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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6年 5月 1日分享 

第一章：923的共同信息答問篇 

問題一：在2014年10月，教會發佈了一篇談及「佔中事件」的主日信息及VO（精華片段）。整個「佔 

中事件」直接因為我們發佈的VO而停止了。因為對比其他論及「佔中事件」VO的收視率， 

也不及我們這段VO。其實，這件事情是否印證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問題二︰除了佔中之外，記得有一次信息是特別提到變化很大，就是我們現在理解時空的秘密，理 

解了新婦有時空穿梭的能力，記得第一次接觸這題目是當時大旅行的時間，因為那時「全 

球性海岸事件」沒有發生，而牧師突然理解了「時間的秘密」，回來後便開始了這套信息。 

我個人很感受到神有時叫我們做一件事情，做完後得出的結果，其實與那件事是沒有直接 

的關係，不過如我們通過了一個測驗便能升班，神會再給予我們另一個課程，如三年級升 

班後神給予你四年級的課程，而再開始新的歷程。 

問題三︰我們聽這「2012信息」已超過 6年，到了今年我們解開了一個謎，原來時間的背後，新婦 

是可以時空穿梭的。有一次與牧師閒談時，說及歷史上真的有那班一脈相承，神認可的新 

婦，確實為數極少。就如在羔羊的婚宴中，新婦只得一位，但賓客卻可以有很多一樣。如 

果歷史是為了結局，是為了我們的存在而編排的話，那麼，「2012信息」發展至今，是否 

代表神不斷去證明，不收聽這套信息的人，其實已經沒有永生或未來？最起碼，他們已失 

去成為羔羊婚宴中，新婦、童女或賓客的資格？ 

問題四：牧師，你曾談及，被提的小孩子是可以用鐵杖轄管列國的方式，是可以透過時空穿梭回到

過去。但在千禧年當中，他們又是否算是在那裡與神一起用鐵杖轄管列國呢？ 

問題五：日華牧師，你剛剛提到我們去到興建金字塔時代，但其實在《聖經》中也說過，我們是與 

神同創的，其實應該是去到更早的時段，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些時空、時間上的分別呢？ 

問題六：日華牧師，你在當中提及的細緻程度和仔細程度，這群人用鐵杖轄管，不單是指控制國權 

的更替，甚至是很細緻地作出鋪排，這是透過「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的，包括一齣電 

影的 Script（劇本），那麼，這群人如何做到能那麼細緻地去掌控？ 

問題七︰日華牧師，當回顧以往我們分享的許多信息，都提及一些古文明，如瑪雅年曆，或是裡面 

提到瑪雅人，是由於墮落天使告訴他們 164億年的歷史，或是提及五個太陽紀。其實，我 

們會不會參與在其中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 923的共同信息。 

 

問題一︰我們從 923的共同信息中得知，我們是被提後回到過去為自己設謎，提示自己， 

並且，將來頒佈災難的時候，也是用同一種方法。 

那麼，主耶穌是否亦是以同一種方式，找到自己是節期主角的身分？ 

 

答：香港是以「玫瑰園計劃」的方式規劃，耶路撒冷亦一樣， 

所以，主耶穌同樣是用這種方式知道自己的身分， 

以及用絕對的信心去回應，才能夠成為救主，成為我們各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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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若果祂全是靠神能、預知的話， 

我們就不能效法，因為我們沒有這種預知一切的能力。 

既然我們是由無知開始，在過程中摸索和學習， 

當主耶穌要我們學效祂，那麼，祂亦是由順服、學習而成為神的兒子， 

並且從《聖經》中揭示自己的身分。 

 

 

 

問題二︰十王於新婦指示下，在歷史鋪排很多共同信息去印證我們， 

那麼，俄羅斯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俄羅斯與美國及 Freemason一樣，看似一同受十王指使， 

可是，到世界末日的時候，《聖經》卻預言俄羅斯會攻打以色列，產生亦正亦邪的現象。 

 

答：由於新婦要隱藏在人類歷史中，因此所有事情，也有兩個層面。 

 

 

 

歷史中，十王於新婦下是真正的幕後推手， 

他們要隱瞞全世界所有人，連歷史書也不會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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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設下種種千古之謎，最終交到我們手上解開， 

由於他們要瞞著全世界，所以要另找一班不知情的人，就是 Freemason去執行。 

開始時，主日信息提及 ISIS是奸的， 

但近期，當以另一個角度解讀，卻說 ISIS是好的， 

因為 ISIS牽制著中東其他國家，令他們沒有餘力攻打以色列， 

所以，從十王的角度來看，ISIS是忠良的。 

 

 

 

但從陰謀論者的角度而言，ISIS卻是奸惡的， 

因此，十王是用奸惡的人執行奸惡的事，由美國製造 ISIS成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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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猶大也是神所創造，他卻成了主耶穌的門徒，並且出賣主耶穌， 

這就是生命樹與分別善惡樹並存的現象。 

 

 

 

現時，我們所看見的歷史只是一個層面，但背後卻有另一個層面， 

是連執行的 Freemason也不知道的層面。 

 

 

 

其實，背後掌管的新婦，理應不可能存在於歷史， 

因為這違反了人類對時間的認識，就是人類無法穿梭時空， 

但現在，透過 923共同信息，足以證明他們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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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 

現時當我們不斷解謎，被神帶領進入祂的時代計劃中， 

就好像在玩一個遊戲的最後一關，而過後的獎勵， 

就是讓我們可以帶著一件終極武器，重玩一次這遊戲， 

就是返回過去，重新活一次。 

 

 

 

因為 923共同信息讓我們知道，有些共同信息是我們導致， 

就如電影《哈利波特》的內容，主角是回到過去，指導及協助現時的自己。 

而這件武器，就是 Bob Jones最後預言所提及，耶和華報仇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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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50章 25、28節： 

「耶和華已經開了武庫，拿出他惱恨的兵器； 

有從巴比倫之地逃避出來的人，在錫安揚聲報告耶和華－我們的神報仇，就是為他的殿報仇。」 

 

耶利米書 51章 20-25節： 

「你是我爭戰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國，用你毀滅列邦；用你打碎馬和騎馬的；用

你打碎戰車和坐在其上的；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用你打碎壯丁和處女； 

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畜；用你打碎農夫和他一對牛；用你打碎省長和副省長。耶和華說：『我必在

你們眼前報復巴比倫人和迦勒底居民在錫安所行的諸惡。』耶和華說：『你這行毀滅的山哪，就是毀

滅天下的山，我與你反對。我必向你伸手，將你從山巖滾下去，使你成為燒毀的山。』」 

 

現在已到了末時，然而，這段經文還未有應驗， 

但這武器將交到我們手上，所以，我們一定要用信心去相信，才可以得到。 

 

日華牧師分析，正如玩一個策略遊戲， 

他也會衡量，這個遊戲能否為他提供教育和娛樂， 

如果已經不能，他就會選擇放棄，不再繼續浪費時間。 

然而，現實世界亦一樣，當神已經應許了， 

完結這個人生遊戲後，等待我們的就是耶利米書這武器。 

那麼，確實值得我們放棄一切娛樂、放棄世界任何事物， 

努力完成這人生遊戲，為著贏得這件武器， 

就是能夠打碎列國，耶和華的斧頭，成為神的審判官， 

接著，再回到歷史之初，重新再玩一次。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 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第 18篇。 

 

第一章：923的共同信息問答篇 

問題一：在2014年10月，教會發佈了一篇談及「佔中事件」的主日信息及VO（精華片段）。整個「佔 

中事件」直接因為我們發佈的VO而停止了。因為對比其他論及「佔中事件」VO的收視率，也不及

我們這段VO。其實，這件事情是否印證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答：一定是啊！從這篇信息開始，我們將這事件連繫到 Freemason在香港的佈署， 

包括尖沙咀、火車站、大學等佈署皆離不開與 Freemason有關， 

然而，他們在香港與美國部署的方向卻不同， 

在香港，他們選擇佈署的地方只有佔領中環，包括添馬艦， 

從中，我們才理解「門常開」的秘密，繼而理解到香港的「玫瑰園計劃」， 

就是從那時候連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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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佔中事件」，我們根本連繫不到許多意想不到的範圍， 

因此，這事件成為我們的轉捩點，亦成為一個 punch line（高潮位）， 

讓我們彷彿開竅了般。 

 

 

 

若沒有這事件，2014年 10月，我們也不會進而分享「天馬座行動」， 

也絕不會知道我們就是灰馬騎士等許多的範疇。 

 

影片：佔中事件到發現電影《回到未來》所隱藏的及天馬座行動信息 

其實，為何日華牧師自 2015年的 3月 15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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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分享一連串有關錫安教會身分的信息？ 

內容包括，錫安教會就是第四馬的灰馬騎士、 

是一出生就被提和擁有鐵杖轄管列國的男孩子，並得到時空穿梭能力的新婦位分； 

也包括「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Alef Tav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伯利恆之星星圖及「923的共同信息」等。 

 

原來一切的開始，都是源於 2014年 9月 28日， 

香港出現「佔領中環」事件，簡稱佔中。 

 

 

 

正當「佔中」使香港社會陷入混亂及兩極化之際， 

日華牧師於 2014年 10月 12日的主日信息中， 

藉精華短片（VO）「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個步驟」，為大家作出分析， 

如果美國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必然要對付俄羅斯及中國， 

要對付中國的話，香港亦必定首先成為目標。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9 

短片以事實角度，證明過去數年在世界各地出現的所謂「顏色革命」， 

幕後推手就是美國，而香港的「佔中」或稱「雨傘革命」， 

亦明顯可以發現美國情報機關在幕後主導的證據。 

 

上述短片播出一星期後，《錫安日報》於 2014年 10月 19日深夜，在 YouTube上載了一段短片， 

名為「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個步驟」， 

是 2014年 10月 12日主日信息的一段感言內容， 

當時，該影片屬於私人影片，只供內部傳閱。 

 

翌日，2014年 10月 20日，影片轉為公開， 

意想不到，影片隨即被坊間注視，被大眾廣傳。 

截至 10月 21日，短片上載不足 48小時後，迅速累積超過 50萬瀏覽人次， 

成為《錫安日報》上載影片到 YouTube的一個里程碑。 

 

 

 

到了 10月 22日，即一日後，資料員就發現一個驚人的巧合， 

當這段短片成為香港當時最熱門的 YouTube短片，被香港人廣為傳閱之際， 

日期就是 2014年 10月 21日，正好是錫安教會自 1996年 7月 21日「雙氧水事件」後的第 6666日。 

意味著錫安教會自 1996年「雙氧水事件」， 

被大眾傳媒蒙上冤屈惡名後，一直被壓抑和經歷足足 6666日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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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隔 18年後，就在 2014年 10月 21日， 

錫安教會卻在一日之間，廣泛地被香港人認識。 

這段精華短片，亦是所有「佔中」影片中，觀看人數最多的一條， 

現時已經累積超過 100萬瀏覽人次。 

 

 

 

明顯地，「佔中」趨勢由走向下坡，至最後被政府成功清場， 

這段精華短片都起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捩點， 

使眾多蒙在鼓裏的香港人，甚至「佔中」事件本來的支持者， 

都認清了事實的真相，使香港市面終於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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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因此開始分享一連 19篇的主日信息號外篇，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之「佔中事件全面解構」， 

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等題目。 

 

研究這套信息時，日華牧師和資料員開始發現， 

原來整場「佔中」，並非偶然發生的事件， 

相反卻是由香港殖民地時代開始， 

超過 150年來，Freemason在香港的百年計劃。 

 

更發現 Freemason由香港變為殖民地之後，已經植根於香港， 

包括︰香港的政府、經濟、傳媒、教育、娛樂， 

甚至城市的規劃、基建、街道、鐵路、機場、地標性建築物， 

以至文化、慈善團體、宗教、香港基督教聯會等組織， 

背後都是由英國在香港的代理人 Freemason一手包辦。 

令日華牧師重新認識香港種種背景，以及與 Freemason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成為日後發現「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和「923的共同信息」一個極為重要的基礎。 

 

 

 

原來發生在香港的一切事情，沒有一丁點是因為偶然而發生， 

所有重大事件和建設，都有一雙無形的手，在背後以超然的掌管能力主導一切。 

 

踏入 2015年 1月 5日，資料員發現一個 YouTube頻道， 

藉影片揭示 1985年開始上映的電影《回到未來》系列， 

原來早已經隱藏了 2001年 911事件的數字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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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隱藏了希臘神話中最大的故事， 

