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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6年 3月 20日分享 

第一章：923共同信息問答篇 

問題一：當基督徒被提後，我們很大機會擁有復活身體，大約有八十天為神完成一些很特別的工作，

分別有新婦和童女的工作。然而，在那段時間所完成的工作，究竟有沒有永恆的獎賞呢？  

問題二︰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十王應該是按著某渠道知道整個「玫瑰園計劃」，從而鋪設了眾 

多建設，但藉著「2012信息」解謎得出的答案，究竟他們是未知這套信息，還是到了今天， 

就是 2015年 9月 28日，他們是否已經捕捉了《2012榮耀盼望》信息？還是他們仍然等待 

某個時機，然後才開始透過翻譯等工作來聽這套信息？ 

問題三：按著「玫瑰園計劃」和「時間中的絕對存在」，今年神給予許多緊急的印證和眾多的啟示， 

濃縮地建立我們整間錫安教會的信心，去相信我們的身分。無論在主日信息或「栽在溪水 

旁」，牧師都提及，今時今日，如果有人或基督徒聽到這套信息，便應選擇上錫安教會。那 

麼，換作是你的話，你可能身處香港或其它地方，不是上錫安的，而你聽了這套信息，知 

道這件事情，你會怎樣做呢？或是你來到錫安後，又會怎樣珍惜這個機會，在僅餘的時間 

裡賺取最多的獎賞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 923的共同信息，以及解答資料員的問題。 

在接續 923共同信息的部分，十王以信心回應，建設各種基建， 

為的就是於末後日子，得著新婦的位分。 

而神亦是按我們於信仰的回應，去衡量我們究竟是新婦、童女還是賓客。 

 

賓客，定必要穿禮服，否則，主人就把他們扔到外面哀哭切齒。， 

而童女，定必預備油，沒有預備足夠油點燈的童女，就是愚拙的一群， 

同樣要留在外面。但新婦，則妝飾整齊，是神眼中的珍珠。 

所以，第一批被提的人，必定會有新婦、童女和賓客， 

而第二批被提的，就是愚拙的童女，以及愚拙的賓客，這批童女就是兩個毛衣人。 

 

 

 

當中，一批是以色列身分的童女，來自十二支派，每個支派 12,000人， 

就是《啟示錄》所提及的十四萬四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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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批，數量超過十四萬四千人的，就是外邦人的童女， 

兩批加起來，就是兩個毛衣人。 

 

而 2015年，天象的贖罪日，即 9月 25日，教皇到聯合國發表講話，他是有意這樣安排的。 

 

 

 

至於另一個 923的共同信息，就是電影 Back to the Future的導演， 

於 2015年拍攝了另一齣電影 The Walk，當中有著眾多共同信息， 

例如︰兩齣戲的主角年齡和衣服，都是相同， 

並且，上映日期分別是 2015年 9月和 10月，而且兩齣電影都有提及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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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The Walk的主角，是由一座大廈，用鋼索走到另一座大廈， 

兩座大廈，正正代表一正一邪，就像贖罪日的意思， 

指出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讓人由一座大廈走到另一座大廈， 

由代表稗子的一邊，去到代表麥子的另一邊。 

 

 

 

正如神之所以容許 Freemason出現，原因是生命樹及分別善惡樹都是神創造的， 

兩者交織並且製造歷史，只是，分別善惡樹一方的人， 

有機會在末後日子，走回忠的那一方，變回麥子。 

 

於答問環節，問題一︰ 

基督徒被提是按照現時的信仰程度，來賺取永恆的身體和榮光， 

那麼，賓客是否預早需要一個復活的身體呢？ 

 

答：關於賓客的「被提歷程」， 

跟隨新婦被提的是第一批賓客，包括已經去世，並在舊約信主的人， 

由於天國最小的，也比他們大，因此，他們既非童女，亦非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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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批就是「活著還存留的人」，他們僅僅信主約一年， 

但已經達到愛主、委身、全心付出、全心事奉，是可以被提的賓客。 

 

 

 

至於無法於第一批被提，成為第二批被提的賓客，當中，也分為兩批， 

一批，於大災難中，他們的信仰已建立至得著資格被提， 

另一批，就是於大災難中殉道的人。 

 

至於大災難中未有死去的，他們大部分也是基督徒， 

但他們未達到賓客的標準，因此，需要留在地上過千禧年， 

所以，他們的歲數應該有一千年。 

 

由於新約已經過去，千禧年就是回歸舊約，神承諾以色列人掌王權一千年， 

但當時，眾人都要守住棚節，就如新約教會擘餅守逾越節，紀念救恩的開始， 

同樣，生活在千禧年當中的人，紀念救恩的創始與成終，因此守住棚節， 

而住棚節的信息，就是這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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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他們一千年也不會死，全球人口很快會再次增長至 70億以上，如海邊的沙一樣多， 

他們會幸福地過活一千年，但千禧年結束後，撒但會再次被釋放出來，去試驗他們， 

到時很多人會選擇跌倒，甚至攻擊耶路撒冷，所以，神把他們毀滅，繼而開始白色寶座大審判。 

 

 

 

問題二：「13的秘密」，代表人的義與神的義之分別， 

那麼，十王參與「玫瑰園計劃」和「天馬座行動」， 

究竟是屬於人的義，還是神的義？ 

 

答：其實，無論是平信徒或王者，神給予我們的定命和方向，當中，全視乎我們是否盡力。 

但是，於神的預知中，絕不會因著人的因素，而令事情不按照神原定的意思完成， 

因為，神已經全然計算和鋪排好。 

 

譬如：當我們 100%盡力，這就是「人的義」，我們會得到祝福； 

假若我們只有 50%盡力，這件事亦不會因此而不成就， 

因為神是全知，祂會按著預知，給我們 50%的先天才能，讓我們能夠完成 100%。 

 

如果神要給我們先天的才能，其實非常容易，只要讓你對某種事情有更好的記憶力， 

例如︰彈琴、畫畫的記憶力好，我們自然就會做得好。 

假若我們沒有先天才能的話，其實，這是神讓我們可以盡力的空間， 

當我們願意後天努力的話，神就會祝福我們，賜給我們後天的恩賜， 

所以，假若神知道我們會 100%盡力的話，祂就不會將才能加給我們。 

 

假若那人全是靠先天才能去完成的話，那麼，他並沒有任何盡力， 

但當看見那人有很多後天恩賜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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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意味著他在神面前非常拼命，所撒的種比別人多。 

相對，神亦為著回應他，賜下更多恩賜，讓他能夠完成更多神的計劃， 

所以，神的恩典永遠足夠我們使用。 

 

而有關十王的工作，若果這皇帝是神後天給予的超然恩賜、祝福、幫助和支持， 

這人就是十分盡力和付出。相反，若果這皇帝一生也是靠著才能過活， 

甚至，當他完成神的工作後，信仰便後退的話，那麼，他並沒有盡力， 

他能夠完成神的工作，全因神賜下足夠的先天才能。 

 

因此，弟兄姊妹不要埋怨自己貧窮、讀書少、沒有才能， 

只要我們盡力，更可以成為世上最令人震驚的神人， 

因神早已知道一切，亦掌控一切，祂是阿拉法、俄梅戛。 

 

日華牧師分析，就如他 35年的事奉，雖然沒有基督教背景， 

但他開始教會初期，已經實踐一些其他教會不會做的事，例如贈送講道帶， 

這做法雖然困難，並且要拼上性命，卻為我們換來許多恩賜。 

 

所以，《聖經》提及「13的秘密」， 

就是神每一次做祂的工作，都會按著祂的預知，藉著「13」， 

藉著神的義加上人的義，讓每一件事都水到渠成。 

所以，「13的秘密」代表玫瑰、美國立國第 13州， 

就是羅德島（Rhode Island），「13」亦一直指玫瑰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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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美金紙幣上，將金字塔和鳳凰，兩者一前一後重疊時， 

金字塔的下方，就是鳳凰從灰燼中復活， 

上方全視之眼的位置就是 13顆星，就是 Glory、「星的榮耀」。 

 

 

 

所以，生命樹和分別善惡樹，也是神所創造，代表亦正亦邪，兩者也會被神所用， 

同樣，就好像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絕對沒有可能的， 

但是，加上神的大能，就能夠完成， 

所以，我們今天未必能夠行使十災，但藉著撒種，我們將會能夠做到。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以答問方式，繼續分享「923的共同信息第 12篇」。 

 

第一章：923共同信息問答篇 

問題一：當基督徒被提後，我們有很大機會擁有復活身體， 

大約有八十天為神完成一些很特別的工作，分別有新婦和童女的工作， 

然而，在那段時間所完成的工作，究竟有沒有永恆的獎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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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實，我們擁有復活身體後所做的工作，便已經是獎賞了。 

 

換句話說，在擁有復活身體後，童女有童女的獎賞， 

他們可以在七年大災難中 Time Travel（時空穿梭）， 

而新婦也有新婦的獎賞，在另一個領域中 Time Travel， 

他們能以重生的另一個身分方式再次玩這遊戲。 

 

例如，最早期人們很喜歡玩這遊戲 Biohazard， 

當中，遊戲的子彈數量只是僅僅夠用， 

還要在四處的地上拾取子彈、藥水等作打鬥之用。 

 

