是 4794 呢？ 

 

 

 

除非我們拿回今天的地圖給那船長，讓他按圖下錨， 

我們利用平板電腦 iPad 給他看，是多麼旳簡單。 

只是，當時是沒可能告訴他在 4794 下錨，難道派出 500 艘船， 

那艘下中的才算？不是的，就只有那艘船，第一次便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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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沒有想清楚，我們一直說的，在現實是沒可能做到的？ 

我們已在事情的終局，然後才提供給資訊當時那些人，否則，他們沒可能做到。 

若是偶然，或許可以，但也要嘗試上成千上萬次，才能正確的， 

因此，沒有理由可以會用上我的名字，我的歲數作為印證。 

 

當我一直考慮這些事情：「當時是怎樣做到的？」我便想通了！ 

當我們一直推算到遠古，迄今，人仍不知金字塔是怎樣建造的？ 

原來，答案就是當我們擁有復活身體後， 

神用那能力讓我們管理一大群寵物，命令牠們來建造， 

這些寵物不是人類，當寵物時代完結後，六千年前人類才出現。 

 

影片：人類歷史前的古生物 

過去 31 年，日華牧師在主日或家聚信息曾分享， 

我們現今的人類文明，即《聖經‧創世記》第一章記載， 

神創造的這個世界，原來這不是神創造的首個世界和文明， 

在《創世記》之前，其實已經存在其他消失了的文明。 

 

而《創世記》第一章記載的，其實是神把一個遭大災難而毀滅的地球再次重造。 

 

創世記 1 章 1-2 節： 

「起初， 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此外，「2012 榮耀盼望第 25 篇」 ── 「瑪雅年曆（二）瑪雅歷史」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已經分享，根據瑪雅人的歷史，原來我們現在的文明， 

屬於第五個太陽紀，在此之前還有四個太陽紀的文明，而每一個文明均只有 5125 年。 

 

主日片段： 

而事實上，按照瑪雅年曆，在上星期我也分享到， 

它相信人類歷史其實是有五個文明，會重複經過 5125 年而興與亡的。 

事實上，它（瑪雅年曆）提到，我們現在是第五個太陽紀，而關於前四個其實已經毀滅了。 

而最有趣的是，瑪雅年曆是與《聖經》的記載非常吻合， 

但卻與共濟會（Freemason）和現在所有科學說的事都不吻合，那是為什麼？ 

這就是因共濟會（Freemason）是強逼性的把知識封鎖， 

讓所有人都以為我們現在這個文明是有上百萬年、上千萬年， 

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其實不是！ 

 

在《聖經》裡說，我們人類歷史其實是沒有超過六千年！ 

在六千年前，人類和地球好像由零開始，亞當、夏娃被創造出來。 

在之前其實是有文明，而那些文明已毀滅了，但這個竟然按照瑪雅人的年曆說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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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會看見，這很明顯是它（瑪雅年曆）比現時的所有科學更準確了， 

因為，原來，人類文明是真的沒有超過六千年， 

而按著《聖經》記載，我們甚至過了第六千年之後會進到千禧年。 

 

所以，你會看見這是一個很嚴重， 

與現代所謂科技、科學所說的謊言，是一個很大的分野， 

它（瑪雅年曆）的準確性似乎高得驚人，並且是很接近《聖經》的。 

 

上星期我們提到，關於五個文明， 

今次，我們嘗試給一些資料讓大家知道多一點， 

因為很明顯，他們（瑪雅人）現在提到的五個文明好像很合乎《聖經》， 

並且比我們所知道的科學準確很多。 

當然，這被人硬著說這是傳說， 

但似乎這比我們現在所知道，關於北京猿人等知識更合乎歷史。 

 

其實它（瑪雅年曆）提到有五個文明， 

第一個文明稱為「根達亞文明」，是超能力的文明。 

那些人其實身高 1 米左右，男性有第 3 隻眼，是翡翠色的， 

有各種不同的特異功能，可以憑這隻眼產生出來。 

 

但現在我們知道，這絕對不是傳說， 

我們的眼睛能做到的特異功能是難以想像。 

它（瑪雅年曆）說，這隻眼是能夠預測並且有殺傷能力， 

這已經證明是真實的，已經證明人類有第三隻眼，這是真實的。 

 

到了這裡，我想讓大家知道， 

還記得夏娃犯罪時，她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後，是什麼改變了？是她的眼睛明亮了！ 

這打從一開始其實是人類的試探，是一早打開了她原本不應該打開的機能。 

這本來可以一早打開的機能，其實是留待神的超頻才打開的， 

在這時代，神的靈充滿凡有血氣的。 

還記得神的靈是什麼嗎？祂的眼睛。 

這是神的靈充滿凡有血氣時才會打開，所以夏娃在當時已經作弊， 

 

而且，當時的女性會為天上的太陽之子懷孕， 

他們商量好後，就會為他們生小孩。 

這個文明被滅於整個大陸陸沉。 

 

第二個稱為「米索畢達亞文明」，是飲食文明， 

這是上一個文明留下來，牠們是逃亡者，這些生還的生物就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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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忘卻以前所有的事， 

因為差不多全部由零開始，牠們的超能力慢慢消失， 

男性的第三隻眼的超力能開始消失。 

 

但他們對飲食特別愛好，也是各式各樣飲食的專家， 

這個次文明在南極大陸是毀於地磁極轉換，南北極轉換。 

稍後我們分享 Planet X 的時候，會分享南北極轉換有什麼事會發生， 

其實會有地的四風和烈火發生。 

 

所以，如果看《啟示錄》就有地的四風！ 

到時候會與大家詳細分享，但不會在這次分享。 

但很明顯，第二個文明毀滅是合乎科學， 

事實上現時很可怕的是，很多文明和他們這麼大的城池， 

其實在 Google 搜尋的時候，很多人已經在海底下找到， 

但有一些找到後，美國不容許人們再拍攝。 

 

但事實上，有很多古文明已經用人造衛星可以拍到， 

它們全部真的陸沉在水底下，證明這些城市是存在的， 

但現時我們全部的教科書都否認它們存在。 

這些文明的龐大程度，我們卻是不可能不理會的， 

可是我們看到現時的教科書都刻意完全不提這些。 

 

第三個文明稱為「穆里亞文明」，這些類似人的生物，牠們這次稱為生物能文明。 

牠們也是上一個文明的逃亡者，但上一個文明 ── 「米索畢達亞文明」， 

其實共逃亡了兩個文明出來，一個是「穆里亞文明」，一個是「亞特蘭蒂斯文明」。 

這二個並存但分開發展，一個是生物能文明， 

牠們開始發現植物裡面有發芽，產生非常巨大的能量， 

所以，牠們把植物改良，把它變成機器，而釋放出非常龐大的能量來使用。 

這文明同樣是被陸沉毁滅了。 

 

而同時出現的是「亞特蘭蒂斯文明」，它延續上一個文明，牠們擁有光的能力。 

但是這兩個文明，即第三和第四個文明更打了一場核戰， 

最有趣的是以現時來說，我們所看過的古文物，其實在古代幾千年前真的打過核戰。 

但幾千年前，肯定不是石器時代的人用石頭就能打核戰，對嗎？ 

究竟為甚麽教科書沒有提到？我們甚至可以在地理上，看見他們以前曾經用過核彈。 

為什麼我們現在完全不提這些龐大的證據？ 

 

而第五個文明就是我們現在的文明， 

但每一個文明都如這裡所說，只經歷 5125 年而已，它們都是有目的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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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五個文明，我們會在「瑪雅年曆」的信息中與大家分析， 

這個文明的人類才被正式稱為亞當、夏娃的後裔，不是被稱為生物，而是人類。 

他們的主觀鏡經過上千億年時間的塑造後， 

神就把一個特別的主觀鏡賜給人類，所以，我們有一雙特別的眼睛， 

這是前人從來都沒有的，以前從來沒有這種主觀鏡。 

 

所以，我們會提到關於時間與主觀鏡的關係， 

而這主觀鏡竟然可以改變時間，看見時間以外的事情， 

這是很神秘、很特別的，「瑪雅年曆」信息會提到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原來是與我們的眼睛有關。 

 

第五個文明就是我們現存的文明，稱為「情感文明」，瑪雅形容它為「情感文明」。 

它相信這文明的毀滅與前四個文明一樣，會完全毀滅。 

而它毀滅的時間就是 2012 年 12 月的冬至，即是 21 日。 

但我仍相信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不是世界末日， 

我反而相信是一個新的開始，有機會是七年大災難的開始。 

所以，我相信未來這一兩年，我們慢慢會清楚， 

因為現在我們所講的是不久會發生的事。 

 

