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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9 月 27 日分享 

第一章：答問篇 

問題一：現時 Webbot 和許多經濟分析都指出，九月將會出現一個經濟動盪，例如美金崩潰，甚至如 

塞浦路斯一樣，政府凍結人民儲蓄。於這種凍結的情況，究竟對國內的人民幣儲蓄上（例 

如：弟兄姊妹在保管箱的物品）的影響是否很大，我們是否需要對此作出預備呢？ 

問題二：Webbot 提到關於太陽風的疾病，我們要在什麼情況下，便要開始佩戴一些防輻射的帽呢？ 

因為如果太陽疾病會導致腦神經壞死或中風的話，那就無法挽救了。 

問題三：剛才你提到那種帽子。我們之前所做的帽子，是在裡面鋪上鋁箔的，但現在，我們知道這 

些布料也能導電，那麼，我們可否在這些買來的帽子裡，再縫上一層用金屬線織成的布呢？ 

問題四：神在香港的主軸正是「玫瑰園計劃」。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作為主角，港幣會否安全呢？ 

問題五：在 8 至 9 月期間，我們可能還有實銀可以購買。根據 Webbot 的資料顯示，我們現在介乎於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前、後時間，我們應該會有一段時間需要北上預備。那麼， 

弟兄姊妹想儲備銀的話，在國內儲備是否會比較理想呢？因為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還有 

一段短時間需要調節。 

問題六：我們在 2013 年 5 月之所以北上大度假，就是基於 Webbot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Webbot 提到當白銀價格暴升就是一個標記，一至兩個月內就會出現「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而今年九月就是安息年完結、禧年開始，幾乎確定全球經濟會有很大動盪。請問是否在白 

銀暴升的一、兩個月內，我們就一定要動身北上呢？ 

問題七：近期的天馬座行動信息和 Webbot 的資料，讓我們更肯定，這就是《聖經》中，《哈該書》 

提及：金子銀子都要運到神的家中；更甚者，於今篇 Webbot 裡，這些中國大媽在不同地方 

搶購了金、銀和珠寶等等，這個預言將要應驗了。那麼，教會又將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日華牧師於 9 月 6 日主日信息中，分享 8 月 4 日 Webbot 有關全球人類所面對的大事件， 

第 8 至 18 點： 

 

第 8 點，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有關電子設計上的突破。 

第 9 點，澳洲、紐西蘭將會面對全球地土擴大，並出現利弊現象。 

第 10 點，南美及全世界在 2015 至 2020 年這五年間，將會出現國家金融、經濟溶化。 

第 11 點，氣候和經濟問題導致人民分散，產生軟性移民。 

數以億計人將到處移民，其實這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標籤。 

第 12 點，除了紐西蘭外，澳洲及美國西南部，都有新地土出現。 

新地土會成為許多難民的天堂，但同時也產生很多污染。 

並且有些人會因為開採，而失去生命。 

第 13 點，美國人在 19 個月裡，也會極端情緒化，全國人的情緒也會有很大波動。 

第 14 點，在三年內，全球所有政府設施因不穩定，而導致損壞和出現問題； 

極大的氣候轉變，導致很多土地不能居住，人類被擠在可以居住的地方。 

第 15 點，美國東面和南面的海邊會出現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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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 Webbot 預測，那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會出現海嘯的地點之一。 

第 16 點，以物易物會在美國流行，人們開始使用黃金、白銀或比特幣（bitcoin）。 

第 17 點，黃金不斷升值，這個改變對全球是非常殘忍，甚至會演變成暴動。 

第 18 點，美國會出現轉變，無論是經濟、人民的生活，都是難以想像的。 

從 2015 年開始，數百萬人在起初五年已經死掉。 

他們不單營養不良、生病、缺乏藥物和食物，並且會遇上極端氣候， 

經濟設施及維生設施，亦因缺乏電力和水源而被破壞。 

 

至於有關地土的改變，有以下幾點： 

 

第 1 點，全球將會遇到滂沱大雨和洪水，並且，一個風暴會出現數個旋轉的風眼。 

新的地土會在地底升上來，並且，新斷裂的海溝會在地底出現。 

第 2 點，地土被太陽改變，除了燒焦地土，人類、動物和植物於戶外亦會被灼傷，並導致死亡。 

第 3 點，地土改變，地球大部分地方，主要是北半球，不再適合人類居住。 

由於溫度太熱、缺水，人們需要遷移，有些地方會有旱災，有些地方則出現毒氣。 

第 4 點，全球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原因，包括：大氣變動、污染和地震。 

此外，溫度轉變、赤道地區下雪、海平面上升亦令碼頭無法使用。 

並且，這些變動會影響幾十至幾百年。 

第 5 點，颶風帶來非常龐大的雨水，這將造成一個現象， 

第一次破壞還未修復，渠道還未清理，第二次破壞就極速而來，最終無法修理，人們需要遷離。 

第 6 點，北美地震、洪水、甚至河道改變水流方向，造成社會建設破壞。 

一方面，破壞程度太大，無法修理，另一方面，因資金被凍結，亦無法作出修理， 

所以人們被迫遷離。 

 

至於外太空、UFO 資訊方面： 

 

第 1 點，太陽疾病會令很多人死亡、中風、高溫下出意外、頭暈。 

第 2 點，太陽疾病包括太陽及月亮出現怪光， 

並且，在接下來幾個月，會有一些關於外星人侵略的消息被洩露。 

第 3 點，海底、河底的變化會影響軍事基地。 

第 4 點，數小時內的氣候改變，會癱瘓軍方。 

包括美國西至東面，連綿數百里的電力都會遭到破壞，水源也會被污染。 

第 5 點，加拿大發現他們的水源有新污染。 

第 6 點，UFO 和外太空的震撼消息公開。 

 

Webbot 總結方面，Clif High 提及「歷史的掃除」。 

就是人類常常以為自己的生活很自由，但其實，人類在歷史上只是一顆微塵， 

被歷史這掃把在清掃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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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分析，其實「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人類只如微塵一般， 

歷史就像一把掃把掃動所有微塵，因此，人們都是圍繞著歷史轉動， 

而歷史亦圍繞著「天馬座行動」而轉動。 

 

 

 

Webbot 提及，接續 12 年，人們亦會像微塵般隨著這把掃把而轉動。 

地球中超過 10%人會覺醒，知道自己是微塵， 

但仍然會隨著掃把而轉動，並且，會為全人類帶來深遠影響。 

因此，這可能代表有 10%的人類，因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覺醒， 



20150927   www.ziondaily.com 
 

 
 4 

並且，決定要跟著這掃把隨風被提而去。 

全人類將會有上億人於這個共鳴當中，選擇一個新路向。 

 

 

 

於答問方面： 

 

問題一：今期 Webbot 提到金銀暴升和白銀將會成為貨幣， 

那麼，我們應如何有智慧地運用實體的銀作為貨幣？ 

 

答：雖然白銀升價會帶來較好的生活，但最重要的也是食物，所以，要儲備一些食物。 

 

 

 

因銀價上升，是因很大的動盪導致，故那時社會亦將會非常混亂。 

而解防軍到外國肅貪及凍結資產，將會是其中一個標記。 

中國將主導整個經濟崩潰，如果食物崩潰，儲糧是一個解決方法； 

但若果出現資源、食物、水電等全面性崩潰，就一定要撤離，去比較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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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大家的經濟不多，可以儲少量銀，再儲食物， 

因為當銀價上升時，我們亦差不多被提， 

這是由於銀代表救恩，當人被提後，銀亦將會在人類歷史裡消失。 

 

 

 

由於社會將會出現動盪，因此香港買的銀，要放在香港；內地買的銀，要放在內地， 

因為中國會有一段時間，不容許任何金、銀出口，甚至重罰。 

 

 

 

但正因如此，中國才較其他地方安全， 

因當社會亂作一團的時候，中國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反而能維護內裡的治安。 

 

但其實，「玫瑰園計劃」和「天馬座行動」讓我們知道， 

十王知道歷史如何發展，甚至，早已知道現時的動盪情況。 

而玫瑰園就是十王送給神的情人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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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香港將會安全，並且是復興的基地， 

只是，我們有一段短暫時間要為避災離開，但幾個月後，我們便會回來帶起大復興， 

因此，存放銀方面，可以香港放一半，內地放一半。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2012 榮耀盼望」信息讓我們知道，神全然掌管、控制人類歷史， 

龐大至八國聯軍，細微至香港的規劃，每一個部分也不是偶然， 

歷史的走向，十王必然是知道的。 

就好像美國大國璽已告訴我們，美金於 2009 年開始崩潰， 

到 2016 年結束，之後全世界轉用 666 系統。 

但讓人震驚的是，經濟的崩潰是由中國主導， 

並且亦與「玫瑰園計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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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於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時，日華牧師曾分享一個謎題： 

就是「五月花」、「May」、「Mayfair」，這代表五月將有龐大轉捩點發生。 

 

 

 

而玫瑰就是五月花，亦是大國璽金字塔中的「玫瑰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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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原產地就是中國， 

並且，人們會用人民幣 100 元摺成玫瑰樣式，成為情人的禮物。 

 

 

 

結果，今年五月，就是中國股市開始出現問題， 

中國因為救市，讓人民幣貶值， 

這將會引發如 Webbot 及一元美鈔大國璽所提及，美元變成廢紙。 

 

Webbot 甚至提及，中國將會導致歐洲的貨幣變成廢紙， 

因此，人民幣真的會如夏日的玫瑰般凋謝，引發全球金融經濟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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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是「玫瑰園計劃」的一部分，並且，神讓全世界環繞著我們轉動。 

 

例如教宗將於 9 月 23 日見奧巴馬，這亦是「玫瑰園計劃」的一部分。 

因教宗是第 266 位教皇，9 月 23 日亦是一年的第 266 天。 

 

   

 

 

而且 266 亦是「玫瑰園計劃」的數字，「2012 榮耀盼望第 266 篇」信息， 

就是今年 3 月 15 日分享的「天馬座行動」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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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馬座行動」，讓我們知道小孩子將要出生， 

而 266 正正就是一個婦人的懷孕週期。 

一年的第 266 日 ── 9 月 23 日， 

上一年 9 月 23 日就是學聯於前一日罷課後， 

於 9 月 23 日轉戰添馬艦，其後演變成雨傘運動。 

 

 

 

而另一個 9 月 23 日 ── 1986 年 9 月 23 日，美國通過法案，選玫瑰花為國花。 

 

 

 

因此，整個「玫瑰園計劃」是我們送給神的情人禮物，亦是我們對全人類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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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以答問方式，繼續分享 Webbot 內容。 

 

第一章：答問篇 

問題一：現時 Webbot 和許多經濟分析都指出，九月將會出現一個經濟動盪， 

例如美金崩潰，甚至如基浦路斯一樣，政府凍結人民儲蓄。於這種凍結的情況， 

究竟對國內的人民幣儲蓄上（例如：弟兄姊妹在保管箱的物品）的影響是否很大， 

我們是否需要對此作出預備呢？ 

 

答：基本上，開始的時候影響並不大，但後來一定很大， 

因為 Webbot 提到，貨幣戰爭到十月份將會開始變得激烈。 

那群吹噓的人，指出在八月份的影響已經很大， 

但 Webbot 指出，十月份的影響將以倍數上升， 

到明年三月，影響會比今年十月份更加倍。 

明年，就算是中國的貨幣，也會貶值到一個混亂的階段。 

 

首先，中國會擊沉股票市場，令有錢人失去一半財產， 

接著，她再擊沉他們手上餘下的貨幣，讓人民幣貶值再貶值， 

由幾個百分點至十多個百分點，他們看著上億的金錢蒸發， 

相反，金銀價格卻以倍數上升，他們會怎樣做呢？他們一定會購買金銀。 

也許你感到奇怪，為什麼中國要這樣做呢？ 

因為中國是全世界購買最多黃金的國家。 

 

影片：近年中國俄羅斯儲金銀 

於主日信息當中，日華牧師分析，在中國股市下跌、貨幣貶值的同時， 

中國政府不斷買入黃金，以及突然間兩度公布黃金儲備的原因， 

正正想暗示給所有人知道，購買黃金才是現時最佳的避險或投資方向。  

 

當回看歷史上的數據， 

原來為了對抗美國量化寬鬆，不斷開動印鈔機，搶奪各國資源的時候，  

中國及俄羅斯，成了最大的黃金入口國，預備以「金本位」作為對抗的策略。  

 

雖然，現時全球最多黃金儲備的國家為美國，其次是德國， 

分別為 8,100 噸及 3,300 噸；中國與俄羅斯分別只排第五及第六， 

分別為 1,600 噸及 1,300 噸， 

但俄羅斯於這幾年間不斷增加黃金儲備。  

 

至於中國方面，很多經濟學家也質疑，中國公佈的黃金儲備量並不真確，  

官方公布的數字，其實遠遠低於實際的數目， 

目的就是為了繼續不動聲色地收集實貨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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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珀斯鑄幣廠的估計，中國官方儲備數字故然不準確，  

但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斷以藏金於民的方式，以低價不斷買入黃金。  

現時，估計民間儲金量約為 6,500 噸， 

因此，中國實際黃金儲存量已差不多是 11,000 噸，遠超美國和德國的儲備。 

 

事實上，由 2000 年開始，中國黃金生產量及入口量逐年遞增，到了 2013 年， 

單單一年，單計生產量及由香港入口的數量，總計已經是 1,500 噸， 

既然，中國一年新增 1,500 噸黃金，  

那麼，中國政府歷年儲備的總和又怎會是 1,600 噸呢？  

 

 

 

另一方面，至於美國及德國，  

很多經濟學者已經質疑，美國的黃金儲備並不真實， 

他們估計黃金早已被聯邦儲備局挪用，金庫內早就沒有黃金。  

 

至於排第二位的德國，有一半黃金儲備存於美國，其餘則儲於倫敦及巴黎， 

德國本土反而只存有 37%。德國政府早就懷疑，該批黃金是否仍然存在， 

因此，他們要求將黃金運回德國，希望於 2020 年，德國本土的儲存量能夠達至一半數量。  

然而，從美國聯邦儲備局拒絕德國政府審計核實於美國的黃金儲存量時， 

顯示該批黃金極可能早已消失了，於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如此看來， 

中國及俄羅斯的黃金儲備，已超過美國和德國。 

 

換句話說，中國擊沉股票市場和人民手上的財富， 

當人民轉往購買黃金，便等如把人民的財富轉給竹自己， 

雖然，人民沒有直接給中國，但人民使金銀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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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黃金便會上億、上萬億的流入，雖然她早前花上幾十萬億救市， 

但是，當她有大量黃金時，將來的回報就不止幾十萬億了。 

 

 

 

在這種情況下，對全世界動盪的社會，中國這種主導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因她主導財富的流向，正如她剛剛宣布過去一個月，其黃金儲備升至 61 萬盎司。 

當她不斷披露時，人民頓時驚覺中國政府操控股票市場， 

人民幣貶值都是由她操作的，既然她購買黃金，即是說她告訴人民什麼是財富， 

所有的中國大媽都知道什麼是財富。 

 

然而，這些中國大媽、貪官、有錢人， 

把手上百分之一的財富用來購買全世界的金銀， 

市場也未能應付。可想而知，這是多麼瘋狂， 

因為金銀的價格被過份低估，所以十分輕易便會售罄。 

 

對於儲存金銀的人來說，若金銀被賣清，那就真是大快人心， 

但是，對於那些沒有儲存金銀的人來說，這卻非同小可， 

因為金銀貶值會導致炒賣出現，最終更會導致資金凍結。 

 

首先，你要知道整幅圖片， 

就是不論外在的崩潰如何發展，但最後都會在中國發生。 

即使中國政府任由它繼續崩潰下去， 

對政府其實是一點影響也沒有，至少在財富方面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她的做法，不單導致人民的財富流向政府， 

就連外國的財富也會流入中國。 

 

因為當金價上升，中國較任何國家也擁有更多黃金的話， 

那麼，金價上升便是最有利了，亦即是說，就算美國的財富沒有流出， 

但若它們的貨幣貶值，金價卻上升，其他國家的財富仍會流向中國。 

 

過去中國差不多每個月都藉著香港滙豐銀行購入黃金，當購入數量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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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五國便會實行以「金本位」作為貨幣，而此舉是必須的， 

亦因此，美國打擊中國的唯一方法，就是貶低黃金價格。 

 