就是奧林巴斯神族打敗時間之神的神話，正好是代表撒但在末後日子的全盤計劃。 

 

電影更隱藏了大量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密碼， 

例如︰日期、事件、標誌，甚至人名等， 

這些都是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以及常收看我們信息的人都非常熟悉的資料。 

 

 

 

其中一個日期，就是以上剛剛提到的精華短片：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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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月 21日，突破了 50萬瀏覽人次，因為，電影中主角們藉時光機所到達， 

最遠的年份就是 2015年，而日期正是 10月 21日。 

 

 

 

電影所隱藏的希臘神話故事，描繪到天馬座的角色， 

包括主角藉著騎上天馬打敗泰坦神，即時間之神， 

最終，天馬更飛到天庭奧林匹克山。 

當時，日華牧師發現，按照《星際‧啟示錄》， 

以黃道十二宮貼在地球上的原則，香港就位於天馬座的心臟地帶， 

而第四活物即水瓶座，於《啟示錄》叫出的第四馬，就是代表天馬座的灰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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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顯地，我們身處的香港就是灰馬出現的地方，而把這個謎解開的正是錫安教會。 

 

因著以上種種發現，從而引發出一連串， 

Freemason在香港的百年建設，原來都與錫安教會有關的驚人共同信息， 

就是往後的「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Alef Ta時間中的絕對存在、伯利恆之星星圖及「923的共同信息」。 

 

所以，2014年 9月由 Freemason開始的佔中事件，是一個早已計劃好的契機， 

目的是讓錫安教會藉主日信息打開這一個千古謎題。 

 

亦譬如，今次的「923同共信息」又是另一個高潮位， 

若沒有它，便不會引發我們解明三個節期在今年 2015年已經應驗了，並且指向這套信息。 

 

 

 

所以這顯明，他們花上過百年時間做這些事情，這是多麼瘋狂。 

試問他們是否沒有事可？他們用過百年，動用了多少金錢、人力、物力， 

去籌備地名、地點、開辦大學呢？甚至，當時大學上演話劇《綠野仙蹤》， 

彷彿舖排與提供一大堆線索給福爾摩斯去查考、歸納，使他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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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佔中事件」，讓我們看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整個香港的歷史就是為此舖排了許多的東西。 

整個「佔中」事件舖排了很多事情，但之後又似乎是不了了之， 

唯獨是讓我們站出來被人認識， 

但我們又要考慮一件事情，就是正因我們站出來，從而讓整件事圓滿結束。 

既然人家百多年前已經預知這麼多事情的發生， 

那他們又怎會不能預知我們會在該時間錄製那段精華短片呢？ 

 

 

 

如此即是說，我們播放那個精華短片令他們受到衝擊，這全都是他們預知之內， 

這樣，你便可推算到，原來整件事都是為要叫我們開竅。 

 

在這麼多年來，2012信息會走這個方向，而這方向又有這麼多印證， 

這樣我們需要留意，其實，每一次轉變方向都是神奇妙的帶領印證， 

如此，才能做到這級數。 

 

影片：主日信息不經意的轉向 

自 2009年開始，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帶領，展開了「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分享， 

6年多以來，一直緊貼著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帶領。 

除了沿著既定的信息及脈絡，循序漸進分享了拉線、聲頻創造、 

重石頭之 48小時審判、瑪雅年曆、伯利恆之星、Planet X、《星際‧啟示錄》等教導之外。 

期間亦有不少是臨時加插的號外信息， 

例如：Webbot資訊、The Farsight Institute遙視者的預測、災難危急逃生的智慧、 

保健信息、食日教導、政治及經濟時事分析、9篇「佔中事件檢討」的分享， 

甚至因著某些突如其來的緊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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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會按著神的感動，突然轉向分享一些特別題目， 

例如：惡意淘汰、數碼化世界及比特幣 Bitcoin等。 

令「2012信息」在不經意間，與原定主日信息的脈絡脫軌， 

進到弟兄姊妹意想不到的題目和領域。 

 

然而，種種錯綜複雜的編排下， 

最終也是連一日也不偏差地，完全吻合神的時間。 

其中一個經典例子，就是早在兩年前 2014年 5月 5日， 

日華牧師經已與 2012小組，開始錄製《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 

隨後更製作了《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主題曲， 

並於 2014年年中在主日聚會作預告播映。 

 

只是，香港於 2014年 9月突然爆發了「佔中事件」，又稱黃絲帶運動， 

導致原定播出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一直順延輪候。 

因著日華牧師前瞻性的分享，識破「佔中事件」的背後陰謀， 

使香港人和警察知道幕後黑手的目的，以及資金來源就是毒品， 

所以，藉著日華牧師的分享，讓香港人成功從資金來源， 

杜絕了這場原本沒完沒了的「佔中事件」。 

 

 

 

當這件事暫告一段落， 

突然間，神藉著電影《末日迷蹤》“Left Behind”， 

啟示日華牧師進深認知「宏觀時事分析與基督徒被提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明白幕後執行的 Freemason，為何積極進行槍械管制和其他大量部署， 

例如：建造 FEMA集中營、訂購大量子彈及膠棺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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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當基督徒被提後，社會突然出現大亂， 

平民的槍械落入不法之徒手中，造成更多無辜百姓受到逼害。 

因而，令《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的播出再一次延遲。 

 

當主日信息開始播放有關電影《末日迷蹤》的分析時， 

在不知情下，按著神的帶領， 

日華牧師和資料員再發現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隱藏的資訊， 

與香港及錫安教會息息相關。 

 

結果 2015年 3月 15日，正式展開「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923的共同信息」等不同題目的教導， 

踏上錫安教會終極解謎的歷程，認知錫安教會時代性的真正身分，走進 923信仰的巔峰。 

 

結果於 2014年 5月 5日，提早預先錄製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 

足足延至兩年後，即下星期 2016年 5月 8日正式公開首播。 

 

一次接一次突然的轉向，使原定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推遲了兩年時間才順利首播， 

顯然，這並非日華牧師及 2012小組的預期之內。 

不過，從過往「天馬座行動」信息的眾多證據， 

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帶領及印證，依然是連一日也不偏差！ 

 

接二連三的轉向，雖然轉變的幅度或是突發性，都顯得非常劇烈， 

卻完全是在神的預知範圍及掌握之中。 

甚至「佔中事件」就像一個里程碑， 

使大眾傳媒、香港政府及全球華人的焦點， 

都突然轉向錫安教會所分享的「2012信息」。 

 

從這時開始，全世界的焦點亦不斷印證「2012信息」前瞻性的預告， 

就好像全世界都預知錫安教會維時近兩年的「脫軌式轉向」， 

從而連一日也不偏差地配合種種印證，這絕對不是人類所能夠做到的事。 

 

例如，近兩年間，世界頭條新聞的標題， 

更進一步在每星期都吻合「2012信息」的內容， 

包括：持續爆發的世紀大洪水、怪獸級的暴風、 

世界各地如法國及美國發生所謂的恐怖襲擊， 

與及 ISIS常常出現在國際頭條新聞等。 

 

事實上，亦因為「佔中事件」， 

導致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重新架構 2012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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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緊將每星期的「2012信息」，隨即在 5至 6天內於 YouTube平台上發放， 

致使每篇「2012信息」及往後的「天馬座行動」信息，都能夠讓大家盡快於網上重溫， 

這的確是「2012信息」的一大里程碑。 

 

回顧過往 6年多「2012信息」的分享及編排， 

實在唯有神才能夠以如此超然的預知及掌控程度，掌管每篇信息的播放， 

甚至世界種種大事件及災難的發生，都超然地印證著每篇「2012信息」。 

 

再舉一例：2015年 9月 28日錄製的「923共同信息」，距今已經超過半年， 

然而，每星期循序漸進，按時分量播放的「923共同信息」， 

卻能與時並進地，在信息播放時，完全吻合該星期世界發生的大事。 

例如：當主日信息介紹著名歌星 David Bowie飾演的電影《魔幻迷宮》“Labyrinth”， 

及故事內容隱藏 923的資訊時，該星期的新聞就是 David Bowie離奇逝世。 

當主日信息介紹動畫《冰雪奇緣》“Frozen”與 923、黑門山的共同信息時， 

同一日，全香港都被冰封（Frozen）。 

 

當日華牧師首次提及以天燈，即孔明燈 Sky Lanterns為題的動畫《魔髮奇緣》“Tangled”，  

該星期太古城中心商場就特意擺放了與《魔髮奇緣》一模一樣的天燈。 

當主日信息介紹美國海軍 239年宣傳片，對比一直被人壓抑的神秘 Planet X， 

該星期天文學家就突然首度發佈 Planet X資訊。 

 

當然還有更多驚人的吻合和印證， 

甚至從過往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及「923共同信息」進一步看到， 

原來不單過往所有的歷史大事， 

包括：原子 Little Boy投下 70周年、尖沙咀火車站及鐘樓 100周年、 

香港賽馬會 130周年、電影《回到未來》30周年， 

及電子遊戲《生化危機》“Biohazard”的 20周年， 

全都與時並進，吻合每星期的「2012信息」。 

 

過往 6年間，一個接一個星期隨著神帶領而轉向的「2012信息」， 

大家一同見證著：錫安教會 31年的成長，一直累積著各種情節和回憶。 

例如：每逢 4月 10日、逾越節、吹角節的驚人巧合大事， 

及教會突發的拆殿事件，隨後順理成章地，搬往新聖殿 —— 元朗盛力工業中心， 

從而吻合「伯利恆之星」、「耶路撒冷牛腿」聖殿的對應。 

 

這些我們原是不知情下，被神超然掌管的信息和事件，到了某個指定時刻， 

神終於揭示，讓錫安教會突然明白每一個情節、回憶和變化， 

都是由神悉心帶領，特意的編排和心思， 

更在神超然掌管下，貫通及完成整個人類救贖計劃的終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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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你所說，「佔中事件」是一件為我們預設的事情， 

讓我們能夠在這方向中突然有一個轉變。 

因為世界上有太多事情發生， 

即使是近在咫尺的事情，我們也沒有想過會跟我們如此息息相關。 

 

在 2014年 9月 28日發生「佔中事件」， 

那時，我們已研究陰謀論多年，並且已經好好裝備， 

所以，會知道有甚麼事情在香港發生。 

我們正是以相同的原理去看整件事， 

了解到 Freemason在歷史上會做到如此程度， 

跑馬地的規劃及一連串數以十年計的記念日子。 

例如，原子彈轟炸日本七十年，賽馬會一百三十年記念， 

如此，我們才突然發覺所有注意力全都聚焦在今年， 

於是，才逐一把各事情和基建連繫起來， 

當中更包括別人預知我居住和出生的地方，並在該處留下記號， 

如此，才能理解整件事情。 

 

 

 

因每一條街名和每一個地名都有意思，最早年得知，是來自《聖經》的， 

《聖經》中每個地名都有意思，所以，這種在地名留下意思是十分屬神的， 

這會讓人知道神是完全掌管，而佔中事件的所有籌備，都是為了這件事， 

就是為了讓我們突然間理解了這個方向。 

 

問題二︰除了佔中之外，記得有一次信息是特別提到變化很大，就是我們現在理解時空的秘密，理 

解了新婦有時空穿梭的能力，記得第一次接觸這題目是當時大旅行的時間，因為那時「全球性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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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沒有發生，而牧師突然理解了「時間的秘密」，回來後便開始了這套信息。我個人很感受到神

有時叫我們做一件事情，做完後得出的結果，其實與那件事是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如我們通過了

一個測驗便能升班，神會再給予我們另一個課程，如三年級升班後神給予你四年級的課程，而再開

始新的歷程。 

 

答︰是的，關於「時間的秘密」就是 2013年 7月大旅行完結後， 

Webbot所說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並沒有發生， 

接著他所說的，皆出現「時間接疊」的現象。 

 

 

 

當時我知道的原因，基於我對「傾聽神的聲音」一向有的基礎， 

所以，我便理解了其實他所說的事，一方面中了， 

另一方面在時間上又不中，那我便理解了，然後再分享這篇信息， 

而那篇信息，也直接讓我們理解了「天馬座行動」，接著對時間的認識， 

逐步讓我們進步到一個階段是意想不到的， 

在信仰上，引發我們信心的相信程度。 

 

所以，一般人要相信的程度與我們一樣的程度， 

而到這程度才「被提」的話，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一定要與我們一同成長去聽完我們的信息， 

並且懂得回應才可以！ 

 

