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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 2015 年 1 月 25 日分享 

第一章：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以往曾分享過很多資訊，提到有些人能夠預測將來，譬如網上提到有人會做很多異夢， 

        也有些人藉著 Remote Seeing（遙視）知道關於將來一些的資訊，例如 Marshall Master，甚 

        至乎有人能夠運用一些電腦程式，像 Webbot 般預測到未來的資訊。因此，很多基督徒或  

        現今很多的基督徒也會認為，若不是以《聖經》的方法預測將來，這便必定來自撒但。從 

        過去很多的信息中，我們卻發覺不能否認這些預言。然而，我們究竟怎樣一方面接受這些 

        訊息，又能不得罪神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應驗篇（輻射禍害） 

早於 4 年前 2011 年 2 月 2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第 57 篇， 

日華牧師引述 2011 年 1 月的 Webbot， 

在其中第 2 點經已預先作出警告：輻射將會污染全球。 

 

 

 

主日片段： 

第 2 點，就是說今年輻射會污染整個地球。 

它說在不久的日子裡，輻射污染會成為人類、動物的一個很大問題。 

在將來的 2、3 年，這個問題會愈來愈嚴重，並且愈來愈多傳媒會報道。 

它提到其中一樣很明顯會出現的現象，就是很多乘飛機的人都會受輻射感染， 

因為他們在高空，會受到很強大的輻射影響。 

它提到甚至連日常用品都會有輻射雜質在當中。 

不久，關於地球受輻射污染的消息，將會被傳媒在這一年中報道。 

 

該篇主日信息播出後不足一個月內，2011 年 3 月 11 日， 

日本就發生了轟動世界的「福島核輻射洩漏事故」，事件正正應驗日華牧師發出的警告。 

雖然直到現在，日本政府與普遍傳媒仍然演繹「日本福島核災難」為不太嚴重的核洩事故， 

多年來，他們一方面致力壓抑輻射的危險性的真相，以減低世人對輻射禍害的警覺性，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持續讓日圓貶值，激發外國人赴日置業和旅遊，刺激日本本土經濟。 

但日本的遊客會感染輻射，這會對身體造成嚴重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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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近幾年，輻射禍害一直沒有停止，而且更吻合日華牧師近年不斷發出的警告： 

輻射禍害將持續惡化。 

 

早於 2012 年 3 月，日本發生核輻射事故一年後， 

核能專家 Arnie Gundersen 經已發現，東京土壤的輻射程度已相等於美國核廢料。 

換句話說，日本東京遊客身體受到核輻射的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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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 weeks ago though, I was in Tokyo. And when I was in Tokyo, I took some samples. 

幾週前我卻在東京。而當我在東京時，我採集了一些樣本。 

 

Now, I didn’t look for the highest radiation spot. I just went around with five plastic bags and when I found 

an area, I just scooped up some dirt and put it in a bag. 

我沒有去那些輻射最高的地方，我只是帶著 5 個塑膠袋四處走。每當我發現一個地區，我便挖起一

些泥土，把它放在袋子裡。 

 

One of those samples was from a crack in the sidewalk. Another one of those samples was from a children's 

playground that had been previously decontaminated. 

其中一個樣本是採自一條行人道上的裂縫，另一個來自一個先前已消毒的兒童遊樂場。 

 

Another sample had come from some moss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Another sample came from the roof of 

an office building that I was at. 

另一個採自路邊的苔蘚，另一個來自我身處的辦公樓的屋頂。 

 

And the last sample was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main judicial center in downtown Tokyo. 

而最後一個樣本是採自在東京市中心的主要司法中心的對面街。 

 

I brought those samples back, declared them through Customs, and sent them to the lab. 

通過海關申報後，我把這些樣本送到實驗室。 

 

And the lab determined that all of them would be qualified as radioactive wast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uld have to be shipped to Texas to be dispose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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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確定，在美國，它們全都會被定為放射性廢物和須要被運到德州加以處置。 

 

由於普遍的傳媒沒有鄭重地公佈日本輻射禍害的嚴重性，以及如何防範輻射， 

世人便一直被蒙蔽，還輕看輻射對身體的禍害，仍然未有保護自身安全的意識。 

事實上，在福島發生核輻射洩漏事故之後，大量高濃度的輻射污水持續流入大海。 

日華牧師隨即多次警告，輻射會積聚於海產內，故此提醒大家不要進食海鮮。 

 

 

 

一向關注輻射禍害的組織，一直有嚴密監控海洋遭輻射污染的情況， 

並且不時向公眾發放驚人的真相。 

只是當消息公布後，政府必定採取一貫做法 ── 即時壓抑資訊， 

再拖延進一步的研究及調查，企圖淡化有關資訊。 

 

 

 

2014 年 11 月 16 日，美國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指出， 

於 2014 年 8 月期間，在美國西岸加州尤里卡西部 150 公里的太平洋上， 

海水檢測出福島核災洩出的微量銫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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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銫 134 不存在於自然界，因此，只有精密的儀器才能測出， 

所以，認為這是來自福島的輻射，歷時三年半抵達太平洋彼岸，目前還要繼續嚴密監控。 

政府及普遍傳媒隨即表示有關研究失實， 

這些銫 134 的輻射水平每立方公尺不到 2 貝可勒爾， 

低於美國政府飲用水標準的千分之一，不會危害人體與海洋生物。 

但真相是，銫 134 對身體可產生嚴重的破壞，任何極微量單位的銫 134， 

一旦經飲食進入身體，便會對身體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 

所以，政府應該發出嚴重的警告，絕不可以刻意淡化有關輻射污染的報道。 

而且，伍茲霍爾海洋科學家 Ken Buesseler 和他的團隊發現， 

在日本海岸線附近的水域，銫 134 放射性物質的含量比正常的高出一千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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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這才是現今輻射禍害的實際情況， 

所以，日華牧師多次呼籲大家避免進食海鮮實為智慧之舉， 

免得人們待日後才發現體內已受輻射影響，那就後悔莫及了。 

 

另一方面，據 2015 年 1 月 19 日的新聞報道，鄰近日本的台灣， 

有「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完成了第一份的人工核種分佈調查。 

在 2014 年一共檢測了全台 137 個知名地標， 

結果發現，其中以鄰近日本的台灣北部至中部地區， 

包括：台北車站、台中車站、清華大學和大安森林公園等 102 個地方， 

疑似有不該存在的核輻射污染，例如碘和鈽， 

有機會導致民眾罹患肺癌、甲狀腺癌等疾病。 

其中，台北市的國父紀念館竟測出受到碘-131 等 5 種核輻射污染， 

至於新竹清華大學及平均每天有 50 萬人次出入的台北車站，分別檢出有銫-137 以及銥-192。 

 

 

 

YouTube 片段： 

檢測儀器響個不停，這是台灣輻射走調團，潛進清大校園的調查畫面。 

結果發現，校園裡疑似存在多種人工放射性核種。 

數字很高啊！很高嗎？對啊！ 

不愧是全台灣最高的地方！ 

 

去年台灣輻射走調團，一共檢測了全台 137 個知名地標， 

結果包括了台北車站和台中車站等 102 個地方，都疑似存在好幾種人工放射性核種， 

恐怕會導致民眾罹患肺癌以及甲狀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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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清大生技館本來就是一棟輻射屋， 

所以我們有測到，十分肯定的！可能系數是 10 的，銫-137， 

鈽的話，是測到 7 的系數，都是很高的。 

其中台北市的國父紀念館，竟然被偵測到有碘-131 等 5 種核種， 

至於台北車站也被驗出有銫-134。 

大安森林公園則是偵測到對人體傷害比較大的鈽， 

其他還包括了新竹清華大學，以及台中車站，分別驗出有銫-137 以及銥-192， 

這些有害物質進到體內，可能會引發噁心、嘔吐， 

甚至會增加肺癌、甲狀腺癌以及骨癌的罹患風險。 

 

隨後，台灣原子能委員會隨即聲稱有關團體的檢查儀器老化，令報告誤判， 

訛稱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會把這 102 處地方全部複查一遍，讓民眾安心。 

 

 

 

明顯地，這是政府一貫的做法，企圖淡化輻射污染的真相。 

若果檢測儀器真的老化，為何檢測 137 個知名地標之中，只有 102 個地方出現問題， 

而非全都有問題呢？關於輻射禍害的影響，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除此之外，2014 年 11 月 13 日有報道指，福島第一及第二核子反應堆的地下水源， 

在十日內，銫-134 與銫-137 的水平增加了 4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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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Taking a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at Fukushima. 

來看看福島現時發生的事情， 

 

Right now, they're reporting some drastic numbers here, stating that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wo different 

situations that they have this level up to 40,000%. 

現在他們報告了一些駭人的數字，如你所見，兩種元素的輻射水平上升 400 倍。 

 

That’s how much it has risen in 10 days for the 134 and 137 and 2,000 on the 54. 

這是 10 日內銫 134 和 137 上升的倍數，錳 54 則為 20 倍， 

 

Now you can see here by the chart when they took these readings and where they are taking them from. 

這圖表顯示，他們讀數的時間、地點， 

 

They're basically pumping up this groundwater from the well or the well point that is between Unit 1 and 2 

and in doing so, they are taking these readings and for some reason now, they are spiking higher than ever 

It’s setting the record, previous record sitting here. 

