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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6 年 5月 29 日分享 

第一章：信步星圖(4)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埃及航空事件 

上星期，其中一宗最轟動的新聞， 

必然是 2016 年 5 月 18 日，一架埃及航空公司客機 MS804， 

由法國巴黎飛往埃及開羅途中約三小時後，於地中海上空失去聯絡。 

其後，於埃及亞歷山大港以北，發現飛機殘骸。 

 

 

 

但大家有否留意，該班客機的起飛時間，不遲不早， 

就是晚上 11 時 09 分，亦即是 23 時 09 分，239， 

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共同信息數字， 

就是 9 月 23 日的英式寫法 ── 239。 

因此，讓我們不得不留意當中的細節， 

留意這個共同信息是否給予我們一些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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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失事班機，是由法國巴黎飛往埃及開羅？這兩處地方，是否有關連？ 

飛機於飛行三小時後，才發生意外，於亞歷山大港對開墜毀， 

亞歷山大港，會否又是共同信息？ 

 

 

 

事實上，其他人看似是完全無關聯的幾處地方， 

對於錫安的弟兄姊妹而言，不但於歷史上有著重要關聯， 

並且，與上星期三藩市建築物所組成的星圖亦有直接關係， 

成為上星期主日信息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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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航班是由法國巴黎飛往埃及開羅， 

而早前的主日信息已經提及，巴黎戴高樂機場的保安， 

是由前以色列特工所創辦的 ICTS 負責。 

因此，今次埃及航空飛機失事事件，亦有可能是另一次偽旗行動。 

 

再者，上星期主日信息再次提到三藩市的地標建築， 

是參照天上的金門、銀門及銀河組成。 

 

 

 

大家會否記得，三藩市的地標建築，其實曾於較早前的主日信息分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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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又是否記得，原來三藩市的設計，是與埃及開羅和法國巴黎有關？ 

這會否成為我們一個重要的提示？ 

 

 

 

該篇主日信息，就是 2015 年 12 月 6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第 304 篇」， 

當中，因著巴黎恐襲而引發最後的聖誕節（Last Christmas）， 

這將成為「玫瑰園計劃」的最後一步， 

因巴黎自古以來，亦是奉獻給 ISIS，讓荷魯斯能夠復活。 

 

 

 

因此，這次墜機事件，又是否成為主日信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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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記得三藩市、埃及開羅和法國巴黎三者的關係， 

並且，我們已經到達第二馬 ── 紅馬 ──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邊沿呢？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段主日信息及精華短片（VO）， 

於這一刻，我們應該有另一個更深層的體會。 

 

 

 

主日片段： 

巴黎，從聖路武士的時代，已經可以說是， 

以一個獻祭的方式，將整個城市，獻了給伊西斯（Isis）， 

也是可以說在一個預知的情況下，一個預定的情況下， 

第三次世界大戰從這裡開始，從這裡引發。 

這喻表了甚麼？是告訴你伊西斯（Isis）的興起！ 

我們知道伊西斯（Isis）的興起，會導致俄賽里斯（Osiris）復活， 

俄賽里斯（Osiris）就代表了敵基督，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所講的英國玫瑰是甚麼？ 

就是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也寫了首歌，奉獻給這位已經去世的戴安娜皇妃（Diana）。 

戴安娜（Diana）是誰？對英國來說，她就是代表玫瑰，但她死於巴黎。 

所以，我就是在說這個犧牲（sacrifice），這一些活劇，全告訴你， 

這次的獻祭是計劃過的，它是偽旗行動。 

 

為甚麼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偽旗行動要選在巴黎進行？ 

從一開始，巴黎被創造，就已經被選擇了成為伊西斯（Isis）最終的獻祭。 

所以伊西斯（Isis）最終的獻祭 ── 戴安娜（Diana）是一個典型的最好代表，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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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戴安娜（Diana）這個名字，不就是來自伊西斯（Isis）？ 

其實是代表了她，只不過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叫同一個女神的名字。 

 

當天的主日信息中，除了分享巴黎與 Isis 的關係， 

亦分享了巴黎、埃及亞歷山大港及三藩市建築物的關係， 

正好對應了上星期的主日信息。 

讓我們重溫 2015 年 12 月 6 日主日精華短片的其中一段。 

 

 

 

主日片段： 

因為巴黎的建造、命名、設計，過去的建設以至現今最新， 

最大和最文明的建築，都是為最後的「玫瑰園計劃」而建造。 

我們要認識巴黎，就要由她的名字說起，大家是否知道巴黎 Paris 這個名字， 

是由 Par 和 Is 兩個字所組成？Par 的意思是 Pharos， 

Pharos 是位於古埃及的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亞歷山大港燈塔 Pharos of Alexandria 或 Lighthouse of Alexandria 座落的小島名字， 

所以 Pharos 的意思就是燈塔。 

而 Is 就是代表 Isis，因為亞歷山大港燈塔是為了紀念埃及女神 Isis， 

所以，巴黎 Paris 的意思就是 Isis 的燈塔。 

 

另外，你又是否知道巴黎所發生的一切，原來一早已經活畫在另一個城市裡？ 

距離巴黎上千里的另一個城市，就是早前日華牧師曾分享過， 

帶著和香港錫安教會「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共同信息的三藩市， 

原來與剛發生恐襲的巴黎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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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從根本說起，就是由三藩市的命名開始。 

三藩市的英文名字 San Francisco 是甚麼意思？ 

原來 San Francisco 的意思就是 St. Francis，天主教最被尊崇的其中一位聖人， 

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Francis 的意思就是男性法國人 France， 

所以，三藩市的名字隱藏了法國的意思。 

 

並且，日華牧師曾分享過天主教的馬拉基預言， 

指現今的教宗方濟極可能就是末世最後一任教宗， 

而他的英文稱號 Pope Francis，就是來自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 of Assisi， 

所以也是法國人的意思。 

 

另外，「玫瑰園計劃」信息曾分享到， 

香港和三藩市是遙遙相對，因為三藩市代表金門，而香港代表銀門。 

無獨有偶，日華牧師於 2015 年分享金門和銀門信息時， 

當時奪得美國 NBA 總冠軍的球隊，就是自 1975 年， 

40 年以來再度奪標的三藩市金州勇士球隊 Golden State Warriors， 

他們的標誌正好是金門大橋。 

 

而亞軍的球隊，克里夫蘭騎士 Cleveland Cavaliers， 

亦正好代表「天馬座行動」信息提及第四馬騎士的意思。 

 

日華牧師曾經分享金門和銀門，其實只是整個「玫瑰園計劃」的其中一部分， 

如果香港是東方之珠和玫瑰園，那麼三藩市就是法國之城。 

如果巴黎的名字就是 Isis 的燈塔，究竟金字塔和 Isis 有甚麼關係？ 

原來按著金字塔的結構，裡面有一個地方稱為皇帝房間， 

房間有一個出口，直指到天上代表 Osiris 俄賽里斯的獵戶座 Orion 的腰帶。 

 

另外，皇后房間一直到出口，就是指著大犬座的主星 Sirius 天狼星， 

Sirius 自古以來就是代表 Isis 的星，但是現今戰雲密佈， 

即將與伊斯蘭國 ISIS 開戰的敘利亞，英文名字 Syria 也是以 Sirius 來命名。 

並且，巴黎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高度是 21.6 米，正好對比月亮的直徑 2,160 英里， 

而月亮自古埃及以來一直都是代表 Isis。 

 

現在我們看到巴黎有一個金字塔，但三藩市呢？ 

沒錯，三藩市也有一個金字塔，就是市內最高的建築 ── 泛美金字塔。 

泛美金字塔大樓的外形就好像一座方尖碑， 

它的總高度加上頂層高 11 呎的玻璃尖頂，總共是 864 英呎， 

正好對比太陽的直徑 864,000 英哩， 

亦對比地球一日有 86,400 秒 (24 小時 x 60 分鐘 x 6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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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位於三藩市哪個位置？ 

如果我們看地圖，就會看見三藩市的街道， 

是建造成一個平頂金字塔的形狀，就好像 Giza金字塔，亦好像美金一元紙幣。 

而泛美金字塔大樓的位置，就是在平頂金字塔的平頂上， 

正好代表全視之眼的位置，亦對比代表太陽神的荷魯斯。 

 

並且，在這個平頂金字塔中間，加利福尼亞街 1111 號的位置， 

就是三藩市的 Freemason 中心 Nob Hill Masonic Center。 

 

如果按著 Giza 金字塔由皇后房間指向代表 Isis 天狼星的角度， 

同樣地從三藩市的 Freemason 中心拉一條線， 

就會發現它是指向一個名為 Pier 33（三十三號碼頭）的地方， 

那裡不單有一道經常出現在 Freemason 圖畫和建築的拱門， 

並且，這個稱為 Alcatraz Landing的地方， 

就是以前三藩市惡魔島監獄的囚犯，上落船到惡魔島的地方， 

而這個碼頭，正好就是指著 33 度的方向。 

 

所以，原來三藩市的惡魔島就是代表 Isis 的天狼星。 

但是惡魔島上，是否有甚麼標誌或建築證明它是代表 Isis？ 

當然有，島上正好有一個美國西岸最古老的燈塔， 

而影射 Freemason 的電影《石破天驚》， 

其中最重要的故事情節就是發生在這個燈塔。 

原來，巴黎就是埃及亞歷山大港，紀念 Isis 的燈塔， 

亦是三藩市惡魔島監獄的燈塔。 

 

事實上，於 2016 年 5 月 22 日主日首播之前， 

只有 2012 小組知道主日信息的內容，將會講及巴黎星圖。 

但就在主日首播前三天，埃及航班墜機事件， 

就刻意將巴黎、埃及、239、亞歷山大港連結在一起， 

讓人聯想到三藩市建築物所組成的星圖， 

並且是帶出這幅星圖的重要性。 

同時間，上星期主日所提及的三藩市星圖、美國將野牛立為國獸， 

就是代表金牛座將會叫出第二馬，第三次世界大戰將由銀門開始。 

 

但幾個月前的巴黎共同信息精華短片， 

豈不就是提及 Isis 讓荷魯斯出來，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這裡，又是另一個雙重印證，印證日華牧師早前的推論是完全正確， 

就是巴黎是「玫瑰園計劃」的最後一步，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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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家又是否記得，於早年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提及一元美金鈔票的圖案，一面是金字塔，代表 2016 年。 

而另一面，就是鳳凰從灰燼中復活，代表經濟崩潰，敵基督的出來。 

 

 

 

現時已經是 2016 年，究竟，這隻鳳凰會否出來，並且，會從哪裡出來呢？ 

答案亦存藏於上星期的主日信息，三藩市的星圖中。 

既然三藩市的星圖，就是要紀念金門與銀門， 

並且，美國野牛將呼叫第二馬出來，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敵基督的出來， 

那麼，這星圖豈不就是鳳凰從灰燼當中復活？ 

 

三藩市的市旗，正好就是一隻鳳凰，從灰燼中復活的形態。 

下方的格言為西班牙語( "Oro en paz. Fierro en guerra." )， 

意思是和平時的黃金、戰爭時的鋼鐵（Gold in Peace and Iron in War）。 

這格言，豈不是遙遙相對，就是黃金所代表的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以及軍營所代表的金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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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藩市的市旗，豈不明明地讓你知道， 

如果想要理解一元紙幣當中，鳳凰從灰燼中復活的話，就要留意三藩市， 

就是三藩市建築物所代表的金門、銀河、銀門星圖。 

 

 

 

並且，一元紙幣有兩面，一面，是鳳凰從灰燼當中復活， 

另一面，豈不就是 Giza金字塔？ 

而三藩市的地圖，豈不亦是按照 Giza 金字塔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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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另一個雙重印證，證明美金一元紙幣與三藩市的關係， 