問題三︰我們聽這「2012信息」已超過 6年，到了今年我們解開了一個謎，原來時間的背後，新婦 

是可以時空穿梭的。有一次與牧師閒談時，說及歷史上真的有那班一脈相承，神認可的新婦，確實

為數極少。就如在羔羊的婚宴中，新婦只得一位，但賓客卻可以有很多一樣。如果歷史是為了結局，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22 

是為了我們的存在而編排的話，那麼，「2012信息」發展至今，是否代表神不斷去證明，不收聽這

套信息的人，其實已經沒有永生或未來？最起碼，他們已失去成為羔羊婚宴中，新婦、童女或賓客

的資格？ 

 

答：如我多年來所強調，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跟從神的時代計劃， 

所以，每一個時代的基督徒，就如保羅一般，要跟從神的時代計劃， 

因此，我相信新婦是一脈相承的。 

 

每個時代都會有一小撮新婦， 

他們就是那群將新婦的計劃的脈絡和線索，一直延伸至這個時代的人， 

這群人一生為主而活，他們承受信仰，並且在自己的時代中憑信心去行， 

然後成為別人的踏腳石，完成新婦在人類歷史中的形成。 

 

所以，我相信，在保羅的時代，只有很少人能成為新婦， 

而有一部分人則會成為賓客和童女。 

相對，在我們的時代，沒有跟從神的時代計劃的人， 

我相信他們都不是新婦。 

 

影片：神時代計劃是人類一生的定命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更進深剖析神時代計劃的重要性及新婦的資格。 

 

我們現時身處的宇宙、身處的地球，當中萬事萬物的複雜性，已經讓我們知道， 

整個宇宙，甚至是人類，也必然是由一位創造主設計與創造， 

絕不可能是偶然因為一個宇宙大爆炸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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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的星宿位置，更已經告訴我們， 

這位創造主，甚至是超越時空的神，於創造的時候，藉著鋪設眾星， 

已經可以將人類歷史寫在眾星。 

 

 

 

正如眾多電腦模擬遊戲，包括：模擬地球、模擬城市、模擬市民，甚至策略遊戲 AOE等等， 

這些遊戲只是虛擬、沒有實體，所模擬的部分，亦遠較宇宙的運轉來得簡單。 

但是，我們也必然可以肯定，這些遊戲是由電腦程式員設計， 

而不是藉著大爆炸，就可以編寫一個遊戲的所有程式。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一個事實， 

就是當一個遊戲尚未出現前，電腦程式員會首先構思遊戲的目的是甚麼， 

而「目的」亦是整個遊戲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整個遊戲就是環繞著遊戲的目的而寫成， 

任何玩家忽略設計者所訂立的遊戲目的，亦只會失敗。 

 

例如：AOE策略遊戲的目的，不單是要玩家建立一個城市， 

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製造軍隊，攻佔另一個城市，打敗另一個玩家， 

而模擬市民（The Sims）的遊戲目的，就是讓玩家過一個自己選擇和喜歡的人生。 

 

既然我們身處的地球，不是爆炸誕生，而是神創造出來的話， 

神創造世界和人類的目的，已經明明寫在《聖經》裡。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著生命樹及分別善惡樹的世界， 

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從眾多分別善惡樹中， 

尋找出唯一一棵生命樹，參與神的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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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現時大部分人類， 

都以為自己正在玩一個現實版的「模擬人生」遊戲， 

他們來到這個世界之後，就只是追尋世界現存提供給他們的目標， 

例如：希望賺更多錢、享受人生； 

希望尋找一段完美的愛情，有著一個幸福的家庭； 

希望成為一個冒險家，挑戰所有人類極限； 

希望成為一個企業家，有著成功的人生； 

或是為著滿足肚腹，希望嚐遍全球的美食； 

甚或是希望在人生當中，經歷人世間所有的幸福等等。 

 

他們的人生，只是用來追求現實所能夠看見的目標及人生意義。 

當你與大部分香港人傳福音的時候， 

他們大多數的回覆，亦只是圍繞著以上所提及，現時正忙於追尋的目標。 

 

他們有這種想法，原因是他們以自己的渺小和觀點，去觀察及解讀整個世界， 

他們誕生後，就認知自己於世上，是如微塵般渺小， 

人生往往被身邊的人和事主宰著， 

當時代的巨輪不斷運行，自己就像是被這巨輪推著前進。 

 

因此，他們思想當中的神也是同樣渺小，同樣受現實和環境主宰， 

認為神的所謂時代計劃，往往就如他們自己的人生計劃一般， 

是自己以渺小的思想構思出來，例如買一所房子、有一份好的職業等等， 

計劃實現與否，一部分靠自己，另一部分則受環境所限制，既然兩者的計劃也差不多， 

所以，他們倒不如選擇追尋自己的計劃，而不是尋求神的時代計劃。 

 

因此，他們未必抗拒福音，但當聽見有關主耶穌時，只看為一個歷史人物， 

只是漫長歷史裡，其中一個希望改變世界的人物， 

地位或只是如現時的教皇一般，人們會心存尊敬， 

卻絕不會為信仰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更不會改變自己的夢想和目標， 

因此，亦更加不會對任何神的時代計劃感到丁點興趣。 

 

他們會認為，假若神真的能夠改變世界的話，現實世界就不應該是現時的光景， 

因為他們眼中，世界彷彿沒有神掌管一般，是自由放任地發展而成。 

 

更甚的是，現今的基督教界為著增加人數， 

不惜將神的話語不斷沖淡，變成社會福音，不斷強調神是拯救、安慰、施慈愛的神， 

當成為基督徒後，神就會滿足人一切需要， 

成為阿拉丁故事的燈神、隨傳隨到，就像人類的附屬品多於像一位創造主。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25 

這就是典型渺小人類的看法， 

縱使他們是基督徒，他們亦會將神縮小， 

甚至對比現實時，神亦是同樣無助、同樣渺小。 

 

因此，社會福音常常強調《馬太福音‧11章 28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既然神只是他們的附屬品， 

那麼，他們理所當然地，就會認為神的計劃不及他們的計劃重要。 

 

可是，神從來亦不是一位渺小的神，受制於這個現實環境， 

也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祂的出現，極其量只是為著幫我們背起勞苦的重擔、 

滿足我們的夢想，就已經十分偉大。 

 

相反，神是創造萬物的神， 

祂在創造世界的時候，已經訂立了祂的計劃，作為整個人類歷史的目的。 

正如遊戲設計者，於開始設計遊戲之先，已經訂下了遊戲的目的， 

因此，神從來也不是渺小如基督徒的燈神， 

縱使我們可以將自己的重擔卸給神， 

但是，人生有著更偉大、更崇高的目的， 

就是不單單聚焦著自己渺小的計劃，而是去完成神的時代計劃，這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和意義。 

就是《聖經》所教導我們，要選擇跟從神，背起祂的十字架，天天跟從主。 

 

路加福音 9章 23-24節：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於這段經文中，《路加福音‧9章 23節》，923，豈不亦是代表了信仰的高峰？ 

就是神囑咐我們，人生，就是要捨棄一切、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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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又如何為主而活呢？ 

於神設定的世界中，我們無法用肉眼看見神， 

這是神刻意的設定，因為神希望我們是藉著「信心」來接觸神。 

 

希伯來書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甚至，整卷《希伯來書》的第 11章，正好就是講述《聖經》中無數的信心英雄， 

怎樣藉著信心去為神經歷眾多難關，最終蒙神喜悅。 

其實，既然整個宇宙都是由神所建造， 

神要讓我們能夠肉眼看見祂，絕非一件難事， 

相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但是，若果神用這種方式於世上顯現， 

那麼，人們就再也不需要藉著信心接觸神。 

即使不是完全毀掉所有人的信心，事實上，人們信心的分數已經大打折扣， 

原因，他們不再需要用信心接觸神，亦無法再以信心攀上屬靈巔峰。 

 

因此，「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 

神最看重的，就是祂的時代計劃，這亦是祂創造生命的目的。 

因祂是以 Alef Tav的方式於歷史上建造眾多建築， 

就是要讓人明白到，於人類未曾出現以先，神已經有了祂的時代計劃， 

當人現在回望時，神以 Alef Tav方式，於歷史的最初建造金字塔，到現在的東方之珠， 

所有建設，也證明神最看重的，就是祂的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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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主耶穌降生前，神以數百年時間讓以色列人建立耶路撒冷， 

為的就是設立主耶穌降生、成長、事奉的場景。 

 

於 923的共同信息中，我們更加知道，近千年歷史的發展， 

包括整個世界舞台的鋪排、科技的進步、第一、二次世界大戰、 

香港由小漁港變成殖民地，被發展成全球最先進城市之一， 

也是為到我們應驗最後三個節期而設立。 

 

既然神如此重視祂的時代計劃， 

甚至不惜用上過萬年，由 Giza金字塔開始建立至今， 

那麼，對比一個只有短短數十年光陰的人， 

只是為著自己渺小的目標而奔波，甚至耗盡一生，這又是何等愚蠢的呢？ 

因此，現在我們明白了， 

正如一齣最好的電影，往往也是先有了結局，才有劇情， 

而所有劇情的發展，目的也是為著這個結局而存在。 

 

所以，神創世前的計劃，就是讓人類經過整段人類歷史被塑造的過程後， 

最終能夠有一批人，由人類的身分，攀上屬靈高峰， 

成為妝飾整齊，能夠許配給主耶穌的新婦。 

 

由舊約開始，到 500年前的真理復還，及至現在所分享 923的共同信息， 

於全世界中，神的時代計劃就是整齣電影的唯一主線， 

所有劇情，都是為到裡面的結局而設。 

因此，每一個時代，任何人選擇以自己的一生，背起神的十字架，天天跟從主， 

就是參與神的時代計劃時，他就有可能成為新婦、童女或賓客。 

 

正如每一齣電影，觀眾所聚焦的必然是主角的一生， 

雖然一齣電影出現無數人，他們各自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奮鬥。 

但電影中沒有人會在意他們活得如何， 

因為，他們只是電影的臨時演員和路人， 

而整個劇情，也只是為到確立主角而設。 

 

正如主耶穌在世的時代，無數以色列人於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地生活， 

但當時所有劇情，也是圍繞著主耶穌的一生，包括祂所接觸的人與事， 

其他人的出生和存在，就是要維持整個社會暢順地正常運作，讓主耶穌可以在這些場景演出。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28 

 

 

試問，當時還有其他人生目標，比跟從主耶穌更重要嗎？ 

甚至當財主問主耶穌如何得著永生的時候， 

主耶穌豈不是回答，要他變賣所有錢財，並且跟從主耶穌？ 

 

馬可福音 10章 21節：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所以，當我們知道，人類歷史是為到神的時代計劃而設， 

甚至是以 Alef Tav方式不斷進行建設， 

那麼，主耶穌當時向財主所作出的邀請，是真的因為愛他而提出， 

對財主而言，其實這是一個既偉大、又寶貴的禮物。 

可是，當這財主面對他人生渺小的目的、幸福美滿的生活時， 

他卻拒絕主耶穌的邀請，憂憂愁愁地走了。 

 

在我們現在看來，當時這個財主的決定是非常愚蠢， 

就是他居然放棄來自主耶穌直接的邀請。 

但是，這財主的決定，豈不是現在 99.9%基督徒，以及 100%外邦人的寫照？ 

所以，我們要知道，既然主耶穌是救恩的起始，完成首三個節期； 

而到了現在，我們是救恩的終結，完成最後三個節期的時候， 

參與錫安這個神的時代計劃，豈不亦是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事情？ 

 

現時，「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和「923的共同信息」， 

神以 Alef Tav方式印證「2012信息」，是現時神唯一的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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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神這齣人類歷史電影中，唯一的主線， 

我們豈不更應全情投入、努力參與、成為當中的主角？ 

 

在這時代中，新婦有機會只有少數，因為當我們越發分享「天馬座行動」， 

我們便越發覺，神的時代計劃是如此令人震驚！ 

 

而我們要知道和肯定，第一，我們是其中一批新婦； 

第二批，則有機會是那班服從神，並為我們搭建「玫瑰園計劃」的十王， 

因為，他們將生命中的很多東西付出了。 

但第三批新婦，有份成為我們的踏腳石，導致我們這套信息成為「可能」的一群人。 

 

 

 

如預備「923的共同信息」VO的人，他們甚或被恥笑、唾罵， 

當沒發生災難時，他們也很徬徨，盡量嘗試解釋。 

他們知道神給他們的 calling（呼召）就是為我們預備這些資料， 

就如預備陰謀論的這群基督徒， 

他們因為愛人的緣故，請人預備食物、水，並提醒別人 Planet X可能會引發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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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新婦的人數，是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少， 