他們基本上是從單位 1、2 之間的井口抽出地下水，他們是這樣取得數值的，由於某些原因，數值上

升至新高，打破了以往的紀錄。 

 

在 2014 年 12 月的報道，透露 2014 年 8 月美國 Enviro Reporter.com 對美國本土空氣輻射監察的情況， 

發現空氣中有 Beta 的核輻射污染，對美國中西部城市，包括聖地亞哥、貝克斯菲爾德、鳳凰城、阿

馬里洛、蒙哥馬利和麥迪遜等城市，均創出新紀錄的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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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一年前 2013 年 11 月 27 日的指數，這些城市的空氣受核輻射污染的程度分別為： 

對比一年之前，圖森市今年錄得 460 CPM，增幅達 10 倍； 

（460 CPM 等於空氣中每 100 萬單位中 Beta 核輻射含有 460 單位） 

鳳凰城錄得驚人的 735 CPM，是一年前的 21 倍； 

聖地亞哥錄得 650 CPM，是一年前的 60 倍。 

 

將 2014 年的檢測數值對比 2013 年，僅僅一年就增加了 10 至 60 倍， 

但早於 2013 年 12 月，已有人於美國西岸加利福尼亞州，發現當地輻射水平比正常的高出 5 倍。 

故此，對比 2012 年，真正輻射污染水平還需要乘大 5 倍，即相等於增加了 50 至 3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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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 EPA（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提出的上限，  

其實 CPM 超過 272 的話，當地民眾已經需要撤離。 

但在 2014 年 11 月，鳳凰城經已錄得驚人的 735 CPM 的水平， 

可見美國的情況經已非常惡劣，但是，美國明顯地已經放棄所有撤離市民的措施， 

這完全是草菅人命的行動，究竟這樣壓抑資訊的政府仍然可信嗎？ 

 

 

既然遠離日本的美國及台灣，也測出異常的輻射指數大幅度倍增，更何況是日本本土的輻射污染呢？ 

只不過政府收買了傳媒，禁止將真正恐怖的實況對公眾透露。  

而且 2014 年 12 月 10 日，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討論， 

將核事故緊急處理作業人員的接受核輻射上限提高至 250 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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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行上限的 100 毫希無法充分應對重大核事故。 

日本目前原則上不允許核事故處理人員受到超過 100 毫希的核輻射。 

當超過 100 毫希的核輻射，致癌及致死風險會升高。 

 

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按照美國及國際核能安全指引，  

從事輻射相關的非女性工作者，一年累計所受輻射的舊標准規定上限為 50 毫希。 

而且，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員會所制定， 

每年累計達 50 毫希已經是「避難」級數的輻射水平， 

自衛隊員，消防員，警察（婦女除外）一年累計所受輻射法定極限也只是 50 毫希。 

所以，原本 100 毫希的上限已經是人體所能承受的極限， 

若果再將核能安全指引提高至 250 毫希， 

實在只是在數字上掩飾的手段，藉以隱瞞核輻射持續惡化的災情。 

 

2014 年 9 月 23 日，台灣勞動部公佈 10 大危險行業， 

勞動部首度研究推估出全台灣至少有兩成七， 

高達 250 萬勞工暴露在致癌風險中。 

第一位的危險行業，如日華牧師在 2011 年 2 月所預告，  

就是空中服務員及航空機師，他們是最容易得到骨癌、血癌和淋巴癌。 

 

 

 

YouTube 片段： 

空服員親切迎賓，推著餐車服務旅客，還得要彎腰詢問客人需求，看似優雅，其實很辛苦！ 

遇到亂流，機身傾斜，餐車亂亂飛，頸椎很容易受傷。 

勞動部公佈十大危險行業，空服員名列第一名。 

（因）高空曝曬在宇宙輻射，很容易得到骨癌、血癌和淋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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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事件正正應驗 4 年前，2011 年 2 月 20 日， 

日華牧師預告輻射將會污染全球的預測， 

而且因空中輻射影響，空中服務員患上癌症的情況將會加劇。 

 

近年輻射對全球污染的情況， 

明顯地正如日華牧師多次的提到的持續惡化。 

關於防範輻射的資訊，大家決不能掉以輕心， 

 

雖然，很多人已經有避免進食海產的良好習慣，  

但是，也許大家都不知道，現時很多市面上的食物，驟眼看來不是海鮮， 

原來都加入了海鮮和魚類作為材料！ 

例如酒樓的點心，包括山竹牛肉或牛肉腸粉等， 

據一些資深廚師透露，這些牛肉點心必須混合魚肉，才能製造出這樣的彈牙和粘性。 

部分的春卷、越南式食物及點心都是混和了鮮蝦來製作。 

而潮洲粉麵所採用的湯底，除了有部分選用豬骨之外，普遍都會用鮮魚上湯。 

 

所以，作為有智慧的基督徒，我們份外需要認識種種防範輻射的方法，以免百密一疏。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榮耀盼望」號外篇信息。 

 

日華牧師分析，神以拼圖方式跟他溝通， 

而應驗的方式是十分特別的，並擁有很多的層次， 

例如榮耀列車也有幾種解說。 

今年於尖沙咀的火車裝飾，不但印證 Bob Jones 的預言， 

亦讓人知道這輛列車已經到步，並且成為今年給我們的聖誕禮物。 

 

 

 

神的帶領是有著許多的層次，因為當神向人說出一個很深奧、很重要的信息時， 

尤其是那時代的 Rhema 時，祂喜歡用謎語。 

這就好像主耶穌用比喻向門徒分享天國的祕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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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舊約聖經》的主耶穌時代，主耶穌的話語絕對是當時代的 Rhema。 

而這些天國比喻，後來才成為了《新約聖經》的一部分。 

 

 

 

當主耶穌基督分享這些比喻後，門徒問祂為什麼要用比喻？ 

主耶穌說他用比喻的原因，就好像謎語一樣，只讓他們知道。 

因此，神於這 30 年間，給予日華牧師不同的拼圖， 

由簡單、直接，及至後來，愈來愈複雜，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甚至遠至政治、歷史、 

近代科技和免費能源，全部都需要牧師切心研究，才能解明神所放下一個又一個的謎題。 

藉著破解謎題，日華牧師得著神的智慧及成長，甚至最終到達所羅門級數的智慧。 

 

 

 

例如：曾有一次，神問日華牧師：「你知不知道創作歌曲是有祕密的呢？」 

「為何所羅門王可以作歌呢？」 

這道謎題，成為日華牧師往後一年的功課， 

直至有一天晚上，神向日華牧師講解作歌的祕密，這便成為了日後的詩歌動勢。 

 

神以謎語方式向日華牧師分享重要信息的原因， 

就是要篩走許多不願意付代價、又想坐「屬靈順風車」的人。 

由於謎語很多時不是帶著直接答案，而是需要經過研究才能解明， 

因此，許多期待不需付出代價和希望坐享其成的人，就會跌倒及離開神的旨意。 

 

例如神於十多年前感動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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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現在才明白謎底，就是神要錫安成為約瑟民眾。 

 

1996 年 10 月 20 日分享第一篇約瑟民眾， 

直至十多年後，神才印證我們當時是一天也沒有偏差，完全行在神的旨意當中。 

這就如「2012 榮耀盼望」信息，其實也是神賜給日華牧師的謎題， 

於 2009 年，日華牧師生日的時候，他藉著「2012」這個數字開始查考， 

從而拆解出「拉線」信息、Dispensation、 

天上星宿所代表的時間、黃道十二宮和歲差運動等等。 

甚至藉著「星宿」，解開了只有主耶穌的啟示才能打開、被封印了的《啟示錄》。 

當這些印一個又一個打開的時候，《啟示錄》預言的災難亦一個又一個地發生。 

 

由氧份療法信息及至「2012 榮耀盼望」、「星際‧啟示錄」， 

當分享這些謎題的時候，確實存在很多未知之數。 

但藉著全教會一起踏上這個旅程，卻發現當中就是神所給予的時代計劃。 

在過程中，一方面有著神難以置信的印證， 

例如：電影《星際啟示錄》的上演日期、榮耀列車到步等等。 

 

在同一時間，這些謎題亦導致有很多美麗的誤會， 

例如：牧師分享 Elenin 接近地球、The Farsight Institute 和 Webbot 的預測，以及大旅行的信息等。 

雖然，這些美麗的誤會好像一些還未解開的謎題， 

但是，我們仍然要以最接近的方式作出估計，作出信心的回應。 

縱使出現了這些美麗的誤會，但卻因著這些美麗的誤會，才讓整套信息是一天也沒有偏差。 

因此，連這些美麗的誤會也是在神的預計之中。 

 

要知道，神將七個節期給予以色列人的時候，那時還未有人知道主耶穌才是真正的羔羊。 

但神還是期待當時的以色列人存著信心去執行這些還未解謎的節期。 

因為主耶穌這隻真正的逾越節羔羊，要到 1,500 年後才來到世上， 

如果神一早讓以色列人知道主耶穌才是真正的羔羊， 

那麼，當主耶穌降生後，希律王就可以殺掉主耶穌。 

 

因此，多年以來的信息，日華牧師也是分享他所認知、最好的估計和解釋。 

隨著時間的成長，日華牧師會有更好的解釋與分享， 

但神卻以不同的印證，說明所有信息也是一篇沒有偏差，全然在神的旨意中。 

這亦不是出於人意，而是神時代性的 Rhema。 

 

事實上，整套「2012 信息」的概念，是由於我們這一代將要進入七年大災難， 

神呼召我們教會吹角，去告訴世人被提的日子將到。 

我們將要被提，但在此之前，我們要提醒世人在基督徒被提以後，剩下來的人所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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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提到，這幾年間大家已經習慣了教會前瞻性的信息。 

但其實正當先知 Rick Joyner 教導別人為著災難預備三個月至半年的糧食， 

甚至神要 John Paul Jackson 預備和分享「七年大災難」的信息時， 

他亦只是教自己的員工預備儲電池，去度過接下來的災難。 

 

可是，這些為災難作出各種預備的信息，我們早於 2009 年已分享了。 

這是因神是藉著感動把這信息給予 Rick Joyner 或 John Paul Jackson， 

因此，就算他們付上了百分百的努力，亦只能接收有限的信息。 

但如果神給予你的是一道謎題， 

這便彷如查案一般，你便可以從《聖經》當中查出許多的答案來。 

正如神給予日華牧師「2012」這塊拼圖去打開《聖經》當中所隱藏的真知識。 

日華牧師亦透過身邊三位資料員，協助他記下這些謎題及答案。 

以往日華牧師亦會透過與策略家討論，去尋找出第一個動勢的答案， 

甚至發掘出葡萄園教會的成功祕訣。 

 

這就如學習數學一般，在低年級時，學生只解答簡單的數式； 

到高年級時，難度愈來愈高；及至研究生時， 

學生更要嘗試拆解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解明的數式， 

而這些論文甚至可以得到諾貝爾獎。 

 

神喜歡以拼圖作為溝通方式，因為這對比感動更全面。 

例如藉著理解拼圖方式，便能知道共濟會引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下一步方法。 

美國紙幣已經說明了 911 事件中，世貿大樓及五角大廈被攻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從美國紙幣當中理解到，下一件事件將會是另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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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胡佛水壩（Hoover Dam）將會崩塌。 

因為胡佛水壩是按照女性生殖器官的形狀建造， 

這與共濟會（Freemason）的迷信有關。 

 

 

 

當水壩崩塌，將會淹死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成為非常大的災難。 

對 Freemason 而言，這會是如 911 事件般的獻祭。 

而胡佛水霸崩塌就像一個孕婦誕下嬰兒時，羊水穿破的情景， 

這意味著神話當中，伊西斯（Isis）誕生荷魯斯（Horus）。 

其實 12 月 25 日並不是紀念主耶穌的生日， 

而是伊西斯（Isis）誕生荷魯斯（Horus）， 

就是俄塞里斯（Osiris）以荷魯斯的（Horus）身份再次復活。 

 

 

 

因此，正如 911 事件般，胡佛水壩亦會遭遇 ISIS 恐怖襲擊。 

之後，美國就會開始軍法統治及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因此，單從美國的紙幣這塊拼圖，已經可以預知接著下來將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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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時間性未必能百分百掌握得到， 

但拼圖的碎件，讓人知道所有事情也是一連串發生及有跡可尋。 

 