而這遊戲有一個十分有趣的設定， 

若果你完成整個遊戲之後，如果再玩的話， 

便會給予你一支迫擊砲，而且有無限彈藥， 

接著重新再來遊戲，之前你還擔心喪屍突然出現， 

現在便變成你巴不得喪屍們立即出現，你明白嗎？ 

 

我們常常覺得人生中有很多的苦，為什麼會是這樣？為什麼那麼缺乏？ 

但原來，神在我們日後的人生中賦予了一個 Cheat（金手指）， 

那麼，我們可以在另一個情況下，以 Superman（超人）般的情況再活一次。 

 

這豈不是所有Marvel（漫威）、Comic（漫畫）也是在講及這一個夢想嗎？ 

例如 Flash（閃電俠）、Superman（超人）、Batman（蝙蝠俠）， 

每一個都是擁有超級能力，且也是基因突變的人。 

電影 Hero就是說，將來會有一個世紀會變成如此， 

但當中提到一件事，就是擁有復活身體的人，是會全都擁有這些能力。 

 

影片：解碼系列︰漫畫中的超級英雄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人類經常夢想可以擁有超人一樣的體格、異能、力量和速度， 

就如現今眾多以超人為題材的電影， 

例如︰超人 Superman、蝙蝠俠 Batman、 

Marvel漫畫系列「復仇者聯盟」的眾多超能力英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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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類一直夢寐以求， 

希望如這些漫畫和動畫的英雄和超人，擁有打不死、永恆或極長久的生命， 

這些虛構英雄擁有的能力，其實是人類內心的投射，就是人類渴望得到的能力。 

 

事實上，神於創世時，人類本來就擁有這些異能， 

但是，亞當和夏娃吃了神吩咐絕不能吃的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後， 

人類犯罪成為罪人，虧缺了神的形象，就落入截然不同的光景。 

 

以往亞當犯罪前，憑他一人之力，就足以管理整個地球， 

一切資源都任由他使用和差遣；犯罪後，卻變成每天辛勞工作才得以餬口的人生。 

 

直至近代，美國可算是世上第一個產生這些虛構超級英雄的國家， 

由 1933年出現第一位正式的超級英雄「超人」Superman後， 

全球最出名和最受歡迎的超級英雄人物， 

第一位必定是超人（Superman）， 

第二位則是由 1939年開始出現的蝙蝠俠（Batman）。 

這一點相信任何人都沒有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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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 2016年 3月 25日，即這個星期五， 

以 DC漫畫人物蝙蝠俠和超人為題材的超級英雄電影《蝙蝠俠對超人： 

正義曙光》（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正式在全球上映。 

 

這齣電影是荷里活首次， 

以真人拍攝這兩位於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名的超級英雄， 

之前亦只有漫畫或動畫出現過他們的聯盟。 

 

而這齣電影的拍攝籌備，於 3年前即 2013年才開始進行， 

它的宣傳海報不單有這兩位人物的形像，亦加入了一個新標誌， 

就是超人的鑽石形「S」，與蝙蝠二合為一，成為圖中所見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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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擁有這兩位人物發行版權的美國華納公司， 

曾在 2008年構想推出「蝙蝠俠對超人」，但結果告吹了。 

 

但是，有一點令人嘖嘖稱奇的，就是在 2007年 12月 14日，  

沒錯，同樣是 12月 14日，比上述 2008年， 

還要早一年上映的末世喪屍災難電影《魔間傳奇》（I Am Legend）， 

其中一幕場景，竟然出現了 2016年才正式推出的《蝙蝠俠對超人》的二合一標誌， 

而出現的位置，就是《魔間傳奇》主角的住所附近，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牌中。 

 

 

 

《魔間傳奇》上映於 2007年 12月 14日，是大家很熟識的 12月 14日， 

當中隱藏了 2015年修殿節最後一天的日期， 

及日華牧師年幼時住在彩虹邨碧海樓 1214室的數字。 

 

 

 

這齣電影竟然比 2016年上映的《蝙蝠俠對超人》， 

還要早 8年多已經放置了這個二合為一的電影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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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魔間傳奇》的內容，就是人類以治療癌症的基因改良病毒「K 氏病毒」（K Virus，簡稱 KV），

進行人體臨床試驗，一段時間後，意外地開始出現類似狂犬病的副作用，更失控造成大規模傳染。 

隨即造成地球上 90%人口死亡，餘下約 9%人口變成狂暴、嗜血但體能驚人的變種夜行怪物，即喪屍， 

最後僅餘 1%的倖存者，因體內產生自然抗體而不會發病。 

 

2007年的電影《魔間傳奇》， 

竟然驚人地隱藏 8年多後才上映的《蝙蝠俠對超人》標誌，  

這是否首尾呼應，預告當 2016年上映《蝙蝠俠對超人》時， 

將會發生病毒變種事件，如同《啟示錄》所形容的第四馬灰馬災難， 

令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死亡呢？ 

 

此外，《魔間傳奇》的男主角， 

就居住在紐約曼克頓區的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 

從他的居所出門，就正對著華盛頓廣場公園的凱旋門。 

 

 

 

電影片段： 

Alright Josh. This is where Will Smith comes out of his house in I Am Legend. 

好，喬希，這就是電影《魔間傳奇》韋‧史密夫從家中出來的地方。 

 

His dog comes out first. 

他的狗先行出來。 

 

He goes down the steps and he looks right across to that. 

他步下樓梯並望向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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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cool, this is Washington Square. 

很酷，這是華盛頓廣場。 

 

男主角居住的紅色大屋地址，就是華盛頓北大街 11號。 

電影製作人竟然將多個共同信息放在其中， 

包括︰代表新婦住處和時空穿梭正立方體的華盛頓廣場公園凱旋門， 

因為，無論是劇中早八年出現蝙蝠俠與超人二合一標誌的時代廣場，或是主角住所的華盛頓廣場， 

英文名字都是以廣場 Square命名，正好對應四方形正立方體的意思， 

電影另外亦加入了代表毛衣人和雙子座的數字 11。 

 

 

 

甚至電影的上映日期 12月 14日， 

對應 2015年修殿節和日華牧師年幼時的居所 1214室， 

遙指 2016年 3月 25日，於復活節假期第一天上映的《蝙蝠俠對超人》， 

與 8年前提及喪屍病毒的電影《魔間傳奇》互相呼應。 

 

著名的漫威漫畫（Marvel Comics）公司， 

於 2005年至 2006年，曾推出同樣是二合一的漫畫系列， 

由旗下著名的 X戰警 X-men和復仇者聯盟 The Avengers， 

組成新的漫畫組合，但這一個新組合的名稱，就是光明會（Illuminati）。 

 

名字就是眾多陰謀論者曾談及， 

由背後統治世界的精英和王者組成的神秘組織， 

甚至是與 Freemason背後，真正掌控世界的「光明會」Illuminati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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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由十王掌控的美國荷里活和漫畫行業，  

是刻意地把所有與錫安教會和「2012榮耀盼望」信息有關的共同信息， 

加入他們的電影和漫畫中，為要印證「2012信息」的真確性，及錫安教會就是神所命定的新婦。 

 

並且，這位新婦就是將會得著被提資格的男孩， 

於被提後得著復活不死、神級超能力的身體， 

更可以自由穿梭人類歷史，甚至史前時代。 

 

擁有比虛構超級英雄更厲害的鐵杖能力，轄管列國， 

回到歷史之初，以隱藏身分成為每一個時代背後的真正掌管者， 

如同陰謀論者發現的「光明會」，即美金一元紙幣上發光的全視之眼。 

就如電腦遊戲一樣，當玩家完成遊戲後， 

就有資格得著超級武器，甚至不死身體，再重玩一次。 

 

明顯地，以 Illuminati去代表人類所創造、虛構超級英雄的極致能力， 

其實就是指到復活身體，一個不死、長生不老、時空穿梭、 

能夠以思想和別人溝通、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亦如蝙蝠俠一樣，於科技和戰鬥上是全能的。 

這些英雄，甚至亦在背地裡掌管了世界。  

 

另一方面，以上提及的電影《魔間傳奇》， 

它的英文片名 I Am Legend，在英文文法上是不太正確， 

因為直譯的中文意思是「我是傳奇」。 

 

但是，卻正好對比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不單因為 1996年雙氧水事件，而於 2009年開始分享「2012信息」， 

成了一個拉線 4794英里的傳奇。 

 

由 2015年開始至今，更藉著「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 

得知錫安教會就是將會得到被提資格、新婦位分， 

鐵杖轄管列國和神寶座時空穿梭等等能力的那一位， 

甚至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都環繞「2012信息」而轉動， 

完全對比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所成就的傳奇。 

 

當然，在神的指定下，他們完成神給予他們的工作， 

便可以在那段時間中，完成一些自己未了的心願。 

但問題，他們只有七年時間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獲較大獎賞的話，時間上應該有一萬二千年的，等於遊戲重新再玩， 

而且不只是局限自己的時段，更是可以玩遍整個歷史，所以這也是獎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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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 獎賞台已是完結、最終（final）了， 