因此，一元紙幣的重要圖案，早已存在於三藩市的地圖當中。 

而埃及航班事件，就是給我們提示及印證， 

讓我們留意三藩市建築物所組成的星圖與 ISIS 的關係， 

並且，現在就是金牛座附近，銀門打開的時間。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星際啟示錄」的內容。 

 

首先，《啟示錄》用獸去代表不同國家。 

因為歷史上，國家亦是以獸作為他們的國徽。 

例如︰加拿大用海獺、俄羅斯用熊、美國用鷹、中國用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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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啟示錄》用獸，就是給予我們提示， 

只是，《但以理書》中，人們尚且可以尋見， 

到了《啟示錄》，當以星座的獸來對比的時候，人們就尋不見， 

但《啟示錄》更將這些獸出現的時間和地點，也解明了。 

隨後，日華牧師開始解釋「星際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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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小熊座上方只有仙王座，自古以來，它都代表天上的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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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4 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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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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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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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印，就是將一些事物封嚴了，不讓人去明白。 

事實上，上千年裡，從來沒有人能解明 Alef Tav 神的簽名， 

整個人類歷史都沒有一人，當然，亦沒有人能夠解明《啟示錄》。 

可是，Freemason 亦知道星宿對應地球的原則， 

例如︰歐盟的標誌就是坐在牛背上的女士。 

而歐洲的位置，就正是對應金牛座上面的仙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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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留意，Freemason 亦知道， 

當要將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的時候，要鏡面倒置才會正確。 

 

 

 

事實上，知道這秘密的人，已經是王者的級數， 

而「七印」讓我們知道，唯有王者才配得知道這些秘密， 

並且，「七印」更是被神刻意封鎖，當時間尚未到，人們就不能明白。 

但時間到了，神才讓配得的王者去打開。 

 



20160529   www.ziondaily.com 
 

 
 15 

 

 

因《啟示錄‧5 章 1 至 7 節》已清楚指出，除了主耶穌以外， 

沒有人能打開七印，只有主耶穌基督才配得打開「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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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白羊座，而主耶穌於天上的形像， 

就是金牛座及白羊座，Alpha and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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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啟示錄‧6 章》，就是主耶穌開始揭開七印， 

每打開一個印，就出現一個啟示，就是災難的頒佈。 

 

事實上，以星宿解釋《啟示錄》， 

是因為神於舊約中，亦已經放下了提示， 

就是會幕的設計，是參照天上的星宿。 

 

會幕頂部四面除了用牛、人、獅子和鷹，去對比天上四個方向的星座之外， 

會幕裡的幕頂上亦縫上銀鈕，代表著天上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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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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聖經》提到，神的寶座就位於北方， 

而星圖中，祂的寶座的確位於北方。 

 

 

 

此外，銅祭壇有四隻角，就是對比天上 Alpha and Omega 的位置中， 

所出現的四隻角，就是金牛座和白羊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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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將《啟示錄》的秘密揭示後，就證明我們已經是《啟示錄》時代， 

因為當中埋藏了神的簽名。 

 

 

 

神讓我們知道這些秘密， 

除了要讓我們知道，神是全然掌管時間和人類歷史外， 

神亦希望我們知道，祂重視人類歷史的程度。 

雖然人只是如微塵一般渺小，但神卻用天上的星宿，來頒佈現時最末後的歷史， 

讓我們知道祂的偉大，實在超乎我們想像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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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活物於 2012 年，按著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出現， 

更顯出神已經掌管了將來，一切的結局已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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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印是天蠍座，亦即是天鷹座，對比「但」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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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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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活物就是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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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印天鷹座與第二印金牛座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其上也有兩扇門，金門與銀門， 

 

 

 

金門位於天鷹座與射手座之間，銀門則位於金牛座雙角間。 

   

 

歷史上，許多繪畫耶穌的圖畫，背後都會畫有兩扇門， 

一扇是金門，另一扇則是銀門，這就是歷代歷世隱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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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金門大橋、高設防監獄、金銀島，亦是依據星圖而建造。 

 

 

 

金門和銀門，歷史上也是對比太陽和月亮。 

 

 

 

因此，教堂的設計會有著太陽、月亮、金門和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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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未有人類歷史之先， 

神已有祂的時代計劃，就是 Alef Tav，去孕育出神的新婦。 

而《啟示錄》就是一個時間錦囊，當天體運行至 2012 年， 

四活物突然間吻合天上的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 

因此，整個黃道十二宮亦全部浮現於《啟示錄》。  

 

 

 

例如︰三藩市的金門大橋對比天鷹座和金門、 

 



20160529   www.ziondaily.com 
 

 
 23 

 

 

監獄代表銀河 Bat， 

 

 

 

而金銀島對比金牛座和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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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亦是美國的徽號。 

 

 

 

金門大橋建造成紅色，原來是為了紀念第二匹馬，即紅馬， 

因為第二匹馬是由金牛座這隻活物叫出來。 

 



20160529   www.ziondaily.com 
 

 
 25 

 

 

當主日對片時，美國簽署法案，將野牛新增為國獸， 

因此，金門與銀門是遙遙相對，亦是鷹對比牛。 

 

 

 

所以，金門大橋的紅色，是要紀念現在，第二馬 —— 紅馬出來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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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點，將會是另一個銀門所對比的香港，災難亦會由銀門真正開始。 

 

 

 

因著這個超然的印證，我們可以知道， 

十王就是要印證這篇信息所說的事實，將會發生， 

就是讓我們知道，當我們開始解開七印，所有事情就會正式發生， 

因此，我們按著神的時間表，正站在銀門的邊緣。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2014 年 5 月 5 日錄影的「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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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信步星圖（4） 

首先，我們嘗試看看《啟示錄‧6 章 1 至 2 節》。 

 

啟示錄 6 章 1-2 節： 

「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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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第一個活物， 

我們可從第一隻馬的線索找出第一隻活物來，而那必定就是天蠍座！ 

 

 

 

因為太陽是跟著天蠍座的尾巴，以及在射手座的中間，在 2012 年升起， 

 

 

 

即是銀河系中間的黑洞，也就是 Dark Rift，從而對應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早年已經在這方面作出詳盡的分享，因為裡面牽涉很多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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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就是因為想知道這件事而設立 NASA，很多資料都是從 NASA 電腦的數碼顯示出來。 

從這些的資訊裡，第一匹馬一定就在這裡，為什麼呢？ 

這一匹馬就是在射手座的位置，因它旁邊就是銀河系， 

所以，自古以來，射手座就是白馬，這是沒法爭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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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上只有四匹馬， 

牠們每一匹馬的顏色自古以來都已定立了，那還有什麼可爭論呢？ 

 

 

 

射手座是靠在銀河系旁邊，所以被稱為「Milk Dipper」。 

銀河系的英文是「Milky Way」， 

所以，這匹馬自古以來稱為 Milk Dipper，即是奶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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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座在希伯來文，就是「射手」的意思， 

阿拉伯文就是「箭」的意思， 

在埃及語就是「你來」的意思，那不就是經文上「你來」嗎？ 

那有什麼好爭論呢？神已說出口，線索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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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射手座前面有個冠冕，除了牠有弓之外，並且有「冠冕」。 

 

 

 

天上只得兩個的冠冕，這裡是在南半球，所以叫作「南冕座」， 

亦有一個叫「北冕座」，則是位於北方， 

所以，天上不是有數百個冠冕，胡亂放置，而是神所明顯指明的。 

 



20160529   www.ziondaily.com 
 

 
 32 

 

 

另外，四活物中有一隻是鷹，就在天蠍座旁邊， 

我相信是 Freemason 強行改掉它，其實，自古以來它一直叫作「天鷹座」。 

所以，只要將這位置倒置的話，便會看見上方是鷹頭，六隻腳是鷹的翅膀， 

因此，這裡是形容這匹擁有冠冕的白馬，天鷹座則是四活物其中一隻的活物。 

 

 

 

經文中有很多的字眼，讓我們可從中找到這顆星，為什麼呢？ 

 

啟示錄 6 章 2 節： 

「並有冠冕賜給他。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便出來」這字句，就是射手座其中一顆主星，就是「Nahushta」， 

即是「被差遣出來」或是「出來」的意思。 

可見，它其中一顆的主星就是叫「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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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天上有很多星，每顆星不會有同樣的名字，對不？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被差遣出來」，或是「出來」的意思。 

第一個活物，就是我們提到的天鷹座， 

在拉丁文，天蠍座就是戰役或打仗的意思， 

而天鷹座在希臘文就是戰爭的意思， 

阿拉伯文是打傷將要到來的人的意思。 

 

 

 

而很有趣，「阿拉法」、「俄梅戛」這些字眼，都是用作形容星的， 

因為天上的星座，當中最光亮的那顆星，主星是用「Alpha」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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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個星座都會有它的「Alpha」。 

 

主耶穌說的「阿路花」，根本是天上星的密碼，用來形容每個星座中主要的角色。 

 

 

 

天蠍座的主星是「Antares」，就是打傷羔羊的意思， 

而我們曾分享，這代表著敵基督出來， 

很多人都是這樣解釋，指敵基督出來製造假和平，攻擊神的受膏者的意思。 

 

 

 

 

當你看見它的主星，就更清楚知道它的身份，它的位置和它在哪裡。 

 

影片：天蠍座與白馬 —— 射手座 

日華牧師再次深入解釋《啟示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 

天上的四活物和所呼叫的四馬，是對應天上四對不同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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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第一隻活物是天蠍座， 

它呼叫出第一匹白馬，是對應射手座，即人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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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時，天蠍座稱為天鷹座，因為當你把天蠍座上下倒轉， 

蠍子的尾就變成鷹的頭，而蠍子的腳就變成鷹的一雙翅膀， 

看起來就好像一隻飛鷹。 

 

 

 

2012 年後，每年冬至，太陽也會由天蠍座的位置升起， 

所以，現在就是第一印，天蠍座將要被打開的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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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蠍座位於銀河，甚至是銀河黑暗裂縫 Dark Rift 的位置， 

銀河的英文 Milky Way，意思是「奶河」， 

因為銀河在天空上就好像一道奶白色的河流。 

 

 

 

而天蠍座旁邊的射手座，自古以來亦被稱為 Milk Dipper，意思是鮮奶的勺子， 

即裝著鮮奶的匙羹，由它倒出銀河，這一條奶河。 

 

天蠍座旁邊的，正好是射手座，所以，射手座踏在白色的銀河之上， 

因此，自古以來，代表射手座的顏色就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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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何《啟示錄》第一匹出來的馬是白馬，因為這匹馬就是射手座。 

 

 

根據《啟示錄》，每一種活物都會呼叫一隻馬，並說︰「你來。」 

 

啟示錄 6 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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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地，射手座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弓箭手， 

阿拉伯文則是指箭，而埃及文的意思就是「你來」。 

正好對比《啟示錄》的四活物，呼叫四馬出來時所說的「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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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記載有一個冠冕賜給第一匹馬， 

但是，天上 88 個星座之中，只有兩個星座是代表冠冕， 

一個是位於北半球的北冕座， 

另一個則是射手座身前的南冕座，即南方的冠冕， 

再一次印證第一隻活物和第一匹馬為天蠍座和射手座。 

 

 

 

另外，《啟示錄》亦記載，這一匹白馬出來後，勝了又要勝。 

 

啟示錄 6 章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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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座其中一顆主星的名字，按希伯來文，是 Nahushta， 

意思就是「被差遣出來」或「於是就出來了」。 

正好對應《啟示錄》中，「他便出來，勝了又要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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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當第一隻活物，叫出第一匹馬的時候，就會「勝了又要勝」呢？ 

