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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6 年 5 月 22 日分享 

第一章：信步星圖 （3）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中國警察穿著制服於外地執勤 

2016 年 5 月 1 日，意大利當局首次容許中國公安警察穿著制服在當地巡邏。 

四名中國警察分別在羅馬和米蘭街頭，與當地警方一起巡邏， 

協助應對有關中國遊客的安全問題，為期兩星期。 

這是中國史上首次有穿著制服的公安人員到其他國家執勤。 

 

 

 

新聞片段： 

意大利當局首次容許中國警察在當地巡邏， 

四名中國警察分別在羅馬和米蘭街頭，與當地警方一起巡邏， 

協助應對涉及中國遊客的安全問題，是中方首次與歐美國家進行類似合作。 

正值五一黃金周，中國警察星期一在著名景點羅馬鬥獸場外， 

與意大利警察一起巡邏，展開為期兩周的聯合執勤行動， 

協助意大利警方處理涉及中國遊客的安全事務， 

尤其是因語言不通，難以求助的華人。 

四名中國警察分兩批，在意大利熱門旅遊城市羅馬和米蘭較多華人聚集的地區執勤， 

他們下周會互相對調地點，被派住意大利的警察能操意大利語， 

抵達前曾在北京接受意大利警官的培訓。 

 

中國警員將在未來的兩周內，在羅馬和米蘭，與意大利的警察同行， 

一起巡邏、工作、交流，協助意大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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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涉及跟中國遊客有關係的問題，作為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 

 

中方相信行動有助吸引更多中國公民到意大利旅遊和從事經貿活動， 

意大利期望聯合執勤可以令中國遊客感到更安全， 

若試驗成功，會拓展至其他意大利城市，亦會考慮其他形式的合作。 

 

事實上，早在上年 2015 年 8 月 2 日的「天馬座行動第 21 篇」， 

日華牧師經已引述 Webbot 預測，八月開始， 

中國政府會派出穿著制服的公安警察和解放軍，到國外執行職務。 

因此，這次中國史上首次發生的事件，完全應驗了 Webbot 的預測。 

 

 

 

另一方面，於上年 2015 年 4 月 22 日，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 

公佈 100 名「紅色通緝令」罪犯， 

加強追緝全球涉嫌犯罪外逃的國家工作人員及腐敗案件涉案人等。 

 

並在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上，公佈這 100 人的照片、姓名、 

原本的工作單位、身份證號碼、外逃時間、可能去向、紅色通緝令號碼等資訊。 

 

結果，當 2015 年 8 月 2 日這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作出有關分享的 15 日後， 

8 月 17 日，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務院已向中國官員發出警告， 

指有中國特工和公安部臥底在美國活動， 

逼使逃犯返回中國，美國國務院表示必須停止有關行動。 

正如日華牧師所預告：這段時間，北京發起全球追捕逃犯的「獵狐」行動， 

追捕及遣返因貪污及其他不法行為而被通緝的人士，以及起回不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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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截至今年 2016 年 4 月 6 日， 

近一年內，已有 26 名外逃罪犯被拘捕歸案， 

至少有 12 人，遭中國派遣往外地的公安人員， 

於海外國家所謂被「勸返」中國歸案。 

 

另外，有 10 人則經由中美兩國司法、執法和外交等部門緊密合作，從外國遣返中國， 

包括 2015 年 9 月 18 日，潛逃美國 14 年，轟動世界的貪污賄賂嫌疑犯楊進軍， 

這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紅色通緝令」罪犯。 

此外，歸案的 26 人中，有 2 人已經死亡。 

 

實在，「2012 信息」的驚人準確預測，不斷前瞻性地預告世界的各種大事！ 

 

影片：時事追擊：反常天氣 

踏入 2016 年 4 月開始，全球除了接連發生異常大地震之外， 

在廿四節氣春分及清明過後，世界各地天氣亦出現大反常。 

多個北半球國家，如日華牧師的準確預測般， 

世界各地相繼出現反常天氣，雖然冬天已過，仍然有如沒有春天一樣。 

 

 

 

2016 年 4 月 16 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突然下起 11 至 40 英寸積雪， 

部分地區被約 1 米厚的白雪覆蓋， 

居民紛紛驚訝 4 月仍然有厚雪降下，情況實在非常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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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正常而言，4 月天已經是鳥語花香、景致怡人， 

意想不到竟是遍地白雪。其中，丹佛機場航班因大雪受影響及取消。 

4 月 22 日，中國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四月飛雪，降雪量更達到暴雪級別。  

 

 

 

新聞片段： 

從下午一點開始，呼中區就下起了鵝毛大雪， 

街道兩邊的樹木、建築上都積了厚厚一團。 

因為道路濕滑，街上的行人和機動車紛紛減速慢行， 

降雪一直持續到晚上 7 點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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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氣象部門偵測降雪量為 11 毫米，達到了暴雪級別。 

據了解呼中區位於大興安嶺，伊勒呼里山脈最高峰大白山下， 

這裡年平均氣溫在零下 4.3 攝氏度左右， 

歷史最低氣溫，零下 53.2 攝氏度，全年無霜期竟有八十多天。 

每年的 4 月份，這裡都會迎來降雪過程， 

本次降雪總體上有利於土壤增生，降低森林火險等級。 

 

4 月 29 日，英國媒體報道， 

雖說北半球各國已經進入 4 月溫暖的春季，但英國卻迎來降雪， 

甚至據當地氣象部門預測，這次降雪或將持續一周。 

倫敦和南部地區迎來了暴風雪， 

其中一個受雪災影響的城市，就是上星期主日信息曾提及， 

於 1455 年發生英國玫瑰內戰的李斯特城。 

這次降雪是自 1997 年 5 月 6 日，19 年以來首次春季降雪， 

低溫、降雪天氣或將持續一周。 

 

英國的氣溫，低於西伯利亞和格陵蘭島， 

這場突如其來的降雪讓當地民眾吃了不少苦頭， 

他們不得不脫下春裝，再次穿起保暖的冬衣和帽子， 

路面交通亦因降雪而受影響。 

 

同日，北海道完結冬季天氣後，突然遭冷氣壓影響， 

降下不合時宜達 40 厘米的大雪，再次進入冰雪季節。 

 

可是，即使大雪季節，積雪最高也只有 28 厘米， 

這是自 2013 年，3 年以來第一次四月下旬的降雪達 20 厘米或以上， 

居民都埋頭於清理積雪的工作。 

 

5 月 1 日晚開始，北京迎來一場降雨，氣溫隨之降低， 

北京門頭溝區靈山溫度只有約 1 度，一日間降溫十多度， 

且持續降雪。山下積雪約 5 厘米，山上更將近 30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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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長假期，甘肅氣溫驟降，酒泉地區迎來五月天降雪， 

當地曾遭風雹襲擊，據當地統計，農作物受災面積 38.6 公頃， 

直接經濟損失 2.7 萬元，是次降雪天氣，亦進一步影響農作物收成。 

 

5 月 2 日，河北省豐寧滿族自治縣壩上地區普降大雪，降雪量達 10 毫米以上。 

承德霧靈山國家級保護區、平泉遼河源國家森林公園及承德壩上部分地區迎來降雪，積雪隨處可見。 

雪後的霧靈山國家級保護區頂峰，最低溫度降至零下約 15 度，估計積雪厚達 18 厘米， 

是次降雪，是霧靈山繼 1991 年後，再一次降起 5 月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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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踏入 5 月初夏， 

意想不到，受西伯利亞強冷空氣東移南壓影響， 

陜西太白山和甘肅多地突然氣溫急降，甚至降下飛雪。 

 

 

 

其中，陜西太白山漫天飛雪，短短兩小時，地上變成白茫茫一片，積雪達 5 厘米厚。 

秦嶺山更罕見五月中旬降雪，由於氣溫一度降至攝氏零度以下， 

當地民眾都紛紛穿上厚衣，並忙於鏟雪。 

 

新聞片段： 

如果今天不是我親眼所見，真的不敢相信， 

眼前的這個場景，是出現在夏天。 

現在我們來到了秦嶺的分水嶺，可以看到， 

現在天空中依然飄著雪花，而且路面上已經結了薄薄的一層雪。 

向我身後看到，本來綠意盎然的秦嶺山上， 

已經被薄薄的一層雪所覆蓋，銀裝素裹、非常的好看。 

那其實剛才我們從山下一直到山上，短短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完全經歷了兩個季節，從夏天直接過渡到了冬天。 

可以說，現在山頂的溫度真的非常的低，只有兩度左右，而且風也是很大， 

但是仍然沒有阻擋很多市民，特意駕車前來欣賞這個難得的景色。 

剛才我們也從交警方面了解到，其實他們在下午 2 點鐘上山巡查的時候， 

已經發現了，秦嶺梁頂南北一公里左右的位置已經下雪了， 

而且路面上也是有積雪，說明這個雪下的也是比較早。 

而且剛才我們也從省象台了解到， 

除了現在我們所在的秦嶺之外，像華山以及太白山，今天的山頂都有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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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種的五月飄雪的情況，還是比較的正常， 

因為整個山上的海拔比較高，如果溫度一旦降到 2 度、3 度， 

甚至更低的情況，就很可能出現現在我們所見的這種 5 月飄雪的情況。 

 

甘肅多地亦出現雨夾雪天氣，積雪最深超過 13 厘米， 

甘南州更局部地區性地，一天內降溫逾 20 度， 

同日晚上，四川省峨眉山迎來罕見降雪，為 30 年來首見。 

 

除了異常冷雪天氣外，4 月 21 日，印度數周持續高溫， 

氣溫高達 45 度，導致三億三千萬人口缺水， 

印度南部和東部造成超過百多人死亡。 

今年的高溫天氣比往年來得更早、分佈範圍更廣，氣溫水平更達到危及生命的程度。 

 

 

 

當人的體溫到達 40 度，是一個極危險的訊號， 

到達 42 度，更會導致不可逆轉的器官損傷，甚至死亡， 

高溫熱浪已延伸至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區，一連數天的氣溫都超過攝氏 40 度。 

截至 5 月 6 日，印度嚴重熱浪持續惡化，氣溫飆高 47 度，四月至今已超過 300 人熱死， 

超過 3.6 億人飽受旱災之苦，人們到處尋找水源。 

 

5 月 8 日，泰國同樣飽受高溫與旱災的煎熬， 

泰國自三月以來，就被熱浪籠罩，創下當地 65 年來，持續最長的熱浪紀錄。 

自 4 月上旬開始，泰國多個地區出現逾 40 度高溫， 

其中西北部夜豐頌府，於 4 月 28 日更出現 44.6 度高溫， 

打破泰國自 1960 年 56 年以來的記錄。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9 

 

 

泰國衛生部統計，今年這一場超過半世紀的高溫，已有多達 34 人中暑身亡。  

 

5 月 10 日，華南地區暴雨成災，廣東多地遭暴雨侵襲， 

平均雨量約 60 毫米，共 43 個監測站錄得 7 級以上陣風， 

廣州長湴地鐵站樓梯驚現「瀑布」，站內因水浸變成「地下河」。 

 

 

 

廣州市市面如同汪洋，市民乘巴士猶如坐船，部分路段水浸高至腰間， 

當地傳媒更形容：全市 360 度無死角水浸、廣州進入水浸街模式， 

深圳機場則大量航班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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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6 年，異常寒冷的厄爾尼諾現象再反覆變成一股炎熱天氣，並持續困擾東南亞的糧食生產區。 

旱災趕走了越南及泰國綠油油的稻苗，取而代之的是龜裂的土地。 

 

越南中部多樂省擁有 8.6 萬平方米咖啡園的農主，憂心忡忡地表示： 

旱災令咖啡樹了無生氣及葉子變黃，今年只能結出少量果實。 

90 年一遇的大旱，不但影響越南的咖啡豆產量， 

亦令滿佈稻田的湄公河三角洲，出現百年罕見的最低水位。 

 

   

 

事件進一步應驗日華牧師於兩年前，按著 Webbot 警告， 

咖啡將會失收及絕種消失的前瞻性預測。 

 

 

 

此外，面對嚴重旱災，泰國本年的稻米出口量只有 9.6 億公斤， 

美國農業部更預料，泰國最終只有 8 億公斤出口量，較去年減少逾兩成， 

對於依賴出口稻米賺取外匯的泰國而言，本年的經濟將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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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氣反常現象威脅的，不僅是氣溫上升， 

還有氣溫上升所衍生的一連串問題， 

包括糧食供應危機，當糧食供應不足，極可能會引起政治動亂。 

過往 6 年間，全球糧食危機持續惡化，從未有舒緩的跡象， 

明顯印證神於過往，一直帶領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作出有智慧的儲糧預備行動。 

 

實在，過往幾年間，全球糧食危機及經濟動盪， 

經已觸發全球社會，出現暴動騷亂和難民潮等各種問題。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主日信息，日華牧師開始以星宿解釋《啟示錄》的內容， 

但解釋之先，日華牧師首先承接再上一個星期的主日信息， 

分享全世界最大的規律（Pattern），就是神所設計的救贖計劃 Alef Tav。 

 

創世記 1 章 1 節：「起初，神創造天地。」 

 

於原文中，其實出現一個字，就是以希伯來文 22 個字母中， 

首尾二字組合的文字，就是 Alef Tav，神的簽名。 

 

 

 

當中，沒有人知道這個字的解釋，因此，這是神於《聖經》中刻意設下的謎題， 

而這謎題，亦是歷史上，最大的規律、神貫徹始終的規律。 

 

另一次出現 Alef Tav 的地方，就是 

以賽亞書 44 章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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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於「萬軍之耶和華」之前，就有 Alef Tav 這個字， 

並且，經文中更指明神是首先與末後的。 

 

 

另一節，就是 

撒迦利亞書 12 章 10 節：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 

 

「他們所扎的」，必然是指將來降生的主耶穌基督，祂亦是 Alef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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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節，就是 

申命記 6 章 5 節：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到了新約： 

約翰福音 5 章 46 節：「你們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新約以希臘文寫成，因此，主耶穌所說的「我」，出現阿拉法與俄梅戛，而不是 Alef Tav， 

而主耶穌，就是自有永有。到《啟示錄》，終於解開這個謎題，神以阿拉法與俄梅戛，對比 Alef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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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 章 7-8 節： 

「看哪，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這話是

真實的。阿們！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臘字母首末二字），是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這段經文，就是引用《撒迦利亞書‧12 章 10 節》， 

講述同一件事，就是主耶穌被以色列人所扎的事件， 

而《啟示錄》用上阿拉法與俄梅戛，因此，等同 Alef Tav。 

但對於這個謎題，沒有人配得分享當中的奧秘， 

直至《啟示錄》提及，天捲起來就像書卷，捲起後，就是阿拉法和俄梅戛， 

從這角度，才打開這個謎題的答案。 

 