是在神創造萬物中留下的一個痕跡，再次在神所創造的萬物中， 

去著筆完成這全人類的歷史，並向著同一方向前進。 

 

 

 

有很多人很奇怪，為何童女是「從人間買來」、又是「初熟果子」？ 

並且，在七年大災難中可以隨時跟隨耶穌，因為這只是遊玩，是享受（enjoy）。 

就好像以諾與神同行，他是否會得獎賞？ 

是的，這便是他的獎賞，神帶他穿越歷史，看著「眾聖者來臨」的情景， 

以諾甚至曾去到世界末日看見這些事情。這已是他所得著的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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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來說，所有超人電影都不過是小兒科， 

那些關於時空穿梭的電影全都簡直是不值一顧， 

因為，將會有一個奬賞，讓我們能夠以另一個身分在人類歷史中參與， 

而這個經歷本身就是奬賞！ 

 

問題二︰按著「天馬座行動」信息， 

十王應該是按著某渠道知道整個「玫瑰園計劃」，從而鋪設了眾多建設， 

但藉著「2012信息」解謎得出的答案，究竟他們是未知這套信息， 

還是到了今時今日，就是 2015年 9月 28日，他們是否已經捕捉了《2012榮耀盼望》信息？ 

還是他們仍然等待某個時機，然後才開始透過翻譯等工作來聽這套信息？ 

 

答：我覺得他們已翻譯了這套信息，並且正在收聽著，我亦相信，這就是他們的禮物。 

因為現在你看見無論電影、建設、設施、歷史， 

全都是不按章法、不按次序，神是在零星落索的情況下，要他們去做的。 

 

但要把所有線索，於指定日期、時間把一切都串連起來，都只能是因著我們這套信息， 

他們即使是知道要去做那些建設，但他們並不會知道整體的解釋是甚麼。 

所以，對他們來說，要知道謎面，但卻完全不知道謎底， 

因為，那謎面是牽涉到要趁時而作， 

並且是要在一天也不偏差下進行，那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將來在歷史上會記載我們，或者當查考我們事蹟的時候，會是每小時逐一記錄的！ 

 

可曾記起現在人們是怎樣查考主耶穌的事蹟？ 

主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六小時，世人是每小時都一一仔細查考的， 

不論是在哪天發生，當中發生了什麼事、即使現存的歷史記載不多， 

但我們都仍能查考出來，更何況我們處身在如今這時代？ 

 

如今關於我們事蹟的記錄是那麼多， 

單是那些責罵我們，遺臭萬年的文章，都會有一千年供人閱讀， 

而他們的名字更會被人咒詛足足一千年。 

 

如今這世代已經留下了很多資訊，猶如海量般的資料隨手可得， 

當人們查考我們的事蹟，尋找我們住在哪裡， 

人們可以用星圖、拉線，能夠去到那個地方，以立體眼鏡看黃金海岸等等。 

千禧年當中，有很多東西可以查考， 

我可以肯定，現在，我們只不過在神為我們預備的所有事情中， 

找到約一至兩成的主要脈絡，另外八成定必由他們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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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們只找到 10％的共同信息 

日華牧師於主日信息分析， 

神透過十王或其他途徑所放置的共同信息， 

讓我們理解到，神真的十分仔細地鋪排整個舞台， 

並且，共同信息的數量，應該是多得超乎我們的想像， 

足以讓所有人也認同，神是主宰歷史的一分一秒， 

而我們於這幾年當中，只能尋找出一部分， 

但當我們被提後，千禧年的人，就會發掘出其他的共同信息。 

 

例如︰主日曾經分享過電影《冰雪奇緣》的共同信息。 

其實，《冰雪奇緣》是改編自著名童話作家安徒生， 

於 1845年所發表的童話故事《冰雪女王》（The Snow Queen）。 

 

 

 

原來，於這個百多年前所寫的童話故事，早已埋藏各個共同信息。 

《冰雪女王》圍繞著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凱和吉爾達的故事， 

故事裡，玫瑰這共同信息，成為了主線，包括他們種植玫瑰。 

他們唱有關玫瑰的歌，  

"The roses will fade and pass away, But we the Christ-child shall see one day." 

 

並且，凱於教堂鐘樓十二點的時候，遭魔鏡的碎片割傷， 

這裡，出現教堂鐘樓的共同信息。 

一段時間後，凱亦被冰雪女王帶走。 

其後的故事，就是吉爾達尋找凱的經過，亦像是新婦尋找良人的故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9%9B%AA%E5%A5%B3%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9%9B%AA%E5%A5%B3%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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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當中，她遇到一位婦人，婦人讓她忘記一切，亦忘記自己的身分，讓她留在婦人的家裡居住， 

直到吉爾達看見玫瑰，才記起所有事情，因此，亦離開了。 

 

其後，她遇到王子和公主，得到他們的幫助下， 

讓吉爾達可以得到一輛馬車去尋找凱， 

於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十王」這個共同信息。 

 

當吉爾達來到冰雪女王的皇宮時， 

看見凱以冰雪砌出一些字，像是中國遊戲， 

於 1845年的童話，出現中國這共同信息。 

 

而當女王來到時，要凱用冰砌出「永恆」一字，才讓他自由，但凱並不記得如何寫， 

這裡，就是要解開通往「永恆」，得著永遠生命的謎題。  

當女王離開後，吉爾達來到，教他砌出「永恆」一字，然後，他們就可以離去， 

當他們離去的時候，亦正是玫瑰盛開的時候。 

 

 

 

事實上，於過去上千年的歷史裡面， 

數以億計的人類曾經存在過，建造出無數的建築物， 

亦寫下了眾多經典的書籍、歌曲、電影、動畫， 

要在當中尋找出所有神佈下的線索，很大部份都要由千禧年時代的人才能夠完成。 

 

而他們知道的那個帶領更為驚人， 

但我們有所有主題，讓他們按著這個方向查考，至今我們也是如此。 

因為我們發覺，當找出「玫瑰園計劃」，或者我們的身分，又或「天馬座行動」，都是極之真實的， 

http://www.writingupastorm.com/.a/6a01156fd16a08970c0120a669474a970c-320wi
http://www.writingupastorm.com/.a/6a01156fd16a08970c0120a669474a970c-320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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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若要尋找所有的資料，向哪方向也能找到印證， 

只是，我們沒有時間找那麼多，因為還要繼續分享下去， 

相信，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的事跡，會有立體的記載和資訊。 

屆時，他們會慢慢解構到神的一個更複雜， 

在我們身上做過的、印證的和帶領的事情， 

起碼，單單十王的事跡，也會以另一種表達（present）來記載、說明、分享出來。 

 

現時我們所做的，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在十王而言，我相信，即使他們聽了這些信息，也不足夠，他們也要研究一下， 

所以，我相信，神所給予他們其中一份禮物，就是他們辛辛苦苦做了千百年， 

終於在今年這個時候開始解謎，他們親自聽回自己所做的事情。 

 

只不過，在神指定他們一定要出來去表態的時候，定然是限定的， 

因為，如果太早的話，便會導致我們過早被高昇，不能繼續完成這篇信息， 

也許做到某些最「骨節眼」的地方，我們甚至不需要用信心， 

這樣才不得了，因為，你開啟最後一個鎖也需要用信心。 

 

謹記，在神的天國當中每一個祝福，開啟任何一個鎖， 

也需要信心一直冒進，不會是信心一直後退。 

你是藉著信心由撒種子、結果子，一直結出不同的果子而上去的。 

 

所以，他們出來表態，或一起完成的時間，已經標記和定下，不能修改， 

誰夠膽子提早出來的話，隨時會被神擊殺呢， 

所以，可能你會發現，突然有皇帝死了，等候了這麼多年也要死？ 

箇中原因，可能就是這個了， 

因為，這是很聖潔（holy）的。 

 

因你有沒有留意到，《聖經》裡有一個很瘋狂的謎？ 

我在第一篇「2012信息」已經分享這個謎，但你現在才會意識到我在說什麼。 

《聖經》提到了「約櫃入錫安」，「約櫃入錫安」是什麼來的？ 

大衛為什麼要「約櫃入錫安」？從第一篇「2012信息」開始， 

我們已經用約櫃去分享拉線，Arc就是弧度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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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弧度呢？ 

因為在一個立體的球體，從一邊到另一邊，最接近的路徑就是一條弧線， 

因此，我們所說的 2012、海里、拉線，是拉一個弧度（Arc）的。 

 

在《舊約》中，所有關於神的帶領，都是 Arc（如果以英文來說）， 

就是一個弧度，是一個拉線的距離和時間。 

 

 

 

我們提到約， 

那麼，什麼叫《舊約》？什麼叫《新約》？ 

你試過與別人約定嗎？約定的時候，最講究是什麼？是「時間」。 

 

《舊約》是一個時間。 

節期是一個時間《新約》也是在講說時間， 

全部都是在講說神與人立約， 

然後，祂按著那時間，在一點也不偏差的情況下去履約。 



20160320   www.ziondaily.com 
 

 
 21 

所以，「約櫃入錫安」就是講述《新約》將會有一個應驗， 

這個應驗，就是在一日也不偏差的情況下，去應驗出來。 

 