事實上按照瑪雅年曆，它相信人類在 5125 年後， 

經過 2012 年後，人類其實是進入另一個意識、另一個文明。 

事實上，按照《聖經》真的這樣記載： 

經歷七年大災難後，世界並沒有消失，還有一個千禧年，那是另一個文明， 

屆時連獅子也吃草，蟒蛇的洞穴也不會傷人。  

 

現在我們知道，原來地球上曾經出現過五個文明， 

而之前四個文明，都是曾經出現又滅亡了， 

並且他們都是因為大災難和戰爭而毀滅。 

但是，日華牧師指出，按照《啟示錄》預言， 

當末後的新婦被提後，他們將會得到審判歷史上所有列國的權柄， 

而列國，也包括之前四個太陽紀的文明。 

因為從最少一萬二千年前所建造的埃及 Giza 金字塔， 

我們得知這些建築都是用來印證新婦位份的共同信息。 

 

前四個文明，他們並不是人類，亦沒有永恆生命， 

但他們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孕育我們現今第五個太陽紀的文明主觀鏡， 

並在最末後的日子，誕生擁有神形像的新婦。 

 

整個故事是以倒敍方式再次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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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常說，其實現在是預支，金字塔是未建造的，因為我尚未建造。 

當我回到過去建造了，它才會存在，而我可以在時空的變換裡補回它， 

因為，在神來說，祂掌管萬有的存在，所以，祂能讓這件事情發生。 

 

影片：時空穿梭的古代建設 

以往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日華牧師已經跟大家分享過時間的秘密。 

 

原來在人類歷史中，有一部分現存事物，只是存在於我們的主觀意識裡面， 

即是在我們身處的時空裡，於這一刻，這部分事物其實尚未被創造。 

 

日華牧師曾以天上星宿為例， 

明顯地，是神在人類歷史完全終結後， 

才回到百億年前，把星宿放到天上， 

令它們循著指定速度運行，成為一個預言， 

記載人類歷史中不同時間和地點發生的大事。 

 

又例如︰最少一萬二千年前被建造的埃及 Giza 金字塔， 

竟可如此準確地把美國立國的年份 1776 年、瑪雅年曆的最後數個循環， 

甚至新婦被提前最後和最重要的七年， 

即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藉著建築物，早已把這些事件的發生年份， 

以極其精準的尺寸，一吋也不差地放在其結構之中。 

 

事實上，過去一萬二千年前，根本沒有人或生物能如此精準地預知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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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人所謂可以預知將來，都會因為蝴蝶效應， 

導致他們本來預知的將來被改變，預言亦因此落空。 

 

所以，按日華牧師分析，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埃及金字塔，其實是由新婦於將來被提後， 

當人類歷史一切最重要的事件都已塵埃落定， 

特別是神的救贖計劃，已經成功地奠定，成了時間流中不可更改的事件， 

新婦才藉時空穿梭的能力，回到最少一萬二千年前， 

建造金字塔成為一個超時空的記念，亦成了一個超時空的預言。 

 

但是，既然天上的星宿和埃及 Giza 金字塔， 

都是神和新婦完成人類歷史後，再由將來回到過去建造， 

為何我們現在又能夠看見它們，並且它們亦看似是與人類歷史同步存在呢？ 

這是因為，我們是被限制於時間流之內， 

時間對現今的我們而言，只能單方向流動， 

我們既無法跳越到將來，更不可以回到過去的時間。 

這就好像當你乘搭一列火車，火車只能在路軌上向前走，並不能夠向後退一樣， 

後方所發生的事，你無法看見，亦不能向後退去看看， 

你只能夠按著這列火車的指定速度向前行，火車到了那裡，你就到那裡， 

亦不可以把火車提起，跳越到前方或後方的另一個車站。 

 

但是，對於坐在直昇機的人而言，他卻不受火車軌和火車行駛方向所限制， 

可以自由地往返火車軌的前方和後方， 

隨意去看發生在火車軌上，任何一個定點的事情。 

 

這又好比一個人坐在電影院看電影，和一個電影剪接師之間的分別。 

在電影院中，人們只能夠按時間順序觀看一齣電影， 

但剪接師不單可以隨意抽看不同時間的片段， 

還可以隨意增加和刪減電影片段，增加或減少不同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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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我們在時間流內，與神在時間流外的對比。 

再想深一層，我們每一個人，既不是活在過去，也不是活在將來， 

因為，過去只是回憶，將來對我們而言亦尚未發生。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在現今的一刻， 

過去對我們而言只是記憶，你甚至無法證明過去的事物曾經存在， 

這就是日華牧師所分享的「Moving Now」，移動中的現存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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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如此，其實我們的每一刻鐘，在神眼中都如同一幀菲林（膠卷），是獨立存在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如同電影菲林，電影技術人員可以藉電腦把本來不存在的物件， 

用特技加插在每一格影片中，令觀看電影的人，完全不知道電影的背景， 

原來只是用綠佈景加上後期製作的製品。 

 

所以，我們現今所見， 

天上的星宿和埃及 Giza 金字塔，亦是以這種形式存在， 

由神這位最偉大的電影特技大師， 

在我們的時空中，以超時空的特技放在我們現存的每一刻。 

令我們以為它們是非常古老的，與人類歷史同步，甚至成為古蹟之一， 

卻不知道，等到將來一切都塵埃落定，神才帶同新婦一同回到過去， 

把它們放在過去，完成這個歷史空缺。 

 

當然，對於活在第三度空間和時間流裡面的我們， 

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在神而言，卻只是小菜一碟，輕而易舉。 

 

如我們知道，美國國父華盛頓是 Freemason 成員， 

但他不可能要數百年後的後代奸惡，但自己卻是完全忠良吧！ 

「我要假裝忠良，我的兒子也要這樣假裝！ 

因為我兒子的後代將會扮演這奸惡的角色，所以，我已經預備好了。」 

這是不可能的，有些人連教養自己孩子也不行， 

而且，你既看不見，也不知道自己會否有下一代，又豈能預計得到？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36 

影片：陰謀論者對 Freemason 的誤解 

共濟會（Freemason）成立已經超過百年歷史， 

這可追溯至所羅門建造聖殿時的一個秘密組織， 

會員遍及世界各地，多由世上的君王、元首、精英和權貴組成。 

數百年來，Freemason 往往都持著先機， 

主導世界經濟、掌握各國國情和不同重要的知識及資訊， 

甚至，他們往往都能夠準確預知世局的趨勢。 

 

因此，普遍陰謀論者對於 Freemason，都一直存有不同程度的誤解。 

近幾年間，更因著世人發覺到他們實在擁有預知的能力極為龐大， 

能夠準確知道世界大事的發生，及早在事件發生前作出準確部署， 

所以，普遍陰謀論者就更一面倒地，將他們評定為邪惡的秘密組織。 

同時，近幾年間，人們亦不斷發現更多證據， 

直指他們與許多陰謀、戰爭和大型經濟崩潰有密切關連， 

也發現他們過往一直在幕後操控及壟斷經濟、金銀等貴金屬巿場和開採， 

甚至一直隱瞞 Planet X 的存在、預先建造地堡、方舟，以及為到世界末日準備。 

不過，從神給予錫安教會認知「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的啟示， 

神讓我們重新以一個更準確和合乎現實的角度， 

去理解一直隱藏在歷史背後的十王，以及由十王掌控的 Freemason。 

 

從多方資料顯示，讓我們清楚認知到： 

自古以來，Freemason 由玫瑰十字會一群無私奉獻的醫生， 

對世界和科學有著莫大貢獻的物理學家牛頓， 

還有二百多年前，美國的開國元勛（Founding Fathers）， 

包括：第一任美國總統華盛頓、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國家和城市，最早排除萬難進行龐大建設的 Freemason 成員等。 

 

他們過往一生的貢獻和所為，貫徹始終以善意， 

為世界的美好和幸福，不斷持著高尚情操， 

犧牲自己，創造了自由、繁榮先進的社會， 

所以，根本這群精英當日已可以控制全世界。 

只是，對比世人，他們是一群有預知或預謀的精英， 

但實際上，他們亦算不上用任何「陰謀」去傷害別人， 

更何況，他們一生的貢獻，直至離世，根本沒有謀取世界什麼。 

 

相反，數百年間，十王和 Freemason 一直懷著善意， 

背地裡為著世界，進行了眾多令社會更文明的善意規劃和預備。 

當我們擁有了「玫瑰園計劃」啟示後， 

最終發現，陰謀論者一直對現實中的十王和 Freemason 抱有的虛構誤解，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37 

實在存著天壤之別的差異。  

 

其中出現的誤解，可歸納為以下兩點原因： 

 

第一個原因： 

陰謀論者往往只單憑個別事件的表徵，對整體計劃作出當時資訊上的估量。 

情況有如「瞎子摸象」，是以偏概全， 

並沒有宏觀地理解十王及 Freemason 作出部署的真正目的。 

 