原來天蠍座在拉丁文中，亦包含戰役或打仗的意思。 

在希臘文就是指戰爭，而阿拉伯語則是指打傷將要出來的人， 

故此，天蠍座是與戰爭有關，並且要戰勝的意思。 

 

 

 

另一方面，天蠍座的主星是 Antares，意思是 Anti-Aries， 

意即反對羔羊或打傷這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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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釋經家一直都認為第一隻活物，是對比帶出假和平的敵基督， 

雖然他們從來都不知道，《啟示錄》要以星際成為鑰匙，才能夠完全解明。 

但是，如果以星際的原則去解釋這一段，原來同樣是指向敵基督。 

 

故此，神在《創世記》對亞當說的預言中，就提到撒但會傷那將會出來的羔羊， 

就是 2000 年前降生的主耶穌。 

 

創世記 3 章 15 節：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最後，《啟示錄‧第 6 章》形容第一隻活物出現時「聲音如雷」， 

為何第一隻活物如此特別地，有如雷的聲音伴隨呢？ 

 

 

 

原來按希臘神話記載，當天蠍座出現時，宙斯的閃電就會發出，於是亦伴隨雷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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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神話，太陽神阿波羅的兒子法厄同，獲准可以駕駛一天阿波羅的太陽戰車， 

但那些牽引戰車的馬匹失控，碰上準備作戰的天蠍、十分驚恐。 

太陽就在天上橫衝直撞，直至最後由宙斯用雷電， 

把太陽神阿波羅的兒子法厄同擊落，事情才解決。 

 

法厄同最終死了，人間恢復寧靜， 

為了紀念那隻同樣被閃電擊斃的毒蠍，這個星座就被命名為「天蠍座」。 

再一次印證，第一位聲音如雷的活物，必定是天蠍座了。 

 

而若要將這星座對比地上將要發生的事，則是後話， 

現在，我單單想用這篇信息來證明，事實上是沒有其他更好的解法， 

來說明這裡不是說其他事，而這些解釋都不是巧合。 

試想像，天上只有四匹馬，而牠們的顏色已定好了， 

這都是《啟示錄》所提及的，而四匹馬旁邊就是四活物，這確實是叫人無法爭辯， 

所以，在這裡我們先提及它們彼此之間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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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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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馬就是天上的獨角獸座，雖然，我們一般稱牠為獨角獸（Unicorn）， 

但其實，獨角獸是一匹馬，這匹天上的馬是在金牛座旁邊， 

它所代表的支派就是以法蓮，就是這獨角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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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了解當中的各個意思， 

我們知道，四活物和每一個星座都是代表著一個信息， 

所以，神分別讓四活物召牠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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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第二個活物，就是由金牛座召出這匹馬來的， 

當中，金牛座除了代表著牠出現的時間外， 

金牛座就是告訴我們另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因為金牛座的眼睛是紅色的，所以，這裡就說到這匹馬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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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金牛座在《聖經》中是代表了審判， 

大家還記得「野牛之力」、神用大刀去殺祂的敵人嗎？ 

 

 

 

而牛在《聖經》中是用戶獻平安祭的， 

祭司用牛獻平安祭，通常不是為個人去獻， 

每次獻平安祭的意義，是為著全地獻的平安祭， 

所以，這匹馬是要由金牛座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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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6 章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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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牠的能力和特性的是由有權柄的東西交給牠的，就是金牛座給牠的。 

跟著說：「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因為，金牛座是負責平安祭。 

「使人彼此相殺，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所以，這是代表奪去地上太平的「戰爭」。 

 

所以，歷史上，金牛座最著名， 

你們經常聽英文時，有一個字眼是來自金牛座的。 

 

 

這顆星就是我所說的，它的眼睛，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射中紅心，英文稱之為「bull eye」。 

「bull eye」就是它的眼睛，就是金牛座的眼睛，中文則譯為射中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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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古以來，紅心的心是紅色的？ 

因為，那正是 bull eye，就是金牛座的眼。 

事實上，這顆星中文稱為「畢宿五」。它是金牛座最光亮的一顆星。 

 

世上對這顆星的研究可說是非常之多， 

因為，地球轉一圈，每日要 24 小時，它轉一圈要 2 年。 

人類歷史當中，最先進行太空探索的，就稱為「先鋒 10 號」， 

但「先鋒 10 號」前往的目的地，就是金牛座的眼。又這麼湊巧？ 

 

 

 

1972 年 NASA 所發射的「先鋒 10 號」就是為了金牛座這隻眼， 

而它距離我們 68 萬光年，所以飛往那兒，是要 200 萬年。 

所以，NASA 是知道一些東西， 

他們很想知道多一點，很想在裡面尋找到和現實之間的一些關係。 

他們找到了少許，已經是非常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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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金牛座與紅馬 —— 獨角獸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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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著「星際啟示錄」的奧秘去理解， 

天上第二個活物就是對應天上黃道十二宮的金牛座， 

根據第二個活物叫出第二匹馬時，對它形態的描述， 

第二匹馬就是指鄰近金牛座旁邊的獨角獸座，又稱為麒麟座。 

 

 

 

為什麼第二匹馬是紅色呢？原因有兩個： 

 

第一，原來第二個活物 —— 金牛座最光亮的星就是 Aldebaran，又名畢宿五， 

位於金牛座眼睛的位置，星體顏色正好是紅色。 

而且自古以來，射箭標靶中間的紅色圓心，又名 Bull's eye sign。 

其實就是形容金牛座的眼睛，這顆畢宿五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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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1972 年 3 月 2 日，由美國 NASA 所發射，著名天文探測船先鋒 10 號， 

除了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安然通過火星與木星之間的小行星帶，以及首個拜訪木星的太空飛行器之外， 

1983 年 6 月 13 日，先鋒 10 號更飛越海王星軌道，成為第一個離開八大行星範圍的人造物體。 

目前，先鋒 10 號正以每年 2.6 個天文單位的速度，朝向金牛座這顆紅色眼睛的方向， 

估計需要約 200 萬年才會到達。 

 

獨角獸座，這匹第二馬是紅色的第二個原因， 

是因為天上隱藏著「玫瑰園計劃」的共同信息。 

著名的紅色玫瑰星雲 NGC 2237，正好座落於第二馬獨角獸座或稱麒麟座的邊緣， 

令獨角獸座散發出紅色光芒，亦令第二馬的獨角獸成為帶著紅色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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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啟示錄》描述金牛座叫出的第二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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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自古以來，金牛座就是來自地上，一種名為野牛，力大無窮的猛獸 Beast， 

在過往「野牛之力」的教導裡，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分享了， 

金牛座所代表的「野牛之力」，在《聖經》中是代表審判。 

 

民數記 24 章 8 節： 

「神領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敵國，折斷他們的骨頭，用箭射透他們。」 

 

申命記 33 章 17 節： 

「他為牛群中頭生的，有威嚴；他的角是野牛的角，用以牴觸萬邦，直到地極。這角是以法蓮的萬

萬，瑪拿西的千千。」 

 

的確，金牛座、野牛之力就是代表審判和權柄，牴觸萬邦。  

此外，《啟示錄》記載第二個活物叫出來的第二馬，有一把大刀賜給牠，可以施行審判。 

在天上金牛座旁邊，正好是手持著大，著名的英仙座。 

神讓第二馬施行審判，帶來戰爭、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 

是指到將要觸發形成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以及由敵基督帶領眾軍攻打以色列的哈米吉多頓大戰。 

代表神的第二馬紅馬，將要以大刀殺滅一切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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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星期 2016 年 5 月 22 日所播放，兩年前預先錄製的主日信息， 

曾提及美國突然於 2016 年 5 月 10 日，額外升格北美野牛為「國獸」， 

這與時並進地，完全配合日華牧師校對該篇主日信息的內容。 

就是第二個活物金牛座與第二馬經已伴隨「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出現， 

明證「2012 信息」連一日也不偏差，被神超然掌管和帶領。 

 

意想不到，正好是該篇主日信息播放的同一日， 

即 2016 年 5 月 22 日主日信息播放當日，由十王幕後擁有、經常製作隱藏共同信息的迪士尼公司。 

發布了迪士尼經典作品《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的真人版電影預告片。 

更罕見地在推出預告片 trailer 之前，竟然率先發布了先行預告 teaser trailer。 

 

從這一段於 2016 年 5 月 22 日，同一天推出的預告片中，輕易發現以下的驚人印證： 

 

第一，劇名《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 

完全吻合當日所分享國家與國獸的關係， 

自古以來，很多國家都會以獸作為國家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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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女與野獸》的故事，講述王子變成了一隻仿如金牛座的獸 Beast， 

男主角變成這隻擁有牛頭樣式的獸，正好吻合了當天主日信息所提及， 

美國升格北美野牛為「國獸」的事件， 

以印證天上金牛座的牛角所指向的銀門，就是香港， 

即錫安教會展開了銀門的奧秘，頒布神寫於《啟示錄》的災難和審判。 

 

 

 

第三，一朵紅色玫瑰 Rose， 

沒錯！又是玫瑰，一種一直隱藏「玫瑰園計劃」共同信息的事物。 

事實上，原著動畫故事，是講述王子在玫瑰凋謝前學會了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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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塑造完成，同時獲得女主角的愛，從而破除魔咒、恢復人形。 

 

第四，真人版電影《美女與野獸》的上映日期為 3‧17‧17，即 2017 年 3 月 17 日。 

將 3‧17‧17 的畫面裡面，3‧17 加起來就是 20， 

構成 20 及 17=2017 年，是一種雙重訊息，強調 2017 年將要發生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預告片畫面出現「Be Our Guest」的字眼， 

意思可翻譯為「成為筵席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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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意味於 2016 年，天上婚筵中，新婦及童女已經被提了， 

留在 2017 年的信徒，只能趕上「成為筵席賓客」的信息？ 

無論如何，當關乎《啟示錄‧第 6 章》，七印和四馬的奧秘被揭開之後，  

顯然亦是七印和四馬的災難將要發生之時， 

第二個活物金牛座所叫出來的第二馬，「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災難，該是時候正式展開了。 

 

我們嘗試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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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

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

酒不可糟蹋。』」 

 

到第三印的時候，所謂 24 長老已經出現了幾位。 

南冕座就是其中一位長老，這裡又是另外一些長老。 

 

 

 

這裡，第三印是說到獅子座下面的半人馬座， 

獅子座就是處女座的頭，獅子座就向她說：「你來！」 

當獅子座叫他來的時候，就是天秤座，因為他手上有天秤， 

所以，在半人馬座的手附近，便座落了天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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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在此說出，他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 

「一錢銀子四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 

意思是物價十分昂貴。 

 

因為，一天所得的工資，才僅僅足以購買這些麥子和大麥。 

天秤座其中的一顆 Alpha星，亦名為「Zubenelgenubi」， 

其意思正是「購買不起」和「昂貴」！ 

 

 

 

不單如此，處女座亦座落在它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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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女座的形象，正是一手拿著麥子，一手拿著大麥。因此，根本無須爭辯！ 

 

 

 

 

事實上，半人馬座自古以來的形象就是一匹黑馬。 

它在古代的名字更正好是「黑馬」，那還有爭論的餘地嗎？ 

莫非無知可以當成專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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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真的打開歷史，查看世界各地從古到今的文物的記載， 

不難發現，在這裡所記載的每件事情，皆和星體有關。 

只是很多人也不明白，與星體有關又如何呢？ 

正如我所說，僅僅知道那 Pattern 是不足夠的， 

Pattern 是星體，但該怎樣對應現實呢？ 

 