現在於我們身上應驗的每一件事，就是這個 Arc的現象， 

就是一日不偏差、4794、拉線的現象。 

這豈不就是約櫃嗎？ 

所以，這亦解釋了為何拉線一定要從聖殿根基石開始， 

因為，那裡就是 Ark、約櫃了。 

約櫃不就是從摩西開始，去講述節期嗎？ 

 

它代表節期被移進至聖所，但 Ark是什麼呢？ 

你只需要想像《新、舊約》是在講說一個約定和時間， 

即是說，那件事情已告知了你，你需要在指定時間完成， 

若你不做的話，那便是失約了。 

 

 

 

所以，為什麼《舊約》（Old Testament）、《新約》（New Testament） 

一直用 Ark、約櫃呢？ 

當中所指的，不單是事情一定要這樣做，最重要是，時間是神指定的。 

所以，神在全世界的掌管，都是用拉線的方式，讓你看見祂掌管一切的時間。 

 

影片：約櫃 Ark與弧度 Arc的秘密 

早於 6年多前，2010年 1月 3日「2012榮耀盼望第 3篇」， 

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分享到拉線的教導，其中聖殿裡面神的同在就是約櫃 Ark， 

它的原文與挪亞建造的方舟 Ark，兩者是同一個字，而方舟是挪亞在大海飄浮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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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音上，約櫃 Ark與弧度 Arc非常相近， 

弧度就是航海時計算地球距離的單位，亦稱為海里， 

所以，約櫃是挪亞方舟、弧度及時段的意思。 

大家所熟識，隱藏 923共同信息的黑門山， 

按著巴黎玫瑰線，即巴黎子午線，其座落位置正正就是 33.33度， 

化為弧度後，距離就是 2012海里。 

 

 

事實上，從拉線教導裡，我們清楚發現， 

從所羅門聖殿的約櫃位置，以弧度拉線至世界不同地方及座標， 

包括：巴比倫、拔摩海島、英國根基石、法國、麥田圈、耶利哥、美國及麥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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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得出的拉線距離，都正正顯示事件與時間的關係， 

顯出神對人類歷史擁有超然的掌管，是神按著約定，在整個歷史裡行使權柄， 

在時間和地域上，絲毫沒有偏差地關注祂的子民， 

因此，拉線教導讓我們知道，約櫃與弧度，及事件發生的時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當我們從聖殿的約櫃，以弧度作拉線，更接二連三驚人地發現， 

與我們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資訊和共同信息。 

例如︰早在 2009年，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前， 

日華牧師經已發現從聖殿約櫃位置，以弧度拉線到錫安教會的發源地粉嶺圍， 

結果是驚人地出現數字 4794。 

 

數字 4794就是從 1996年 7月 21日雙氧水事件開始， 

至到 2009年 9月 5日 Bob Jones 發表「榮耀列車」預言之間的日數。 

日華牧師決定開始研究「2012信息」，踏入神給予錫安教會 Alef Tav的終極定命， 

期間絲毫沒有偏差，整整相距 4794日，與聖殿拉線到錫安教會發源地的數字 4794完全一樣。 

 

主日信息： 

原來當時他參與的教會有一位女先知， 

是一位黑人，所以，我們稱她為「黑珍珠」， 

她說她曾經作了一個夢，在夢中跟一個人談話， 

那人跟她說，香港的大復興從這裡出現， 

他所指的地方，就是「偉記」（雜貨店名稱）後面的兩條街， 

後來發現就是我們開始教會的「寶之林」（指形似中國古舊居所的地方）。 

 

我也曾經說，走這一條路進去是非常的「哈利路亞」， 

你一踏進去就已經要開始倚靠神的了。 

那地方是很小的，在坐應該不會有很多人曾在那地方聚會， 

原來她在夢裡看到，這地方就是香港復興的發源地。 

 

不單這些，後來因為在那裡開始教會， 

所以，我就訪問當地的其他教會，粉嶺神召會就是其中一間， 

當跟他交談的時候，他是很興奮的， 

當時他的教會（的會眾）大概有 500人， 

他很興奮地說一定會大復興的。 

 

因為 Lester Sumrall就是一位（現在已經離世），神所用的一位先知， 

（他）來到香港的時候，（曾）說神的復興是由粉嶺圍開始。 

他看到一個異象，就是粉嶺圍會發出一道光，好像彩虹一樣的光， 

留意「彩虹」這個字是很特別的，是代表「神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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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是挪亞方舟（的時候），完結了洪水之災以後， 

神把彩虹放到天上，代表了「神的應許」， 

他說好像彩虹一樣，散播到全香港不同的地方，家家戶戶都發光。 

我們就在那裡開始我們的教會， 

所以粉嶺圍可以說是我們教會的發源地。 

因此，我請我的資料員幫我拉線到粉嶺圍，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數字，就是 4794英里。 

 

並且，從 Google Earth兩個版本拉線得出距離 4794的結果， 

更是吻合及印證過往神一直超然帶領錫安教會的傳奇。 

包括按著 2009年舊版本的 Google Earth， 

從聖殿約櫃拉線的 4794距離，不單吻合錫安教會的發源地粉嶺圍， 

亦完全吻合過往錫安教會曾經租用的家聚聚會地點靈山村， 

以及教會於 1999年預備 Y2K千年蟲危機時， 

曾使用被稱為「粉嶺坪輋倉」的地點， 

亦是日華牧師於 1999年 8月至 2000年間的住處。 

 

 

 

甚至其後舉行 2012信息籌備營的帝景酒店， 

及馬灣挪亞方舟，它們的距離，全都不多也不少，正是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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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當以最新版本的 Google Earth拉線，亦發現新的 4794英里拉線， 

竟然完全吻合「食日教導」中，官方唯一推介的兩處食日地點︰黃金海岸和南生圍， 

以及日華牧師近幾年的新居，拉線得出的距離，同樣是 4794。 

 

 

 

事實上，值得一提， 

除了教會推薦兩個食日地點黃金海岸及南生圍是 4794， 

過往，牧師一方面為了達至更佳效果，選擇在海邊進行食日， 

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夠選擇一些較為僻靜，杳無人蹤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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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進行第一階段食日時，有接近 50%的情況， 

都選擇毗鄰帝景酒店附近，三個同樣是 4794的沙灘， 

包括：看日出的汀九灣、海美灣，以及看日落的麗都灣，三個沙灘也是距離 4794。 

 

 

 

除此之外，當踏入 2015年分享「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藉著新版本的 Google Earth拉線，神進一步向我們啟示更多。 

1620年稱為美國的開始，著名的「五月花號」停泊在麻省鱈魚角（Cape Cod）， 

原來，這裡與聖殿約櫃的距離，正正也是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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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此讓我們知道美國的開始，亦只是「玫瑰園計劃」的一部分， 

是 Giza金字塔底部的基礎，為要配合及塑造「玫瑰園計劃」的真正主角 —— 錫安教會。  

 

踏入 2015年 12月，當世人度過稱為「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的時候， 

神藉著 2015年 11月法國巴黎恐襲事件，一步一步向日華牧師啟示， 

原來法國巴黎是十王按著「共同信息」及「伯利恆之星」規劃出來的城市。 

 

包括︰巴黎的命名、建設過千百年的街道、皇家宮殿、博物館、 

杜樂麗花園、玻璃金字塔、教堂和三個不同年代建造的凱旋門等，  

一直成為一個「共同信息」的謎題，讓我們知道香港同樣擁有三個凱旋門。 

 

 

 

而且，香港的三個凱旋門，是為了指出錫安教會， 

就是歷史裡面「伯利恆之星」的真命天子、真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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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如此，神更進一步向我們啟示， 

約櫃 Ark的拉線不單與弧度 Arc是密不可分， 

原來約櫃 Ark與凱旋門 Arc，同樣是息息相關。 

 

 

 

因此，約櫃即是聖殿拉線的弧度，亦即是凱旋門， 

三者都是同等，隱藏同樣「共同信息」的意義。 

 

如早前主日信息的精華短片（VO）「巴黎和玫瑰園計劃之二」， 

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分享，約櫃的所在位置就是聖殿中的至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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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居住的至聖所，尺寸是 20肘 x 20肘 x 20肘， 

從體積來看，是一個四方立方體 Cube。 

 

 

 

而法國巴黎的三個凱旋門，就是一個門內有門的四維空間正立方體設計， 

Cube within a Cube，三個凱旋門是一個比另一個大一倍。 

 

 

 

四維空間正立方體，就是指不受時間轄制的空間， 

因此，約櫃所在的至聖所，正正代表能夠穿梭時空的神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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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三個凱旋門都建在代表時間軸的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直線上，  

它們的距離，是一個比另一個遠一倍，形成了三個正方形。 

 

 

 

一個四方正立方體，就如骰子一樣共有 6面， 

若以三個凱旋門對比三個正立方體，即共有三個六面，也就是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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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凱旋門是一個比一個大一倍， 

最小的代表 6、中間的代表 60、最大的是 600，加起來同樣是 666。 

 