我在幾個月前曾經提及，如果中國政府成功打擊「黃絲帶」運動的話， 

美國會立即使石油價格低於五十美元，並且金價也會低於一千美元， 

今次美國的反擊，就是導致金價險些低於一千美元，這就是貨幣戰爭。 

 

 

 

因為，中國一邊廂購入幾十萬安士黃金， 

但美國在另一邊廂卻貶低金價，叫中國蝕錢。 

而中國為了反擊，就把貨幣貶值十分一，貨幣戰爭就是因此而展開。 

所以，如果美國最後使金價低於一千美元，中國政府便會蒙受損失， 

而這最終會導致兩敗俱傷。 

 

中國希望在美國將金價貶值之前，使金價狂升， 

因中國政府不怕股市爆破，也不怕貨幣貶值，只為要將來能實行「金本位」， 

於是，現在的目的就是要金價上升，而這正是中國政府現在所做的事情。 

 

為達這目的，中國政府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是打擊國內貨幣，而股票、債券、人民幣都是貨幣， 

而中國為要將來能實行「金本位」， 

於是她現在要讓人民知道黃金是值錢的， 

如果國人不仿效，將來便完蛋了。 

 

於這情況下，人民必定會明白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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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他們知道這是將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大媽也會到世界各地搜刮黃金，並且在購買後存放在那個地方。 

 

這做法有甚麼好處呢？如果有人保持該地方的繁榮安定的話， 

這就等於使中國人奪得了全世界的財富， 

當災禍過後，社會繁榮安定時， 

中國人便購買那裡的土地，然後生活、做生意，發展自己的事業。 

 

因此，以一個大的策略來看，中國有沒有為自己的有錢人做一件好事呢？ 

有的，並且順勢除掉貪官，而其他有錢人則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買寶物。 

如果香港沒有滅亡，中國大媽在香港擁有金銀的數量， 

絕對比香港人所有的多上以倍計算。 

要是香港也是這光景，那麼，其他地方呢？ 

南亞裔人是靠生小孩，但貨幣戰爭便是靠金銀，擁有金銀便在那兒做有錢人。 

 

以大前提看，中國政府這樣做，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是正確的， 

當然，對於貪官便不是好事。 

 

弟兄姊妹，如我所言， 

第一，你把銀運了上去做什麼？難道你在香港當乞丐？ 

其實，你若有銀，在香港和中國也以做富戶的。 

問題是，他日銀行凍結資金，我們會先看見外國經濟有很大的崩潰， 

然後，銀行的存款或銀行所儲存的銀同時也會有危機。 

但請放心，假如你的銀是跟身的， 

即使銀行存款凍洁，過一段時間，始終都會重開的。 

按 Webbot 所說，這只會維持三個星期，而股市則會停三天， 

只是她不會公布告只停三日，所以，讓所有人都嚇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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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如想金價狂升，有什麼比停股市更好，又不告訴人會停多久？ 

這樣，許多人都會驚慌，甚至每小時都有人跳樓。 

當停 3 天後重開，跟著，那些人會怎樣想？還買股票？傻的嗎？ 

當然買金！因他們看見停股市時，中國仍然繼續買金，即使貨幣貶值還是繼續買金。 

 

這也是中國反擊的最好方法，貨幣貶值，美金貶值， 

便用相同的錢去買金，她就是想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會看見這個搶購潮會出現， 

下一步，全世界的銀礦金礦全部都停止出產，因為誰擁有銀礦或金礦便發達了。 

 

影片：中國主導經濟崩潰的部署 

2015 年 6 月 12 日，中國上海及深圳的股市， 

開始出現 25 年來最嚴重的大暴跌，事件備受全球關注。 

不少報道更稱，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恐怕將會重現於今次的中國股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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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股災爆發的同時，中國亦展開了新一輪貨幣戰爭， 

8 月 11 日，中國突然宣布將人民幣匯率貶值。 

三日之間，人民幣被三度貶值，累積貶值達 4.4％，為數十年來最大跌幅。 

 

受到人民幣貶值影響，亞洲多國貨幣隨即如骨牌般倒下，各國貨幣更創了 10 多年新低。  

 

7 月 14 日，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公司的新興市場主管夏瑪預測： 

下一次世界衰退將是「中國製造」。  

 

隨後，於 7 月 27 日星期一，上海證劵指數下跌 8.48%， 

市場上一片驚呼，指遇上了「黑色星期一」。 

然而，大家的驚呼仍然是太早了， 

因為事隔不到一個月，8 月 24 日，同樣是星期一， 

上海證劵指數再次暴跌 8.49%，再度刷新了 8 年半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中國上海及深圳的股市，一日之間便蒸發了總市值約 3.96 萬億元。 

全球股市立刻被拖累，華爾街道瓊斯指數當天下跌 3.57%，早盤一度急跌 1000 點； 

納斯達克指數下跌了 3.82%；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股市單日跌幅也高於 4%。 

 

有報道稱：如果你認為一個月內遭遇兩次「黑色星期一」， 

就已經是倒霉到極點的話，你又錯了， 

因為「黑色星期一」後，仍有一個「黑色星期二」， 

8 月 25 日，上海證劵指數再次暴跌，跌幅達 7.63%，跌破 3000 點大關。 

 

全球股市受中國經濟拖累，掀起狂風巨浪，大宗商品美元集體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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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三大指數亦同樣下跌： 

道瓊斯指數收跌 4%、標普 500 指數跌幅 4.36%、納斯達克收跌 3.82%， 

銅和鋁等基本金屬跌至 6 年新低。 

美國原油期貨跌 2.21 美元，跌幅 5.5%，報 38.24 美元， 

為 2009 年 2 月以來最低，亦是 1986 年以來最長跌勢。 

布倫特原油期貨跌 2.77 美元，跌幅 6.1%，結算價報 42.69 美元。 

 

9 月 9 日，有報道稱中國這輛「經濟火車頭」的股市地震，震波擴散全球。 

由於中國經濟主領放慢腳步，拖累全球歐美股市及油價大跌。 

 

9 月 14 日，中國上海及深圳兩個股市，再度啟動「黑色星期一」的暴跌模式， 

有 1,400 隻股票跌停，上海證劵指數跌幅 2.67%，創業版暴挫 7.49%成為重災區， 

深圳指數收報 9778.23 點，大跌 6.55%。 

9 月 15 日，由於中國上海指數再跌，再度拖累全球股市，多數亞洲股市與歐洲股市亦下跌。 

 

然而，眾所周知，中國一直主導著是次「經濟崩潰」，更成了外國人常常談論的話題。 

既然今次「經濟崩潰」是由中國主導， 

這也意味著，中國早已計劃妥當，如何完成這次計劃。 

從現實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股巿接二連三下挫的情況， 

接著，就是人民幣被一貶再貶。 

 

踏進 8 月，中國更於 29 天內，兩度增持黃金儲備。 

於 2015 年 7 月 17 日，相比 2009 年，中國的黃金庫存量竟然增長 57%，額外多達 604 噸。 

隨後 8 月 14 日，中國更額外增加 61 萬安士，折合 19 噸黃金儲備，合共擁有約 1,677 噸黃金儲備。 

 

從現實可見，中國人民或中國大媽們， 

已經沒有購買股票或是其他毫無價值的衍生工具， 

相反，燃起了「保值的心」，她們積極地將手上的紙幣換取真正有價值的金、銀， 

以及其他有價值的物質。 

 

非常明顯地，中國所主導的「經濟崩潰」，給全球一個明確的訊息， 

若然，這種概念和教育，能夠推廣及傳播得更廣闊的話， 

全球華人都會將金錢兌換成貴金屬， 

這就應驗了 Webbot 的預測：「藍色螞蟻兵團」將會在世界各地囤積有價值的資源。 

 

當全球經濟陷入彷如 1929 年的經濟大蕭條，金和銀將會升至天價， 

坐擁這些財寶的中國人，轉眼間就可以成為不同地區或城市的大地主， 

甚至輕易就能夠買下整個城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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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當我們能夠以這個邏輯和概念，去理解現時中國主領的「經濟崩潰」， 

我們就可以清楚及肯定，世界的財富必然會易手，轉移到中國人手裡。 

 

問題二：Webbot 提到關於太陽風的疾病，我們要在什麼情況下， 

便要開始佩戴一些防輻射的帽呢？ 

因為如果太陽疾病會導致腦神經壞死或中風的話，那就無法挽救了。 

 

 

 

答：是的，所以，我認為，現在處身戶外便已經需要佩戴帽子； 

在室內則不用，因為室內有很多地方可以抵擋這種如微波般的太陽風。 

 

影片：Webbot 預測太陽微波應驗篇 

於 2015 年 8 月 30 日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 2015 年 8 月 4 日發佈的 Webbot， 

當中有關全球人口的第六點，再次浮現出有關「太陽疾病」（sun disease）的字眼， 

內容指太陽疾病所帶來的太陽風，將會導致很多人出現中風現象。 

 

主日片段： 

第六大點說太陽病會熱死人。 

它說政府會隱瞞不說這種太陽病，但它在這裡說出來， 

現在你也知道，很多所謂的專業人士，簡直是胡言亂語， 

進到這個時代，你會看見，不懂的反去裝作專家去說， 

你看見香港最多這些所謂的科學家、大學博士，甚至是教授或者政要。 

 

它說，政府會隱瞞這些事：太陽病熱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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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死人是甚麼？我們一定要清楚知道，否則不能防備。 

 

它說，這類似一種微波，將那人從裡面烤熟，那人便會立刻死亡， 

這是一種屬於「太陽中風」的疾病， 

它的意思是太陽照進那人的腦部，首先是衝擊腦袋， 

好像微波那樣把一些血管煮熟了，煮出了血塊，所以就中風， 

「砰」一聲，那人便會因血管爆裂而死！ 

 

 

 

日華牧師指出，因為太陽風的微波將人體頭部的血液或淋巴液煮熟了， 

成為血塊阻塞頭部的血管或淋巴管道，導致出現中風現象。 

 

在播出以上主日信息後三天， 

網上著名 YouTube 頻道 Dutchsinse 主持人發現， 

衛星氣象合作研究院 CIMSS 的全球降雨量即時微波圖像， 

顯示出一些不明來歷、神秘並且強大的微波，在地球上數個地方出現。 

其形態和普遍氣象人造衛星用來測量全球降雨量的即時微波圖像完全不同， 

是用彩色來顯示，並且呈水波或聲波形狀。 

 

 

 

一直以來，這個衛星圖像都可以顯示太陽風打進地球的情況， 

但這個全球微波圖像，竟然顯示出 Webbot 的預測， 

就是太陽風的微波將會非常強烈，甚至使人類出現中風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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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Hey everybody, Dutchsinse here 2:28am Central Time on Thursday, September 3, 2015. 

大家好，我是 Dutchsinse，現在是 2015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中部時間凌晨 2 時 28 分。 

 

And I’ve got you over here on the Morphed Integrated Microwave background imagery the CIMSS and we 

have looked at this multiple times before. 

這是微波集成變化圖像，來自氣象衛星合作研究所（CIMSS），我們曾多次談及這些圖像。 

 

and if you have been a viewer of mine, you know that two years ago, I was the feature on morning news 

over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here we saw a giant microwave pulse appear over Guam and 

out of that, we saw a storm form and when I made note of that, they smeared me across international media. 

如果你是我的讀者，就知道在兩年前，我曾在晨早新聞提到在菲律賓和印尼附近，看到一個龐大的

微波脈衝出現於關島，從中可以看到風暴的形態，當我談及這現象時，當局立時於國際媒體間抹黑

我。 

 

When I saw that giant pulse out here of the West Pacific and they had their director of NOAA out of the 

Philippines come out and specifically address my video, they spent 15 minutes going over it and totally 

ripping me apart, on every aspect of the video. 

當我在西太平洋看到巨型脈衝時，NOAA（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菲律賓主管出來，專門針

對我的視頻，花了 15 分鐘播出並逐點抨擊我視頻中的理據。 

 

Now a lot of that is proved at least on the microwave end of it, and on the frequency end of it. 

現在，我許多理據都得到證實了，尤其在微波層面和頻率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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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people have been messaging me asking me to make a video on this saying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MIMIC. 

但有人留言，希望我可以為此製作一段視頻，解釋究竟從微波圖像看到甚麼。 

 

Well, I am going to go ahead and zoom in on a few areas here that I think are really interesting that you 

have to watch. 

所以我會在這視頻中放大幾個區域，那些是我認為大家要留意的。 

 

So first things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here, is down here over New Zealand. 

首先我們要看的是這裡，在新西蘭附近這個位置。 

 

There is something going on down over Australia, Fiji, New Zealand. 

有一些東西在澳洲、斐濟、新西蘭這個區域出現。 

 

You see that there? 

大家看到嗎？ 

 

The whole pulse comes down to that fine point right down on that storm as it rotates now. 

一個完整的脈衝打進這個位置，直接打入這個正在轉動雷雨區。 

Again watch, see that? We will let it go again, and let me zoom it in a few more times. 

再來，看到嗎？我們重播多一次，並再放大多一點。 

 

OK, and we've got our timestamp zones up here and now what this is showing us is the total perceptible 

water. 

好，上面可以看到時間座標，圖像現時顯示的是可降水量。 

 

This isn't even supposed to show us these other signals. 

在此以外的其它訊號都不應該存在， 

 

What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is when there's solar flares or incoming blast from the Sun it actually shows 

up on this background imagery, just by chance, by a mere coincidence. 

以往我們所看到的是，當太陽耀斑或太陽噴發時，就會在偶然、巧合的情況下出現在微波圖像中。 

 

So that is the first spot I want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那就是我希望大家留意的第一點， 

 

Let’s look at it globally again here. And you will see a signal or something comes out of what looks like the 

Canary Islands into the Azores. 

再看看整個地球，你會看到有訊號或有東西，似乎從加那利群島穿越到亞速爾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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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so we've got the Canaries going down there. 

好，這裡就是加那利群島。 

 

Let’s go and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North Atlantic. We have the Azores here, Canaries here and it looks 

like it is flashing out of the Canaries as well. 

我們近一點看看北大西洋，亞速爾群島在這處，加那利群島在這處，似乎那些訊號同樣於加那利群

島出現。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真的非常有趣， 

 

Now, let’s look at the West Pacific. These are two active hurricanes out here passing Hawaii. 

現在看看西太平洋，這裡有兩個活躍的颶風橫越夏威夷。 

 

This is Hawaii right here, this is Guam down here. Of course Japan, Philippines here China here. 

這裡就是夏威夷，這是關島，當然，日本和菲律賓在這裡，中國在這邊， 

 

 

Watch it again. Look at that. 

再看一遍，看著。 

 

I will tell you what, guys, it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各位，這是我首次看到類似的東西出現， 

 

I don't know what to make of it, it is very large. 

我不明白這現象，信號非常巨大， 

 

I do know we did have a few M class flares a few days ago, several days ago. 

我只知道過去數日有幾次 M 級太陽耀斑釋出， 

 

It's long enough that those should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some point or another here. 

按時間計算應該在這段時間到達不同位置， 

 

Look at that going across Asia as well. Much more faint. 

看它同樣橫過亞洲，比較微弱的。 

 

Look at that. 

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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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so we looked at Australia, Fiji Let’s look at Australia, Fiji again. 

好，我們雖然看過了澳洲和斐濟，但讓我們再看澳洲和斐濟一遍。 

 

That is just too weird. 

那實在非常怪異， 

 

And let’s…Looks like this portion hits first before this side, so really we see this flash first, there and then it 

comes over across the Atlantic, so it does hit the whole planet. 

來……看來這處是先被擊中，之後到這邊，所以我們先在這裡看到閃爍，之後它才越過大西洋，所

以它實際上是打向整個地球。 

 

I will tell you what, let’s go check the magnetometer and see what it's showing just in cas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that I don't know about. 

我接著會解釋，先看看磁力儀的數據，先檢查一下，會否有些異樣是我不曉得的。 

 

OK, not much. 

好，沒有。 

 

We do have a little bit missing off the bottom here but that's again nothing that would be global. 

只是下面有些數據不全，但不足以影響全地球。 

 

To me, when we go look at that again, let’s just go check that again it looks like some kind of signal. 

當我們再看一下，再一起仔細看一下，它看似是某種信號。 

 

Look at it. 

看著。 

 

I mean it looks like a waveform of some kind being decoded and transformed across the microwave 

background imagery. 

