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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3年 7月 28日分享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時間的目的，就是要成就救贖計劃 

第三章：人類與七個節期的關係 

第四章：答問篇 

問題一：於每個時代，基督徒都要儆醒並履行節期的時間表，那麼，如三百年前的基督徒，他們以

什麼型式得知已經履行神節期的時間表？ 

問題二：時間存在目的，是為了救贖計劃，若在骨節眼上，有很多關於主耶穌祂的救贖、存在或是

以撒的出生，其實，這些事件是否不能改變，因為這是牽涉救贖計劃，而其他事情則可以

改變呢？ 

問題三：美國過往曾進行費城實驗，其實人類能否穿梭時空呢？ 

問題四︰牧師曾指出《聖經》是在整個世界完結後才寫成。按《申命記‧28章》記載，很多關於生

命的祝福及咒詛的指引。當我們遵行神的話時，我們便選擇了祝福；若違背了神的話和指

引時，便會遇上咒詛。如果我們把它們濃縮至一個人的人生裡，會否在人生的分岔路中，

當我們選擇了遵行神的話時，便會為我們帶來祝福？換言之，在這「平行世界」中，其實

有著不同的可能性？在神的預定下，我們一生所有的選擇神會否都是知道的？ 

問題五：天使、魔鬼、人類和神是否有不同的時間軸呢？ 

問題六：神不斷進行時間穿梭，其實神是否差派天使介入了人類歷史呢？ 

問題七：我們需要在事情發生後，才能找出「聖經密碼」（Bible Code）。其實是否有一些機制，讓我

們在事情發生前，便能把「聖經密碼」找出來呢？ 

問題八：於「時間詩篇」的後段，摩西提及了智慧，更求神教導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其實，

智慧和時間有著一個怎樣的關係？ 

第五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信息」的另一個段落 —— 「時間秘密」的前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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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讓我們了解到，為何《聖經》才是最高的權威？這篇信息是源於有關「夢」的教導，牧師曾

指出我們能夠與將來的自己對話，這包括 The Farsight Institute及Webbot技術，他們也是在時間軸

上，看到將來所要發生的事情。 

 

啟示錄 10章 6節： 

「指著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

有時日了。』」 

 

在「啟示錄時代」，當人類再次進入永恆時，神給地球的時間亦會結束。 

 

啟示錄 15章 3節：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啊，你

的道途義哉！誠哉！』」 

 

在「啟示錄時代」，他們要唱摩西詩篇，因為摩西詩篇是時間的詩篇。《啟示錄》亦是處於時間終

結的時代。雖然我們知道時間的量度單位為「時」、「分」、「秒」，但時間的本質，我們則必須

從《聖經》去理解。 

 

 

 

約翰福音 1章 3節：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神以祂的話語去創造天地萬物後，亦創造了時間。人希望對抗衰老，擺脫時間的限制，但是，神所

創造的時間，它的力量和機制能夠管轄所有宇宙萬事，包括無數的行星及太陽系的運行及衰老。時

間看似是一種流動，捕捉不到的東西，卻又制定人類所有的生活。 

 

在歷史上，科學家曾嘗試以不同方法理解何謂時間，及至近一百年，他們才了解「時間」與「空間」

的關係。其實，時間就如無數照片所組成的電影。一幀照片是靜止的，沒有時間性，亦沒有先後次

序之分，但當把無數的照片按次序排列，並按著指定速度向前推進的話，照片就變成仿似有生命的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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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時間加上現實，變成一齣電影。一齣電影的制式為一秒鐘 24格底片，慢鏡在拍攝時可達一秒

鐘 40、80或 120格底片。 

 

當以時間統管萬物這個角度理解的話，人的思想就是生命時間的儲存庫，以及過去記憶的儲存庫。 

 

 

 

將來，神就是根據我們的思想儲存庫而作出審判。 

 

 

 

因為若沒有時間，就沒有次序、沒有流動，也沒有記憶的機能。沒有時間，世界萬物只是無數的照

片重疊，充滿混亂，而不是一齣電影。沒有時間，也就沒有現實。 

 

在這時間軸上，「過去」成為了記憶，「將來」還沒有來到，而「現在」就是介乎「過去」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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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間，一個無限細小的「一刻」，不斷向前移動，因此，被稱為「Moving Now」（正在移動的

現在）。 

 

 

 

如果，一萬幀照片組成一個圓圈，播放成一齣電影，站在圓圈中心的人，可以隨時選擇看任何一段，

因此，「過去」、「現在」和「將來」是同時存在。 

 

 

 

當觀看任何一個片段，那就是「現在」，並且一起隨著速度前進。一旦停下來，就成了一幀照片而

不是電影。沒有時間，「現實」亦不會存在。 

 

我們身處於一個立體（3D）的地球，並在觀看 2D的電影，隨著電影播放，時間使這齣電影有著Moving 

now，造成「存在」和「現實」。同樣，神在我們空間之外，超越了 3D世界的時間，所以，神也可

以看到我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哥林多後書 4章 18節︰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原來，神在永恆中創造了物質，再賦予時間，就成為我們的「現實」，這包括整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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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物質失去時間的話，便會化為虛有，不存在了。科學家發現，當物質細分到比夸克還要微

小時，竟然不是物質，而是能量（Energy）。如果能量沒有時間的話，能量也就不存在。 

 

   

 

《希伯來書》提到，神用話語的權能托住萬有，原文就是每時每刻（moment by moment），所以，

當時間不存在的話，物質亦隨之消失。就如影片沒有時間，便回復為無數的獨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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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個理論，科學家嘗試去尋找「上帝粒子」。 

 

 

 

CERN歐洲核能研究組織，在三百呎地底下裝置一座十七英里闊的圓形機器，科學家用一百四十億

瓦特的高壓電量，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控制物質的分子、電子、中子和質子，令它們在這圓形的軌道

中高速運行，藉此希望透過它們的撞擊，製造出「上帝粒子」。 

 

 

 

這是有歷史以來，科學家首次可以同時控制物質和時間。他們希望藉撞擊來找出世界是怎樣誕生，

誰人將時間給予粒子。不過，他們一定是尋找不到的，因為時間是神所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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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90篇》是「時間詩篇」： 

 

詩篇 90篇 2節：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神。」 

 

當「時間」還沒有出現時，神在亙古永遠中，創造宇宙的萬事萬物，並且，給予時間，從而限定宇

宙的萬事萬物，也存在於這個時間空間當中。 

 

當一切完結後，天地便會捲起，隨後，新天新地便會展開。 

 

 

 

這正如世紀帝國（Age of Empires）遊戲一樣。每一局，也有時間的限定。對於遊戲裡面的農民而言，

在遊戲時間開始之前，什麼也沒有。亦正如現實中，在有「時間」之前，亦是什麼也沒有。 

 

此外，在遊戲當中，是玩家操控著遊戲，但玩家卻不存在於遊戲裡面。 

 

 

 

同樣，神並不在我們的時間空間裡面，祂在我們的時間之外。所以，如果不是神自己揭示，我們決

不能尋找到神。 

 

詩篇 90篇 3至 4節：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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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神來說，可以快速向前或退後。 

 

 

 

以世紀帝國遊戲為例，我們可以把遊戲的過程記錄下來，當遊戲完成後，便成為了遊戲記錄檔案（Save 

Game）。當我們重看時，這就如電影一樣，可以快速向前或退後。在神眼中，人類歷史亦如遊戲記

錄檔案一般，已經完結，並且已過去了。 

 

詩篇 90篇 5至 7節：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

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當神創造時間後，時間便成為我們的敵人。 

 

 

 

而當時間的本質改變，所有事情的本質亦會隨之改變。就如一齣電影，本以一秒鐘二十四格來播放，

如果強行加快，以一秒鐘四十八格來播放的話，便會改變電影的本質，聲音和影像也會改變。同樣，

Webbot及瑪雅年曆皆指出，在 2012年後，時間會變得超頻，物質、思想也就因此改變，變得奇形

怪狀。 

 

而《聖經》就是第一本時間旅行（Time travel）的書籍。 

 

以賽亞書 46章 9至 1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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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比我的。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

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 

 

神在時間以外，祂是全能，在創造之先已經知道了將要發生的結局。 

 

 

 

《聖經》充滿了很多時間旅行者，包括所有先知，他們能夠看見將來。並且，《聖經》是擁有時間

旅行的機器，亦有記載它的功能。 

 

《聖經》是在全人類歷史完結後才寫成，之後，神再將《聖經》放回人類歷史中。而「聖經密碼」

（Bible Code）就是例證。 

 

 



20130728   www.ziondaily.com 
 

 
 10 

 

 

例如，《聖經》隱藏了最有名 32位「拉比」的出生日期、姓名、死亡日期和地點的資料。 

 

 

 

但當神在歷史結束後寫成《聖經》，必定要作過無數次「時間旅行」，才可以將《聖經》放在過去，

所以，《聖經》必定是無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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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人類歷史沒有《聖經》而結終的話，我們便不能夠認識神。亦因此，當人類歷史擁有《聖

經》的話，歷史亦隨之被改寫，產生「蝴蝶效應」。 

 

 

 

「聖經密碼」、《啟示錄》、《但以理書》、「以色列的七個節期」，甚至「亞伯拉罕成就的活劇」，

也是神於事情發生後，再在人類歷史當中，補上成為預言。因此，這些事情必定會成就。 

 

《聖經》的偉大，不是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因為當《聖經》寫成以後，神將《聖經》拿到不同時

代的人的手中寫成。並且，《聖經》每一章、每一節也要準確無誤，再經眾多作者之手而合成。 

 

   

 

甚至，《詩篇》可以一篇對應一年。此外，《以賽亞書》有六十六章，對比《新舊約全書》的六十

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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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0篇 6至 7節：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忿怒而驚惶。」 

 

神的七靈當中，唯有策略的靈可以把時間的洪流變成朋友。同樣，神創造時間，就是讓人鍛鍊策略

的靈，這亦是教會教授策略遊戲訓練的原因。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認為，科學家對時間的理解，遠遠不及《聖經》。當我們能夠對時間有真

正理解的話，就能夠明白《聖經》的偉大、神的偉大，亦理解到神對人的塑造，及整個救贖計劃所

描繪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神對救贖計劃是絕對認真的，因此，我們要投資我們的人生去參與這

計劃，並與神合作，以短暫的人生換取永恆的價值。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時間的秘密第二篇：「時間的目的」，以及解答策略家及全職所問的問

題。 

 

第一章：前言 

開始之先，讓我們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感謝主！ 

 

我們會繼續分享有關時間的秘密。如果大家希望理解時間是什麼的話，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時間去

看每一件事物。因為現實就在時間的管轄和運轉底下，是「時間」讓它的機能產生。當我們如此理

解的話，那麼，我們會突然間知道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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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就像一個僕人般，但這個僕人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呢？時間是有目的，但時間的目的是什麼呢？ 

 

 

 

上一篇提到，很多 Time travel（時間旅行）故事的靈感是來自《聖經》。 

《聖經》是無數次 Time travel的一位見證者，裡面記載很多 Time travel的事情。 

 