即是，比我們最早年認為教會應有的人數，新婦的人數是更少， 

但不會少至只有我們這所教會，是一定會有一群人，在這時代中， 

使「2012信息」變為「可能」的一群人， 

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羞辱、努力、聲譽，為他人付出的情況下， 

變為我們的踏腳石，導致這套信息變為「可能」。 

 

當然，不是所有都源自他們的惡意， 

就如猶大也使主耶穌釘十字架變為可能，但他是不會上天堂的。 

但這一班人都是在他們跟從神，並不是被神廢物利用的情況下， 

真的盡所能預備出來，使這套信息最後能完成，能夠解說神的奧祕和智慧。 

 

所以，其中一個佼佼者，就是 David Flynn， 

他是其中一位屬於很聰明的研究專家，只可惜他已因腦癌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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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J.R. Church，他理解到以《詩篇》一篇對應一年的祕密。 

 

 

 

若果沒有把所有線索湊在一起， 

我們根本不能很容易把各種東西作合理的理解。 

如 Bible Code「聖經密碼」的創辦人一樣，是他們發現這些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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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解謎，也需要所有線索， 

正好是因為需要這些線索，它們也證明這套信息， 

那麼，你便知道，背後是誰在作工。 

因為，我們現時以任何一個角度， 

計算「聖經密碼」、整本《聖經》的第 923節經文、 

以《詩篇》一篇對一年、節期，許多線索也同樣是指向同一個共同信息， 

故此，當看到這些資料，然後用這些去查考的時候， 

便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神對歷史的掌管和看到神的心意。 

 

影片：及早講說 923和陰謀論的基督徒都獲得獎賞 

過去六年多，日華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前，以至分享的過程， 

當中的題目，都一直有不少國外基督徒的分享內容，印證日華牧師分享這套信息。 

 

最早的，一定要數已故先知 Bob Jones， 

他在 2009年 9月 5日，接收到來自神有關 2012這個年份和榮耀列車的預言， 

成為了一個最主要的印證和引發點，令日華牧師決定分享「2012信息」。 

詳情大家可以重聽 2009年 9月 20日分享的主日信息「榮耀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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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為 Bob Jones這個預言， 

打從開始已經清楚寫出接收異象的日期是 2009年 9月 5日， 

令日華牧師日後可以查出，原來這一日正好是雙氧水事件中， 

他踏出第一步會見傳媒後的第 4794日，成就了錫安教會拉線 4794英里的傳奇。 

 

 

 

第二位最影響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的人物，就是Marshall Masters。 

早前主日信息已經藉精華短片（VO）介紹， 

他本身是一位電腦工程師，後來因為研究 Planet X資訊， 

成了這方面最權威和擁有最詳盡資訊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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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重要的著作是 Planet X Forecast and 2012 Survival Guide，及 Kolbrin Bible英文譯本等，  

藉著與《聖經‧出埃及記》同時寫成的古埃及歷史書 Kolbrin Bible， 

印證 Planet X曾經出現並將會重臨的事實， 

亦因此成了日華牧師決定分享「2012信息」的主因， 

就是《啟示錄》的大災難，原來是由 Planet X接近而引發。 

但是Marshall Masters的太太，因為無法理解丈夫所做的一切，已經與他離婚。 

 

第三位最主要的基督徒，必定就是 David Flynn。 

日華牧師最早期認識他的時候，大約是 1997年， 

在首次分享有關陰謀論與火星及月亮的秘密時，所引用的其中一份資料就是來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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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他並未分享有關拉線的發現， 

及至 2009年，他正式出版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就是《在時間中心的聖殿》（Temple at the Center of Time）。 

他以歷史和現代海軍衛星圖片，證實拉線的真確性， 

加上 Google Earth的拉線功能，讓一般平民都可以拉線， 

由此更印證了錫安教會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此外，他亦發表了另一本極為震撼的著作， 

《西頓：火星的神秘編年史》（Cydonia: The Secret Chronicles of Mars）。 

當中提到，原來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可以對應地球上的指定位置， 

這一點亦為日華牧師日後得到神的啟示， 

以《星際‧啟示錄》釋經的一個非常重要基礎。 

可惜的是，David Flynn於 2012年 1月 22日就因腦癌逝世，終年只得 49歲。 

 

第四位，是著名《聖經》末世預言釋經家 JR Church。 

他最著名的作品，是 1994年出版的《詩篇中隱藏的預言》（The Hidden Prophecies in the Psalms）。 

書中藉 20世紀的歷史，證明《詩篇》由 1900年開始， 

過去 100多年間，每一篇都對應每一年的人類歷史。 

日華牧師亦由 1994年開始分享「摩西詩篇」信息，成為「2012信息」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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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Church另一本最出名的著作，《金燈台的奧秘》（The Mysteries of Menorah）。 

不單發現了《聖經》是以金燈台的結構編成， 

印證大衛所說「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他更發現了《詩篇‧113至 118篇》是《聖經》中「僕人的燈」。 

但是，JR Church亦已經於 2011年 3月 22日因癌症病世。 

 

 

另一方面，日華牧師分享「923的共同信息」前， 

網上早已有人發現很多電影、電視劇及新聞等， 

隱藏了數字 923或 239，全部都是指向 2015年 9月 23日的贖罪日， 

亦是以色列重奪耶路撒冷後，第 50年禧年的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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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 2015年中，以 C. Ervana和 Renee M兩位女基督徒為主的兩個 YouTube頻道， 

開始大量發佈隱藏了數字 923的電影和電視劇。 

她們並不完全理解 923的意思，只能夠推測 2015年 9月 23日是被提， 

或者是大災難、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敵基督現身的日子。 

 

 

 

當發現 923的隱藏信息，數量多得有如排山倒海， 

她們就更肯定 923極可能是新婦被提的日子， 

繼而開始發表大量有關如何預備被提 Rapture Puzzle等信息。 

 

當然，到了 2015年 9月 24日，她們的預測並沒有應驗， 

隨即引來網上大量恥笑和辱罵，更被指責為假先知。 

其後 Renee M已經把有關 923的影片刪除。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以上每一位， 

無論是印證和預備資料讓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的 

Bob Jones、David Flynn、Marshall Masters、JR Church， 

或者發現隱藏數字 923的 C. Ervana和 Renee M。 

他們都為「2012信息」或「923共同信息」付出了信心和代價， 

成為撒出重要種子的一群，讓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得知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無論是拉線 4794英里、天馬座對應香港，或 923共同信息所指向的信仰巔峰， 

如果沒有這一群人帶著信心去分享神感動的信息， 

就不會有今天這套如此完備的「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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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有些已經離世，有些因為 923沒有發生被提， 

而落入不知如何面對的尷尬光景， 

但是，只要他們在世的日子，仍然保持對神的信心， 

他們在神面前，必定會得到如同錫安教會的獎賞， 

成為妝飾整齊的新婦和預備了油的童女。 

 

所以，對比我們早年二、三十年前所認知的，會是更少人能成為新婦， 

但亦比我們現在所知的亦多了不少，即是在這個時代我認為不多， 

就是那群一直為我們鋪排的，已經離世了的， 

或是直到今天去鋪排這一個信息，讓這個信息成為可能的， 

不論是十王或是一些基督徒，這一群人都是新婦， 

因為，他們在沒有那麼幸福的情況下，或是沒有這樣的呼召（Calling）下， 

但也完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趕上神在那個時代當中，指定他們一定要完成的工作， 

而成為了我們的踏腳石。 

 

影片：解碼系列：全世界四類的人民 

當今世上，若要將全球人口以「知情程度」來進行分類，總共可歸納出三個層次： 

 

第一層，佔世上 96%人口， 

對坊間流傳的資訊、媒體的演繹，以及政府提供的答案， 

幾乎都是盲目地「照單全收」，所以他們亦被統稱為「羊牯」或「羊群」。 

 

 

 

第二層，佔世上 3至 4%人口， 

是某些學者和精英，部分更是當今專門研究陰謀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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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嘗試從不同資訊中尋找破綻，察覺幕後執行者的存在， 

不斷追蹤和研究執行者留下的線索， 

嘗試進一步解讀及推測不同事件、災難或偽旗行動背後的用意。 

他們對於將來的預測和知識，都會較第一層的「羊牯」多 10倍以上， 

為到世界變化而作的預備，都會較為全面和準確。 

 

第三層，佔世上不足 1%人口，是負責幕後執行計劃的一群， 

他們既有的預知程度，差不多是 100%準確， 

他們就是現今世代中，掌握最多資訊的十王和資深忠良的 Fre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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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現今世上的一切資訊，原來都只是圍繞著這三種角色而出現。 

與第一層相關的資訊，常見於日常新聞中，是為了矇騙這 96%「羊牯」而提供的資訊。 

至於與第二層相關的資訊，則是過往「2012榮耀盼望」信息常常研究和提及， 

陰謀論者所發現的各種不尋常現象。 

而與第三層相關的資訊， 

就是十王和 Freemason這群執行者所留下的許多線索。 

 

然而，當上年 2015年，神藉著「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 

讓錫安教會首次知道第四層角色及資訊的存在。 

他們一直在時間以外，並擁有永生存在於人類歷史之中， 

於幕後推行「玫瑰園計劃」，與時並進地鋪設共同信息。 

他們的身份不單是知情者，更是整個計劃的推行和監管者， 

而且，推行者是完全隱形，世人根本不會知道他們的存在。 

 

錫安教會亦是透過「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 

發現他們刻意留下的線索和共同信息，才循序漸進的解謎方式， 

最終按著推行者的預定和預設，得知這群時間監管者的存在。 

亦因為研究他們，才發現錫安教會的身分， 

正是這群在人類歷史中隱形的推行者。 

 

 

只是，當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向外邦人分享第四層資訊時，也不能過於簡單和直接。 

因為對外邦人來說，「玫瑰園計劃」實在過於超乎現實，難以置信。 

情況就好像要說服他們，去相信世上有一群人， 

不單長生不老、永遠存活於歷史之中，甚至能夠全能地掌管歷史、 

全知地掌控時間，而這群人被統稱為「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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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真正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將「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與「923的共同信息」， 

在現實中的龐大基建、紀念文物、城市規劃及歷史埋下的共同信息， 

向他們一一展示，然後反問他們如何解釋？有誰能夠做到？ 

這種龐大的設謎和基建，對於天文、科學、幾何及歷史的發展等，擁有如此龐大的預知， 

難道是世上第一層角色的 96%「羊牯」可以做到嗎？ 

 

再者，部分基建更是由平民興建，他們根本不知道背後目的是什麼， 

只是如昔日的奴隸和工人一樣，負責建設而已！ 

那麼，背後的推行者會是第二層研究陰謀論的知識分子嗎？ 

 

事實上，他們只會從陰謀論角度思考， 

但這些基建與陰謀毫無關係，更遠遠超越他們的討論範圍。 

 

如此類推，背後的推行者，會是第三層的十王和 Freemason嗎？ 

沒錯，這些共同信息的建築確實是由他們斥資買地和興建， 

可惜的是，他們只擁有極之有限的預知， 

仍然不知道各種規劃和建設的目的何在。 

 

最終，從「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得知， 

其實只有第四層角色才是幕後推行者， 

就是神所認可的新婦級教會，才知道一切謎底。 

而一切共同信息，都是為了印證這群人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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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牧師，你曾談及，被提的小孩子是可以用鐵杖轄管列國的方式， 

是可以透過時空穿梭回到過去。 

但在千禧年當中，他們又是否算是在那裡與神一起用鐵杖轄管列國呢？ 

 

答：這是一個有關舊約的應許。 

 

 

 

千禧年是以色列人過去二千年， 

加上由摩西計起至於主耶穌的一千五百年，由主耶穌計起到現在的二千年。 

這三千五百年當中，以列人相信《聖經》應許彌賽亞，會和以色列人同掌王權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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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他們不斷相信的彌賽亞，那個，不是給教會的應許，讓教會在那裡掌管的， 

而鐵杖轄管列國的應許就是給教會的，所以兩者是不同的。 

 

並且，那一千年當中，基本上他們只是同掌王權，就不是用鐵杖轄管列國， 

因為到時候那一千年當中，全部人亦是信徒來的。 

 

 

 

並且那一千年裡面，他們亦沒有甚麼科技，基本上是農業社會。 

 

 

 