我意思是它看來像某種波型被解讀後，轉換到這微波影像當中。 

 

so in other words. the microwave imagery is detecting perceptible water. 

換句話說，本來用作偵測可降水量的微波圖像。 

 

but something else comes in that it confuses with perceptible water, and that's what we are seeing here flash 

across the screen. 

因其他訊號介入，導致可降水量數據產生混亂，而這解釋為何螢幕會顯示閃爍訊號。 

 

It’s my only explanation fo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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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我的個人見解。 

 

I can’t come up with any other explanation for it. 

我找不到就此現象的其他解釋。 

 

It's not just a technical glitch, guys. It's not a missing frame like they tried to say in the past that it was some 

kind of missing data. 

不可能歸咎於技術故障，不會是他們一貫所形容為丟失的片段，所謂缺少了部分數據。 

 

No, and especially not the way it goes down into the center of the storm down here Look at that, look at 

that. 

不，尤其那是它擊中雷雨區中心這位置，看著，看著。 

 

所以，我們需要份外警醒，日間在戶外活動或駕駛交通工具時， 

應該戴上鋁箔帽或附有一層銀纖維布的防輻射帽，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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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它不能穿透水泥， 

但在戶外地方，不論男女都應該要佩戴一頂時尚（fashion）的帽子， 

況且 Webbot 也指出中國將會流行佩戴帽子。 

 

如果單是有人中風、中暑或猝死，政府已表明不會公開真相， 

大家最多只能知道一些零碎的猝死個案， 

但對新聞來說，當發現更多猝死的個案後，便不會再報道下去。 

不論是猝死或中風，很多都是無緣無故地發生的， 

如一些人猝死在家中後，要等到別人敲門，才能知道或發現那具屍體。 

 

與其冒險，倒不如常常佩戴這帽子，尤其現在是夏天和踏入秋天的時候， 

因為它指出，這些事件會在整年裡發生，而不僅限於夏天， 

尤其現在是夏天的話，那就更應該立即去做。 

 

在聽畢這篇信息後，便物色相關的帽子， 

但你必須用「他錶」量度，確定它是導電的，而不是普通的布帽子， 

因布帽子是不能抵擋太陽風的。 

 

問題三：剛才你提到那種帽子。我們之前所做的帽子，是在裡面鋪上鋁箔的， 

但現在，我們知道這些布料也能導電，那麼，我們可否在這些買來的帽子裡， 

再縫上一層用金屬線織成的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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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在原有的帽子中，利用由銀纖維所製造的布料， 

那是預你用來製造衣服、枕頭、被子等可以接觸皮膚的布料， 

將那些布料剪裁成合適的大小，然後縫在帽子裡面，沒有空隙則更佳， 

這類帽子也是可以的，不一定需要那些防輻射的帽子。 

 

但有些防輻射的帽子因帽身較闊，能遮蓋臉部和頸部，所以會比較安全， 

但鴨舌帽的覆蓋率則較低，因它只能遮蓋一邊。 

 

 

 

問題四：神在香港的主軸正是「玫瑰園計劃」，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作為主角，港幣會否安全呢？ 

 

答：不一定。除非香港不會受到雙魚座所指的災難影響。 

因為按雙魚座的神話記載，是其中的一條魚先沉入水中的， 

要是真的遇上經濟危機，那崩潰情況真的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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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貨幣並不是一個城市自行決定的， 

就如阿根廷亦不會想自己的貨幣，以一輪車子的貨幣才換到一塊芝士； 

德國也不想的，這樣會沒命的。 

 

 

 

但問題是，當人不信任你的城市，便沒法子了， 

他們認為你的城市是災區，其貨幣便會貶值，怎樣掛勾也沒有用， 

然而，最愚笨的是，港幣是與美金掛鉤， 

要是連美金也變廢紙，那麼港幣會變什麼？廁紙嗎？ 

所以，屆時香港若沒有一位如約瑟般的宰相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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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遇上這些災難，港幣應該不安全了。 

 

即使到時我們給予意見及帶領香港，也未必是絕對穩定的， 

因為，她必須要面對實際會發生的現象， 

最重要的是，按著《聖經》記載，在我們被提後， 

全世界是不會使用紙幣的，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換言之，所有紙幣也是不安全的， 

在 Webbot 最新的資料中也提及，在未來數年，全球貨幣全都變為廢紙。 

 

 

 

首先讓我們感到動盪的是美元變廢紙，然後是歐洲，之後會再會影響中國， 

當全世界的貨幣也變廢紙，香港的貨幣便不可能變成「銀紙」、「金紙」， 

不會的，所以，港幣同樣會變廢紙，因為，沒有人要紙幣了。 

全都變為電子貨幣，你給我紙幣幹嗎？ 

你給我，但我又不能使用，只是印刷出來而已，誰知道它的真偽呢？ 

 

最可怕的是，中央銀行能作此事，是因為大家也表示自己的忠誠。 

要是將來大亂，許多資料也消失時，她並不清楚中國銀行會否多印刷一百倍港幣， 

再流向外國，這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麼細小的城市花那麼多的錢，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憑空印刷多一百倍出來，但也不貶值，不就發財了嗎？ 

可以把全世界也買下來？ 

 

所以，在世界大亂時，若沒有這算式可計算，人們也不敢使用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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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們不知道你的貨幣，是否真的值那麼多的錢， 

香港值七萬億，的確，你有七萬億的紙幣， 

但你趁他人不知道時，多印刷一萬倍， 

那麼，是否全世界信了你的紙幣，讓你買起全世界？ 

這是不行的。 

 

現在，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是因為中央銀行有電腦，保持那算式。 

所以，早前的量化寬鬆是出術， 

其實只是在印刷紙幣，但卻不讓你的美金跌，那麼印多少便賺多少。 

他們很聰明地用這個方法，使美金全都湧進股市， 

而他們投資在股市裡，就賺得盆滿缽滿，可以買遊艇、汽車和各式各樣的物品， 

他們所印製出來的錢，不一會兒，便在全世界使用。 

 

這輛林寶堅尼跑車是在哪裡買的呢？意大利。 

那個 Sony 在哪裡買的呢？日本。 

那些錢便在全球通行了，所以便不會貶值，可以印多少便賺多少， 

對於美國來說，這樣便能救市。 

但最大問題是，借債和「先洗未來錢」是一個壞習慣， 

所以，量化寛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 QE）是救不了美國的。 

其實，美國這樣用他們的量化寛鬆政策和假的借債方式， 

已經用盡了別人的心血、生命、時間，但一直沒有償還。 

 

影片：其實甚麼是貨幣呢？ 

從前，人們可以用貨幣向銀行兌換指定數量的黃金或白銀， 

於是，人民對貨幣有信心，並且公認其價值。 

 

 

 

但自 1971 年起，美國完全放棄金本位貨幣政策， 

帶動全世界的國家都一同效法， 

所以，現今世界上已經再沒有以金銀作保證的貨幣， 

只剩下政府以自己信譽來保證的貨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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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些由政府發行的貨幣， 

本質上與街上每天售賣或免費派發的報章雜誌毫無分別， 

都只是以油墨印刷在紙張上便成了。 

甚至與報章雜誌一樣，任由出版商印上售價，就標明了它們的所謂價值。 

 

然而，這些報章雜誌是否物有所值，完全取決於你的觀點， 

如果你認為它是物有所值，或許你會購買； 

如果你認為它是分文不值，便不會購買。 

 

自從貨幣無法兌換金銀開始，它們就單純地成了人民對政府信任的證明書， 

於是，貨幣的價值就代表了人民對其政府或中央銀行的信心指標。 

 

如同任何商品一樣，按經濟學最基本的「供應和需求」原理， 

當商品是有限度供應，但需求卻遠比供應大， 

就如某個品牌的最新型號手提電話推出，被大眾爭相購買， 

價格就自然會水漲船高，甚至出現炒賣情況。 

但是，當另一款新型號手提電話出現， 

甚至過了一年後，就沒有人想再購買同一款手提電話，貨品需求便會下降， 

假如貨物的供應仍然堆積如山，價格自然就會回落。 

 

其實，貨幣和任何商品都一樣，受經濟學最基本的「供應和需求」關係所影響。 

 

如果政府增加開支， 

例如︰提高對社會福利的撥款，或是各政府部門增加開支， 

當稅收不足以支付開支，便會出現赤字。 

 

 

 

一般政府都不會希望，亦不能藉著增加稅收來達至收支平衡， 

否則，下一屆選舉時，政府必定會被選民唾棄， 

所以，政府的做法就是發行有利息的債券， 

賣給市民或其他國家，以維持足夠的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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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政府利用人民對自己的信任，憑空創造債券， 

從而得到一大筆金錢平衡政府赤字。 

情況就正如銀行藉著借出資金，憑空創造利息。 

 

 

 

但即使是貨幣，亦與其他所有商品一樣，受經濟學的供求關係影響， 

當貨幣供應增加，而相對地，可以用貨幣購買的物品數量，卻追不上貨幣增長速度， 

即貨幣多，但物品少，就會導致物品價格上升而出現通貨膨脹。 

 

美國自 1971 年取消金本位後，就以幾何級數上升的速度印製美鈔， 

於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更推出量化寬鬆政策， 

完全無限制地瘋狂增加美鈔數量，甚至達到天文數字。 

 

 

 

現在，美國政府的國債已經達到 18 萬億的天文數字，全美債務更高達 65 萬億。 

事實上，美國早已破產了，只是等待爆破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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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The history of fiat money failures. 

法定貨幣失敗的歷史， 

 

So the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which was the link to gold was removed. 

那個與黃金聯系的「自我糾正機制」被解除， 

 

Consequently, the system is ultimately headed for a blow-up because there's too much money being crea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系統最終會爆破收場，因為美聯儲過度印製金錢。 

 

because there's too much money being spent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hich causing them to borrow and 

that ultimately gets monetiz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因為聯邦政府開支過度龐大，迫使他們借錢度日，最終美聯儲便藉著買債增加貨幣供應， 

 

There's no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 

完全欠缺一個自我糾正機制。 

 

and despite human efforts or plans to control that there's never the political will to do it. 

儘管他們曾嘗試並計劃控制情況，但卻一直欠缺政治決心來實踐。 

 

Well, that's right. 

嗯，正確。 

 

and history of the world is that whenever the authorities have the ability to issue paper money they can 

never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over-issue. 

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政府有發行紙幣的權力，他們永遠無法抵擋濫發的誘惑，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 line for this, it’s a great line and they have it exactly right and the line is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reason succumbs.‖ 

而天主教有個很好的說法，完全正確地形容此況，「試探當前，理性屈服」。 

 

And so if you go back, say, in France. 

如果你回顧一下，例如法國。 

 

after the revolution when they were issuing the assignats. 

在法國大革命時當局發行「交付券」。 

 

there's a wonderful book about this by Andrew Dickson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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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 one of my favorites Fiat Money Inflation in France. 

Andrew Dickson White 就此撰寫了一本很好的書，他是我最喜愛的作者之一，《法國法定貨幣通脹》。 

 

It's...and I hand that book at everybody. 

我向所有人介紹那本書。 

 

In fact, I've given it to a lot of important people including that...John Paulson Henry Kaufman, David 

Malpass. 

其實我把它送給了很多重要人物，包括對沖基金經理 John Paulson，經濟學家 Henry Kaufman 和 David 

Malpass。 

 

I put it in the hands of this fellow Jean-Claude Trichet who heads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我還把這書交給歐洲央行行長 Jean-Claude Trichet， 

 

who set a meeting with him and the cover of this book you know shows all this gold stuff. I thought he’d 

been carrying it around so that people would see. 

有次我和他會面，這本書的封面佈滿金幣，我想，若他四處帶著它，別人會看見。 

 

you know, he had. 

他真的有帶著這書。 

 

He turned it to the inside, you know, so people wouldn't see. 

但他把書打開，使人看不到書的封面。 

 

but interesting about that book is that the arguments that the French legislature put forth in favor of the 

paper money are the same arguments you hear today and they had a better case. 

但那本書的有趣之處在於，法國議會提倡紙幣的論點，與我們今天聽到的論點完全一樣，他們的情

況較合理。 

 

Because, in their case, they said the money was backed by real estate. 

因為當時他們認為紙幣背後有房地產支持， 

 

you know by the church lands. 

就是教會的土地。 

 

Our money is backed by zippo. Nothing. 

我們的貨幣是無任何東西支援的，什麼都沒有。 

 

And theoretically it's backed by the unlimited taxing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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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它是由美國政府的無限徵稅權力所支持， 

 

but that assumes there’s something to tax, you know. 

但大前提是要有打稅項目。 

 

and today...I don’t know, 24 million people, either unemployed, part-time, looking for work. 

但 2,400 萬人中有失業、兼職或待業的， 

 

You’ve got probably four or five million houses that have been foreclosed. 

現大概已有 4、5 百萬所房屋被封。 

 

another three or four million houses going to be foreclosed. 

另外 3、4 百萬所房屋將也被封。 

 

You know, I could make a whole long list for you of all the stuff. 

我可以就這些事件寫一張清單給你， 

 

plus you have all these promise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nd multi-trillion dollar deficits as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還有政府作出的各種承諾，以及數之不盡幾萬億美元的赤字， 

 

Even using the phony accounting, multi-trillion dollar deficits. 

即使用虛假的計算，也得出數萬億美元赤字。 

 

If you use real accounting, the deficits are multi-trillion dollars per year. 

如果你真正的計算，赤字是每年幾萬億美元之多， 

 

There’s no way to work your way out of that. 

這是行不通的， 

 

And worldwide, people are not protected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綜觀全球，人們普遍地失去保障，美國尤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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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 事件前一日，即 2001 年 9 月 10 日， 

當時美國國防部部長當奴‧拉姆斯菲爾德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中公開證實， 

美國國防部有一筆高達 2.3 萬億美元的經費消失了，不知所蹤，令公眾懷疑有人中飽私囊， 

美國國防部當日亦向公眾承諾會調查事件。 

 

但是，以上新聞發佈會的一天後，911 事件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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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正正就是五角大廈的會計部受到恐怖襲擊，整個部門被摧毀了， 

令所有能夠調查的證據，都被所謂的恐襲消毀了， 

調查工作自然無法繼續進行下去， 

但這是過於巧合，還是一個被人精心策劃的陰謀呢？ 

 

 

 

YouTube 片段： 

Pentagon The day before 9/11. 

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 911 事件前一天。 

 

Secretary of Defense Donald Rumsfeld declared war not on foreign terrorists.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宣布發動戰爭，對象並非國外恐怖分子， 

The adversary's closer to home. It's the Pentagon bureaucracy. 

敵手近在咫尺，就是國防部官僚體系， 

 

He said money wasted by the military poses a serious threat. 

他說，軍方浪費的金錢帶來嚴重威脅， 

 

In fact, it could be said that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著實，這可說是生死攸關的事宜。 

 

Rumsfeld promised change; but the next day, the world changed. 

拉姆斯菲爾德承諾改變；但翌日，世界改變了。 

 

And in the rush to fund the war on terrorism, the war on waste seems to have been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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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急於為反恐戰爭提供資金，那本來對抗浪費的戰爭似乎被遺忘了。 

 

My 03 budget calls for more than $48 billion in new defense spending. 

我提出的 03 年財政預算，需要逾 480 億美元新國防開支， 

 

More money for the Pentagon when its own auditors admit the military cannot account for 25% of what it 

already spends. 

國防部獲投放更多資金，但官方核數師也承認，軍方未能解釋 25%已支出的項目。 

 

According to some estimates we cannot track $2.3 trillion in transactions. 

根據某些估算，國防部有 2.3 萬億美元交易無從稽考。 

 

$2.3 trillion, with a "T". That's $8,000 for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in America. 