 

 

《聖經》裡裡外外都已經記載了時間的旅行者的事情，這些例子確是多不勝數的。 

 

近代很多有關時間旅行的題材，對一般人而言是科幻，但我卻覺得很幼稚。這些故事裡面一點科

學性也沒有，因為他們的理解很狹窄及幼稚。對比《聖經》提及關於時間的概念，祂確是超越了

現時所有科學對時間的理解！ 

 

當提及關於 time travel時，其中一點，大家可能會問：「如果可以 time travel的話，那麼 UFO、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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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使等可不可以 time travel呢？在歷史上，除神以外，有沒有其他人可以或曾經 time travel

呢？其他人能否有某個程度上 time travel呢？ 

 

很多人如此問，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有很多這類型的小說或電影。有否留意，每次提及 time travel

的電影，大部分都沒有提及神。因為只要提及神，這些劇情就不能夠成立了。因為神一定不會容

讓這事發生。如果人能夠 time travel，豈不是可以改變歷史嗎？大家豈不是就能回到過去，殺掉主

耶穌也可以了嗎？撒但知道主耶穌什麼時間被釘十字架，所以，只要在十字架上把祂救下來，就

失去了救贖。換句話說，撒但能否 time travel呢？現在我們知道了，如果牠可以的話，便會回到

過去，按照著《聖經》所說，尋出在歷史上，主耶穌生在哪裡，並跟蹤那三位博士了！ 

 

影片：撒但不能夠作時間旅行 

在 2013年 7月 28日分享的「2012榮耀盼望」之主日信息「時間的目的」裡，日華牧師提到，撒但

和牠的墮落天使並不能進行時間旅行。 

 

 

 

意思是撒但和墮落天使不可能從歷史的時間洪流中，回到過去，並改變歷史的現實，原因有兩個： 

 

第一，神絕不會容許撒但這樣做，因這樣會令人類歷史出現大混亂； 

第二，如果撒但可以進行時間旅行，那麼，撒但就可以回到過去，破壞神的計劃，甚至輕易殺死一

些天國的重要人物，令神的時代計劃無疾而終。 

 

例如：如果撒但可以回到過去，牠就可以輕易地回到三千六百多年前，在摩西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找出他並把他殺死。那麼，摩西就不會坐著蒲草箱漂到法老女兒的家，成為法老家中的人；亦不可

能長大，成為以色列人的救主，甚至寫下《摩西五經》。 

 

出埃及記 2章 1至 5節： 

「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

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裡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

蘆荻中。孩子的姐姐遠遠站著，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他的使女們在河

邊行走。他看見箱子在蘆荻中，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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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2章 10節： 

「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裡，就作了他的兒子。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

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 

 

又例如，如果撒但可以回到過去，就可以回到二千多年前，當主耶穌出生後，牠可以叫當時代想殺

死主耶穌的希律，派人跟蹤那些從東方來的幾位博士，便知道還是嬰孩的主耶穌所身處的正確地點，

然後輕易把主耶穌殺死。那麼，神所精心設計的救贖計劃便會失敗。 

 

馬太福音 2章 12至 16節： 

「博士因為在夢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

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

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

律死了。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

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

以裡的，都殺盡了。」 

 

所以，綜觀以上的例子，摩西和主耶穌都能夠在歷史中長大成人，並完成了神所給予他們的呼召和

使命。可見，神是不容許撒但和牠的墮落天使進行時間旅行，回到過去，從而改變歷史的現況。 

 

另一方面，time travel為我們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所以，你便明白為何有關 time travel的電影會不停地拍下去，因為它們為我們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如果我們能夠 time travel的話，會怎樣呢？ 

 

 

 

你便可以回到過去，改變你所遺憾的事，將最遺憾的一件事轉變；或回到過去，拯救一些離世的

親友，叫他不要乘飛機，不要乘坐那班火車，或叫他不要在那天外出，又或叫他逃難；又如回到

過去，便能買必定勝的馬標、六合彩，或投資在某一些必賺的股票上；又或者，回到你唯一一次

的機會，得到第二次機會；甚至是尋人，你一位所愛的人失蹤了，你就能回到最後一次見他的時

間，跟蹤他，不容他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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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人生中，有很多這些事件，如果可以 time travel的話，今天的我便可以被改變。所以，這

可能性是無限的。 

 

事實上，電影也有出現這些情節。《回到未來》這部電影就是說主角如何回到過去，從過去再回

來，或去將來改變自己。隨著人們對時空的知識愈來愈多、愈來愈接近《聖經》，這類題目也會

發揮之不去，亦會愈來愈多。總而言之，當我們發覺愈是這樣，我們便會愈發知道，時間是有人

控制的，時間是被製造出來的。其實人們不斷想找到能控制時間的規律，每人或許都曾說過一句

這樣的話：「一早知道，就不會這樣了。」所以，每一個人在某程度上，都希望擁有這種力量，

控制時空。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便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時空穿梭，可以去到

將來或是過去，又或見到將來、見到過去。很多人，也希望見到主耶穌基督呼召十二門徒時的情

況；也有很多人想看見摩西行十災的情形，或者紅海分開時的場面；又或者研究歷史的人，也想

去看看法老的樣子究竟是怎樣的？或見證一下，埃及金字塔是怎樣建造的，或是為了什麼而建造

的？又或者，為什麼尼羅河一邊的五十多個金字塔，均是按照著天上銀河的一邊最亮的星的排列

製造出來的呢？甚至人們可以見證一下，做這些建築物的時代。 

 

對於我們能夠去到那時代，當中都是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與幻想，然而，即使有人能做到，神又是

否容許我們去做呢？即使祂容許我們去做，但又容許我們做到哪一個程度呢？還有，神為什麼容讓

這些人做到呢？這一連串題目，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亦是我們將會接觸到的一個範圍。 

 

今次所分享的題目，是關於時間其實是被創造成為一個僕人，它的被創造有著一定規律，它亦像一

位管理者，管轄著全宇宙的運作與存在。我曾分享過，我們現在所有的現實是源於時間，若沒有時

間，根本就沒有現實。就像我們看到相片變成影片一般，它能夠做到這效果，只因加上了時間，就

是一秒二十四格以上的畫面。 

 

我們嘗試從《但以理書‧2章》看看神創造時間的目的。 

 

 

 

原來這目的就只有一個，如果你以這目的而活，那麼，你便能夠進行時空穿梭了，這就是我找到的

秘密，亦因這秘密，我們教會可以比先知更先知道，比專家更專業。 

 

時間就是為著一個目的存在，如果你能知道我所知道的，那麼，你就能掌握到時空穿梭和所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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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容量，因為，你和神會一同完成時間被創造的目的。 

 

 

 

但以理書 2章 19至 21節： 

「這奧秘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

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

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如我們理解時間，便會知道以上所說的真確性，尤其是由但以理說出來，因為他將要經歷時空穿梭，

觀看整個人類歷史，看見人類建立的幾個最大國度，見證他們的開始與終結，他看見巴比倫、波斯、

瑪代，還有羅馬，甚至未來的歐洲共同體，他將會看見人和神的國度，在歷史中互相交錯的演變。 

 

但以理是一個經歷時空穿梭的人，他能夠看見他死後才發生的事，甚至《但以理書》最後一章最後

數節經文中記載天使跟他說：「你安息吧！你安心吧！因為這些會在你死後逐一發生的。」 

 

 

 

但以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本來不過是一個太監，究竟是什麼使他能成為但以理呢？難道只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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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因為他寫了《但以理書》？不是的，是因為他擁有但以理的內涵，使他能成為但以理，擁有他的

資訊。他就如以西結一般，能看見未來，然後寫下來，便成為先知了。 

 

影片：但以理「時空穿梭」看見列國興起 

早於 26年前，即 1987年 12月，日華牧師在「天國比喻」信息裡面，經已按著《但以理書》，分享

先知但以理替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解夢，從王所夢見的一個大像，預言了世界列國的興起。原來，

先知但以理就是其中一個經常能夠「時空穿梭」，看見未來和世界末後景況的人。 

 

但以理書 12章 4至 13節： 

「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或譯：切心研究），知識就

必增長。」我 ── 但以理觀看，見另有兩個人站立：一個在河這邊，一個在河那邊。有一個問那

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的說：『這奇異的事到幾時才應驗呢？』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細麻衣

的，向天舉起左右手，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力的時候，

這一切事就都應驗了。』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就說：『我主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樣呢？』他說：

『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到末時。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潔白，且被熬

煉；但惡人仍必行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惟獨智慧人能明白。從除掉常獻的燔祭，並設立那行毀

壞可憎之物的時候，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為有福。你且去等候

結局，因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來，享受你的福分。』」 

 

牧師在信息中更分享到，先知但以理為尼布甲尼撒王所講解之預言，預告五大王國將會興起，成為

統治者。 

 

大約公元前 607年，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夢，心裡煩亂，可是，他卻忘記了這個夢的內容。 

 

但以理書 2章 1至 6節：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夢，心裡煩亂，不能睡覺。王吩咐人將術士、用法術的、行邪術

的，和迦勒底人召來，要他們將王的夢告訴王，他們就來站在王前。王對他們說：『我做了一夢，心

裡煩亂，要知道這是什麼夢。』迦勒底人用亞蘭的言語對王說：『願王萬歲！請將那夢告訴僕人，僕

人就可以講解。』王回答迦勒底人說：『夢我已經忘了，你們若不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就必被凌

遲，你們的房屋必成為糞堆；你們若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就必從我這裡得贈品和賞賜，並大尊

榮。現在你們要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 

 

先知但以理從神在夜間給他的異象中，得知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夢，亦得知夢的意思，因為神是亙

古直到永遠，時候和日期都在祂掌管之中。 

 

但以理書 2章 17至 23節：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將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要他們祈求天上的神

施憐憫，將這奧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這奧秘的事就

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神。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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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

與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謝你，

讚美你，因你將智慧才能賜給我，允准我們所求的，把王的事給我們指明。」 

 

但以理書 2章 27至 35節：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奧秘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兆的都不能告訴王；只

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顯明奧秘的事。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

中的異象是這樣：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秘事的主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至於

那奧秘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夢的講解和心裡的思念。』『王

啊，你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是精金的，胸

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

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

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 

 

而先知但以理的講解如下： 

 

但以理書 2章 36至 47節： 

「『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夢。王啊，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

尊榮都賜給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這一切。你就是

那金頭。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國，必堅壯

如鐵，鐵能打碎剋制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壓制列國。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

是窯匠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的力量。那腳指頭，

既是半鐵半泥，那國也必半強半弱。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

合，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也不歸別

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

打碎金、銀、銅、鐵、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

確實的。』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對

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秘的事，你們的神誠然是萬神之神、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秘事的。』」 

 