啟示錄 21 章 6 節：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 

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這節是引用《以賽亞書‧44 章 6 節》。 

其實，《啟示錄》每一章對比一個希伯來字母，由 Alef 到 Tav， 

就是 22 個字母、22 章《聖經》， 

因此，這書卷本身就是 Alef Tav，而這個 Alef Tav，就是主耶穌自己。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5 

 

 

啟示錄 22 章 13 節：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原來，黃道十二宮、天地就是一個書卷般，而主耶穌就是阿拉法、俄梅戛， 

亦即是天上星宿中的金牛座及白羊座，兩者也是主耶穌的形象。 

黃道十二宮，亦是以金牛座作開始，以白羊座結束， 

所以，這書卷就是由金牛座及白羊座中間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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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f，亦是代表牛，放在祭壇上獻作平安祭和燔祭的。 

 

 

 

白羊座原文是公義祭壇的意思，對於 Tav，代表十字架或祭壇的意思。 

 

 

 

因此，舊約經文 Alef Tav，就是講及天上星宿這個謎，這亦是神的簽名， 

但這個謎，要留到《啟示錄》時代，才會被揭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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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啟示錄》中，神首先提及七間教會，亦即是金牛座背上的七姊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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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是 

啟示錄 4 章 1 節：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 

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明顯地，這門就是金牛座旁邊的「銀門」，他看見一道門，穿過後便上去了。 

 

 

 

按著記載，當他上去後，便看見一位坐寶座的人， 

而坐在寶座的人，就是仙王座，代表神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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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它的，是圓形的虹，那就是十二宮。 

 

 

 

當中，有著四活物，就是鷹所代表的天蠍座；牛是指金牛座； 

另一方則是獅子座，接著就是以人代表的水瓶座。 

事實上，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就是按著天上的黃道十二宮來定它們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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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約翰亦於天球看見二十四位長老。 

 

 

 

就是黃道十二宮中，每一宮也有著其他星， 

稱為長老 Deacon 或 Elders 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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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地就像書卷般，開始點是金牛座 Alpha，完結點是白羊座 Omega。 

 

 

 

而《啟示錄》由第四章開始，打開一個又一個的印， 

到了第六印時，神就會將這世界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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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起之後，就如一個 iPad，裡外都寫著字，就是有著不同的星座標誌。 

 

 

 

這些星座標誌的位置，就是對應地球發生事件的位置， 

而星座所表達的事件，就是將來所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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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洲會將「666」的印記帶到世界， 

摩羯座就會演出如神話所設計的戲份， 

但這戲份，原來就是一個預言，預言澳洲會將「666」帶到世界， 

讓你知道事件發生的地點，以及發生甚麼事。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原來，神的時代計劃就是 Alef Tav， 

而 Alef Tav，甚至比全人類更加重要， 

因為，神是先設計 Alef Tav，才創造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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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存在上億萬年的宇宙，只有 6000 年歷史的人類其實是很渺小， 

而每一個人的個別夢想就更渺小， 

可是，很多人竟然輕看神的時代計劃，一生就枉過了。 

 

因此，按著我們現時對 Alef Tav 的理解， 

原來，當我們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我們就能夠在自己的時代中，尋找出當時代不傳之秘的 Alef Tav， 

就是神的時代計劃進展的時間表。 

 

正如亞伯拉罕和摩西，他們也尋找出人類時間軸中，他們要完成的工作， 

可是，於人類當中，Alef Tav 一直以隱藏、捲起的方式存在， 

因此，即使亞伯拉罕和摩西完成了當時代的 Alef Tav 的一個段落，他們也未必知道整個計劃。 

 

但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神不單讓我們尋見這個 Alef Tav，並理解這秘密。 

因為，我們身處的已經是最末後的一代， 

神亦是到了《啟示錄》的時候，才打開這被封印的 Alef Tav 書卷。 

 

 

 

當我們知道這個秘密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解開這秘密， 

揭示神榮耀的知識像水充滿海洋一樣，就是於人類歷史中，神掌管了任何一件事。 

神帶領十王預備「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到一個階段， 

連一條街道，也要按著神的意思去改， 

並且，所有事情，也是按著神指定的年、月、日發生。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 2014 年 5 月 5 日錄製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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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信步星圖 （3） 

這裡，最大的問題是：神為何在《啟示錄》、《但以理書》用獸代表不同的國家呢？還記得四獸嗎？ 

 

   

 

《啟示錄》用獸代表不同的國家，理由很簡單，因這些國家用什麼來代表自己的國徽呢？ 

例如，加拿大用海獺，俄羅斯用熊，美國用鷹，中國用龍等，她們都是用獸作代表。 

神為何用「獸」（Beast）來對比呢？這樣，你就會明白， 

正常人包括牧師，至少知道用獸來代表這些國家。 

 

 

 

從《但以理書》中，一些牧師找出它的規律（Pattern）， 

因而理解《但以理書》，可是，他們卻不能理解《啟示錄》。 

 

原因，雖然《啟示錄》用獸來作對比，但是用了不同形狀的獸作對比， 

不能再使用《但以理書》的描述， 

因為《但以理書》沒有記載時間、地點， 

但《啟示錄》有沒有記載時間、地點呢？兩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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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當看《啟示錄》的時候，人們用《但以理書》的獸去理解某件事情，好像不行， 

因為，神已是用天上的星來對比她們。 

 

影片：「伯利恆之星」信息應驗篇：加拿大 15 歲少年發現瑪雅建築對照星座位置建造 

早於 2011 年 1 月 9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 vol. 51： 

星際啟示錄（九）伯利恆之星的奧秘（一）及 GIZA 金字塔」中， 

日華牧師開始分享到，原來世上眾多古文明的建築， 

都是按照天上星座的排列位置，甚至是按照星宿的光度而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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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埃及尼羅河以西，超過五十座不同大小的金字塔和太陽神殿， 

就是按照天上銀河左邊的星座建成， 

甚至每一座金字塔的大小，都是按照星座中每顆星宿的光暗度而建成。 

 

 

 

 

又例如︰世上其他古文明建築，梵蒂岡、英國石柱群（Stonehenge）、 

墨西哥阿茲特克太陽神殿、埃及塞奈姆特陵墓壁畫、法國拉斯科岩洞壁畫、 

中國明孝陵、柬埔寨吳哥窟、非洲拉利貝拉教堂、波斯面具、非洲努比亞、 

瑪雅人的蒂卡爾等等，都是按照天上伯利恆之星的位置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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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華牧師上述分享的五年多後， 

今年 2016 年 5 月 11 日，世界各地的新聞都一同報道， 

一位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 15 歲少年賈杜里（William Gadoury）， 

通過星座推演而尋找到瑪雅的失落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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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深深著迷於中美洲古文明，投放了許多時間研究「瑪雅星座」和瑪雅古城地圖， 

結果意外地發現了兩者似乎有關連。他透過對比星座和古城位置的方法， 

似乎尋找到隱身在墨西哥叢林的一座失落瑪雅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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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oury 對加拿大法文媒體《蒙特婁日報》稱： 

「我不明白瑪雅人為什麼把城市蓋在遠離河流的地方， 

蓋在偏遠的土地，甚至是山上，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加上他們崇拜星辰，我就靈機一動，想驗證我的假設。 

我真的既驚訝又興奮，因為我恍然大悟， 

那些星座裡最亮的星星和瑪雅數個最大的城市是彼此配對。」 

數百年來，沒有科學家發現過這種連繫。 

因此，Gadoury 著手研究西元 900 年至 1521 年的瑪雅文獻《馬德里手稿》（Madrid Codex）， 

研究裡面的 22 張星座圖。並畫在透明紙上， 

對比散布於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及薩爾瓦多的 117 座瑪雅古城， 

發現古城的位置和星座的排列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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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Gadoury 發現第 23 張星座圖上，3 顆星星只能夠對應 2 座已知的古城， 

最後 1 顆星則落在墨西哥和貝里斯城的邊界，極可能是一座尚未被發掘的瑪雅城市。 

他在 Google 地圖查看，推測必定有另一個城市藏身於猶加敦半島的大片叢林內， 

不過，Gadoury 的理論遲遲無法獲得證實，直至他在 2014 年贏得學校科學比賽， 

得到訪問加拿大太空總署的機會。 

訪問期間，Gadoury 的研究引起總署人員的興趣， 

他們同意將雷達二號（Radarsat-2）衛星望遠鏡對準目標地點， 

結果拍攝到一塊人造的方形地區。 

 

 

 

Gadoury 隨後得到一張由該署科學家提供， 

由美國太空總署（NASA）及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拍攝到的叢林衛星觀測圖。 

衛星圖片上發現叢林樹冠下，隱藏著工整確切的幾何結構， 

似乎是一座 86 公尺高的古代瑪雅金字塔，周遭亦有約 30 棟建築物。 

Gadoury 聯絡新伯倫瑞克大學的遙感專家拉羅克（Armand La Rocque）， 

他認為這可能是瑪雅第 5 大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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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衛星照片獲得證實， 

這座城市將會是史上發現最多瑪雅人口聚集的地點之一。 

目前已有一隊考古學家準備啟程， 

La Rocque 指，如果真的成行，一定會帶同 Gadoury。 

 

這種「星座定位法」將有助人們發現更多瑪雅遺跡， 

Gadoury 預計於明年巴西舉辦的「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上發表這發現， 

並命名為「卡克奇」（K’aak Chi），即瑪雅語的「烈火之口」（Mouth of Fire）。 

 

新聞片段： 

Teenager from Québec obsessed with both Maya civilization and also astronomy. 

來自魁北克的少年，著迷於瑪雅文明及天文學。 

 

Two passions that could have let William, at just 15 years old, to have discovered a lost city hidden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對於兩門學問的熱忱，使 15 歲的 William 可能發現失落了兩千多年的古城。 

 

It could well resemble these already discovered wonders of the world in the south of Mexico. 

很可能像其他位於墨西哥南部的世界奇蹟。 

 

These pyramids deep within the jungle are in the state of Yucatán where the highly sophisticated people 

once flourished. 

這些金字塔位於尤卡坦州的叢林深處，就是高度文明的瑪雅民族曾興盛的地方。 

 

Maya culture revolved around astronomy. The movements of the Sun, Moon, planets and stars were 

mystically recorded by their religious leaders. 

瑪雅文化圍繞天文學，太陽、月亮、行星和恆星的運動，皆神秘地由其宗教領袖記錄下來。 

 

So William believes this must have been important when deciding where to build their settlements. 

William 因此相信，天文必定和瑪雅建築物選址有莫大關係。 

 

While testing his theory, he discovered there was one place missing from the map that would have 

completed the triangle on the Orion constellation. 

在驗證理論時，他發現地圖上缺少了一個地方，有了這地方，獵戶星座的三角才會完整。 

 

It lacks the star of Saiph that would be represented by a site but there was nothing, so I thought: is it me 

who's not found the right place? This is somewhere else? 

它缺少了參宿六，這裡應該有座城的，卻甚麼都沒有，我想：難道是我找錯了地方？在別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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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is bedroom, he's scanned satellite images online and this is where he made his breakthrough. 

他在房間仔細觀察網上的衛星圖片，並從那裡取得突破。 

 

I searched with Google Earth and I found a few signs that really convince me that there's a Mayan site. 

我搜尋 Google Earth，發現了一些線索，令我深信那裡是有瑪雅遺址。 

 

Soon after, satellite observations from the Canadian space agency seems to confirm what William believes. 

不久，加拿大太空總署似乎證實了 William 的理論。 

 

While he is not yet sure he's found out El Dorado this aspiring archaeologist is hoping for the chance to 

travel to the site himself to see if he’s right. 

雖然他尚未肯定是否尋找了古城，這位未來的考古學家希望有天能親身到達該址，驗證其理論是否

屬實。 

 

以上事件，再一次證明日華牧師早於五年多前， 

分享有關古文明建築，是按照天上星座的位置而建造， 

絕對是極具前瞻性，亦是準確無誤的事實。 

 

日華牧師亦早於 2010 年的「2012 信息」中分享過， 

現今瑪雅人遺址所在的墨西哥，國旗就是一隻抓住一條長蛇的烏鴉。 

而按著天上星座貼在地球上的原理，其實天上的烏鴉座和所抓住的長蛇座， 

就是對應美洲的墨西哥位置。 

 

 

明顯地，這位十五歲的加拿大少年所發現的， 

只不過是墨西哥政府早在數百年前已經知道的事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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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上千年前的古代瑪雅人，已經能夠在整個中美洲， 

以參照天上星座的方式，規劃建造他們所有城市。 

 

 

 

試問，以現代人的科技和資源， 

又有哪一個現代國家，可以參照天上星座的排列，而建造全國的城市呢？ 

 

明顯，古代瑪雅人和埃及人的背後，都有一批在時間流以外的人物， 

把這種知識和技術告訴他們，以建成這一種在地上的 Alef Tav 星圖。 

就好像其他伯利恆之星星圖，是印證「2012 信息」內容的共同信息。 

 

啟示錄 4 章 2 節：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 

 

它就是北極星，小熊座的其中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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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4 章 2 節：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小熊座上方只有仙王座，自古而來，它就是天上的天帝。 

 

 

 

啟示錄 4 章 3 至 4 節： 

「看那坐著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好像綠寶石。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其上坐著二十四位長老。」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37 

除了黃道十二宮外，其他鄰近十二宮的主星座被稱為 Deacons 或長老。 

 

啟示錄 4 章 6 至 7 節： 

「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臉面像人，第四個像飛鷹。」 

 

單單這章經文，已經囊括天上三十個以上的星座。 

 

啟示錄 5 章 1 節：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聖經》中，每每說到「印」，即是指封印，是用以封著某些東西， 

為的是要把它封鎖，不讓人去明白或不讓人去看那件事， 

那些都是人沒法明白，也絕對沒辦法去看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從過去二千年歷史中都會親眼看見， 

《啟示錄》已寫成二千年，你曾在哪裡聽過剛才這番說話？ 

又可曾在哪一本書讀過呢？沒有！更遑論過去二千年了。 

 

事實上，主耶穌出世前的一千五百年，《摩西五經》也寫成了， 

但卻未有人能解釋《創世紀‧1 章 1 節》在說甚麼， 

因為，那裡是說，神創造天地的時候， 

已經將關於天的歷史，地會發生的事情全部放在天上，那更是神的簽名（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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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的簽名，是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更偉大， 

因為，祂簽署了人類的結局，而《啟示錄》就是在說人類歷史的結束。 

 

因此，七印是代表神證明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把它封印著，讓人不能讀到，也不能明白。 

而 Freemason 就是想要盡量明白，盡量能夠讀到， 

但事實上，它所能讀到的，當然沒有我們那麼厲害。 

 

例如，關於歐盟的標誌，歐盟中央銀行的標誌、歐盟的郵票， 

由此見到，它所想要表達的身份是甚麼？ 

 