那是 2.3 萬億美元，即美國每名男士、女士及小孩承擔 8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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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美國政府可以自 2008 年起，肆無忌憚地印製千萬億美元， 

但事實上，這 2.3 萬億美元開支帳目，即使完全取消， 

亦僅僅足以支付美國政府約一年開支，完全無法防止美國的破產。 

 

所以，即使是經濟爆破了，他們也不會承認債務， 

但他們是聰明的，因為他們選擇了在禧年爆破， 

在屬靈層面上，所有債務都可以不再承認， 

所以，美國不會承受她們上百年所種下的禍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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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回答，世上不會有任何一種貨幣是安全的， 

除了冥鈔，它是多少錢一疊，到那時候也是多少錢一疊， 

但現時所有貨幣都不可以，最保值的便是冥鈔。 

 

影片：貨幣平均只有約 27 年的壽命就會完全崩潰 

從歷史角度來看，任何一種失去相對價值的貨幣， 

平均大約只有 27 年壽命，隨後便會完全崩潰，變為廢紙。 

 

讓我們以現今最長壽的英磅為例子， 

雖然，英磅作爲英國貨幣已經超過 300 年， 

從表面看來，英磅似乎打破了貨幣必然會崩潰的定律，但事實上卻不然。 

 

當英磅在 300 多年前發行時，是一種以白銀為相對價值的貨幣，即所謂「銀本位」， 

英磅後來亦曾改為「金本位」，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英國於 1931 年已經取消了所有金本位， 

變為完全沒有任何背後價值支持的「法定貨幣」（Fiat Currency）。 

 

由最初一英磅兌一磅白銀，即十二安士白銀， 

直至今天，其價值已經下跌了超過九成九以上， 

價值只有當初英磅發行時的千分之六，對比當初的價值，英磅已經等同廢紙。 

 

以重量單位計算，一磅等於十二安士， 

原來，英磅（Pound）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指一英磅可兌換十二安士白銀。 

 

1971 年開始，美國完全放棄金本位，等如將美元判了死刑， 

當一個政府可以無限制地發行鈔票，意味著政府不會再限制其開支， 

因為貪婪的緣故，會不斷藉著印鈔方式，借貸度日。 

 

終有一天，全世界人都會發現美元是一文不值， 

美元系統已經變為一個層壓式推銷的龐大騙局， 

一旦騙局泡沫爆破，所有以美元作支持的經濟系統都會完全崩潰， 

他們手上的現金或與美元掛鉤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那時，美國物價很可能會重複以下情況， 

就是 1920 年代初，德國物價曾每 49 小時增加一倍； 

以及 1940 年代初，希臘被德國佔領時，物價每 28 小時就上升了一倍； 

匈牙利戰後，物價亦曾每 15 小時增加一倍。 

 

1993 年 10 月至 1994 年 1 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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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每月通脹就高達百分之三億一千三百萬， 

烏克蘭、秘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在 80 或 90 年代， 

亦面對嚴重通貨膨脹。 

最近期的例子為辛巴威，其貨幣的面值達到一百萬億。 

 

 

 

YouTube 片段：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or a fiat currency is 27 years. 

法定貨幣的平均壽命為 27 年， 

 

Every 30 to 40 years, the reigning monetary system fails and has to be retooled from Washington’s Blog. 

根據華盛頓博客的資料，每 30 至 40 年，支配當代的貨幣體系會崩潰，並要更換。 

 

David Galland notes: Monetary scholar Edwin Vieira pointed out that every 30 to 40 years the reigning 

monetary system fails and has to be retooled. 

David Galland 指出：貨幣學者 Edwin Vieira 指，每 30 至 40 年，支配當代的貨幣體系會崩潰，並要

更換。 

 

The last time around for the US was in 1971 when Nixon cancelled the convertibility of dollars into gold. 

美國上一次崩潰是在 1971 年，當尼克森總統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之時。 

 

Remarkably the world bought into the unbacked dollar as its reserve currency but only because that was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完全相信並無實質支撐的美元作其儲備貨幣，但僅僅因為這是阻力最小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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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ere we are 40 years later and it is clear to anyone paying attention that the monetary system is 

irretrievably broken, and will fail. 

40 年後的今天，任何留心的人都知道，貨幣體系將崩潰至無法挽救的地步，並會瓦解。 

 

What will replace it is still unclear but I suspect that when the stuff really hits the fan and inflation rages the 

government will try the approach taken by the Germans to end their hyperinflation back in the 1920s. 

目前還不清楚甚麼將取代它，但我猜，當現行系統出麻煩和通脹肆虐，政府將採取早於 1920 年代，

德國用來結束惡性通脹的方式來解決。 

 

coming up with the equivalent of the Rentenmark – a dollar that is loosely linked to some basket of 

commodities and financial instruments. 

他們會提出相當於「地租馬克」 —— 一種鬆散地聯繫至一籃子的商品和金融工具的貨幣。 

 

It won’t be convertible becau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bank tellers to exchange your dollar for a cup of 

oil and a coupon off of a bond, and a chip of gold or whatever makes up the basket. 

它不可被兌換，因銀行職員不能將你的金錢換成一杯油，和將債券換成優惠劵或一片黃金，或任何

組成該貨幣籃子的東西。 

 

but it might restore some semblance of confidence in the currency. 

但它可能會恢復一些類似對貨幣的信心。 

 

That’s one option. 

這是一個選擇。 

 

Another is that some government decides to make its currency convertible into precious metals but that will 

only happen when all other less fiscally restraining systems. 

另一個則是，某些政府會決定使其貨幣能兌換貴金屬，但這只會在其他較少財政約束的貨幣系統， 

 

have been floated and failed. 

已被採納和瓦解後才發生。 

 

Simply, at this point, we can’t know what will replace the current monetary system or when . 

不過，現在還不知道甚麼會取代目前的貨幣體系，或甚麼時候會發生。 

 

All we can know is that the status quo cannot and so will not survive this crisis. 

我們只肯定現時的系統是無法熬過這次危機的。 

 

Regardless, between now and the point in time. 

無論如何，從現時到某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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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Fed throws in the towel on today’s fiat monetary system. 

一旦美聯儲放棄現時的法定貨幣體系， 

 

you would have to be naive in the extreme not to expect volatility, uncertainty and wholesale financial 

dislocations. 

那麼你要極度天真才覺得不會出現波動、不確定，或出現大規模金融動盪。 

 

Chris Mack writes: According to a study of 775 fiat currencies by DollarDaze.org. 

Chris Mack 寫道：根據由 DollarDaze.org 對 775 種法定貨幣作的研究。 

 

there is no historical precedence for a fiat currency that has succeeded in holding its value. 

歷史上並無法定貨幣能成功保值的先例。 

 

20% failed through hyperinflation. 

20%因惡性通脹而作廢； 

21% were destroyed by war. 

21%遭戰爭破壞； 

 

12% destroyed by independence. 

12%毀於國家獨立； 

 

24% were monetarily reformed. 

24%經歷貨幣改革； 

 

and 23% are still in circulation approaching one of the other outcomes. 

23%是仍在流通但面臨以上命運的貨幣。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or a fiat currency is 27 years, with the shortest life span being one month 

法定貨幣平均壽命為 27 年，最短為一個月。 

 

Founded in 1694, the British pound Sterling is the oldest fiat currency in existence. 

成立於 1694 年，英鎊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法定貨幣。 

 

At a ripe old age of 317 years, it must be considered a highly successful fiat currency. 

活至 317 年之高齡，它必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法定貨幣。 

 

However, success is relative. 

但成功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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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tish pound was defined as 12 ounces of silver, so it’s worth less than 1/200 or 0.5% of its original 

value. 

一英鎊定義為 12 安士白銀，故現價只值起始的 1/200 或 0.5%。 

 

In other words, the most successful longstanding currency in existence has lost 99.5% of its value. 

換句話說，史上最成功的貨幣，已失去其原本價值的 99.5%。 

 

Given the undeniable track record of currencies it is clear that on a long enough timeline, the survival rate 

of all fiat currencies drops to zero. 

根據無可否定的貨幣記錄，顯然當時間足夠，所有法定貨幣的存活率便下降至零。 

 

And Jeff Clark points out: History has a message for us: No fiat currency has lasted forever. Eventually, 

they all fail. 

Jeff Clark 指出：歷史給我們一個信息：沒有法定貨幣能永遠維持下去，最終它們必定瓦解。 

 

BMG BullionBars recently published a poster featuring pictures of numerous currencies that have gone 

bust. 

BMG BullionBars 網站最近公布了，一張展示許多被廢貨幣圖片的海報。 

 

Some got there quickly, while others took a century or more. 

一些很快崩潰，而另一些則熬了逾一個世紀。 

 

Regardless of how long it took, though the seductive temptations allowed under a fiat monetary system 

eventually caught up with these governments. 

但無論存在多長時間，法定貨幣體系下的誘惑，最終會令各國政府自作自受。 

 

and their currencies went… poof! 

他們的貨幣會化為烏有！ 

 

You might suspect that this happened only to Third World countries. You’d be wrong. 

你可能會認為這只會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你就錯了。 

 

There was no discrimination as to the size or perceived stability of a nation’s economy. 

貨幣崩潰宿命與國家經濟或穩定性無關， 

 

if the leaders abused their currency the country paid the price. 

若一國領導濫用其貨幣，國家便須付出沉重代價。 

 

As you look at the picture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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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到這些圖片， 

 

you’ll see some long-ago casualties. 

會看到一些很久以前的受害者， 

 

What’s shocking though, is how many have occurred in our lifetime?  

令人震驚的是，有多少已在我們有生之年發生？ 

 

You might count how many currencies have failed since you’ve been born. 

你可以計算一下，從你出生至今，有多少貨幣體系崩潰了。 

 

So what’s the one word for the ―thousand pictures‖ you are seeing?  

那麼，可用哪個字來形容你所看到的「千幅圖」？ 

 

 

Worthless. 

一文不值。 

 

U.S. Deficits and Surpluses 1968-2020. 

1968 年至 2020 年美國財政赤字及盈餘； 

 

2008 Budget Deficit $459 Billion. 

2008 年財政赤字 4,590 億美元； 

 

2009 Budget Deficit $1.4 Trillion. 

2009 年財政赤字 1.4 萬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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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五：在 8 至 9 月期間，我們可能還有實銀可以購買。根據 Webbot 的資料顯示， 

我們現在介乎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前、後時間， 

我們應該會有一段時間需要北上預備。那麼，弟兄姊妹想儲備銀的話， 

在國內儲備是否會比較理想呢？因為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還有一段短時間需要調節。 

 

答：我認為最多是在國內儲備多一點，但起碼要接近兩地一地一半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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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特別提議他們的所有實銀，若是存放在香港的保險箱，也絕對不要接近香港島， 

可以的話，最好接近元朗、天水圍這些區域，這樣就最安全的了， 

因為香港島若是被擊沉了的話，便隨時連銀行都去不了。 

 

 

 

按著「玫瑰園計劃」，我們真正作工的地方，將來也是在香港的， 

不過，要以智慧人的方式先離開一段短時間，接著再回來。 

還沒離開的時候，雖然也不一定是整個香港都很危險， 

但可能那時只有十分之一的危險，但這已足夠了， 

倘若回來後，有二百位弟兄姊妹離世，那怎會開心呢？ 

 

所以，若然這個區域有任何危險性的話，我們便需要去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 

不是說，會有 100%的機會死才需要離開，不是全部地方遭殃才算為危險。 

 

屆時香港會人命傷亡、罪行暴增、處處暴動，人們目無法紀、無法無天， 

甚至有些人會煽動人群，尤其一群常攻擊教會的敗類， 

他們知道我們儲存了白銀，擁有財富，也知道我們來自神的揀選， 

在動盪期間，他們絕對不想錫安會帶起復興，不想我們受到社會的認可， 

他們希望置教會於死地，絕對會做得出許多事傷害我們的。 

因此，以我們擁有的身份，絕對要以智慧行事，那就安全得多， 

千萬不要因常要多作準備而感厭煩，只要是神的帶領，就跟著做吧， 

因為神給予我們的帶領，絕對沒半點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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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件很特別的事件，就是某個星期我講及， 

蘋果公司剛好在我們分享「天馬座行動」時推出了一款玫瑰金色的手錶， 

就是以顏色去印證我們所說的。 

 

 

 

影片：Apple Watch 發售玫瑰金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4 月 5 日「天馬座行動第 4 篇」主日信息中， 

開始進入人類歷史最後的終極解謎部分，拆解 Freemason 藉著泰坦（Titans）神話裡， 

宙斯（Zeus）如何率領眾神戰勝「時間之神 ── 克洛諾斯（Kronos）」， 

分析現時 Freemason 藉著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的科技，企圖改變時間的陰謀。 

 

日華牧師進而按著神的帶領，一步一步，逐個星期， 

終於揭示了在千百年歷史之中一直隱藏的「玫瑰園計劃」。 

 

藉著種種與玫瑰有關的事物， 

包括：玫瑰園、玫瑰之眼、玫瑰十字標記、五月花、May， 

以及五月花號的「共同信息」， 

揭示了錫安教會，是神所命定世界末後的真命天子， 

就是能夠拆解及明白「時間秘密」和「玫瑰園計劃」的新婦級教會。 

 



20150927   www.ziondaily.com 
 

 
 45 

 

 

當 2015 年 4 月 5 日，「天馬座行動第 4 篇」主日信息播出後 5 天， 

2015 年 4 月 10 日，當今世界市值最高的企業蘋果公司正式發售 Apple Watch， 

該產品是蘋果公司第一款與「時間」有直接關係的新科技產品。 

 

Apple Watch 可以配搭 iPhone 使用手機應用程式，除了報時及通訊外， 

還適用於健康、運動、健身等日常生活的輔助。 

最令人意外的是，Apple Watch 推出價值港幣 129,800 元、 

18K 玫瑰金 Rose gold 錶殼及藍寶石水晶熒幕。 

Apple Watch 於 4 月 10 日開售後 10 分鐘，大部分存貨皆已售罄。 

 

然後，該天我亦順帶提到「敗家雞」（KFC）， 

意想不到，中國家鄉雞（KFC）就在翌日新推出一款粉紅玫瑰色的漢堡包， 

剛好就在信息播放的第二天。 

 

 

 

那天，我分享在「敗家雞」（KFC）的所見所聞，就是我在五月北上旅行時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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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在五月時留在香港，沒有有北上旅行，我便沒有遇見這些事情， 

那麼，我便不會在信息分享，這樣，家鄉雞（KFC）已預備數月去推出這款食物， 

便與我沒半點關係，不能印證我們了。 

 

換言之，每一次走難都是神認可的， 

並且，祂很樂意證實我們一天也沒有偏差地跟從祂， 

並且我們能毫無過錯地度過每一天。 

因此，神感動我們去做，或是神安排我們去做，那我們就放膽去行吧！ 

我們將應驗傳說中的主角，這些跟從壓根兒算不得甚麼，我們不能於這時候才懶惰和大意。 

 

屆時，我們有機會可能要離開香港，往內地去， 

所以，我們同時於國內和香港儲備白銀也是需要的， 

因「玫瑰園計劃」給予我們如此實在的明證。 

 

影片：4 月 10 日事件簿與逾越節 

自從 1985 年錫安教會成立以來， 

每年、每月、每日都被神帶領而一步步被塑造及成長， 

從 2015 年的「天馬座行動」信息分享及「玫瑰園計劃」， 

進一步明證錫安教會 30 年來，一日都沒偏差地被神帶領！ 

正如錫安教會所分享的「4794 的終極定命」， 

就是由 1996 年 7 月 21 日「雙氧水事件」， 

數算到 2009 年 9 月 5 日先知 Bob Jones 發表「榮耀列車預言（God’s Glory Train）」， 

印證日華牧師需要著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兩個日子的距離，一日也沒偏差，就是 479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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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往「天馬座行動」信息， 

我們已經見到眾多共同信息和 4794 的印證， 

明確肯定錫安教會「真命天子」的身分！  

 

所以，我們更加確定， 

今時今日錫安教會一日也沒偏差地被神帶領和掌管， 

而當中的例子也多不勝數！ 

 

例如蘋果公司在 2015 年 4 月 10 日，正式發售 Apple Watch， 

其實就在發售的前 5 天，4 月 5 日，於「天馬座行動」第 4 篇， 

日華牧師正展開了「玫瑰園計劃」的終極解謎部分， 

他當日分享 Freemason 迷信 Titans 神話， 

就是宙斯（Zeus）如何率領眾神戰勝「時間之神 ── 克洛諾斯（Kronos）」， 

藉此分析 Freemason 企圖藉著 CERN 科技改變時間。 

 

結果，蘋果公司正式發售，第一隻與「時間」有直接關係的科技新產品 Apple Watch， 

印證「天馬座行動」的「時間的秘密」，與及 Freemason 企圖藉著 CERN 科技改變時間， 

並且，Apple Watch 更前所未有地推出全新 18K 玫瑰金 Rose Gold 外殼顏色， 

而 Rose 再次印證「玫瑰園計劃」。 

 