神藉先知但以理所寫的預言，預言了共有五大王國統治世界，金頭就是「巴比倫」王國；銀的胸膛

和膀臂是「波斯和瑪代」两國的興起；銅的肚腹和腰是亞歷山大大帝所統治的「希臘」王國；鐵的

雙腿是「古羅馬」帝國，一腿代表東羅馬帝國，另一腿代表西羅馬帝國；半鐵半泥的腳是現今的「歐

洲經濟共同體」（或稱歐盟）。甚至，敵基督亦將會在七年大災難之中，從「歐盟」而出，統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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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但以理的預言，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就是主耶穌基督及祂的教會，將來毀滅敵基督邪惡

的王國，建立神永恆的王國。 

 

 

 

原來這些人，在他們信仰、人生中捕捉到一些東西，捕捉到這東西後，神就容許他們進行時空穿梭，

當中，有些只是意識去到將來，從而看見將來的事，有些則是按《聖經》記載，他們肉身到達將來，

然後回來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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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那些人竟然肉身去到將來，但如我所說，這是連宇宙的力量也做不到的，既然他們能做

到，這就是一個讓我們研究的特別個案。 

 

第二章：時間的目的，就是要成就救贖計劃 

《聖經》有沒有告訴我們，時間被創造出來究竟有沒有目的呢？答案是有的，理由很簡單，就是時

間究竟是為什麼開始和終結呢？時間完結後的產品是什麼？只要理解這些便能知道了。 

 

時間終結時，它的產品就是新天新地。所以，時間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成就全人類的救贖計劃，它

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一個新婦，成就一個新天新地。 

 

 

 

當新天新地出來的時候，舊的都會被廢去，因為舊的時間不再需要，所以，在一切完結時，天使說：

「不再有時間。」所以，原來時間本來是為要完成一件事，神創造時間並不是用作量度時段，時間

是有它要作的工。事實上，你嘗試看看一個事實，由這事實，你就明白為何錫安教會這麼喜歡分享

一個題目。 

 

神首先去創造，創造之後，神創造時間去計算行星的運行。祂很快創造日與夜，然後創造季節，祂

創造季節之後，不久便創造節期。祂創造了所有以後，便教導人怎樣計算時間，計算時間中第一件

事，就是教導關於節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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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節期究竟是在說明什麼？就是神的整個救贖計劃。節期是神救贖計劃的時間表。錫安打從開始分

享便已說明。這亦是為何錫安教會過去一直以來都這麼強調，亦常常分享關於節期的信息，就是這

個原因了。 

 

 

 

因為，時間真正的目的，就是為了完成神的救贖計劃，那些去完成、記錄、預測神救贖計劃的人，

神就會讓他經歷時空穿梭，因為他不是干擾了神的計劃，而是幫助、支援神的計劃。那麼，神就會

讓他在時間當中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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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了什麼？神的救贖計劃。《聖經》記載很多人物，但全都是主耶穌的家譜，是救贖計劃

來的。可見，如果從時間來看，救贖計劃是何等重要和龐大。簡單而言，時間製造了一個歷史舞台，

一個背景，為的是完成救贖計劃。 

 

 

 

所以，你會明白，為什麼這三年來，我們越是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全世界的新聞歷史都是

環繞我們教會轉動。其實，不是環繞我們教會轉動，全世界的歷史乃是環繞救贖計劃轉動。 

 

在救贖計劃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後的三個節期，這亦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真正理由。因為連時間這

麼龐大的機制，都是為了救贖計劃而存在。所以，為什麼我們提及主耶穌的救贖，一定要說，創世

之前、時間之前已經有了，就是這個原因。 

 

 

 

當開始節期的時候，神向摩西說的第一句話就是「I AM THAT I AM」「我永是我所是」，即過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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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來，神都同時存在，祂同時是當時的即時。這一句說話就讓人知道，祂是時間以外的神。但

神在呼召摩西時說這句話，因為神是要提醒他時間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救贖計劃。摩西將要開始

七個節期，七個節期就是為了說明整個救贖計劃的時間表。 

 

為什麼要用時間表去說明救贖計劃？理由很簡單，時間就是為了救贖計劃而存在。當你知道這個秘

密，你就是神的好朋友，你便會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而神就會將你的容量慢慢擴

展。 

 

 

 

《創世記‧1章 14節》這節經文較你想像中更為重要。 

 

創世記 1章 14節：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

上，事就這樣成了。」 

 

這裡是說什麼？我們曾分享過這節經文，關於時候和節期。 

 

 

 

原來，神創造這些光體，是為了定節期，所以，無怪乎以色列人是「神的聖民」。由摩西開始至主耶

穌來臨前的 1,500 年，以色人每年都要守七次節期。因為時間都是為了救贖計劃而存在，所以，以

色列人每年守七個節期，已經說明節期是多麼重要。 

 

你能想像，現時有些新約教會連《舊約》也廢棄，七個節期也不研究，這些所謂教會，他們連節期



20130728   www.ziondaily.com 
 

 
 25 

真正的意義是什麼也不知。時間是有目的。不單只歷史，整個宇宙運轉都是為了節期而設立的。 

 

 

 

換言之，全宇宙的運轉，日月星宿，黃道十二宮出現的時間，日食月食，《聖經》為什麼會用這些字

眼去描述？為什麼吹角節一定是新月？因為若要配合節期當中指定的日子和時間的話，神必須調節

天上星宿出現的位置，與及星宿運轉的法則才可以。 

 

 

 

換言之，整個天空上的星，包括我們所說的太陽系、月亮、九大行星，黃道十二宮也是一個時鐘，

去記載救贖計劃。因為，時間根本就是為了救贖計劃而存在。 

 

《出埃及記‧3章 13節》這一節經文，就是神呼召摩西完成的一齣活劇，因為神訂了救贖計劃當中

最精彩的時間，祂愛用很多活劇去完成。摩西活劇豈不是說到《啟示錄》的災難嗎？摩西七個節期

當中最後的三個節期，是《啟示錄》最後的時代；當中又以約瑟作為一齣活劇，描述世界結束的時

候《啟示錄‧12章》所說的圖片。 

 

又例如《聖經》稱「約瑟的饑荒」為「雅各的艱難」。為什麼「約瑟的饑荒」會成為「雅各的艱難」？

因為，約瑟的父親遇到人生裡面的饑荒，這是雅各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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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記得《啟示錄‧12章》所說到的產難嗎？《聖經》凡說到產難，都是說雅各的艱難； 

 

 

 

原來，約瑟的七年荒年，就是七年大災難的一齣活劇，神很喜歡以活劇說明這些事件。 

 

事實上，就連摩西都要按指定的時間行十災，在最後一個災，擊殺長子的時候，就是逾越節。神在

這救贖計劃時間表，開始以活劇型式出現之前，對摩西說了一段話。 

 

出埃及記 3章 14節：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

來。”』」 

  

「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I AM THAT I AM」，意思是「我永是我所是」，或是「我是我所是」。

簡單來說，過去、現在和將來，在於神來說也是「現在」。它是同時存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過去、

現在和將來，祂可以在同一時間看見，而可以看見的原因，是由於祂存在於時間之外，所以，這段

話正是說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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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耶穌基督也曾說過這一句話，祂說「I AM」的時候，祂也說自己是在時間之外，因為，這

名字就是解釋為「時間之外」，主耶穌以祂自己作為示範，解說一次讓大家知道，這就是時間之外。 

 

 

  

約翰福音 8章 56至 58節： 

「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

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THAT I AM」就是那個字。祂說：沒有亞伯拉罕的時候，我已經存在。祂以這句話解說，祂

是存在於時間之外。祂不是在時間之內，祂於時間之內，是 30歲，但祂在時間之外。還沒有亞伯拉

罕存在的時候，祂已經存在；祂看見亞伯拉罕的出生，亞伯拉罕還沒出生，祂已經存在。主耶穌說：

「I AM THAT I AM」，正是指出，神是在時間以外的神。 

  

所以，原來在開始摩西這個救贖計劃的時候，神已經作了一個印記，它將要做一件時間之外的事。

祂做這個計劃，就是說出時間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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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類與七個節期的關係 

當我們理解這個概念的話，這又引申另一個問題；既然救贖計劃這麼重要，救贖計劃又是為了完成

什麼呢？另外，救贖計劃要求我們做什麼事呢？ 

 

   

 

記著：神創造時間，並不是給祂自己做事，是為了讓我們做事，祂創造時間，創造這個舞台，目的

是要我們做事，不是祂自己做。祂可以自行創造所需要的。但是，祂給我們時間，讓我們在這時段

當中，完成我們需要做的事。 

  

究竟我們需要做什麼？救贖計劃到底要求我們做什麼？其實，七個節期已經告訴了我們，從七個節

期開始的第一天，已經告訴我們，神希望每一個基督徒擁有七個節期的內涵。 

 

 

 

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在 1,500年當中，一年守一個節，你守第一個節，他守第七個節。不是的，他們

在 1,500年當中，每一年也完整地守七個節期。 

 

原來在救贖計劃當中，神需要尋找一群人，在他們有生之年，守全這七個節期。主耶穌基督來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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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祂完成了祂的救贖計劃之後，神在開始教會的第一年，已經守全了七個節期。 

 

教會有擘餅，就是代表逾越節羔羊； 

教會有聖潔，就是代表無酵節； 

教會有浸禮，與主耶穌基督同死同復活； 

教會有接受聖靈充滿，就是五旬節。 

  

但是，教會有沒有守最後的三個節期？最後的三個節期，只能夠在預備主耶穌再來的情況下，才可

以守。我再說一遍：最後的三個節期，是在教會預備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才可以守。但過去 1,500

年，由摩西至主耶穌的時代，以色列人是否守全這七個節期？ 

 

 

 

教會由第一年開始，直到現在的 2,000年，神亦有要求我們全守這七個節期。教會由第一年，當主

耶穌升天之後，已經預備主再回來。今天，2,000年之後的基督徒卻竟然說：「預備主再來的是異端！」

他們真是瘋了。 

 

神的救贖計劃，由教會開始第一天，已經要全守到這七個節期。第五個節期是吹角節，第六個節期

是贖罪日，第七個節期就是住棚節。這三個節期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也要預備主耶穌隨時再降臨，

這樣才可以。 

  

按著時間性，主耶穌如果要這樣做的話，唯一只能夠做一件事，就是製造一個美麗的誤會。就是由

教會開始的第一天，信徒已經美麗地誤會他們在有生之年，可以看見主耶穌再次回來，這個就是時

間的秘密，這是為了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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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計劃，若你是基督徒的話，在你有生之年，也要守七個節期。最後三個就是要以預備主再來、

隨時逃難去守的。那麼，這是異端嗎？預備主再來是異端嗎？ 

 

影片：教會守以色列節期 

申命記 16章 16節：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卻

不可空手朝見。」 

 

約在 3,600年前，神藉摩西在以色列律法中，定下一年三次，以色列人需要從四方歸到耶路撒冷的

「聖殿」裡守三大節期，包括：春節時所守的逾越節（包括：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及五旬節

（又稱為七七節），和秋節時所守的最後節期就是住棚節（包括：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自古

以來，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是按著律法，每年三次遵守摩西從神所頒佈的節期，成為永