單一事件的徵狀，往往是狹窄的觀點和角度， 

甚至有人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以一己內裡的自私、貪心、兇殘、謀殺、搶奪全世界的心態， 

妄下定論，鋪設一個又一個陰謀論的假設， 

故此，陰謀論者會得出所謂似是而非的結論。 

 

第二個原因： 

陰謀論者在推論過程中，往往會遇上眾多未能解釋的地方， 

就如他們會發現︰ 

 

一、近幾年 Freemason 的精英， 

確實擁有極大量預知世界的資訊，並因而作出預備和部署， 

所以，陰謀論者常常帶著一個疑問︰為何 Freemason 能夠擁有如此龐大的預知資訊？ 

 

二、Freemason 的成員大多都是世上頂尖的君王、精英和富豪，有些更是彼此相熟的， 

陰謀論者亦會疑問︰「為何這群精英，不論是敵友雙方， 

美國或俄羅斯，德國或英國的元首精英，竟然都共同擁有 Freemason 背景， 

並且，往往敵友雙方都是彼此早已相熟認識？」 

 

三、陰謀論者從近幾年間發現眾多所謂線索和證據， 

如：美國 FEMA 預備了大量膠棺材及子彈， 

就以為 Freemason 在部署驚世大陰謀，正在計劃大屠殺。 

事實上，過去幾年間，Freemason 未曾在美國本土進行大屠殺事件， 

反之，幕後操縱的 Freemason，刻意製造一個接一個錯漏百出的偽旗行動， 

製造所謂殺人或槍擊事件。 

 

而每次偽旗行動中，所謂的傷亡都只是演員， 

聲稱不幸犧牲的小童，現實裡根本沒有死去， 

更出現所謂死裡復活，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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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按著陰謀論者的假設，Freemason 懷著驚世大陰謀，準備大開殺戒， 

為何 Freemason 每每都委任一群演員，製造出虛假的偽旗行動？ 

甚至所謂大型恐襲事件發生前，都會預先知會有關部門、機構、學校及組織， 

安排當日進行演習，以及場地，繼而清理相關區域，以免波及無辜市民？ 

 

四、起初陰謀論者以為 Freemason 只是一個數十年間，懷著陰謀的秘密社團， 

但當資料不斷逐步被發現後，終揭露他們不單於美國立國前僅有數百年歷史， 

而是於更早的二千多年前，經已世世代代一脈相承，留傳至今。 

 

普世陰謀論者都無法解釋，為何 Freemason 早已為到二千多年後的世界， 

作出這麼匪夷所思、深謀遠慮的部署，而且，過千年來，Freemason 一直精心策劃， 

在全世界大興土木、開闢荒地，千辛萬苦於世界各地的首都及大城市， 

展開各項極龐大的基建和規劃建設。 

 

實在，上述種種都是普世陰謀論者無法解釋的疑點， 

因而存著誤解，嘗試以僅有的線索和推論，便斷章取義，一概以「陰謀論」一詞， 

套用在數百年來，Freemason 世世代代於不同時空的計劃和部署，並搪塞所有無法解釋的地方。 

 

然而，歷史上神藉著十王及 Freemason， 

為到「玫瑰園計劃」和世界末後作出的部署，  

其龐大及超然程度，確實遠超普世陰謀論者所能夠想像， 

故難免導致他們對於 Freemason 存有眾多誤解。 

我們唯有因著神給予的「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啟示， 

最終得以察清，原來在歷史背後，世世代代擁有預知的十王及 Freemason， 

作出種種部署的真正用意。 

 

其實，現在我們所見的，如我所講，背後是一脈相承的， 

當中，有一個規管他們的人物存在著，就是新婦的本體， 

是整個人類歷史中的「時空監管者」（Watcher）。 

現在我們理解，所有「玫瑰園計劃」是一脈相承的。 

為何在起初是忠良，後來卻變成奸惡呢？ 

但無論是忠良或奸惡的一方，都維持著一個共同信息，這點是不變的。 

 

他們起初可以一直是忠良，因為，他們被預設是忠良的， 

但是忠良的一群，為何會出現很多我們現時看為是陰謀的事情呢？ 

我們在後期可以解釋到，因為，他們要預備 Planet X 的來臨，因此，必須作出相應行動。 

但他們既然要行動，何不利用一群真正奸惡的人去執行？ 

因為，這些人將來會被世人所滅，故此，這便成了順利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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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十王所塑造的奸角 

日華牧師於主日信息分享到，歷史上的共同信息解開了一個千古之謎， 

就是 Freemason 的真正角色。 

原來他們是十王的手下，為要完成神於時間軸的心意。 

但是，這條時間軸終有一天會完結， 

因為當罪臨到世界，人類的敗壞和罪惡，將會累積至極限， 

屆時神亦會按著祂的公義，審判全世界。 

 

另一方面，歷史上亦有另一批人，是愛主的基督徒， 

他們沒有被這世界污染，於歷史成就一個又一個復興。 

末後日子，最終有一小撮人能夠累積前人的所有復興， 

成長成為神的新婦，有著神的全然形象，他們就是神所接納，真正的神子。 

當得救的人數添滿時，地球的角色完成，時間軸亦會告終。 

 

事實上，神的審判並非無先例可尋。 

於挪亞時代，神因人類犯罪，以洪水毀滅全世界； 

於亞伯拉罕時代，神毀滅所多瑪、蛾摩拉， 

兩次審判中，神亦是先救出義人。 

挪亞一家八口藏身於方舟，躲避滅絕地球所有人類的洪水， 

而羅得一家，亦被天使從所多瑪、蛾摩拉引導出來，避過審判。 

這次，神將會審判全世界， 

那麼，神必定會預先讓所有愛主的基督徒被提。 

 

並非神對罪惡視而不見， 

只是神的恩慈給予人類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機會。 

但到了這一代，人類惡貫滿盈， 

所以，神會再次以 Planet X 所產生的災難，審判地球。 

但這次審判，與之前數次都不同， 

這次，不但有著天災和戰亂， 

還有敵基督會掌權，逼迫所有留下來的基督徒毛衣人， 

要他們植入 666 獸印晶片，使他們失去救恩。 

 

《啟示錄》提及被提後，地球上留下來的人， 

最少有四分一會死於各種災難、戰亂和敵基督的逼迫。 

而十王的工作，如同過去的君王， 

於主耶穌降生前，為主耶穌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場景， 

讓主耶穌得以完成神的時間軸，成就救恩以及前四個以色列節期。 

十王亦為我們預備了場景，就是建設共同信息。 

讓我們得以完成神的時間軸，成就最後三個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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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十王亦為到歷史的完結而預備， 

就是預備三個節期完成後，必然出現的大災難以及敵基督。 

 

因主耶穌的時代後， 

地球還有二千年的新約教會和救恩時代。 

但到了我們這一代，《聖經》讓我們知道， 

敵基督和大災難的出現，是由於神審判世界的罪。 

因此，十王就此作出預備，一方面向世人隱藏 Planet X 的資訊， 

免得他們過早陷入恐慌，並為著 Planet X 的來臨而預備，令最多人能夠存活，不致完全滅亡。 

 

另一方面，十王佈下圈套，為他們被提後才出現的敵基督留下重創。 

於末後三年半，令敵基督和其爪牙作惡的殺傷力，減至最低。 

因《啟示錄》提及，末後的巴比倫，將會於頃刻間被毀。 

 

啟示錄 18 章 1-3 節：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

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

雀鳥的巢穴。因為列國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華

太過就發了財。』」 

 

原來，末後的巴比倫，就是原先有著皇后位分， 

於近代基督教最倡盛、最多差傳，以及最多真理復還的美國。 

可惜的是，美國人因奢華太甚，轉離了神的道路，犯下各種罪，成了神眼中的淫婦巴比倫。 

因此，神於頃刻之間毀滅整個美國，十王亦將計就計，引動俄羅斯偷襲美國之餘， 

亦不讓美國察覺俄羅斯的來襲，正如偷襲珍珠港、911 事件，讓他們的偷襲計劃成功。 

 

就如 A. A. Alan 於 1954 年 7 月 4 日國慶日的異象， 

看見美國將會被海裡射上來的飛彈，頃刻之間毀滅。 

 

情節正如《啟示錄‧18 章 7 至 11 節》的描述。 

 

啟示錄 18 章 7-11 節： 

「他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當叫他照樣痛苦悲哀。因他心裡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

婦，決不至於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內，他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他又要被

火燒盡了，因為審判他的主 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來與他行淫一同奢華的，看見燒他的煙，

就必為他哭泣哀號。因怕他的痛苦，就遠遠的站著說：『哀哉、哀哉、巴比倫大城，堅固的城阿！一

時之間你的刑罰就來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為他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 

 