我們必須理解，在蘋果公司開售玫瑰金 Apple Watch 之前， 

必然早在一年前已著手研發產品， 

亦必然預先訂購能夠生產 18K 玫瑰金外殻的黃金， 

投放在生產線上，才能製作出嶄新的 18K 玫瑰金 Apple Watch。 

 

可想而知，日華牧師分享時是毫不知情， 

只是按著神的帶領和感動、經過多次的一堂聚會調動、 

不同長短的信息剪輯，以及多篇號外信息的加插， 

才能夠讓 2015 年 4 月 5 日播放的「天馬座行動」， 

正正就是第 4 篇講述「時間」的信息。每篇信息明顯都有神全然地掌管。 

 

甚至，連每一年，神感動日華牧師吩咐教會實踐各個的「行動」，都是神所掌管。 

 

又例如，日華牧師曾提到的中國內地－肯德基 KFC，也見神的帶領！ 

 

就在 2015 年 8 月 9 日的「天馬座行動延續篇」第 7 篇， 

牧師按著神的感動，由原本「天馬座行動問答篇」的內容， 

作出了調動，加插播出一篇獨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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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息中，牧師分享到第四獸的十王， 

按著「玫瑰園計劃」，悉心打造了香港這顆重價的「東方之珠」， 

同時，他更首次在主日信息提及，中國內地的肯德基 KFC。 

 

事源，在今年 5 月至 7 月期間，牧師按著神的帶領，決定再次動身北上作準備， 

然而，當牧師走訪中國一些所謂「十大先進城市」後， 

發覺內地經營的肯德基，對比香港的，內地實在非常馬虎，沒有系統。 

 

因而，牧師將內地的肯德基，形容為「敗家雞」， 

以對比出十王按著「玫瑰園計劃」悉心塑造現今香港的優越環境。 

 

主日片段： 

事實上，如果真的像我們一樣， 

弟兄姊妹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甚至有機會到中國大陸， 

你就會發現，就算到中國的北京也好，你會發現那裡實在太糟糕了！ 

我到過中國許多其他地方，譬如西安等等， 

我到了他們的洗手間，他們說的文明，就是你上廁所的時候向前多踏一步， 

不要弄髒旁邊的地方，這個就是中國的文明！ 

 

你知不知道，我在大陸吃最有名的「家鄉雞」， 

我到那裡的時候，兩次就有一次不會有我想吃的東西，還要是所有！ 

麵包？沒有！雞塊？沒有！甚麼？連「家鄉雞」都沒有？ 

沒有雞塊，汽水有沒有？沒有啊！ 

 

你不要想著那時候已經很晚了，那是在中午、吃午飯的時候！ 

所以我統稱到了大陸，看到「家鄉雞」，我統稱她作「敗家雞」， 

就是說，人家「家鄉雞」不是這樣做的，但是這系統設計出來，就是不做！ 

「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註：無論工作與否也只能得到相同的報酬） 

 

有趣的是，在這篇信息播出之後一日，8 月 10 日， 

肯德基竟首次推出了粉紅色的「玫瑰 Rose 芝士烤雞腿堡」， 

隨即引發內地網民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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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篇日華牧師按感動加插的信息，有四個巧合： 

第一，牧師是首次於主日信息中，提及內地的肯德基。 

第二，信息內容提及指定的顏色，就是玫瑰色 Rose，完全印證「玫瑰園計劃」題目。 

第三，隨即網上有網民嚴斥內地肯德基︰ 

「單看外表這麼醜，我都下不了口」、 

「為甚麼新品一個比一個難吃！」、 

「顏值為負、實物也太醜了吧！差距太大，欺騙吃貨們！」 

網民直指粉紅色麵包賣相令人作嘔，絲毫無法感受廣告所形容︰ 

「粉嫩花冠形麵包，更有點點玫瑰花瓣散落在麵包表層。」 

實物與形容相隔「十萬八千里」。 

事件完全印證牧師將內地肯德基形容為「敗家雞」的例子。 

 

第四，最重要的是，這個例子之所以出現， 

皆因日華牧師在 5 月再次作了「全教會動身北上大旅行」的決定， 

因著這次「行動」，讓牧師明白到香港獨特的優越性，也促成牧師提及「敗家雞」為例子。 

 

所以，不論是上述四點，以及中國內地肯德基推出「玫瑰芝士烤雞腿堡」， 

足可證明錫安教會一日也沒有偏差地被神掌管，也印證了「玫瑰園計劃」。 

 

當然，另一例子，就是剛提到的最有效的逃生工具「雙輪車」了。 

事實上，同樣地，若然沒有今次的 5 月「行動」， 

日華牧師就不會發現，在「雙氧水事件」發生後第 7000 日， 

即 2015 年 9 月 2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第 293 篇， 

所介紹的當今最有效的逃生工具「雙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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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發現雙輪車這種新穎的產品，事源在這次 5 月的「行動」中， 

留意到雙輪車與早前「玫瑰園計劃」內容提到香港「山頂纜車」標記，非常相似。 

結果，牧師在國內決定，與隨團的全職們著手研究、比較及測試， 

網上十多款最新型號的雙輪車及單輪車的性能。 

最終，才可以介紹兩款最新型號的雙輪車（Q1 & Q3）及兩款單輪車（Ninebot one & IPS）。 

 

 

 

換句話說，錫安教會每次的「行動」都被印證，有神的帶領和掌管。 

 

除此之外，令人震驚的是日期上的巧合和印證！ 

剛才提過，蘋果公司開售 18K 玫瑰金 Apple Watch 的日子，是 4 月 10 日， 

原來，這與錫安教會四次發生在 4 月 10 日的重大事件完全吻合，甚至，吻合當年的逾越節。 

 

這四個日子分別是： 

1988 年 4 月 10 日 ── 「加拉太書（13）時間的膚淺」，一篇由日華牧師講述「時間」的信息。 

1992 年 4 月 10 日 ── 第一次「十日聚會」 

2005 年 4 月 10 日 ── 第一次「說的聚會」 

2006 年 4 月 10 日 ── 聖殿開放日，正是錫安教會拆聖殿的日子。 

 

所以，可以再次確實，玫瑰金 Apple Watch 同樣在 4 月 10 日全球公開發售， 

是神所命定，以印證「天馬座行動」信息。 

所以說，神帶領錫安教會的例子是多不勝數！ 

 

早在 2014 年 6 月 22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28 篇「逾越節與錫安教會」的精華短片（VO）， 

有更進深提到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帶領， 

詳盡解釋 30 年來，每當踏入逾越節時，錫安教會就會進入新里程碑。 

 

每年西曆三月至四月期間，以色列人普遍都會花上七天至一個月時間， 

籌備及遵守逾越節、無酵節及初熟節。 

 

逾越節，不單記念主耶穌受害和所面對困苦，在屬靈上，亦代表了一年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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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新的開始，人們在屬靈上「棄舊迎新」。 

自從 1984 年 4 月開始，神便已經帶領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開始經歷「棄舊迎新」，在屬靈上躍進。 

例如在 1984 年 4 月逾越節的時間， 

牧師從加拿大首度回港探親，度過信仰上第一個逾越節的帶領。 

 

在 1985 年 4 月逾越節，牧師再度回港並且創辦錫安教會。 

之後在 1985 年的 8 月 17 日，牧師和玉珍師母結婚。 

直至 2015 年，剛好是牧師夫婦結婚 30 週年，稱為珍珠婚， 

所以，牧師夫婦與錫安教會同渡珍珠禧紀念。 

原來這珍珠婚亦完全印證「天馬座行動」信息， 

因為對於十王來說，香港就是《聖經》中所預言那重價的珍珠， 

事實上，香港亦是位於珠江河，或稱珍珠河上，是國際聞名的「東方之珠」。 

 

在 1986 年 4 月逾越節之後，牧師決定為教會制訂嶄新的「家聚系統」， 

並且開始以「示範帶」方式，編定每個家聚的信息內容， 

而第一篇家聚信息題目是「一句說話說得合宜」。 

 

箴言 25 章 11 節：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原來，按著神話記載，武仙座大力士 Heracles 第 11 個任務，就是摘取一個金蘋果 Cydonia， 

在歐洲中東一帶的金蘋果是一種名叫榅桲的水果，別名是木梨，學名為 Cydonia oblonga。 

據說在古希臘時代，這是婚禮必備的水果， 

並且屬於植物中的「薔薇科」（Rosales），與玫瑰花同屬一類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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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原來當年第一篇家聚信息，已經有著神的超然掌管︰ 

 

第一，金蘋果就是 Cydonia， 

正正就是近日牧師於自傳「回憶栽種恩」所分享的題目， 

以及 Freemason 傳說中所相信的的分別善惡樹果子。 

第二，金蘋果是婚禮上的必備果子，與婚禮有關。 

第三，金蘋果與玫瑰花屬同一科目，都是「薔薇科」。 

 

在 1987 年 4 月逾越節的時段， 

牧師剛剛完結了一連五篇聖靈的教導， 

並且，開始分享全新的「天國比喻」教導， 

36 篇的「天國比喻」教導，奠定了教會對神話語源源不絕啟示的根基。 

 

1988 年 4 月逾越節的時段， 

牧師率先分享了最早期教導弟兄姊妹掌握時間的信息，就是兩篇「時間的膚淺」。 

留意分享當天，同樣是 4 月 10 日，並且是 1988 年， 

「88」與電影《回到未來》，能夠穿越「時間」的時速 88 英里完全吻合。 

當中，牧師提及著名的方程式：「預備 + 機會 = 成功」， 

好讓弟兄姊妹不會因為缺乏作出多次的預備，而錯失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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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亦帶領著我們作出多次的行動和預備， 

以免我們錯失神的帶領和成功的機會。 

 

事實上，30 年來，錫安教會之所以能夠一日都沒有偏差地被神帶領， 

正因為我們明白「時間的膚淺」教導，緊握「預備 + 機會 = 成功」的智慧。 

 

踏入 1989 年逾越節的時段，牧師按著神的帶領， 

去到「五旬節聖潔會」舉辦了一次神蹟聚會， 

牧師在當中示範了天國的能力，為病人祈禱得醫治，讓被鬼附和受壓制的人得釋放。 

 

踏入 90 年代，每年的逾越節期間，神繼續帶領錫安教會在屬靈上「棄舊迎新」， 

展開了一次又一次「新的開始」。 

詳情可以重溫精華短片「逾越節與錫安教會」。 

 

這些年來，錫安教會如何度過逾越節的呢？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坐上時光機，重溫當年的片段： 

 

在 1990 年的逾越節，國際先知 Paul Cain 首次來港，於是錫安教會首次全體一同參與他的聚會。 

在參與先知 Paul Cain 的聚會前，錫安教會的主日聚會首次公開地處理一宗「管教領袖」事件， 

好讓全會眾都懂得潔淨自己，承接這個聚會的祝福。 

這正好實踐了逾越節「棄舊迎新」的意義。 

 

在 1991 年的逾越節，教會正值籌備及舉行首次「按手禮聚會」， 

完全吻合逾越節所代表「新開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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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聚會中，神藉國際先知首次預言： 

錫安教會是約瑟民眾，背負著世界末後的終極呼召！ 

正正在 1992 年 4 月 10 開始，即逾越節的期間， 

教會首次舉行「十日聚會」，一連十晚的神蹟醫治聚會醫治了很多病人， 

並讓被邪靈壓制的人得著釋放。事件也對應 2015 年 4 月 10 日， 

剛才提到蘋果公司開售玫瑰金 Apple Watch 的日子。 

 

在 1993 年逾越節的同時，日華牧師首次分享大復興中，全新的「天天聚會模式」， 

並且在 1993 年 3 月 28 日，神帶領錫安教會經歷了一次逾越節所預表的「聖餐聚會」， 

當中，牧師分享了一篇使人深深認知「神是愛」的信息。 

 

在 1994 年的逾越節，牧師開始分享一套全新及極具啟示的「聖靈果子」信息， 

詳盡將聖靈果子：「仁愛」的八種特質，對比《聖經》雅歌的八種植物。 

留意，分享日期再次出現 4 月 10 日。 

 

在 1995 年的逾越節，香港錫安教會受當時加拿大錫安教會母會的邀請， 

得知加拿大威士拿（Whistler）將舉行一場稱為「鷹的聚集」聚會， 

於是，日華牧師夫婦便計劃前往參與該次聚會。 

出發前，神感動牧師分享「摩西詩篇 47 篇 ── 守望者（一）撒母耳的工作」， 

以全新的概念理解「守望者」的職責， 

「守望者」就是吹角節負責守望新月的兩個見證人。 

意想不到，此行參與威士拿的聚會後，就觸發了「威士拿事件」， 

香港錫安教會從加拿大錫安教會分裂了出來。 

整個事件完全吻合逾越節的意義，教會在屬靈上「棄舊迎新」及「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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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6 年的逾越節，牧師按著神的帶領，首次分享「國際陰謀」的信息， 

包括著名的雙氧水與醫藥陰謀教導。 

從這年的逾越節開始，神帶領錫安教會走上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奠定我們抗衡世界末後敵基督的邪惡勢力，逐一識破撒但的大迷惑。 

 

在 1997 年逾越節，牧師分享完最後一篇「帝國陰謀及科技陰謀」信息， 

並且結束過往的聚會模式，就是在同一天的主日聚會， 

分別在早、晚兩堂聚會內，分享兩篇不同的信息。 

 

在 1998 年的逾越節，牧師一連數星期分享預備「Y2K 千年蟲」的教導， 

與此同時，錫安教會亦正式展開相關的籌備工作。 

 

在 1999 年的逾越節，教會首次發生「領導層分裂事件」。 

前教會財政請辭，並且一些老化及不願意跟貼神的全職和家聚負責人，也相繼離開教會。 

的確，逾越節的意義，就是在屬靈上「棄舊迎新」，神會除去一切舊酵，即舊有已經衰敗的領袖。 

 

 

 

在 2000 年的逾越節，牧師按著神的啟示，分享了著名的「十五分鐘禱告」之教導， 

好讓弟兄姊妹藉此，讓聖靈運行在日常生活裡， 

結果，很多弟兄姊妹都經歷了超自然的神蹟，見證接踵而至， 

在當年的逾越節期間，主日聚會誕生了全新的「分享見證聚會」， 

共證神在弟兄姊妹生活上的恩手。 

 

在 2001 年的逾越節，牧師按神著的啟示，分享了嶄新「孤兒的心」之教導， 

期間，牧師於休息及放遙控飛機時，答覆全職們有關主日信息的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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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衍生出「現場錄音及事後做文字筆記」的學習模式， 

開拓日後主日信息中「問答篇」的模式， 

更成為了「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製作雛形。 

  

在 2002 年的逾越節， 

牧師於「全職講座」，引述《富爸爸‧窮爸爸》書籍系列之教導， 

並藉著遊戲「現金流」，讓全職同工認識投資上的策略和智慧。 

 

 

 

在 2003 年的逾越節，神帶領牧師首次以世界 500 強企業海爾為例， 

詳細教導「亞伯拉罕經濟系統」的特質。 

 

 

 

當時海爾電器的股價，由 2003 年 3 月每股約港幣$0.18 不斷攀升， 

踏入今年 2015 年 4 月的逾越節期間，海爾電器更創出每股$25.9 的歷史高位。  

對比 2003 年以股價十合一後即$1.8 計算，股價升超過 1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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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香港股市近 12 年來，繼著名通訊工具 QQ 的騰訊控股等 20 多間企業， 

能夠股價升超過 14 倍的其中一間企業。 

 

此外，在 2003 年逾越節，牧師首次決定租用及裝修屯門的全職大型寫字樓，又稱為「聖殿」。 

同月，教會首次大規模舉辦了「全職度假營」，營內增設了晚餐的敬拜讚美部份， 

奠定了日後「音樂營」的基礎。 

與此同時，牧師亦於營內向弟兄姊妹正式公佈落實租用「聖殿」， 

「聖殿」的裝修工程亦隨即展開。 

 

 

 

在 2004 年的逾越節， 

神啟示牧師在主日信息中，分享「住棚節 ── 約翰福音 7 章至 9 章」的教導， 

首次分析主耶穌遵守祂的最後一個住棚節。 

原來按著以色列的習俗，住棚節中還有奠水禮和點燈節的儀式， 

這奧秘隱藏著世界末後「教會復還的秘密」。 

 