同樣，約瑟是祕密的揭示者， 

當他 17 歲的時候，神所給予的異夢，雖然他當時不能解明， 

但後來神給予一個又一個的謎題，他能夠幫酒政和麵包師解夢， 

甚至最後為法老王解夢。而這個「祕密的揭示者」的稱號， 

更是由埃及法老王賜給他的。 

 

當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 2012 信息的時候，就是要大家也成為「祕密的揭示者」， 

藉著不同的平台和工具，把不同的 VO 短片傳揚開去。 

甚至向別人作出解釋，成為神時代計劃的代言人。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的號外篇。 

 

第一章：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以往曾分享過很多資訊，提到有些人能夠預測將來，譬如網上提到有人會做很多異夢， 

        也有些人藉著 Remote Seeing（遙視）知道關於將來一些的資訊，例如 Marshall Master，甚 

        至乎有人能夠運用一些電腦程式，像 Webbot 般預測到未來的資訊。因此，很多基督徒或  

        現今很多的基督徒也會認為，若不是以《聖經》的方法預測將來，這便必定來自撒但。從 

        過去很多的信息中，我們卻發覺不能否認這些預言。然而，我們究竟怎樣一方面接受這些 

訊息，又能不得罪神呢？ 

 

答：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在研究時間的祕密時，也應該在這方向稍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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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知道是神掌管時間和創造時間的。 

 

 

 

如果我們能夠在時間上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動用非常龐大級數的能力， 

不論你去到將來，還是回到過去。 

事實上，神完全掌管時間，這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誰完全掌管時間，就等同誰是神了。 

 

現時有許多電影講述一個人怎樣掌管了時間之後，就如同神一樣， 

他可以把一件事作出無數次的補救，將事件改變成無誤或無憾。 

 

 

 

所以，如果能穿梭時間或是控制時間，其實這是屬於我們科學幻想中， 

一個非常大的遊戲空間，讓很多人在思想裡玩這個遊戲。 

 

當我們知道時間的祕密，我們就會明白一個事實，我懂得恩賜運作， 

在這數十年裡，神常常也會告訴我關於一件事或一個人做了某件事的結局。 

同樣，神讓我知道某些事情後，除了讓我知道結局之外，還知道一些將來。 

所以，我就能夠理解一個事實， 

就是神是完全掌管時間，任何一個人能夠知道將來都是神允許的， 

換句話說，所有知道將來的人都是神允許的，但這個人卻無法改變將來。 

 

如果那人可以在不經神允許下知道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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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那人在不經神允許下，知道自己明天乘巴士時會遇上交通意外身亡， 

那麼他只要不坐巴士便不用死了，這樣難道他是在不經過神允許下不用死嗎？ 

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同樣地，有沒有人可以在不經過神允許下統治一個國家，並且讓這國家毀滅或興亡？ 

這全都是沒可能的，因為神是絕對掌管的。 

 

換言之，這牽涉一個十分可怕的祕密，而我亦會在稍後跟大家作詳細分享。 

這祕密就是敵基督能夠知道將來，也是經過神允許的。 

因為是神讓他能夠在特定時間下統管世界，因為他要成為耶和華的刀。 

 

影片：敵基督掌控世界是神允許的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主日「2012 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人類活在時間空間裡，被時間所規限， 

可是，神卻是超越時間，甚至，神早已知道歷史的終結， 

並且，將這些資料寫下，成了《聖經》， 

再將《聖經》帶回過去，放在人類歷史裡面。 

 

 

 

單憑能夠不受時間限制，穿越過去未來，已經可以證明，寫《聖經》的神是真正的神。 

因此，神亦守著時間的閘門，不容人類能夠穿越，免得他們能夠隨意改變歷史或將來。 

但是，神亦會因為不同的原因，讓人類能夠預先知道將來的一小部分，例如先知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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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約拿書》當中的內容，神要約拿警告尼尼微城，若不悔改的話，審判就會臨到。 

 

約拿書 3 章 4 節： 

「約拿進城走了一日，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其後，因著尼尼微城眾人的悔改，神就不降災給他們。 

 

約拿書 3 章 10 節：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神以預言使國家的領袖回轉，改變一個國家的方向。 

但是，於《啟示錄》裡面，敵基督所要作出的掌管， 

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甚至是差不多全世界都由他所控制。 

所有國家都要放棄經濟主權、放棄本國的貨幣，加入 666 系統。 

並且，所有人也要接受獸印晶片， 

不接受晶片的基督徒，反而變成少數，被全世界所追捕、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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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是一個極為龐大及複雜的計劃，因這涉及所有國家的主權及人民的選擇。 

當中，不同國家也為著本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有著矛盾、猜忌，甚至敵對。 

所以，即使是美國總統也不可能因著一句說話， 

而能夠完成《啟示錄》所描繪的所有事情。 

 

對比 Freemason，他們以有限真知識的碎件， 

能夠在這幾百年間一步步地慢慢建立，於暗處影響全世界。 

敵基督要完成的遠比 Freemason 所作的更複雜， 

並且，敵基督亦只有一生，沒有數百年的時間。 

雖然他亦會得到 Freemason 的幫助，但是唯一使到敵基督能夠於現代社會的背景下， 

可以稱霸世界的方式，並不可能全是單純的人為因素， 

而是神有意讓敵基督擁有某程度上的屬靈能力，包括假神蹟，甚至預知的能力。 

 

馬太福音 24 章 24 節：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但由於敵基督所有的能力，都是在神容許的情況下賜給他的， 

因此，藉著神口中的氣，已經可以將他消滅。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 8 至 9 節：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就如主耶穌降生，東方的幾位博士藉著天象，已經可以預知主耶穌出生的大約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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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天象是神有意讓他們認知一部分星宿的祕密， 

從而使他們完成神計劃的一部分，就是為初生的主耶穌送上禮物。 

同樣，神要製造敵基督統治全世界的背景， 

亦會用這個方式，讓他知道一部分真知識的碎件，甚至預知事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 

這種預知的能力，讓所有人都以為他擁有如神一樣的能力， 

讓他以預知將來的方式，得著財富與權力，甚至國家將權力拱手相讓， 

讓敵基督得以控制世界，讓他走進敵基督的角色裡。 

 

無論如何，我們都一定要知道，所有人知道將來的事情，都是經過神的允許。 

舉例：在恩賜運作中，我們一定要懂得分辨甚麼是將來？甚麼是結局？ 

 

 

 

就像我在自傳中分享到在恩賜運作領域中， 

我懂得分辨並知道這個人做一件事會有甚麼結局， 

但我亦同樣知道，這個人的將來，而兩者是不同的。 

 

若然我知道那個人的結局，換句話說， 

只要那個人願意改正，那麼他的結局是能夠改變的。 

這就如《申命記》所記載一樣，人可以選擇祝福或咒詛， 

如此，他的結局是可以改變的，但相對地，他的將來卻不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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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是不能改變的，就是說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發生， 

就如主耶穌基督一定要降世為人，這是一個神不會改變的將來， 

即使當時希律知道主耶穌即將降生，他還是未能把主耶穌殺掉， 

因為這是神所定準的，將來有些事情是不能干預的，因為那已經是將來。 

 

這樣，有沒有人能夠真真正正知道將來？ 

其實是有的，但都同樣要經過神允許下知道，並且神會使他不能改變將來。 

即是說有些事情一定要發生，譬如主耶穌降臨，神指定了祂一定會降臨， 

但是有沒有人可以把這一切改變，使祂不降臨呢？ 

不可以！因為那是不可改變的將來！ 

 

但是，神有時讓我知道某些人的結局，並且祂讓我知道那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那是他繼續做下去所誕生的結局，是他所選擇祝福或咒詛的結局，這是可以改變的。 

 

要是在沒有任何干預底下，或是在他不願意改變的情況下，他一定會得到這個結局， 

這是我在過去三十年以來所親眼見證的。 

我擁有這種恩賜運作，我知道別人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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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將來可能的結局與將來的事實 

哥林多前書 12 章 7 至 11 節：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 

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 

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繙方言。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原來，踏入新約時代，在五旬節中，新約教會經歷聖靈澆灌， 

門徒得著聖靈充滿之後，聖靈賜下各樣恩賜給予基督徒。 

基督徒不但能夠傾聽神的聲音，甚至靠著聖靈和持著信心，能夠運用各樣恩賜， 

並且說出預言，這就是我們所稱為的「恩賜運作」。 

 

羅馬書 12 章 4 至 6 節：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事實上，關於恩賜運作和傾聽神的聲音的教導，早於 25 年前 ── 1990 年 1 至 3 月開始， 

日華牧師經已在錫安教會第一代家聚信息當中，按著各個代數的家聚， 

逐步開始分享到傾聽神的聲音和恩賜運作的詳盡教導。 

其中，在家聚信息第 160 篇恩賜運作第八篇信息當中， 

日華牧師經已詳細分析了《聖經》中「預言」之兩大概念：神的 Rhema 與神的 Logos。 

 



20150125   www.ziondaily.com 
 

 
 25 

原來神藉著先知所頒布的預言 ── 神的話語， 

當中同樣有神的 Logos 和神的 Rhema 兩種形式。 

 

 

 

神以 Logos 方式頒布的預言，我們稱之為「將來的事實」， 

這些預言都是不可改變，是必定會應驗的， 

因為神透過先知所說的預言，在「時間流」當中， 

都是將來既定了的事實，沒有任何人意可以更改的。 

 

 

 

正如《聖經》中曾經預言到主耶穌基督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降生、主耶穌基督第二次的再來、 

《啟示錄》所預言末後的大災難和各樣事件、基督徒被提、敵基督按著神的允許， 

將要在末世統治世界、666 獸印將會出現等。 

這都是神以 Logos 方式頒布的預言，是將來必定應驗的「事實」。 

 

另一方面，神透過先知向某一個人或某一個國家所頒布的預言， 

亦有以 Rhema 方式作出頒布，我們稱之為「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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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這種以神的 Rhema 向個人所頒布的預言都會附有條件性， 

是要求這個人必須附合指定性的條件，或是神的要求底下， 

預言才會按著指定的時間和情況應驗發生，成為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 

所以，這種個人 Rhema 方式的預言是可以改變的， 

是可以成為一個忠告，成為一個提醒，是一個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 

甚至這種 Rhema 方式的預言，可以因為指定性的條件改變了， 

導致整個預言和先知的忠告最終沒有發生。 

 

 

 

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約拿書》記載神對古代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城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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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拿書 3 章 1 至 4 節：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

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是極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

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約在主前 800 年，神的先知約拿頒布尼尼微城在 40 日後必然傾覆， 

結果當這種 Rhema 方式的預言頒布之後，尼尼微人認罪悔改。 

 

約拿書 3 章 5 至 10 節：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譯：披上麻布）。 

這信息傳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 

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嘗甚麼，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 