在這數年之間，我們知道 Webbot，甚至一些連 Webbot 也沒有提及的事件， 

我們能夠預測它們如何發生，或在何時發生。 

因為這些 Pattern 和這裡所說的事情，其實可以互相對比的。 

 

影片：獅子座與黑馬 —— 半人馬座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再次以更深入的方式， 

解釋《啟示錄》第五章至第六章所提到的「七印」，以及四活物和四馬的意思。 

 

原來《啟示錄》所有隱喻，都是指向天上的星座， 

而《啟示錄》所提到第三印的活物，就是天上的獅子座。 

 

啟示錄 6 章 5－6 節：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

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

酒不可糟蹋。』」 

 

而第三活物獅子座所呼喚出來的第三匹馬，就是獅子座附近的半人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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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經文中的黑馬，必定是指半人馬座呢？ 

因為自古以來半人馬座的顏色正是黑色。 

 

經文中又指出，這黑馬的騎士，手裡拿著一個天秤，為甚麼呢？ 

第三匹黑馬的騎士，手上所拿的物件，與前兩匹馬的騎士有很大分別。 

因為第一匹馬的騎士是拿著弓，第二匹馬的騎士則拿著大刀， 

這兩件物件，即弓和大刀，都是我們常見於一位騎士用作爭戰的武器。 

 

 

 

可是，第三匹黑馬所拿的，卻非常奇怪，是一個天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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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們以星際去理解《啟示錄》的話，就不難理解了。 

因為半人馬座旁邊，就正好有天上 88 個星座中，唯一一個天秤座。 

 

 

 

天秤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就是於市場購買食物時，用作量重。 

 

經文以天秤為食物量重，意思是當第三印出現時，食物會變得非常珍貴， 

而且，天秤座的主星名字就是「Zuben el Genubi」，意思是「價格不足」， 

明顯就如同經文所說，因為食物價格上升，而導致「價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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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天秤座和獅子座中間，就有信息常提及，對應美國的處女座。 

 

 

 

自古以來的圖畫中，天上的處女座都是右手拿著一束大麥，左手拿著一束小麥。 

 

 

 

正好對比經文所提及的糧食短缺事件， 

因為無論大麥或小麥，都是全球人類的最主要食糧。 

並且處女座所對應的美國，一直以來也是世界的食物搖籃。 

 

而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於過去 70 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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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經濟、政治、人民生活水平、科技、軍事，甚至是基督教的發展， 

都絕對是世界第一，甚至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夠與美國對比。 

美國亦順理成章地，成了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夢想追尋的領域， 

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 

 

所以，如果連美國都出現經文所提及的黑馬， 

即食物價格瘋狂上升至一個階段， 

一日的工資只僅僅足夠購買一人一天的食物， 

那麼，可以肯定全世界都會陷入嚴重的食物饑荒之中。 

 

日華牧師早於 2013 年 3 月 3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 

已分享過已故先知 John Paul Jackson，於 2012年的「完美風暴」預言中， 

第 34 和 35 點就是美國將會出現食物短缺， 

甚至隨處發生因食物而起的搶劫及殺人事件。 

 

 

 

並且，從 Freemason 一張有關處女座的圖畫中， 

已經明顯透露，他們完全明白天上星座對應地球的方法。 

就是以兩根柱的雙子座，定位於地球的直布羅陀上， 

於是，就可以把《啟示錄》的奧秘完全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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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 Freemason 的圖畫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代表 Freemason 常用的大楷英文字母 G， 

並有他們常常用作代表雙子座，所羅門聖殿門前的兩根柱子，柱子上亦畫有他們的會徽圓規角尺。 

圖畫中有一位女性天使，一手舉起指著天，即指向天上的星宿。 

而這位女性天使，就是處女座。 

 

 

 

因為圖畫中的女性天使，正好如同自古以來的處女座形像， 

手中拿著麥穗，並且背上有一對翅膀， 

所以，這幅 Freemason 圖畫的女性天使，必定就是指處女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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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女性天使，右手指著地球儀，並且是北美洲的位置， 

表明他們是知道，當把天上的星圖貼在地球上，以雙子座對應直布羅陀後， 

要再以阿特拉斯頂著的天球所代表的鏡面倒置， 

就能夠發現天上處女座所座落的位置，就是美國。 

 

 

 

所以，《啟示錄》第六章提到的第三印，發生的地點就是由美國開始。 

 

 

 

所以，這裡提到麥子和大麥，顯示其代表的位置將會發生饑荒， 

事實上，按著 Webbot 所說，美國將會處於饑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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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東岸會失收、發生泥石流，並降下非常嚴重的暴雨； 

美國西岸則會非常酷熱，這「食物搖籃」將會出現很大的災禍，而社會亦會出現動盪。 

因為這裡所說的地方，正是處女座的位置，並鄰近墨西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對比。 

 

 

 

當你嘗試再將人馬座上移少許， 

便會看見一隻烏鴉，其嘴上啄著一條蛇，附近有一杯子。 

 

 

 

在墨西哥的國旗上，正是這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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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所說，處女座、獅子座皆是對應美國的， 

 

 

 

簡單而言，墨西哥、以及處女座所對應的美國，其東西兩岸，也會落入饑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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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數年間，Webbot 亦作出了同樣的預測。 

還記得 John Paul Jackson 說了什麼嗎？ 

他說的 Perfect Storm 是指著美國說的， 

當中指出，美國人會為了食物而殺人！ 

 

 

 

所以，為何我們不接受神早已記載下來的事情？ 

難道我們可以這麼橫蠻？可以不用理會《聖經》？ 

 

神所給的啟示，平白的，我們讀的時候也要尊重；而奧秘的，我們更要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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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已說明，祂只會向小數人透露奧秘，如主耶穌當時，只讓祂的 12 門徒知道， 

但《啟示錄》的揭開只讓神在末後的日子，祂的新婦才知道。 

 

 

 

即是亞伯拉罕級數，而不是羅得級數，祂不會隱瞞亞伯拉罕這種級數的基督徒。 

 

影片：珍而重之《聖經》的奧秘 

自古以來，在《聖經》舊約時期， 

神的時代計劃及將要成就的事，都會以奧秘的方式隱藏起來，不為世人所知。 

正如過往神給予埃及法老王的異夢，以及給予尼布甲尼撒王的異夢和異象， 

都必然是一個封嚴了的謎題，絕不輕易讓人解開，認知神的計劃和將來的事。 

 

除非是神認可的指定人物，神看為貴重的角色， 

例如︰為埃及法老王解夢的約瑟，以及為尼布甲尼撒王解夢的但以理， 

他們都具有神獨特的呼召，成為當時代的拯救和答案。 

神就會將這些封嚴了，關乎未來神的時代計劃及謎題， 

交由他們展開，使他們在眾人面前高升。 

 

舊約時期，一些極之重大、關乎世人生與死的事， 

神不但沒有向信心之父 —— 亞伯拉罕隱瞞，甚至還會向他當面說明， 

因為神看亞伯拉罕的身分是「神的朋友」， 

神完全信任他，讓他知道神將要成就的事。 

 

雅各書 2 章 23 節：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他又得稱為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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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8 章 1－2 節：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舉目觀看，見

有三個人在對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16－19 節： 

「三人就從那裡起行，向所多瑪觀看，亞伯拉罕也與他們同行，要送他們一程。耶和華說：『我所要

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顧他，

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因此，亞伯拉罕就是一個典範， 

他是神的朋友，所以神不會向他隱瞞將要成就的事。 

 

當踏入《啟示錄》時期，有一群人會配得解開這被封嚴了的書卷， 

從神以 Alef Tav 貫徹始終的規律 Pattern 所創造的穹蒼繁星，去理解神的時代救贖計劃。 

可是，為何他們對神的時代計劃能夠如此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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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庸置疑，神正向錫安教會揭示「星際啟示錄」的奧秘， 

解開這個千古以來，一直被封嚴了的書卷 ── 《啟示錄》。 

歷代歷世以來，從來沒有任何釋經家、猶太拉比和牧師， 

能夠貫徹解明《啟示錄》中，關乎神於末世的終極計劃。 

 

從「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923 的共同信息」， 

顯而易見，錫安教會所擁有的身分，不但是神的朋友，更是基督的新婦， 

是達到信仰巔峰、與神同創、《啟示錄‧12 章》所記載以鐵杖轄管萬國的男孩！ 

 

自古以來，神都預定了，若果尚未到指定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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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被捲起來、被封印了的書卷，不論世人或釋經家如何努力， 

亦只能夠看見這書卷的起頭 Alef 和結尾 Tav 的部分，中間的內容一直也被神隱藏著。 

 

大家可曾想過，這是代表一種多麼嚴重的無知？ 

千百年來，世人每晚抬頭所見的繁星，縱使人能夠看見它們的軌跡和位置， 

卻完全不知道，《創世記‧1 章 1 節》記載，神以 Alef Tav 於天上所創造和鋪設的眾星， 

其實早已預示了整個人類歷史，古往今來所發生及將要發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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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卻完全找不到、看不見天上眾星有這種奧秘。  

 

另一方面，世人對歷史亦是同樣完全無知， 

歷史上，神親自與十王於人類歷史裡， 

以 Alef Tav 方式在地上進行「玫瑰園計劃」、「923 的共同信息」， 

進行規劃、建設和擺放所有謎題。 

 

縱然世人存在於浩瀚宇宙、時間和歷史之中， 

如《聖經》所記，當世人觀看天上眾星的時候， 

亦僅僅只能夠看見天上繁星，這一卷被捲起來、封印了的書卷， 

世人只看見書卷的開始 Alef 和結終 Tav，其中的所有內容，都一律毫不知情。 

 

按著神的預定，當人類歷史踏進指定的 2012 年後， 

神所命定的新婦，終於塑造完成，配得展開「星際啟示錄」這書卷。 

是古往今來，首次有人類能夠揭示神創造星際的奧秘。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自己的身分， 

就更應對這奧祕和啟示珍而重之！ 

不但要留心聽，而且要竭力明白、重複細聽、不恥下問， 

因為「聽不見」或是「沒有機會聽」已經是一種咒詛和損失。 

然後，當人有機會「聽」而不明白，豈不同樣是一種咒詛？ 

千萬不要讓自己掉進這個咒詛之中。 

 

《啟示錄》裡，聖靈多次向眾教會所說的一道命令「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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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靈今天藉著新婦級的錫安教會，揭示《啟示錄》 —— 神的時代計劃， 

唯有那些對於《啟示錄》這奧祕珍而重之、貫徹明白的人， 

才能夠得著成為明亮晨星的祝福，與神同坐寶座之上，穿梭時空！ 

  

啟示錄 2 章 26－29 節：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將他們如同窯戶

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

眾教會所說的話。」 

 

啟示錄 3 章 21－22 節：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凡有耳

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當然，詳細對比星圖是有很多的故事， 

你可以利用鏡面倒置方法，看看所有星座的主星在不同的位置有什麼意思。 

 

 

 

記住是鏡面倒置，那你就知道，它對比那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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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天秤座與處女座的腳，就是「羅茲威爾事件」發生的地點， 

我們曾經用那裡一些事件去分享過，那時曾經作過對比。 

 

 

 

你會看見，自古以來，處女座是代表了食物婦人， 

所以，美國曾經是世界的食物和水果搖籃，即加州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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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是「加州的旱災」，所以，令水果搖籃的稱號不復再。 

 

 

 

所以，我們也曾經說過，Freemason 有些的相片和畫作都顯示出， 

他知道，美國就是處女座，他們用處女座的石像指著關於北美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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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見，連最小的每一顆字，也顯示出這些星是無可推諉的存在， 