當俄羅斯成功毀滅美國後，就可以揮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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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奪取戈蘭高地的石油資源，聯合敍利亞、伊朗等國家，一同攻擊以色列。 

但因著他們舉起重石頭的緣故，神亦可以一天之內重擊俄羅斯。 

如此，即使敵基督於所有基督徒被提後接管地球， 

但因著世界兩個大國已經元氣大傷，失去軍事力量， 

因此，敵基督亦無法輕易以美國及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去統治地球， 

大大減弱了他們於三年半作惡的力量。 

 

十王除了設下這個圈套外，亦部署了另一步，對付他們離去後，變質的 Freemason。 

原來，神定下十王的角色，是成為設謎者， 

於歷史裡留下共同信息成為謎題，為著塑造末後的解謎者， 

因此，他們以秘密社團方式，組成自由石匠 Freemason，為他們效勞。 

 

Freemason 亦確實是自由的石匠，因為他們以幾百年時間， 

一步一步建造所有共同信息建築，建構出現今的世界。 

到了近一百年，十王開始為 Planet X 以及敵基督的出現而準備， 

他們認知，只要自己為神設謎，協助神完成時間軸， 

他們也可以得到被提的資格，甚至有機會成為新婦， 

不需要面對七年大災難以及敵基督的掌權。 

 

他們亦知道，被提後便不能再抑制 Freemason， 

而 Freemason 更會變為歷史上最邪惡的敵基督。 

於是，十王決定將計就計，設下圈套打擊敵基督， 

十王為了在世人不知情下預備 Planet X 來臨， 

所以透過 Freemason 影子政府，作出看似不法的舉動， 

例如︰瘋狂印鈔、不斷借債，讓政府秘密地投放大量資源建造地堡、 

推行槍械管制、警察軍事化、建造大量 FEMA 營、建立種子庫、 

大量鬼城、背後合謀操控油價、操控貴金屬價格，吹起全世界最大的經濟泡沫。 

 

所有事情，看起來是如此不合常理，那麼，人們就會因著這些不法行為， 

認定 Freemason 是不折不扣的邪惡秘密社團，認為他們謀取人民所有金錢， 

以及最終讓所有人都如同奴隸般被政府控制，失去自由， 

這是現時，所有調查 Freemason 的陰謀論者所相信的。 

 

雖然做這些不法事情，確實可以令幕後黑手變得更富有，但是一般人並不知道， 

其實十王早已因著預知將來，成為世界上最富有、最大權勢的人， 

他們根本不需要從人民身上榨取更多。 

而十王執行這些不法計劃時，是盤算著讓一群最壞的人，甚至是敵基督加入， 

成為奸惡的 Freemason，去賺得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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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奸惡的人而言， 

得到利益和金錢的機會，就像看見無法抗拒的魚餌， 

即使傷天害理、背信棄義、損人利己，也在所不惜。 

因此，十王因著對人性的理解，就將計就計， 

既然他們必然會犯罪，就設計讓他們受控地犯罪。 

 

例如︰葡萄牙面對毒品問題時， 

因為染有毒癮的人太多，既然不能杜絕， 

政府所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嚴刑峻法，反而是某程度合法化， 

使毒販不能賺大錢，減輕因販毒而產生的種種社會問題， 

亦令有毒癮的人，不需買入假毒品而致死。 

 

又例如︰當十王決定以印鈔方式，量化寬鬆預備 Planet X 來臨時， 

銀行家就以犯案方式，賺取更多金錢。 

剛過去，就有銀行因提供虛假資料強行收樓，而支付 36 億元進行和解， 

也有銀行在不法銷售按揭證券事件中，同意支付 249 億元以結束有關部門的調查， 

亦有銀行因著不良按揭申請，而支付 93 億元和解費用， 

甚至有更多銀行被揭發，藉著操控利率而得利。 

 

他們為著賺錢而不擇手段，依仗自己是大銀行， 

即使人贓並獲，只要每次以支付罰款的方式解決問題， 

明天就可以繼續動腦筋，以犯法方式賺錢。 

 

這是不法、不公平、不公義的社會現象， 

法律不能制裁這群掌管政府和經濟的奸惡 Freemason， 

人們也是敢怒不敢言，繼續任由他們宰割， 

但他們卻慢慢地成為社會的大奸角，人民公敵。 

當十王和全世界所有合資格的基督徒被提後， 

十王所留下的權勢和財富，都必然流入奸惡的 Freemason 以及敵基督手上。 

 

那麼，當 Planet X 臨到，各種災難發生，甚至變成無政府狀態時， 

人們的憤怒便會爆發，起來反抗 Freemason。 

甚至會如 Webbot 所預測，追殺 Freemason 這群幕後當權者（Power to be）， 

這就是十王於這幾十年間，刻意留下的計中計， 

既可以成功為世界預備 Planet X 的來臨，也可以為敵基督留下一塊絆腳石。 

 

所以，大家便會明白數項要點。 

 

第一點，是主日的精華短篇（VO）曾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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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創世時，神的眾子一同歡呼和歡唱，這是《約伯記》所記載的。 

但為何神在創世時，已經有神的眾子呢？ 

當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時空，便會跟別人說：「這是天使。」 

但現在我們卻發現，原來這並非天使。 

原來，神的「眾子」要回到創世之先，與神一起看到，神再次同創這個世界。 

 

 

 

因為，亞當和夏娃當時已經是重新創造的人， 

因此，歷史便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我們在很多地方只能提及這是神「三位一體」， 

因為，神在很多地方也有運用「我們」一字來自稱。 

 

創世記 1 章 24 節：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

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 

 

許多時候，我們也會解作這一定是神的「三位一體」了，但那兒卻沒有明說是「三位一體」的。 

其實，那一個「我們」可以包含著我們自己這群人，這就是世界末後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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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坐上寶座後，仍有事情需要處理， 

換言之，按着我對《聖經》的理解，當被提後，新婦、童女和賓客是分別進行三件不同的事情。 

新婦會回到一萬二千年前，從黑門山下去，這是按著《雅歌》所記載。 

 

 

 

但是，童女卻按著《啟示錄》所記載， 

在七年大災難中，跟隨主耶穌往那裡去，便往那裡去， 

但她們只可以穿梭於那七年的時空中，並沒有資格坐寶座， 

所以，她們沒有辦法穿梭到更早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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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賓客更不用想，被提後只是在等待那筵席，就是這樣了。 

 

 

 

所以，是分了三批的被提人士！ 

 

故此，你便會明白新婦是沒有第二批被提的， 

第一批被提的人全都是新婦、童女和賓客。 

但第二批被提的是不會包括有新婦，只有童女和賓客。 

 

如此，你便慢慢明白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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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應該以「時間中的絕對存在」解釋今年的節期發生， 

在「明日世界」（Tomorrow Land）裡，有著很多共同信息，都是談及我們的。 

 

 

 

當現時，我所分享的，大家一直看下去的時候， 

便會看到 923 有很多地方談及時空穿梭，923 是談及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例如：災難、Planet X、核爆、海嘯、小孩子出生、266 就是婦人懷孕的日數、 

Rephaim 會再來到這個世界傷害人類。 

此外，923 也和黑門甘露、教皇及美國的立國等等有關， 

而他們所說的標誌（Sign），其實與贖罪日有關， 

其實，他們全都是談論同一件事。 

 

當我分享到這個時候，便發現， 

我們找到這個 923 之前，即我們不知道這些之前， 

其實，這些題目就正好是我們過去的半年所分享， 

這些 923 就是證明我們過去半年的分享全是正確的。 

 

影片：玫瑰園計劃、天馬座行動與 923 

從上年 2015 年開始，全世界許多基督徒、拉比、陰謀論者都留意 923 這個隱藏奇怪信息的日子， 

有非常龐大的資料及證據，存藏了與 2015 年 9 月 23 日息息相關的共同信息， 

明證這日是非比尋常，將會應驗 923「贖罪日」的日子。 

 

雖然 2015 年 9 月 23 日「贖罪日」已過去， 

而普世所有研究 923 資訊的人，至今仍未能理解背後的意思。 

但是，日華牧師從神啟示得知「923 共同信息」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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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不單應驗了這一個千古以來，神不悅納及不饒恕全世界的「贖罪日」， 

更藉著現時「923 共同信息」的教導，成為神施行終極審判的信息。 

並且，進一步明證錫安教會時代性真命天子的身分， 

確認錫安教會經已踏進信仰的巔峰，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重要性， 

是神給予世界末後展開《啟示錄》及四馬的審判。 

 

因此，錫安教會踏入今年 2016 年 1 月 3 日， 

開始正式播放「923 共同信息」的教導，展開終極解謎部分。 

 