遠的定例，因為節期就是神創造給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踏入新約時代，在人類歷史中，首兩大節期：逾越節和五旬節已準確應驗了！在 2,000年前，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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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按著應許降生在世，在逾越節當日，按著神的計劃，祂為著救贖世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成全救贖。 

 

約翰福音 13章 1節：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約翰福音 19章 14至 16節：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他們喊著說：『除

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說：

『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及後，在逾越節後七個安息日翌日的五旬節（又稱七七節），按著神的計劃，五旬節就是聖靈臨到「新

約教會」，門徒都被聖靈充滿。 

 

使徒行傳 2章 1至 4節：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

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縱使，逾越節和五旬節的實質事件經已應驗發生了，但是，作為新約時代的教會及基督徒，亦應該

持續遵守「以色列七個節期」的《聖經》教導。正如第一個節期：逾越節 ── 就是主耶穌基督在

逾越節當日成全救贖，並且為此在前一晚，與門徒設立了《舊約》以外一種新的禮儀 ── 聖餐，

因為新約聖徒守聖餐，是代表我們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救主，藉著一個餅，表

明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成為一個身體。 

 

哥林多前書 11章 23至 26節：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

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

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所以，在新約的基督徒，都必須遵守逾越節的聖餐及擘餅。 

 

使徒行傳 2章 42節：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使徒行傳 2章 46至 47節：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

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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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個節期：除酵節 

除酵節就是將我們心裡所有舊酵、惡毒、邪惡、私慾、罪惡和污穢除掉，好讓我們過一個聖潔的生

活。 

 

馬可福音 8章 15節： 

「耶穌囑咐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的酵和希律的酵。』」 

 

哥林多前書 5章 7至 8節：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

獻祭了。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或作：陰毒）、邪惡的酵，只用誠實真正的

無酵餅。」 

 

第三個節期：初熟節 

主耶穌基督在初熟節當日復活，其中，新約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禮儀 ── 浸禮，就是喻表到新約

基督徒與主耶穌基督一同埋葬和與他一同復活。 

 

歌羅西書 2章 12節：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第四個節期：五旬節 

按著神的計劃，五旬節就是聖靈臨到「新約教會」，因此，新約門徒都需要按著《聖經》的教導，天

天被聖靈充滿，及在靈裡禱告。 

 

使徒行傳 13章 52節：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 5章 18節：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哥林多前書 14章 15節： 

「這卻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哥林多前書 14章 18節：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猶大書 1章 20節：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羅馬書 8章 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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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

禱告。」 

 

顯然，首四個節期，包括：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及五旬節，所有身處新約時代的門徒，都務必

持續遵守「以色列節期」的教導，這是由新約教會成立至今都一直遵守。那麼，在餘下的三個節期，

包括：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新約門徒豈不是應該繼續遵守嗎？ 

 

這最後的三個節期：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的目的和意義，就是提醒每一個時代的在世基督徒，

應當時刻儆醒，預備主耶穌基督隨時再來，因為「以色列七個節期」的真理，是神從二千年前開始，

吩咐以前的所有信徒務必遵行，直至主再回來，故此，身處「啟示錄時代」，這最後的三個節期的基

督徒，就更當份外儆醒。 

 

再來，讓我們一同留心細看，從 2,000年前開始，神對當世代基督徒給予的命令。 

 

啟示錄 16章 15節：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彼得後書 3章 3至 4節：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

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彼得後書 3章 8至 10節：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

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但主

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燒盡了。」 

 

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 1至 6節：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

的賊一樣。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

絕不能逃脫。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這個誤會，由始至終是神刻意製造的。 難道主耶穌不能說祂何時回來嗎？可是如果祂說：「在以色

列立於 1948年立國 70年之後，我便回來。」那麼，過去的 1,900多年，就再沒有人守這三個節期。 

你認為祂說不出來嗎？祂不可以說嗎？時間表已經有了。從時間表來看，節期已經告訴我們，神也

特意在時間當中，製造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祂要製造新耶路撒冷，不是主再來前最後七年的基督徒

才是新耶路撒冷，由教會第一天開始的基督徒，那些已經開始建造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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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3章 36至 39節： 

「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

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

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

的末了也要如此。』」 

 

原來，世界末了的時候，是一個收割、豐收的時間。 

 

 

 

如果祂說是一個豐收的時間，此處就是關於節期。原來神設計恆星去推動季節，而季節推動天氣、

天氣推動節期。所以，恆星那麼龐大的推動力，也是講述救贖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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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著：是天氣推動節期，沒有天氣便不能推動節期。《聖經》常常指出，理解天氣、氣候便知道主回

來的日子。 

 

 

 

《約珥書》曾經說，當春雨、秋雨出現的時候，就是他們的逾越節和住棚節開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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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著：當末後，神回來時，其中最大變化的天氣現象，就是雨下得十分厲害，就像洪水，這就是主

回來的標記。這是《但以理書》所記載的。 

 

你有沒有發現，近來雨勢大得促使各地出現洪水？這是偶然的自然現象？人能夠這麼厲害，能「偶

然」製造一個自然現象出來嗎？這是神設計的。現時的天氣正告訴我們，神回來的時間已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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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世界的末了和洪水 

在 2013年 7月 28日的「2012榮耀盼望」之「時間的目的」的主日信息裡面，日華牧師分享到，在

主耶穌基督再來之前，世界各處必史無前例地大量出現嚴重暴雨，這就是《聖經》所預言，神會在

末世降下春雨和秋雨，甚至春雨和秋雨會一同降下。 

 

申命記 11章 14節：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 

 

雅各書 5章 7節：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約珥書 2章 23節：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 ── 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為你們降

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雖然在《聖經》中，雨水是代表神對人類的祝福，相反，旱災是神對世人的咒詛，但是極大的雨水

所做成的洪水，也是神對不信之世人的審判方式之一。 

 

詩篇 69章 2節： 

「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過我身。」 

 

以西結書 26章 19節： 

「主耶和華如此說：『推羅啊，我使你變為荒涼，如無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過你，大水淹沒你。』」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4&chapter=10&verse=13&highlight=1#v13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58&chapter=4&verse=6&highlight=1#v6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28&chapter=1&verse=22&highlight=1#v22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18&chapter=68&verse=1&highlight=1#v1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25&chapter=25&verse=18&highlight=1#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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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6章 49節： 

「惟有聽見不去行的，就像一個人在土地上蓋房子，沒有根基；水一沖，隨即倒塌了，並且那房子

壞的很大。」 

 

所以神亦曾以「挪亞大洪水」去毀滅不信的世代，不警醒等候神的人。 

 

路加福音 17章 26至 27節：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日華牧師亦分享到，《但以理書》曾形容，在敵基督出現之時，是夾帶著一場全球性的大洪水而來，

以一個救世主的姿態出現，把世界從「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大災難中拯救出來，而成為一位假救

主。 

 

但以理書 9章 26節： 

「過了六十二個七，那（或譯：有）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 

 

 

 

這一個《但以理書》所預言的王，就是將會毀滅聖城耶路撒冷和聖殿的敵基督，而經文「至終必如

洪水沖沒」的原文意思是：這個王是和洪水一同而來。 

 

日華牧師由 2009年 12月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至今，因暴雨而致的洪水災難越來越嚴重，

越到近期，「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甚至「史上最強」等對暴雨的形容詞，更是越來越常見。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41&chapter=5&verse=48&highlight=1#v48
http://www.ziondaily.com/bible/index.php?type=content&version=1&book=41&chapter=16&verse=25&highlight=1#v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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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單單由 2013年 7月開始，世界各地所經歷因暴雨及洪水所造成的災害： 

 

2013年 7月 9日，中國西南四川盆地連日來出現強降雨天氣，造成嚴重災害，導致人員傷亡。在四

川首府成都西北方數十公里的都江堰市，一所村莊發生兩平方公里面積山體滑坡，11戶房屋被毀，

30多人被埋。成都晚報報道，說起塌方瞬間，都江堰市中興鎮三溪村一組經營農家樂的宋慶忠眼中

含淚說：「才一分鐘，一座山就沒了。」事件正正吻合 Webbot 的預測，內陸的大暴雨連整座山都沖

走。 

 

據中國氣象部門報告，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內的四川盆地在過去三天降雨量巨大，超過 1981年 7月

四川大洪水時期的降雨量，情況十分嚴峻。 

7月 7日 20時至 10日 7時，59小時之內，四川全省有五個氣象站點累計降雨量超過 600毫米，16

個站超過 500 毫米，最大累計降水量為都江堰市幸福站的驚達 880.7 毫米。四川暴雨肆虐，位於成

都市東北邊的金堂縣四周道路被淹沒，頓成孤島。成都以北大約 200 公里處的江油市盤江大橋發生

塌橋事故，造成 6輛汽車、12人失蹤。暴雨造成該省 64個縣市，145萬人受災，兩萬多民房遭沖毀，

多處出現山體滑坡埋沒房屋。截至 7月 12日，這次水災和土石流總共造成 56人死亡，178人失蹤， 

24萬人撤離。四川直接經濟損失 71億 9千萬元。隨後，7月 13日四川省雅安市田灣河流域發生百

年不遇的特大山洪，北川地震遺址被淹，水深處超過 7 米，草科鄉成為孤島，和坪村 400 餘人失去

聯絡，25名遊客被困。 

 

另一方面，7 月 4 日，中國西北地區，新疆博州遭受罕見冰雹暴雨災害，10 多個市鄉鎮受災。冰雹

共造成逾 51萬畝農作物受災，其中絕收近 17萬畝，農業直接經濟損失 4.14億元。之後，新疆額敏

縣再遭罕見的狂風暴雨，其中新疆烏魯木齊若羌縣更遭遇多年不遇長時強降雨天氣，致若羌縣境內

多處道路因嚴重山體和山洪阻斷，700餘車輛受阻。 

 

7 月 8 日，北京遭今年最強一次降雨，連發暴雨藍色黃色預警，為汛期首個暴雨黃色預警，最大雨

量在懷柔雁棲湖超過 200 毫米，北京首都機場附近出現短時強降雨，降雨量達暴雨級別，暴雨致班

機延誤，旅客混亂。 

 

7 月 14 日，雲南省自今年入汛以來，暴雨造成嚴重洪澇災害，全省共近 100 萬人受災，另有 31 人

死亡。其中，昭通、大理、玉溪等州市洪澇災情較為嚴重，大量街道、民居及農田被淹。水災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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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省農作物受災面積 55.37千公頃，全省因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 9.1億元。 

 

7月 11日，中國國家減災辦在北京發佈消息稱，截至 11日，近期半個中國持續遭遇暴雨襲擊，暴雨

洪澇災害導致北京、四川、新疆等 16省（自治區、直轄市）超過 300萬人受災，60人遇難。 

 

7月 12日，尼泊爾 6月中旬開始降下的豪雨，觸發洪患及土石流，僅僅過去四天惡水主要重創尼泊

爾東南部，約 6,000棟房屋受損。洪災死亡人數攀升到至少 60 人。 

 