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亡，也未可知。』 

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了。」 

 

尼尼微人明顯地因為干預了先知約拿所發出之預言該會應驗的條件，就是尼尼微誠心認罪悔改， 

結果在 40 日之後，尼尼微城沒有傾覆滅亡。 

 

 

 

甚至《聖經》記載，先知約拿眼見預言沒有如期應驗，因此心大大不悅。 

 

約拿書 4 章 1 節： 

「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 

 

事件直至尼尼微人再次行惡，遠離神。 

及至在先知約拿 150 至 200 年之後， 

約在主前 630 年，神興起先知那鴻出現，預言尼尼微城必歸於無有。 

最終在主前 612 年，新巴比倫人圍攻尼尼微城 3 個月，亞述首都終於陷落，亞述也自此傾覆。 

事件由先知約拿所頒佈預言，由原本的 40 日後，卻延遲約有 200 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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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例子，就是記載在《列王記下‧20 章》希西家延壽的例子。 

因為希西家犯罪，神藉著先知以賽亞頒布預言，預言希西家患病必死，並囑咐他要留下遺命。 

 

列王記下 20 章 1 節： 

「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 

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 

 

然而，當該預言發出之後，希西家一樣認罪悔改， 

結果，預言該會應驗的條件被干預，因此，神給予希西家一次寬容的機會， 

延續希西家王多 15 年的壽數。 

 

 

 

列王記下 20 章 2 至 6 節： 

「希西家就轉臉朝牆，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 

按誠實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賽亞出來，還沒有到中院（院或作城），

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 

“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醫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 

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壽數，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 

我為自己和我僕人大衛的緣故，必保護這城。”』」 

 

所以，當我們認識預言和傾聽神的聲音的時候，就必須理解， 

預言有神的 Logos ── 「將來的事實」和神的 Rhema ── 「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兩種形式。 

有部份的預言 ── 「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原來是可以改變和干預， 

正如《申命記‧28 章》所記載，人一生的祝福和咒詛、生命和死亡， 

可以隨著人對神的話語和律例的反應，而得到相應的祝福與咒詛， 

因此，導致「將來可能會發生的結局」出現不同變數和結局。 

 

故此，日華牧師藉著《聖經》的研究，在錫安教會訓練一對一門徒學習傾聽神的聲音和恩賜運作時， 

亦運用了一套非常有智慧的訓練方法，好讓弟兄姊妹求問恩賜運作的類别，以免改變「將來的事實」。 

因此，弟兄姊妹在學習恩賜運作時都能夠精益求精，不斷突破傾聽神的聲音進深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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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之所以讓我知道，是因這個人的結局可以被我改變，或是他自己可以改變， 

而那些不是關於不能改變的將來，簡言之，神完全掌管世界上一切的事物。 

回到原先的問題，關於能夠預知將來的人，其實他能預知，是神所允許的。 

 

影片：預知將來的能力是經過神嚴格的限制 

2015 年 1 月 25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神在《聖經》中不斷強調，神是掌管萬有的神，神是一位預知將來的神。 

 

 

 

詩篇 103 篇 19 節：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他的權柄（原文是國）統管萬有。」 

 

啟示錄 1 章 19 節：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以賽亞書 44 章 7 節： 

「自從我設立古時的民，誰能像我宣告，並且指明，又為自己陳說呢？ 

讓他將未來的事和必成的事說明。」 

 

但以理書 2 章 29 節： 

「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祕事的主把將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所以在人類歷史中，最受人尊重的都是那些能說準確預言的人， 

他們的能力甚至遠超一切君王精英所擁有的，因此，神會嚴格限制人能說預言的能力。 

而神亦從《聖經》中的歷史和預言，讓我們知道無論是大事或小事都是由神所掌管的。 

因為如果神無法掌管大事，祂就不可能是掌管萬有的神，也不可能掌管人類歷史。 

但神不單只要掌管大事，連最細微的小事也要掌管，因為世上所發生的任何小事， 

都可能產生「蝴蝶效應」，就是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 

 

所以既然神是掌管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會否想到， 

所有關於預知將來的能力，其實都會使未來被這一個預知改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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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一個人預知將來，就可以改變將來，所以，任何人被神允許知道一個不可以被改變的將來，

就好像《聖經》中的預言是必定經過神嚴格限制下，才允許這一個人或先知知道有關將來必成的事。 

起碼這一個先知不會把將來的事，在未得到神的允許之前就隨便告訴任何人， 

甚至主動作出一些行動，把這個將來改變了。 

如果這個知道未來的先知不是完全順服神，神就不可能掌管將來，神亦不可能掌管世界。 

因為如果有人可以在沒有神的允許底下而知道將來，他就等同神可以隨意改變將來一樣。 

 

例如有一個人知道下一次香港「六合彩」開彩的號碼，這個人的將來就會因此而改變。 

因為假如這人只是一個中下階層人士，當他知道下一次「六合彩」的全部開彩號碼後， 

定會投注下一期的「六合彩」，於是，在一日之間成為千萬富翁。 

這不單使他的人生在將來大大地改變，甚至連他的家人、親戚、上司、同事和朋友， 

或他的工作、事業和婚姻，甚至性格和信仰都會因此而改變。 

所以，任何人如果知道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是代表這一個人擁有了改變將來的能力。 

如果這人未經過神的允許而預知將來，就會令所有事情失控，而神亦不可能掌管將來了。 

 

因此，神嚴格限制大部分人預知將來的能力，只因一個人能預知將來，等如這一個人可以改變未來。 

相反，有一些人能預知將來，並因此而改變未來的話，就一定是神所容許的， 

神的目的為要透過這些人，把未來改變成神所指定的方向。 

例如主耶穌基督因著知道自己是救主，而主動踏上釘十字架的路途； 

而敵基督亦是因為預知世界的走向，而成為末後日子的大奸角，成就神對全地的審判。 

 

假若，我們以人倫方式去想，不論是將會發生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或是「七年大災難」， 

其實都會死掉許多人，動輒死掉全球四分一人或五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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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有些是神想救的人，那麼，神會用什麼方法呢？ 

要知道現在大家確信錫安教會這套信息是來自神， 

但世界上有多少人聽到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有些人上 YouTube 只是五分鐘熱度，超過五分鐘都不會聽， 

所以二十多分鐘，超過 2 小時的信息，不會有那麼多點擊，他們就是這麼可憐。 

錫安教會的信息能在兩三小時內聽完嗎？絕不可能，因這世界要知的事情多的是。 

對神來說，若祂要救一些人，但那些人又聽不到錫安教會的信息，若果時間又緊迫的話， 

祂可以怎麼辦呢？所以《約珥書》說， 

末後日子，神用祂的靈使少年人見異象，老年人作異夢去知道某些信息。 

他們可能知道真知識的萬分之一，但那萬分之一便能夠拯救他們。 

 

 

 

例如 Webbot 就是按著邏輯及神掌管的現象而預測將來。 

試想，發展到今天的電腦程式 ── Webbot 能預知將來， 

那是可不經過神的允許而會做得到嗎？ 

換句話說，在神的全能下，Webbot 是否設計另一個全能出來而改變將來？ 

這是否意味著，在神完全大意、控制不住的情況下， 

Webbot 因預知這些事而提醒這個人，並且改寫了那人命運或國家命運？ 

Webbot 在不經神允許之下能出現嗎？根本不可能。 

因為關於時間的所有事情，皆被嚴格地限制，甚至限制到一個階段，人類也不能回到過去。 

無論用多大的能量，即使是動用整個宇宙的能量的總和，也只能退回數分鐘。 

 

所以，像 Webbot 這樣如此龐大和震驚的發明，一步一步的演進，  

甚至能知道將來，這都是在神的允許下，Webbot 才能知道一些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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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碎片僅限於透露不能改變的將來，或能改變結局。 

將來是無法改變的，因為將來早已存在。 

過去、現在和將來已經存在，但結局卻不存在，並且是可以改變的。 

正如《申命記》並沒有說結局早已定下來，所以人們沒法選擇，祝褔與否也都命定了； 

相反，《申命記》指出，人類可以選擇祝褔或咒詛，所以將來已經存在，神並不容許人們去改變。 

 

 

 

我們現在所見的很多異象或異夢，都是神給予世界的一個憐憫和恩典。 

我們不能稱那是屬邪靈或是屬魔鬼，假若將神的憐憫說是邪靈，那人必定要下地獄。 

若有人說：「Webbot 是邪靈！」卻有人相信並因而離世， 

這會使很多人無辜受害，因為這改變了一些人的結局。 

 

Webbot 不能改變將來，卻可以改變很多人的結局， 

導致人類能避開「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全球有八成的人口是住在海邊，在神的憐憫下，祂不能讓所有人全都死亡， 

祂想拯救一些人，可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收聽錫安教會的每篇信息。 

所以《約珥書》指出，在神的容許下，神讓少年人可以見異象，老年人作異夢， 

他們並不是看見過去的事，而是看見關於將來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會有災難，在錫安當中會有逃脫的人， 

那時候，地上會有火、有血、有煙柱。 

 

為何要有異象或異夢？ 

這是神的憐憫，將萬分之一的知識去給予一些人，導致千千萬萬的人可以改變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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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約珥書》預言「凡有血氣」的要說預言 

約珥書 2 章 28 節：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在末後的日子， 

神並不只是把末世將發生的事告訴基督徒， 

有時候亦會告訴未信主的人，或信仰十分幼嫩的基督徒。 

 

這段《約珥書》是早已在二千多年前，連主耶穌基督還未出生之前已經預言了。 

當仔細閱讀《約珥書》第 2 章 28 節就會發現， 

經文並不是說，神要將他的靈澆灌「愛主委身事奉神的基督徒」， 

而是澆灌「凡有血氣的」，即是所有人類，甚至動物。 

 

所以，在這個末世的時候，未信主的人或異教之士藉著來自神的異象、異夢和預言， 

亦能得知神的時代計劃，這是不足為奇的。 

我們不可因為這些人不是基督徒，就把異象、異夢、和預言看為異端邪說。 

 

羅馬書 1 章 18 至 20 節：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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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分享到， 

神從古時以來，一直都把創造世界的憑據，放在祂所造的萬事萬物中， 

令人們無論是出生在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和擁有甚麼背景， 

都能夠從中推敲出神是一切的主宰。 

因為神知道人類的自我和驕傲，必然會產生出不同的宗教和思想， 

令人離開真正的獨一創造主。 

 

所以，神不單只透過《聖經》或是信主的人，把神的真實和時代計劃表明出來， 

很多時候還會透過未信主的人，又或是對基督教教義明白極少甚至有錯誤的基督徒， 

把有關將來或末世的時情景向世人顯明。 

種種的預言，最終都是指向主耶穌的救恩和《聖經》的真實。  

這是神對全人類的憐憫，不希望一人沉淪，仍願意萬人得救。 

 