 

 

當你看這標誌時，你不知道它是甚麼，但經我解明後，你便會知道， 

歐盟是比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九的牧師更認識《聖經》。 

為甚麼歐盟會在一開始便設計出這樣的標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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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看這幾個郵票，為甚麼它們是那麼歸一？ 

 

 

 

如我所說，很多人面對這些寶藏，但卻質疑，知道這些有甚麼用？ 

由此顯而易見，那些人真是不濟！ 

其實永遠只要知道那個規律，那麼，你只要多走一步，便可以作出預測， 

因為，你會知道規律和現實之間的關係，那是十分重要的， 

而歐盟就是知道當中的秘密。 

 

 

 

歐盟的位置在哪裡呢？ 

歐盟的位置就在金牛座上的仙后座，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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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看看 Google map，先看金牛座。 

我們知道金牛座大約是耶路撒冷的地方，耶路撒冷對上的便是歐洲。 

你看看金牛向那個方向，向左還是向右？向左。 

 

 

 

剛才所見的銀幣向左還是右？向右。 

那麼，他們是知道鏡面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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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座上面就是歐洲所對應的位置，這是我們所說的仙后座， 

我們看看牛背上面，這就是仙后座。 

仙后座是舉起一隻手，有時拿著彩帶或一根杖。 

 

 

 

歐盟有一幅相片，有一位女人坐在上面， 

另一幅相像油畫的，看不看到她的手拿著彩帶？ 

網上講及仙后座的樣子，中間那個拿著彩帶的，是否騎在牛上面的女人？ 

我們再對回剛才那個，牛上面的女人，是向左邊的， 

然後我們看看仙后座向那個方向？他們知道鏡面倒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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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那麼巧合，那隻牛及仙后座懂得鏡面倒置的呢？ 

因為，一定要用鏡面倒置的方式， 

才可以用直布羅陀對比天上的雙子座，並且才能看到他們的位置。 

 

 

 

歐盟的位置根本沒有第二個解說，歐盟就是坐在牛背上的大淫婦。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43 

 

 

這個仙后座自古以來是天上叫作最具虛榮心的一個女人， 

問題是，一般人未能辨認，是因為整個鏡面倒置了， 

牛鏡面倒置，仙后座也是鏡面倒置。 

 

 

 

你發現，他們來自那裡，明顯沒有得欺騙，這是一個密碼， 

他們造這些貨幣出來，為何他那麼鍾情這東西呢？ 

因為他們就是量你都不知道，我不解說的話，在坐有那一位會知道呢？ 

我相信，在坐很多人在離世前，也不知道世上竟然有這些事情， 

明明地放在我們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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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解碼系列︰金牛座與仙后座及海豚座 

今篇主日信息「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之信步星圖第三篇， 

日華牧師繼續進深分享，以天上星座的位置、名字、運行和神話記憶鉤， 

解明《聖經‧啟示錄》隱藏的奧秘。 

 

日華牧師早在 2010 年初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已經開始為大家分享到原來天上的 88 宮星座，是可以貼在地球上， 

並且神話中雙子座頂著天和地之間的兩根柱子， 

位置就對應在西班牙南部，地中海出口的直布羅陀。 

 

我們發現，在世界幕後統治的精英，即十王和 Freemason， 

原來早已知道這個神給予統治者的秘密，並且以這些星座的名字和神話， 

設計世界上許多不同地方的地名、國家名、國旗、建築物和各種標誌， 

甚至是世上最大的古文物建築。 

例如：美國自由神像、密西西比河、馬里蘭州和維珍尼亞州， 

就是以座落美州大陸的處女座命名。 

 

 

 

上星期主日信息提到的澳洲（Australia）， 

就是以座落澳洲大陸的南魚座 Piscis Australis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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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獵戶座就是座落於非洲位置，所以埃及的三座 Giza 大金字塔， 

就是按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位置建成。 

 

 

 

鄰近獵戶座的金牛座，就座落於以色列和地中海的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是代表牛，所以在希臘神話中， 

這裡有一個迷宮，住著一隻牛頭人身的怪物， 

正好對比塞浦路斯就是對應天上的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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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臘神話中，還有另一個故事同樣把塞浦路斯對比金牛座， 

講述天神宙斯（Zeus）看上了腓利基公主歐羅巴 Europa 的美貌， 

而腓利基就是今天以色列北部的黎巴嫩位置，亦即《聖經》常提到的推羅。 

宙斯為了討她的歡心，就變身為一隻公牛， 

引誘歐羅巴坐在牛背上，游到對岸的塞浦路斯， 

宙斯事後把一隻牛放在天上成為金牛座作記念。 

 

 

 

而歐羅巴就成了今日歐洲 Europe 這名字的來源。 

意思是來自亞洲的腓利基，到了歐洲塞浦路斯成了女王的歐羅巴（Eur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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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歐洲的地理位置上，有沒有星座對比這位女王歐羅巴呢？ 

 

原來以天上星座 88 宮貼在地球上的原理， 

歐洲的位置正好有一個名為仙后座的星座， 

名字和星座的形態正好對比身為公主並成為女王的歐羅巴。 

而仙后座的位置，亦正好是在金牛座之上， 

完全對應地理上，歐洲是在以色列的北方。 

 

 

 

並且，仙后座自古以來的形態，就是一位披著飄逸的披肩，並坐著的皇后。 

而所有有關歐羅巴的圖像，包括英國郵票，或是歐洲金銀錢幣， 

同樣自古以來都是一位坐在牛背上的女性，而牛則正在海中游泳，亦同樣披著飄逸的披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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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之下，天上仙后座與歐羅巴的形態、衣著等，都是一樣。 

 

 

 

不單如此，很多描繪歐羅巴騎在牛背上的官方圖畫都有一隻海豚。 

為何繪畫師要刻意把海豚畫在歐羅巴的圖畫中呢？ 

 

 

 

因為天上金牛座和仙后座成一個直線的位置，就有一個星座，正正是海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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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多描繪歐羅巴神話的圖像， 

必定有牛隻對比金牛座；女王對比仙后座；海豚對比海豚座。 

 

 

 

明顯地，設計師在製作歐羅巴畫像、郵票、金幣和銀幣時， 

必定都清楚知道這個神話的人物、名字、故事和對應天上星座的位置， 

這都是十王和 Freemason 所隱藏，有關天上星座貼在地球上的真知識。 

 

並且，所有官方的歐羅巴和金牛座畫像， 

都一定是以能正確地貼在地球上的鏡面倒置方式繪畫，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50 

證明背後的掌權者是一定知道星座貼在地球上的秘密。 

 

 

 

但是，其實黃道十二宮和所有 88 宮的星座是如何貼在地球上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地球和星空之間的關係。 

每當我們在晴朗的晚上，抬頭仰望天空時，所看見的天上星象， 

就如同我們在 Google Earth 所看見的星空一樣。 

 

我們可以想像，以人類角度看天空上的星象， 

就好像是一層圓球形的天幕，包圍著地球。 

雖然現代天文學讓我們知道，天上每一顆星，都與地球有不同的遠近距離， 

但在我們眼中，天幕上的點點星光，只是一個球狀的天幕， 

正如在香港，擁有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共同信息建築物之一， 

香港太空館的球形天象廳，就是一層天幕所播放的影像。 

所以在我們的角度，這天上 88 宮星座，就好像一幅圓球內層的立體星圖。 

但這立體星圖，是如何貼在地球上呢？ 

 

可能你會想像成，把圓球內層的立體星圖向內收縮，包裹著地球，就能夠貼在地球上。 

可是，原來這種方法會令所有星座出現左右鏡面倒置， 

例如︰金牛座的牛頭，會由向左，變成向右， 

白羊座不單左右倒置，甚至會由金牛座右邊，變成金牛座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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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確地把天上 88 宮貼在地球上的方法，有兩個： 

一、把天上的星座圖，變成一張 2D 平面的星座圖，如同畫面所見的一樣。 

然後把另一張 2D 平面的地球地圖，與 2D 平面的星座圖貼在一起， 

並以雙子座對準直布羅陀，就完成了。 

 

但這樣做，對比之前所講，直接把天球收縮貼在地球的方法，會使星座影像鏡面倒置。 

所以，明顯地，自古以來的所有君王和精英， 

都知道要把星空和地球以左右鏡像倒置的方式貼在一起， 

才能發現當中的秘密。 

 

二、就是以 3D 立體的方式。 

首先地球仍然是一個 3D 立體的圓形 

但我們則要將本來印在一個圓球體裡面的星空， 

由內向外反轉，如畫面所見的影片。 

 

當一個本來印在圓球體裡面的星空，由內向外反轉。 

現在的星座圖，已經變為一個立體的天球， 

再把這立體的天球，和立體的地球互相重疊， 

並以雙子座對應直布羅陀，就完成了。 

 

又或者，你可以把地球放在左邊，天球放在右邊，一左一右地對比， 

同樣以雙子座對準直布羅陀的位置， 

也可以發現所有星座都在正確的對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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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香港對應天馬座的心臟位置、 

澳洲對應南魚座和魔羯座的位置、 

中國對應仙女座的位置、美洲對應處女座的位置等。 

 

但是，有甚麼證據證明，以左右鏡像倒置或 3D 立體天球的方式， 

把天上的星座貼在地球才是正確呢？ 

原來希臘神話中，泰坦神之一的阿特拉斯（Altas）， 

就是用雙手托著天，使天不會掉落在地上的那位天神。 

他雙腳站在地上，而雙手所頂著的天，並不是平面的， 

而是一個 3D 立體的天球，天球上就印有天上的所有星座， 

正正如同我們剛才所做的一樣。 

 

 

 

明顯，君王和精英們自古已經知道， 

雖然天上的星座，好像太空館天象廳的星空一樣，在一個大圓頂裡面， 

但真正的秘密，是要把它內外反轉，變為一個星座在外面的天球。 

 

但是泰坦神阿特拉斯的所在位置是哪裡呢？ 

原來非洲北部接連歐洲的直布羅陀，即非洲摩洛哥的位置， 

一直以來都被稱為阿特拉斯，而這裡的山脈就是名為阿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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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雙手托著天球，雙腳站在地上， 

正正就是雙子座的標誌，兩根柱所代表的意思。 

所以，直布羅陀一直存在著一個巨人和兩根柱的石雕。 

 

 

 

原來古代的希臘神話中，已經有傳說清楚記載要把天球由一個圓球的裡面， 

內外反轉出來，並且與地球作對比。 

另一方面，無怪乎 Freemason 很多有關所羅門兩根柱的圖畫之中， 

都是左手邊有一個地球，右手邊有一個天球，明顯是暗藏用天球對比地球的秘密， 

並且圖畫中的天球和地球，下方一定有兩根柱，用來對比雙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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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在主日信息曾為此作出解釋，因為星際和地球之間的秘密， 

是被神命定為王者的秘密，只有如同十王的王者才可以知道， 

神讓誰知曉這秘密，這人就是被命定為世上最有能力的統治者。 

 

而錫安教會，從日華牧師上年所分享的「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得知， 

我們就是真命天子，是《啟示錄》所預言， 

第四馬的騎士、得著以鐵杖權柄，轄管列國的男孩子， 

亦是得著新婦的位份，在被提後可以時空穿梭身分。 

 

在這裡的眾多相片中，我們知道，不是鏡面倒置的，便是抄襲品， 

真正的原著、由中央銀行或國家發行的，必定是鏡面倒置，而非前後倒置， 

因此，抄襲品可謂一目了然。 

所以，透過官方發行的產品，便能得知，他們在進行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其重要程度，甚至到一個階段，就是誰人知道這秘密，便能成為皇者！ 

 

然而，我要讓大家知道一個真正的秘密， 

從「七印」中讓我們明白到， 

「誰人知道這些秘密，便能成為皇者的標準」， 

是由神定下來的，而不是人們去制定的， 

所以，他們不會讓大眾知道，只會讓自己的皇者如英女皇等人知道。 

如天上的七姊妹星是指著伯利恆之星一樣，就是只有皇者才能知道的秘密。 

他們明白到，誰人知道這些秘密，誰就能成為皇者， 

所以，不能讓一般人去知道，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知道。 

人們只會被蒙在鼓裡的購買郵票，卻不知道為何要描繪這些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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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們會聲稱圖畫背後有一個故事， 

但為何這些故事與文物如此巧合呢？ 

任他們瞎編也無法脫身，因為當中必定是指出這個秘密。 

 

「七印」讓我們知道，唯有皇者才配得知道這些秘密， 

但是，他們也只知道一些鳳毛麟角的秘密。 

從網上圖片可見，當形容歐盟時， 

必定會指出這事情，並且必定是用這個方法。 

 

這「七印」是在《啟示錄‧5 至 7 章》打開的， 

若「七印」要真正打開，那必須符合數個條件。 

第一，「七印」代表神刻意的封鎖，時間未到的話，我們是不能明白透的， 

到了時間，神才會打開。《啟示錄‧4 至 6 章》，皆是針對著那時間。 

 

第二，《啟示錄》指出只有主耶穌基督才能配得打開「七印」， 

我們嘗試看看《啟示錄‧5 章 1 節》。 

 

 

 

啟示錄 5 章 1 節：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現在我們知道，這書卷正是「Omega」。就是「Alpha」，就是 Alef 和 Tav，就是它了。 

 

啟示錄 5 章 1 節：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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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七印」就代表沒有資格的人不能看，阻擋（Block）住不被其他人明白。 

 

 

 

所以，不要以為 Freemason 明白一切，他們不可能全都明白的。 

因為「七印」已經定下了時間， 

以及「七印」定了，只有直接從神而得的啟示，那人才會完全明白的。 

 

影片：解碼系列︰封嚴了的書卷及七印 

日華牧師分享到寫《聖經‧啟示錄》的使徒約翰， 

在二千年前所見有關末世的異象，原來是一幅由天上星象構成的圖片。 

 

神藉天上的星座名字、位置、運行軌跡和相關的神話記憶鉤， 

讓約翰把最後七年大災難的情景、人物、地點、事件、時間和程序， 

以形容星象的方式，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 

 

到了第四章，神就帶約翰到神的寶座，就是地球北方極處的上空， 

在那裡以鏡面倒置的方式，看見貼在地球上的 88 個星座。 

這一點在今篇信息早前所播放的精華短片中，已經詳細分享了。 

 

而黃道十二宮，就好像一道圓環的彩虹，環繞著地球的赤道， 

所以《啟示錄》第 5 章開始，約翰形容神手中被封嚴了的書卷， 

其實就是這一道圓環形的黃道十二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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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啟示錄‧第 1 章》所記載， 

主耶穌顯現的形像，就隱藏主耶穌以哪些星座來代表祂自己， 

其中包括自古以來，就代表黃道十二宮開始的金牛座和代表結束的白羊座。 

所以，約翰所見封嚴了捲起來的書卷， 

就是這一道像書卷，捲起來圓環形的黃道十二宮。 

 