7月 13日，北韓中部一帶，受暴雨侵襲，降雨量亦超過 200毫米，釀成嚴重水災，有 1,720公頃農

地淹沒水中。暴雨導致至少兩人喪生，超過 760人無家可歸。 

 

7月 13日，南韓中部地區連日受暴雨侵襲，首爾、京畿道及江原北部兩日內錄得最高 286毫米雨量，

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多處道路受水浸及山泥傾瀉而需關閉；其中江原道有高速公路更被達逾 200 噸

山泥及樹木掩蓋。 

 

7 月 8 日，加拿大多倫多遭一場破記錄的暴雨「摧殘」，大多倫多地區幾陷癱瘓，估計高達 86 萬人

的家居受斷電影響，多處公路出現嚴重水浸，水深及膝，多倫多地鐵服務一度全線暫停，畢曉普機

場（Billy Bishop Airport）航班亦停飛，GO火車於當河附近因暴雨引發洪水淹沒路軌，兩層高的車

廂下層被水浸至一半高，無法行駛，乘客走到上層被困數小時；環境部指，至晚上大多地區降雨量

應超過 100毫米。市長福特（Rob Ford）住所亦停電，市長稱：指暴雨勢不可擋，籲居民留在家中。 

 

自從 6 月 16 日，印度北部持續暴雨，觸發五十年來最嚴重水災、山體滑坡和泥石流，北阿坎德邦

（Uttarakhand）聖地凱達爾納特鎮受創嚴重，建於八世紀的濕婆神廟遭爛泥掩蓋，千年來最慘重悲

劇，一名受困廟宇的德里政府官員說：「巴德林納斯鎮（Badrinath）透過直升機只救出約 100人，但

還有 1萬人受困，但似乎沒有其它可以逃出去的方法。」 

7月 15日，官方邦政府正式宣布大約有 6,000名失蹤民眾已死亡。 

 

7月 15日，日本高溫炎熱，高達 893人中暑就醫。酷熱同時，還下暴雨，雷電交加，導致一人擊斃、

兩人受傷。因大氣狀況異常不穩定，日本各地近期普降暴雨，甚至有部分地區出現大暴雨。日本氣

象廳緊急呼籲民眾，做好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災害及防洪措施。日本全國從西部到北部大氣狀況十

分不穩定，從 15日開始各地降水量明顯增加。松江市附近和岡山縣真庭市附近在上午的 1個小時內

出現 100毫米的降雨。各地道路被淹，車輛運行受到影響。 

 

7 月 11 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形容是「地球上最強風暴」，強烈颱風蘇力（SOULIK）將一

路貫穿沖繩，步步逼近台灣，台灣氣象局官員指，蘇力的結構緊實，風眼清晰可見，有兩個小漩渦，

周圍雲層很均勻，蘇力 7級暴風圈半徑有 280公里，足以籠罩整個台灣。台灣氣象局在 7月 10日，

錄得蘇力近中心風速每小時 184公里，已經升級為強烈颱風。 

7月 14日，強烈颱風蘇力在台灣省新北市與宜蘭縣交界處登陸，登陸後，為台灣帶來強風豪雨，及

造成嚴重損失，台灣北部整夜被風雨籠罩，東北部的彭佳嶼甚至出現 17級強陣風，颱風帶來豐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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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新竹縣、苗栗縣山區總雨量為 1,000到 1,300毫米，為全台之冠，其他各區雨量也由 500至 1,200

毫米不等。颱風造成全台 52 萬戶停電，8,000 居民緊急疏散。台灣農業損失約 2.5 億新台幣，強烈

颱風蘇力為 55年來同期登陸台灣最強颱風之一。 

 

隨後，強烈颱風蘇力進入台灣海峽，福建和浙江兩省為防備蘇力來襲緊急疏散了沿海地區 50餘萬居

民。中國官方統計稱，蘇力在福建和浙江兩省令超過 71 萬人受災，在江西也造成 11 萬災民。僅僅

浙江省溫州、麗水等兩市已造成 34萬人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 2.49億元人民幣。 

 

此外，除了暴雨洪災等異常天氣外，6月 29日，北半球國家挪威，出現異常天氣，6月天降下夏雪。

7月 3日，美國新墨西哥州內聖羅莎小鎮（Santa Rosa），一夜間降下超過一呎厚的冰雹。 

 

這就如《但以理書》所記，當末世敵基督向世人顯現時，會連同「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和一併誕生

的全球性暴雨和洪水的災難出現，似乎我們正進入《啟示錄》所記載的時代：那龍就是撒但，會藉

著這洪水來對付未能被提的神的選民。 

 

啟示錄 12章 15至 17節： 

「蛇就在婦人身後，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地卻幫助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

吐出來的水（原文作河）。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

作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而早在 2012年 2月 12日「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Webbot答問篇裡面，日華牧師提到Webbot數

據已預測，全球各處將出現暴雨和洪水，各地會因此出現嚴重經濟問題，Webbot亦用上「水深火熱」

這字眼去形容，這些都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前的先兆標記。環顧現今世界四周所發生的景

況，真的如同Webbot 所預測的一模一樣。 

 

此處讓我們看到一件事，原來，在主耶穌的時代，那時，主耶穌未升天，甚至教會也未開始時，祂

已經叫門徒儆醒等候祂回來的日子。 

 

 

 

祂預先教導門徒，當看見某些現象出現時，你們就應該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到了。 

那麼，究竟是主耶穌無知？還是祂在時間之外製造一個美麗的誤會呢？ 



20130728   www.ziondaily.com 
 

 
 42 

原因是，過去摩西至主耶穌的 1,500年，每一個以色列人也要守滿七個節期。所以，當教會存在的

話，不是守三、四個節期就行；當教會存在，她們有生之年，一定要守足七個節期。這才是新婦，

這才是新耶路撒冷，才能與我們一同被提，一同成為新耶路撒冷。 

 

所以現在，最近期的那本《聖經》，就是《啟示錄》，是二千年前寫成的。 

 

啟示錄 22章 10節：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二千年前的《啟示錄》說「日期近了」，但過了二千年的時間，主仍未回來。 

 

啟示錄 22章 20至 21節：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

阿們！』」 

 

為什麼二千年前的《啟示錄》會這樣寫？ 

別人指「這是一個錯誤」，但是，《聖經》不可能錯誤。神是 time travel（時空穿梭）而寫成《聖經》，

我們遠遠及不上祂對歷史和其他事情的認識。祂是在歷史完結後，才回到過去的三千幾年前開始寫

《啟示錄》。 

 

祂寫這節經文的原因是什麼？原因是每一個時代活著的聖徒，也有一個命令，就是主耶穌基督所給

人的命令。如果《路加福音‧21章 36節》是給二千年前的信徒的命令，那麼，為什麼現在我們這

個時代有九成的教會唾棄這命令呢？《路加福音‧21章 36節》是關於末後日子出現的時候，基督

徒要做的事。 

 

路加福音 21章 36節： 

「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原來，主耶穌基督在世的日子，祂給予許多這種命令，要他們在二千年前已經要儆醒預備主回來，

預備站在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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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他們當時有這樣做，但接著的教會太忙、太多私慾、太多享受，她們甚至覺得《聖經》可

能是錯誤和不合時宜，而到現在，他們根本不會預備主回來。 

但當你不預備主回來，就算是基要教會、怎麼愛主，你都只是守前四個節期。一定守不到最後那三

個節期。那麼，他們就不是新婦，也不是新約基督徒。 

 

「你竟然說，這些人不是新約基督徒？」你看看，當時新約基督徒是守什麼？你不能夠單憑時間，

去判斷這時期的基督徒是否新約基督徒，這是資格的問題，並不是他們以所身處於歷史那一時間來

決定。 

 

當時，整個新約教會天天預備主回來。所以，神不是錯了三千五百年，神只是預備了三千五百年。 

祂由始至終都沒有錯過。不過，一般基督徒當然不會說這是神的錯，只會說是錫安教會的錯。不過，

由始至終，也不是我們開始救贖計劃，我們只照著經文讀。只不過，我沒有照著別人的私慾去修改，

我照著讀、守節期、照著預備。 

 

《聖經》說：「你看見這些標誌的時候，你就預備。」但我們已經看見這些標誌。 

 

祂說，看見各處有饑荒、地震、各處有戰爭、打仗。但他們要預備什麼？就是我們所預備的東西。

所以，即使預備錯了，我們也會如二千年前的信徒一樣，可以上天堂。因為，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給過去二千年的信徒，他們沒有停止去預備主再來。停了預備的基督徒，就不是信徒了。 

 

在過去三千五百年，屬神的子民從未停止用他們一生的時間，年復年，度過這七個節期。最初一千

五百年，由以色列神的子民去遵行，為了完成神的救贖計劃。隨後二千年，由教會接上，年復年地

遵行，這全是神的旨意。唯獨在這旨意裡的人，神才容許他們知道時間的秘密。這也解釋了，為何

我們比先知知道得更早。並且，神容許我們知道這些信息的理由。 

 

或許有人會問：「可否不做我們所做的，也可以得到我們的能力？」這是一種妄想，但卻有很多妄想

的基督徒。他們認為，有日華牧師的智慧，就很棒了。你只要分享那些休閒、安恬、祝福、疾病得

醫治，經濟得富足的經文就好，但那些急難、逃難的信息就不要說。 

 

這是人的私慾，將神的救贖計劃切頭砍尾，只選取各人想要的部分，可是，神的救贖計劃，本不是

這樣。我們看重自己的高升，神卻看重我們的熬煉。神要塑造祂的教會、新婦，但人卻只希望得到

所有的好處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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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是為了救贖計劃而存在，那我們便明白，為何亞伯拉罕要這樣度過一生，成為信心之父？

因為他是救贖計劃裡的一部分。 

 

為何摩西要行這樣龐大的神蹟？因為他要以一個活劇，將救贖計劃最重要、最末後、最難遵守的三

個節期表示出來。摩西施行的十災，將在《啟示錄》時代再出現，他行的神蹟如此龐大，為要我們

知道，整個活劇從最初的四個節期，至最後的三個節期都很重要，合共七個節期都十分重要。 

 

因為，當我們是在時間的中間，所以，我們會強調時間的先與後，我們會想：「既然主還未回來，即

是，祂會在之後才回來。所以，之前預備的人都是錯了。」 

 

既然我們理解時間，因此便能理解，神永遠是「I AM」（自有永有）。神站在整個時間的中間，我們

圍繞著祂，祂也看著我們每一個。神看著二千年前的保羅，期望他像新婦；隨後，神看著一千五百

年後的馬丁路得，也期望他是新婦；現在，神看著我們，祂期望我們也是新婦。對神來說，我們是

同時存在，同時出生，同時死去的。 

 

所以，不論怎樣，最重要的，不要理會時間的先與後，最重要是我們怎樣度過一生，有沒有預備主

再來，這才是最重要。可是，我們常常計較：「使徒保羅的時候，主還沒回來啊！」但神卻看保羅這

刻還未離世，神正注視他。因為過去、現在、將來是同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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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為主在這些人眼中，還有二千年才回來，所以，保羅在那時候，就不應該預備主再來嗎？他枉