同時，在這年的逾越節， 

2004 年 4 月 12 日，教會於天水圍舉行了神蹟醫治佈道會，  

標記了教會舉辦大型佈道會的先驅。 

同月，教會也創立了錫安音樂學院，開辦每年一屆的音樂課程， 

好讓弟兄姊妹能夠在技術上進深，發展敬拜讚美。 

 

在 2005 年的逾越節，4 月 10 日，教會舉辦了首次「說的聚會」， 

這是自 1992 年「十日聚會」後，13 年後再次舉行的全教會性大型神蹟聚會， 

兩次大型神蹟聚會，同樣是於 4 月 10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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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6 年的逾越節，牧師按著神的啟示， 

首次藉著 AOE（Age of Empires）世紀帝國遊戲，訓練策略家的「策略思維」。 

與此同時，稱為「聖殿」的全職同工寫字樓，突然被逼遷， 

在 2006 年同樣是 4 月 10 日，教會首次舉行「聖殿開放日」， 

讓弟兄姊妹共同建立美好的回憶。 

 

 

 

在 2007 年的逾越節， 

教會在灣仔修頓室內體育館，首次舉行大型 Unplugged 聚會。 

策略家團隊在當中進行「巡行式恩賜運作」，Call 出聚會中有疾病和有需要的人士， 

釋放聖靈運行在他們身上。 

這項完全嶄新的神蹟彰顯聚會模式，在基督教界是從未出現過的。 

 

到了 2008 年逾越節， 

於 3 月尾，教會電影部首次以全高清技術拍攝三齣福音電影： 

《封心鎖》、《壹圓四角》以及《哭與哭之間》。 

 

至於在 2009 年的逾越節， 

神帶領主日信息進入第一篇「健康之藍圖」的教導，幫助改善人們健康。 

此外，自從第一篇「健康之藍圖」的教導更是首套的主日信息， 

除了每星期上載到《錫安日報》供下載之外，亦上載到 YouTube 平台上，讓信息更為廣傳。 

的確，這是 2009 年逾越節的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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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0 年逾越節，牧師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提及的「瑪雅年曆」， 

計算出下一代的重要工具就是 iPhone。 

所以，教會全職全面轉用蘋果公司的 iPhone 3GS 電話， 

並鼓勵其他門徒選擇轉用 iPhone，以取代舊有流動電話。 

5 年之後，蘋果公司更躍升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市值最高的企業， 

iPhone 電話更成為有史以來，單一型號最暢銷的電話。 

 

在 2011 年 4 月逾越節的時候，教會首次讓電影部與七個策略區合作（Crossover）， 

開始拍攝 14 齣「感人短篇」。這是一次創新的模式， 

由策略家分別帶領七個電影部小組，超頻地進行拍攝工作。 

及後，同樣在 2012 年逾越節的時候，教會更首次讓百人家聚與電影部合作， 

開始拍攝「感人短篇」第二季（Season 2）以及《神州十二號》， 

這是另一次全新的模式，由電影部分小組與百人家聚家主合作拍攝， 

於 2012 年 4 月，正是這個組合的最後一期拍攝。 

 

一年之後，在 2013 年逾越節時， 

事源踏入 2013 年，Webbot 作者多次以錄音及報告方式，預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發生， 

於是，部分教會全職逐步在 3 至 4 月初，預先北上為弟兄姊妹的「國內大度假」作預備。 

 

另一方面，教會在 2013 年 4 月 8 日召開了一次「全職講座」， 

為全職及領袖們講解有關比特幣（Bitcoin）的背景、潛力及注意事項。 

在 2014 年 4 月逾越節的時候， 

一方面，「2012 榮耀盼望」信息播放了先知 Bob Jones 的離世消息， 

以及他最後一個「蘋果樹的預言」，牧師發現這個預言與錫安教會的驚人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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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牧師在這年的逾越節， 

才發現「每年逾越節與錫安教會事件」的驚人巧合。 

 

至於今年 2015 年 4 月 4 日開始的逾越節， 

接著的一天，4 月 5 日，就是「天馬座行動」第 4 篇的播放， 

該篇主日信息播出後五天， 

2015 年 4 月 10 日，蘋果公司正式發售玫瑰金 Apple Watch， 

完全印證「天馬座行動」中有關「時間的秘密」與及「玫瑰園計劃」。 

 

從上述的多個例子可見， 

30 年來，我們所身處的錫安教會，每年都奇妙地按著逾越節時間和意義， 

棄舊迎新，跟貼神的步伐，連一日都沒有偏差地被神帶領，經歷每一個嶄新的開始。 

 

問題六：我們在 2013 年 5 月之所以北上大度假，就是基於 Webbot 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Webbot 提到當白銀價格暴升就是一個標記，一至兩個月內就會出現「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而今年九月就是安息年完結、禧年開始，幾乎確定全球經濟會有很大動盪。 

請問是否在白銀暴升的一、兩個月內，我們就一定要動身北上呢？ 

 

答：對於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建基於一個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在 2013 年我們所聽的信息，究竟當時分享的資料， 

是為了給我們一個怎樣的訊號和為了在今年達到些什麼目的呢？ 

 

首先，整套信息絕對是神所預備，並且是出於神的心意， 

就如我曾和大家分享，我們自 2009 年至 2016 年所分享的「2012 信息」， 

就是那顆珍珠。不是說我們的教會，而是這套信息。 

 

於是，我們便分享了「玫瑰園計劃」， 

最後還分享了港珠澳大橋等資料，都在說這顆珍珠， 

事實上，吐露港從前也是一個採珠的地方， 

那裡蘊藏的珍珠數目很多，甚至有上百年計的歷史。 

只是到後來被採至所剩無幾，在康熙皇朝的時候， 

人們才不再在此地採珠，但香港確實是開採、盛產珍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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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第一個證明，我們是一個產珠國， 

你可知道，中國是全世界生產最多珍珠的國家， 

產珠量是佔全球產珠量的百分之幾呢？是 95%， 

即是說，你將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採珠量的加總，也只有 5%， 

而 95%就是中國大陸所出產的淡水珍珠。 

 

影片：香港採珍珠的歷史 

主日信息當中，日華牧師提及神以珍珠比喻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事實上，香港亦曾是出產貢品珍珠的地方。  

 

早於公元 900 年的五代十國時期，已有由香港大埔採集的珍珠成為貢品， 

當時南漢劉氏於大寶六年，即 963 年，於「大步」，亦即現今的大埔， 

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或「媚珠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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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元朝，更派官員監督開採，  

但由於過度開採，導致大埔的採珍珠行業日漸式微， 

直至清代康熙執政，即公元 1662 年之後，才正式下詔禁止「官採」。 

 

至 1950 年代，珠寶商周大福及馮秉芬等，於大埔水域重新投資人工珍珠養殖場， 

全盛時期有四個養珠場，分別於老虎笏、閶枝莊、鳳凰笏、吉澳等。  

但後來，由於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導致水質惡化，養珠場於 1970 年代相繼結業。  

 

 

 

到了 2000 年，才有人於吐露港老虎笏，再度投資開設養珠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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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更有公司於西貢西郊野公園附近水域養殖海水珍珠。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  

早於 6000 年前大禹時期，已有採珠記載， 

並且，更是歷史上，最先發明人工養殖珍珠技術的國家， 

但是，由於養珠技術無法取得突破，因此，養珠方式漸漸被人遺忘。  

 

 

 

直到 1880 年代，中國養珠技術傳到日本人御木本幸吉手裡，才得到重大突破， 

其後，他更被稱為珍珠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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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曾留學日本，學習養珠技術的熊大仁，  

到了 1960 年代，被委任為暨南大學水產系主任，開始珍珠養殖研究，並於 1962 年開發成功。  

隨著養珠技術突破，中國淡水養珠業的發展，到了 1980 年代已超越日本， 

成為世界第一。現時，產量更佔世界 95%， 

而熊大仁，亦被人稱為「中國現代珍珠之父」。  

 

 

 

但問題是，另一樣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說，這篇信息很明顯， 

我們根本是處身於在這片地土裡的寶貝，真的應驗了。 



20150927   www.ziondaily.com 
 

 
 65 

我們都說，這篇信息就是這顆珍珠，但我們用了什麼來分享呢？ 

就是以港珠澳大橋去分享。而我們的信息，大家都知道和有目共睹的， 

我們是在 2009 年 12 月 13 日去分享第一篇信息的。 

但這座港珠澳大橋，是於何年何月何日開始興建的呢？ 

就是我們開始分享這篇信息，12 月 13 日後的兩天，這橋便正式開始興建。 

 

影片：港珠澳大橋與「2012 榮耀盼望」信息開始日期的吻合 

港珠澳大橋是一道興建中的跨海大橋，位於香港、澳門及中國大陸之間， 

連接香港大嶼山的東涌和香港國際機場、澳門半島和廣東省珠海市， 

全長接近 50 公里，主體工程全長約 35 公里，包括離岸人工島及海底隧道， 

落成後將會成為世界最長的 6 線行車沉管隧道，及最長跨海距離的橋隧組合公路， 

建成後將會大幅縮減穿越三地的交通時間，建立「1 小時生活圈」。 

 

但是，日華牧師在早前之「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主日信息裡， 

已經分享到《但以理書》和《啟示錄》所預言的第四獸， 

就是現今世上十王所統領的勢力， 

同心合意地建造「玫瑰園計劃」，打造今天的香港。 

 

因為，座落天馬座心臟地帶的香港，將會出現如珍珠一樣的錫安教會， 

因此，十王希望藉著建造香港、向錫安教會所施的恩惠， 

可以在復活身體和被提資格上，從錫安教會分一杯羹。 

 

而「玫瑰園計劃」的最後部分，就是興建港珠澳大橋。 

有趣的是，港珠澳大橋屬於中國公路網 G4 和 G94 路段的一部分， 

英文字母「G」是第 7 個字母， 

所以 G4 和 G94 隱藏了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定命——拉線數字「4794」。 

 

 

 

4794 英里是由耶路撒冷聖殿拉線， 

到過去 30 年間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各個標誌性地點距離， 

例如：粉嶺園、帝景酒店以及黃金海岸泳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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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由 1996 年 7 月 21 日的「雙氧水事件」， 

至 2009 年 9 月 5 日已故先知 Bob Jones 接收到「神榮耀列車」的預言， 

正正就是 4794 日，印證神一日也沒有偏差地帶領著錫安教會。 

 

因此，日華牧師決定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並於 2009 年 12 月 13 日作第一篇信息分享。 

但原來兩日之後，即 2009 年 12 月 15 日， 

「玫瑰園計劃」最後部分之一，隱藏著數字「4794」， 

位於中國公路網「G4」和「G94」路段的港珠澳大橋工程就正式啟動。 

 

 

 

這明顯是十王因着預知，刻意把工程的正式啟動日期， 

安排在第一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後的兩日， 

目的就是印證這套由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和 4794 的定命。 

並且，大橋全部路段預計將於 2016 年初竣工， 

由 2009 年 12 月 15 日開始，剛好用了約七年時間建造。 

 

在 2015 年 8 月 12 日，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與珠海市委書記李嘉會面時， 

李嘉突然宣佈，預料港珠澳大橋主要工程將於 2016 年完工， 

事實上，此舉難度甚高，但中國政府似乎決心要在 2016 年內建成這道橋。 

 

新聞片段： 

他們到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參觀模型，了解工程進度。 

梁振英和珠海市領導見面時，話題也是圍繞這條橋。 

香港澳門珠海這個大橋，已經是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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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情況，應該明年，我們主要的工程應該基本建完。 

將來大橋通車之後，香港與珠海的距離，從現在一水之隔，就變成一橋之遙。 

接下來加快推進通關便利、通行便宜。 

 

今年初，廣東省發改委曾經指出，大橋的沉管連接工程有很大的困難， 

但珠海方面現時又指主要工程明年可以完工，究竟哪一個說法較準確？ 

運房局說，香港、珠海、澳門三地尚在評估。 

現在爭取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有關評估，看來在 2016 年底，各項有關工程同步完成的難度很高。 

港珠澳大橋早前確定採用「三地三檢」，怎樣做到李嘉所指進一步通關便利？ 

梁振英表示會用新思維處理，不過他沒有具體交代如何處理。 

 

這正好對比錫安教會在 2009 年至 2016 年這 7 年間， 

完成神命定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亦對應美國一元紙幣上，大金字塔國璽預言的全視之眼信息。 

 

故此，首先，我們這篇信息是在精挑細選、精雕細琢下， 

將神的心意分享出來，這是不容置疑的。 

但到了 2013 年，我們就接收到一個信息， 

就是關於所有事情，我們都要實習、都要熟悉。 

 

那一次一定也是印證的，因為即使經過那次以後， 

我們的信息也是一次也沒有偏差的情況下，一直應驗下去。 

但那次所分享的內容，就是我們提到黃金和白銀會升值， 

繼而比特幣也同步上揚之後的十五日，「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就會出現。 

 

當時，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這是來自神要審判這麼多人的話，祂為什麼會以 Webbot 去分享？ 

如果越來越多人認識 Webbot 的話，最後也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不信的人、不配的人也能夠脫身， 

 

可是，如果是今次呢？ 

今次，Webbot 一直沒有提及「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時間，只是不斷提供資料， 

我們則對應 2013 年所記下的資料，一邊回顧，一邊分享，從年頭分享至今。 

現時，Webbot 只是指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後遺症， 

卻沒有發出災難警告，沒有警告世人要離開岸邊。 

 

今年，當一直發展下去時，在全世界的群體中， 

亦是極少數的群體能夠知道「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日子，只有我們知道﹗ 

神一方面讓我們知道，並成為一個密碼，另一方面，又可以成就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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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們也知道 Webbot 的準確程度， 

現時在網絡中，人們也驚覺原來 Webbot 是寶貝，因為它準確得很瘋狂， 

可想而知，現在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收聽 Webbot 了。 

 

如果要開始倒數「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時間， 

可以想像，一個月後，至少有超過百萬人會離開岸邊， 

因為 Webbot 的準確程度，連教授也會分享， 

可是，如果 Webbot 沒有提及呢？ 

若然按著 2013 年提及的內容全都應驗了， 

但是，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出現時，也沒有再提及， 

只是道出事件發生的後遺症，正如我剛才所讀的字眼。 

 

包括，那時，全球大部分的地方都不適合人類居住， 

這豈不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帶來的影響？ 

 

 

 

其中，出現地方污染，在 8 月 16 日出版的 Webbot 提及， 

全球眾多住在海邊的各個浮動民族，都會住在破船或已興建的浮動城市裡， 

這豈不是於 2013 年時曾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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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Webbot 會全部重複？ 

若我們仔細地理解的話，我們便會知道，今年很多事情都重複， 

很多事情都應驗了，那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更沒有理由不應驗！ 

 

故此，我們便會知道，而我們知道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已掌握了之前的資訊， 

神要我們預早知道，這是由於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那一天，真的是沒有警告， 

如《聖經》記載，在沒有預先警告下，取去一個，留下一個； 

在田間工作的，取去一個，留下一個；在房頂上的，取去一個，留下一個， 

如同挪亞時代，當大洪水沖過來的時候，就會發生這些事情！ 

 

正因為我們進行了綵排，我們很認真地為所分享的負責任，亦為所聽的去研究，才會如此， 

所以，按著神的計劃，祂也會這樣做。相反，當年若發生了「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成千上萬的人都會逃掉。因外國也有很多隊伍走到內陸，尋找他們要去的地方， 

另覓一個居所，然而，於今年卻沒有絲毫類似的消息。 

 

這讓我們看見，於神每一天的帶領下，當年彷似有著這一個錯誤， 

而今年，我們卻能於神每天的旨意帶領下，預測到三月至五月間的事情的原因， 

所以，今年發生的最大的可能性，按著《聖經》，亦按著 Webbot 的預測， 

不過，是按著 Webbot 於 2013 的預測，卻於今年發生。 

 

而我在今年初的分享亦有提及，今年許多東西都與 2013 年重疊了， 

原本該於 2013 年應驗的，卻於今年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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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否留意這亞裔摔角手於地震中救了許多人，其實是一個應驗了的標記， 

這指明「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即將發生的標記應驗了， 

且就它的放映日期都說明一定於 6 月 1 日前發生。 

 