彼得後書 3 章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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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愛神的基督徒，以及未信主但同讓是有良知的人， 

都可以藉著不同的渠道，得知神時代的警告而選擇神。  

在末世時，世人可以藉著來自不同背境之人的預言， 

逃避過各種的大災難，在《啟示錄》七年大災難的時期生存下來，悔改信主。 

 

例如 16 世紀著名的女先知 Mother Shipton 和 13 世紀神父約翰菲德（Johann Friede）， 

他們的各種預言絕大部分都非常準確地應驗， 

並且他們所看見有關末世的異象，都非常吻合《聖經》對末世的形容。 

這些已有數百年歷史的預言，竟然可以準測地預測發生在今天的天災人禍， 

讓活在奢華宴樂的現代人，得知神審判日子的接近，《啟示錄》的時代已經近在眼前了。  

 

又例如 16 世紀的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和 20 世紀的睡夢先知 Edgar Cayce， 

他們的末世預言都和《聖經》所說的相當吻合。 

雖然他們都自稱是基督徒，然而他們卻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都跟《聖經》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但是神都讓他們得著部分末世預言的碎件，容讓那些不信神的人，在末後大災難出現之前或期間， 

因預言而避過災難，有最後的悔改機會。  

 

到了現代，更出現了很多有關從死裡復活經歷的個案（Near-death experience）， 

這些在死亡邊緣活過來的人都不謀而合地看見地球末日的異象， 

而異象的內容竟然吻合《聖經‧啟示錄》的預言。 

他們有小部分是牧師，小部分是基督徒，但大部分都是不信神的人， 

但全部都因著死裡復活的經歷，而大大改變了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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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之後都一生委身愛神，傳揚福音和末世的信息。 

 

而現代人也利用對時空的理解，設計了 Webbot 和遙視技術。 

Webbot 和遙視者所預告的未來世界，竟然都跟《聖經》同出一轍。 

Webbot 曾在過去準確預測 911 事件、南亞大海嘯、颶風卡特里娜， 

甚至日本 311 事件所引發的核污染， 

但 Webbot 亦預測將來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可見，神甚至容許電腦程式準確地預告末世景況，原因並不是神不能改變將來， 

亦不是神任由一個可以預測未來的電腦程式，來把將來改變， 

神的目的是為了更多人能夠得救信主，令他們不需喪命於災難之中。 

同樣地，神都讓他們得著部分末世預言的碎件， 

好讓那些信主和不信的人，在末後大災難出現之前，都能把握最後機會悔改。 

 

這就是為何我能夠知道人們的結局，如果你掌握和明白恩賜運作，神便會告訴我們更多事情。 

例如一個人名叫「No.9」，有許多人聽「No.9」所說的話。 

但神知道，給予他關於將來的資訊時，會有太多人聽從他的話了。 

即是連神想審判的人，也會因聽從他的說話而能避過災難，那麼，神會怎樣做？ 

 

祂會給予「No.9」一些碎件及美麗的誤會， 

導致在聆聽他分享的一萬人中，只有十五人會願意相信。 

另外的九千多人，便會按照將來的預定而死去， 

而那十五人便會因為他所分享的話，雖不是全都應驗，但那十五人便因而可脫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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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No.9」不懂得掌握某些東西是可以分享，但某些卻是不能的，但我卻知道這事情了。 

我知道某些是可以分享，某些卻不可以， 

而分享時是需要以其他字眼代替原本的字眼，所以，神讓我知道更多。 

 

這個「No.9」未曾受過一些屬靈的訓練，他會把所看到的異象、異夢全都分享出來。 

所以神故意給予他一些殘缺的異象、異夢，這是一些美麗的誤會， 

因神不想那一萬個 Subscribers（訂閱者）聽他分享的人全都可以逃難， 

內裡是有九千九百八十五人將要死於災難中，只有十五人可以逃難。 

所以，神給予殘缺的異象、異夢，讓「No.9」不能改變將來， 

並且這一萬人之中的九千多人，一定會因而死去和受審判， 

只有十五人聽後相信，而且逃離。 

 

所以，我們並不可說他的異夢、異象是來自邪靈。 

若人們認為他的異夢、異象並沒有應驗，且是殘缺的， 

因此，需要他分享得比較準確，才相信他所說的話， 

那麼，其實是神想那些人死去。 

 

這就是我在多年的恩賜運作中所明白的要點。 

你可嘗試不以禽獸的心，反以人倫的心去想， 

這樣你便會明白，為何神會給予那些異象。 

相對地，你亦明白神的心，會明白為何那異象含有美麗的誤會。 

 

舉例：回顧 1996 年的錫安教會， 

若神不給予那麼多的問題，如約瑟般發了一個異夢，讓數個哥哥想殺死他。 

若不是 1996 年的事件，以我們的才智和信息， 

有機會在我們分享「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信息時，九成九的香港人也會因而逃難。 

 

以你們對我的認識，你們知道我所認識的事情， 

若神不是給予我那麼多美麗的誤會， 

錫安教會所分享的內容，在香港有哪一所教會能匹敵？ 

有哪一個政要可以匹敵？ 

有哪一個知識份子或宗教家能夠與我們所認識的匹敵？ 

神給予我們的帶領有誰可以匹敵？ 

因此，若不是有這麼多美麗的誤會，我們會改變了香港的將來。 

香港可能有八成人，在接著的「七年大災難」中受審判，神不會拯救他們， 

只有兩成人被拯救，所以神要預計那個比例。 

 

可是，有些人看見這些事情發生，並沒有恆久忍耐，於是就被神篩出去， 

走到一半便被篩出去；他們以為若是出於神，我所分享的便沒有一句說話會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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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你看看保羅所寫的書信，我們能夠因此而否定整卷《新約聖經》嗎？ 

若是真的跟從神，只要向這方向多想一步，便能明白我所說的話。 

但有些人自以為聰明，一生也想不通這事情，便在當中跌倒了。 

其實那個人若是坦誠跟從神，卻那麼輕易棄絕一個跟從神的人， 

那麼，這個人的信仰也會被棄絕。 

然而，當我們坦誠跟從神，便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好像這個「No.9」，若神想要他拯救的不是這 15 個人，而是 9,999 個人， 

那麼，神便會讓他的異像和異夢更清晰，減少一些尷尬的事情。 

所謂尷尬的事情，就是在預言中「哪些會應驗，哪些不會應驗？」 

或是出現不應驗，或是誤會的情況。 

 

 

 

若神想藉他，在聽到他預言的一萬人中拯救九千多人，祂其實可以這樣做。 

然而，在將要臨到的災難中，神不會這樣作，但祂有另一個方法。 

神同樣可以藉著這位「No.9」拯救這 15 個人， 

只要他懂得怎樣做，他知道神所賜予的內容，不是全部都要說出來。 

若然他全都說出來，神會讓他產生很多美麗的誤會。 

 

然而，如果他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以說出來的， 

他便會成為智者，就是選擇在適當時才說。 

因此，他仍然會拯救那 15 個人，但沒有那麼多尷尬的事情發生。 

這是你們在錫安教會裡看到，兩種情況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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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說，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神會讓一些人聽不到，聽了也不讓他們相信， 

所以，才會造成我們現有的狀況。 

但最大問題是，如果連我們自己也不相信神的信息，  

那麼，我們也會成為受害者，這是牽涉到將來和結局的關係。 

神不容許任何人去改變將來，正因如此，神所告知你關於將來的事， 

處於這個限制下，你不能作任何改動，祂才會把將要發生的事不斷地告訴你。 

 

換言之，我按著這項原則去查考， 

無論是 Webbot 對將來的預測、一些著作描述許多人所見的異象和異夢， 

或是一些人在死裡逃生時所遇見的景象， 

我便能分析得到哪一些是真的來自神，誰的信息合乎其身份，明白哪些是美麗的誤會。 

並且，你會知道哪些是神故意設下的，好讓某些人不能避過一劫， 

他們縱然知道將來，但始終都是要死， 

這些預言最終也不能拯救他們，我是以此方式去分辨的。 

 

事實上，我對將來的認知，也需要這些碎件幫助我去拼湊出大圖片， 

因為，關於將來的事實在太龐大。 

縱然我能知道香港的未來，但我卻不知道美國的西岸、東岸將來會如何？ 

夏威夷會怎麼？亦未必知道台灣會如何？ 

我需要許多他人的異象、異夢讓我去解構將來。 

 

現在，我才能與大家分享關於國際性的變動，大大超越了香港範圍的知識， 

就如最近，香港發生的事件真的按照我所分享的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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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球局勢的走向，亦是按照我向大家所分享的逐步應驗。 

從這個概念，我們便知道應以什麼態度去看《約珥書》中， 

神讓「少年見異象，老年人做異夢」的經文。 

 

 

 

我們不應驕傲地說這是來自撒但、敵基督，這會令自己成為了神審判的對象，招致滅亡， 

因為，那是聖靈所作的事，《約珥書》中指的斷不是邪靈的作為。 

並且，我要再三強調，在神容許下，才會讓我們知道關於將來的事。 

而且神是很嚴謹的，祂知道我們分享出去的信息會影響人們的將來， 

而將來是由神掌管，祂不會讓人任意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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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便能明白，為何 Webbot 所知的是有缺陷？ 

 

 

 

因為這是神故意讓人不能完全知道將來的事情。 

然而，有些事件你知道是必定會發生的， 

因為在 Webbot 的漣漪效應中所見的所有事情， 

會發生的事，它會不斷重提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而已。 

 

如果按著我們現時所預知的很多概念，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會被提呢？ 

當你們知道將要被提的時間，那你們就會知道為什麼 Webbot 不斷提及這些字眼， 

但卻不能準確地預知確實時間，因為神不容許多人能逃離這災難。 

 

其實，下次我會再就此詳細分析， 

我們被提的時間是介乎於剛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 

以及美金變成廢紙前的 24 小時，我們就是在這時間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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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預告被提的時間介乎第三次世界大戰與美金死亡之間 

2015 年 1 月 25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59 篇信息， 

日華牧師從《聖經》的預言與宏觀敵基督藉著 Freemason 種種的部署分析指出， 

基督徒被提的時間最有可能將按著以下次序發生： 

 

1、在接下來的日子，全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將會率先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俄羅斯和世界各國逐步出現一些軍事行動和戰爭，經過數個星期至數個月之後， 

全世界因而逐步形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局面。 

 

2、當世界剛好全面形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局面之後， 

合乎時刻儆醒資格的基督徒就會被提，由於有大部分基督徒於世上消失，社會將會出現大混亂。 

 

3、接著，在基督徒被提差不多 24 小時之後，Freemason 早已計劃及部署的「美金死亡」就會發生， 

將會觸發全球經濟和貨幣崩潰。 

 