費了一生嗎？他就不需要受熬煉嗎？事實並不是這樣。神現在看著時間裡的每一個人，包括你和我

在今天的這一刻。 

 

我們誤以為神與保羅一起寫《聖經》，神只是在那時代與人說話，現在不會了。但當我們理解時間後，

便知道，現在仍然可以與神說話。神當時叫保羅所寫的，意思如何，現在我可以直接問神，因為神

同時存在和處理。在神來說，祂同時處理保羅和我們的一生。神期望保羅一生預備祂再來，亦期望

我們一生預備祂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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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卻計較之前、之後，神卻從沒有計較之前、之後的事情。神是「I AM」（自有永有），在

主耶穌基督時代，神都是「I AM」（自有永有）。 

 

當我們理解後，便知道，在救贖計劃裡，神要我們作出個人的長進，個人的接受救贖計劃，接受祂

成為我們的個人救主。 

 

 

 

希伯來書 11章 8至 10節：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

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一

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這是住棚節的對比，亞伯拉罕是最早開始這活劇的人。神同時建造和經營，對祂來說，祂同時處理、

幫助保羅，你和我。神同時間要求保羅，也同時要求我們。 

 

 

 

所以，《聖經》能成為我們的鑑戒，因為裡面的每一個要求，不單是神對保羅和彼得，神也同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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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是神在時間以外能夠做到，也會做的。 

 

正因理解這事，我們在恩賜運作、智慧、知識言語、理解《聖經》、明白《聖經》的知識上，各方面

都比別人優勝，這不是妄想，多年來我們得到這些恩賜，是因為神在我們中間。神在時間以外，也

在每個人的時間裡。我們的一生，保羅的一生，也是個別向神交帳的。 

 

影片：歷代聖徒儆醒「主耶穌再來」之美麗的誤會 

馬太福音 5章 18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聖經》是絕對無誤的，縱使天地可以廢去，但是，《聖經》 ── 神的話語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原因是神的話語是不朽的，根據時空穿梭（time travel）的概念，《聖經》是人類歷史完結了，在一

切已成定局之後寫成的，然後，經過無數次時空穿梭，安放在人類不同歷史裡面，所以，《聖經》與

神同樣是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而且《聖經》與神同樣都是絕對無誤的。 

 

 

 

既然《聖經》是絕對無誤的，是完結了人類歷史之後才寫成，那為何，自從 2,000年前開始，《聖經》

關於「主耶穌再來的日子」，往往令當世代的人，有一種「美麗的誤會」，以為主耶穌必定在他們有

生之年回來。 

 

 

 

究竟，這是否神刻意的安排，讓每個時代儆醒等候的基督徒，都出現這種「美麗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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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6章 24至 27節：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

生命（生命：或作靈魂；下同）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

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

者降臨；那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為何主耶穌在世之時，嘗試讓門徒存有一個「美麗的誤會」說：門徒會看見「主耶穌同著眾使者降

臨」？   

再者，主耶穌告訴他們：將在逾越節當日釘十字架，成全救贖，因而暫時離開門徒，回到天上父神

的身邊；可見主耶穌又是有意令門徒誤會：在他們有生之年，主耶穌會回來，親自接他們到父神那

裡。 

 

約翰福音 14章 1至 3節：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

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

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而且，按《聖經》記載，當主耶穌升天時，有意製造一個「美麗的誤會」，讓門徒以為在他們有生之

年，他們怎樣看見主耶穌往天上去，便會親眼見到主耶穌怎樣回來。事實上，主耶穌回來，卻是相

距 2,000年之後的事。 

 

 

 

使徒行傳 1章 6至 11節：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

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

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

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

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甚至，新約教會時期的眾使徒，他們寫給教會的書信常常顯示：他們都存有一個「美麗的誤會」，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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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在他們有生之年，會親身見到主耶穌從天再臨，就如使徒保羅的書信中，他常常以「我們」聲稱： 

我們和那些已經離世的聖徒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帖撒羅尼迦前書 4章 15至 17節：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

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

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

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 1至 9節： 

「弟兄們，論到時候、日期，不用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明明曉得，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

的賊一樣。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如同產難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他們

絕不能逃脫。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裡，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

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守。

因為睡了的人是在夜間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間醉。但我們既然屬乎白晝，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

作護心鏡遮胸，把得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因為神不是預定我們受刑，乃是預定我們藉著我們主

耶穌基督得救。」 

 

甚至，在使徒保羅的書信中，亦是鼓勵教會內的聖徒，好在靈與魂與身子上作好預備，因為主耶穌

基督將會隨時降臨，好讓在信仰上無可指摘！ 

 

帖撒羅尼迦前書 5章 23節：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

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又例如：另一位新約教會時期著名的使徒彼得，在他書信中，同樣存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在

他有生之年裡，會親眼見到主耶穌的再來。 

 

彼得後書 3章 3至 4節：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

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彼得後書 3章 8至 10節：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應許的尚未成

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但主

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燒盡了。」 

 

彼得前書 4章 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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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告。」 

 

從使徒彼得所寫的書信提到，從不信之人的眼中，萬物的結局似乎不是近了，而事實上，真的最少

要相距二千年才出現。另外，寫成《啟示錄》的使徒約翰，從他寫給新約教會的書信中，神也讓他

和新約時期所有的教會，產生一個「美麗的誤會」，「主再來的日子」相當臨近，故此，務必時刻儆

醒。 

 

啟示錄 3章 1-3節：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按名你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原文是死）的；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

有一樣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怎樣聽見的、又要遵守，並要悔改。若不儆醒，我必

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 

 

啟示錄 16章 15節：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 

 

可見，按這些經文的稱呼或表達，這並非給予二千年後的信徒，而是給予二千年前當世代的信徒。 

 

顯而易見，《聖經》中關於「主耶穌再來的日子」，神是刻意讓每一個世代時刻儆醒的基督徒，都有

一種「美麗的誤會」：認為在他們有生之年，主耶穌必定回來，所以，務必時刻儆醒預備，決不掉以

輕心。好像那些在「吹角節」晚上守望新月的人，他們都是時刻儆醒。我們也懂得「以色列節期」

的「吹角節」教導，好讓我們效法歷代歷世所有聖徒，時刻儆醒預備「主耶穌的再來」。因為「儆醒」

就是餘下的三個節期：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神所給予我們的命令。 

 

馬可福音 13章 33節： 

「你們要謹慎，儆醒祈禱，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 

 

馬太福音 24章 42節：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縱使，《聖經》有一些屬於「靈奶」的真理，讓我們得著神的祝福，與此同時，同一本《聖經》亦一

樣記載了「靈糧」的真理，好讓我們付出、捨己，甚至，時刻儆醒預備「主耶穌的再來」，那麼，我

們必不能逃避那些「靈糧」的真理，相信，在這個末後的日子，因著時刻儆醒預備「主耶穌的再來」，

而成為被提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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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答問篇 

問題一：於每個時代，基督徒都要儆醒並履行節期的時間表，那麼，如三百年前的基督徒，他們以

什麼型式得知已經履行神節期時間表？ 

 

答：如我曾分享，每個時代中，神會使他們有一個美麗的誤會，不論這美麗誤會的因由為何。 

當然，主再來的證據一定是一代比一代隨之增多。而每一代都需要預備主再來的心態，於其過程中，

不只是為著自己預備，更要「吹角」，提醒別人，才算可以被提的資格。 

 

 

 

所以，歷史上許多神的用人均是如此，他們或是預備逃難，或是作避難的預備，甚或過著如逃難般

的一生。以馬丁路德為例，他們信主便等於尋死一般。換句話說，他面對著如保羅所面對的熬煉和

磨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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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我們這安舒的年代，我們面對的是否如保羅般？許多人卻認為，像不像保羅也沒有所謂，因為

他們認為保羅是偉大的，所以是與別不同的。 

 

不過，問題在於，他是教會，我們也是教會，他與我們同時存在於神的眼中。既然有人成為我們學

習的榜樣，我們豈能倒過來說：「他既偉大且與別不同，我們不用學習。」反之，我們應該比他更容

易辦到。 

 

 

 

亦有人說：「他是遠古的人，已是二千年前。」但是，於神的眼中，沒有遠古和現在之分，我們既同

時存在，神亦會以向他所要求的，要求我們。因此，於神眼中，我們需經歷七個節期的磨煉，以此

鍛鍊自己，使我們清淨潔白。因為，祂要以我們的靈魂建立新耶路撒冷。換句話說，整個宇宙的時

間，均為救贖計劃存在。然而，我們以自己的人生作了什麼？我們於這救贖計劃中，有否完成了什

麼？ 

 

今篇信息談到，這救贖計劃當中，有什麼東西已經在我們的身上完成呢？神已經把時間給了我們每

一位，但我們會否用這一生的時間來，為了這個救贖計劃而努力呢？現在，你為了整個救贖計劃，

又做了什麼呢？在這個救贖計劃裡，有些人甚至連知道的機會也沒有。他們認為信了主便可以，即

是他們的信仰經歷，只是經過逾越節。但他們連自己的罪也不能勝過，並沒有經歷過無酵節的信仰。

他們甚至認為同性戀是可以的，他們的信仰就是那麼瘋狂，即是他們的信仰裡只有一個節期，就是

逾越節。 

 

只有一個節期，就算是以色列也都不可行，更莫說是基督徒了。所以，從這個概念中會看到，我們

所守的每一個節期，對我們本身的生命都是一種付出、犧牲、磨練、決定和對神的愛。在人生過程

當中，對於智慧、知識、忍耐、愛和對神的心也是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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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是因為年輕便容易持守信仰，而到老卻不可以，不是這樣的。有時候，年紀越大，越難持守

信仰。所以，神要我們在每一個時代當中，都要接受七個節期的對付，對於祂來說，是熬煉我們、

對付我們。但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有七個節期的合格的程度。我們用了人生的時間，去使這七個節

期。在我們生命當中去熬煉和鍛鍊，使我們成為神的居所。 

 

 

 

為何是神的居所？因為七個節期是在會幕、聖殿裡守的，是給神作為居所的。神就要用七個節期，

去塑造我們成為神的居所，所以，我們一定要鍛鍊這七個節期的質素，在我們的性格和內涵裡。 

 

 

 

所以，現在你會更明白，為何路得可以？路得就是一個這樣的人，她的本性就是這樣。所以，她一

信主，便可以成為這個小孩子，一出生就一定可以被提，還可以用鐵杖轄管列國。因為，她有一種

精金的的性格、品性，這就是神希望我們每一位擁有的。 

 

問題二：時間存在目的，是為了救贖計劃，若在骨節眼上，例如有很多關於主耶穌的救贖、存在，

或是以撒的出生的事件，是否都不能去改變，因為這是牽涉救贖計劃，而其他事情其實是可以改變

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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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錯，我們將會說到一個例子，整個國家的方向完全地改變。原因就是沒有影響救贖計劃，但

整個國家因此而受苦、亡國，可是，他們可以不用亡國。 

 