《聖經》亦形容主耶穌是唯一配得打開這星際的書卷， 

現在我們以星際的原則去解《啟示錄》，就會明白當中的意思， 

因為主耶穌在天上的形像就是金牛座和白羊座， 

而這裡亦是唯一可以打開這書卷的位置。 

 

然而，到了第 5 章和第 6 章， 

這書卷被形容為有七個印把它封嚴了， 

首四個印，就在四活物叫出四馬時，逐一被打開。 

日華牧師曾分享過，這四活物就是代表黃道十二宮的其中四個星座， 

獅子座、金牛座、天蠍座和水瓶座。 

而這四個星座，在天上形成一個大十字架，是對比主耶穌成就的十架救恩， 

亦唯有成就了十架救贖的主耶穌，才配得打開這星際的書卷，成為世界和惡人的審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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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啟示錄》整卷書卷的本身，就已經是一種 Alef Tav、首尾呼應的書卷， 

因為主耶穌在《啟示錄》的開始，即第 1 章； 

以及《啟示錄》的結束，即第 21 章和第 22 章， 

都分別寫下了有關祂自己就是自古以來， 

舊約中隱藏的 Alef Tav，即阿拉法和俄梅戛。 

所以，主耶穌亦是那一位，能夠把《啟示錄》這卷頭尾連接而嚴封了的書卷打開。 

 

但是，這四印是何時打開呢？ 

就是當有人知道這四印所代表的，就是這四個星座， 

並且知道這四印會於哪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隨太陽升起，就是四印將要打開的時候了。 

隨著日華牧師藉「2012 榮耀盼望」信息打開了這四印的奧秘，  

並且知道這四個星座，就是由 2012 年開始，於春夏秋冬四個節令時隨太陽升起， 

所以，這四印打開的時間已經到了！ 

 

Freemason 明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以往佔據了耶路撒冷、聖殿、金字塔， 

所以，她能得知這些數值和比率，但她並不是全都明白， 

因為，那並不是「七印」，那些是地上的人，在創造當中，慢慢理解了一些事情， 

在神容許的情況下，神讓這群以前殷勤的人掌管這地。 

因為，他們真的比普羅大眾殷勤，神便讓他們成為地上的王者， 

可能，王者想得到的，並不如你想像中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我們所知的秘密。 

 

啟示錄 5 章 2-5 節：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

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長老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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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

印。』」 

 

影片：揭開七印的情況 

原來，主耶穌在《啟示錄‧5 至 6 章》打開的書卷， 

是一幅以天上黃道十二宮和其餘 76 個星座，共 88 宮所組成的星圖。 

 

而使徒約翰當日所見的，就是被神帶到地球上空北方的極處， 

看見一個本來是立體圓球形的星座天球。 

由黃道十二宮開始和終結的位置，就是在金牛座和白羊座之間打開； 

展開變為一幅平面的書卷，成為一卷打開了的書卷， 

並且，這幅書卷裡外都寫了字， 

因為星座成了書卷，就不再分裡外了， 

而是兩面都看見是同一個星座。 

 

但是，為何神形容這幅星圖是一幅書卷呢？ 

因為這星圖，可以讓人像看書本一樣， 

書內的每一段、每一句和每一字都帶著意思。 

這星圖亦一樣，每一個星座；星座與星座之間的關係、彼此的位置； 

每個星座內裡的每一顆星，都有其意思的， 

就像一本書，可以讓人詳細解讀。 

 

就如《啟示錄‧5 至 6 章》所說，當有人能夠配得解讀這幅星圖， 

並且明白到當中所隱藏，有關末世事件發生的時間表、事件內容並程序， 

就代表這星圖已經被打開了。 

 

啟示錄 5 章 6 節：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 

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天上的白羊座會被稱為十字架，因為它亦被稱為公義的祭壇。 

因為，白羊座是被殺的，這是指金牛座旁邊的白羊座。 

讓我們來看看白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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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5 章 6-8 節：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裡拿了書卷。他既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

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在此，便讓我們看到，我們現時所分享的人物，這些事件全部在這裡發生。 

 

影片：主耶穌白羊座揭開書卷 

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繼續揭開這已經封嚴了 2000 年的書卷。 

 

啟示錄 5 章 1 節：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 

 

沒錯，過去二千年，不單無數釋經家花大量時間研究，期望可以解開《啟示錄》的謎題。 

甚至，很多基督徒，也希望能夠明白《啟示錄》這卷如謎語一般，但卻又關乎世界終結的書卷。 

可是，這書卷卻像是封嚴了，沒有人能夠明白。 

 

到了現在，這謎題終於解明了， 

日華牧師分析，原來《啟示錄》真是一卷捲起來的書卷， 

只是，這書卷不是一卷在我們手中的書卷。 

而是大得可以包裹著整個地球的星圖。 

 

我們可以理解，當一幅圖捲起來的時候， 

就是將一左、一右的邊沿摺疊起來，這就是捲起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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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當這張星圖捲起來，甚至被七印封嚴的時候， 

人們就不知道內裡的內容，不能理解《啟示錄》當中的奧秘， 

不知道末後將要發生的事情。 

而這封嚴了二千多年的書卷將要打開，就是藉著「星際啟示錄」的信息， 

一個來自神的啟示，去打開這個捲起了的星圖。 

 

可是，這星圖打開的位置，又是在哪裡呢？ 

當然，我們現在藉著日華牧師的分享已經知道， 

原來，《啟示錄》常常提及，希臘文的阿拉法、俄梅戛， 

於歷史上，就是代表金牛座和白羊座的位置。 

 

 

 

啟示錄 1 章 8 節：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 22 章 13 節：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而神在《啟示錄》的形容，往往就是形容主耶穌是阿拉法、俄梅戛， 

因此，主耶穌就是於星圖中，金牛座和白羊座的位置。 

再者，神於《聖經》中的簽名，希伯來文的 Alef Tav， 

亦是指出金牛座所代表的 Alef 到白羊座所代表的 Tav。 

於天上的星座當中，白羊座就是與金牛座背對背的位置， 

這亦是星圖捲起、摺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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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啟示錄‧1 章》所記載，主耶穌的位置，正好就是白羊座的位置。 

 

啟示錄 1 章 14-16 節：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光明的銅； 

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他右手拿著七星，從他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因此，當從仙王座的視點去看，主耶穌就是在白羊座的位置。 

而白羊座所背對著的，就是另一個形容主耶穌的星座 ── 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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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星圖的摺疊位置，就是白羊座及金牛座背項的話， 

當星圖打開的時候，由金牛座頭部的方向，沿著一直走， 

到了星圖的末端，就是白羊座的頭部，橫跨整個星河。 

所以，主耶穌就是首先的與末後的，並且亦是打開星圖的一位。 

 

 

 

因為星圖的謎題，是主耶穌所設計，是神鋪設諸天與眾星，這就是創始， 

但是，於末後日子，亦是主耶穌啟示祂的僕人去分享《啟示錄》的信息， 

讓世人理解四馬的出現，將《啟示錄》如星圖般展開，因此，這亦是成終。 

 

自古以來，人們都以金牛座為「黃道十二宮」的開始， 

太陽由金牛座開始，以金牛座作主星的話， 

太陽在每一年結束的時候，都會在白羊座下沉， 

所以，自古以來 Sun Die 在白羊座，即太陽一直也是死在白羊座，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的北極是轉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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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前的北極星，不是在小熊座的尾巴， 

 

 

 

在歷史上是以巨蛇座作北極星，而不是以小熊座， 

所以，明顯地，我們的地軸是轉換了。 

 

 

 

文獻記載，在數千年前是以巨蛇座作北極星， 

近代才以小熊座的尾巴作北極星。 

 

 

 

這星座的故事就是，小熊的尾巴被人釘在北方， 

於是乎，牠只能在北方走來走去， 

大熊因為不捨得撇下牠，所以便伴在小熊身旁一起在北極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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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地軸是曾經轉移， 

所以，早年我們所說的「黃道十二宮」開始和結束， 

和我們現在所說的開始和結束是不同的。 

 

 

 

自古以來，很多地方的古文獻也是共同的， 

就如我剛開始分享「星際啟示錄」，所有有關星座的語言（Language）， 

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我相信，這是神在早年向亞當所說的一個語言的秘密。 

 

 

 

所以，關於它們的對比，很早年已遺留下來讓 Freemason 知道， 

但當中的解釋，便沒有可能讓他們知道， 

這個就是神給我們，在末後打開這七印的時候， 

我們會一個接一個印打開去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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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七印打開的時候，我們嘗試看看《啟示錄‧6章》： 

 

啟示錄 6 章 1 節：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 

 

這裡說，印打開的時候就會有一個現象， 

因為，第 6 章開始談及一件很有趣的事實， 

原來，每一個啟示，就等同一個災難的頒佈。 

 

 

 

因為，原來這個立體捲起的 iPad， 

一是不說出來，一說出來就證明《啟示錄》的時代已開始。 

除非《啟示錄》不是這樣解釋的， 

但現在我們一直解下去便知道，根本沒有可能有另一個解釋方法， 

因為你可以用這個方法，將《啟示錄》由第一章解釋到最後一章， 

歷代歷世以來，並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釋整卷《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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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刻意用星座和彼此之間的關係去詮釋《啟示錄》； 

甚至於《舊約》，神藉會幕的定準和設計讓人知道一切是參照天上的星宿。 

 

 

 

 

會幕的頂部四面除了用牛、人（水瓶座）、獅子和鷹， 

去對比天上四個方向的星座外， 

會幕裡的幕頂上縫上銀鈕，代表著天上的星星。 

所以，當祭司舉目一看幕頂時，如同抬頭望見宇宙的星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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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希伯來書》提到，會幕是按著天上的情景去造的， 

所以，過往我曾經分享過，其實，我們可以天上的方向與會幕作對照。 

 

 

 

會幕中，有施恩寶座和四活物，而幕頂上有銀鈕， 

而宇宙的天際中，除了有星星，同樣還有對比神、施恩寶座、四活物的星座， 

它們連方位和方向亦都和《聖經》所描述的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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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分享過，《聖經》中清楚提到神的寶座位於北方的， 

當我們望上天上的北方，就能看到剛才我所分享的星圖， 

就算人進到宇宙去，也會見到相同的景象，祂的寶座的確位於北方。 

 

 

 

不但如此，會幕中所有的設計、擺設和方向，亦都和星座的位置一模一樣， 

並且，與其故事內容亦都毫無二致，全按照天上的樣式。 

 

而其中一點，銅祭壇有四隻角， 

祭壇上的四角，是給祭司獻燔祭時，將牲畜捆綁住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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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牠們不能動彈。而被捆綁於這四角上的，只有牛和羊。 

 

   

 

而天上 Alpha and Omega 的位置，就出現了四隻角， 

就是金牛座的兩隻角和白羊座的兩隻角，共有四角， 

天上的確有會幕的景象。 

 

 

 

金牛座及白羊座的四隻角，就是銅祭壇的四角，主耶穌基督就是 Alpha and Omega， 

就是這頭牛（金牛座），亦是這隻羔羊（白羊座）， 

因為主要獻的祭，如平安祭、燔祭，就是祂，就是 Alpha、Omega， 

還有什麼需要爭論的呢？已經無須爭辯的了。 

 

影片：會幕與星圖的對比 

早在 2010 年，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之「星際啟示錄」時， 

已提到摩西出埃及時，神向他啟示，用作獻祭和敬拜神的地上會幕， 

原來是按照天上會幕的樣式而建造。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71 

日華牧師當時分享到，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過了紅海，在曠野被神以雲柱和火柱引導而四處飄流時， 

最接近會幕四方的以色列支派，分別是以法蓮、流便、猶大和但。 

而這四個支派的旗幟，正好對應天上黃道十二宮的其中四個星座，並形成一個十字架形狀。 

以法蓮對比金牛座；流便對比水瓶座；猶大對比獅子座；但對比天蠍座。 

 

除了會幕四個方向的支派是對應天上的四個星座， 

會幕的其他主要設計，又是否對應天上星座的名字和形狀， 

證明地上的會幕，確實是完全按照天上的會幕而建造呢？ 

日華牧師就此作出解釋，原來天上星宿對比地上會幕的方式， 

就好像印證錫安教會，被神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的共同信息一樣。 

 

神以一種大雜燴、看似沒有章法的方式， 

把地上會幕，甚至所羅門聖殿的結構和家具的對比， 

放置在天上的星座裡，這就是《聖經‧希伯來書》所說的天上會幕。 

 

希伯來書 8 章 1-5 節：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

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裡，作執事；這帳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和祭

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

物的祭司。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

『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首先讓我們重溫摩西會幕的結構，會幕分為三個主要部分，最外圍是外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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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用作獻祭，外形是四方形有四隻角的銅祭壇，以及供祭司清洗祭物用的洗濯盆。 

天上又是否有對比祭壇和洗濯盆的星座呢？當然有！ 

 

首先，用來對比主耶穌形象的兩個主要星座，就是金牛座和白羊座。 

而牛和羊都是以色列人用作獻祭的最主要牲畜，正好對比以牛羊獻祭給神的銅祭壇。 

 

並且，自古以來所有金牛座和白羊座的圖畫， 

無論是牛或羊，頭上都必定有一對角， 

牛和羊各有一對角，加起來就是兩對角，即四隻角。 

並且金牛座和白羊座的角，是背對背的， 

正好對比銅祭壇的四隻角，而銅祭壇的四隻角亦是牛角或羊角， 

這就是天上 Alef Tav 的開始和結束點，金牛座和白羊座。 

 

 

 

另外，當主耶穌向約翰顯現的時候， 

約翰形容主耶穌的雙腳好像光明的銅，正好對比用銅造的銅祭壇。 

 

而主耶穌就是真正天上會幕所獻上的贖罪祭，牛和羊的代表， 

所以，無庸置疑，天上會幕就是以主耶穌的形象所代表的星座，來對比會幕第一件家具的銅祭壇。 

 

外院第二件家具就是洗濯盆， 

而天上又是否有對比洗濯盆的星座，成為天上會幕的洗濯盆呢？ 

答案其實是明顯不過的事， 

這星座就是用作對比主耶穌所發出眾水聲音的波江座。 

因為波江座所預表的，就是一條活水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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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對比主耶穌是活水江河，亦正好對比洗濯盆和聖殿中的銅海所代表的浸禮。 

 

 

 

所以，摩西會幕的第一層外院，正好對比基督徒信仰最基礎的第一層， 

就是最基礎的救恩，是主耶穌於 2000 年前所成就的， 

這一層是第一層，亦成了我們進入救恩的門。 

 

 

 