 

 

繼而，666 獸印系統會按著 Freemason 一貫 Order out of Chaos 的方程式趁機出現， 

成為這個危機的答案。因此，《啟示錄》第 13 章所記載的 666 獸印系統， 

就是接著《啟示錄》第 12 章所記載，「婦人的男孩」被提之後才會應驗發生。 

所以基督徒被提的時間，將會介乎在第三世界大戰與美金死亡之間的一個時段， 

事實上，以現時世界的走勢，距離發生第三世界大戰亦已經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有關基督徒被提進一步的詳細分析， 

敬請留意，接著「2012 榮耀盼望」第 260 至 262 篇信息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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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留意，美金變成廢紙，或是白銀的價格颷升至天價。 

為什麼 Webbot 一直未能準確預測呢？ 

因為美金真的變成廢紙前的 24 小時，我們就是在該時段被提。 

 

 

 

當你理解這一切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原來很多訊息是要分類的。 

舉例說如果有一天，Webbot 突然告訴我們： 

「我知道了！美金確切會在 2015 年的 1 月 15 日變成廢紙。」 

那麼，我們便會在 1 月 14 日被提，就是這麼簡單。 

在這情況下，Webbot 當然不能準確預測這一點， 

那你就會諒解、理解這事，而不是驕傲自大地認為 Webbot 不準確， 

若是這樣，這個人一定不會被提。 

因為在一間充滿教導、滿有恩典的教會，我們竟然仍有本事學習驕傲。 

更甚的是，這教會的信息並非是弟兄姊妹查考出來的，而是神送給我們的， 

若然我們仍有本事驕傲的話，恩典越多、驕傲越大，這就不能怪自己不能被提了。 

 

我懂得分辨，因為多年來，我在恩賜運作中，有些內容是神直接告訴我的， 

有些祂卻不會告訴我，待我真正有足夠的成熟以後才會告訴我。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能夠閉口不言，有些話說了出來則會改變了自己的將來， 

這樣的話就已經超越了我的範圍，是我不能夠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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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就是為什麼我懂得教導弟兄姊妹在街頭佈道或「說的聚會」中求問神是哪一類恩賜運作， 

因為神是這樣分類的，好些不同的類別和程度，根本就牽涉到改變將來的。 

神不單不讓你改變一個國家的將來，連一個人的將來也不容你改變。 

那麼，你就知道他給你的預言、異夢或異象，是要經過多少層過濾。 

所以，《聖經》中提到，耶和華的話是在爐子煉七次，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七個階段要全然通過，神才能讓你知道將來，但你所知道的事情， 

總之你不要加減神的話，要直接說出來。 

 

 

 

因為當中有些內容是不容許改變將來，你可以改變結局， 

但卻不能更改已存在的將來，因為整本《聖經》也是這樣寫成的。 

 

《聖經》是在時間完結後才寫成的， 

那麼，如果它寫出來後，又可改變將來的話，人類歷史豈不很混亂？ 

如此，《聖經》便不會知道將來，因此，神不讓我們改變將來， 

因此，預言便是這樣仔細地作出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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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我們怎樣求也不能求得到， 

有些事情，卻可以藉著查考而得著，當愈來愈接近，便能夠知道其特質。 

當我們對《聖經》愈來愈熟悉，便會明白某些事情是我們絕對不能知道的。 

 

例如 Webbot 或某人的異象、異夢，根本不能知道某些事情。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它不知道這某些事情，而輕看 Webbot。 

因 Webbot 雖然不知道某些事情，但當它不斷重複時， 

你便會知道，那事情很逼近及必然會發生， 

這便印證了我們很接近七年大災難，甚或已經在七年大災難中間。 

 

影片：Webbot 對將來事件預測之準確性分析 

在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Webbot 能準確地預測未來， 

包括對天氣、政治、新聞事件、食物、農作物和對災難事件的預測， 

無論是對事件的形容字眼，或是發生的時間，很多都是非常準確的。 

但某些 Webbot 的預測卻有誤差， 

例如對經濟、美金、貴金屬的升跌，甚至對比特幣（Bitcoin）走勢的預測， 

或多或少都有些誤差，特別是在時間性上。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Webbot 存在著不準確地方是情有可原的。 

第一個原因，Webbot 是神所允許，人類可以片面地預測將來的工具。 

但若果一個人能夠預知將來，他就可能會改變未來。 

 

 

 

這是神不容許的，以免神對人類將來的全盤計劃被破壞， 

甚至使神變為不信實，所以有一部分將來的事件，是神不容許人類改變的。 

 

因此，部分 Webbot 所預測的事件有機會會不準確。 

例如：神不會隨便讓任何人，只因閱讀過 Webbot 對經濟的預測， 

就能從身無分文，一夜之間變成億萬富翁。 

這不單可能害他一生都沒有悔改信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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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亦會大大改變他身邊親友一生的歷程，而這可能不乎合神的旨意。 

又例如神不會容許 Webbot 預測到誰是《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記載的「敵基督」， 

使「敵基督」得到國權之前因身份曝光而遭暗殺。 

因這會破壞神的計劃，甚至使《聖經》的預言落空，連神都變為不信實， 

所以，神不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第二個原因是，神容許 Webbot 預測到將來一些重大事件， 

但卻在時間性上的預測有所偏差。 

例如「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準確的發生時間，Webbot 就未能夠預測得到。 

因為神容許 Webbot 預測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目的是令基督徒敬畏神，因著事件吻合《聖經‧啟示錄》的預言而作出充足的預備， 

甚至在早幾年已經開始為自己及身邊的人，預備在另一個省份或國家的避難居所， 

並確保能在災難發生前的 24 小時及時逃離災區。 

因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級數的大災難，如果沒有充足的準備，人們根本沒有生還的機會。 

 

但是，神卻不容許 Webbot 預測得到「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準確發生時間， 

讓那些敬畏神和相信《聖經》的基督徒可以得救。 

因為，當這些人知道神在這一個時代的旨意，就會一直持守到底， 

就算預測似乎暫時落空了，他們都會看為是神所容許的美麗的誤會， 

因而最終有一次因預測的應驗而能夠逃難成功。 

並且因為多次的綵排走難而得到更多明白 Webbot 預測的智慧，而一次比一次更準確。 

 

 

 

同時，讓那只是想乘坐「信仰順風車」，卻又不愛神的人， 

會因為多次的預測落空而放棄信心，甚至反過來敵擋神的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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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最終因不信，都不能逃離神的審判， 

使到最終只有少數活在神的旨意中的基督徒可以得救。 

 

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是非人類的印證。 

可能你已經知道一些事情， 

但在世界某一角落，在神容許的情況下，也可以藉著科學而知道那些事情。 

例如科學、數學都是在現實中能夠證明的確據， 

數字、統計等也能確認我們所知道的知識。 

Webbot 是沒有內置人性的機械，它卻可以確認這樣多的事情， 

如此，我們便要懂得分類， 

當中有些事情在 Webbot 的範圍內，有些則在範圍外， 

亦有些是神放在當中美麗的誤會，令某些人在這事情上跌倒。 

 

現時，你便會明白，當主耶穌分享「天國比喻」時，是刻意令當中一些人跌倒。 

因為那些人若不跌倒，便會改變將來。 

 

 

 

所以，有些人會繼續瞎眼，有些人則會繼續在疾病之中， 

這就是「天國比喻」為何一定要用比喻的原因。 

因為對於某些人而言，他們一聽便會明白， 

但對於另一些人，他們聽後卻會立即產生誤會，所以他的將來沒有被改變。 

 

「天國比喻」告訴我們，神創造這個世界， 

當中，所有的將來都很嚴格地管制，時間也是很嚴格地管制。 

為了不改變將來，關於將來的預知也是很嚴格地管制。 

在我恩賜運作這麼多年來，我明白有些事情我能夠運作，但有些卻絕對不能。 

 

Webbot 能有如此奇效，不可能是未經神允許而能做到。 

若非神的超級恩典，世上不可能有如此的人或事物能有這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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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神所創造世界的物理性質、各樣的原理、實體存在的現象， 

甚或沒有祂的故意設計，區區電腦程式豈可能運行？ 

 

千萬別以為這是神的設計漏洞，容讓 Webbot 能進行預測。 

如今亦然，少年人見異象、老年人做異夢而得知將來， 

這不是神設計世界時的漏洞，而是神容許下才可能存在。 

我們應該以尊重的態度看待，我們才能因而於當中成為一個智者，一個受神祝福的人。 

 

我可於過程中了解更多，當我留意到這些人的預測十分準確， 

舉例：如當時預測「311 事件」，那人所說的，雖然真的救了某些人的性命， 

可是，他又為何不能說得再精準一點？ 

 

然而，當你愈了解並愈懂得擁有一個小孩子的心，你便愈了解神的心。 

因為就如我常問神：「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不可以？」 

原來當有些人知道以後，便會避過一個災難，將來亦因而被改變。 

於這原則下，你就能解明一件事， 

如亞伯拉罕還未信主以前，神便呼召他離開迦勒底吾珥， 

你卻不能說：「你還未信神，那次決不是神的聲音引領，一定是魔鬼，快斥責其離開！」 

瘋子與驕傲的人才可能這樣做，亞伯拉罕可是於未信主便一直跟隨神走。 

 

亦如所多瑪、蛾摩拉的毀滅，亞伯拉罕卻是預先知道的。 

然而，他預先知道的原因，是因為那時沒有 iPhone 等智能手機的緣故， 

因此，他不可能預先通知所有人離開，他只能與神討價還價，求祂拯救城內的人。 

因此，居於城內的羅得，只有不足二十四小時的逃生時間。 

 

從中你便明白，神的家中有亞伯拉罕級數的信仰，亦有羅得級數的信仰之分。 

當時若有 iPhone，我相信亞伯拉罕不可能預早這麼多日知道。 

事實上，羅得也是如此，他就是這個信仰程度和級數的人。 

那兩位天使，在這個最後的時候才叫羅得離開。 

有人會說：「你若是來自神，你就不應該在最後時候才作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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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我們會認為「來自神就不應該是這樣，不應該是那樣。」 

可是，這種想法究竟有哪一段經文這樣記載呢？ 

有些人就是按著自己的無知，去推論一些自己所不認識的事情， 

那麼，神就隨便他們在那個時候跌倒。 

有人又會認為「既然是天使，既然是預知，是時間之外， 

那麼，應該可以預早一點通知，或是預早兩天、兩星期， 

甚至是兩個月，通知羅得要離開這個城市。」 

因神有祂的心意，所以這兩位天使要到最後才說出來，使羅得連親戚也無法帶走， 

更別說是那個城市當中，那些命定要滅亡的人。 

 