而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須知道，在尚未正式播放「923 共同信息」教導前， 

日華牧師已早在 2015 年 3 月 15 日，按著神的帶領和啟示， 

分享了「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的教導。 

這兩個教導豈不早已隱藏了與「923」息息相關的核心內容和共同信息。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上年「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吻合「923」的內容： 

第一、早於上年 2015 年 6 月 7 日「天馬座行動第 13 篇」， 

藉著精華短片（VO）「錫安教會存在於共同信息」， 

神帶領日華牧師率先發現，十王在香港進行已有百多年的計劃， 

都預示了真命天子身分 ── 錫安教會的住處。 

種種規劃，都是神以 Alef Tav 方式進行規劃和建設， 

有著神的認可，隱藏了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共同信息。 

 

當日的主日信息，藉著精華短片「錫安教會存在於共同信息」， 

發現電影《奇蹟》的故事場景，正好就是隱藏眾多共同信息的麗池夜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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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麗池夜總會座落的位置就正是英皇道 923 號，  

至於，「923」豈不是吻合現時「923 共同信息」教導裡面， 

藉著電視劇 Fringe，同樣出現街道名稱 923 Church Street， 

內裡亦隱藏了與「923」息息相關的共同信息。 

 

 

 

其中，電影《奇蹟》利用這間英皇道 923 號的麗池夜總會， 

帶出很多共同信息，包括︰玫瑰、玫瑰夫人、英皇大酒店， 

即英皇 King George 的屠龍英雄， 

以及代表「美貌與智慧並重」的新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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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女主角是由香港著名的已故女歌手梅艷芳飾演， 

而「梅」的廣東英文拼音，其中一種就是「May」， 

同樣隱藏了玫瑰，即五月花共同信息的香港半山梅道，英文就是 May Road。 

 

 

另外，電影借英皇道 923 號麗池夜總會的故事， 

預示主角成龍飾演的 Mr. Canton，為到玫瑰夫人預備住處。 

的確，從過往「923」的資訊所出現的共同信息， 

包括 923 Church Street，豈不同樣講述教會、住處和地方？ 

另外，英皇道 923 號麗池夜總會座落之處， 

就是現今北角和鰂漁涌交界，被稱為七姊妹區，所以，這裡有一條七姊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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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代表日華牧師曾分享的「伯利恆之星」信息， 

能夠指出其位置的就是七姊妹星，即金牛座背上的昴星， 

事實上，昴星就是為了指向真命天子 ── 伯利恆之星的位置，即基督新婦的住處！ 

 

 

 

二千年前，主耶穌基督降生時， 

東方來的博士，就是藉著天上 Alef Tav 的伯利恆之星，知道真正的救主已經出生， 

並且藉伯利恆之星的帶領，知道祂的準確住處！ 

 

 

 

第二、早於「923 共同信息」教導正式播放前， 



20160221   www.ziondaily.com 
 

 
 51 

上年 2015 年 12 月 6 日及 13 日「天馬座行動」第 39 篇及 40 篇， 

藉著兩段精華短片「巴黎和玫瑰園的共同信息 1 及 2」， 

日華牧師經已分析到，上年 11 月 13 日， 

發生於法國巴黎，一場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事件，絕非偶然， 

而是要藉此應驗人類歷史上，最後的聖誕節 Last Christmas。 

 

 

 

神更啟示日華牧師得知，是十王非常悉心和刻意地規劃巴黎這地方， 

以非常複雜的共同信息製造這星圖，令整個巴黎與「伯利恆之星」及「923」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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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精華短片「巴黎和玫瑰園的共同信息」中， 

日華牧師利用巴黎星圖，告訴我們「伯利恆之星」的所在位置， 

正好就是巴黎歷史軸上第二道凱旋門，即與獅子息息相關的雄獅凱旋門。 

 

 

 

這道凱旋門有十二條道路環繞著，就好像是發光的星一樣， 

正好對比雄獅凱旋門是「伯利恆之星」，就是一道星光！ 

 

 

 

然而，從過往「伯利恆之星」教導裡面， 

火星 Cydonia 地區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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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們發現，火星面具就是伯利恆之星，就是新婦的所在位置， 

並且，這面具左邊是人的面，右邊是獅子的面。 

 

 

同樣代表伯利恆之星的火星面具，與巴黎雄獅凱旋門一樣，都與獅子相關， 

代表真命天子的「婦人男孩」，將會接續主耶穌猶大少壯獅的身分，向全地頒布第四馬灰馬的審判。  

 

但是，上年 2015 年 9 月 23 日，正好就是秋分，太陽亦正好從獅子座前升起， 

所以，從 2015 年 12 月 6 日及 13 日的「天馬座行動」信息， 

日華牧師所發現巴黎雄獅凱旋門與「伯利恆之星」的關係， 

其實亦早已存藏了「923」，新婦所在位置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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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年 2015 年，神啟示日華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從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及神話故事的記憶鉤， 

一一拆解隱藏於「天馬座」的共同信息， 

就是關於基督的新婦，即是《啟示錄‧12 章》婦人的男孩， 

最終必然得著與主耶穌基督同等的復活身體，能夠時空穿梭，並擁有永遠生命。 

 

然而，這種永遠生命的能力， 

豈不是《詩篇‧133 篇》所記載，黑門山的祝福。 

 

詩篇 133 篇 3 節：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而黑門山的高度是 9230 英呎，同樣早已隱藏「923」的共同信息。 

藉著「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神讓我們得著「923」黑門山所代表的復活身體、時空穿梭及永遠生命的祝福。 

 

 

 

第四、在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第 8 篇」， 

日華牧師按著對「玫瑰園計劃」的研究及 Webbot 的預測， 

已預先警告，「玫瑰園計劃」所部署的經濟崩潰經已展開， 

牧師更準確預告，中國股市於 5 月至 6 月將會出現爆破和崩潰， 

影響全球經濟，甚至金銀和比特幣（Bitcoin）的價格將會暴升。 

 

隨後，在上年 2015 年 8 月 16 日「天馬座行動第 23 篇」， 

日華牧師還未進一步發現有關「923 共同信息」的教導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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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已按神的帶領，進一步警告，接下來將會出現比 1929 年嚴重 10 倍的經濟大崩潰。 

 

其中，更藉著精華短片「金融專家 Jeff Berwick 預測 2015 年 9 月 15 日將出現經濟大崩潰」， 

引述年青金融專家 Jeff Berwick 的預測和分析，警告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吹角節， 

及 2015 年 9 月 23 日贖罪日，即以色列的安息年和禧年開始後，全世界將會出現經濟大崩潰。 

 

 

 

Jeff Berwick 亦提出，美國人要及早離開美國， 

因為她將會是這次大崩潰的主角，屆時亦會出現大混亂， 

因此，所有人也應該儲備貴金屬、水和食物，以備不時之需。 

 

事實上，由上年 2015 年 10 月 19 日，錄製「923 共同信息」教導開始， 

日華牧師從神的啟示，才認知到由 2015 年的 923 贖罪日，即 2015 年秋分開始， 

神不饒恕全世界的罪，因而展開了第三匹馬，黑馬的全球經濟審判。 

 

 

 

實在，黑馬於 923 出現的同時，第四馬灰馬亦漸漸孕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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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錫安教會就是灰馬， 

藉著分享這套「923 共同信息」的教導，得著審判的能力。 

所以，這套信息正好吻合上年 2015 年， 

神給予我們的「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的啟示。 

 

換言之，我們所分享的吹角節、贖罪日，並且即將來臨的住棚節，都不是一般人能理解， 

他們明明在互聯網上查考到這些資料，但卻不明白為何和火車有關。 

相反，我們當然知道和火車有關。 

 

其實他們都遺漏了一件事，世界的事情並不是按著他們的理念發生， 

因為他們永遠認為，世界大戰、大災難、大陰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們亦是用相同的方法， 

去解說美元紙幣上的 All Seeing Eye，用相同的方法去解說所有的陰謀。 

 

影片：世上陰謀論誤解十王和 Freemason 所做的一切目的 

過去六年多，日華牧師藉著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解開了自創世以來，一個最重要，且考起所有專家和學者的謎題， 

就是世上君王、精英，以及 Freemason，所做的一切神秘計劃和建設，目的何在呢？ 

 

因著日華牧師過去 30 多年，對《聖經》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願意盡心盡性盡力遵行神的話，並懷著一顆愛神和愛人如己的心， 

把深奧的《聖經》真理，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解說，讓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明白真理。 

 

加上，日華牧師一直致力研究所有對人有益的知識和智慧， 

例如：氧份療法和免費能源等， 

使牧師藉著《聖經》真理，能夠貫通一切真知識， 

從而知道世上最具意義的重大事情，竟然隱藏在美國一元紙幣的大國璽上！ 

 

就是由 2009 年至 2016 年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由此誕生了神創造人類最崇高的目的， 