當進到摩西會幕的第二層，就是聖所， 

代表教會過去和現在，大約 2000 年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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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又是否有星座對比過去 2000 年教會所做的工作呢？ 

首先，主耶穌要求教會的領袖要成為好牧人，所以天上就有一個牧夫座。 

 

約翰福音 10 章 11 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 10 章 14 節：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成為好牧人就能得到牧者的冠冕，所以在牧夫座旁邊，就有一個北冕座，正好代表這牧者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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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5 章 2-4 節：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

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

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另外，主耶穌應許，信主的人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路加福音 10 章 19 節： 

「我已經給你 

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所以天上亦有一個踐踏蛇和蠍子的蛇夫座， 

因為蛇夫座的形象，就是踐踏蛇，即長蛇座，亦有代表蠍子的天蠍座。 

 

 

 

此外，所羅門聖殿中，進入第二層聖所的門口，就有兩根柱子， 

而天上亦有代表聖殿前兩根柱子的雙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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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天上亦有代表敵基督的獵戶座，和代表敵基督國度的海怪座， 

同樣亦有代表可以打敗海怪的英雄人物英仙座， 

英仙座手握的寶劍，就是主耶穌所說聖靈兩刃的利劍。 

 

 

 

另外，天上亦有《啟示錄》的四馬， 

而錫安教會，甚至被神印證是第四馬天馬，即灰馬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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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亦有一個星座人物， 

神話中，他是第一個可以用四隻馬來拉車的人，他就是御夫座。 

 

 

 

神話中，御夫是雅典之皇埃里克托尼奧斯（Erichthonius）， 

父親為火神赫淮斯托斯，養母為女神雅典娜， 

雅典娜教埃里克托尼奧斯各項技能，包括馴馬技術， 

使他成為第一個能用四馬御車的人， 

宙斯為了紀念他，就將他安置在眾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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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還有更多天上星座對比現今教會所發生的事情， 

日華牧師將會在「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中，為大家作出詳細解釋。 

 

最後，摩西會幕的最後一部分就是至聖所，即神同在的居所， 

所以，位於北極星空之上的仙王座，正好對比居位在北方極處的神。 

 

 

 

並且，原來仙王座的背後就是小熊座，而小熊座本來的名字就是寶座， 

因小熊座的形態正好像一個寶座，正好對比使徒約翰看見天上有神的寶座， 

就是仙王座所代表的神，和小熊座所代表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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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4 章 1-2 節：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裡來，我要將

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但是，原來按照中國的星座命名和排列， 

天上北極中央的位置，即對比西方是仙王座和小熊座的位置，有一個名為「紫微垣」的中國星座。 

「紫微垣」的意思就是紫色的宮殿，意思竟與西方星座的仙王座和小熊座一樣。 

 

 

 

因為，無論中國或是西方，甚至於以色列中，紫色都是皇帝所穿的衣服顏色， 

再一次證明，《聖經》記載的天上北方的極處，自古以來都是指到神的居所。 

 

故此，原來《啟示錄》告訴我們，當這印、這秘密全然揭示後， 

其實，就只有一個時代才能打開， 

所以，打開這印並不是按著我的心意而行的。 

歷代歷世以來，有多少牧師希望得到打開這印的機會， 

我們是有幸能夠得知箇中奧秘而已， 

但問題是，不是按我們想打開就能夠打開。 

 

如我所言，我們之前所閱讀的全卷舊約， 

從來也沒有人知道這「ER」字是什麼意思，現在我們則在閱讀整卷「ER」。 

現在你便能明白我們真的是「欲言又止」了， 

因為這實在是說不完的，當中所包含的奧秘，足足用了整卷書， 

記著：是整卷《啟示錄》中的 22 章把所有的全都寫了出來， 

但人類歷史二千年來又可有人能解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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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若真的用了兩個字母寫了出來，你又是否真能明白？ 

明顯，是完全沒有可能會明白。 

 

 

 

但當中卻擁有全世界有歷史以來最大的奧秘，就是人類歷史的結束， 

亦證明了神的全然掌管。神在時間之外，祂的簽署（Signature）就已經告訴了我們， 

祂的榮耀就是這樣龐大，對嗎？ 

 

 

 

影片：解碼系列：英女皇的 923 共同信息第二部分 

上星期，2016 年 5 月 15 日的主日信息中， 

提及英女皇藉著一個與奧巴馬一同拍攝的廣告， 

解釋了 923 共同信息、李斯特城和玫瑰戰爭。 

這亦是我們有史以來，首次看見十王從幕後出來，粉墨登場， 

親自印證日華牧師所分享的「923 的共同信息」。 

讓我們明白到，我們確實是十王藉著「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 

所預備和等候的新婦級基督徒。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81 

 

 

當然，神亦透過 508 及 1455 於數字上的超然印證，證明錫安是於神的時代計劃核心。 

 

 

 

但是，神為著要證明上星期主日的分享，也是神的心意， 

刻意於主日的同一天，讓香港發生不同事件，成為新聞，去印證信息提及的不同題目， 

包括︰李斯特城、玫瑰內戰、英雄電影，甚至是英女皇的 923 共同信息，所有事情， 

也是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亦是神的心意。 

 

第一個印證，當主日分享 2016 年的世界共同信息，將會是英雄內戰的時候， 

香港亦於同一時間，出現另一場內戰，去印證主日信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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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主日曾在「天馬座行動」信息中，分享天水圍飛馬球隊隱藏的共同信息內容， 

相信大家亦記憶猶新。但自從 2010 年後，飛馬球隊就沒有贏取過任何重要獎項。 

而飛馬球隊，亦於 2015 年改名為香港飛馬，不再以元朗為主場，取而代之就是元朗足球隊。 

上星期日的足總盃決賽，就是香港飛馬迎戰元朗， 

由於兩隊人馬有關聯，因此報道亦稱這場比賽為「英雄內戰」。 

其後，賽事打足 120 分鐘亦不分勝負，最後，要互射十二碼才分出輸贏， 

香港飛馬以 4 比 3 勝出，贏得自 2010 年後，第一個錦標。 

 

事實上，主日信息絕少提及個別足球隊伍， 

但當上星期，講及今屆奪得英超聯賽錦標的時候，  

同一日，充滿共同信息的天馬球隊，就取得他們自 2010 年以來的首項錦標。 

而李斯特城的勝出，絕對稱得上是十王的戲劇性精心安排，造就一個沒有可能發生的傳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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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李斯特城於上一個球季，即 2014 年的聖誕節，已經排榜尾， 

直至 2015 年 3 月 21 日，查理三世再一次落葬之前， 

李斯特城仍然輸給熱刺，當時已經排在榜尾 20 周。 

須知道，一個球季只得 38 周賽事，李斯特城有超過一半時間留在榜尾。 

 

但於 2015 年 3 月 22 日，即英女皇於廣告中隱藏的信息， 

其中一個跑手的號碼布 223 的英式日期寫法， 

3 月 22 日，查理三世被運到李斯特城座堂，及於 3 月 26 日進行葬禮之後， 

李斯特城才展開神奇之旅，由包尾分子，於今年成為英超聯賽冠軍。 

 

 

 

有報道甚至稱， 雖然，李斯特城的贊助商名叫 King Power， 

但查理三世，才是李斯特城真正的 King Power。 

期間，李斯特城亦刷新了一項英超紀錄， 

自英國超級聯賽於 1992 年成立，取代英國甲組聯賽以來， 

李斯特城是第一支於上一季聖誕節排榜尾， 

但卻能夠於其後一季的聖誕節，排榜首的球隊。 

 

須知道，現代頂級足球，是純資本較量的賽事， 

超級球會與榜尾球會每年的班費，相差十倍。 

例如︰李斯特城 11 個正選球員的身價，大約是 2,200 萬英鎊。 

但頂級球會曼城 11 個正選球員的身價，就高達 2.8 億英鎊，相差超過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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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斯特城球員一年的總薪酬，大約是 3,600 萬英鎊， 

遠遠低於曼聯的 2 億英鎊及車路士的 2.15 億英鎊。 

因此，現代足球中，下游球隊是絕對不可能贏得聯賽冠軍。 

 

 

 

但是，如果你仍然認為這是偶然的話， 

那麼，帶領李斯特城贏得聯賽冠軍的兩位前鋒，他們的球衣號碼又是哪個號碼呢？ 

答案，當然就是絕對不可能偶然的號碼，923， 

亦即是 9 號的華迪，與 23 號的烏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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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足球內戰之外， 

上星期日亦出現另一則新聞，成為有趣的印證， 

就是運輸署於當天拍賣傳統車牌，而成交價最高的一個， 

就是車牌「9966」，以 41 萬 5 千元成交。 

 

 

 

當中的數字，就是上星期主日信息所提及， 

於英女皇的電視廣告中出現的 96 和 69。 

事實上，英女皇所拍攝的電視廣告中，有數字的畫面，只有兩個， 

分別是兩名掛上 239 及 223 號碼布的跑手，及哈利王子的手機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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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手機屏幕上，電量為 69。 

那麼，96 這個數字，又在哪裡呢？ 

沒錯，96 這個數字，化身成一條數學題， 

就是屏幕上的時間，18 時 15 分， 

1+8 = 9 

1+5 = 6 

就是 96。 

 

 

於一個畫面當中，刻意出現 69、96 這兩個數字， 

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知道，十王眼中最重視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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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就是 96、69 所代表的雙氧水事件。 

另一件，就是 239 信仰巔峰，以及 223 所代表的英雄內戰結束。 

 

 

 

 

於此，我們可以看見，除了是英女皇親自印證之外， 

就是他們在廣告中，是用上雙重信息的方式， 

將一個概念重複兩次，讓人不會誤會隱藏信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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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就如吹角節是用上兩個見證人、兩個毛衣人， 

因此，他們亦用上雙重的印證，讓人能夠肯定當中的意思。 

 

 

 

讓我們再重溫這個廣告。 

These are all the individuals who last year doing their thing running the 100 meters and all that good stuff 

and the American man here was incredibly fast. 

這些是去年的參與者，他們戴上義肢參與 100 米賽跑。 

這美國人跑得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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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quite close, isn’t he? 

他只差一點點吧？ 

 

Oh, message, from Michelle How very amusing. 

噢，來自米歇爾的視訊，一定非常有趣。 

 

Shall we watch it together? 

一起看好嗎？ 

 

Yes. 

好。 

 

Let’s have a look. 

一起看。 

 

Hey Prince Harry remember when you told us to “Bring it” at the Invictus Games? 

嘻，哈利王子，還記得你對我們在傷兵運動會所下的戰書嗎？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你要小心了。 

 

Boom. 

咚。 

 

Oh really? Please! 

啊，真的嗎？ 

 

Boom. 

咚。 

 

例如︰剛才提及的電量和時間，就是 69 和 96，這絕對是悉心策劃。 

此外，就是運動員的 239 號碼布，他們用核彈的爆炸， 

重複印證 239 這個數字，亦是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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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就是另一塊號碼布 223，我們現在知道， 

這牽連著查理三世、玫瑰內戰。 

 

 

 

那麼，廣告裡面，哪裡提及內戰呢？ 

其實，整個廣告的概念，英國的英女皇鬥美國的奧巴馬， 

本身，豈不就是一場英雄內戰？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隱藏信息， 

就是片段一開始的時候，哈利王子手上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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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寫著「I AM」，右邊寫著「Invictus Games」， 

正好就是重複「I AM」這個共同信息兩次。 

 

 

 

因此，於這幾十秒的廣告中，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是以雙重印證的方式構思及拍攝。 

目的，就是為了說服所有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公益廣告， 

而是一段用來傳達共同信息的影片。 

 

事實上，英女皇的共同信息，並非就此完結。 

今年，適逢伊利沙伯女皇 90 歲壽辰，英國皇家鑄幣局推出英女皇紀念幣。 

銀幣前面，是英女皇肖像，而背面，則是 90 歲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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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可以留意，其實當中亦隱藏了 923 的共同信息。 

這裡出現英女皇的簡號，就是 ER， 

E，代表伊利沙伯 Elizabeth， 

而 R，則代表女皇 Regina，即拉丁文女皇的意思。 

「E」在英文字母中排第 5 個字母，「R」則排 18， 

5+18 = 23 

再加上 9 枝玫瑰，就是數字 923。 

 

 

 

這裡，亦有著一個有趣的印證， 

上星期主日，日華牧師分享《聖經》中，一個謎一樣的希伯來字，就是 Alef Tav。 

由於這個字本身，並沒有人知道如何發音， 

因此，整篇信息中，日華牧師也是以「ER」去為這個字發音， 

讓弟兄姊妹能夠理解，亦成為了他們的記憶鉤。 

就在不知情下，該篇兩年前分享的主日信息， 

竟然夾雜著今年英女皇所拍攝的共同信息廣告， 

甚至英女皇的簡稱「ER」，亦成為上星期主日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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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英國皇家鑄幣局之外， 

加拿大皇家鑄幣局於英女皇紀念幣中，用上玫瑰， 

就是主日信息所提及，遍地玫瑰的現象。 

 

 

 

但當談及銀幣，我們應該會非常熟悉， 

因自「2012 信息」開始的時候，我們亦已經開始為到將要來的災難而儲備銀幣。 

但大家有否發覺，於 2015 年，當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 

我們發現自己的身份，與及共同信息的時候， 

雖然，這些信息發生的時間不同，由 1985 年的《回到未來》至到 2016 年的美國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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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忽然間，這些共同信息，也一同於這一、兩年，變成了銀幣， 

須知道，出一款銀幣，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事情，一年不會出很多， 

但當所有共同信息於同時間變成了銀幣，這亦成為了其中一個有趣的印證。 

 

 

 

此外，上星期日， 

還有一宗不可能是人為的事故，成為印證主日信息的新聞。 

就是一輛九巴，於星期日中午，即主日早堂正在播出英女皇 923 共同信息的時候， 

行駛到觀塘時，路面因爆水管而下陷，導致九巴被困， 

但值得留意，當時，只有一輛巴士被困，沒有其他車輛同樣出意外， 

而九巴的編號，當然就是 23 號，亦即是 923 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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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又是否留意到，巴士被困的位置是哪裡呢？ 

原來，巴士被困的位置，就是觀塘曉光街及協和街交界。 

 

 

 

曉光街，豈不就是上星期所提及，其中一齣英雄內戰電影的名稱？ 

原因，曉光，就是曙光 Dawn 的意思，就是英雄電影《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 

 

 

 

而協和街，協和，豈不就是和談、和約， 

就是上星期提及，《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其中一幕簽訂和約 Sokovia Accords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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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協和街」亦是另一個共同信息，  

就是早前分享法國巴黎的地標建築時，亦提到「協和廣場」。 

這裡不但出現 923，甚至主日介紹兩齣超級英雄內戰的電影，亦已經包括在內。 

 

此外，電影《美國隊長 3︰英雄內戰》， 

其實可以看為 9 月 23 號，923 的事件。 

 

原因，劇情中，復仇者分成兩批，一隊由鋼鐵人 Iron Man 所帶領， 

一隊由美國隊長 Captain America 所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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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已經分享到，電影中，鋼鐵人的母親唱了一首提及九月 September 的歌。 

而於母親被殺後，鋼鐵人為了紀念她，就組成了「九月基金」， 

因此，劇情中不斷重複提及九月。 

 

 

 

電影片段： 

As of this moment, every student has been made an equal recipient of the Inaugural September Foundation 

Grant. 