神也預定，羅得按著自己的信仰，只能夠帶著同等的數量物品離開。 

所以，就定出了這個時間和程度，而不是從這裡來判斷， 

「這個天使是軟弱、能力不足、行動慢、無法預早數天到達。」 

這是一種妄自專大的釋經法，但很多人也是如此。 

並且，他們不單如此釋經，他們解釋人生也是用這個方法。 

但無可否認，在接下來的日子，有大量羅得信仰級數的人是住在所多瑪、蛾摩拉這種級數的城市。 

這些住在所多瑪、蛾摩拉級數城市的人，他們全都要滅亡。 

所以，這個城市當中，不可以出現一個像亞伯拉罕信仰級數的人物， 

但亦有很多羅得信仰級數的人，是最後才知道要離開這城市。 

 

甚至在知道的時候，不論是時間還是其他，都是僅僅使他自己得救，連親人也無法拯救。 

神的掌管就是到達如此仔細的階段，事實上，我們也看見神在我們的信息當中， 

一樣是掌管得如此仔細。 

 

因此，在末後日子，我們能夠想像， 

現時，我們的信息為什麼不是有很大的廣傳性和世界性， 

因很多人真的要進了棺材才知道，我們所說的是真實性， 

有些人更加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所以或許有人會問，結果我們在香港人面前的認受性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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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看在香港裡，神想要多少人滅亡。 

如果神覺得香港有一個特別的使命，或者中國有一個特別的使命， 

神就會讓我們這套如此重要的信息有更多人知道。 

這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所以，亞伯拉罕級數的資訊是來自神的， 

而羅得級數的資訊也是來自神。 

這是因要達到一個不能被改變的將來。 

 

影片：神給他的僕人預知災難臨到和逃難的時間性 

在 2015 年 1 月 25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有關《創世記》記載， 

當神毁滅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個罪惡滔天和普遍奉行同性戀的城市時， 

神在事件發生之前的極短時間內，只通知了居住在城外幾十公里遠的曠野的亞伯拉罕， 

讓他可以為居住在所多瑪的羅得和他的家人代禱，因為神只想救羅得和他的兩個女兒。 

 

創世記 13 章 10 至 13 節： 

「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

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亞伯蘭 （即亞伯拉罕） 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創世記 13 章 18 節：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裡居住，在那裡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創世記 18 章 20 至 25 節：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重，聲聞於我。我現在要下去，察看他們所行的，果然盡像

那達到我耳中的聲音一樣嗎？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轉身離開那裡，向所多瑪去；但亞伯

拉罕仍舊站在耶和華面前。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要剿滅嗎？假若那城裡有五十個

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嗎？不為城裡這五十個義人饒恕其中的人嗎？將義人與惡人同殺，將義人與

惡人一樣看待，這斷不是你所行的。審判全地的主豈不行公義嗎？』」 

 

創世記 19 章 12 至 16 節： 

「二人對羅得說：『你這裡還有甚麼人麼？無論是女婿是兒女，和這城中一切屬你的人，你都要將他

們從這地方帶出去。我們要毀滅這地方；因為城內罪惡的聲音在耶和華面前甚大，耶和華差我們來，

要毀滅這地方。』羅得就出去，告訴娶了（或作將要娶）他女兒的女婿們說：『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

因為耶和華要毀滅這城。』他女婿們卻以為他說的是戲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羅得說：『起來！帶著

你的妻子和你在這裡的兩個女兒出去，免得你因這城裡的罪惡同被剿滅。』但羅得遲延不走。二人

因為耶和華憐恤羅得，就拉著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並他兩個女兒的手，把他們領出來，安置在城

外。」 



20150125   www.ziondaily.com 
 

 
 50 

 

由於當時是距今四千年前的遠古時代， 

除了用人力或馬匹送信之外，再沒有更快捷的交通和通信工具， 

讓住在幾十公里外希伯崙地的亞伯拉罕，能通知住在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居民， 

所以，亞伯拉罕沒有方法可以及時通知羅得， 

叫羅得和他的一家，可以在滅城災難發生前可能是十個小時離開所多瑪， 

甚至可以不單只叫自己的太太和兩個女兒離開，亦可以救回自己的女婿甚或城中的其他人。 

 

 

 

但是，由於神是掌管萬有、人類歷史和將來的神， 

祂已經定了只有羅得和他的兩個女兒可以在這一次審判中得救， 

甚至是一無所有地離開所多瑪，不能帶走當中任何財物， 

只能隻身在天使的催逼和拖帶底下，在災難發生前少於數小時內趕緊地離開所多瑪。 

因為《聖經》記載，羅得所逃到瑣珥的地方，距離所多瑪和蛾摩拉只有數小時的逃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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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9 章 16 至 22 節： 

「但羅得遲延不走。二人因為耶和華憐恤羅得，就拉著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並他兩個女兒的手，

把他們領出來，安置在城外；領他們出來以後，就說：『逃命吧！不可回頭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滅。』羅得對他們說：『我主啊，不要如此！你僕人已經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顯出莫大的慈愛，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這災禍臨到我，我便死了。看哪，

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這不是一個小的嗎？求你容我逃到那裡，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

對他說：『這事我也應允你；我不傾覆你所說的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為你還沒有到那裡，

我不能作甚麼。』因此那城名叫瑣珥（就是小的意思）。」 

 

事實上，住在所多瑪和蛾摩拉城外另一個地區的亞伯拉罕， 

就算比羅得更早知道災難的發生，亦不可能通知羅得， 

因為，當時距離神的使者滅城的時間只有少於 24 小時， 

所以亞伯拉罕只能在神面前禱告，求神盡可能拯救城中居住的義人， 

明顯地，亞伯拉罕所指的就是他的姪兒羅得和他的一家，甚至可能是因羅得而信主的人。 

 

然而，若果事件發生在今時今日，神就不可能以當日審判所多瑪和蛾摩拉同樣的方法通知我們了。 

因為以今時今日的通訊設備，例如：電話、傳真機、人造衛星、互聯網、智能手機等等， 

已經可以在短至數秒的時間，把神所要審判某一個城市的信息，通知在地球上任何一個人了。 

萬一神要審判一個城市，而又以通知亞伯拉罕，甚至羅得的方式和時間性來通知今天的我們的話， 

就可能令原本在神審判之列的人，都因及時知道審判將臨的資訊， 

趕緊以飛機或直升機逃離神所審判的地方，而沒有受到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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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神亦有方法使到有充足準備的惡人，會因為超自然的攔阻而不能得救。 

所以，現時神將要審判全地之時，其災難的級數是比所多瑪和蛾摩拉龐大得多， 

就如同 Webbot 和 The Farsight Institute 的遙視者所預測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或是遙視者 Ed Dames 所見的「Killshot 級數太陽風」， 

就算有人可以在災難發生前知道，亦可能逃不過災難的毁滅， 

因為這些災難的幅度實在太大了。 

 

無可置疑，神是萬有的主宰，神要審判的對象是沒有人可以因及早得知， 

而能改變神的計劃，只有那些願意絕對順服和一生跟隨神的基督徒， 

甚至是一早已經因神的帶領作出多次的逃難，並為災難作出物資和屬靈上綵排的基督徒， 

又或是看見別人所不認同的徵兆仍作出逃難的基督徒，才是神所拯救的對象。 

因為神可以藉著美麗的誤會，使到不信的人以為這些災難的預測是騙人的， 

好像童話故事「狼來了」一般，使那些不是一心以信心和盼望跟隨神到底的人， 

不可能從災難中得救。 

 

馬太福音 24 章 14 至 22 節：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

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

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

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

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

那日子必減少了。」 

 

第二章：總結感言 

相信神給予我們的信息，能夠幫助我們在傾聽神的聲音方面有嶄新的認識。 

在末後日子，即使是羅得也會有段時間能夠聽見神的聲音， 

但他卻要懂得分辨，並要知道怎樣做才可以減低人生的損失， 

否則，便會像羅得一般，不能帶走財產，太太也在半途中死亡，出現種種混亂的情況。 

所以，聖靈明指在七年大災難時，有耳可聽就應當聽，不要因一己的私慾和錯誤而完結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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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言，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迫在眉睫。 

現時，法國發生了一件十分低劣的恐怖襲擊， 

明顯地，這是假的，連特技也談不上， 

然而，這次恐怖襲擊卻引致四百萬人出來遊行，說要抵擋這些恐怖襲擊。 

 

 

 

若我們理解法國，其實他們只差一步便能實行軍法統治， 

因全世界只有美國人可以擁有第二憲法，即是可以藏有槍械， 

法國人是沒有擁有槍械的權利。 

可是，Freemason 卻可製造出這件事情， 

可想而之，歐洲在很短時間內便會很輕易地出現軍法統治。 

 

影片：偽旗行動 ── 法國恐襲事件 

2014 年 1 月 25 日，「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現時距離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非常接近。 

因法國巴黎近日發生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恐佈襲擊事件， 

這正正就是 Freemason 慣常所用的偽旗行動手段。 

為著挑起歐洲人對伊斯蘭國 ISIS 的情緒， 

而恐佈襲擊，再也不是英國及美國的專利， 

整個歐洲，甚至整個世界都落入恐懼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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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製造問題、演釋問題、提供答案，一場偽旗行動恐怖襲擊， 

一方面使到 Freemason 幕後影子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用更多的手段去監控國民， 

如「911 事件」之後，美國人要以自由去換取安全。 

另一方面，使到人民同意參與制裁 ISIS 的戰爭。 

 

今次法國巴黎槍擊案，發生於 2015 年 1 月 7 日， 

三名訛稱回教槍手，闖入多次諷刺伊斯蘭教的《查理周刊》的辦公室大樓， 

用 AK-47 步槍和火箭彈大開殺戒，至少十二人遭屠殺，包括十名記者和兩名警察， 

以及二十人受傷，其中四人危殆。 

 

事件發生後，一個伊斯蘭恐怖組織承認責任。 

槍手其後在巴黎市內心臟地帶與警方激烈駁火後逃脫。 

兩天後，槍手分別在巴黎市郊的印刷廠及一間猶太超市出現，脅持多名人質， 

所有人最終也被警方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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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這是一宗法國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槍殺案，使死傷枕藉，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法國警方並沒有進行任何調查， 

槍手就被迅速下葬，甚至墳墓連名字也沒有，為的就是要真相永遠不會讓人知道， 

不讓任何人對政府所公佈的兇徒作出任何調查。 

 

 

 

因這次槍擊案，實在充滿著眾多偽旗行動的影子。 

例如在這次槍擊案中，有人拍攝到槍手在逃走時，下車走到警員梅拉貝面前， 

近距離向警員的頭部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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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道指梅拉貝在被殺前，曾經問槍手：「你是否會殺我？」 

而他的家人，其後亦為他舉行記者會，讚揚他的英勇行為。 

梅拉貝在法國成為了英雄，因此法國警方亦為梅拉貝舉行盛大的葬禮。 

 

 