三個巴黎凱旋門，門內有門的設計，形成了一個四維空間正立方體， 

正好對比約櫃所在，同樣是四方立方體的至聖所。 

加上，三個凱旋門座落於三個時間軸的直線上， 

正好對比聖殿，由外院進到聖所，最後進到約櫃所在的至聖所。 

因此，約櫃 Ark與弧度 Arc及凱旋門 Arc，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三個凱旋門的數字 3，按著埃及九柱神話的記憶鉤，數字 3代表 Nut（努特）， 

Nut的形狀是一道拱門，即凱旋門，亦即是弧度。 

 

 

 

自古以來，Nut也代表天上的銀河， 

而且，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就是一個大弧度， 

從天象中以 12段弧度鋪設圍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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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道十二宮及其他 88個星座，就是神以星際來記載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包括︰每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及冬至，四個節令。 

 

過往主日信息，亦曾提到整個三藩巿的龐大城市規劃中， 

舊金山渡輪碼頭（San Francisco's Ferry）有一座 Freemason的拱門，上面出現了數字 33， 

33同樣是代表 Nut的數字，是講及拱門，即凱旋門，與約櫃、弧度及時間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以直線從這渡輪碼頭穿過 Freemason中心（Nob Hill Masonic Center）， 

到 City Hall，距離正正就是 3,333米，同樣出現 3，亦即是代表 Nut的數字。 

 

 

 

其實，從法國巴黎和香港分別出現三個凱旋門建設， 

當中代表三個不同領域、三個不同時間， 

是神在人類歷史不同時段中，奠定三個不同的時間表。 

 

三個凱旋門讓我們知道，三種計算人類歷史及救贖計劃時間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 3,500年前，神藉摩西向以色列頒布的七大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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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組節期，第一個 Cube，代表神在以色列「個人」掌管的時間表。 

 

 

 

第二種，就是主前 167年，神藉瑪他提亞後加的節期， 

包括︰住棚節的點燈禮、奠水禮和修殿節， 

就是《約翰福音》所記載，主耶穌親自認可的第二組節期，有第四獸的十王共同參與， 

稱為第二個 Cube，代表神在「國際」掌管的時間表。 

 

 

 

第三種，就是 1582年，十王藉著羅馬天主教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 

全面改革曆法，以陽曆或稱太陽曆，取代過往沿用的陰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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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現時通用的西曆，以復活節的應驗為中心， 

悉心刻意制定聖誕節 Christmas及復活節 Easter等節期。 

 

 

 

自古以來，每年復活節也不固定， 

而是按著每年春分後，太陽從春分的星座前升起的那一日計算， 

每年都會將月亮出現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日，定為復活節， 

這稱為第三個 Cube，代表神在「星際」掌管的時間表。 

 

原來，第一個 Cube，第一組節期， 

就是神藉摩西制定的節期，明證神在以色列這個國家，「個人」絕對掌管的歷史。 

 

第二個 Cube，第二組節期， 

我們看見以色列與列國的興衰，包括：國際間巴比倫、波斯、希臘及羅馬的崛起， 

配合了神的掌管和計劃。 

 

耶路撒冷亦按著指定共同信息和伯利恆之星的規劃，完成了第一個 Alef Tav的舞台， 

甚至，因著神在列國間的掌管，使瑪他提亞能夠戲劇性打敗了羅馬軍隊， 

光復聖殿，從而制訂了瑪他提亞後加的節期，因此，第二個 Cube，第二組節期， 

就明證神在列邦列國，於「國際之間」擁有絕對的掌管。 

 

至於第三個 Cube，就是由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制定第三組的節期， 

這一組節期，是按著星際，太陽、月亮、黃道 12宮、88個星座彼此之間的運行軌跡， 

成為第三組節期應驗的時間表，預示將來真命天子誕生出現的預言， 

直到世界末後，「最後的聖誕節」和「最後的復活節」都能夠準確按著神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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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完全應驗在真命天子的教會身上。 

 

因此，從第三個 Cube，我們清楚看見神不單掌管個人和列國， 

甚至，連天上星際的軌跡，神於這千百萬年以來，都是絕對地掌管著， 

第三組節期，就是代表神在「星際之間」掌管的時間表。 

 

只是，非常特別地，當上年 2015年世人度過「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後， 

今年 1月 17日，天主教和基督教， 

突然計劃將自古以來按星際浮動的復活節日期，固定為一個指定日期。 

 

如日華牧師所分析，這是否意味著，幕後掌控知情的十王， 

知道聖誕節和復活節其實一直只是一個預言，不是為了紀念以往歷史事件的節日， 

相反，數百年來，聖誕節和復活節都是以預言方式，預示將來所發生的大事。 

因此，知情的十王知道，聖誕節經已在上年完全應驗了， 

所以，上年藉由教宗及英女王，宣布「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 

 

 

 

同樣，知情的十王亦知道︰今年 2016年將會應驗「最後的復活節」， 

甚至應驗在香港這個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身上， 

因此，便可以落實這個自古以來浮動的復活節日期。 

 

事實上，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大家或許仍未知道， 

今年復活節假期的翌日，即 3月 29及 30日， 

三艘世界超級郵輪︰瑪麗皇后二號、維多利亞皇后號及伊莉沙伯皇后號會分別抵港， 

靠泊在啟德郵輪碼頭和海運碼頭，傳媒更廣泛報道，指「三后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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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英國三位女王亦正好是英國最高權力的皇帝， 

所以，「三后來朝」正可以理解為「三王來朝」。  

如此，豈不成了一個活劇？按傳統所說，2000年前， 

當第一位 Alef Tav的主角主耶穌降生時，有三位東方博士， 

或稱為三位東方的王來朝見主耶穌。 

同樣，當今年有機會應驗「最後的復活節」， 

第二位 Alef Tav的主角基督新婦得著復活身體的時候， 

竟然同樣出現「三王來朝」的事件。 

 

事實上，上年「最後的聖誕節」Last Christmas時， 

我們從法國巴黎、香港九龍公園及元朗公園， 

伯利恆之星星圖及代表牛腿昴星的啟示， 

得知我們錫安教會，就是伯利恆之星一直所代表的真命天子身分。 

 

自古以來，要尋找伯利恆之星，都要藉著以下兩種方法： 

一、藉著代表牛腿的昴星； 

二、藉著參星，即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 

如過往伯利恆之星的教導， 

日華牧師已經列舉了多個以「參星」尋找伯利恆之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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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 

墨西哥阿茲特克太陽神殿，是按照獵戶座腰帶的三顆星來建造。 

 

 

 

梵蒂岡所在的羅馬被稱為七山之城，加上代表獵戶座的聖彼得廣場，其上出現的三個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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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的圖片中，梯級的數量「3」、「5」、「7」，「3」就是代表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 

 

 

 

所以，法國巴黎杜樂麗花園的三個圓圈，同樣是代表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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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尼羅河及 Giza金字塔的星圖，眾所周知，Giza金字塔就是按著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建造。 

 

 

 

自古以來，獵戶座腰帶的三顆主星，即參星一直是代表「三王」， 

從聖殿拉線到埃及這三座 Giza金字塔，正好就代表用 7年完成的「2012信息」， 

就是 2009、2012及 2016。 

所以，今年復活節，有機會應驗「最後復活節」的時候， 

出現「三王來朝」的事件，明顯絕非偶然。 

 



20160320   www.ziondaily.com 
 

 
 40 

 

 

總括而言，約櫃 Ark即是弧度 Arc，亦即是凱旋門 Arc，  

藉著三個凱旋門，隱藏著一個預示時間的訊息， 

因為聖殿的約櫃，一直是描述時間和時段。 

 

 

 

《聖經》讓我們知道，主耶穌是預表約櫃， 

所以神對主耶穌一生的帶領，是到達連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同樣，藉著聖殿約櫃的拉線教導，神多次以弧度拉線的方式， 

重複印證神在歷史上對錫安教會的帶領，就如主耶穌一樣，也是連一日也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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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錫安教會與主耶穌一樣，都要一同成為天上永恆聖殿的約櫃， 

成為世界末後，神給予世人到達信仰巔峰「923黑門山」及基督新婦的榜樣。 

甚至，成為基督新婦的錫安教會，能夠與主耶穌時空穿梭， 

返回時間和歷史的開始，與神同創，以鐵杖轄管列國。 

 

 

 

但在人類歷史裡，暫時以我所知，還沒有一件事， 

在神的帶領和時間掌管程度，能及得上我們教會的十分之一， 

這已經包括主耶穌基督降生。 

原因，主耶穌降生，神在時間上，只是標誌幾件特別的事， 

但在我們所經歷的事，是有目共睹的， 

我們每星期在時間上的印證，正如我們分享「時間性的絕對存在」信息， 

當每星期主日分享後，該星期就會產生過往數十年的印證。 

全部印證都是要在數十年前的指定日子精心編排，到數十年後的我們去完成， 

並且年期上是整數的，不會出現 72年、73年，只會是 30年、70年或 130年。 

 

 



20160320   www.ziondaily.com 
 

 
 42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約櫃入錫安，就是我們完全踏進神的時間表， 

可以想像，將來，人類歷史查考出來的話，必定令人震驚。 

所以，若今日十王去明白這套信息，對十王來說，是一份禮物， 

他們眼中所聚焦的焦點，就是「2012信息」。 

 