 

 

但是，在平衡世界當中，神會讓他自行去選擇，因為這沒有影響救贖計劃。其實，救贖計劃是最大

的，神不是以一個國家的大與小來衡量，是以救贖計劃裡每一件事來衡量。 

 

就算挪亞方舟這件事情，也是因為影響神的救贖計劃中的那條血脈，神避免最後八個義人的血脈也

被污染，所以就用了挪亞方舟的方法來解決。當你這樣看，就會發覺救贖計劃，就是人類歷史中最

大的計劃。 

 

問題三：人們在過往進行過費城實驗，其實人類能否穿梭時空呢？ 

 

影片：費城實驗（Philadelphia Experiment） 

費城實驗（Philadelphia Experiment）是一項流傳已久的傳聞， 

宣稱美國海軍在 1943年 10月 28 日，曾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一船塢舉行秘密實驗，使一艘護衞驅

逐艦埃爾德里奇號（USS Eldridge DE-173）在觀察者眼中隱形。該實驗也叫費城計劃，又稱彩虹計

劃。 

 

   

 

傳聞指出，費城實驗是由吉索普（Morris K.Jessup）博士帶領的軍事應用，是根據愛因斯坦的統一場

論，或萬有引力的廣義相對論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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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論假設磁場、電磁波跟地心引力互有關係，根據該理論，他們相信透過特別的儀器和足夠的能

量，能夠使光線彎曲，而讓實際的物質變成隱形。美國海軍認為這個應用將在戰爭中，有極顯著的

價值（當時正值美國參與二次大戰的期間），所以認同並贊助這個實驗的進行。 

 

1943年的 7月，一艘美國海軍護衞驅逐艦埃爾德里奇號，在美國海軍的船塢，配備強力的磁場產生

機，準備進行這個實驗。起初實驗很成功，實驗進行時，驅逐艦在一團綠霧包圍下接近隱形，但在

實驗之後，船員有嚴重作嘔的情況出現。 

 

 

 

在同年的 10月 28日，他們再做了一次實驗，這次是整艘艦艇在一道強烈的藍光之下突然消失不見

了，而且在同一時間，距離 600公里遠的維吉尼亞州諾福克（Norfolk）基地回報：該驅逐艦在附近

海面上出現有數分鐘之久，接著，又在費城突然出現，然後又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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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當時的一些知情者所說，看到船員出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些船員感到噁心和分辨不出方

向；一些船員則無故消失；一小部分船員更鑲嵌在牆上，跟船上的鋼板完全融合，是否還活著還有

待考證，後來一些參加過的船員被強迫退役。 

 

 

 

實驗過後，驅逐艦上的船員身心遭受嚴重創傷，幾乎所有的官兵都身負重病，有些死亡，有些更患

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症，據傳言有人目擊這些船員在酒吧或家中會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現。 

 

YouTube影片： 

In July 1943, in Philadelphia Naval Yard, the experiment is set to go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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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 7月，在費城海軍船塢中，實驗已準備就緒。 

 

Powerful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re engaged around the Eldridge, a skeleton crew aboard 

強大的電磁場包圍著埃爾德里奇號（Eldridge），船上有骨幹船員。 

 

scientists and officers watching at a safe distance. 

科學家和軍官在遠處觀看。 

 

The only other reported eyewitness is Carlos Allende, a deck-hand on a nearby Liberty ship. And what he 

claims he saw was a ship that was engulfed in a greenish, almost as St. Elmo's Fire, green fiery fog. 

Carlos Allende是唯一報稱的目擊者，他是附近一艘自由號的甲板水手，聲稱當時船舶被一團綠色煙

霧，像「聖愛爾摩之火」的火霧吞噬。 

 

As the electromagnetic fog swallows the Eldridge, strange optical effects manifest themselves, And that as 

he watched, he was able to even insert his arm into what he called the “terrific flow of this energy”. The 

ship disappeared. 

當電磁霧籠罩整艘埃爾德里奇號時，奇怪的光學效應產生，他觀看時，甚至能將手臂插入，他稱這

為「可怕的能量流」，於是船舶消失了。 

 

To the amazement of all the onlookers, they not only had radar invisibility, they had optical invisibility. 

所有目擊者都嘖嘖稱奇，船舶和其上的人不但從雷達消失，甚至從眼前消失。 

 

The Eldridge reportedly achieves the supreme form of camouflage——invisibility 

埃爾德里奇號實現了偽裝的極致 —— 隱形。 

 

But then comes an even stranger effect——teleportation. 

但隨之而來卻是更奇怪的現象 —— 瞬間轉移。 

 

Chroniclers of 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are divided on whether this happens that first day or in a 

follow-up test but what they do agree on is that as the Eldridge starts to reappear, there is a sudden flash of 

light. That the ship vanishes from sight once again, and simultaneously begins to reappear in the Navy Yard 

in Norfolk, Virginia, 300 miles away. After a few minutes, she dematerializes in Norfolk, and reappears in 

the mist of another ozone-laden green fog in Philadelphia. Throughout this miraculous journey, the USS 

Eldridge emerges unscathed, but for the crew it is a different story. 

費城實驗的記錄者無法確定，此事是在首天還是後續測試中發生，但皆同意當埃爾德里奇號重現時，

突然出現了一下閃光。該船舶再次從眼前消失，同時開始在 300英里以外的諾福克海軍船塢出現，

數分鐘後，她從諾福克消失，並再次在費城另一片臭氧彌漫的綠霧中出現。縱觀這奇幻的旅程，護

衛驅逐艦埃爾德里奇號毫髮無損，但對船員來說卻是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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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were molecularly attached to the ship, bonded with the ship, as it was teleported. Men were driven 

insane, men caught fire, men went invisible. Terrible, horrific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these crew members. 

船舶瞬間轉移之際，船員在分子上與船舶黏合在一起，有的瘋了，有的身體著火，有的隱形，可怕、

恐怖的事情發生在船員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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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是可以的。在費城實驗中，已經證實這一件事，人們可以單向的在時空中穿梭，但仍未能做到

雙向的旅程，而意識已經能做到雙向的穿梭。 

 

   

 

曾有人提出，假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送一個人到火星，他在火星過了一年，但回到地球時，地球卻

已經過了一百年。費城實驗就是把人輸送到將來，他可以在一個地方逗留很久，但是，人們還未能

夠把人送到過去的時空。 

 

 

 

但是，其實這是有可能做得到的，這是關於時間本身的特性，《聖經》當中亦記載了這些秘密。 

當大家理解後，便會明白，只有神才能做到雙向的時空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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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對地，人造的時空旅程仍處於很低程度，但《聖經》中有很多十分超級的時空旅程，其龐大程

度和速度真是連做夢也未曾想到。 

 

問題四︰你曾說過《聖經》是完結了整個世界後才寫成。《申命記‧28章》記載，很多關於對生命

的祝福及咒詛的指引。當我們遵行神的話時，我們便選擇了祝福；若違背了神的話、指引時，便會

遇上咒詛。如果我們把它們濃縮至一個人的人生裡，會否在人生的分岔路中，當我們選擇了遵行神

的話時，便會為我們帶來祝福？換言之，在這「平行世界」中，其實有著不同的可能性？會否在神

的預定下，我們一生所有的選擇都是神所知道的？ 

 

 

 

答︰首先，按著《聖經》記載，若你遵行神的話，便會得著祝福；若不遵行，便會受咒詛。其實，

你不遵行而得到咒詛的世界是存在，換句話說，你受咒詛的世界是存在的，那個便稱為「平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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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因認識《聖經》而選擇祝福的世界亦是存在的。所以，你是存在於兩個世界。可是，它並不如卡

通片所形容的「平行世界」。 

 

換言之，兩個世界都存在，一個受咒詛的你和一個受祝福的你也是同時存在。不過，若你真正以「時

間」去看，而不單憑「平行世界」的名字去看的話，我需要再用一篇的信息來解釋，而我亦預留了

時間，再給大家分享一篇信息。 

 

你突然會覺得，於許多事情上自以為是明白，實是不然，平行世界就是一例。當世界的科學越昌明，

與「時間」相關的問題便紛紛被質疑，然而，那些卻是我於二十年前已知道的事情，更甚者，我所

知道的答案，是因為源於研究《聖經》得出，因此，我亦以之與現在所說的作對比。 

 

兩者也存在，然而它的存在並不如你想像般，我將會就此作出解釋和分析，到時你便能理解平行世

界的原理。若兩者皆存在，哪個才是真正的我呢？屆時，我們將就一個更廣闊的概念來解釋。 

 

問題五：天使、魔鬼、人類和神是否有不同的時間軸呢？ 

 

答：是的，《聖經》讓我們知道最基本有兩個時間軸，其中之一就是被造之物的時間軸。 

 

   

 

《聖經》常常提到，受造之物勞苦嘆息，等候神的眾子顯現。受造之物的時間性，是以神的時代計

劃作指標，牠們正等候這一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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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聖經》記載，神在永恆裡擁有另外一個時間軸，並不會受到受造之物短暫的時間軸所限制。 

 

 

 

但當中有一段小插曲，往後我會與大家分享撒但和時間的關係、神與時間的關係和教會與神的關係，

使到這個演變成為互維的關係。《聖經》也常常提到這幾段時間的變動，實在非常有趣。 

 

問題六：神不斷進行時間穿梭，其實神是否差派天使介入了人類歷史呢？ 

 

答：不是的。天使是不能進行時空穿梭的，世界的時間會成為天使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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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一個圓形，這些相片在圓形的河流中，要麼就不要進入，一旦進入便會被時間限制，所

以，神製造了現實。 

 

 

 

原來，現實與時間對天使來說會成了一個陷阱，能讓撒但進入這個時間中，使牠在永恆中受到審判。 

 

 

 

但當天使進去這個時間中，就會受時間的阻礙，因為天使不能在這個時間中到處穿梭，除非他們乘

坐神的座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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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達但以理面前的這位天使說︰「我被魔君阻撓了二十一天。」可能，你會想：「天使不是能

到處穿梭嗎？只要天使提早一天穿梭便會準時到達，或者他可以即時穿梭，但為何會延遲了二十一

天？」 

 

 

 

因為，那天使在但以理禁食了二十一天才來到。原因是當任何天使進入我們的時間空間裡，這便會

對他成了一個陷阱，唯有神才能在這個創造的時間中進行時間旅行（time travel），天使是不能如此

行的。當日後我向大家分享「撒但與時間」的部分時，會再與大家詳細解釋。 

 



20130728   www.ziondaily.com 
 

 
 64 

 

 

原來，《聖經》有如此多的題目，並且真的記載在《聖經》中。只是，當你不懂得抽取「時間」這題

目出來研究，你不知道「時間」原來是如此龐大、如此偉大，並且，所有事物也需要用「時間」來

看，所以，當我們以「時間」去看撒但，或以「時間」去看教會的話，便會感到很震驚。 

 