就是可以與神同坐寶座的基督新婦位分， 

並且能夠時空穿梭，與神一起回到過去最少 12000 年前， 

完成整個人類歷史中，未完成的部分。 

 

可是，一直以來，眾多與日華牧師同樣研究陰謀論的專家， 

都誤解了十王和 Freemason 所做的一切， 

因為這些所謂的專家，只是以自己最專長的題目去理解。 

換言之，他們只能以自己的狹窄來解釋， 

卻不能如日華牧師般，以最全面和宏觀的角度分析十王和 Freemason 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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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十王和 Freemason 所隱藏的共同信息有著不同見解的人， 

因為被個人的狹窄所限，而對於他們背後的目的有不同誤解。 

 

例如：陰謀論專家，只會一口咬定十王和 Freemason 背後， 

一定隱藏了一個很邪惡，並且害人不淺的大陰謀。 

至於經濟專家，儘管銀行家早已控制了全世界 99%的經濟， 

卻仍然會認定一切都是銀行家的所為， 

認為他們只為賺得全世界的金錢，要控制全世界的經濟， 

並且要讓所有人植入 666 獸印晶片。 

 

而政治專家，必定會認為十王和 Freemason，是如希特拉般的獨裁者， 

只是十王和 Freemason 於過去上千年，其實早已掌管了所有政治權柄， 

現時西方國家的民主和自由，根本就是由他們授予世人！ 

 

若以宗教角度作評論的人，就會認為十王和 Freemason 是古往今來的敵基督、 

敵基督的爪牙，或是撒但教教徒， 

卻看不見過去數百年，甚至上千年，其實是由他們把基督教傳揚至全世界！ 

研究免費能源的人，則認為十王和 Freemason 想壟斷石油能源，故此才排斥一切免費能源， 

但他們卻未曾深思過，假如免費能源落入不法之人手中，又會對世人構成多麼大的危機。 

而迷信外星人的新時代（New Age），則認為十王和 Freemason 是外星蜥蜴人，或是他們的爪牙， 

目的是侵略地球。 

 

以上對十王和 Freemason 所作所為的各種演繹，皆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見和誤解， 

甚至因為這些不同領域的專家，只片面地看見自己專長的項目， 

而構想出一個又一個陰謀論，卻不是事實的全部。 

 

然而，過去 30 多年間， 

日華牧師藉著《聖經》，全面並全方位地研究各種不同知識， 

包括：真理、政治、經濟、宗教和能源等， 

從而得出一個最接近事實和真相的結論。 

 

其實，十王和 Freemason 的真正動機，就是為到末後的新婦預備一個舞台， 

並以建築來印證新婦的身分，藉此如新婦般，在神面前得著獎賞， 

同得新婦的位分，成為被提的男孩子，與神一同坐在寶座上， 

帶著時空穿梭的能力，轄管列國！ 

 

但現在，你看見嗎？如果我們是「時間上的絕對存在」， 

原來，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好像是很普通， 

但神是會用一個節期去記述的，就好像主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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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有三個節期去談及這一件事，當時，他只是一個人被釘上架， 

既沒有 Planet X 撞擊地球、九級地震出現，也不是爆發世界大戰、外星人墜落地球， 

亦不是當時所有皇帝集體死亡或十災出現，單單只有一件事件，就應驗了以色列的三個節期。 

 

影片：主耶穌釘十字架是時間中絕對存在 

約三千五百年前，神藉摩西在以色列律法中定下節期， 

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守，成為永遠的定例。 

而節期就是神的救贖計劃，是神給予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二千年前，按著「神的救贖計劃」， 

主耶穌基督降生於世，為救贖世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並且，應驗了首三個節期，包括︰逾越節、除酵節和初熟節。 

 

事實上，十字架是古代執行死刑的一種刑具， 

曾流行於巴比倫波斯帝國、大馬士革王國、猶大王國、以色列王國、 

迦太基和古羅馬等地，用以處死叛逆者、異教徒、奴隸和沒有公民權的人， 

是主耶穌身處的時代中，最普遍處死罪犯的行刑方式， 

常見程度有如中國的槍斃，又稱槍決。 

 

 

 

在中國的法律體系中，槍斃是兩種法定死刑的執行方法之一，  

最初期，死刑更只有槍斃一種方式，到了近年，才逐漸被「注射」方式取代， 

因此，於中國過往執行的死刑中，槍斃就如同古代釘十字架般，是非常普遍及常見。 

然而，神刻意在「神的救贖計劃」裡面，藉著首三個節期，即逾越節、除酵節和初熟節， 

讓主耶穌在指定時辰，完成指定行動，成全及應驗這三個節期的指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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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神刻意設計及佈置摩西會幕，外院周圍的布，總面積是 1,500 肘， 

南面長 100 肘、北面長 100 肘、西面長 50 肘、東面長 50 肘、高 5 肘， 

化為數式，就是 100+100+50+50=周邊 300 x 高 5 肘，等如 1,500 肘。 

正正應驗摩西與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相距 1,500 年。 

 

 

 

另外，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排列成十字架形狀， 

只為紀念距今二千年前，在指定的逾越節， 

於耶路撒冷各各他山上，一個以十字架方式被處死的人，就是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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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古代釘十字架是一種非常普遍及常見的行刑方式， 

但是，神是藉著 Alef Tav 方式，命定了主耶穌被釘十字架， 

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絕非偶然發生的事件。 

 

神以 Alef Tav 方式，早已計劃及預示，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是應驗節期，應驗「神的救贖計劃」。 

 

而在末後日子當中，又怎去應驗後三個節期呢？ 

如果我們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那麼，在我們當中發生一件微小的事情， 

同時，於世界上便發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去印證我們這件小事， 

這件小事便確實需要於時間裡面發生。 

因為那件重大事件的出現，就是要去印證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譬如，整個金字塔於一萬二千年前建造， 

就是去印證我們將於 2009 年至 2016 年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換句話說，連節期亦都一樣。 

我們不要如外邦人看事情，以為 9 月 23 日一定會發生這些、那些事情。 

然而，其實「923」的真正意思，就如過去發生的所有事情， 

就是去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並且讓我們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主耶穌的新婦。 

她會穿梭時空，並於黑門山下來，這就是全部於這些資料中講說的。 

 

影片：世上其他陰謀論者誤解 923 的真正意義 

原來一般研究 923 隱藏信息的人，都犯了一個相同的錯誤，因而找錯了方向， 

日華牧師分析，他們所尋找的意義和方向，是按照各自認為世上最重要的事情而定。 

例如：大部分人認為 923 代表被提的日子， 

因為，他們認為沒有比基督徒被提更重要的事情。 

沒錯，雖然這確實是其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但 923 卻不是代表這個意思。 

 

另外，有人認為 923 是敵基督出現的日子， 

但是，敵基督並沒有在這一天顯現。 

雖然，這也是末世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 923 也不是這個意思。 

 

有人認為 923 會出現 Planet X 或發生毀滅性災難， 

例如：超級大地震、超級大海嘯、地軸轉移或隕石墜落。 

但是，到了 923，以上事件全部也沒有發生， 

他們都誤解了 923，而它的真正意義比這些災難重要得多。 

 

又有人認為 923 當日一定會出現大型經濟崩潰， 

但是，當日既沒有股災，亦沒有任何貨幣崩潰，金銀和 Bitcoin 也沒有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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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藉著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之 923 的共同信息」， 

我們得知，幕後的十王和 Freemason，在電影和電視劇隱藏數字 923 的目的， 

原來是要指出末後最重大的事件，就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誕生！ 

 

因為，這套信息包羅萬有，囊括所有「923 共同信息」帶出的方向和內容，例如： 

923 提到基督徒被提，那麼，這套信息是否有分享被提的真理？當然有！ 

923 提到喪屍，這套信息亦提到令人變為喪屍的莫吉隆斯症（Morgellons）； 

923 經常提到一班火車，這套信息亦正是因為 Bob Jones 的榮耀列車預言而開始； 

923 提到隕石墜落、Planet X 紅色星球、「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這套信息亦提到所有這些事件將會在七年大災難期間發生； 

923 提到經濟崩潰，這套信息亦有詳細分享； 

923 提到光明會遊戲咭，這套信息亦曾經多次作出分享； 

923 提到敵基督和獸印 666 晶片的出現， 

這套信息也有很多篇章分享到敵基督和獸印。 

 

所以，日華牧師解釋，這些陰謀論者都錯解了「923 共同信息」所隱藏的意思， 

因為，他們只能以個別認識的真知識碎件，去解讀一套包羅萬有的信息。 

其實，923 是指一套詳細分享整個末世大圖片，及當中每個細節的信息， 

就是這套分享長達七年，超過 300 篇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在神和被神推動的十王眼中， 