此刻，每一位學生都能夠平等地獲得，首屆九月基金資助。 

 

As in, all of your projects have just been approved and funded. 

你們所有的項目剛獲得批准和資助。 

 

- Oh, Mr. Parker - Umm 

- 哦，帕克先生 - 嗯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你怎麼會？ 

 

Hey. I'm-I'm-I'm Peter. 

嘿，我……我……我是彼得。 

 

- Tony - What are... 

- 東尼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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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你……你來這裡幹嘛？ 

 

It's about time we met You've been getting my e-mails, right? 

我們是時候見面了，你已經收到我的電郵，對不對？ 

 

- Right? - Yeah, yeah. 

- 對？ - 是啊！ 

 

- Regarding the...- You didn't tell me about the grant. 

- 關於……  - 你從沒告訴我關於資助的事。 

 

- About the grant - The September Foundation. 

- 關於資金補助 - 九月基金會。 

 

- Right. 

- Yeah. Remember when you applied. 

- 對 - 對，申請過那個。 

 

- Yeah - I approved So now, we're in business. 

- 是啊 - 我批准了，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合作了。 

 

所以，一邊是鋼鐵人所代表的 9 月， 

而另一邊，就是美國隊長一方，寒冬戰士 Bucky Barnes 乘坐的 23 號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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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齣電影當中，絕少提及數字， 

可是，當中的共同信息，不單單只是數字 923， 

而是刻意以兩隊人，表達 9 月和 23 號， 

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日期，這還會是偶然嗎？ 

 

 

 

並且，這兩套英雄內戰電影， 

也是有預謀地，一同於 2016 年推出，這豈不是另一個雙重印證嗎？  

 

這兩星期當中，我們可以看見來自十王級數的直接印證， 

當然，亦夾雜著神的超然印證， 

去證明日華牧師所分享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 

 

但其實，這裡隱藏的謎題，是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更偉大， 

因今年的共同信息，明顯地就是英雄內戰結束，新時代的誕生， 

亦將會是成為約瑟、弟兄相認、大復興的時間， 

但是，這場內戰在神的心意中，是否有著另一個意義呢？ 

 

事實上，信仰中最大的一場玫瑰戰爭，必然是基督教與天主教的戰爭， 

自古以來，玫瑰所代表的天主教聖母馬利亞， 

都被稱為「玫瑰聖母」或「無刺玫瑰」，因此，天主教亦有「玫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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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玫瑰則代表基督教， 

因為基督教於 500 年前復還的最原始標記，就是白色的路德玫瑰。 

 

 

 

所以，英女皇用玫瑰戰爭的結束，成為今年的共同信息， 

會否是代表這套「2012 信息」所帶起的大復興， 

這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後、且最大的復興， 

不單令眾多外邦人得救，更會讓這場信仰內戰結束， 

讓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有最後的被提機會？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見，今年所出現的遍地玫瑰盛況， 

不僅僅是傳統的紅玫瑰，更有眾多白玫瑰成為今年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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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天上玫瑰星團的位置，就是於麒麟座，亦即獨角獸座，亦是非常吻合今年的信息。 

 

 

 

因《啟示錄‧6 章》提及，第二隻活物金牛座所叫出的第二匹馬，正好就是獨角獸座， 

於今篇主日中，日華牧師將會對金牛座作出更詳盡分享， 

讓我們知道，現在已經是第二馬，獨角獸座出來的時間。 

 

 

 

其實，當神在末世，打開這個秘密的理由，除了讓人知道，祂是全然掌管時間和人類歷史外， 

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就是，祂希望讓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就是祂是多麼的重視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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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現在的人類，特別是達爾文等推崇進化論的人，往往摧毀了人類的自我價值。 

好些年青人，打遊戲輸了便跳樓自盡、失戀又是以死解決、 

尋找配偶不遂以利器威脅恐嚇，又遭保安人員一槍擊斃， 

就是我們今次錄製這篇信息時一大清早聽到的新聞， 

才二十出頭的年青人，難不成人生就是這樣沒有價值的嗎？ 

因為一些感情問題，自己的人生就已完全沒有價值？ 

 

但我想讓大家知道，神就要讓我們知道，祂是何等重視我們。 

試想想，我們雖只是微塵，但這位偉大的神，就是用天上這許多的星宿， 

來頒佈我們現時最末後的歷史，並且祂從多次多方的讓我們知道， 

祂的偉大實在超乎我們想像以外。 

 

 

 

事實上，我們看見，直到今時今日，不論是人類歷史、或是對神話語的認識， 

真的是按著神所指定的時間才能揭示出來。 

故此，按著神的全然掌管，一切都已定了。 

《啟示錄》不是說神給面子予這人或任何其他人，神是在創世之先已預定了， 

在創世以先，神已經創造了天上的星宿， 

並命定由誰在世界末日時解釋這書卷？誰會活在這世代中聽這書卷？ 

神已經指定了《啟示錄‧6 章》只有在這件事情發生時，才可以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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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七印解開的時間是預定的 

創世記 1 章 1 節： 

「起初，神創造 Alef Tav 天，創造 Alef Tav 地。」 

 

 

 

自從創世以來，神早已按著 Alef Tav 的規律， 

創造了天上繁星、季節的時令和時間、宇宙的循環及萬物貫徹始終的規律， 

一切，皆依循 Alef Tav 的既定模式和預定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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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神向錫安教會揭示的「星際啟示錄」奧秘， 

天上的繁星不但預示了將要在《啟示錄》時期應驗的事件， 

包括揭開七印災難的形式和幅度， 

甚至神以 Alef Tav 創造的星宿，更預定了七印應驗發生的時間， 

及相關應驗人物角色的身分。 

 

當打開《啟示錄》的「七印」，不難發現當中明顯的共通點： 

就是當羔羊將「七印」揭開之後，指定的事件才會接續發生。 

換言之：「七印」謎底被解開之時，就是其應驗之時！ 

 

以神按 Alef Tav 創造的星宿為例， 

因為歲差運動的規律，人類歷史尚未踏進 2012 年之前， 

黃道 12 宮的星座，仍未轉移至完全對應四活物的位置。 

意思是，每年春分太陽從水瓶座升起，一個人倒水的形態對應代表人的活物； 

夏至時，金牛座對應代表牛的活物；秋分時，獅子座對應代表獅子的活物； 

冬至，就是天蠍座，那倒轉了的飛鷹形態對應代表鷹的活物。 

假如神沒有揭示四個活物對應黃道 4 個星座的奧秘， 

基督徒便難以理解「七印」和「四馬」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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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揭示《啟示錄》謎底的時間，是早已被命定， 

任何釋經家和基督徒，在其他時間都根本不可能貫徹解明， 

因為《啟示錄》和七印的災難， 

是神以 Alef Tav 方式命定的時間錦囊，是神封嚴了的書卷。 

 

原來，尚未到指定時間，就沒有人能解明《啟示錄》和「七印」的各種奧秘， 

世界的歷史和末後的預言，就好像書卷一樣被捲起來， 

世人只能看見書卷的起頭 Alef 和結尾 Tav 的部分， 

中間的內容一直被隱藏，從來沒有人能觀看這書卷。 

 

啟示錄 5 章 1-5 節：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中有書卷，裡外都寫著字，用七印封嚴了。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

傳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能展開、能觀看那書卷的。』 

因為沒有配展開、配觀看那書卷的，我就大哭。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

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實在，當世界發展到神早已預定的時間， 

只有神認可的角色才能解開《啟示錄》的七印。 

因為藉著「2012 信息」，謎底已經被解開， 

這亦正好意味著「七印」及各種災難事件，已經陸續應驗發生， 

一切事情和災難的發生，都在神的預定及全然的掌管範圍之內。 

 

在 2012 年，我理解並與大家分享「星際啟示錄」時， 

我很希望《啟示錄‧6 章》記載的六印和四活物是不按次序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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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按次序出現的話，一切事情都會在 2012 年發生，然後，我們便可以被提， 

事實上，我們卻要等到第六印發生後，才可以被提。 

 

 

 

可是，它必然是按次序出現， 

因為，四活物乃是按著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每年按次序出現， 

例如：第一個活物是天蠍座，並已經定了時間，便是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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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以天上黃道十二宮內的四個星座來定這四活物的話， 

四活物只能對應 2012 年的時間表， 

因為，只有在 2012 年之後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太陽才會從四活物之間升起， 

因此，亦記下了 2012 年之後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時間。  

 

 

 

有趣地，即使 Webbot 以數碼作預測， 

都會發現它所指出的事情必然會按著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出現， 

所以，Webbot 預測在春分和秋分時，將會發生什麼？ 

夏至和冬至時，又會發生什麼？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08 

我們親眼見證著 Webbot 所預測的事件， 

若不是今年的秋分，必然是下年的秋分發生，因為它說明了是在秋分發生。 

 

 

 

Webbot 是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來預測， 

但若以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作預測的話， 

每年只有一次，而不會轉變至下一個月才發生。 

 

 

 

故此，為何 Webbot 所預測的事件於 2013 年時不應驗，卻在 2014 應驗了？ 

連月份也是那麼準確？因它是以這種時間作出預測，因此，《啟示錄》亦以同樣的方法揭示。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09 

影片：2012 年與「星際啟示錄」的解碼 

早年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經已介紹過 2012 年是水瓶新世紀， 

亦因為這個年份，讓我們解開「星際啟示錄」的謎團， 

因此，讓我們先作少許重溫。 

 

 

 

原來，當我們處身於地球時，我們會認為，「時間」就是一大堆數字， 

例如︰不同的年份、月份、日期和時間。 

今天主日的日期，就是 2016 年 5 月 22 日， 

「時間」彷彿只是一個計時器 Counter， 

計算著時、分、秒的流逝，看似沒有任何意義。 

但於神眼中，時間不僅是計時器， 

神鋪設眾星，就是要讓人知道，歷史的每分每秒，於神眼中都是重要的。 

 

因為於神眼中，時間並非沒有意義， 

神以歲差運動，製造出一個 26,000 年的循環， 

於黃道十二宮包圍地球的情況下， 

每一年春分，太陽也會對著不同星座的位置升起，每 72 年相差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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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圓形有 360 度，當中有著 12 個星座，因此，每個星座就佔了 30 度； 

每 72 年移動一度，因此，移動 30 度就要 2,160 年， 

移動 360 度，就要約 26,000 年。這現象，被稱為歲差運動。 

可見，歷史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刻記在星座的故事裡。 

 

 

 

過去 2000 年，每一年的春分，太陽也是於雙魚座升起， 

但直至 2012 年的春分，太陽才轉動到由水瓶座升起， 

所以，2012 年後就稱為水瓶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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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讓我們重溫「2012 榮耀盼望第 47 篇」，精華短片（VO）「歲差運動」的部分內容。 

 

精華短片： 

其實，什麼是黃道十二宮？ 

因地球環繞太陽公轉時，每一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所對比背後星空的位置都不相同， 

人在地球上的角度來看，就好像太陽是環繞著地球在走動，這條道路就是稱為黃道。 

而十二宮就是將一條 360 度的道路分為每 30 度一段，共 12 段，每一段就是一個宮。 

 

何謂歲差運動？ 

就是每一天當太陽從地平線升起時，隨著太陽一同升起， 

在太陽背後的星座每年同一日的位置會不斷移動， 

會每約 72 年向右移動 1 度，而完成 360 度的移動， 

就需要約 24,000 至 26,000 年。 

所以，每約 2000 年就會從一個星座轉到另一個星座， 

例如，由約在主前 150 年至 2012 年， 

每年春分之日，太陽都是由雙魚座這個宮的範圍升起。 

但由於這個位置是不斷移動， 

直到 2012 年的春分之日，太陽就會由水瓶座升起。 

 

事實上，早於 1960 年代，美國已有人談論水瓶新世紀（Age of Aquarius）。 

1969 年，全世界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由樂隊 5th Dimenson， 

所唱的水瓶新世紀（The Age of Aquarius）。 

 

這首歌不單連續六個星期佔據 Billboard 流行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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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歷年 Billboard 總排行榜中，排第 66 位。 

 

 

 

就因為人們不斷談論水瓶新世紀，不斷研究 2012 年的演變， 

因此，日華牧師亦於研究中，打開了「星際啟示錄」的奧秘。 

原來，黃道十二宮所包圍的地球，就是一個 26,000 年的時間表， 

《聖經》中出現的四活物，其實已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提示。 

 

 

 

因為，這四活物正好就是遙指天上四個星座， 

包括︰代表人的水瓶座、代表鷹的天蠍座、代表獅子的獅子座、以及代表牛的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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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啟示錄》本身就是一個時間錦囊，這個錦囊打開的時間， 

正好就是太陽於春分位置，從水瓶座升起的時間，亦即是 2012 年。 

由 2012 年開始，四活物就會到達正確位置， 

於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個時間升起。 

 

 

 

正如日華牧師所分享，當不同的印打開後，活物就會開始行動，呼叫四馬出來， 

當活物依次出來，呼叫說：「你來」， 

四馬亦會依次出來行動，對世界展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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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四活物的星座，是於 2012 年移動到正確位置而行動， 

同樣地，四馬亦是於 2012 年開始行動， 

因此，《啟示錄》所有事件，亦會於 2012 年展開。 

由於 2012 年前，四活物的位置並未對準， 

因此沒有人會想到，以四活物對比黃道十二宮， 

更不可能有人能夠解釋《啟示錄》的內容。 

 

所以，《啟示錄》一直以來都是封嚴了的書卷，等候有人出現能夠解開。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於 2012 年水瓶新世紀後，就有人可以解讀這書卷， 

當《啟示錄》被打開，成了一卷打開了的書卷， 

與此同時，《啟示錄》各種災難亦揭開序幕了。 

 

啟示錄 6 章 1-2 節：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我

就觀看，見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有趣的是，第一印是天蠍座，亦即以前的天鷹座，用作對比「但」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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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6 章 3 節：「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 

 

第二印就是第二活物，就是牛，亦即金牛座。 

 

 

 

啟示錄 6 章 5 節：「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 

 

第三印、第三活物，就是獅子座。 

 

 

 

在第四印時， 

啟示錄 6 章 7 節：「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其實，第四活物就是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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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第一印與第二印都具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第一印是天鷹座，第二印是金牛座， 

 

 