為何相信神醫治你時，你一定要說︰「因著主耶穌基督的鞭傷，我已經得醫治！」為何會與「時間」

有關？為何一定要用「已經」這個字眼？當我與大家分享這題目時，你便會明白，當中有很多地方

與「時間」有關，並且非常重要！ 

 

 

 

若你不理解「時間」的話，根本不理解信仰是什麼？ 

 

 

 

也不理解教會是什麼？為什麼你要宣告已經得著富足？禱告已經得蒙應允？當你信主後，已經可以

上天堂了？為什麼要用「已經」這個字眼？因為《聖經》都是在歷史發生後才寫成的。往後我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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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逐點分析這個題目，但《聖經》裡關於「時間」的題目，較你們所想像的更多。 

 

你一定要認識「時間」。簡單而言，若我不認識「時間」，我也不能建立錫安教會，也不能成為你們

的牧師，也不能研究如此多的真理。因為「時間」是所有事物的根基。當你們一開始上教會時，我

便會教導你們「要相信你已經得醫治」等字眼，因為，在這根基裡包含了一個更深層的真理，我一

直沒有與大家分享。如我所言，當你繼續聽下去時，便會發覺是如此深奧。 

 

 

 

若沒有「2012榮耀盼望」信息和 Bible Code的背景作根基，很難相信《聖經》原來有時間旅行。但

你現在會認為這是很合理的，《聖經》一定是有時間旅行。 

 

問題七：我們需要在事情發生後，才能找出「聖經密碼」（Bible Code）。究竟有沒有一些機制，讓我

們在事情發生前找出這些密碼呢？ 

 

 

 

答：在早年恩賜運作時，這也是我需要考慮的事情。神是容許我們在進行時空旅程，但只能夠在不

影響祂最大的整體計劃的情況下穿梭。換句話說，時空的段落是有指定的規劃，願意明白父神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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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而非光說自己要怎樣怎樣，我要控制將來，要控制 time travel（時空穿梭），卻是為要出風頭。 

唯有當我們明白父心思時，神才會成為 gate keeper（時間之閘的開門者），開門給我們進去。 

所以，在恩賜運作裡，我已經考慮到神有些指定的計劃，是不容許我們干預的。在你不干預神那些

指定計劃的情況下，神是可以讓你知道過去、現在及將來。但當你超越這計劃的話，即使你去求也

只算是妄求，這點對於恩賜運作或 time travel（時空穿梭）亦然。 

 

Bible Code（聖經密碼）也相彷，它設立出來，並不是容許我們改變歷史。例如：以色列的總理被暗

殺，當時 Bible Code（聖經密碼）的作者想阻止事件發生，但最後是否成功呢？在這件事上，神雖

然讓他知道並容許他記錄下來，但是他卻沒法阻止這事發生，因為這樣 Bible Code（聖經密碼）才

能寫成。 

 

 

 

換言之，縱然有一個機制使你能夠預知，但你卻不能改變什麼。所以，在恩賜運作方面，我與神立

約，有些預言是不能說出來的。當時，我已在這題目上進深研究，其中一點，是關於以自己的心思

抑或父的心思去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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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聽這篇信息的幾天裡，很快便會聽到我在《栽在溪水旁》分享《路得記》有關父的心思，以

及我們自己的心思的信息。我們唱歌時會唱「求明白父心思」，但我們一生卻只講求自己的心思。世

界上有很多人想控制 time travel（時空穿梭）。但他們能做到的卻不及我們一半，因為在我剛開始教

會時，就顧慮到創造時間的神，祂讓我們能夠藉著 time travel（時空穿梭）或能看到將來的事，但我

們能否改變將來呢？ 

 

關於將來的事，有些是神容許改變的，但有些神卻不容許改變。 

 

 

 

事實上，《聖經》中是有平行世界的，神讓我們知道一些事，當中有些部分是神容許我們去改動，有

些則不容許。因為，當我們回到過去作出改變後，將來的世界亦會因而改變。《聖經》裡也有一些例

子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神已經記下某些個案，讓我們知道這便是 time travel（時空穿梭）的個案了。 

 

總之，當我們去研究時間這題目時，要留意： 

第一，時間是神創造的，祂便是 gate keeper（時間之閘的開門者），祂時空穿梭了無數次，祂亦容許

我們時空穿梭。 

 

 

 

雖然，祂容許我們時空穿梭，卻不會容許我們改變一些重大的歷史。例如：神會否讓我回到六十年

前，殺掉我的爺爺，使我不能出生？如我回到過去殺掉我爺爺，他便不能生我父親，父親便不能誕

下我，這樣可否改變歷史呢？當然不可能，因為神不容許這件事發生，但是，有些事神是容許發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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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明白到，很多研究科學的人說：「是絕對沒有神蹟的！是絕對沒有預言的！」這是由於他們

從以上的角度去看。因為他們看見 time travel（時空穿梭）出現後，現實生活並沒有很大改變。如果

有大改變，即是有神蹟了，但現今卻沒有，所以，他們只是從這論理上去理解。但他們沒有想過，

他們可以與神談判，便是答應神，讓神將這些事預先說給我們知道，把這個人的將來告訴我，但如

果不能說的部分，我便不說；能說的部分，我才說。那些神叫我不要說的部分，往後日子我也不會

說。一旦我立了這個約，在神容許的情況下，我便可以 time travel（時空穿梭）更遠，即是我能夠跳

至很遠的將來也可以。這便是恩賜運作其中一個實驗。 

 

身為一位牧師，很多時，我需要預知很多事情。這是其中一項，你要與神立約，神才容許你在整個

時代計劃中，在你不干預的情況下，讓你知道更多的事。 

 

但緊記，你在神的時代計劃，越是舉足輕重的人，你便越發要立這個約，神才會讓你知道。因為，

當你是舉足輕重的話，可能你在神的時代計劃中是操生殺之權，因你是那位主角。例如在主耶穌降

生的時代，撒但若知道主耶穌在那裡出生的話，祂便會沒命了。因為祂在那時代是舉足輕重的人，

若能追殺誕生主耶穌的那條血脈的話，主耶穌可能沒法出生，那豈不是很嚴重？ 

 

我曾向大家分享，那些東方博士是神用雷射（Laser）引導他們，在到達後才看到主耶穌，這是現實，

神是不會干預的。但在現實當中，無聊的預知是會提升了自己的虛榮心。人只是為了控制將來，只

是希望出風頭，甚至會不擇手段的，所以，神是不會容許這些人預知。 

 

所以，我曾與大家分享，在撒種時，要有好的心田，你是為了祝福別人，不是為了出風頭，亦不是

為了私慾。及至某個階段，神會告訴你一些事情，但叫你不要說出來，然後會測試你。若是你仍衝

口而出，神便不會再使用你，你一生也不會進深至另一個層次（grade）的恩賜運作，這便是與時間

有關。因為你一旦干預到時間及 time travel（時空穿梭），你便改變了歷史，包括過去、現在及將來，

所以，神對此有很大的限制（restriction）。 

 

當我研究《聖經》時發現，只要對神說「我願意」，便能突破了這點。關於這點，在我過去的講道中

只透露少許給你們知道，但卻沒有詳細教導你們，因為我們要理解時間真正的特質，並要理解神、

撒但、天使、教會與時間的關係，這樣才可以理解到更大的圖片。 

 

問題八：於時間詩篇的後段，摩西提及了智慧，更求神教導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其實，智慧

和時間有著一個怎樣的關係？ 

 

答：那就是你擁有智慧才能理解時間，以及一切神所創造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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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擁有智慧，他因而理解神創造的一切定理和原理。《聖經》提及，神於末後日子使所羅門的智

慧復還，南方女王起來要聽所羅門的智慧。那是主耶穌親口說的，在末世的時間，神把所羅門的智

慧復還給教會。擁有智慧，你才懂得如何數算自己的日子，而數算自己的日子便是策略，也就是與

時間成為朋友的方法。當你有了策略，並一直進深，你便會漸漸地理解智慧是什麼，你越理解便會

越多智慧，而按著你的智慧量，便決定了你能理解多少東西。 

 

第五章：總結感言 

詩篇 90篇 12節：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在感言部分，我想藉這節經文和大家分享，這篇《詩篇》是我接觸時間秘密的啟蒙師傅。它使我能

夠對《聖經》中關於時間超凡脫俗的解說、奧秘或關於神在時間中成就眾多事情有所認識，因這些

秘密都是由這篇《詩篇》揭示出來。 

 

事實上，這亦解釋了《詩篇》為什麼是一篇對應一年。例如：《詩篇‧90篇》本身就是一篇「時間

的詩篇」，祂告訴我們應該怎樣運用自己一生的時間。 

我們個人既然也要知道如何運用我們的時間，更何況是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人類歷史呢？時間是神

創造給我們的，神當然也希望在整個人類歷史裡，我們在運用時間時能夠更合神的心意。 

 

這篇關於時間秘密的信息，分享到神所創造的時間，其實早已設計了時間的運轉、行星的位置、宇

宙中很多的法則。然後，神將這些運轉編排成為我們現今的四季，而四季便形成了不同的天氣，使

人們有春播秋收、春雨秋雨、月圓月缺、潮漲潮退。四季的運轉使我們在地上所栽種和耕耘的都有

豐收的時候，成為一個鐵定了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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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設立了節期去告訴我們，整個人類歷史有了時間後，其實時間是用來做什麼的？整個人類歷史就

像神所耕種的一塊田，會有收割的一天。所以，神用了節期、收割、撒種等比喻，去喻表神在地上

所作的工，正如《聖經》形容神好像一個栽種者，預備在末後的日子，收割麥子和稗子，然後把兩

者分開。 

 

 

 

所以，使徒保羅在書信裡教導我們，神給予我們的熬煉，是要讓新約教會在我們有生之年，不論是

個人或整個教會界在過去二千年也好，讓神成為我們的居所。所以，從神在第一天設立節期開始，

祂已讓我們知道神的目的，祂希望我們各人都擁有這七個節期的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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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舊約》通常稱七個節期為神與人的七個約會。 

 

 

 

原來，這七個約會，是人生當中，神給予我們的七個訓練，神約定我們要經歷七個步驟，為的是使

我們成長，完成神給予我們的功課。 

 

 

 

可見，過去這 1,500年間，神跟以色列人每年七個約會這活劇，在不斷演變和演習下，是要讓我們

明白到，神一直希望教會每一個基督徒，都經歷這七個約會，七個節期中的磨練，讓我們完全，能

夠成為神的居所。 

 

我們不但要經歷首四個節期，後三個節期我們也必須經歷。原因很簡單，既然新約教會時期，保羅

和十二使徒都要經歷，為何二千年後的我們，反而不用經歷呢？除非我們使自己失格，或找藉口使

自己失格。不然，神所定立的節期已清楚告訴我們，神所設立的時間，不論是給我們個人的人生時

間，或過去二千年教會歷史也好，神都希望我們守完七個節期。事實上，我們在七個節期都要經歷

滿分，才能成為神居所中不同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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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每一位都跟三個人說：「我會通過這七個考試的！」 

 

 

 

最後如果我們學到任何事情，請一起歡呼鼓掌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