因為主星的名字只有一個。整個天上有很多星，但名字只有一個。 

例如，寶座和冠冕就一定是在那裡，那顆星的名字又一定是在那個位置， 

整個天那麼大，主星就在那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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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看看第四印。第四印就是在《啟示錄‧6 章 7 節》。 

 

 

 

啟示錄 6 章 7－8 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

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單單看灰色馬你就知道，這一定是天上的飛馬座， 

因為，飛馬座根本就是灰色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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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這匹灰色飛馬座是在雲中，所以，牠前後附近有些雲， 

那些雲就是遮蓋這匹馬並使牠變成灰色， 

自古以來，牠在這些神話當中也是一匹灰色的馬。 

 

為什麼騎著這匹馬的叫做「死」呢？ 

因為，呼喚灰馬出來的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水倒向這尾魚，這尾魚的名字就是「死」， 

所以，飛馬座是天上唯一一個倒轉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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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匹馬的騎士正是水瓶座。 

 

 

 

水瓶座倒水向「死」那裡，因此，騎著牠的就是「死」， 

這是無可推諉的，天上只有一個星座叫做「死」，就是這條魚。 

接下來的說話，再次顯示飛馬座的身份。 

 

啟示錄 6 章 7－8 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

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天上只有一個地方是被稱為陰府， 

我們嘗試看看飛馬座後方。 

飛馬座後方是海怪座，騎著飛馬座的，是水瓶座在附近名為「死」的魚。 

海怪座中間的旋渦就是陰府，天上只有一個地方被稱為陰府。眾星座當中，就是它那條尾的旋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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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怎樣說，你說在那裡？你說可不可以不這樣解釋？ 

不這樣解的人，有什麼本事？世界上，有哪些東西是比天上的星更偉大？ 

自古以來，每一個民族也是這樣說，你還要爭論甚麼？過去數千年以來都是這樣。 

 

啟示錄 6 章 8 節： 

「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瘟疫或作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影片：水瓶座與灰馬 —— 天馬座 

啟示錄 6 章 7－8 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

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

一的人。」 

 

自從上年 2015 年 3 月 15 日，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帶領，展開了「天馬座行動」信息的教導。 

按著「歲差運動」，踏入 2012 年後，一年四個節令，包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每年太陽日出高昇時，都會依次從黃道十二宮四個不同星座前面升起。 

 

自 2012 年開始，春分的時候，太陽是從一個人在倒水的形態的水瓶座前面升起。 

夏至，就是從金牛座升起；秋分，就是從獅子座升起；冬至，就是從天蠍座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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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啟示錄‧第 6 章》所記載，揭開七印中第四印的時候，第四個活物就是對應水瓶座， 

由第四個活物叫出的第四馬，即灰馬，希臘原文又稱為青馬，就是對應天馬座。 

 

 

 

從天上星圖可見，騎在天馬座背上的星座， 

正好就是第四個活物，就是一個人在倒水的形態的水瓶座， 

而倒水的方向，就是天上水瓶座旁邊的南魚座 Piscis Austr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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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話中，南魚座是美神阿佛洛狄忒的化身， 

她為了逃避大地女神蓋亞之子巨神提豐（Typhaon）的攻擊而變成魚，躲在河裡。 

後來她發現忘記帶上自己的兒子厄洛斯，於是又上岸找回厄洛斯， 

為了防止與兒子失散，就將兩人的腳綁在一起，化為魚形，潛進河裡。 

 

 

 

事後宙斯將阿佛洛狄忒最初變為魚的化身，提升到空中成為南魚座， 

她和厄洛斯化身的雙魚，則稱為雙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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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為何《啟示錄‧6 章》記載，騎在第四馬的名字叫做「死亡」呢？ 

原來，騎在天馬座背上的水瓶座旁邊，南魚座最光亮的 α主星，名為北落師門 Fomalhaut， 

是顆藍白色的巨星，距離地球 25 光年，是天上排第 17 光亮的星。 

 

 

 

而且，北落師門是三合星，分別是主星北落師門 A、北落師門 B（即南魚座 TW）， 

和另一顆名為 LP 876-10 的恆星組成。 

 

自古以來，南魚座的北落師門被天文學家宣判為「死亡星系」，故又稱為「死亡」， 

天文學家對北落師門塵埃帶的移動，推斷出塵埃帶並沒有以恆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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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08 年，天文學家才發現這裡因著新行星而「復活」了。 

 

 

 

另一方面，為何《啟示錄‧6 章》記載，第四個活物和第四馬旁邊有陰府隨著牠。 

原來，天馬座旁邊就是著名的泰坦 Titans 海怪座，又稱巨鯨座， 

而海怪座捲起尾巴的位置，中間的漩渦就名為陰府。 

 

 

 

明顯，使徒約翰所記載的第四個活物，就是水瓶座，旁邊叫出的第四馬就是天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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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按著《啟示錄》所預言，七印審判之中，擁有最大權柄和審判能力的， 

就是神賜予第四馬，即天馬座的「權柄」， 

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等，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從過往「天馬座行動」信息中，經已詳盡分享到，按著「星際啟示錄」的原理， 

當將天上 88 個星座 Superimpose 對應地球時， 

天馬座的心臟正好就位處於香港。 

 

 

 

並且藉著「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923 的種種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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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證錫安教會就是騎上第四馬的騎士，被神認可及賜予「權柄」頒布出神各樣的審判。 

 

除此之外，從各種共同信息的印證，明確顯示了錫安教會的真正身分， 

就是基督的新婦，亦是《啟示錄‧12 章》所預言： 

婦人的孩子被神賜予「權柄」、被提到神的寶座、可以時空穿梭， 

以及藉著「鐵杖的權柄」轄管萬國。 

 

 

 

此外，正如上星期 2016 年 5 月 22 日的主日信息分享到， 

十王於全世界和歷史上，進行龐大的規劃及建設， 

美國三藩市的金門大橋就是對應天上的金門， 

而建設在香港，與金門大橋相似的青馬大橋， 

沒錯！青馬大橋的名字，就是青馬，正是第四馬的希臘原文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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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知情的十王藉著青馬大橋，就是以香港對應天上的銀門， 

從香港所孕育、塑造出來的新婦，就是配得擁有權柄， 

成為神的代表，頒布出各樣災難和審判， 

從香港對應天上銀門這一點，顯示一切災難，都會由香港這處銀門開始頒布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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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正當上星期 2016 年 5 月 22 日的主日信息，再一次提及香港青馬大橋的時候， 

原來，青馬大橋的通車日期，就是 1997 年的 5 月 22 日，是同一日，連一日也沒有偏差。 

 

 

 

正當上星期 5 月 22 日提及香港青馬大橋，並且巧合地又是青馬大橋通車 19 週年， 

就在該篇主日信息分享後翌日。2016 年 5 月 23 日早上，青馬大橋發生 4 車相撞的交通意外， 

包括︰兩輛的士，一輛俗稱「紅的」，另一輛則是「綠的」， 

有趣地，正好對應四馬中，「紅的」第二馬和「青綠色的」第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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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意外影響，青馬大橋往機場方向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大欖隧道的九龍出口，成為了當天的大新聞。 

19 年前就是青馬大橋通車使用的日子，19 年後，卻發生一次青馬大橋塞車事件， 

不單成為新聞的焦點，同時亦成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巧妙印證。 

 

事實上，海怪座一直延伸至歐洲的位置。 

 

 

 

我們曾分享，海怪座就是《聖經》的第四獸，即「有一獸從海中上來」， 

這全都可以對照在世界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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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第四印，就只有這解法，如白紙黑字般， 

清楚地對照了天上的地方、事件與旁邊所有星座的特徵。 

 

自古以來，天上的星空都是代表已死的人會去的地方，他們會受到或高或低的待遇， 

這也是《啟示錄‧六章》中第一印和第二印的地方， 

因為，第一和第二個活物附近的地方，就是代表天上金門和銀門， 

亦代表人死後會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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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每一個死人的身分和在地上所做的事情， 

按著將來永恆的身分，會穿越這兩道門，進到永恆， 

這是在歷史上一個很有趣的對比， 

這個千古的秘密，從來沒有人能解明，沒有人知道在天上的星是代表甚麼。 

 

影片：「星際啟示錄」的寶貴 

日華牧師分享一個奧秘：原來《啟示錄》是要以星際去解明。 

自古以來，完全沒有人知道這奧秘，直至 2010 年，神向日華牧師啟示， 

《啟示錄》是藉著星座去解明，這個奧秘才正式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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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有機會聽見這個關乎神對這末後日子的超然啟示， 

應心存感恩和珍而重之，知道我們比世上其他教會的基督徒，更加蒙受神的恩典。 

 

因為主耶穌在《啟示錄》對約翰表明，只要是肯去閱讀《啟示錄》的人，已經被神稱為有福的。 

 

啟示錄 1 章 1－3 節：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

僕人約翰。約翰便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

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所以，你能夠想像，如果有人不單去閱讀《啟示錄》， 

而是能夠明白當中的意思，這是一個更大的祝福。 

但是，能夠明白《啟示錄》的祝福， 

也絕對比不上那一位能夠解明全本《啟示錄》的人所得的福份更多。 

 

而我們今天，就是蒙神的恩典， 

能夠參與一間可以向你解明《啟示錄》每一句意思的教會，就是錫安教會。 

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有人能夠完全解通《啟示錄》的一字一句， 

這是唯有基督的新婦，才能有如此大的啟示和恩典。 

 

打從人類歷史開始，所有文明皆記載有關天上星座的分佈、命名、排列， 

還有星座和星宿之間的神話故事。 

幾乎所有文明流傳的星座排列和神話故事都類近， 

雖然如此，卻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些星座和神話被創造的目的及存在意義。 

 

到了大約 2000 年前的使徒時代， 

神啟示使徒約翰，用星座和神話成為解謎的元素，寫下《啟示錄》。 

不過，對於這一個二千年的秘密 —— 《啟示錄》， 

一直以來每一位嘗試解釋的人，其實都解錯了。 

就好像一個人嘗試拼砌一幅拼圖，卻沒有原圖作為藍本， 

就如同瞎子摸象、無從入手。 

即使有人大膽宣稱自己已經解通了《啟示錄》， 

事實卻只是穿鑿附會、甚為牽強， 

無法將《啟示錄》的一字一句，以一個完整及沒有矛盾的系統，一氣呵成地解通。 

正如我們玩一個解謎遊戲，如果有人猜對了， 

其他人會發現這答案是最合情合理，且沒有含糊之處。 

又好像當人把一台冷氣機的零件，按照設計者的圖則組合， 

這台冷氣機就自然能夠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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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為何以往的釋經家都無法正確地解釋《啟示錄》呢？ 

因為《啟示錄》只能用星際的原理去解明，並且是一本時代性的預言書， 

一定要到事件將要發生應驗的時候，才有人知道當中的解法， 

而這一點亦是神的刻意設計。 

因為，如果有前人已經解明了《啟示錄》， 

例如︰頭四印的四活物和四馬的解釋，如果早已有人解明的話， 

按《聖經》自己所說，四印和四馬所代表的災難， 

必定已經應驗和發生在我們眼前了。 

就好像一台冷氣機，當有人完全正確地成功裝配的話，就能夠正常運作。 

 

所以，既然今天神已經讓我們知道了，解明《啟示錄》的唯一系統和結構，就是星際的原理， 

意即現在正是到了《啟示錄》完全應驗的年代，神再來的日子必不再耽誤延遲了！ 

藉著去年 2015 年開始播放的「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等信息， 

可見錫安教會就是那群被神認可，信仰到達最頂峰的新婦級數，隨時準備好被提， 

成為得著以鐵杖轄管列國的男孩子。 

 