我們既為自己所說的盡責，又為別人所說的研究， 

我們便可以十分輕易能對照出來， 

你們亦有目共睹，不信的話，可取回以往所播放的信息， 

你便會知道，這是神獨特給我們的密碼， 

甚至這密碼是 Webbot 創辦人 Clif High 也不知道的。 

 

猶如全世界都圍繞我們運轉一樣，一一都如為我們所作， 

如電腦、Google、YouTube、Webbot 等，都是為我們這套信息存在， 

試想，這信息既是一天都沒偏差的說出神的信息， 

然而，於 2012 信息中，有多少篇幅是關於 Webbot 及其應驗篇？ 

 

即使如此，這套信息卻是沒有一天、亦沒有一篇的偏差， 

若有偏差，便不會發生，於我們分享「敗家雞」（肯德基）後，他們便推出了該漢堡包。 

那篇信息是出於五月，我到達內地後，決定要於講道中分享這店舖， 

甚至我分享以後，亦不是我編排什麼時候於主日播放， 

因為早已有不同信息編排了次序，要於主日播放。 

 

因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分享了許多 Webbot 的內容及其應驗篇， 

這珍珠（2012 榮耀盼望信息）有不少部分來自 Webbot， 

Webbot 會否真的是為我們而存在？看來起碼也是為了這套信息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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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的如此多信息，亦為我們今年留下了線索， 

讓我們看見全球人都看不見的東西， 

事實上，1996 年時已經證明了一件事， 

我們看得見的東西，全世界都未必能看見。 

 

影片：Webbot 資訊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息息相關 

「2012 榮耀盼望」信息，於 2015 年 9 月 27 日，經已分享到第 294 篇， 

日華牧師自 2009 年開始，藉著神給予的啟示和帶領， 

從《聖經》和各方的資訊，準確揭示一個接一個奧秘和千古之謎， 

預示整個世界的走向和趨勢。 

這套信息實在是神給予這個末世的終極答案。 

 

在一切災害未有任何發生跡象，甚至沒有科學家和權威人士預先作出警告之先， 

日華牧師經已預告這些災禍和異常事件的發生， 

包括︰發生時間、指定地區、災難形式及幅度， 

甚至由 2009 年至今，牧師在過往 6 年間，都準確地預告金融的變動和經濟崩潰等事件。 

 

這 6 年合共 294 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裡， 

神給予日華牧師一種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稱為「網絡蜘蛛」的電腦程式——Webbot。 

 

 

 

這是一套通過追蹤互聯網的關鍵字來預測未來的電腦程式， 

從 1997 年被設立之初，目的就是為了預測股票市場的未來走勢， 

Webbot 作者 Clif High 將此技術列為機密，出版的 Webbot 報告大部分亦需要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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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自 2011 年 2 月 20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57 篇」主日信息， 

開始第一次分析及分享 Webbot 的預測及其資訊。 

 

隨後的 4 年半，牧師亦不斷留意 Webbot 最新報告、文章或一些錄音分享， 

第一時間捕捉，然後作出仔細解讀、分析和整合， 

統計歷年的資訊，分析其可能會出現的誤差， 

再按《聖經》原則，將 Webbot 作者錯誤理解的地方，作出修正和調節。 

 

甚至將 Webbot 在經濟預測上慣常出現的時間延誤，作出合理和準確的分析， 

以幫助弟兄姊妹能夠更加掌握這些資訊。 

尤其是自從 2012 年 6 月開始，日華牧師已經不斷留意及分析 Webbot 預告有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它發生前的先兆標記，以及後遺症等。 

 

有見及此，教會更特別在 2014 年 5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23 篇」信息中， 

製作了一本「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預測總表」， 

詳盡列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各種先兆標記（Markers）。 

 

回顧過往 294 篇「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原來一共有 73 篇，有部分內容或甚至整篇信息也牽涉 Webbot 的資訊， 

於 6 年間佔了約 25%比重，換言之，每 4 篇信息就有 1 篇牽涉其中。 

 

明顯地，Webbot 的資訊與「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息息相關，是神給予日華牧師的智慧， 

好讓 Webbot 在這套信息中，成為能夠預測未來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工具。 

 

問題七：近期的天馬座行動信息和 Webbot 的資料，讓我們更肯定，這就是《聖經》中，《哈該書》

提及：金子銀子都要運到神的家中；更甚者，於今篇 Webbot 裡，這些中國大媽在不同地方搶購了金、

銀和珠寶等等，這個預言將要應驗了。那麼，教會又將會有怎樣的變化呢？ 

 

答︰很明顯，我們現時所見的步驟是經過精心部署。 

就如我所預測，Freemason 會採取的行動、黃絲帶之後會發生的事情、中國的局勢會怎樣， 

以及當我看見 Webbot 現時分享的資料是很可信，所以，我們特別在主日當中分享。 

 

我們現時所見的一切，很明顯也是為了在接下來，最後大復興當中建殿而出現， 

因為，現時大家也看見，全世界正按著 Webbot 所預測， 

「藍色螞蟻」會到全世界尋寶，買下這些寶物。 

 

影片：中國螞蟻搬家應驗篇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8 月 23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第 289 篇」主日信息中， 

引述 2015 年 8 月 4 日的 Webbot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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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中國大媽」的中國民眾，將會如一隊「藍色的螞蟻兵團」沖刷整個地球， 

到世界各地購買各種有價值的物資，例如︰黃金、白銀、珠寶首飾和比特幣（bitcoin）等， 

把世上一切有價值的物資都搜刮淨盡。 

 

結果，在該主日信息播出後的 21 天，多份報章於 9 月 13 日， 

紛紛報道困擾香港及澳門的中國水貨客問題。 

報章指出水貨客近日改變策略，放棄以「大車疊貨」的方法，改為以一袋袋「小包」， 

用螞蟻搬家的形式把水貨運往內地，以「化整為零」的手法期望能逃過內地海關的法眼。 

水貨客運載的貨物，大多是貴價食品、化妝品，以及各類奶粉等， 

更有不少是 iPhone 等高科技產物。 

他們以螞蟻搬家的形式，將各種物資及貴重貨物轉運內地。 

情況完全應驗 Webbot 的預測，中國民眾將會如一隊「螞蟻兵團」沖刷整個地球， 

把世界各地所有貴重物品，盡都搜刮乾淨。 

 

但當中國大復興時，這些寶物會去哪裡？萬國的珍寶不就運來了嗎？ 

這是哪裡的珍寶？中國的珍寶？香港的珍寶？ 

不是，是萬國的珍寶。 

 

 

 

同時，是誰成為蝗蟲、螞蚱、蝻子去吞吃？ 

答案，暫時就是中國的大媽們。 

她們走在牆上、站在桌子上、爬上別人的櫥窗上， 

站在飾物櫃上，買下一切這些珍寶。 

 

但當她們全部都信了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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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們發覺大復興時，是需要這些資源呢？ 

你能夠想像，這些珍寶會去哪兒。 

不一定是一個外國人、意大利人，或是同性戀的英國人拿來， 

是會由一些信了主的中國人，將這些財富拿來。 

他們不一定以財富，以金子、銀子的方式， 

也可能是用金子和銀子買來的重要物件，運送或郵寄過來等等。 

相反，那些已經完全敗壞的西方國家， 

就沒有資格和機會，能夠參與最後的大復興。 

 

我亦曾與大家分享，既然中國是隱藏的十支派，中國必定會有這個大復興， 

因為我們知道，當以色列被擄的兩個半支派歸回時，便會重建聖殿， 

但另外所隱藏的十支派卻從來沒有參與重建聖殿，他們從來沒有盡過這責任， 

所以，他們有機會在這個最後的聖殿中，有資格重建和參與，並且是主力的那一群。 

 

 

 

所以，我們現時所見的事件，反而是相當合理， 

尤其當我們理解珍珠和「玫瑰園計劃」等事情， 

我們再計算中國的基建、設施，以及神在中國歷史上的奇妙帶領。 

 

要知道，我們現時所分享的「玫瑰園計劃」， 

是神完全、絕對、無與倫比地干涉歷史，才會出現十王和第四獸事件， 

是神親自說服第四獸做到這種程度。 

 

你試想想，神在中國留下了什麼伏線，去配合最後這個計劃？ 

一定會有的。不會因為十王控制不了中國，而令神的計劃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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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早已在時間外制定了全盤計劃，祂安排了十王在歷史中所做的一切， 

因為結局早已定下，所以，神才會創造中國人， 

為的就是在那一刻，可以一起去迎接、配合這復興。 

 

所以，我感覺這次的事件，十王和中國皆是有意做出來，藉以迎接這復興， 

但當中必定有神無與倫比的參與！就像祂能夠控制統管世界的十王一樣， 

因此，身為一個受害者的中國，絕對可以在六千年前，就已經作出這預備， 

好讓她在最後這數十年裡，不會出現轉變，而是配合事件的發生。 

 

「玫瑰園計劃」就是在述說，中國會出現這樣的一個配合。 

所以，就像我們現在所見的一切基建， 

都是為了貫通中國與香港之間的連繫而產生的。 

 

 

 

當中的攔阻，包括「一地兩檢」使人感到很麻煩； 

黃絲帶的支持者高呼香港要自立、要有普選，甚至更有人提倡港獨， 

但其實，所有的攔阻，皆是為了使我們得以與中國合一。 

 

而「玫瑰園計劃」也已經告知我們， 

神早已預定了，這計劃會暢通無阻、不會受到任何阻隔； 

「玫瑰園計劃」本身就是在述說這樣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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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我們從「玫瑰園計劃」的角度出發， 

中國現在的經濟崩潰，絕對是有意計劃出來的， 

目的就是為了成就「玫瑰園計劃」和「天馬座行動」！ 

我亦說過，我們應該要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九月將要發生的事件。 

 

故此，當我分享 Webbot 的時候， 

我也會下意識地，把解謎的方式，以這種形式讀給你們聽； 

就是把一些我感覺一定會朝那方向發展的重點分享出來。 

 

否則，若要將 Webbot 照本讀出，那我們之前所用的時間，是絕對不足夠的， 

但是，我主要是循那重點，告知你們有關的方向， 

因為，我估計該事件一定會朝著那方向發生。 

 

特別是從我們知曉「玫瑰園計劃」後， 

我們對全面局勢的預測，是比以前更準確的， 

我曉得挑選最準確的資料，並提早告知你們， 

然後，大家便一起看著那事情的發生。 

 

所以，現時發生在中國的這件事情，是被預定、計劃好的。 

目的就是讓金子、銀子運進神的殿，是一段讓萬國的珍寶運來的時間。 

甚至不僅中國人會這樣做，連外國的君王，也會一併煽動和配合，使它可以成就。 

 

我相信，這些國家已允許，將他們人民的金錢轉移給中國人， 

讓中國人在這一刻，將經濟轉移至神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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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王既有份參與，那麼，神亦會將這份獎賞賜給他們。 

 

第二章：總結感言 

當大家聽到這篇信息的時候，已經是 9 月 27 日，也是中國人的中秋節。 

我曾在 9 月份，分享中國人這篇信息， 

在信息中提及中國人的中秋節是對照住棚節的。 

 

今年也是一樣，中秋節那日也是以色列人的住棚節， 

在翌日，將會是 Tetrad（連環四月食）最後一日，就是 9 月 28 日。 

我們也知道，在人類歷史中往後一千年都不會再出現。 

 

 

 

今年，很明顯是很特別的一年， 

當發覺，住棚節是指向我們去守這節，由錫安教會去守住棚節， 

如果由我們守這節的話，將來我們會成為眾人的榜樣的話，今年便是很特別一年！ 

 

我曾在「栽在溪水旁」分享過，過往逾越節時，神除了讓我能更新、創新外， 

每年的 9 月都有另一個意思。每年 9 月， 

似乎是神帶領我們進入神的步伐中，更接近神時代計劃多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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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9 月也是一樣。我們分享世界陰謀的信息，也是在 9 月開始， 

「2012 榮耀盼望」信息，也是在 2009 年 9 月 5 日， 

因神給我的生日禮物，讓我開始分享這套信息而誕生的， 

每年的 9 月，我們好像就是為了這節期，而踏出我們的步伐。 

 

今年也十分特別，在 9 月 13 日的主日就是吹角節， 

那日分享的信息是接地（Grounding）和多頻震盪器（MWO）。 

當時資料員也說，這是一個反高潮，突然分享一個完全不同的信息， 

與那個令人興奮和預言性信息，並不配合。 

 

我起初也有這樣感覺，直至主日信息完了， 

因我慣常會重看信息一次以上，在星期一坐下思想時， 

想起下兩星期，便是中秋節了， 

現在就是吹角節，我們會否守了這節期呢？ 

 

因吹角節代表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看到月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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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會在 9 月 13 日看見全球有一個題目， 

而我們也曾提及，就是全球缺銀。 

 

 

 

月亮代表銀，青馬大橋、第四馬就是用月亮的數值去建造， 

香港災難的門，也就是銀門，這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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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 9 月 13 日的時候，我們看見全世界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但問題，我們有否守這節期？有否守望（watch）呢？當然有。 

其實從 2013 年，我們已守望這節期足足有兩年以上了。 

 

但是，這還包含另一個意思的，在那個星期一，我便想到了。 

當時我想︰「咦﹗那麼特別的？」 

因為接下來的 9 月 27 日，即大家正收聽的這主日，不就是中秋節麼？ 

中秋節留傳一個有關月亮的傳說。 

 

 

 

原來以色列人的住棚節，也有一個關於月亮的傳說，即是關於吹角節。 

那傳說是什麼？ 

就是長生不老，嫦娥吃了長生不老藥而升天， 

成為「嫦娥奔月」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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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就是我們所說的反傳統， 

其實 MWO（Multiple Wave Oscillator）不就是一部長生不老的機器嗎？ 

在研發的過程中，全職一直取笑它是長生不老的機器， 

因為很多人使用後，發現變得年輕了、返老還童。 

 

 

 

這是很特別的印證， 

我們竟然在完全不知情下所分享的這篇信息， 

有機會根本在歷史上的吹角節已有記載。 

就是自古以來，中國關於長生不老的傳說，一直都與月亮有關， 

因為月亮就住了一個長死不老的人 ── 嫦娥。 

 

影片：日華牧師每年 9 月生日與吹角節及住棚節 

約 3500 年前，神藉摩西在以色列律法，定下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需要一年三次遵守三大節期， 

第一個，是每年西曆 3 至 4 月時所遵守的「逾越節」，包括：逾越節、無酵節和初熟節； 

第二個，是隨後的五旬節；第三個，是每年西曆 9 至 10 月， 

為期一個月的「住棚節」，包括：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 

 

而按著猶太年曆每年的提斯利月，即猶太宗教曆 7 月 1 日， 

是以色列人的吹角節，亦是以色列民事曆新一年的開始， 

故此，按照每年踏入西曆 9 月的時分， 

以色列人都會全力預備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這個非常重要的節期。 

 

事實上，與此同時，每年西曆 9 月 1 日，亦正是日華牧師的生日。 

誠如日華牧師在 2014 年 5 月 1 日，自傳「回憶栽種恩第 194 篇」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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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覺每年生日，神都會讓一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作為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故此，在他過往的人生裡，神不單在每年逾越節都會使錫安教會有「棄舊迎新」的轉變， 

踏入每年 9 至 10 月，正值他 9 月 1 日的生日，吹角節至到住棚節這段時間， 

神都會給他一個獨特的轉變和經歷， 

這與以色列人一樣，9 至 10 月亦是他們民事曆「新的開始」。 

 

就在 2009 年，神賜給日華牧師的生日禮物，就是先知 Bob Jones「榮耀列車」的預言， 

印證他需要著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綜觀過往 30 多年間，每當牧師的生日或每年 9 至 10 月吹角節至住棚節的時候， 

神除了讓他經歷一些特別的遭遇和事件之外，也會給他一套信息，成為他當年的生日禮物， 

或是當年神帶領遵守吹角節和住棚節的指示及行動。 

例如：在「回憶栽種恩」裡面，日華牧師已經分享過： 

1981 年 9 月，他被父母送往加拿大溫哥華讀書，經歷了人生中一次嶄新的轉變， 

藉著被神帶領接觸到不同教會， 

甚至當年他所接觸的每一間教會，往往都是這些教會最輝煌的時刻。 

包括：溫哥華 Fraser street 的喜信會（Glad Tidings Church）、 

CBC 團契（加拿大土生的華人團契）、加拿大一間以中文為主的基要教會。 

之後，再因為轉校而參與多倫多 Mananetta 教會， 

當再返回溫哥華，就遇上剛剛成立的華人錫安教會。 

因此，自 1981 年在外國升學開始， 

完全改寫了他對神、對信仰和神話語的認識！ 

 