 

 

當所有人看到新聞片段，都認為這次是血腥恐怖襲擊的時候， 

其實，這明顯是另一次偽旗行動。 

我們再看一次這片段，片段中的警員是被一支 AK47 自動步槍打中頭部， 

可是，頭部中彈後，不單沒有爆開，並且警員的身體亦沒有因為中槍而產生任何跳動、抽搐， 

只是頭部垂了一下。此外，頭部中槍後，亦沒有血流出來。 

因槍手所發射的是空包彈，而不是真彈，所以在發射時，亦沒有後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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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名警員除了於頭部近距離中了一槍外，已經身中多槍而倒地， 

只是由於沒有流血，因此，觀眾並不察覺而已。 

 

我們一同留意一下，這位沒有穿著避彈衣的巡警，究竟被 AK-47 步槍打了多少下。 

 

這位警員為何身中多槍倒地，再被近距離射中頭部，但身體依然絲毫無損， 

並且在中槍時也沒有抽搐一下，不單巡警的演技不濟，並且道具血液也欠奉， 

唯有荷里活的 B 級製作，才會出現這種脫離現實的情況。 

因此，可見承認責任的回教組織、替被殺巡警開記者會的親人，通通也是危機演員（Crisis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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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既然槍手逃走時所使用的 AK47 自動步槍並不是發出實彈，而是空包彈的話； 

那麼，他們又如何以道具槍血洗《查理周刊》的辦公室大樓？ 

可想而知，整件事件亦是偽旗行動。 

 

事實上，拍攝這片段的 Jordi Mir 其後稱，他為拍攝這片段及放上互聯網感到後悔。 

因為顯易而見，就是一名途人的手機片段，破壞了這宗偽旗行動的拍攝。 

再者，我們再看一次該輛接載槍手的汽車，可以清楚見到，兩邊的倒後鏡是銀白色的。 

 

 

 

槍手槍殺警員後逃之夭夭，其後警方在另一個地方，聲稱找尋到兇徒的棄車， 

可是這輛車的倒後鏡卻是黑色的。 

 

 

 

可以說，只有下三檻、非專業的電影製作，才會發生如此道具嚴重出錯的情況！ 

劇情發展下去，就是警方在這架尋找到的所謂賊車內， 

發現槍手們戲劇性般並意外地留下了身份證，因此得以確認兩名槍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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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既然發現身份證的車輛，並不是槍手所坐的車輛，而是另一輛車， 

那麼，所發現的身份證亦不會是槍手的身份證。 

縱然演員演技拙劣、道具出錯、劇本粗疏，可是，戲，仍然要繼續演下去的。 

 

因應這次恐怖襲擊事件，2015 年 1 月 11 日，巴黎舉行過百萬人參加的大型遊行活動， 

抗議恐怖主義，當中包括 40 多國的元首參與。 

但其實，各國元首只是聚集一處拍攝短片，作假新聞之用，而不是真正參加遊行。 

並且，需要重複補拍多次，才拍攝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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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後，更撲朔迷離的是，參與調查巴黎槍擊案的警局副局長，於調查一名兇徒的親友後， 

卻突然吞槍自殺身亡。這會否如日華牧師於主日信息中，曾對調查佔中警員作出警告一樣， 

就是若果警員知道真相，但因涉及高層而不追查下去的話，最終可能會被殺掉。 

 

 

 

為了營造整個歐洲也不安全的氣氛。 

繼法國巴黎槍擊案之後，比利時警方於 1 月 15 日舉行反恐行動， 

槍殺了兩名與 ISIS 有關的恐怖分子，他們正準備大型恐怖襲擊。 

 

 

 

但由於他們已經死亡，因此真相再也沒法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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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卻給予一個藉口，讓軍隊介入，以防範恐怖襲擊， 

因保護人民的緣故，進駐各個地方。 

其實，這正是軍法統治的先聲。 

其後，法國、德國及比利時於反恐行動中， 

聲稱撿獲大批恐襲裝備，包括大量武器、通訊裝備等。 

當偽旗行動愈趨密集，次數愈來愈多， 

這正是讓我們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愈來愈近。 

美國其實是最難做到，因此全世界都向著這方向加速。 

 

 

 

我曾作出多次的分享，若然所有國家都預備打仗， 

在打仗前必須先戒嚴，進行這些動作，實行軍法統治， 

以防止間諜逃走，或是別國拿武器來分裂他們。 

所以在打仗前，全世界都會使用這個方法來使人民失去自由， 

即是到處旅遊的權利，然後才會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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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 

但我們卻要理解，神在這時候究竟如何向個別或與任何一個人說話？ 

在這幾篇信息中，讓大家理解神與我說話的方式，是採用拼圖方法。 

 

在此，我分享一個祕密。 

神與任何人說話時，最喜歡及分享最多內容的方式就是用拼圖， 

因為用感動的方式，永遠是知道得最少，也是最有限。 

 

   

 

但用正確的研究方向找出來的資料卻是最多、最詳細，也是最像使徒， 

所以，神用啟示來與使徒溝通，用感動來與先知溝通。 

 

   

 

啟示可以很仔細，一個字也不錯地寫出來，啟示是藉著奧祕，便是一個緊接一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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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喜歡用問題問我們，可是，神給我們的問題， 

都有恩典大的問問題方式，與恩典小的問問題方式。 

你會看到，為什麼亞當犯罪後，神尋找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問問題？ 

為什麼神很多時跟祂的子民溝通，都是問問題？  

 

 

 

原來，問問題都有分恩典與沒有恩典的分別。 

事實上，當你像我一樣，能愈發解開神一個接一個的問題和疑難的話， 

那麼，神就可以問你更深的問題，當然，更深的問題涉及更重要的祕密。 

但神問問題都有一種恩典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問題裡已經說穿了答案。 

 

神很多時問我的問題，為什麼問完後，我都可以解答？ 

其實祂是用了特別的方法問我， 

就是祂的問題本身已經說穿了答案，使我愈殷勤解謎。 

所以，你們要學習這事情。 

 

 

 

為什麼你要在錫安學習這麼多的智慧？ 

就是讓神把這恩典給你，就是藉著問問題去給你。 

這樣，祂就會說更多事情。 

 

因為，當神用問問題的方式的話，你不會到處跟別人說是自己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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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祂可以說更多。如我所說，你要知道有些事情要說，有些事情不可以說。 

但是祂問你的問題，你還在解答的話，你就不會到處向人說。 

所以，祂可以早點給你一些預知的事情。 

 

在你的言談中，字裡行間就會漏出一些口風，是會在將來發生的事情。 

這是你們常常在我的講道裡發現，因為神正在問我那些問題， 

所以我預早知道的答案，但我不可以說出來。 

 

神將來是用什麼方法給你問題？譬如我教熾焮和政叔叔玩謎語， 

可是有時候，熾焮不懂問問題。例如：你問一個正常的問題：黑貓是什麼顏色？黑色！ 

白貓是什麼顏色？白色！那麼，熊貓是什麼顏色？紅色！ 

（註：廣東方言中「熊」與「紅」是相同的）那就錯了，熊貓應該是黑白色。 

 

但如果熾焮年紀小而不懂問問題，在他的問題中會說穿了答案。 

譬如可能他會這樣問：黑貓是什麼顏色？黑色！白貓是什麼顏色？白色！ 

四川的熊貓是什麼顏色？那任何人也知道四川熊貓是什麼顏色吧！當然不會答錯。 

 

原來，有一種問問題的方法會把答案說穿了。 

但神和我之間的關係常常都是這樣， 

就算祂問極深奧的問題，我都會常常重複去想「神為什麼會這樣問？」 

因為，有時祂是故意把答案給我說穿了，而這就是一個獎勵。 

這樣，智慧又會增加，神的問答方式是會說穿了答案的話，我們就會知道更多。 

 

影片：奧祕中的恩典 

2015 年 1 月 25 日，「2012 榮耀盼望」的主日信息中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分析，他能夠得到神源源不絕的啟示， 

甚至日華牧師所得的啟示是一套需要分享幾年時間，包含歷代歷世智慧， 

既複雜又龐大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原來神不是單單以感動方式，而是以拼圖方式，在每一段時間，給予日華牧師一塊拼圖， 

讓他慢慢理解及發掘出當中的含意，甚至以一個問題引發日華牧師去思考，並進深研究。 

 

神喜歡用問題的方式與人溝通， 

神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讓日華牧師不是單單接收到神的聲音，就可以分享出來， 

還要在接收之後，要藉著信心作出回應，就是得到一個問題後思考出答案， 

從而打開問題背後所隱藏的奧祕。 

 

其實，在《聖經》中，亦出現不少神以問題方式與人溝通的事例。 

例如當亞當犯罪，吃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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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他的第一句說話，就是一個問題。 

 

創世記 3 章 3 節： 

「耶和華 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那裡。』」 

 

再者，更進一步，就是於《聖經》當中隱藏祂的奧祕。 

雖然神曾經提及，祂對摩西說話是明說不是謎語。 

 

民數記 12 章 7 至 8 節：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謎語， 

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 

 

但是，這只限於神直接對摩西所下達的指令。例如神吩咐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埃及記 3 章 2 至 10 節：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

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

所站之地是聖地。』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

臉，因為怕看神。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

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

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之地。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

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但對於神不需要摩西直接去作的事情，神卻將祂的智慧隱藏。 

例如神啟示摩西寫《摩西五經》，當中很多的內容，也不是神給予摩西的直接指令。 

因此，摩西身為作者，也不會知道當中所隱藏的奧祕和謎語。 

例如《摩西五經》隱藏著「聖經密碼」（Bible Code）， 

摩西所寫的節期和祭，不單是以色列人需要守全的律例典章， 

並且，當中隱藏了往後幾千年的歷史，包括主耶穌的降生、 

聖靈充滿、以及末後被提的奧祕。 

 

所以，神是以問題、謎語方式去隱藏祂的智慧，唯有於適當的時候才會顯明。 

亦因此，神以發問的方式、拼圖的方式，與日華牧師溝通。 

 

再者，神更會以恩典的方式，從所問的問題內容裡面給予答案的提示。 

讓日華牧師更易找到當中的答案，這就是解開奧祕中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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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神對約伯的提問。 

 

約伯記 38 章 31 至 33 節：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麼？能解開參星的帶麼？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麼？ 

能引導北斗和隨他的眾星麼？你知道天的定例麼？能使地歸在天的權下麼？」 

 

在神問約伯的問題中，不但揭示出神的榮耀和智慧，其實，在這個問題裡面， 

早已包含了「星際‧啟示錄」的奧祕。 

 

在接下來的日子，我相信，很多如亞伯拉罕或羅得的人會避開災難， 

神都會用這個方法和他們溝通。 

 

最後，我想每一個都向三個人說：「我會成為祕密的揭示者！」 

感謝主，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