 

而上有兩扇門，金門與銀門， 

金門位於天鷹座與射手座間，銀門則位於金牛座雙角間。  

 

   

 

影片：時事追擊︰國獸與國家（美國升格北美野牛為「國獸」） 

香港時間 2016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二約下午 5 時，發生了一則轟動國際的大新聞， 

美國自 1776 年立國，相隔 240 年後，突然首次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法案， 

將北美野牛升格為「國獸」，成為代表美國國家級的哺乳類動物，與美國國鳥白頭鷹看齊。 

法案確認北美野牛在北美大陸生活多年的物種地位，成為美國的歷史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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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沒有發覺這次事件似曾相識， 

與 1986 年 9 月 23 日，923，美國立國 210 年後， 

突然極不尋常地選立玫瑰花成為國花的情況一模一樣， 

以橫空發生的方式，製造出一個謎題般的事件。 

 

 

 

其中，法案起草者之一的眾議員克萊指： 

「沒有其他本土物種比這種高貴的動物北美野牛，更能講述美國的故事。」 

而美國的國鳥為白頭鷹，今次行動並不威脅白頭鷹的地位，因為白頭鷹並非哺乳類動物。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18 

以下是 2016 年 5 月 10 日黃昏時分， 

香港新聞報道有關奧巴馬簽字確認北美野牛成美國「國獸」。 

 

新聞片段： 

北美野牛最初在十六世紀遷徙至北美大平原時數量以百萬計， 

但因為氣候變化及人工捕獵等因素， 

十九世紀跌至不足一千隻，一度面臨絕種危機。 

美國內政部在網頁發布關於北美野牛十五件事的文章， 

讓公眾了解剛出爐的國家動物， 

負責保護自然資源的內政部標誌中間正是一隻北美野牛。 

總統奧巴馬星期一簽署法案，正式將北美野牛列為國家級哺乳類動物， 

與國家級雀鳥的鷹齊名。突顯牠在生態、文化和歷史等各方面對美國的重要性。 

 

正當全世界熱烈討論這則新聞，令人費解為何美國要高調地增加野牛為「國獸」的同時。 

原來這則極不尋常，關乎能夠代表世界強國，美國「國獸」的事件， 

竟然是連一日也不偏差，驚人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重要性，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明證種種世界大事，是每星期都完全配合每一篇「2012 信息」的播放。 

 

事源於同一日，沒錯，就是 2016 年 5 月 10 日深夜時分， 

日華牧師一如過往慣常做法，於星期二深夜與「2012 信息製作團隊」， 

校對今天主日所播放，於兩年前預先錄製， 

一直輪候等待首播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第三篇」的分享。 

 

校對前，日華牧師正與資料員討論， 

究竟美國為何要於立國 240 年後，突然間將北美野牛列為「國獸」呢？ 

事件明顯極不尋常，正如 1986 年 9 月 23 日，美國立國 210 年後， 

才將隱藏共同信息的玫瑰花，定立為國花， 

以吻合當年這段時間，日華牧師返回北美加拿大參與按手禮及休息。 

 

除此之外，眾所周知，美國一向都是以白頭鷹成為代表國家的「國獸」，是國家的一種象徵。 

為何要於這一天，突然額外增加和升格北美野牛為「國獸」，成為代表美國的哺乳類動物， 

再巧立名目地，將傳統代表美國的白頭鷹列為「國鳥」。 

所以，這則新聞就成為了日華牧師和「2012 信息製作團隊」當晚的一個謎題， 

究竟十王背後掌控的美國，此舉有甚麼意思？其用意是甚麼呢？ 

將野牛列為「國獸」，與白頭鷹列為同等，究竟是想傳遞一個怎樣的共同信息呢？ 

是否與「2012 信息」息息相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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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謎題於這一刻仍未有確切答案之際， 

日華牧師便正式展開今天這篇信息的校對工作。 

意想不到，這一篇於兩年前經已錄影的信息， 

於最開頭第一個段落，日華牧師就在毫不知情下， 

按著神的帶領，按著《啟示錄》和《但以理書》的記載， 

重溫了全世界許多國家與「國獸」的關係，很多國家都是以獸來代表不同國家， 

甚至以「國獸」來代表他們的國徽。 

如加拿大是海獺、俄羅斯是熊、美國是白頭鷹，中國則是龍來代表等等， 

事實上，《但以理書》所記載的四獸，亦是代表四個不同的國家和國度。 

 

到此，事件已經驚人印證 2016 年 5 月 10 日，北美野牛被列為「國獸」的事件， 

原來這則國際大事，就是與今篇主日信息的分享息息相關， 

要印證這篇信息的內容，就是國家與「國獸」的關係。 

並且要藉著事件，如早前十王中的英女皇，製作「傷兵運動會」宣傳影片一樣， 

明顯地是與時並進，配合「2012 信息」的內容和分享的日期和時間。 

 

因為事件隱藏的共同信息的驚人吻合性， 

從而成了「2012 信息」播放內容的一部分，一個解謎的題目， 

一個更加能夠知道歷史真相，並預知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 

 

當弟兄姊妹已經被大大震撼，讚嘆神超然帶領的時候， 

原來，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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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當日華牧師繼續進行校對， 

原來這一篇於兩年前錄影的信息，就是從星際、黃道十二宮及 88 個星座， 

認識到神創造中 Alef Tav 的規律。 

 

原來自古以來，《啟示錄》一直隱藏的奧秘，都是按著指定時間， 

踏入世界末後，《啟示錄》正要應驗的時候， 

神就會啟示一群神所認可的新婦，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會配得以星際解明和展開，這個隱藏於歷史和星際，封嚴了的書卷。 

 

昔日，撰寫《啟示錄》的使徒約翰，就是被神以漫步星圖的方式， 

記載了這個封嚴了的書卷，就是神將關乎世界末後的預言和大事， 

以星座的名字和神話的記憶鉤預示出來。 

成為處身在時間流裡、被神塑造的新婦級教會， 

藉著天上眾星 Alef Tav 的規律，準確預測未來和世界的大事，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一步分享到， 

《啟示錄‧6 章》所記載，著名的七印和四馬的災難， 

原來都是對應踏入 2012 年後，天上黃道十二宮的四個星座，是對應四個活物及鄰近四隻馬的星座。 

 

假如大家熟識「2012 信息」的話，就會知道其中包括︰  

獅子座對應獅子的活物，鄰近就是半人馬座； 

金牛座對應牛的活物，鄰近就是獨角獸座； 

水瓶座對應一個人倒水的形態，人的活物，鄰近就是天馬座； 

天蠍座對應一隻倒轉了的飛鷹，鷹的活物，鄰近就人馬座，又稱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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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整個世界末後的大災難，都牽涉到天上位於銀河的兩道門， 

一道稱為金門，位於天蠍座與射手座中間； 

而第二道稱為銀門，位於金牛座的牛角中間。 

 

 

 

由金門至銀門之間的銀河，有如一條蛇咬著自己尾巴的位置， 

自古以來就稱為 BAT 蝙蝠，又稱為天上的監獄。 

 

 

 

接下來七年大災難，全人類最幽暗的時間， 

會由金牛座的銀門進入，再從有如飛鷹般天蠍座的金門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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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大家從上年「天馬座行動」信息，一直聽見的金門和銀門， 

金門就是分別位於代表飛鷹形態的天蠍座旁邊，銀門就是位於金牛座的牛角中間。 

 

大家是否有留意？再一次是代表飛鷹的天蠍座與金牛座， 

這豈不正就是日華牧師於校對今篇信息的數小時前，轟動世界的大事？ 

就是美國將可以代表金牛座的北美野牛，升格與美國白頭鷹看齊，一同並列為美國的「國獸」。 

 

 

 

原來，知情的十王藉著美國這一次不尋常的舉動，完全配合了今日這一篇於兩年前錄製的信息， 

驚人地吻合這篇信息日華牧師校對和播出的時間，一日也不多、一日也不少。 

 

連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文件的準確時間，都必須指定地吻合， 

假如事件發生在日華牧師校對今篇主日信息後一小時， 

我們亦絕對不會知道這篇信息令人震撼的吻合性，是一個錄影時間橫跨了兩年的印證。 

 

大家又可曾想過，這種橫跨了兩年的驚人印證，是何等超然？ 

是神以極之超然的超然性，掌管世界大事的發生？ 

為何能夠出現這次橫跨了兩年錄影，又吻合北美野牛列為美國「國獸」的事件？ 

 

首先，這兩年間大家已經多次聽見，日華牧師早於 2014 年 5 月 5 日， 

錄製了這套「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信息，只是一直輪候等待主日播放。 

所以，大家會發現這輯主日信息錄影的場地， 

正好是兩年前，教會稱為屯門九樓 Base 的聚會地點， 

錄影畫面中的裝修仍然是舊的，於過去兩年間，屯門九樓進行了翻新及裝修， 

因此，大家一定知道這是兩年前的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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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014 年 5 月 5 日錄影完畢後， 

「2012 信息製作團隊」亦製作了「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全新片頭， 

並於 2014 年 7 月率先在主日聚會，以預告方式，將這段全新的片頭播放了一次， 

好讓弟兄姊妹熱切期待這套教導。 

 

按原定流程，這套信息將會接著 2014 年 8 月 

「2012 榮耀盼望第 234 篇 —— 2014 年 3 月 Webbot」的分享後播出。 

 

只是，意想不到，2014 年 7 月 17 日，隨即發生了轟動世界， 

馬航波音 777 型 MH17 航班被擊落事件。 

事件亦應驗了日華牧師曾介紹的「白銀密碼」Silver Code， 

吻合兩位網絡上的資深解碼員 V 及 W，多次提及的一個神秘代碼「777」。 

因此，觸發日華牧師分享一連 8 篇， 

從魔術角度，拆解 Freemason 的「大迷惑與偽旗行動」。 

 

隨後，無獨有偶，因為策略家亦同期逐步完成了「看太陽」第一階段 44 分鐘的訓練， 

加上日華牧師經已進行第二階段「行沙」一段時間， 

所以，日華牧師決定為「看太陽作食物的教導」作一個完整的總結。 

 

 

 

以及順道分享一些日華牧師最新發現的「健康保健」資訊， 

包括已經播出的如何應用血清機、薑蒜檸檬蘋果醋的補充劑。 

還有未曾公開播放的囚徒健身、咖啡灌腸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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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毫不知情、沒有預計底下， 

因為上述種種事件，順理成章地，於兩年前錄製完成的這篇「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的信息， 

一直順延、輪候主日播放，繼而變成一個橫跨了兩年的驚人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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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當主日信息仍在播放「看太陽的總結」和「健康保健資訊分享」的同時， 

忽然間，兩年前的 2014 年 9 月 23 日，923， 

香港學生發起大罷課及觸發震驚全香港的「佔中事件」。 

 

期間錫安教會一段精華短片（VO） 

「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 

迅速突破 50 萬瀏覽人次，並且被傳媒廣泛報道， 

 

在香港情況危急，以及廣大市民都希望獲得日華牧師對於「佔中事件」的進一步分析， 

在這種不經意及神超然的帶領下，驅使日華牧師展開了為期 19 星期，以號外形式發放的「佔中事件

全面解構」及「宏觀時事分析與被提」的前瞻性教導。 

 

結果「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的信息繼續一直順延。 

直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隨著神的帶領， 

日華牧師更踏上「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923 的共同信息」的終極解謎旅程， 

發現了我們「Alef Tav」真命天子的身分，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是登上 923 信仰巔峰，能夠時空穿梭的新婦。 

甚至，於兩年前特別製作的「信步星圖」全新片頭，更順理成章應用在「天馬座行動」。 

 

回顧過去兩年，日華牧師都是在毫不知情、不按章法， 

並且在神超然掌管整個世界發生的種種大事的情況下， 

才能夠湊合成這一次橫跨了兩年的印證。 

使北美野牛升格為美國「國獸」的事件，吻合了今篇主日信息播放的內容，且一日也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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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間，神為了配合「2012 信息」的發展，超然地掌控了全世界所有轟動大事的發生， 

使「2012 信息」順理成章地作出多次不知情的調動，播放每一篇「2012 信息」。 

 

例如：馬航波音 MH17 航班被擊落事件、香港的「佔中事件」、世界各地的槍擊案、 

以及 ISIS 伊斯蘭國於這兩年間的崛起和多次恐襲，甚至是法國巴黎恐襲等等國際大事。 

一件接一件，全都按著預知、與時並進，配合錫安教會的成長，以及每星期「2012 信息」的播放。 

 

由「天馬座行動」信息開始，弟兄姊妹更常常發現， 

每星期世界亦持續不斷出現一次又一次驚人的印證， 

明證「2012 信息」連一日也不偏差， 

如：近年間世界出現遍地玫瑰的印證。 

 

當「2012 信息」播放「923 的共同信息」教導時， 

世界配合著錫安教會所分享的「2012 信息」而轉動。 

種種國際大事編織起來，不單印證錫安教會的身分和「2012 信息」的真實性， 

更是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甚至每一件國際大事， 

都令「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足足順延了兩年後，才正式公開首播。 

繼而才能夠於這時，驚人地吻合了這次美國增加北美野牛，與美國白頭鷹並列成為「國獸」的事件。 

 

至於，為何知情的十王能夠作出這些部署和舉動呢？ 

其實知情的十王，只是按著對「玫瑰園計劃」及「Alef Tav」真知識的預知而行動， 

吻合了今篇主日信息的內容，向世人作出警示， 

金牛座所指向的銀門，即一切災難的起頭，經已正式展開了， 

人類歷史將會從銀門進入天上的監獄，人類最幽暗的時間，亦即最後三年半的大災難。  

最後三年半大災難完結後，人類歷史會從飛鷹形態的天蠍座旁邊的金門離開。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27 

從「玫瑰園計劃」的龐大規劃，讓我們認知天上的銀門就是對應香港， 

亦即三個凱旋門、政府門常開、三號幹線、青馬大橋隱藏的共同信息， 

所指向的伯利恆之星，就是真命天子所在的錫安教會。 

 

換言之，知情的十王，就是要藉著升格北美野牛為美國「國獸」的事件，去傳達一個信息。 

銀門所對應的香港，即錫安教會和所分享的「2012 信息」， 

經已展開了最後大災難、人類最幽暗的時間， 

隨著《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播放， 

這一卷一直封嚴了的書卷，「七印」和「四馬」的災難亦將要正式揭開。 

 

然而，你知道，這對比、智慧是何等重要嗎？ 

歷代歷世以來，許多的圖畫， 

當其繪畫的是主耶穌時，主耶穌背後都會畫有兩扇門， 

一扇是金門，另一扇則是銀門，這就是歷代歷世中隱藏的秘密。 

 

 

 

還記得美國一處很有名的地方，被稱為金門大橋嗎？ 

你知道這是按什麼來建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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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向金門大橋的路和對外的海， 