這套信息被分享出來，就是末世最重要的事件。 

因此，十王把眾多「923 共同信息」隱藏在電影和電視劇裡， 

印證錫安教會已經藉著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尋找到最終極的答案。 

 

世界上的外邦人，還在等候 Planet X 撞擊下來、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或等待其他很多事情在發生。 

但是，神在這個節期講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些外邦人以為重要的事件，並非「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2012 榮耀盼望」信息及我們的真正身份才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在 2015 年 9 月 13、14、15 日這幾天吹角節的時候， 

我們就在 9 月 14 日發現英皇道 923 號的麗池花園幾個居住的人， 

當時他們只是小人物，仍有待發展， 

然後，他們就開始建築了很多讓我們居住的地方。 

對我們來說，這當然非常震撼， 

但對全世界其他人來說，則是無關痛癢。 

 

其實，怎會與他們有關呢？ 

在會幕裡，事情也只是發生在神的子民身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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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幕中的事情，只發生在祭司一個人身上； 

吹角也只是發生在那兩個見證人身上而已，對嗎？ 

 

故此，當我們再綜觀整件事情，人們會發現自己誤解了一件事， 

就像昔日的法利賽人一樣，他們誤解了首三個節期中的主角是誰， 

他們確實誤解了，他們不知道自己釘死了這隻無罪的羔羊。 

雖然，主耶穌當時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小市民，釘死祂也沒關係， 

他們要守好節期才是最重要， 

但整個節期所講述的，就是這位剛剛被他們釘死的主耶穌， 

就是說，如果我們誤解了當中的主角和角色， 

於是，我們就轉而尋求另一個主角和角色，希望這件事會再發生。 

 

因為，我們尋找一個「不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而希望有些事情能在這「不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當中發生，那麼，我們便會看錯了。 

 

我們是要看誰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主耶穌是不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是的。 

祂一定要降臨，祂一定要死於當天，祂如何死和如何復活，都有節期的描述， 

祂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所以，當時若所有人都是看著主耶穌的話， 

他們就會發現，這三個節期已經應驗了， 

因為，節期所描述的就是祂，祂才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這件事對於全世界來說是小事，但於神和整個歷史卻是極大的事， 

不過，這已是後來的事情。 

 

因為，在初期，這只是小事，他們甚至還可以投票，叫這位救主被釘死在十架上， 

原來，他們根本就是看錯了主角。 

 

就好像現今網上的這群人，他們看 923 明顯是看錯了主角，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923」與「火車」有關， 

但當我們是主角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923」和「火車」之間的關係。 

 

他們也不知道 923 與玫瑰的關係，亦不知道小孩子的出生、 

有關被提、海潚、Planet X、時空穿梭、外星人降臨在地球上等， 

全都說明有關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甚至，當你收聽到這篇信息為止，也會感到很驚訝， 

因為，從未看過如此多的電影和片集，全都提及 923。 

在所有的共同信息中，當提及有關 923 時，已經帶出了當中的主角， 

就是時間上的絕對存在，亦即是這套 201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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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認為有一點值得在這篇信息中與大家分析， 

因為，分享到這裡，我們發現，許多共同信息的出處，令到全世界的人都會留意， 

並且，大家都認為有蹊蹺，就是有一種另類的共同信息，出現在一些很另類的地方。 

 

這一點，我相信亦是許多弟兄姊妹，一直聽到這裡，也開始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們看見許多共同信息， 

它們真的出現在古文物、拉線、建築物、天上的黃道十二宮， 

這些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當我們越是研究這些共同信息的時候，就越發覺這些共同信息的出處，不少見於電影和動畫中。 

我們今次分享的「923 共同信息」， 

是關於節期，與天上黃道十二宮的獅子座有關， 

可是，為何又會出現在電影和動畫裡呢？ 

當我們分享 Planet X 的時候，又為何有這麼多電影和動畫呢？ 

 

其實，神讓這件事發生，是因為神將這些密碼放進電影和動畫裡。 

事實上，我現時所分享的不同題目， 

例如：陰謀論，你隨時可以在世上找到，過千萬人正在研究、 

查閱這些題目，並且有數以萬計的人嘗試去解釋。 

你是否知道，好些甚至是有識之士。 

 

但是，有一些資料他們都無法解明， 

他們只能有一個共識，知道這些資料是有蹊蹺， 

就是這些電影、電視劇和動畫裡面，真的隱藏著某些信息， 

只是，他們各自都提供一種解釋，既零碎亦有疑點。 

 

所以，為何神會讓這些共同信息，放在電影和動畫裡？ 

非常明顯地，許多共同信息，原來在電影和新聞裡與我們說話。 

為何神要把共同信息放進去呢？ 

理由很簡單，當你理解「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就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你就明白了。 

因為，我們這套信息，就是拿起別人無法解開的謎題，再一一解明， 

我們把它們歸納，歸納一套信息，讓全世界人知道答案。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再進一步證明，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給全世界人去聽。 

因為世界上所有人，尤其那些沒有上教會的人，都會懂得看電影、動畫和新聞。 

所以，當我們在這個時候分享這些信息， 

不就能夠在末後日子，與全球許多精英和下一代溝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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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方法比它更好，就是用我們下一代很喜歡看的《冰雪奇緣》（Frozen）， 

去告訴他們神的掌管？誰也無法繼續強辯。 

Frozen 是電影界的巔峰，但是，我們就在那一天分享信仰的巔峰和時空穿梭， 

是神給予人類最巔峰的獎勵，就是以黑門山去分享這一點。 

你能夠發現，即使不是上教會的人，當他聽了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也能夠即時明白。 

 

所以，你是否明白這套信息的重要性， 

其重要程度，神為了讓這套信息能夠向全世界人說話，甚至竟然拍出這些電影來。 

 

不單是建築物，甚至已經不是天上的星宿那麼簡單， 

因為，另一批人可能是迷信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喜歡看運程。 

他們會否明白我們分享「2012 榮耀盼望」的內容？ 

他們會明白，因為我們的分析比他們更精湛。 

 

或是研究古文物，他們就像一隻地鼠般不斷挖掘，沾上一身塵埃的人， 

卻又完全不知道金字塔，所代表的是什麼意思？那麼，他會否明白我們在說什麼？ 

他終究會明白的。因此，這套信息是為全世界而設的，不論是精英、追查陰謀的人， 

還是小孩子、有識之士，統統也會知道它。 

 

由始至終，這個故事、這套信息，也彰顯了神的全然掌管！ 

我們亦把這一切貫通了，在當中，不同地方皆存在著共同信息， 

我們所講的荷里活、歷史、文物、經濟、政治、軍事…… 

全部也有神的掌管和共同信息。 

 

影片：以電影及動畫隱藏共同信息 

於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從「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  

我們尋找到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 

《啟示錄‧12 章》，神給予小孩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  

就是這名小孩合資格，得著 923 黑門山信仰巔峰的內涵， 

因而成為合資格承受神最大的能力，就是時空穿梭的能力。  

所以，這名小孩會於歷史完結後，被提到神的寶座，  

並且，返回歷史的開始，與神同創，建造不同的歷史建設，成為設謎者的一部分。  

 

因當我們查考這些擁有共同信息的歷史建設時，  

例如︰Giza 金字塔、依照火星 Cydonia 地圖而創造的華盛頓首都， 

美國五月花號以及香港 4794 的拉線、  

代表海豚座、天馬座和海怪座的黃金泳灘及加多利灣，  

甚至香港各個共同信息地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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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建築，也是無可推諉地，展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就是歷史上，彷彿是由一群不為人所知的人，  

精心掌管和安排了歷史的進程和建設，加強了神於歷史上的時間軸，  

揭示出歷史上，有一些重要的事件，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連同天上的星宿，也是神為著記載這些重要事件，  

而於歷史終結後，回到創造世界以先，鋪設眾星。  

 

因此，這些安排和建設，不單於一萬二千年前， 

就已經建造出令現今科技亦難以解釋的 Giza 金字塔，  

這群人加上後來的十王，更於二百多年前，完成美國華盛頓的規劃， 

以及一百多年前，於香港的構建中埋下種種共同信息。  

 

於世界舞台背後的這群人，不像人類一般，過了數十年就離開世界，  

相反，他們的建設讓我們知道，他們是穿越了時間，與時並進，  

他們的存在像是不留痕跡，不讓人注意到的同時，  

卻又留下了一條又一條讓人難以理解的伏線。  

 

 

 

當中，更有一些並不是以建築物形式，  

而是於近代電影和動畫中留下了另類的共同信息。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美國世貿大廈恐襲事件， 

紐約兩座世貿大廈被炸毀，直接導致美國後來出兵伊拉克。 

但於 911 事件發生前，已經有眾多電影和動畫作出提示，讓人留意「911」， 

他們像是於事件發生前，已經知道當天會有大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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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因著這些隱藏的信息，引發他開始研究，  