所以，贖罪日，就是祭司進到至聖所，並看見約櫃內有三件東西， 

包括金罐嗎哪、亞倫發芽開花的杖，以及摩西的律法板， 

祭司就是在錫安內面見到這三件東西。 

 

 

 

而祭司進入至聖所就是代表千禧年，即是第 7000年， 

剛好我們由分享「氧分療法」至今，按以色列的年曆，是剛好 7000日。 

 

由此可見，每件事在多方面都準確地印證， 

特別是數字、日期和時間，是絕對不可能的「碰巧出現」。 

這豈不是發現我們的被造、整個生存的空間和架構，也是完全配合神的時代計劃嗎？ 

 

所以，這就是這個 Ark約櫃， 

就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親切地經歷神的至聖所同在，才會有這個現象， 

我們在時間上的準確，其實，就是印證神的約櫃在我們當中。 

 

現在，這些王者一定有收聽和翻譯這套信息， 

因為，將來這套信息是講之不盡的， 

每個題目也可以再詳細研究下去，因此，到時需要所有博物館去記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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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按著「玫瑰園計劃」和「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今年神給予許多緊急的印證和眾多的啟示， 

濃縮地建立我們整間錫安教會的信心，讓我們去相信自己的身分。 

無論在主日信息或《栽在溪水旁》，牧師都提及， 

今時今日，如果有人或基督徒聽到這套信息，便應選擇上錫安教會。 

那麼，換作是你的話，你可能身處香港或其它地方，不是上錫安的， 

而你聽了這套信息，知道這件事情，你會怎樣做呢？ 

或是你來到錫安後，又會怎樣珍惜這個機會，在僅餘的時間裡賺取最多的獎賞呢？ 

 

答：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違背信仰的基礎，是一致的， 

只不過，現在做會容易多了，並且，方向也明確很多。 

現時，那些因聽到我們的信息而回來的人，都會盡量不斷地聽信息， 

會較八十年代回來聽信息的人更甚，因他們是被這套信息所震撼。 

 

你可曾想過，神在這間教會做了許多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要藉著這套信息去震撼、改變別人。 

讓他們能夠在這種程度下，至少也能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級別（Level）的高級信心， 

這也是神最主力給予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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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顧過往，多年來電影部，都是不斷地把信息發揚光大，而神的恩手一直帶領。 

故此，他們回來，就是要讓這套信息完全地震撼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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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無論上了我們教會有多久時間的，都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人類是一種對信心非常懶惰的動物， 

換言之，人們找到不信的機會，便會選擇不信。 

以我為例，我曾多次參與大旅行，而每次旅行後，都能更建立信心， 

心想，原來不是這一次，感謝主！我會更加建立信心。 

 

但許多人卻不然。香港人典型地只會想：這次沒有應驗，便相信少一點， 

下次也沒有應驗，再相信下去便會受虧損，他們是會這樣子的。 

他們覺得繼續信下去會有虧損，這就是人的惰性。 

 

為甚麼，人不能嘗試挑戰自己有增長的信心呢？ 

為甚麼一定要讓自己的信心變得閒懶呢？ 

他們到底知不知道《聖經》教導我們要去相信嗎？ 

 

基本上，我過往已經分享過， 

所有關於加增信心的道理及真理，已有足夠的說服力， 

但許多有人仍要在信心上偷懶，因人是十分懶惰，懶得去動用信心。 

如果能找到不信的機會，人便會歇一歇，偷懶一下，讓自己產生懷疑， 

令心裡舒服一些。可見，人是一種討厭動用信心的動物。 

然而，神在我們的信息中，反而不斷挑戰我們的信心？ 

主耶穌來到這世界，正是要求人需要有信心。 

 

事實上，《聖經》有多處經文，教導人不可以不信、不可以懷疑， 

需要信口所說的，並且提到「來到神面前，一定要帶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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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兩意、不帶著信心的人，不要想在神那裡得到甚麼」， 

關於信心教導的經文多不勝數。 

 

可是，雖然有那麼多經文講到信心的重要性， 

但是，人總要想一些方法出來，去令自己不信。 

所以，一直以來，教會的信息就是為著要幫助人建立信心， 

而在建立信心的過程，我們需要找機會去運用信心。 

 

 

 

如果神吩咐我們相信，並去運用它的話， 

換言之，即是說，我們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無論開始和結束，都需要動用信心，並且，亦要動用信心迎接下一次。 

過往，許多次的大旅行，不就是表明這個道理嗎？ 

在第一次大旅行，已經發生所有事情，那麼，這還需要我們運用信心嗎？ 

 

神讓亞伯拉罕多次的等候，待 25年後以撒才誕生。 

因為，他是信心之父。為甚麼他要等 25年呢？由 75歲等到 100歲？ 

因為一年又一年過去，他都未有後裔，才需要持續地動用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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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亞伯拉罕在 75歲時運用信心，立即就有了後嗣， 

那麼，他由 76歲至 100歲，還需要用信心去期望得以撒嗎？ 

既然孩子已經出生了，壓根兒沒需要再用丁點兒信心了。 

但很多人竟然希望，神不需要我們用信心， 

有人能理直氣壯地說： 

「如果我是亞伯拉罕，最好 75歲便能賜予我孩子，否則便會不信。」 

「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了，我不信了，你要讓我看見，我才會相信。」 

這些人還以為自己很偉大、很有理智，可是，他們在神面前已經是垃圾。 

 

很多人看亞伯拉罕的生平都看不到這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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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為什麼被恩膏後，這麼多年後才成為王呢？ 

因為，他作王是需要信心的， 

那信心怎樣鍛鍊？他要什麼只要開口便給予他嗎？ 

你試試這樣養你的兒子能成嗎？ 

他一開口就什麼都給予他，那你看看你養了什麼出來？ 

你養了一頭怪物出來。 

 

但很多人要求神這樣對他，要求教會說的，第一天便要有所得益， 

你說投資嗎？我不會用數十年來等它升數十倍， 

最好說完後數月便升，否則你便是異端，是你說錯了！ 

正如有些人離去後，說我們教錯人投資「海爾」，說我們是異端邪教， 

我們教錯人，這樣說足數十年，這些人是否瘋了？ 

這些人把自己的羞辱公諸於世， 

就是他們多麼的不信和麻木，他們從不看事實便繼續攻擊下去。 

 

這樣，你便看到，原來人是慣性不信的， 

人是不信的動物，人是懶得去運用信心， 

找到機會便會疑惑，讓他可以休息一下。 

 

 

 

信是很辛苦的，是很吃力的，很違反我們的本性， 

所以，信變成在神面前是最基本付出的一樣東西。 

 

但是，在信底下，你再做另一樣東西更辛苦，就是把你的信告訴別人便辛苦， 

那時，不是你不信，你還要面對一大群不信的人去罵你，這便更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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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人連自己要信都不願意， 

那麼，更加不要說，叫他作領袖，叫他做、叫他說、要他分享、堅持。 

 

或許你會奇怪為何在錫安教會，很多時都是領袖跌倒呢？ 

因為領袖所處的一個位置，比起平信徒更為吃力。 

平信徒只是自己相信便可，領袖除了自己相信外， 

還要告訴一些不信的人。而這些不信的人跌倒的話，更要扶持他們， 

一不小心，領袖便會沾染這些不潔，不信的病毒和很多消極思想。 

 

 

 

所以，在我的位置只是面對「不信」也不容易做，不要說不斷的精益求精！ 

這就是神要求的最低限度，信心的最低限度，是你為所信的付諸行動， 

把這些信息去享給別人，過程中你會經歷到，信心一直經過便去到忍耐， 

一直忍耐、磨練，按部就班地提升，這就是神所要求的。 

 

 

 

初上教會的人，現在弟兄姊妹，你便會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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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要相信這套信息，並且要讓這套信息震撼你， 

因為，你非常需要這種震撼，因當你冷靜下來時，你的懷疑便會出現， 

所以，你很需要這種震撼來嚇走和罵走這些懷疑。 

 

但這種震撼是否足夠？不足夠。當你被震撼至一個階段， 

當你與父母、家人分享這些嶄新的領域和信息時，他們會使你的懷疑增加， 

那時，這種震撼便會成為深厚的底子， 

即使你不能在辯論中勝過他們，但也不會受到他們的影響。 

 

我之所以較一般人聰明，是因神話語最震撼我一生的時候， 

一定就是我第一次聽信息的時候， 

當我第一次聽信息時，便不會被人干擾， 

也不會被自己的生理時鐘，如：上洗手間或進食而影響， 

反而，我一定會令這篇信息在我生命中達至最大的震撼， 

如此，即使日後產生了懷疑，我也不至於要吃力面對。 

 

 

 

可是，我發覺，很少人尊重神話語的程度，猶如我初信的第一年， 

這樣，他們是必死無疑，這麼容易的事情也不做，更不用說難事了。 

即使我在聽信息或核對主日信息影片時， 

當提及要拍掌，我一定會拍掌、當提及與旁人作出宣告，我也會與旁人宣告， 

即使我聽到自己分享的信息，亦都會尊重神的話， 

我一定會讓那篇信息與我的信心產生共鳴，令我每次聽到時都會增加信心。 

 