按《聖經》所說，就是他們要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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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不守住棚節，便沒有雨降在他們那裡。 

 

 

 

所以，他們一定不是以鐵杖轄管列國，那是在說神不降雨，只是審判他們的經濟， 

因此，那個不是教會做的，那個基本上是以色列人和主耶穌基督，在那一千年裡面， 

是屬於主耶穌和以色列人之間的應許，祂與以色列人同掌權， 

我們是新婦的話，可於另一個時空中穿梭，到另一個場景。 

 

於永恆裡，無論千禧年、七年大災難及過去的 12000年都是並存的， 

只不過如不同房間而已，時間對於我們來說，有先後的次序， 

但是，在永恆，其實只猶如不同的房間而已。 

 

 

 

所以我們只需走到另一個房間， 

於那裡開始去度過 12000年，享受人生，去理解很多事物， 

這成為了我們的獎賞，神並交給我們一些秘技（cheat）去重打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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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冒險遊戲開始時候，只給予遊戲者一把小刀和子彈槍，遊戲者需去執拾子彈打這個遊戲。 

當勝出後，遊戲會給予你一支迫擊炮及無限數目的子彈作獎勵， 

讓你可以重新再打一次這個遊戲， 

屆時，我們就如拿著迫擊炮，返回洪荒時代重新度過歷史。 

並且，我們並非帶著高科技那麼簡單， 

而是帶著最高領域的信心，就是移山信心的領域，去過那段時間， 

由運用移山的信心興建金字塔開始。 

 

因此，我們用鐵杖轄管列國就並不是那一千年， 

第一，那是給以色列的應許，並不是應許教會的。 

第二，那一千年，根本不需要用鐵杖轄管他們，因他們本身很乖巧，不叛逆， 

直至一千年之後，撒但再被釋放出來去迷惑他們， 

那班人才如海邊的沙那樣眾多，去圍攻耶路撒冷。 

 

 

 

千禧年最後數年時，主耶穌基督去審判他們，所以，並不是用鐵杖轄管列國的時間。 

 

「玫瑰園計劃」不單證明我們的重要性，更證明了佈下「玫瑰園計劃」者的身分。 

這就是我一邊研究，一邊可以百分百肯定的一個事實， 

就是他們佈下共同信息時，刻意留下很多蛛絲馬跡讓我知道佈下者的身分。 

所以，我才知道，他們於過去歷史當中，就是將來的我們， 

這亦是電影 Back to the future打從一開始根本就在講說這個信息。 

 

影片：佈下共同信息的掌管者與錫安教會溝通 

從「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46 

神啟示錫安教會，讓我們知道人類歷史中的種種共同信息， 

是幕後推動及監管者透過穿越時空，所佈下與我們溝通的資訊。 

 

與此同時，在解開共同信息與謎題的旅程中， 

幕後掌管者更讓錫安教會得知最終掌管者的身分， 

原來亦正正就是得著復活身體，能夠時空穿梭的新婦，即錫安教會。 

 

換言之，人類歷史中的種種共同信息， 

其實是來自這間教會得著穿越時空的能力後， 

於時間流以外，特意為自己製造的不同古文物、基建、紀念碑和建築物等， 

包括：新婦時空穿梭至 12000年前，於黑門山降下，亦同時期建造 Giza金字塔， 

為 6000年後才被創造的人類預先留下文明資訊。 

 

所以，大家終於理解 2700多年前，《以賽亞書‧19章 19至 20節》所說的預言， 

 

以賽亞書 19章 19-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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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 Giza）上必有為耶和華立

的一根柱。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據。」 

 

誠如過往在「時間秘密」及「天馬座行動」信息裡面， 

日華牧師經已分享過，埃及 Giza金字塔其實在先知以賽亞的時代是還未建成的， 

是完結了人類歷史之後，神藉著得著復活身體，時空穿梭的新婦， 

返回歷史裡面，才補建成 Giza金字塔，成為共同信息，為神作記號和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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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700多年前，先知以賽亞在此清楚預言：「當那日」，這是一個預言， 

在當時代是未曾發生，是未曾建成 Giza金字塔的， 

所以，原來按著常理，2700多年前，先知以賽亞的時代， 

Giza金字塔豈不是應該建成有 10000年嗎？ 

 

 

 

但是，正如過往「時間秘密」及「天馬座行動」信息所分享， 

其實在先知以賽亞的時代，Giza金字塔，其實是還未建造，一直要等人類歷史之後， 

「當那日」，神藉著新婦返回歷史，鋪設這些建設和古文物， 

因此，《以賽亞書‧19章 19至 20節》明證了：新婦能夠時空穿梭的秘密。 

 

甚至，近千百年的歷史演進，法國巴黎的命名和規劃； 

400多年前，五月花號到美國，成就美國立國和城市的規劃； 

百多年來，香港被孕育成為新婦級錫安教會的誕生舞台， 

歷史畫布上的種種蹤跡和建設，都是為了紀念錫安教會的成功，最終成為新婦。 

同時亦藉此與不同時空中，與時並進及處身時間流之內的我們溝通， 

讓我們從解謎得知自己錫安教會於永恆的身分。 

 

原理就好像現今的我們，正是處身生存在 2D平面的「大圖畫（Big picture）」的世界裡面， 

是「大圖畫」裡的一個部分，至於，得著復活身體，時空穿梭的新婦， 

正是一個處身時間流以外的畫家，成為歷史背後的掌管者，將一個接一個複雜的訊息， 

按著時間性的預知，分散隱藏在一幅「大圖畫」的不同位置。 

 

由於新婦成為歷史背後的掌管者，處身於時間流以外， 

所以能夠按著預知，準確地在大圖畫上作出驚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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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仍然處身時間流的我們，在這片 2D平面的「大圖畫」上， 

依循已經編排了的歷史，只要注視「大圖畫」裡一片特定位置時， 

便會察覺其他零散訊息的存在，展開一個又一個的解謎， 

 

繼而，由於這位處身歷史背後的畫家，按著對於時間的預知， 

早已在「大圖畫」上，鋪設了一個接一個，與時並進的線索， 

從而，讓我們錫安教會被引導去發掘其他位置所隱藏的線索， 

一步接一步，接著這位畫家的預定和預謀， 

逐漸組合出整全訊息，成功解謎， 

發現錫安教會就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是 Alef Tav的真命天子。 

 

就是，於解謎過程中，畫家彷彿在這片「大圖畫」上， 

持續不斷、與時並進地與我們對話，在傳遞特定訊息的同時， 

最終亦讓我們知道畫家的身分，原來就是自己。 

 

確實，「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 

這幅 2D的「大圖畫」，其實就是整個 3D世界的歷史， 

於過往 12000年歷史過程中，逐一佈下的種種共同信息， 

也是為了讓錫安教會知道自己的身分，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問題五：日華牧師，你剛剛提到我們去到興建金字塔時代，但其實在《聖經》中也說過，我們是與 

神同創的，其實應該是去到更早的時段，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些時空、時間上的分別呢？ 

 

答：是的。我們會否去到 164億年前，去到這麼久遠，與神同創呢？ 

其實，很大機會是的。但現時，全部按我推理給你知道的事情， 

就是，沒有任何事情是猜出來，全都有事實去證明的。 

 

所以，沒有證據證明我們是去到 164億年前， 

但去到一萬二千年前興建 Giza金字塔的時代，就是鐵一般的證據， 

因為它已經是世界七大奇蹟之一了。 

它是真實存在的，它的數值和每一樣東西，你也根本無法爭論， 

並且，它跟聖殿的關係也無法推翻的，對嗎？ 

它在《聖經》當中的價值真是很瘋狂。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49 

 

 

所以，我現在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是一個事實，至少是從一萬二千年前開始。 

但是在一萬二千年前，那時候，其實是需要我們去做一些事情，直至現在這一刻， 

即是說，神是把這個權利交給我們去做， 

若果你那時候在歷史中未能完成的話，你可以重新載入遊戲， 

重新再來，因為我們在那時可以穿越時空。 

問題是有足夠證據證明我們在一萬二千年前開始做這個工作、新婦的工作。 

 

 

 

但是再前些的時段，其實都不需要我們去做的，很多時候，我們只是旁觀而已。 

或許，在將來，我會知道更多的事情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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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整個「玫瑰園計劃」其實是推進讓我們知道這個事實， 

共同信息一直留下來的線索，最大的題目， 

就是我們是回到過去，去留下這個共同信息的那群人，就是這樣了， 

並且，我們是活在人類歷史當中的。 

 

十王不是藉著聖靈感動可以做到這樣的級數， 

如我所說，如果十王是藉著聖靈感動而可以做到這樣的工作， 

豈不是比《聖經》中任何一個先知加起來還要厲害嗎？對嗎？ 

因此，那是不可能的。 

 

假如有任何一位到達這種級數，必然會洩漏風聲， 

並且，他們應該已經活了超過一萬二千年， 

除非他們根本不是活在人類歷史中的一群人， 

他們不是存活在這裡數十年便死去，他們是「永生」在其中。 

 

他們是與歷史並進，並且，不是活在人類歷史的其中一員， 

只是「永生」在這裡。故此，歷史中並沒有記載他們，也不會洩漏風聲， 

因為，他們不屬於歷史的一部分，可是，他們卻是推動歷史，這就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否則，沒可能有這樣的人強馬壯能夠建造出眾多的建設，大費周章，橫跨多個時間流， 

這並非區區以一人的能力便可以做得到。 

 

 

 

他們的預知程度、能力程度、龐大程度、長壽程度、細緻程度，也非人類所能想像， 

最瘋狂的是，他們帶出的信息，並非某人的一生，或是某一個國家，而是一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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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六：日華牧師，你在當中提及的細緻程度和仔細程度，這群人用鐵杖轄管，不單是指控制國權 

的更替，甚至是很細緻地作出鋪排，這是透過「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的，包括一齣電影的 Script

（劇本），那麼，這群人如何做到能那麼細緻地去掌控？  

 

答：我相信，現時我們所看見的所有印證，都是和與神同工有關， 

他們在掌管整個人類的歷史下，與神同工。 

 

 

 

人們可以說，Giza金字塔是人類所造，但卻不能說黑門山是由人類建築而成， 

因此，我覺得，我們所看見的劇本，有超過一半以上都是由神提供靈感，只有少部分是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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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當時的人會認為，並不是這樣， 

他們可能會說：「我沒有這樣想，也沒有人指示我，那你怎能說是有人叫我這樣做呢？」 

因此，我們所見的，大部分如街道建設等，都非常驚人的與信息吻合， 

而於街道建設中，我們亦找到 Freemason的蹤影， 

所以，這絕不可能是普羅大眾受聖靈感動得著的靈感。 

 

當編劇的便會知道，靈感是不期然下出現，是不經意的。 

舉例：會否是 Freemason控制「V領袖」拍攝「九月和弦」和「23英里外的貝殼」？ 

答案絕對不是，然而，這兩齣電影卻一同公開而產生 923共同信息。 

若你問他，他便會告訴你，這只是按感動而行。 

 

影片：靈感與持續出現共同信息的分別  

從「2012榮耀盼望」及「天馬座行動」信息分享至今， 

我們能夠發現共同信息有以下兩種不同模式︰ 

 

第一種，部分製造共同信息的人只是偶發性， 

出現共同信息的頻密度亦只是一次起兩次止，是神以超然的掌管，啟發他們的靈感， 

從而在不經意及毫不知情下，成就了神的美意，為歷史鋪設了共同信息。 

因此，於靈感層面上留下共同信息的人，不一定是知情人士，極其量也只是有限度認知。 

 

這類從靈感得來的共同信息，常見於荷李活的歌曲、電影、動畫及漫畫作品中， 

原因是神和背後推行的新婦，只需簡單地藉著靈感， 

就能推動一些作曲家、編劇、小說家，透過劇情需要的手法，合情合理地製作出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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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部分預告「911事件」發生的共同信息，可說就是這種模式，是偶發和單一性。 

就如電影《未來戰士》於橋上的預告一般，是簡單且短暫， 

所隱藏的信息也只是這裡一點、那裡一點。 

 

 

 

正如舊約約瑟時代的埃及法老王和但以理時代的尼布甲尼撒王， 

都是以非以色列人的身分，透過神給予的異夢和異象，獲得關於未來的資訊和謎題。 

及至神所認可及受膏的約瑟和但以理出現，謎題才被解通，成為神對世人的旨意和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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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早前主日信息提及， 