正因為《啟示錄》有關末後日子的預言，實在非常準確和超然， 

神就刻意在 2000 年前把它寫下來，於世界各地流傳， 

以免某天當時候到了，預言在世人眼前驚人且準確無誤地，以星際方式應驗時， 

人們會誤以為是現代所寫的騙人書籍。 

相反，正因《啟示錄》於 2000 年前已經寫好，就足以證明神完全掌管世界歷史。 

 

藉著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示範了如何用星座、星宿的名字， 

及它們對應地球的地理位置，星宿之間的位置和運行軌跡，去解明《啟示錄》中的四活物和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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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天上上百億年的星圖，的確早已記載了有關人類末後日子的預言， 

甚至把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國家、內容和結果，都清楚地一一記錄下來。 

 

我們所說，天上的星，以前神是不准許它應驗， 

換句話說，就算我們於之前知道了這些事，也不會發生。 

例如：全地死四分一人口，地球在過去六千年，不是每年都死四分一人口， 

所以，神有一個指定的年份、時間，這些星突然間有行動（Action）。 

 

 

 

影片：2012年之後展開四馬的災難 

自古以來，《啟示錄》及其中的審判和災難，一直都被神刻意隱藏封嚴了， 

未到時候，從來沒有人能夠解明。 

 

尤其是關乎最後「七印」和「四馬」的终極審判，更是千古之謎， 

是歷代歷世以來，所有釋經家和牧師一直渴望解明的奧秘。 

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準確理解「七印」和「四馬」的真正意思，以及它們應驗的時間和地點。 

及至 2009 年，隨著神的帶領，日華牧師因著先知 Bob Jones 發表「神榮耀列車」的預言， 

開始著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最終，得以認知「星際啟示錄」的啟示。 

就是整卷《啟示錄》的奧秘，都是封嚴隱藏在天上眾星之中， 

唯有神所認可的新婦，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才配得以星際解明和展開，這個隱藏於歷史和星際中，封嚴了的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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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類歷史踏入 2012 年後，由於歲差運動轉移到下一個新紀元， 

每年的四個節令，包括︰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太陽從黃道四個星座升起的位置，竟然完全吻合了天上的四個活物。 

就是春分的水瓶座、夏至的金牛座、秋分的獅子座、冬至的天蠍座。 

因此，神啟示日華牧師認知到「星際啟示錄」的驚人啟示， 

讓我們以天上神鋪設的繁星，成為一根鑰匙， 

以漫步星圖的方式，解明《啟示錄》由第 1 章至最後第 22 章， 

這一個千古以來被隱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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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錫安教會將「星際啟示錄」的奧秘揭示之後， 

亦有資格成為神頒布審判的代表， 

讓「七印」和「四馬」的審判最終應驗發生，展現在世人面前。 

原來，使徒約翰所記載的《啟示錄》，是一幅偉大的星圖， 

可以對應七年大災難中，災難發生的地點、時間和事件。 

 

將眾星和黃道十二宮 Superimpose 重疊對應地球時， 

可以發現四活物所代表的四個星座，是對應地球的不同區域， 

發現星座對應地上的相關國家和座標。 

 

 

 

按著《啟示錄‧6 章》所記載，關於四活物說出四馬的預言， 

從天上的星圖，我們就會清楚看見天上代表四活物的星座， 

以及四個以馬為主體的星座。包括︰ 

 

對應天上第一個活物 ── 鷹的，就是天蠍座， 

旁邊有一個以馬為主體的星座，就是人馬座，又稱為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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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第二個活物 ── 牛的，就是金牛座， 

旁邊有一個以馬為主體的星座，就是獨角獸座，又稱為麒麟座。 

 

 

 

對應第三個活物 ── 獅子的，就是獅子座， 

旁邊有一個以馬為主體的星座，就是半人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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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第四個活物 ── 人的，就是水瓶座， 

旁邊有一個以馬為主體的星座，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天馬座。 

 

 

 

甚至，按著《撒迦利亞書》的預言，當四馬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後， 

就會帶著各樣的災難和審判，於遍地走來走去，觸發全世界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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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匹白馬代表假和平，是人馬座對應的夏威夷， 

無獨有偶，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出生地，就是夏威夷檀香山市。 

在 2009 年 9 月，正當日華牧師著手研究「2012 信息」一個月後，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完全沒有任何功績，沒有為世界貢獻過一丁點和平下， 

突然間，有如按著劇本的劇情發生一樣，在 10 月 9 日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好讓白馬的假和平審判準備就緒，伴隨「2012 信息」而出現。 

 

 

 

如《聖經》記載，白馬出來後，帶著各樣災難和審判，在遍地走來走去， 

觸發全世界的災難，白馬最終勝了又要勝，世界根本沒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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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間，奧巴馬曾向阿富汗增兵三萬； 

之後，再決定派兵利比亞，殺死利比亞總統卡達菲。 

 

 

 

隨後，自 2014 年中開始，由美國一手打造的「伊斯蘭國」ISIS，從中東崛起。 

以回教國家反對派的軍隊為名，高舉和平的旗號， 

於過往幾年間，不斷藉著戰火打擊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及其他回教國家， 

導致世界各地難民處處，居無定所， 

應驗千古以來所指的住棚節，難民棲身於臨時帳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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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ISIS 更於世界各國策動了多次偽旗行動的恐襲事件， 

使世界各國為了和平之名，打擊 ISIS， 

向中東敘利亞及伊朗策動更多戰爭，以及在全世界推行槍械管制等。 

實在如《聖經》所預言，由美國總統奧巴馬所代表的白馬，勝了又要勝。 

 

 

 

所以，近幾年所發生的事情，足以證明，按著「星際啟示錄」的原理， 

第一匹白馬已經伴隨「2012 信息」的分享而出現了。 

 

第二匹紅馬代表革命和內戰，發生於獨角獸座所對應的非洲及中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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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 信息」的開始，日華牧師按著瑪雅年曆的研究，預告人性將會出現兩極化！ 

人類的思維會走向兩極，善良的，會越發變得善良；但邪惡的，則會變得越發邪惡。 

並且，錫安教會拍攝了《瑪雅怨曲》一片，去解釋人性兩極化。 

 

 

 

這幾年間，先由獨角獸座所對應的非洲及中東等地， 

爆發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和內戰，多國面臨政治變天。 

包括︰北非突尼西亞、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巴林、利比亞、約旦、 

敘利亞、毛里塔尼亞、沙特阿拉伯、阿曼、蘇丹、伊朗、烏干達等。 

如《撒迦利亞書》所預言，同樣，當紅馬從獨角獸座所對應的地區出來後， 

就會帶著各樣的災難和審判，在遍地走來走去。 

 

甚至，香港亦成為受影響的地區之一。 

於 2014 年 9 月 23 日，923，香港學生發起大罷課， 

隨後更觸發震驚全香港的「佔中事件」，無賴般的示威者發動所謂的「雨傘革命」， 

盡顯邪惡的兩極化，越發表露人性最邪惡一面。 

 

這些忘恩負義、自私自利、頹廢的敗類、政客、傳媒和學生， 

在「佔中事件」以來，持續為香港製造接二連三的動亂、騷動及破壞， 

為普羅大眾及民生造成了重大的困苦，癱瘓了香港的經濟及嚴重損害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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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已經事隔兩年後的今天，全港的經濟仍然飽受「佔中事件」的後遺症影響， 

當時發起及參與「佔中事件」的人，都是以損人利己， 

漠視全香港人利益的方式，進行大肆破壞， 

企圖在香港發起所謂的革命和內戰。  

這幾年間，第二匹紅馬所代表的革命和內戰， 

亦伴隨著「2012 信息」的分享而出現。 

 

至於第三匹黑馬代表經濟崩潰、糧食缺乏、物價高漲和饑荒， 

就是半人馬座所對應的南美洲一帶，包括巴西、阿根廷、哥倫比亞和秘魯等窮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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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自「2012 信息」分享以來，日華牧師經已率先警告， 

糧食缺乏、物價高漲和饑荒，是全世界將會面對的主要問題。 

尤其，踏入 2012 年後，史無前例和破紀錄的天災頻生， 

導致糧食缺乏和物價高漲，現已成為各國社會的主要問題。 

眾多政治分析都認同，近幾年的革命和內戰，都與糧食缺乏和物價高漲有直接關係。 

 

不單半人馬座所對應的南美洲災情嚴重， 

甚至，於過往幾年間，第三匹黑馬如《撒迦利亞書》所預言， 

同樣帶著各樣的災難和審判，在遍地走來走去， 

使全世界出現糧食短缺、物價高漲和饑荒等問題。 

 

事實上，在上年 2015 年 5 月 3 日「天馬座行動第 8 篇」， 

日華牧師按著 Webbot 的資訊率先警告︰ 

踏入上年 5 月至 6 月，由中國主領的經濟和股市將會爆破， 

甚至影響全球經濟，觸發全球貨幣、美元及商業貿易一概瓦解。 

實在完全吻合日華牧師的警告，於 2015 年 6 月開始， 

中國股市出現 25 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大暴跌。 

數星期內，中國股市蒸發超過 24.4 萬億元人民幣，折合超過 30 萬億港元， 

相當於希臘去年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GDP 16 倍， 

亦即是短短二十多天，蒸發了「十六個希臘」一年來的全國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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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第三匹黑馬的經濟審判，一直波及全球， 

上年全球經濟崩潰的序幕，大家皆有目共睹，完全應驗日華牧師的警告。 

 

今年 2016 年 4 月 28 日， 

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第一季度實際 GDP 年化季率初值增速降至 0.5%， 

創下兩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經濟還受到油價下滑的衝擊， 

影響了斯倫貝謝和哈裡伯頓等油田服務巨頭的利潤， 

導致這些企業大幅削減商業開支，創 2009 年第二季以來最多。 

 

5 月 4 日，美國 ADP Research Institute 公佈， 

2016 年 4 月美國企業新增就業人數創兩年新低， 

進一步分析顯示，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 13,000 人。 

供應管理協會（ISM）公布，2016 年 4 月美國製造業就業指數為 49.2， 

連續第 5 個月低於 50，創自 2008 年 8 月以來最長的低迷紀錄。 

 

馬基特（Markit）公布，2016 年 4 月美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終值， 

自 3 月的 51.5 降至 50.8，創自 2009 年 9 月以來新低。 

馬基特首席經濟學家指出，4 月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當前的下滑趨勢還未有終止跡象， 

預估產業每個月的裁員人數將進一步高達 1 萬人。 

 

美國 2016 年第 1 季民間非住宅固定投資，季減金額達 336 億美元， 

創自 2009 年第 3 季以來最大降額。 

 

5 月 9 日，《人民日報》評論今年中國第 1 季發展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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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述權威人士直言，「L型走向」似乎無可避免， 

寄望短期反彈是不切實際，中國預期難免會淘汰一大批企業和勞動力。 

 

這裡的「L型走向」，正是指日華牧師一直所警告， 

環球經濟必然會出現驚人的「梯級式下跌」，比 1929 年經濟大蕭條還要嚴重 10 倍。  

 

 

 

5 月 25 日，微軟公司將精簡智能手機硬件業務，裁員 1,850 人，進一步縮減手機業務， 

並承擔約 9.5 億美元的資產減值和重組費用， 

更關閉位於芬蘭 Tampere的研發中心，進一步衝擊芬蘭惡劣的經濟。 

 

此外，如日華牧師上年按著 2015 年 Webbot 的預測所言， 

美國聯儲局 FED 官員暗示將有意持續加息， 

2016 年 5 月 25 日，美元指數衝上兩個月新高， 

人民幣中間價重新貶至 6.5693 兌 1 美元，為 2011 年 3 月以來新低。 

美元反彈，中國又將面臨龐大的資本外逃壓力，再次打響貨幣戰。 

 