如我所言，很多人只想增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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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重複聽信息四次便可增長知識， 

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聽四次信息的同時，除了增長知識外， 

也可以增加信心，就是被信息震撼。 

 

影片：被錫安教會的信息震撼，才能夠於信仰上急起直追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向弟兄姊妹，提供一個現時能夠於屬靈上最快趕上的方法，  

就是回歸信仰的一個基本點，於聽信息的時候，被神的話語完全震撼、改變。  

 

因「信心」的原意，就是「被說服」，被神的話語所說服，不憑眼見的意思， 

雖然這是一個信仰的基本，可是，卻不被大部分香港基督徒所認知，  

對他們而言，這絕對是非常陌生的概念， 

因為香港人金錢至上的社會意識形態，  

導致他們成為將所有真理也變為知識的高手。  

 

他們習慣將真理變成知識，亦因此讓真理的震撼力降低至零， 

甚至乎，信主亦只是於頭腦上接受得救的知識，  

並沒有任何行為，就以為這是信心，  

他們以為，單單上教會聽講道，已經等於行全真理。  

當遇到信仰上任何挑戰他們的教導，  

他們更會看為是知識，自己有權決定接受與否。 

因為香港人只想維持現狀，賺錢為上，享受各種物質的豐富， 

這樣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因香港人自小就受這種一生追尋物質的思想形態及文化影響下成長， 

所以，他們亦以同樣的想法去衡量所有關乎《聖經》的真理和信仰， 

亦因此，任何為信仰而作出的改變和冒險，也是多餘無謂，以及毫無價值。  

 

所以，基督教於香港變成沒有神蹟、沒有神同在、沒有能力，死而又死，  

他們不單沒有站起來反對其他宗教，指他們為假宗教， 

相反，更是樂於與其他宗教所謂平起平坐，為香港一同祈福，一起成為社會的好好先生， 

變相將自己貶低，認同跟隨其他宗教也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於神眼中，早已變成失了味的鹽。 

教會只能夠將救恩沖淡，變成社會福利機構， 

讓人們的良心自我感覺良好，才能夠委曲求存、苟延殘喘。  

 

這就是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時，從根基的部分，與其他教會最不同的地方，  

錫安教會所分享的信息，不是只預期弟兄姊妹知道， 

而是預期弟兄姊妹會被震撼，於生命中執行出來， 

執行的程度，甚至是排除萬難，實踐到底，如此，才能夠帶來真正於生命上的改變，  

亦為錫安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人生，帶來神的祝福和個別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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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錫安的弟兄姊妹一信主就已經認真對待真理， 

所以，他們得著救恩大能所產生的生命改變， 

例如︰本來周日需要工作的，剛信主就希望轉工， 

找一份星期日不用上班的工作，好讓自己能夠上主日。 

又例如︰剛信主就放棄聽屬世歌曲，將所有偶像的物品丟棄； 

剛信主就放棄與非基督徒的男、女朋友同居，希望守全神的道德標準； 

剛信主就放棄從前的壞朋友，希望有一個屬神的社區； 

或是剛信主就不吃祭偶像的食物。 

正因這種來自救恩的爆炸性改變， 

令其他教會當中，習慣對神冷若冰霜的基督徒， 

覺得難以理解，甚至認為這是異端的行為。 

 

對於外邦人而言，他們更是習慣只對金錢有反應， 

因此，為神放棄工作、放棄感情、放棄朋友、放棄偶像紀念品的人， 

這些絕對是不可理喻的宗教狂熱分子。 

可是，不單真理會為人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 

歷史亦讓我們看見，即使是知識，當人被震撼的時候， 

也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  

 

例如：百多年前，香港仍然被清朝所統治，整個香港，甚至全中國， 

人們也習慣於封建時代的農業社會生活，讀四書五經、考科舉，幾千年如一日。 

 

 

 

但中國由清朝統治走到共和，  

關鍵就是於小小的香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小城市裡，孕育了國父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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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搖撼了當代所有人的心靈， 

任何一個接受三民主義的人，並不是接受一種知識、一種學說，  

聽了之後，繼續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快快樂樂地活下去。 

 

當時，如果他們選擇接受三民主義的話，隨即就被朝廷認定是革命叛黨，  

一介平民百姓，只因著一個信念，卻要面對整個政府的追殺，是生與死的抉擇。 

 

 

 

這革命事業亦並非一帆風順、第一次就成功， 

據統計，由 1894年至 1911年武昌起義，當中就經歷了 29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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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們並沒有因著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未能成功而放棄， 

當中，無數年青人為革命捐軀，自己參與革命，卻看不見革命的最終成果。  

 

現在回望，若果沒有國父於晚清時候起來，沒有一群革命義士， 

今天的中國，會否已經被列強瓜分？ 

香港，會否已經成為日本的附庸？  

須知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亦只是地上由人類思想出來的學說， 

即使押上生命，最終所能夠換取的，亦只是一個民主政府，僅此而已， 

並不保證會有永恆的獎賞和幸福，  

卻已經足以讓無數人覺得連犧牲性命也是值得，他們亦被後世所尊重。 

那麼，神不朽的話語，豈不是更值得讓我們被震撼，甚至付上性命的代價？ 

 

事實上，由舊約開始至今，歷史上所有被神所稱讚、所愛惜的僕人， 

沒有一個是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約瑟、大衛和約伯就是舊約的代表，他們也是經歷長時間的困境， 

最終，才得著神的應許與祝福。 

甚至，於新約開始時，任何一個接受福音這個好消息的人，  

他們亦不是接受了一套知識、一套學說，接著，沒有任何改變，繼續生活下去。  

 

新約的信徒，從信主的一刻，就要付上被羅馬追殺的代價，  

當接受主耶穌的救恩，就等於與整個羅馬為敵，  

羅馬政府不管你是以知識，還是真理的角度去聽福音， 

今天信主，明天就有機會要殉道， 

事實上，眾多新約使徒，包括最偉大的保羅，最後也是殉道離世， 

當中，明證出他們的真實信仰內涵。  

 

羅馬書 8章 35-37節：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

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此，對他們而言，當他們聽到福音的時候，不是當作一般的知識看待， 

他們是被神的話語、主耶穌的事跡，震撼到靈魂的深處， 

足以讓他們放棄生命中一切繁華、目標和夢想，接受被追殺至死的命運， 

這就是新約教會時代，一個平信徒被神話語所震撼的根基。 

 

而往後的 2000年，每一個神時代復興的領袖，  

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到近代的William Seymour、Benny Hinn等等，沒有一個不經歷逼迫。  

因此，任何人如果只視信仰為其中一套知識的話，他們根本無法走到信仰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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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信主並不需要帶著任何被追殺的代價， 

因過去信徒所流出來的血淚，已經為我們換取了幸福。 

但神的要求從來不曾改變，2000年前，信徒是為主而死，  

2000年後的今天，神卻是要我們為主而活。  

 

為主而死的，只是一時，慷慨赴義就完了，  

正如一場短跑，只是維持數十秒。  

但為主而活的，卻是付上一生的代價，  

不單是年復年被神的話語震撼、改變，  

同時間，更是年復年不被人認同，甚至是攻擊，仍然在所不惜，  

這是一個如馬拉松般漫長的故事，亦是錫安由 30年前建立到今天的故事。  

 

事實上，錫安就是走上這條一生為神而活的道路， 

雖然被神帶領到一天也不偏差的階段，並且，神蹟、能力是香港教會絕無僅有， 

可是，同樣的錫安，於這 30年來，卻又是被千夫所指，被傳媒、被社會、被教會不斷攻擊的一群。  

因為這就是為神而活所出現的必然現象。 

然而，對於習慣貪圖安舒、見利忘義、見風使舵的香港人而言，  

這是匪夷所思，難以理解，更是絕對難以接受的現象。  

 

一方面，難以理解為何有人會為到福音被震撼致捨命，甘願放棄所有， 

另一方面，更是難以接受已經付出為神而活，回報反而是落得被社會唾棄的後果。  

正因這緣故，日華牧師提及被真理所震撼的重要性， 

因為若不是當年，日華牧師成為了榜樣，於信仰初階，就被神的話語一次又一次震憾，  

那麼，他就不會於 30年前建立錫安教會，亦不會於每一篇信息中用心預備， 

期望當中的內容，能夠震撼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弦，踏上為神而活的道路，  

最終，更不會被神帶領到現在，被神認可，分享「2012榮耀盼望」這套神的時代信息。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若果現在才回到錫安，希望能夠急起直追，補回三十年光陰的話， 

最快以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於每一個主日，第一次聽信息的時候， 

已經要被神的話語所震撼及改變，讓真理不是如普通知識一般，放於腦袋之中，  

而是被真理所震撼，完全認同及接受當中的內容，  

將自己過去任何不乎合信息內容的思想也看為錯誤，  

就是要被神的話語全然心意更新。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不單能夠於真理上站穩， 

並且，第一時間有著正確的反應，開始發力趕上。 

事實上，神帶領錫安教會所分享的信息，  

往往也不為世界所接受，正如黑暗不接受光一般， 

從開始時談及債務等於奴隸、靈恩運動、信徒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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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備受爭議的氧份療法、末世信息、以看太陽作食物等等。 