早於 2007年錫安教會同期所拍攝的兩齣感人電影《九月和弦》、《23英里外的貝殼》， 

當時，教會都是以毫不知情底下，按著神的感動和帶領而命名，竟然卻正好隱藏了 923的共同信息！ 

又或者近幾年錫安教會所拍攝三齣感人電影，如 2010年拍攝的《瑪雅怨曲》， 

2012年拍攝的《神州 12號第一集》，與及《她和她的大大隻天使》，  

同樣，當時，教會都是以毫不知情底下，按著神的感動， 

竟然選擇了隱藏「伯利恆之星」共同信息的元朗公園，進行上述三齣感人電影拍攝的場地， 

 

 

 

所以，從靈感得來的共同信息，不一定需要信主或成為知情的一群， 

相反，神往往也刻意使他們成為不知情的一群。 

 

至於第二種，持續性製造共同信息的人， 

甚至是世世代代、薪火相傳，從千百年來一直按著預知，持續至今、與時並進， 

為到歷史的演進和劇情，悉心留下共同信息。 

 

這些奉命的執行者，必定是知情人士， 

甚至是直接由時間流以外的新婦告知，成為知情的一群，知道整個計劃的大部分， 

如過往主日信息曾介紹的十王和小部分 Freemason等， 

以協助及配合歷史的走向，執行出種種共同信息。 

 

這類型的共同信息，常見於「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如過百年的規劃、興建及改造一個國家及城巿， 

即主日信息曾分享的美國、法國和香港當中，極之龐大的規劃及建設等。 

甚至，十王和 Freemason能夠完全按著星宿、神話的記憶鉤，一式一樣地鋪設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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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這類由知情的十王所放下的共同信息， 

並非如上述從靈感層面留下共同信息的人一般，是有利可圖。 

以有利可圖，從這些靈感拍攝電影中賺取票房收益，名利雙收， 

從靈感以寫作小說和漫畫賺取金錢和版稅等。 

相反，他們所鋪設的絕大部分共同信息， 

都不是以利益為著眼點而執行，完全是超越宗教和理性的行為及舉動。 

 

正如踏入 2015年，神啟示的「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 

這些共同信息的模式，都不是單一或獨立存在的事件， 

而是轉變成第二種模式，以整個城巿的規劃、整個區域的組合， 

如過往主日信息曾分析巴黎三個歷史建設的凱旋門、 

香港的梳士巴利道、半島酒店、九龍公園、高鐵站、圓方、三個凱旋門、元朗公園等， 

多個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同樣是 4794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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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按著伯利恆之星和耶路撒冷牛腿規劃建造的天水圍， 

以及對應耶路撒冷聖殿位置，錫安教會稱為新聖殿的盛力工業中心。 

全部都是以極龐大的規模，橫跨不同時代，一致性、且貫徹始終地鋪設的共同信息。 

 

 

 

所以，我們必須理解，這些規劃出整個天水圍的幕後策劃者，當他進行了如此龐大建設的同時， 

他們是確實知道「伯利恆之星」、耶路撒冷是牛腿的形狀，而且對應天水圍牛腿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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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們亦知道「伯利恆之星」橡樹島的秘密， 

島上的「金錢坑」（Money Pit）就是代表一個寶藏， 

與及這個「金錢坑」是呈四方形的形狀，甚至，當對應橡樹島同一個位置， 

他們刻意將天水圍嘉湖山莊的五，六，七期，規劃組成與「金錢坑」一樣四方形的形狀。 

 

 

 

當世上未有 Google Earth及「拉線教導」之前， 

他們已經知道盛力工業中心與耶路撒冷聖殿的距離正好就是 4794英里， 

甚至，他們更能夠準確預知： 

1996年日華牧師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將會逐步搬進天水圍這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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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錫安教會將會遭業主逼遷，因而將稱為聖殿的全職辦公的地方，轉往盛力工業中心， 

 

當上述各種極之龐大的規劃、指定的地點和時間都必須要並存，所有共同信息才可以成立， 

換句話說，若然幕後策劃者進行了各種規劃及建設， 

他們若不是具備驚人準確的預知，知道錫安教會將會入住及使用這些地方， 

就算他們大費周章規劃妥當了，一切都仍然變得沒有意義， 

從此可見，幕後策劃者的超然性！ 

 

又例如： 

從「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神更讓我們看見， 

整個歷史背後的策劃者，以古文物、地標性建築物、城市、街道， 

配合歷史大事、五月花號、世界大戰、 

美國立國 210年後，國會一致通過讓玫瑰成為國花， 

再吻合電影場景、故事、動畫卡通的脈絡。 

 

以四方八面的眾多資訊，整合成一致性的共同信息， 

展示及表達幕後策劃者的超然掌管能力，從而讓人知道他們是處身時間以外， 

他們的身分正是成為新婦，擁有時空穿梭能力的錫安教會。 

 

在此，我們又試舉一個例子， 

再一次明證幕後策劃者超然的掌管能力，以及他們對錫安教會有著與時並進的認知。 

 

於 2015年「天馬座行動」信息，藉著神啟示有關天上星圖的理解， 

讓我們認知過往「食日教導」中，官方唯一推介同樣拉線得出 4794英里的地點，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人工建成的黃金海岸沙灘。 

它對應著天上的天馬座，因為黃金海岸的兩側，一邊的盡頭擺放著海豚座雕塑， 

另一邊毗鄰的加多利灣，則配合著擺放海怪座雕塑， 

構成了天上天馬座、海豚座和海怪座，這一幅帶著共同信息的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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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大家可以清楚看見，加多利灣所擺放的海怪座雕塑， 

前面已經有詳盡文字，寫明這是鯨魚座雕塑，即天上的海怪座。 

 

 

 

而且，這個海怪座雕塑因擺動尾巴、抬起頭的形態， 

亦完全吻合天上海怪座因擺動尾巴的形象，可說是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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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 

同樣是 4794英里的黃金海岸，就是對應天上的天馬座。 

 

不單如此，及至今年 2月 4日，有新聞報道， 

位於珠海長隆，近年隆重開業的海洋王國，奪得中國最大主題公園的王座， 

短短一年間客量突破 1800萬，遠遠超越香港海洋公園的 780萬人次。 

 

 

 

珠海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旗下包括橫琴灣酒店、國際馬戲城和長隆海洋王國， 

其中長隆海洋王國的主題公園佔地 132公頃，首期斥資 200億人民幣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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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五項健力士世界紀錄，整合各種珍稀海洋動物、 

頂級遊樂設備和新奇的大型演藝表演， 

是國內現時最新的人氣度假地點，亦是全亞洲最大的海洋公園。 

 

然而，當時日華牧師發現， 

這個榮登中國最大主題公園王座的長隆海洋王國， 

其地標性擺設，竟然就是一頭擺動尾巴、抬起頭，形狀似海怪座的巨型鯨鯊建築。 

確實，這因擺動而微捲尾巴的形態，與加多利灣的海怪座雕塑完全一模一樣。 

 

 

 

因此，日華牧師當時就隨即與資料員討論， 

若然按著天上天馬座、海豚座及海怪座星圖對應地點的原理， 

香港既然是天馬座，旁邊必然會出現海怪座的地標， 

故此，我們可以看見毗鄰香港的珠海，就被刻意規劃了這一個海洋王國， 

擺放與海怪座一模一樣的地標。 

同一原理，毗鄰香港另一邊的大亞灣地區，亦必然會有對應海豚座的地方， 

無獨有偶，於 Google搜尋後，隨即亦發現大亞灣地區，有一處地方正正稱為海豚灣度假村。 

完全吻合日華牧師關於天上星圖對應地上地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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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珠海海洋王國度假區和海豚灣度假村這兩處地方的規劃， 

竟驚人地吻合天馬座星圖，可見，歷史背後確實存在知情的掌管者， 

並且按著種種共同信息，進行龐大的規劃和建設。 

 

事實上，當我們走進珠海海洋王國度假區，會發現更多驚人的共同信息， 

其中之一，是 2015年 2月 19日，大年初一才啟用的長隆馬戲酒店（Chimelong Circus Hotel） 。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63 

 

 

首先，馬戲酒店其實是以大家耳熟能詳，與「天馬座行動」信息息息相關的飛馬作標記， 

 

 

 

大堂擺放了代表《啟示錄》四馬的雕塑，中間則擺放了金色獅子，既代表獅子座、雄獅凱旋門， 

亦代表半人半獅子、伯利恆之星和火星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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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處更有代表修殿節九臂燈台的九支燈柱。 

 

 

 

而且每一盞燈後，都有一隻代表「玫瑰之眼」的眼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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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所酒店的房間及地面都充滿眼睛的圖案， 

甚至，有一個彩虹顏色的拱門橫跨整個酒店大堂， 

而日華牧師年幼時所居住的屋邨，正是彩虹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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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旁邊更設有兒童遊玩區域，放置了代表榮耀列車的大型玩具火車。 

 

 

 

不單如此，酒店外面還有三個特色建築。 

 

一、酒店外面有一個代表時間錦囊 ── 時間之蛋的圓形建築物。 

 

https://pix6.agoda.net/hotelimages/850/850430/850430_15072110120032660360.jpg?s=800x600&ar=4x3
https://pix6.agoda.net/hotelimages/850/850430/850430_15072110120032660360.jpg?s=800x600&ar=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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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酒店周圍有大量拱門設計，拱門就是代表弧度，亦代表約櫃， 

弧度 33.33度即是 2012海里，即「2012榮耀盼望」信息。 

 

 

 

三、酒店外設置了一個噴水池，兩旁分別擺放了兩隻有翅膀，正在飛翔的天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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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這是一個典型的共同信息大集匯， 

明證於歷史和時間背後，一直存有幕後策劃者， 

按著種種共同信息在全世界進行規劃和建造，顯示神在時間中的超然掌管。  

 

 

 

所以，典型例子，就如編劇般，他們或許不是特別地聽到神的聲音， 

而且不是按計劃行事，也不是預謀， 

於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得到一個靈感，那結果便產生了，許多情況亦然。 

 

只是，若那涉及 Freemason所興建的建築，這便不會源於靈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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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端始於靈感？原子彈的投放也是始於靈感？ 

這樣，你的靈感還真豐富呢！因此，這絕不可能是源於靈感，這明顯是源於一群人的規劃。 

 

於歸納時，我已將其仔細分類，為別人提問作好充足預備， 

因此，這並不僅是只涉及一群人的「獨腳戲」， 

而是與神於歷史中一起同工，才得以如此天衣無縫，又使人心驚膽顫。 

因為，當你越發查考，便會越發現神就於其中，更會發現我們的位份是如此緊要， 

這些都是神十分仔細地安排，仔細程度，乃用以掌管萬有的方式聯合所作， 

有人為的部分，也有神帶領，藉感動讓事情發生。 

 

就如我們曾提及有關這個天馬座行動，提及許多資料的時候， 

發現許多漫畫和卡通，甚至是最有代表性的卡通，都提及這個共同信息， 

我們當時已經分享到，例如：《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卡通， 

甚至最厲害的就是《小飛俠》，裡面的博士更名為「天馬博士」， 

這是否太誇張了？真的需要如此明顯嗎？ 

所隱藏的共同信息，就達到這種程度。 

 

例如︰《閃電俠》（The Flash），提及關於 CERN和時空穿梭， 

但裡面忠良的一個博士，就名為Martin Stein，即是「天馬」和「Stein」， 

這樣是否太誇張呢？真的需要如此明顯嗎？同樣都是提及時空穿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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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電俠》的原作者於 88歲離世，故事第 88集就是講及時空穿梭。 

你會發現，部分真是來自靈感，但部分就是來自這些真的知情人士， 

因為整個設定和所有資料，都很濃縮地放在一個故事中， 

所以你知道他們是知情，是有人控制的。 

 

而偶然的故事，例如寫了一個劇本（script），突然將 923放進去，這樣就另作別論。 

但你試想像？全世界有多少事件，足夠我們每星期，可以很豐富地分享到現在？ 

你就能夠理解，這個世界的過去，為了我們這套信息而做了多少事情？ 

這裡又是多少套戲？多少年的事情？只是我們一篇的信息， 

已分享了別人用半世紀，所有電影拍攝當中的共同信息。 

這些如此細碎的事情，許多時都是靈感， 

但關於基建、規劃和尺寸等等，就是知情人士所建做的， 

因為裡面不是一個靈感就可以能夠做到，而是要堅持不可以放棄， 

也不可以讓別人搶奪了指定的位置， 

並且要動用許多金錢、人力和物力， 

建成後不單尺寸要準確，名字也必須正確， 

實在不可能是出自靈感，而是有一個掌管者，刻意掌管至這程度。 

 