至於 1982 年 9 月，日華牧師與玉珍師母，開始來往書函， 

從中互相印證被神帶領，成為男女朋友。 

 

之後，在 1983 年 9 月，已在多倫多開始第二個學期的牧師，剛剛擁有「過目不忘」的恩賜， 

這正值加拿大錫安教會夏令營時，他重回溫哥華， 

在夏令營的碼頭旁邊，目睹自小第二個夢應驗。 

 

1984 年，日華牧師於 4 月從加拿大首度回港探親，趁機會接觸當年香港舊教會的基督徒， 

發現他們的屬靈生命已經不復當年，陷在極大的屬靈低谷裡。 

 

結果，在 1984 年 9 月，日華牧師返回加拿大時， 

一方面，因為家庭經濟緣故，日華牧師知道必須放棄加拿大的學業而回港， 

另一方面，在這段短時間內，神讓他知道自己在屬靈方面，必須趕緊突破成長更多， 

這樣，日後才有機會扶助這些軟弱的基督徒，向他們報恩。 

 

1985 年 9 月，日華牧師於生日前 8 月 17 日和玉珍師母按著神的帶領， 

排除種種困境和難阻，結婚成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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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起同心展開建立鍚安教會的奇妙事蹟。 

 

1986 年 9 至 10 月期間，日華牧師得知 10 月 10 日至 12 日， 

加拿大錫安教會將會一連三日舉辦「按手禮」， 

經過多番考慮後，決定離開香港數個星期，休息以及前往這次按手禮， 

事實上，這一次按手禮亦成了他初期事奉的轉捩點。 

 

因為，他在香港建立錫安教會的時候， 

眼見香港眾多所謂的牧師犯罪，甚至帶動教會界攻擊他， 

與此同時，亦眼見香港所謂的基督徒，被各式各樣的軟弱纏累，對神的話語完全沒有興趣。 

 

故此，藉著 1986 年按手禮， 

先知們說出日華牧師夫婦建立香港鍚安教會時的困難，並印證他們日後香港事奉的方向， 

對牧師給予極大的鼓勵和造就，成為他事奉上非常寶貴的強心針。 

並且，溫哥華正值舉行「世界博覽會」， 

在這旅程裡面，日華牧師夫婦在靈、魂、體三方面， 

都能夠得著休息，以及重新充電，讓錫安教會踏上新一頁。 

 

1987 年 9 月，日華牧師從神領受一套非常重要的啟示， 

亦是關乎基督徒如何擁有優美性格和屬神生命的教導， 

就是著名的「十二粒寶石」和「珍珠比喻」信息。 

 

 

 

的確，30 年來，他都按著神的帶領， 

有如一隻珍珠蚌在困苦和極大的傷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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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0 年珍珠禧的時間，孕育錫安教會成為一顆「重價的珍珠」， 

連一日也沒有偏差地，完成神給予他和錫安教會的定命。 

 

至於 1988 年 9 至 10 月，神啟示他一套教導，如何「得一座城」， 

就是如大衛一樣，藉著剛強壯膽抗衡撒但的幽暗勢力，為神得一座城。 

事實上，正因為這「剛強壯膽、大放膽量」的啟示， 

多年來，一直塑造及奠定了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絕不妥協的根基。 

 

 

 

故此，縱使 8 年之後 1996 年發生雙氧水事件， 

香港的政府部門、西醫界、傳媒群起攻擊， 

香港絕大部分基督教教會，不僅與錫安教會劃清界線， 

甚至與報章媒體聯手攻擊逼害， 

但是，當時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皆表現出剛強壯膽、絕不妥協的心態， 

甘願與日華牧師一同並肩，面對這次神給予的試驗。 

 

及至 1989 年 9 至 10 月，當時剛開始接觸國際先知 Bob Jones 及 Paul Cain 有關新族類的預言， 

兩位先知成為神的出口，頒布及預言新族類將會崛起， 

這群新族類將會在「錫安」吹角，更會將約櫃帶入「錫安」，就是神的帳幕和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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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年來，兩位先知給予新族類的預言， 

正應驗在日華牧師及他所帶領的錫安教會在神的帶領底下， 

日華牧師在「錫安」吹角，不斷提醒及警誡基督徒，需要儆醒預備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1990 年 9 月，當教會人數仍然是百多人時，神給予他的生日禮物和啟示， 

就是關於當錫安教會成為一間過千人的龐大教會時， 

每一次主日聚會，都必須制定非常有系統的場務、陪談、音響等部門， 

以及兒童教會和其他殿外幫助職事。 

藉著當年「幫助職事」的教導，制定了今時今日錫安教會過千人的主日聚會模式， 

預備各部門都能夠在短時間內爆發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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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1991 年 9 月， 

牧師按著神的啟示，開始詳盡分享「約書亞世代」的教導， 

並且，於牧師 9 月 1 日的生日時，他分享了一篇名為「可能」的教導， 

介紹了作為約書亞世代的基督徒，必須具備勝過一切「不可能」的心志， 

藉著這篇信息，幫助弟兄姊妹在種種困難底下，都讓神成為一個「凡事都可能的神」。 

 

 

 

1992 年 9 月，日華牧師剛剛完結「約書亞世代」的教導， 

並且按著神的啟示，開始一套長達 40 篇「亞伯拉罕信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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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9 至 10 月， 

牧師從神領受，由《聖經》角度，以最合乎科學的證據， 

一連七個星期分享「創世記的創造論」教導， 

並且，配合主日街頭佈道，引發 1993 年錫安教會人數增長。 

 

 

 

與此同時，日華牧師於 10 月首次率領隊伍，前往馬來西亞舉辦神蹟醫治聚會， 

是錫安教會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行海外佈道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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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9 月，神藉著「摩西詩篇」及三篇「國際陰謀」的教導， 

帶領日華牧師開始幫助弟兄姊妹認識世上存著種種陰謀， 

在主日信息的層次和方向上，讓錫安教會逐步轉向和踏上最終定命。 

 

 

 

1995 年 9 月，日華牧師分享了一套「為父的心」， 

教導每一位屬靈事奉者，都必須認識天父的愛， 

以及對被帶領的會眾擁有一顆「為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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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正正在 1996 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生日當日， 

他按著神的帶領和感動，正式展開「帝國陰謀」的教導， 

以極具前瞻性，率先詳盡介紹一位鮮為人知、超越時空， 

在 100 年前改變了近代交流電和科技的科學家及發明家 Nikola Tesla。 

 

 

 

只可惜，Tesla 一生到離世都一直被壓抑，直至日華牧師分享了 19 年後的今天， 

他的名字才逐漸被人認識，甚至當今世上最著名的電動跑車公司 Tesla motors 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並使用他 100 年前已經發明的摩打裝置，完全革新了近代汽油引擎和淘汰了浪費燃料的汽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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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啟示分享了「節期與歷史的對比」， 

並且在當年生日前一天，從「節期」的角度詳盡分析基督徒真正合資格的「被提標準」， 

完全革新普世基督徒誤以為「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錯誤標準。 

 

 

 

踏入 1998 年，按著神的帶領，牧師為著「Y2K 千年蟲」危機， 

有史以來第一次率領教會內部，全力展開不同行動、儲糧及研究， 

為著世界末後的災難作演習和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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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1999 年 9 至 10 月，經過教會一年的研究和籌備， 

教會舉行大型「Y2K 千年蟲」危難預備的展覽及講座。 

 

2000 年 9 月， 

日華牧師從神得著一套教導，稱為「樹的栽種」， 

由於牧師在信息中，以更深層次，教導多個恩賜運作的智慧和方法， 

故此，這套信息被列為保密帶。 

 

 

 

2001 年 9 至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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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從神得著一套教導，稱為「孤兒的心」和「祝福」， 

藉著這套信息，讓我們明白最能夠得著「祝福」的兩個嶄新啟示， 

就是尋找 10 個有「屬神祝福的人」，持定一生祝福他們， 

正如羅得挨近亞伯拉罕，自始便蒙神賜福。 

以及擴大「祝福的心田」，或是稱為擴大「祝福的餅」， 

某些人常常會有「福薄」的現象， 

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擴大自己「祝福的心田」。 

 

 

 

2002 年 9 月 20 日，錫安教會註冊網站「錫安新歌 Zion New Song」www.zionnewsong.com， 

是日華牧師從神得著「第一個 momentum」，關於詩歌秘密的啟示， 

然後教導「錫安教會音樂部」創作的詩歌系列。 

 

「錫安新歌」可說是日華牧師長久以來的心願， 

他一直盼望終有一天，錫安教會的事奉者， 

可以大量創作質和量也屬於頂尖的中文詩歌，甚至足夠供應全球華人頌唱。 

最重要的是，這些歌曲能夠免費地、源源不絕地供應， 

讓所有將歌曲作為「得利門徑」的人羞愧。 

時至今日，「錫安新歌」13 年來，仍然源源不斷地從神那裡創作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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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總面積達五萬呎，位於屯門稱為「聖殿」的教會全職辦公室，裝修工程分為三期進行。 

第一期，是正門入口、電腦伺服器室，以及日華牧師和其他全職的個人辦公室等。 

第二期，是茶水部、錄帶部、電機房、錄音室和數間可容納上百人的活動室等。 

第三期，是 band 房、儲物房及剩餘規劃空間。 

踏入 9 月，「聖殿」的基本工程亦經已逐步竣工， 

成為錫安教會有史以來首個租用的大型場地， 

提供家聚、禱告會、對一講座、特別聚會及交流會的場地， 

好讓弟兄姊妹在屬靈層面，不斷努力學習，日漸成長。 

 

 

 

http://www.zionnewsong.com/
http://www.zionnews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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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 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生日會上，首次播放所有全職對日華牧師表達感激的言詞， 

並拍攝了音樂影片「讓我傾出一顆赤心」，開創跟從者直接向領袖表達謝意的先河！ 

 

 

 

2005 年 9 至 10 月， 

日華牧師接受神的啟示，開始了一種全新名為「新酒恩膏佈道」的街頭佈道模式， 

新增恩賜運作隊伍，配合街頭佈道的傳福音隊伍， 

好讓街上未曾認識神的人，接受新酒恩膏的恩賜運作，經歷神的真實， 

事實上，很多靈魂更因此決志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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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2005 年 10 月 6 日， 

先知 Bob Jones 和 Paul Keith Davis 更發預言， 

指「神的恩膏」經已在 10 月臨到教會， 

完全印證日華牧師增設的新模式街頭佈道。 

 

2006 年 9 至 10 月， 

這一年神給予日華牧師嶄新的禮物，可算是「錫安教會電影部」正式成立。 

「電影部」為著福音緣故，製作及拍攝多齣基督教電影， 

成品包括︰《封心鎖》、《壹圓四角》和《哭與哭之間》。 

 

 

 

「電影部」隨後更首次連同教會的策略區，拍攝 14 齣「感人短篇」， 

再連同百人家聚，拍攝「感人短篇 Season 2」及《神州十二號》， 

以嶄新模式來配合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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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9 月， 

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和帶領，舉行了第八次「說的聚會」， 

是錫安教會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神蹟聚會， 

場內約 3,500 個座位都坐滿了人，連同工作人員，參與者估計達 3,800 人。 

聚會首次加入電影播放環節，打開了整個聚會的序幕，每一顆心靈都受感而軟化。 

日華牧師 Call 位的數目，更是歷來所有聚會中最多的一次。 

 

 

 

整個聚會，日華牧師率領策略家們先後兩次進行「巡行式恩賜運作」， 

舉手信主的人此起彼落，實在是神給予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一次嶄新的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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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08 年 9 月， 

日華牧師從神領受了一套非常寶貴又實用的教導，名為「巔峰狀態的秘密」。 

 

 

 

縱使人在做一件事情時，觀感上處於恐懼、緊張、憂傷、消極和壓力過度的情況， 

但藉著這套教導，例如︰進行條件反射記憶鉤、觀感反射記憶鉤等， 

原來都能夠使身體常常處於「最高狀態」， 

發揮出十成，甚至十二成水準，使人生有不一樣的果效。 

時至今日，「巔峰狀態的秘密」仍然成為很多科林或弟兄姊妹發揮理想狀態的方法。 

 

到了 2009 年 9 月，  

眾所周知，當年神給予日華牧師的生日禮物，就是先知 Bob Jones「榮耀列車」的預言， 

印證他要開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亦是錫安教會「4794 終極定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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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9 月，自從 2009 年，神啟示日華牧師有關「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期間有眾多非常重要、嶄新及震撼的題目， 

個別題目或許會存在一些未明白的地方及問題。 

 

所以，經過 33 篇信息的分享後，日華牧師引導及調節弟兄姊妹， 

學習去引發自己發問更多「積極性及造就性的問題」， 

讓大家能夠存著一個正確的態度，去接受這套從神而來的末世啟示。 

從而踏入神給予我們各人最輝煌的呼召及定命， 

正確預備自己迎接主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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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1 年 9 月， 

日華牧師按著神帶領，決定因著預備彗星 Elenin 的緣故， 

展開全教會首次「北上大旅行」， 

從中切身處地研究北上的生活、儲糧、能源、交通、通訊和其他可行的逃生智慧等。 

 

 

 

2012 年 9 月， 

Webbot 於這段時間發布了將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 

印證 19 位遙視者預視全球大部分海岸地區沉浸在洪水和海洋的警告。 

因此，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帶領，著手研究「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各種預備， 

甚至，落實計劃 2013 年 5 月「全教會北上大渡假」的安排， 

正因為這一次準備，才繼而誕生了 2013 年「時間的秘密」的教導， 

印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揭示「時間的秘密」的千古謎團。 

 

 

 

2013 年 9 月，日華牧師生日期間， 

神讓他發現在「看太陽為食物」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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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介紹的兩個觀日地點︰黃金海岸、南生圍， 

以及他的居所，拉線得出的距離竟然就是 4794 英里，印證這套信息是神所帶領。 

 

 

 

2014 年 9 月， 

日華牧師最期待於這年生日，從神得到兩份生命中最重要的禮物，就是永不跌倒， 

以及所結的果子能夠常存。 

這是他按照《聖經》，在永恆生命中結出最基本、最重要的果子。 

意想不到，從事奉中，從錫安教會弟兄姊妹身上，牧師發現兩種都已經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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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9 月至 10 月，正正就是香港發生轟動世界的「佔領中環」事件。 

《錫安日報》在 YouTube 上載了一段名為「香港佔中事件分析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的

精華短片，在不足 48 小時後，迅速累積超過 50 萬瀏覽人次，隨後，瀏覽人次甚至超過 100 萬。 

這次事件，成為錫安教會一個重大轉變的里程碑。 

 

 

 

2015 年 9 月，今年日華牧師從神得到的生日禮物， 

就是明白《啟示錄‧12 章》「婦人孩子的誕生」與 266 的關係， 

因為嬰孩懷孕期是 266 日，然而，「2012 榮耀盼望第 266 篇」，正正就是「天馬座行動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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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 2015 年 9 月 13 日及 20 日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了兩種非常簡單而有效的保健方法， 

第一種，稱為「接地」（Grounding 或 Earthing）； 

第二種，稱為「多頻震盪器」（Multi-Wave-Oscillator，簡稱 MWO）。 

不論是「接地」或是 MWO，都能夠令身體自我修復所有疾病， 

甚至沒有任何藥物可以達到如此奇妙的果效。 

 

 

 

接續，日華牧師亦為大家分享了一種最有效的逃生代步工具， 

就是混合了當今多項尖端科技，才能製作成如此輕便的電動雙輪車和單輪車。 

 

 

 

實在，日華牧師每年的生日或是 9 月至 10 月的吹角節及住棚節期間， 

神都會以全新的真理和啟示，或是在日華牧師生命裡作出完全嶄新的轉向， 

全然掌管及塑造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達至連一日也沒有偏差，完成 4794 終極定命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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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相信今年 9 月，亦是我們再進一步接近神的計劃的時間， 

就是每年的吹角節至住棚節這段的時間。 

今年真的很明顯地，我們正正更接近神的時代步伐了。 

 

所以，我想每一位跟三個人說：「我會與你踏上神的時代計劃！」 

 

 

 

Amen！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讓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