近幾年間，受第三馬經濟審判的影響，世界各國經濟出現重大衰退， 

其中，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估算通膨率高達 720%的委內瑞拉，平均一天的漲幅已達 2%。 

 

正面臨經濟崩壞的危機，以及民生物資極度缺乏， 

許多人要每天排隊數小時去搶購基本日常用品，例如︰牙膏、衛生紙和食物。 

然而嚴峻的情況沒有放緩，在原材料缺乏的情形下，許多食物越來越難買到。 

 

在委內瑞拉買一個漢堡，售價高達 170 美元，折算港幣 1,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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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了漢堡變成昂貴食物之外，委內瑞拉 4 月份因缺乏大麥而要停售啤酒， 

南美洲最大可口可樂經銷商（Coca-Cola FEMSA）， 

也宣布因為糖原料不足，導致委內瑞拉境內的工廠必須停工。 

 

 

 

事實上，踏入 2012 年後，全球經濟衰退、糧食短缺， 

而且如《啟示錄》所預言，白銀短缺、油和酒都不可糟蹋。 

 

啟示錄 6 章 5－6 節： 

「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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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

酒不可糟蹋。』」 

 

第三馬經濟崩潰及糧食短缺的審判將會應驗， 

接下來一錢銀子相等於 3.7 克，亦只能夠買到一升麥子或是三升大麥。  

 

 

 

如上年 Webbot 所警告︰這一次經濟崩潰會比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嚴重十倍， 

屆時，白銀貴重和罕有程度，亦只會以克計算。 

現時，中國的熊貓銀幣，亦從過往每枚 1 安士為計算單位，即 31.1 克， 

轉換成以克為計算單位，每枚熊貓銀幣重量減少至 30 克。 

 

 

 

今年 2016 年 4 月 20 日，受美元下跌影響， 

白銀大漲，創 11 個月新高，報每安士 16.972 美元，創自去年 5 月 22 日以來新高， 

白銀年初飛漲 22%，堪稱今年表現最佳的投資目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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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2012 信息」可見，《啟示錄》所預言四印中的前三馬， 

都是伴隨著這套信息的分享而逐一出現。 

然而，踏入上年春分，太陽從第四活物水瓶座升起的時候， 

錫安教會在毫不知情下，隨著神的帶領展開「天馬座行動」信息的分享， 

完全吻合接下來真正的災難主角，就是第四馬灰馬的出現， 

按「星際啟示錄」的原理，第四馬天馬座心臟所對應的位置就是香港。 

並且，從所有共同信息所指向，騎在灰馬上，頒布各樣災難的代表，亦即是我們錫安教會。 

 

 

 

眾所周知，於過往 1 年「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和「923 的共同信息」的終極解謎旅程中， 

一件接一件世界大事，全都是按著神超然的掌管和預知， 

與時並進地配合錫安教會的成長，以及每星期「2012 信息」的播放而逐一發生， 

弟兄姊妹往往都輕易發現到，世界完全環繞每星期的「2012 信息」而轉動。 

明證我們錫安教會是 Alef Tav 真命天子的身分，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是配得與主耶穌共同揭開「星際啟示錄」終極奧秘的新婦。 

 

故此，隨著這套於兩年前經已預先錄製， 

「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的信息播放， 

接下來四馬的災難和審判，亦將會全速地行動， 

配合每星期「2012 信息」的播放而全力應驗發生。 

 

自古以來，我們會說，這些星的行動，它會做甚麼，會往哪裡去， 

但其實，它們的行動（action）還沒有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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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啟示錄》就告訴我們，原來在主耶穌基督認可的年份， 

並頒布開始的時間，星的行動就開始了，如拍攝電影時，會以「Action」作開始的提示。 

每一個印開始時，這些事情才會有它的意思，這些星才突然間應驗。 

 

影片：「星際啟示錄」揭示四馬的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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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神以謎題方式隱藏了《啟示錄》的奧秘，一直沒有人能夠解明。 

及至，按著神的預定，當人類歷史踏入 2012 年後， 

由於歲差運動的轉移，一年四個節令：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 

太陽從黃道十二宮四個星座的位置升起，竟完全吻合了天上的四個活物。 

包括：春分時，太陽是從一個人在倒水的形態的水瓶座前面升起，吻合了人這活物； 

夏至，就是從金牛座升起，吻合了牛這活物； 

秋分，就是從獅子座升起，吻合了獅子這活物； 

冬至，就是從倒轉的飛鷹形態的天蠍座升起，吻合了鷹這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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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讓錫安教會以「星際啟示錄」的啟示， 

藉著漫步星圖，從神以 Alef Tav 創造的天上繁星， 

不但預示了《啟示錄》將要應驗發生的事情， 

還能夠預知「七印」和「四馬」的審判揭開後， 

災難發生的形式、幅度、地點和時間，以及相關應驗人物的身分， 

能夠將千古以來封嚴了的《啟示錄》，正式全面地揭示出來。 

 

因此，按著神的預定，當新婦，即錫安教會被塑造完成， 

配得擁有「星際啟示錄」的啟示， 

能夠將神所創造，鋪設在天上的 88 個星座，重疊 Superimpose 對應地球時， 

就會找出世界末後終極的答案，即神的時代計劃。 

與此同時，身為新婦的錫安教會就能夠成為神的代表，頒布出各樣災難和審判。 

所以，因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當「七印」和「四馬」的奧秘揭開， 

世人終於知道《啟示錄》的答案後，指定的事件和各樣災難就會陸續發生，沒完沒了地持續惡化。 

 

正如過往 6 年間，當「2012 信息」和「星際啟示錄」的內容被逐步分享出來時， 

隨即，世界各地亦發生各種形式，甚至史無前例的災難。 

因此，當「七印」謎底被解開之時，就是「七印」和「四馬」審判應驗之時！ 

 

因此，自古以來，很多王者知道天上的星是對比地球的事情， 

可是，對他們幫助不大，他們最重要是要知道伯利恆之星， 

但他們發現當中的對應後，他們便會向別人隱瞞這些事， 

可是，這些星最早產生行動的時間和時空， 

就是《啟示錄‧第 6章》所說的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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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四活物是時間的「喚醒者」，他們是時間表， 

當他叫：「你來」的時候，那些馬才可以出來。 

這四活物所呼喚出來的，代表著這幾章經文之後將發生的所有事情。 

 

 

 

影片：2012年之後星應驗指定的行動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星際啟示錄」的奧秘， 

就是以天上的星宿，解開這一卷封嚴了的書卷。 

現在我們知道，使徒約翰於《啟示錄》所看見的異象，就是一幅星圖， 

並且，這幅星圖，一直以來也是於主耶穌的手中被捲起，並以七印封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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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了第 6 章開始，主耶穌打開一個又一個的印，就是要打開天上這書卷， 

當把頭四印逐個打開時，所對應的活物，就會叫出不同的馬， 

而這四匹馬，就會作出不同行動。 

 

日華牧師解釋第 6 章頭四印，所涉及四活物的星座和四匹馬的星座時，  

已經提到，原來主耶穌打開四印，是有著時間性。 

當主耶穌未打開四印時，四活物就不會出來，四馬亦不會行動，就仿如拍攝電影一般， 

只有當導演向演員大叫「Action」，即「開始」的時候，演員才會按著劇本演出。 

 

所以，過去二千年裡，世界未曾出現過《啟示錄‧第 6 章》所提及的災難， 

因為於過去這二千年，尚未到這七印打開的時間，這七印仍然封嚴著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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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亦知道了，主耶穌打開七印的時間， 

其實亦已經記載於星圖中，只是時候未到，人就無法研究出來。 

但這時間，就是 2012 年的春分後，太陽開始從水瓶座升起，啟動了水瓶新世紀。 

四活物所對應的星座，亦隨即走到正確位置， 

就是隨後的夏至、秋分和冬至，太陽從不同活物所代表的星座升起。 

此後任何時間，所有星座都已經準備好， 

主耶穌亦可以隨時打開頭四印，就如導演喊叫「Action」般。 

 

 

 

而到了 2016 年， 

當日華牧師分享「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時， 

所有星座，更會全力按著《啟示錄》的劇情而演出， 

對比地球，就是《啟示錄》級數災難完全展開的時間。 

 

第二章：總結感言 

我想和大家去理解現在關於四活物的事情。 

其實，你是否知道，就是我們這篇信息，去引發全世界的行動？ 

因為按著預言，就是誰能夠打開呢？ 

而打開後，就會聽到四次「你來」，對嗎？ 

這是否正就是你現在所聽見的？ 

你發覺神是否印證我們去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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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根本全人類歷史都看著我們去正在打開。而十王都很期待著我們去打開。 

但你在這星期所聽到的這篇信息，就已經是正在揭示、打開一個接一個印， 

當然，接下來的數個星期，我們會繼續打開它裡面所代表的意思。 

但是，我想讓你知道，現在我們就在人類歷史的這一刻， 

我們會看見全世界性的行動，為甚麼呢？ 

 

大家也有留意到的，在去年我們分享關於「天馬座行動」的時候， 

我曾說：「如果按照現在我們所說的，時間根本是由結局開始的，結局完結了再回到之前的歷史。」 

如果按照這個原理，所有事情的堆疊、所有事情的安排， 

根本就是為了堆疊我們在這數星期或是數月裡將要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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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一年裡面，每星期都有印證，並且每星期的印證是有多無少， 

而且，每星期的印證，更是越來越遠古的， 

告訴我們，那些不同的事情，全都是為了我們而做的。 

無論錫安新歌的第一首歌、我們所分享的紅白玫瑰之戰 1455，  

以及錫安新歌的第 1455 首。 

全都為告訴我們一個歷史上的行動、歷史上的鋪排。 

 

但我現在說的是行動，現在你將會看見從這些信息開始，十王會開始他們的行動。 

你有沒有看見，他們在這數星期裡的行動呢？他們不單在歷史上做了很多事情， 

並且，他們現在都正在做事情，他們這一刻都正在做， 

 

之前關於 923 的印證，奧巴馬和教皇，正好在 9 時 23 分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亦將會每星期看見他們像跟我們平行似的，去配合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因為按著歷史上的預言，當我們分享完和解通這篇信息後， 

當你聽見這篇解通了的信息時，除了感言是提早一、兩星期錄製外， 

其餘的信息內容都是在兩年前錄製。 

 

但神安排，在這個時候解開這篇信息，當解開後，行動（Action）便已經開始。 

 

影片：英女皇 923共同信息第三部分 

上兩個星期的主日信息，已經詳盡分析了英女皇的 923 共同信息， 

包括 239 屬靈巔峰、223 玫瑰戰爭結束。 

但是，有一部分其實並未有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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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何十王要為玫瑰戰爭做一個活劇， 

於理查三世重新安葬後，出現李斯特城球隊奪冠的傳奇故事。 

 

 

 

因就算沒有李斯特城球隊的事蹟，假若英女皇以 223 作為提示的話， 

我們也可以找到理查三世及玫瑰戰爭的故事， 

因為，理查三世骸骨被發現及重新安葬的事，無論如何，都是英國歷史中的大事。 

但加上李斯特城球隊的傳奇故事，就更突顯了十王對我們的心意。 

 

之前主日提到理查三世之死，標誌著玫瑰內戰的結束，黃金時代的誕生。 

因此，李斯特城的事蹟，就是一套完整的活劇，去告訴我們， 

當玫瑰戰爭結束後所發生的傳奇故事，亦即是將要發生在錫安教會身上的傳奇故事。 

 