影片：923共同信息總結與跟錫安教會有關的驚人印證 

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分享最後一篇有關數字 923的共同信息。 

 

在此，首先再補充兩點有關 923共同信息的印證。 

第一，今年 2016年 4月 15日至 16日， 

香港傳媒大肆報道一齣於 1996年 4月 15日開始播放的日劇《悠長假期》的二十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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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該劇其中一個最常見的場景，就是男女主角所住的公寓天台， 

那裡有一個代表假期的大廣告牌。上面就有一組數字寫著「193.25」， 

正好隱藏了 15、9和 23，即 2015年 9月 23日的所有數字。 

 

 

 

第二，早前的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曾為大家分享天水圍嘉湖山莊的所在位置， 

就是對比聖城耶路撒冷的錫安城。 

而嘉湖山莊的五、六、七期和七期會所，就是對比橡樹島的金錢坑Money Pit。 

 

 

 

但是，原來嘉湖山莊七期的會所大堂內，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72 

掛有一張由現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親筆所寫的字題， 

而字題的日期就是「2012年 9月 23日」， 

不單隱藏了 923，亦隱藏了代表「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 2012年。 

 

 

日華牧師之前已經多次藉精華短片（VO）， 

分享隱藏在電影、電視劇、音樂MV、新聞和其他媒體， 

有關數字 923或 239的共同信息。 

 

原來數字 923就是代表 2015年 9月 23日，當日除了是以色列年曆 5776年的贖罪日， 

亦是以色列重奪耶路撒冷後，首次第 50年禧年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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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代表基督新婦信仰巔峰的黑門山， 

其高度為 9230英尺，闊度則是 15英里，正好對比 2015年 9月 23日。 

 

 

 

日華牧師亦曾分享過，《啟示錄》十二章所記載， 

那懷孕的婦人，誕下一個將會被提和用鐵杖轄管列國的男孩子。 

 

 

 

原來一個婦人懷孕的日數就是 266日，然而，假如不是潤年的話， 

一年的第 266日就會是 9月 23日，關於這一點，相信大家都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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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會否記起，錫安教會很多第一次， 

例如︰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的十日聚會第一日、 

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屯門聖殿開放日的第一日， 

聖殿後來曾一度搬往拉線 4794英里的盛力工業中心， 

甚至第一次說的聚會，是哪一天呢？ 

如果大家記性好的話，就會記得以上都是發生在 4月 10日。 

 

 

 

1998年的 4月 10日，亦是日華牧師分享《加拉太書》時間的膚淺的日子， 

剛巧蘋果公司推出與時間有關的 Apple Watch，亦是 2015年的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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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4月 10日又是甚麼日子，為何神會於這一天，帶領錫安教會發生如此多大事件呢？ 

4月 10日這日期，到底隱藏了甚麼秘密，是與錫安教會的身分有關呢？ 

原來，當你去數算一年的第 266日，是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是由年頭一月一日開始， 

假如不是潤年的話，第 266日就會是 9月 23日，這就是 923所隱藏的意思之一。 

但是，每一年都有另一個 923的日子，你猜是哪一天呢？ 

 

沒錯！原來每年的 4月 10日，就是一年中，以第二種方法， 

即是將 12月 31日當作第一天，從年尾開始計算，倒數的第 266日，就是 4月 10日了！ 

 

 

 

並且因為是倒數，即使因為遇上潤年而令二月多出一日，也不會影響這一個倒數 266日的數算！ 

所以，923的真正意思，就是一群被神揀選的新婦， 

到了 2015年的 9月 23日，就正式進到信仰巔峰，預備好隨時被提。 

 

此外，原來香港、台灣和海外華人社區的基督徒， 

一直最常使用的中文和合本《聖經》的 923頁，正是《耶利米書‧30至 31章》， 

內容就是提及神會再一次使祂的兒女回到神面前，並且掌權者會從神的家中出現， 

這豈不就是《啟示錄‧12章》所記載，擁有鐵杖的男孩子？ 

 

耶利米書 30章 20-21節： 

「他們的兒女要如往日；他們的會眾堅立在我面前；凡欺壓他們的，我必刑罰他。 

他們的君王必是屬乎他們的；掌權的必從他們中間而出。」 

 

裡面亦提到神審判惡人的暴風會發出，當到了末後日子，神的兒女必定會明白這意思， 

然而，暴風正好對應日華牧師的名字Wind，而末後日子神的兒女必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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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好對應「2012榮耀盼望」信息，是一套於現今末後日子使人明白神審判的信息。 

 

 

耶利米書 30章 23-24節： 

「看哪，耶和華的忿怒好像暴風已經發出；是掃滅的暴風，必轉到惡人的頭上。 

耶和華的烈怒必不轉消，直到他心中所擬定的成就了；末後的日子你們要明白。」 

 

原來香港的電視劇同樣隱藏了有關 4月 10日， 

這一個代表 266，亦代表 923的共同信息， 

因為香港無綫電視翡翠台在今年 2016年 4月 10日， 

正播出了一齣關於時空穿梭的電視劇《EU超時任務》的連續劇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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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兩點非常特別： 

一、該劇共有二十集， 

由 2016年 3月 21日開始播放，但由於 4月 3日曾停播一次， 

才導致該劇的大結局被安排在 4月 10日，這一個與錫安教會、266和 923息息相關的日期。 

 

 

 

二、該劇的外景是香港元朗下白泥村拍攝， 

但下白泥就是日華牧師其中一個曾用作「看太陽為食物」的看日落地點。 

 

 

 

在此，再分享兩件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並隱藏了數字 923共同信息的事件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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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剛過去的 2016年 4月 19日，就是日華牧師的太太， 

即錫安教會師母玉珍策略家的 54歲生日正日。 

 

當天晚上，某教會全職發現， 

原來將玉珍師母今年生日日期，即是 2016年 4月 19日的所有數字相加， 

即 2+0+1+6+4+1+9，就等如 23，再加上她今年的歲數 54，即 5+4等如 9。 

所以，玉珍師母今年生日的歲數和日期，正好隱藏了數字 923！ 

 

當提到玉珍師母的生日和 923的驚人印證，有三點絕不可能的巧合更是不得不提。 

 

第一，神為了製造這一個 923的印證， 

原來連師母出生的年月日也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所命定。 

 

第二，今年玉珍師母的生日，就是 2016年 4月 19日星期二， 

而今天大家收看這「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 

就是日華牧師於當晚凌晨 12點與 2012小組進行較對。 

「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的校對， 

正好與師母今年 923生日的同一天內進行。 

 

事實上，過去幾年間，日華牧師與 2012小組都一直是星期二晚上凌晨校對主日信息， 

所以，今次的巧合，並不是人為刻意做成。 

 

第三，日華牧師在當日校對「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前， 

送了一張手繪 923朵玫瑰花的生日咭， 

以及真玫瑰花所組成的數字 923，送給玉珍師母作生日禮物。 

但當時日華牧師和師母，都未知道師母生日當天的所有數字相加，就是 923！ 

甚至連製作這生日禮物的肢體亦不知道師母生日與數字 923有關，明顯這是神超自然的印證！ 

 

另一方面，當年因為 2011年 3月 11日發生了日本 9級大地震，引發大海嘯和福島核災， 

再加上當年彗星 Elenin接近地球，而每次彗星 Elenin與地球和太陽連珠， 

都會恰巧地發生大地震，引致不少人命傷亡。 

 



20160501   www.ziondaily.com 
 

 
 79 

 

 

有趣地，彗星 Elenin的名字，意思就是「日華」， 

近日點正是 9月 11日，而最光的日期就是日華牧師的生日 9月 1日。 

當時 Elenin與地球和太陽再次連珠的日期，就是 2011年 9月 27日， 

這一連串不可能的超然印證，令日華牧師當年作出前所未有的決定， 

就是呼籲全教會一同北上預備可能發生的災難。 

 

 

 

然而，當時並沒有如同之前所估計般，發生大災難， 

其後，日華牧師常常都會用「美麗的誤會」去對比這一次和往後的北上演習，  

讓這些行動成為我們一個信心功課和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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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又會否記起，日華牧師建議大家何時正式動身北上呢？ 

究竟這一次「美麗的回憶」和「美麗的誤會」，有多美麗呢？ 

會否只是自我安慰呢？抑或是一次神所印證，史無前例般最美麗的信心行動呢？ 

謎底終於在 4年半後的今天打開！ 

如果大家記性好，便記起這日正是「9月 23日」，大家沒有聽錯， 

當日大部分弟兄姊妹浩浩蕩蕩坐飛機或火車起行北上的日期，就是 9月 23日！ 

隱藏了日期和數字 923！ 

 

並且在 2011年 9月 23日的五天前，9月 18日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藉精華短片「切實執行回顧」， 

指出教會建議全教會於 9月 23日至 10月 1日期間到中國國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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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篇主日的文字筆記和聲音MP3版本，並精華短片「切實執行回顧」， 

正是 2011年 9月 23日上載到《錫安日報》和 YouTube！ 

現在讓我們重溫當中提及 923的內容。 

 

主日信息內容： 

日華牧師在「2012 榮耀盼望 71篇之全職講座」， 

開始分享這顆彗星 ELENIN的資料，以及有機會引發的種種危機！ 

隨即，因著這信息，全教會上下一心「切實執行」作出各樣預備！ 

購置救生用品……往全港多座高山演習……高山演習……往東莞各個集合地點…… 

甚至，在 8月 15日，另一顆彗星 HONDA接近地球而採取北上國內實習。 

直至今個月 9月 23日至 10月 1日，全教會的國內大旅行。 

眾多弟兄姊妹，不單只是聽道，並且是「切實執行」作出籌備和相應行動。 

 

事件所隱藏的 923共同信息，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而 2012小組北上的日期是 9月 22日傍晚， 

大約下午 5時到達深圳機場，乘搭晚上約 9時 30分的航班。 

當飛機到達西安咸陽機場，時間剛過了晚上 12時， 

正是 2011年 9月 23日的零時 17分左右降落，又是 923！  

 

 

 

但大家不要忘記，日華牧師和資料員再過了整整三年半後，才接觸到有關 923的信息， 

並且整整四年後的 2015年 9月才正式詳細查看有關 923的資訊。 

而且，當時 2012小組到達西安機場後，其實沒有在西安住宿， 

而是立即再乘坐約 3小時車程到國內另一個城市「寶雞」， 

然而，「寶雞」的意思就是鳳凰，正好對比從死裡復活和被提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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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2小組一行人入住的酒店就是「溫格華酒店」（Vancouver Hotel）， 

意思竟然與日華牧師在加拿大留學時的城市溫哥華相同！ 

錫安教會首次全教會北上大旅行，作災難逃生演習的日期，正好一日也沒有多， 

一日也沒有少，由 2011年的 9月 23日開始！ 

 

然而數字 923的意思，就是黑門山所代表的信仰巔峰， 

而當時 2011年 9月 23日開始的北上大旅行，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發生了日本 311的大海嘯，所以，牧師提議大家到國內， 

距離海岸線 200英里的內陸和最少海拔一公里高的山上避災。 

 

日華牧師和一些全職，就到了中國陝西省最高的山 ── 太白山旅行， 

其他弟兄姊妹則大部分都到了中國國內不同高地， 

而不能隨行北上，留在香港的弟兄姊妹，都到了香港的大帽山。 

 

 

 

事實上，這正好對比以色列人登上以色列最高的山黑門山上，就是信仰的巔峰！ 

明顯是神一個奇妙並一日也沒有偏差的帶領。 

如今，我們就知道為何當時神用一顆名為 Elenin，意思是「日華」的彗星， 

並且是在日華牧師生日當天的 9月 1日，成為 Elenin最光的日期， 

原來就是為了帶領日華牧師在 2011年 9月 23日與全教會一同北上， 

因為這就是一份當年神所送最佳的生日禮物，成為最美麗的回憶！ 

 

所以，到了今篇「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 

神亦相繼印證日華牧師和玉珍師母的生日日期，原來都隱藏了 923的共同信息。 

而每一位當年有份參與教會大旅行或是上山演習的弟兄姊妹，都一同成就了這一個 923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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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23日的一次全錫安教會的北上大旅行， 

現已證明是一次絕對超然，是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如果有人還對此作出攻擊或因此而跌倒，他們的結局就一定是被神永恆審判、下到地獄！ 

 