到底為何有人於事發前，已經彷彿知道未來， 

並且，將警告隱藏，卻又沒有向外公布。  

因此，關於電影中隱藏的 911 信息，亦曾於早前的主日信息分享過。  

 

但到了 2015 年，我們更加從一齣 30 年前所拍攝的經典時空穿梭電影《回到未來》中，  

發現他們不但於 30 年前，已經知道 2015 年擁有的科技， 

並且，他們於 911 事件發生前的十多年，已經預知 911 的發生， 

以及襲擊過程，是由中東回教分子造成。 

 

這齣電影隱藏的信息，所留下的線索，包括錫安教會的標誌，  

以及同年拍攝另一齣關於時空穿梭的電影 Buckaroo Banzai， 

曾被譯為《第八度空間之門》，更讓我們理解時空穿梭和時間的秘密， 

因而引發我們尋找歷史上的共同信息，最終揭示了我們的身分。  

 

十王透過電影隱藏種種信息，著實，是非常聰明的舉動。  

原因，於近代，要將一個信息傳遞的話，  

最好的方法，不是寫一本書、作一首詩、寫一首歌， 

因為，一首詩、一首歌所能容載的資訊太少，  

並且，受制於語言、地域和喜好等等， 

即使有一個信息，也只能傳遞給有限的人。  

 

至於書本，雖然可以容載大量資訊，  

但同時，亦受制於語言、地域和喜好，  

而且，並非每個人也有博覽群書的習慣，因此，亦有其限制。 

事實上，我們亦可以看見，日本曾以漫畫方式隱藏共同信息， 

相信，這已經是以書籍隱藏和傳遞信息的最可行模式。  

 

因此，要傳播一個複雜的信息， 

並且能夠超越時間、語言、地域和喜好限制，  

必然是當時代一齣最精彩、最賣座的電影。 

一齣好電影，不單可以衝破地域，甚至語言、喜好和文化限制，  

到了近代，電影更成為全球的共通語言，  

現時，一齣電影不單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上映，  

更可以於地球任何一個角落，藉著互聯網觀看。  

 

再者，這個複雜信息， 

更不需要由主角親自交代，而是可以用隱藏的方式表達。  

事實上，存藏 911 信息的電影，也不是明明地向世人作出警告，明說恐襲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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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不經意、隱藏的方式，唯有細心的人，才能夠發現其中的伏線。  

 

日華牧師分析，十王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世人留下恩典， 

因大部分人，或許不是基督徒，  

但無可否認，在現代人的生活裡，娛樂佔據了人生大部分時間。 

無數人在放工、放學、處理家務後，就一家人於晚上花數小時， 

看電視節目、電影或動畫，尋找娛樂，  

一代又一代的人，大部分時間就這樣花掉。  

 

我們可以看見，有無數人會不斷翻看經典電影，  

並且，網上亦有無數人，討論他們於電影中所發現的隱藏線索。  

可是，他們也沒法解釋，為何會有一群人於不同電影公司所製作的電影中， 

也可以留下有關將來的線索。  

極其量，他們也只能解釋為，奸惡的一群 Freemason 負責恐襲， 

而忠良的 Freemason 則作出善意提醒。  

 

但是，就如日華牧師於主日信息分享，  

其實，歷史上，十王的工作就是協助神設下種種謎題，  

因諸天的鋪張，正好是神所設下，最悠久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謎題。  

十王的設謎，就是為了將來歷史上的真命天子，  

當這群真命天子的信仰成長，得著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時候，就能夠解讀這些線索的真正意義， 

甚至解讀隱藏於各個建築物的秘密和歷史上各個千古之謎。  

 

遠至神鋪設眾星的意義、一萬二千年前的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當中隱藏數字的意義， 

以及《聖經‧但以理書》四獸的解釋，以及近幾百年來，十王以及 Freemason 所設下謎題的答案。 

再加上各個城市建築物所隱藏的星圖所帶來的共同信息。 

 

近至現代最賣座的電影、動畫所隱藏的謎題， 

原來，謎底不是其他的事物， 

每一個謎題所隱藏的答案，通通也是我們所認識的共同信息。 

因此，世界上，任何接觸這些謎題、線索的人，  

不論任何年紀、社會背景、教育背景等等，  

他們原先是被這些一個又一個的謎題所吸引，甚至切心研究，可是，最終也找不出一個答案。 

 

但是，當真命天子出來的時候，卻可以將所有謎題打開， 

並且，這些謎題的答案， 

原來也是共同信息的一部分，就是指向末後新婦級教會的基督徒的身分。 

 

如此出人意表的答案，不僅讓他們認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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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花時間閱讀、觀看、研究、理解， 

因而熟悉的事物，原來，背後有著重大意義， 

就是歷史的背後，是有一位真神所掌管， 

並且，這位真神，更是我們能夠認識、接觸得到。 

 

因此，他們最終亦會因著我們所擁有的智慧及答案，而希望接觸，甚至接受福音。  

所以，「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不單是給予香港人和華人的信息，  

而是給予全世界所有人的信息和答案。  

 

過去，我們可以從各種建築物，看見十王以建築物的數據，  

包括：尺寸、距離、位置和角度，與我們溝通，  

但漸漸地，溝通的信息越來越複雜，  

因此，最有效的辦法，必然是以電影方式進行。 

 

就如擁有共同信息的電影《星際啟示錄》，不單名字與主日信息的題目相同，  

它的上映日期，亦刻意配合「2012 榮耀盼望之星際啟示錄」的首播日期。  

電影中，不但提到整個計劃是拉撒路計劃，  

並且，主線就是以科學角度，講解時間的秘密、時空穿梭的可能性， 

以及假如成功，將會如何影響過去的歷史， 

就是當時空穿梭回到過去的時候，如何與過往的自己去溝通，去強化整條時間軸。 

 

又例如︰最近主日信息，提及當年非常賣座的電影動畫《冰雪奇緣》（Frozen） 

以及《魔髮奇緣》（Tangled）隱藏的共同信息，  

神亦於同一時間，在主日播出後，作出種種印證， 

這豈不是讓所有人也驚嘆神的掌管和全能？  

以及「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時間上的絕對存在？  

 

現在，我們明白了， 

原來，幾千年歷史當中，充滿著無數大大小小不解之謎， 

星宿的位置、宏偉得令人難以理解的建築、 

一套又一套最賣座、最經典的電影、動畫、背後所隱藏的謎題， 

全是要告訴世人知道，於時間軸當中，人類每一次突破性的發展，每一次的提升， 

每一套超越當時代的電影、動畫，原來也是來自這班設謎者的手筆， 

並且，其目的就是要讓人於歷史的終結之前，能夠知道這些謎題的答案， 

能夠認識神，於七年大災難之前，有著得救的機會。 

 

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據， 

神不單用天上的黃道十二宮，證明祂是天上的神； 

神亦不單用地上已過去的古文物，證明祂是歷史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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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用了今時今日，人類已知的一切事物來證明， 

當任何人來聽的時候，總會有一樣適合他， 

這些人過往無法解通或是雖然見過、但從未想過的事物， 

原來，全部也有特別的意思。 

 

就如我們將動畫《冰雪奇緣》（Frozen）及《魔髮奇緣》（Tangled）放在一起去分享， 

但是，原來後者的女主角亦有在前者當中出現。 

因此，這些資訊絕對足以令他們信服！ 

 

我們現在所說的，他們會覺得奇怪，他們知道有人研究得很精湛， 

但唯獨我們才能提供一個最整全的答案，並且有歷史事實去證明。 

 

而在我們提供這答案的過程中， 

掌管的神亦讓全世界去圍繞這套「2012 信息」來轉動。 

這套信息確切地帶出，全世界也是在神的掌管下， 

並且，這套信息是在神「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以電影為例，要知道，我們現在所說的信息是十分深奧的， 

當中包括時空穿梭、時間接疊、時間的真正秘密， 

你不單要明白，還要充滿信心去相信！ 

但是，有些人連明白也來不及，那怎能相信，並支取當中的祝福和獎賞呢？ 

 

試問，有什麼比用電影去解釋我們現在所說的信息更好呢？ 

例如：電影《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解釋了時間接疊、 

一個來自將來的自己，將信息告訴當下的自己。 

但早在數年前，我已分享到，將來的自己會把信息告訴現在的自己！ 

在十多年前，我更教導策略家這樣去恩賜運作。 

 

誠然，很多人卻會覺得難以理解。 

所以，有什麼比用這些電影和動漫去解釋更好呢？ 

在這世代，神不但用電影和動漫去提供答案， 

同時亦提供很多踏腳石，讓很多人在聽這套信息的時候，能夠更容易明白。 

 

最後，我想每一個都和三個人說：「我和你都會盡心去明白這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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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學懂任何事情，也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