你就會明白，金門大橋是按著天鷹座和射手座中間的金門做出來， 

因為，天上的監獄就是在金門旁邊，是對比陰間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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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所以，金門旁邊的監獄被稱作金銀島， 

 

 

 

事實上，金門大橋旁邊的監獄，就是美國最森嚴的監獄， 

在歷史上被稱為最森嚴，高設防的監獄，全都是按著天上的星圖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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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夠想像，一般的婦孺大眾，真的連別人少許用意都猜不著， 

他們連橋也建起來了，人們只懂得去拍照留念，我也曾到過金門大橋拍照。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這橋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建設出來？ 

為什麼要定這個名字？ 

為什麼金門大橋一點點金色也沒有，全都是紅色的呢？ 

原因，現時，我們所說的每一件事，其重要性是歷代歷世以來的王者也重視的。 

 

所以，很多關於主耶穌的畫， 

前面就是主耶穌醫治病人，後面就是金門和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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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金門和銀門，在歷史上也是對比太陽和月亮。 

 

 

 

所以，很多時，他們的教堂和建築物上， 

他們就會以太陽、月亮、金門、銀門，方式建設出整座建築物。 

尺寸和比例，全都是按著這個方式去建造， 

因為他們知道，能夠理解裡面的意思。 

 

 

 

仍然是一句老話，知道這些數字有什麼重要呢？ 

知道這些規律（Pattern）有什麼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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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想讓你們知道，如果你知道 Fibonacci 這個黃金比例， 

你就會知道人的情緒是按著 Fibonacci 去作一個循環。 

 

 

 

只是這個循環每次也有誤差， 

這是因為人們沒有按照 Fibonacci 的方式，去看人類很多時社會循環的年份， 

這不是按照對等的規律，而是不斷在變動中。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巨大的漩渦裡面。 

 

 

所以，很多人懂得將這些數據放在現實當中，他就能夠預測現實。 

但問題，如果你把神的規律（Pattern）放在現實當中，你所預測的事情，就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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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2014 年後，2015 年，我們所說的這個高設防的監獄也好， 

附近的七角型軍營也好，這些都仍有一些建築建設上去。 

 

 

 

影片：美國三藩市與星圖 

主日信息提及，銀河有兩道著名的門，就是位於金牛座附近的銀門、 

以及天鷹座與射手座中間的金門，而兩道門中間，就是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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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知道，原來 Freemason 早已知道這個秘密， 

因此，於三藩市興建的著名地標金門大橋及附近的建築， 

原來全部都是參照天鷹座及射手座附近的星宿而興建。 

例如︰金門大橋就是代表天上的金門，代表人類靈魂的終點。 

 

 

 

而過往主日信息亦曾經提及，金門大橋附近的阿爾卡特拉斯島 Alcatraz， 

亦即是惡魔島監獄，就是代表囚禁人們靈魂的地方，亦即是人的肉體， 

因此，這裡就是代表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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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藩市的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就是代表由 ISIS 守著的銀門，亦即是人類重生的地方。 

 

 

 

於這裡，讓我們重溫「2012 榮耀盼望第 272 篇」的精華短片（VO） 

「金門和銀門的介紹」的其中一段。 

 

精華短片： 

The Golden Gate is actually a concept from - you guessed it - ancient Egypt. 

金門的概念實際上來自 ── 猜對了 ── 古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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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eeing the pattern here? 

看到那排列形式嗎？ 

 

They believed the Golden Gate was the threshold souls must pass after death on their way to the Duat. 

他們相信金門是死後靈魂通往，杜阿特（埃及神話的陰間）的門檻。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they also spoke of a Silver Gate guarded by Isis, the great mother of the Sun. 

你或會感興趣，他們還談到銀門，那是由伊西斯 ── 偉大的太陽母親 ── 看守的。 

 

Souls passing through the Silver Gate on their journey from the divine source are incarnated upon the 

Earth. 

從神聖源頭來的靈魂，通過銀門在地上化身成人。 

 

I think Treasure Island represents the Silver Gate guarded by Isis. 

我想金銀島代表伊西斯把守的銀門。 

 

Its seven sides certainly have her number. 

它的七面肯定有其數字代號。 

 

Perhaps the gift of incarnation itself is the treasure. 

或許「化身成人」本身就是那寶藏。 

 

The soul journeys westward like the American settler and passes over Alcatraz,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prisons. 

靈魂猶如美國開拓者往西前進，途經惡魔島 ── 世上最著名的監獄之一。 

 

This fits with the Cathar belief that the body is the prison of the soul. 

這吻合卡特里派（中世紀基督教派別）認為，身體是靈魂的監獄的信念。 

 

All the while, angels - this is Angel Island - fly above in a higher dimension. 

至於天使 ── 這是天使島，處於較高維的上方。 

 

Angel Island is a state park and has incomparable views of the bay. 

天使島是個州立公園，有無與倫比的海灣景觀。 

 

The adjacent peninsula is the town of Belvedere, one of the highest income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毗鄰的半島 Belvedere 城是美國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 

 

There may be a few Angel investors in Belvedere who take in the incredible scenery and its sym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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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些天使投資者在 Belvedere 城，享受著那非凡的風光及其象徵意義。 

 

After doing time upon the Earth, the soul passes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to meet its destiny in the Duat. 

靈魂在地上被囚後，穿過金門，迎接在杜阿特的命運。 

 

若果金銀島真的是用來對比 ISIS 的話，那麼，島上一定有紀念 ISIS 的標誌。 

原來，金銀島是一個興建於 1936 年，為著舉辦 1939 年金門國際博覽會而建造的人工島。 

隨後於 1942 年被徵用為軍事設施，一直被封鎖至 1997 年， 

到了 2011 年，被計劃開發成新社區，讓人可以進入。 

 

 

 

這座金銀島上，就有一個女士跳舞的像，明顯這是代表 ISIS。 

 

 

 

YouTube 片段： 

I found the barracks still intact. It was blown away to find the colossal statue called Bliss Dance standing 

directly in front of the barr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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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軍營依然完好無缺，但很震驚這稱為「極樂之舞」的巨大雕像，正好樹立在軍營前。 

 

It seems to me that this statue resonates with Isis posed as she is on the seven-sided island directly across 

the bay from the Transamerica Pyramid which resonates with Osiris. 

在我看來，這雕像代表伊西斯，她在這個七邊島上擺出姿勢， 

正好對著彼岸的泛美金字塔，代表著俄賽里斯。 

 

因此，金門大橋、惡魔島、金銀島，亦必然是代表著天上天鷹座附近的金門、 

銀河，及金牛座附近的銀門。 

 

 

 

事實上，從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步星圖」信息可以得知， 

《啟示錄》記載約翰是於第四章，被提上到金牛座的牛背， 

七姊妹星團附近的銀門，從而引發《啟示錄》提及的所有災難。 

因此，金牛座的銀門，將會是所有事情的引發點。 

 

因而可以得知，正就在日華牧師分享 Alef Tav， 

金牛座代表 Alef，一切災難開始的時候，美國就新增野牛成為自己的國獸， 

明顯地，這是一個重要的提示，亦是一個重要的印證。 

 

原因，從三藩市的整個規劃，讓我們認知到，Freemason 當然認知星宿的秘密， 

並且，三藩市的地標，就是代表金門的金門大橋，而金門的位置，就是天鷹座附近， 

而美國的國獸，就是一隻鷹，因此，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金門，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認知。 

但是，為何他們又突然間將野牛新增為國獸呢？ 

原來，他們刻意加入野牛成為國獸，就是為了成為我們的印證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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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印證日華牧師所分享， 

現在已經到了 Alef，金牛座，以及金牛座上面，銀門的時間， 

但另一方面，就是讓我們知道，現在是金牛座的時間，亦即是所有災難開始的時間。 

 

 

 

「玫瑰園計劃」正讓我們得知，真正的銀門，應該是對應香港， 

原因，當繼續分享「星際啟示錄」的時候，就是《啟示錄》這書卷被打開的時間， 

這亦意味著，隨著日華牧師的分享，所有《啟示錄》記載的災難，都將要發生， 

這亦是美國立野牛為國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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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們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很重視人類歷史， 

原因，因為人類歷史存藏著 Alef Tav。 

Alef Tav 代表人類歷史在未創造、出現之前，神已有祂的時代計劃， 

所以，人類歷史就是在這時代計劃，即是 Alef Tav 當中，孕育出神的新婦。 

 

於這篇信息當中，我們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啟示錄》說出了一個奧秘！ 

原來，當這個謎題被解開時，事件就會發生。 

所以，神封閉它的最好方法，就如現在你一些餅乾罐（cookie jar）， 

為了使兒女能在指定時間吃到那些餅的話，它們便以時間鎖鎖上。 

現時我們看見，當天體運行至 2012 年時， 

四活物突然間吻合了天上的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然後整個黃道十二宮竟然全部浮現於《啟示錄》裡，並活劃在我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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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今天，當你們收聽這篇延遲了兩年的信息時， 

當它一路去解開，事情便會一路發生。 

 

試舉一例，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這現象呢？ 

如剛在信息中，我們提到金門大橋不是金色，而是紅色的原因， 

因為金門一直也是紀念天蠍座，或被稱為天鷹座的位置。 

 

 

 

它紀念了那道金門，紀念了從「Bat」這監獄當中出來，得以解脫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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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亦拍攝了《石破天驚》（The Rock）這監獄來紀念這件事件。 

 

 

 

事實上，在三藩市有一道金門大橋，但同樣地，在香港亦有一道青馬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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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 

這金門大橋，正是由以天鷹座的這只鷹作為徽號的美國所建造的。 

 

 

 

為何它是紅色的？ 

因從天鷹座，這隻活物所出來的馬理應是白色的，理應金門大橋也是白色。 

理由很簡單，因它的建造，是為了紀念第二匹馬 ── 紅馬。 

而第二匹馬是紅馬，但是，第二匹馬由金牛座這隻活物叫出來。 

 

所以，我們這篇信息，在核對影片的時候，就在那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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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簽署了他們的法案，將這個國家的獸， 

我們這篇信息就是談及獸，大家都知道，獸代表了國家，一開始的頭幾句有說過， 

但是，現在他們把國獸，就是核對影片的這一刻，加上牛成為國獸。 

 

 

 

就如我們這篇信息所說，遙遙相對，這兩隻獸是遙遙相對的， 

一個代表了金門，白馬的那邊，另一個代表了紅馬那邊的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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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銀門就是在香港，就是發生在我們當中。 

 

 

 

銀門代表了月亮，代表了香港這一邊將要發生的事， 

就如我們分享的 Batman、很多的故事都有談及監獄， 

談及銀門發生的災難開始誕生。 

 

所以，整本《聖經》所指的大災難，真正的誕生其實是銀門，真正的開始是在銀門， 

所以，他竟然把金門大橋塗成紅色，就是記念四馬中的紅馬， 

但是，紅馬是被金牛座叫出來。 



20160522   www.ziondaily.com 
 

 
 146 

 

 

你會看到，這裡印證了這篇兩年前的信息， 

它不是兩年前更改的，而是我們這篇信息播放的時候， 

談及獸的時候，更改他們的國獸，就是我們核對影片的這刻，這數小時。 

你會想，到底有沒有弄錯了？ 

我們不是常常說這個概念，我們在兩年前已經錄製了， 

而今次播放的時候，你親眼看見，神印證這一件事， 

就如我們這篇信息所說的一個題目，就是解明的時候， 

就是事件發生的時間。 

 

影片：總結感言：金門大橋對比金門與銀門 

於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四活物就像一個時間錦囊， 

到了 2012 年春分時，太陽於水瓶座升起，同時亦將這個時間錦囊打開。 

因此，Freemason 於三藩市的星圖，有著更深層的意義。 

因為金門大橋，原是對應天鷹座及射手座中間的金門， 

而天鷹座的鷹，就是代表美國的國獸。 

所以，金門大橋的英文名字就是 Golden Gate Bridge。 

可是，為何金門大橋的顏色，不是金色，也不是代表第一馬射手座的白色，而是紅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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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當中隱含著另一個意思， 

我們知道，天上只有兩道門，分別是天鷹座的金門，以及金牛座的銀門。 

 

 

 

但當日華牧師與 2012 小組， 

於 2016 年 5 月 10 日，校對今日播影的主日信息時， 

美國宣佈總統奧巴馬已簽署法令，正式確立北美野牛為國獸， 

因此，美國國獸的「鷹」及「牛」，就是遙指天上的一對金門和銀門， 

而金牛座附近，就是銀門，所相對的，就是第二馬，紅馬所代表的獨角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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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6 章 3-4 節： 

「揭開第二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的， 

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既然，紅馬出來就是要彼此相殺，那麼，於設計三藩市的時候， 

Freemason 又有否考慮到這一點？答案當然是有。 

銀門對比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而金銀島，於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已經被用作為海軍基地，直至 1997 年， 

 因此，金銀島就是代表著戰爭、殺戮的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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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海軍基地於 1997 年關閉後，金銀島就被規劃發展為小城市， 

當中，大部份也是平房，卻有一棟最高的建築物，就是樓高 60 層的 Sun Tower。 

 

 

 

因此，這棟 Sun Tower，就成為了金銀島的獨角一般，對應獨角獸。 

 

 

 

現在我們知道了，金門大橋原來有著雙重意思， 

一方面，是代表天上的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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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某個時段，卻是代表天上的銀門，人類的哀嘆， 

就是代表《啟示錄》級數的災難發生時間，紅馬的出現。 

 

 

 

時間，就是四活物當中金牛座所叫出來的時間， 

因此，奧巴馬是刻意將牛定為國獸，讓金牛座可以將第二馬叫出來。 

這顯然是十王一日也沒有偏差的細緻安排，用來配合「2012 榮耀盼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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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成了神對「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特別印證， 

原因，「信步星圖」就是要解開《啟示錄》的奧秘， 

但當這奧秘被揭示的時候，《啟示錄》的預言亦會一一應驗。 

 

所以，過往主日信息亦曾提及，香港的門常開就是對比銀門， 

並且，門常開座落的金鐘添馬，亦是軍營， 

而添馬，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如同金銀島一般，是一個英軍的海軍基地。 

 

 

 

現在，我們認知到，揭開《啟示錄》這書卷的，就是這套「星際啟示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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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災難亦是由這套信息被頒佈後才開始， 

現在看來，於短時間內，將會是紅馬所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 

 

所以，這再次印證，其實神以十王這個龐大的調動， 

印證這篇信息所說的事實將會發生，就是我們開始解開這七印， 

而我們一直在解開的時候，這些事便正式發生。 

所以，很明顯，現在我們真的按著神的時間表，我們正站在銀門的邊緣。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向三個人說：「我和你都要儆醒等候了！」 

 

 

 

Amen，感謝主！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我們一齊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