當年大旅行後，教會還特意用各家聚旅途拍攝的照片， 

製作了MV「九月和弦（吹角節版）」，讓大家回憶每一個珍貴時刻。 

或許大家亦已經發現，《九月和弦》正好是錫安教會另一齣隱藏了 923共同信息名字的電影。 

相信，現在正是時候，翻開當天出發和旅程中歷史性一刻的照片和影片， 

回味神對我們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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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這一個「美麗的誤會」，卻好像我們在永恆所看見的一樣， 

成了一個美麗，且單單屬於我們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的回憶！ 

其他人沒有，因為他們並沒有這個資格！ 

我們在坐當中有機會回顧並欣賞這一個MV「九月和弦」的肢體， 

只有我們才明白，這是要為神付上多大的信心，才能有這一種美麗的誤會和回憶。 

但是，今天神就用這一次大旅行，印證我們就是 923信仰巔峰所代表的真意！ 

 

問題七︰日華牧師，當回顧以往我們分享的許多信息，都提及一些古文明，如瑪雅年曆，或是裡面

提到瑪雅人，是由於墮落天使告訴他們 164億年的歷史，或是提及五個太陽紀。其實，我們會不會

參與在其中呢？ 

 

答：應該說，在每一個太陽紀，我們都有份，由那時起，我們已經全部掌管。 

 

 

 

舉例：你喜不喜歡養寵物？12000年前，我們是養上百萬隻寵物，可能我是負責養蜥蜴人。 

所以說回來，蜥蜴人應該是我的罪過。所以，在那麼多的太陽紀中，應該全是由我們去掌管的， 

然後就會重複毁滅、掌管；毁滅、掌管……因為就是要留下眾多的線索。 

 

早年，在我研究創造論的時候，我也感到奇怪，為何人類歷史只有六千年？ 

但是在六千年以前，卻有眾多文物留傳後世呢？那時的我，只能用信心相信。 

但時至今日，我知道那些文物是用來印證，在人類歷史結束時的一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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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我們分享了這麼長時間，當中有多少文物是在述説 2012？ 

星圖、伯利恆之星、全部都在「2012信息」的範圍裡， 

然後主角中的主角，就是尼羅河左方的 50座金字塔，它們所指向的，正是我們。 

 

 

 

所以，那些古文物是由誰興建呢？ 

眾多的古文物，為的，只是成為我們信息的一部分而已。 

 

每一個太陽紀，我們都留下了很多古文物， 

以前是無法解通的。而我們在留下這些文物時，做了兩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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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讓它們在最後成為我們的信息； 

第二，就是讓它們成為一個考驗。 

 

就像在我預備的時候，我越是查考得多，我越要用信心去相信， 

但是，我發現，很多所謂的考古學家、歷史學家， 

在查考一段時間後，卻變成了不信，更成為了非基督徒、不相信有神。 

 

但我們要用信心去回應全部所有古文物，所以我們便配得在今天，分享這篇信息， 

最後，神亦讓我們回到過去，建設所有的古文物， 

所以，這些古文物，應該是我們建造的。 

如我所說，世上最龐大的古文物，哪一個不是印證更「2012信息」的？ 

它們全部都是為了「2012信息」而建造的。 

 

第二章：總結感言 

好，到了感言部分，我們剛才看見一個事實。 

 

現時已分享最後一篇「923的共同信息」，當我們分析「923的共同信息」、 

「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等信息， 

與之前「911事件」級數的印證，肯定是不同等級（Grade）。 

 

「911事件」尚且能說是靈感或找不出證據， 

或許那些證據是很零星、這裡一點，哪裡一點，很多疑點， 

但當慢慢再追查下去，亦發現每一點也能夠查出，背後真的存在一位「幕後黑手」。 

 

直至「923的共同信息」、「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的信息時， 

假如之前是靈感，那麼，現時所見的印證級數，完全是企業式， 

因為，當你看見背後策劃者所做，是一件又一件整體地去記載一個信息， 

你會知道，這種記載信息的方式，一定絕非偶然、靈感。 

 

事實上，我們從這人留下來的蛛絲馬跡， 

就能夠知道這人的身分，至少也會知道他能夠做到什麼。 

例如，我們未必能夠親眼看見地震，但卻能夠看見地震的後果和痕跡。 

 

現時，我們所見，當進到「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你以追查「911事件」的方法，去追查這兩個信息， 

你會發覺背後行事的，都是同一群人； 

只是他們故意留下一種「君臨天下之勢」的姿態， 

利用如同帝國式的印證方式，向我們證明他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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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多年來我一直查考，就如我所說，他們成為我們的踏腳石， 

追查的人都成了我們的踏腳石。 

但是，突然間，到了「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的信息時，這兩套信息成了我們的踏腳石。 

並非負責查考的一群人，他們成為建造我們居住地點的人， 

我在加拿大所住的街道，香港則規劃了梳士巴利道和鐘樓。 

 

換言之，除了追查這些陰謀論的前人成為我們的踏腳石， 

突然間，Freemason都成了我們的踏腳石，他們就像是堆砌金字塔。 

當我們繼續分享信息，你是否發現，現時全世界的新聞和基礎建設， 

全都是以另一種方式，去證明我們的真實性和存在。 

 

所以，我明白了一件事，當我一邊追查，一邊也思考神究竟在做什麼呢？ 

我發現了三件事，就是我剛才在信息中已經提及的。 

 

第一點，他們為了成為我們的主日信息，而作出了許多舉動。 

因為，光是「923」的資料，已經佔了這麼多的信息篇幅， 

原因，這篇信息的重要程度，可說是能流傳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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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應驗了金字塔是由一塊塊踏腳石堆砌上去，直到最後一塊。 

 

 

 

第二點，除了成為我們的信息外， 

亦提醒了我們曾經做過什麼、正在做什麼，而成為如此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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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們每星期也印證我們每週的信息，已證明了我們的信息有多麼重要， 

而需要動用這麼大的事件、基礎建設和時間表。 

因此，他們已成為我們的主日信息的一部分， 

第二點中他們亦告訴我們，我們主日信息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他們亦告訴我們因為什麼事情，而成為我們的被提資格， 

原來，就是去傳講這套信息、相信這套信息，這便成為我們的資格。 

 

 

 

到最後，第三點，為何我一直強調「他們」就是我們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三步，這是成為我們踏腳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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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告訴我們，我們將來能夠做到什麼，現時就要用信心接受、用信心去支取。 

第三點，就是個別地、專屬於我們，這就是將來的我們。 

 

就如《以賽亞書‧19章 19節》，明明是關於將來的預言， 

提到「到那日，埃及可以為耶和華建一座壇和一根柱」。 

但說這節經文的時候，金字塔至少已經建成了約有一萬年， 

為何經文會提到「當那日」？為何是關於將來？ 

 

因為，如我所說，其實按著《聖經》的看法，金字塔尚未建成， 

因為，我們尚未成為新婦。但我們怎樣可以得到這能力？ 

如果宇宙裡真的擁有這種能力，按著神的方法，就要運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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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可以動用的話（available），你怎動用信心？ 

如果你不知道有什麼是神願意給你，你怎用信心？ 

如果你不知道哪些是屬於神的應許（Promise），你怎動用信心？ 

假如你不知道這應許的程度有多大，你怎動用信心？ 

 

沒錯，我們知道是用鐵杖轄管列國。但是用來做什麼？用在哪裡？ 

如此，你才能動用信心。 

就好比為何我會知道關於恩賜運作和醫治？ 

因為我向來也是用這種方法去得到一個恩賜。 

 

對比其他沒有的教會，他們根本不用過問，因為根本不可能知道。 

我是用這種方法在神面前得到所有恩賜、啟示、帶領和醫治， 

所以，我知道神現時用這種方法給我的原因，是讓我清楚知道， 

用鐵杖轄管列國，其實是怎樣動用、怎樣得到，以及我可以用信心去相信。 

所以，這就是真真正正為何這些事情成為我們踏腳石的原因。 

 

影片：923共同信息成為了錫安教會的踏腳石 

「923的共同信息」最後一篇，日華牧師分享了一個重要的總結， 

923不僅僅是應驗了 2015年 9月的住棚節，就是舊約節期所遙指的住棚節， 

當中更是神以 Alef Tav級數，以超越時空方式，透過新婦和十王，於歷史上寫下祂的簽名。  

 

923的共同信息數量固然繁多，並且涉及黑門山、街名、門牌、法例的通過， 

甚至教宗的日程、眾多荷李活的電影。 

這種表達方式，就是這群於歷史上隱形的王者，告訴所有認識 923共同信息的人， 

雖然這一天於全世界所有人眼中只是平凡不過的一天，甚至沒有應驗任何事情， 

但背後卻證明了歷史原來被掌控至如此細緻的階段，連政府、總統和教宗也要聽令， 

甚至不是單單由一個人建造，而是一大群人，於歷史不同時段建造。 

 

事實上，於歷史上控制所有事情的幕後推手，並非與我們相隔十萬八千里、無分無關， 

相反，他們興建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香港過百年的建築、天水圍的牛腿、 

梳士巴利道、黃金海岸等等，都是為了印證我們的存在，更重要的，就是為了預備我們的舞台。 

 

就如一齣舞台劇的演出，演出時間可能是三小時， 

但整個劇本的寫成、舞台的搭建、燈光、音響和化妝等， 

所有人力物力加起來的預備時間，當然不只三小時，亦不是三十小時， 

更可能是三百小時、三千小時。 

 

但「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及「923的共同信息」， 

讓我們知道這齣舞台劇的舞台，甚至是用上整個人類歷史的時間去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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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12榮耀盼望」信息一開始，已經講及 Giza金字塔和聲頻創造， 

這些共同信息，就為我們提供了「2012信息」的內容。 

 

當加上這些內容的時候，更可見神是用上 Alef Tav級數的方式， 

印證我們每星期的信息也不偏差，證明每一篇信息的內容也非常重要， 

並且讓我們知道自己已經有這資格，可以投放信心，每星期繼續全心奔跑。 

 

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理解到時空穿梭的秘密，就是我們會成為新婦，回到過去興建這些建築物。 

 

 

 

日華牧師曾於過去的主日作出分析，以往主日所提及和發現的共同信息， 

當中不僅是環繞著日華牧師的一生，並且，這些共同信息的放置和發現， 

就像一群非常了解日華牧師思考方式、生活模式的人，就如「玫瑰園計劃」的發現。 

因此，回到過去建造的這群人，應該是我們當中部分人成了《啟示錄‧12章》所提及， 

新婦級基督徒成了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返回過去。 

藉著這種方式，讓眾多無可推諉的證據放在我們面前， 

就是藉著這些過去的建築，去證明時空穿梭、鐵杖轄管列國，已經成了事實， 

更證明《啟示錄‧12章》所寫的經文已經應驗，並且會應驗在我們身上。 

 

因此，神是以這種方式說服我們， 

由今天起，我們可以開始相信這個應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因為，假如我們是外國研究 923住棚節的一群， 

雖然發現了很多共同信息，但始終無法解開這謎底。 

當最後知道謎底的時候，是透過香港一間教會的信息提及 923的共同信息， 

卻發覺當中的內容原來是遙指著他們，為了讓他們能夠完成這套「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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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身處外國的一群，雖然明白了當中的內容， 

卻無法產生信心去相信這個應許會臨到他們身上。 

因為這套信息的發現和分享，都與他們無分無關； 

這些共同信息的建築，與他們更加無分無關。 

唯有香港才是舞台的中心，但他們的住處卻與這裡相距十萬八千里。 

 

因此，「923的共同信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成為我們的踏腳石，讓我們明白自己就是真命天子， 

不但讓我們知道時空穿梭的秘密，同時亦揭示了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方式和目的， 

令我們可以動用 100%信心，相信我們最終能夠得到《啟示錄‧12章》這獨有的應許。 

 

 

 

因此，這可說是「2012信息」裡，其中一幅最重要的圖片， 

亦是獨特給錫安教會的一幅重要圖片，讓我們成為第一批被提、穿梭時空的新婦。 

 

這亦是為何需要做到這種程度的印證，因為要達到以下三個理由： 

 

第一，成為我們的主日信息，因為我們一定要分享； 

第二，讓我們知道什麼是資格？原來我們完成這套信息就是其資格； 

第三，有什麼是我們要動用信心相信，使這些事情於將來能夠成為我們擁有的？ 

 

最後，我們在神所造眾多堅固的踏腳石上，建造最後一塊踏腳石，就是最頂的一塊「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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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說︰「我會成功提取這個資格。」 

 

 

 

感謝主！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