事實上，於早前的「天馬座行動」信息中， 

我們已經認知道，天馬座、第四馬就是指向錫安教會， 

其中一個印證，正是當時以元朗為基地的天水圍飛馬球隊。 

因此，以足球隊作為共同信息對比錫安教會，早已有先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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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 2016 年 5 月 15 日的主日中，當第一次講及李斯特城， 

同日，飛馬球隊就贏了元朗隊，奪得今季足總杯。 

 

而上星期主日，2016 年 5 月 22 日，第二次講及李斯特城的時候， 

同日，飛馬再次有重要賽事，就是參加港超聯附加賽對傑志， 

爭取來季亞洲賽參賽資格，但最後飛馬以一比四落敗。 

 

此外，上星期更有

一個印證，以李斯特城對比錫安，原因，正是上星期日主日首播的時候， 

李斯特城球隊於香港，參加七人足球賽， 

並且，於銀盾賽決賽，擊敗香港聯賽冠軍的東方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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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這是否另一次沒有可能發生的巧合呢？ 

主日信息多年來，只是近兩篇信息提及李斯特城， 

但同時間，李斯特城就巧合地來港作賽。 

 

假若，你仍然覺得，十王沒有可能以李斯特城對比錫安的話， 

你可會知道，李斯特城，這個只有三十萬人的城市，最出名的其中一種產品是甚麼呢？ 

原來，就是在 1948 年，創立於李斯特城，名叫 Walkers 品牌的零食，Walkers Crisps。 

 

 

 

這豈不就是日華牧師分享以看太陽作食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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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提及能夠以看太陽作食物的人為步行者 Walker？ 

甚至，Webbot 亦有提及 Walker。 

而香港存在最大批 Walker的，一定是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所以，Walker必然是指向錫安的共同信息。 

再者，於 King Power 成為李斯特城的贊助商前， 

一直以來，李斯特城的主要贊助商也是 Walkers。 

甚至李斯特城的主場，亦稱為 Walkers Stadium， 

直至 2012 年，才改名為王權球場 King Power Stadium。 

 

因此，李斯特城與 Walkers 的關係，其實一直以來都密不可分。 

這裡，我們可以再次看見雙重印證，因李斯特城於理查三世下葬後，有如脫胎換骨一般， 

於一個球季當中，由榜尾變成聯賽冠軍球隊， 

理查三世是皇帝 King，而李斯特城的贊助商，就是 King Power 王權。 

整個故事，就是李斯特城突然間得著 King Power 的故事。 

因此，藉著英女皇的共同信息，同樣，錫安亦會得到等候已久的 King Power。 

 

過去，在基督教界中，錫安就仿似榜尾球隊一般，被人輕視和唾棄， 

於其他人眼中，與其他大宗派教會擁有的龐大資源對比， 

錫安真的只是一間小球會，一間被人看扁，永遠無法贏得任何錦標的小球會。 

但是，正如李斯特城有著前鋒組合 923，亦即錫安有著 923，達到信仰的巔峰後， 

再遇上「王權」King Power 的時候， 

從前的榜尾，卻能夠於短時間內成為贏得聯賽冠軍的傳奇球會。 

因此，可以預期，十王於每星期的不斷印證， 

就如 King Power 一般，讓錫安變成一支真正的傳奇球隊。 

 

 

http://www.bbc.com/sport/football/14027229
http://www.bbc.com/sport/football/14027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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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鋪排已經在上千年、上百年時開始了，並且我們已經看見了很多次， 

而整個「天馬座行動」也在看這些鋪排。 

 

但是，在這套信息中，你會看見當中的行動（Action）， 

就猶如導演常說︰「Action」，然後，所有人都會開始配合， 

甚至，你會看見，將要來臨的預言，會有一個如此有趣的轉變。 

 

現時最大的證據，你是否記得現時我們所分享的許多事物也涉及 10 年、20 年， 

最近剛好有一套得獎電影名為《十年》， 

印證了我們提及的 10 週年、20 週年、30 週年、80 週年、130 週年、英女皇壽辰 90 歲等。 

 

 

 

你會發現，為何全部是以「10 年」為單位？ 

如果全都是以「10 年」為單位，換言之，上年尾數全都是以「9 年」為單位， 

即是 129 年、99 年、英女皇 89 歲、EVA 或其他，全都是以 9 年為尾數單位。 

 

影片：總結感言：揭開《啟示錄》書卷 

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於過去 2000 年裡，《啟示錄》亦是一本封嚴了的書卷，沒有人能夠打開。 

事實上，過去 2000 年中，亦從來沒有人想過， 

以星宿成為打開《啟示錄》這寶庫的鑰匙。 

所有人也視《啟示錄》為一本如神話一般，充滿比喻的書卷， 

雖然知道這是關乎地球終局，人類未來的書卷，  

但是，這書卷，亦一直在羔羊，即主耶穌的手裡，沒有人能展開， 

甚至於世界上，亦沒有人配得展開，唯獨主耶穌才配得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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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第六章，主耶穌開始打開七印，啟動四活物及四馬， 

而各種災難臨到世界的時間，就是 2012 年的水瓶新世紀後發生。  

 

但是，如果這些印只在天上打開，地上的人類仍然懵然不認識《啟示錄》的話， 

那麼，《啟示錄》仍然只是一卷被封印的書卷， 

人們只會看見大災難，而不會看見神所創設的 Alef Tav 的計劃。 

再者，《啟示錄》明明是主耶穌的啟示，並且帶著重要的末世信息， 

所以，神一定會揭示祂的僕人去分享， 

而所有事情，亦會配合神僕人的頒佈而發生， 

讓眾人都可以得知，所有災難都不是偶然，而是神計劃的一部分。 

 

阿摩司書 3 章 7 節： 

「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祕指示他的僕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 

 

因此，日華牧師就是按著神的感動， 

於 2009 年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整套信息，也是為到《啟示錄》被打開之後， 

為全人類歷史踏入倒數的時候而作出種種預備。 

 

「星際啟示錄」第三部分「信步星圖」， 

更是將《啟示錄》的星圖，變成一打開的書卷，將主耶穌的心意頒佈出來。 

就如《阿摩司書‧3 章 7 節》所提及， 

唯有當主耶穌將奧秘指示祂的僕人之後，所有事情才會發生。 

因此，這幾篇主日信息，亦將會是叫出四活物、四馬去行動（action）， 

讓所有災難全面發生的信息。 

 

日華牧師就此作出分析，自從上年初，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神不斷以超然的方式印證這套「2012 信息」， 

我們亦從這些印證中，認知自己的身份和時空穿梭的秘密。 

 

其實，於人類歷史當中，神的計劃是遠比所有人類加起來還重要， 

原因，神是先設定了祂 Alef Tav 的計劃，才創造人類。 

因此，我們所見的「玫瑰園計劃」，就是一個上千年的計劃， 

藉著十王去建造我們這個舞台，等待我們於這一個世代出現， 

並且，這些建築物、所有印證，也是以 Alef Tav 的方式存在，作為主日信息的印證， 

就是為到這一刻，讓「星際啟示錄」能夠被揭示出來。 

 

我們從「星際啟示錄」的信息中可以得知， 

神是 Alef Tav、首先與末後，而《啟示錄》，人類的終結，就是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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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漫步星圖的方式，拆解《啟示錄》的星圖，以及當中的奧秘， 

當然是 Tav 的重要部分，亦是人類歷史的重要部分。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十王過去為我們設定舞台、設定所有提示的同時， 

亦藉著「逢十」的週年紀念方式，讓這些歷史事件，於適當時間呈現於我們眼前， 

成為提示和印證，亦讓我們紀念他們為我們所作出的預備。 

因為，既然他們已經預知我們每星期分享的內容，一天也不會偏差， 

那麼，他們就將這些偉大建設的落成時間，調較至配合主日信息的內容。 

 

而最初以這種週年紀念方式作為提示和印證的，就是電影《回到未來》的 30 週年紀念。 

於 1985 年上畫的電影《回到未來》，是一齣穿越時空的電影，於 2001 年發生 911 事件的十多年前，

已經詳細描繪了 911 事件的發生。電影描繪世界到了 2015 年的種種發明， 

亦已一一實現，非常準確。我們亦因著這套《回到未來》， 

開始認識十王埋下的共同信息，亦開始尋找出自己的真正身份。 

 

其後，到了「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我們更發現這些印證我們的共同信息基建， 

也是隨著我們信息的推進，而慶祝他們「逢十」的週年紀念。 

 

例如︰當主日提及十王於香港的計劃、香港基建共同信息的時候， 

就是賽馬會 130 週年、鐘樓 100 週年、 

當主日介紹《但以理書》的十王， 

同時間，就是美國於日本投下原子彈，抗戰紀念 70 週年。 

當主日剛提到電視遊戲「Bio Hazard」，剛好，亦是遊戲的 20 週年紀念， 

並且，「Bio Hazard」亦於同時間推出紀念耳筒，這亦是日華牧師開發耳機的同一時間。 

 

甚至，到了 2016 年分享香港伯利恆之星的星圖，提及中山紀念公園的時候， 

今年就是孫中山誕辰 150 週年紀念。 

 

當主日提及英女皇的 923 共同信息時， 

也適逢英女皇 90 歲生日，推出了特別紀念銀幣。 

 

當主日信息不斷提及眾多共同信息的「逢十」週年紀念時， 

今年香港電影頒獎典禮，最佳電影就是一齣名為《十年》的電影。 

 

彷彿是給予我們提示， 

代表歷史上的共同信息，也是一個時間錦囊，到了某一個「逢十」週年， 

這些建築物的真正意義，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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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試想想，這些印證我們的「逢十」週年事件， 

於上一年，當他們慶祝《回到未來》29 週年、 

賽馬會 129 年、鐘樓 99 週年、抗戰 69 週年的時候， 

這些事件的真正意義，並未揭示出來， 

但到了「逢十」的重要週年紀念時，卻剛好印證當時主日信息的內容， 

因此，這些事件，是於百多年前已經開始計劃鋪排到今天。 

 

對比這些世界大事的週年紀念， 

這套「星際啟示錄」信息，亦將會於我們被提後，成為人們往後不斷紀念的信息。 

正如電影《回到未來》，其中一個關於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Art）的場景， 

當時的展覽名稱就是打鐘人的過去 A Bellman Retrospective。 

 

錫安教會於這幾年的角色，正如一個打鐘人， 

響起這個驚世鳴鐘，提示眾人，現在已經是人類終結的時代， 

不可再沉睡，是需要儆醒的時代。 

 

我們作為打鐘人的事跡，最終是值得別人以博物館的方式紀念，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錫安所分享的信息，將會世界性的應驗， 

並且，同時間，信息的內容亦會影響全世界。 

因此，當伴隨著漫步星圖信息，這七印一一被解開， 

天上的活物及四馬開始行動的同時，世界亦會開始行動， 

不斷印證並且配合這套信息而轉動，走進《啟示錄》的末後時代中。 

 

這全都是預先計劃， 

因此，由這一年開始，所有我們引用的事物，竟然都是 100 週年， 

如果今年尖沙咀鐘樓是 100 週年，那麼，上一年便是 99 年。 

他們所指的每一件事情的發生，看似完全不按章法， 

可是，連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投下原子彈而結束，這件事在上年也是 70 週年， 

當時，我們已經開始分享「小孩子」這套信息。 

你是否發現我們分享的信息，由上年開始至今，每星期發生的事情都吻合我們的信息， 

全都是以「10 週年」為單位，這就是鋪排， 

並且全都是介乎鋪排和行動（Action）之間。 

 

現時，發生在我們當中的許多事情，便出現了這種現象。 

你會看見，這套信息中「你來」的威力，將會在全世界、在我們信息中發生。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向三個人說︰「我已經預備好 Action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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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