沒有被真理震撼的一群，他們早已不能站穩，因著外間的逼迫而離開教會，  

返回他們信主前的往常生活，追尋香港人所認為的幸福。  

即使沒有離開教會，若果他們未能認同講台所分享的真理，沒有被震撼的話，  

於教會中，他們的屬靈景況亦只會呆滯不前，浪費生命。  

 

而願意被震撼的一群，不但能抗拒外面的攻擊，  

並且，信仰反而更被確立、更堅固、更願意快跑跟從神， 

因他們明白到，大部分人所走的道路，通常都是一條死路。 

 

馬太福音 7章 13-14節：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於這末後的日子，「2012信息」已經分享了 6年多，  

神的印證級數，亦到了前所未見的頻密程度， 

現在才接受的人，基本上已經不需要任何信心。 

若果，他們仍然要以自己於社會上所學習到的世界知識和經驗為依歸，  

憑著己意，選擇自己願意接受的部分，那麼，一切也已經太遲。  

 

要坐上這輛榮耀列車，成為乘客，唯一的方法，就是拼命快跑的跟隨，  

第一次聽信息時，已經被全然震撼，並且，存放於內心當中實踐出來。 

若果所聽的真理，與自己屬世的智慧和意念相違背的話，就要選擇真理， 

如此，神的話語才能夠真的成為稻種落入內心的泥土，  

誕生 30倍、60倍、100倍的果效。 

 

錫安教會製作的信息，第一點，就一定要震撼你， 

使你有一種「不信便是傻瓜！」的感覺， 

因為，錫安教會很容易便可將信心灌注在弟兄姊妹身上。 

難道你不認為行神蹟、醫治、恩賜運作都很容易嗎？ 

難道這都是來自你的信心？如果來自你的信心， 

那麼，你在別的教會也能做得到，為何一定要上錫安教會？ 

因為是我承擔了你的部分。 

但你若因此而驕傲，並認為牧師比不上自己， 

那麼，這必定是愚昧人。 

那些人是不懂得珍惜別人為他所做的，他以為自己天生便擁有那個信心， 

可是，其實，這是因為我擁有這個信心， 

而我亦知道信心的價值，並且信心為我帶來很多好處和得著， 

同樣地，你的懷疑卻毀滅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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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分享的第一篇信息「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放在銀網子裡面」， 

當天，我是一位平信徒，但已經懂得為大家設想， 

可是，即使有人信主多年，但仍然不懂得為自己設想，更遑論為別人設想， 

錫安教會亦是因此而誕生，我相信，這是神揀選錫安教會的原因。 

 

所以，錫安教會與其他教會不同，就是我們談及的富足、醫治、神蹟、智慧、 

神的保護和保障，這是與其他教會是截然不同的， 

這些正是從講台上傳遞的，然而，所傳遞的都是我擁有的， 

而且，我想了一個傳遞的方法，以傳遞給你們。 

 

 

 

因此，你們亦要如此行， 

你們有一個最強的傳播媒介，就是這套信息，這篇講道， 

千萬別只希望於這信息中學習知識，而是要讓那篇信息震撼你。 

因此，別三心兩意地聽信息，尤其是第一次聽時， 

這些心法我早已傳授給你們，而我亦會運用於自己身上。 

要知道，我預備信息時，要面對許多懷疑、不信或不濟的信息？ 

我需要從那堆講道和那些書中，預備一篇很棒的信息給你們， 

我閱讀那些書本的數量，也就是那些不濟的書本和信息的數量，絕對遠超你們想像。 

 

我得查找那一堆書本、筆記、資料和信息後， 

才能預備信息和題目，更要去蕪存菁， 

除了需要將資料呈現時，更重要是將那信心給予你們。 

所以，你聽這信息時，除了執行、做法滿有智慧，使你容易執行外， 

那篇信息更已經將信心灌注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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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那篇信息，已將其所帶著的信心灌注給你，更灌注了教導， 

不論趕鬼、恩賜運作，也讓你能做到。 

 

所以，即使同樣的一篇信息，讓其他教會分享的話，也不會有同樣的效果， 

因為，他們永遠不會考慮這點，他們的牧師，自己的信心也一塌糊塗， 

更遑論是為人如此著想和預備。 

因此，每一個來到錫安，都要理解和抓著這優勢， 

那麼，必定會比其他教會的人或只在外面聽我們信息的人，跑快上十倍。 

 

然而，先別說十倍，在於現在已是被提前夕，現在你只跑快千分之一也是必須的， 

這就是我提議的一個最好的做法，讓錫安的信息，不著重建立你的知識，而是建立你的信心。 

因此，你不能麻木地聽上四次就算了， 

我寧可你被震撼地聽一次，那比麻木地聽四次更好， 

增加知識與增加信心的影響相比，是差天共地。 

 

影片：如何讓「2012榮耀盼望」信息深刻被震撼 

於過往 6年多，神藉著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 

其前瞻性及預言性實在驚人，從 2009年開始，一直成為神頒布審判的代表， 

準確預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各重大事件。 

 

如︰持續惡化反常的極端氣候、旱災、世紀大洪水、急凍冰封的天氣、 

311級數的大地震、大海嘯、怪獸級數的颶風、 

史無前例的動物群死、離奇天坑、地裂、山崩事件、人性兩極化的人渣革命、 

甚至世界各地出現糧食短缺、經濟崩潰和恐怖襲擊等。 

 

不單如此，過往 6年多，藉著「2012信息」，神更啟示了世上眾多真知識， 

以及《聖經》中隱藏在天上 88個星座的「星際．啟示錄」。 

進而踏入 2015年，神帶領日華牧師連一日也不偏差地， 

由上年春分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及「玫瑰園計劃」信息， 

展開人類歷史上終極的解謎。 

從世界各地及香港龐大的基建、建築物和種種規劃， 

讓我們認知一直隱藏在歷史背後第四獸的十王。 

 

藉著「2012信息」的解謎，更讓我們終於發現錫安教會真命天子的身分， 

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是 Alef Tav的主角， 

是能夠時空穿梭返回歷史之中，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新婦， 

故此，我們亦有目共睹，整個世界是完全環繞錫安教會的信息而轉動。 

既然，「2012信息」是神以 Alef Tav方式看為寶貴， 

是神給予這個末世唯一的答案，讓基督徒能夠準確預備主耶穌的再來，準時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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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於今篇主日信息中提醒我們， 

每次聆聽「2012信息」時，都必須讓自己對信息有深刻認識，被每一篇主日信息震撼， 

對於身處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先決條件。 

 

當然，對於那些身處其他教會，單單在網上聆聽「2012信息」的基督徒而言， 

神給予這個時代的這套 Rhema —— 神的聲音， 

仍然不足以說服他們達至決心轉會、跟隨神，參與在這個復興的話， 

自然不用多說，他們必然沒有達至被神的話語震撼的程度。 

因為他們在心靈上必定已經阻止了許多聖靈感動和催迫他們的聲音， 

更遑論他們對這套信息存著深刻，及被震撼的階段。 

 

事實上，主耶穌經已明說︰主的羊必定會聽到主的聲音， 

並且願意付上代價緊緊跟著主耶穌的帶領。 

 

約翰福音 10章 25-27節： 

「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只是你們不

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 

 

誠如過往 30多年，錫安教會經已在香港成為一間約 2000人的教會， 

日華牧師一直持著「主的羊必會聽到主的聲音」的事奉態度， 

於過往每一個星期都努力按著神的帶領和吩咐，悉心預備好每篇完全嶄新的主日信息， 

30多年來，從不勉強任何人留在錫安教會裡面， 

因為既然是神為錫安教會預備的羊，他們必定能夠聽到主的聲音和帶領， 

自自然然會付上代價留下來，學習真理、參與事奉， 

在信仰上藉著神給予的屬靈餵養，以致屬靈倍增成長。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提醒其中一點， 

若要比較聆聽信息時所能夠誕生的最大果效， 

在現場聚會持著「被震撼」的態度聽完一次， 

遠遠優勝於「麻木」或「漫不經心」地，重溫同一篇信息四次。 

 

在此，日華牧師進深分析， 

由於每一篇「2012信息」的內容和資訊都是極之豐富和嶄新，充滿著神給予的啟示， 

因此，每星期播放的主日信息裡，日華牧師都會刻意帶領「2012信息製作團隊」， 

在每一幅插圖上，悉心選用不同圖畫和文字， 

從畫面著手，好讓弟兄姊妹在每一秒的信息內容中， 

都能夠最輕鬆和最容易地，吸收和理解每一秒的資訊。 

甚至，為了配合每篇主日信息的豐富內容， 

日華牧師亦在適合的位置製作指定的精華短片（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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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用心監察和核對短片中每字、每句和每幅插圖。 

 

藉著畫面上的字句和圖畫，務求每星期所播放的主日信息， 

都讓弟兄姊妹可以盡可能地全面吸收，沒有任何一點誤解，或是不明白的地方。 

然而，在主日信息首播的時候， 

始終沒有人能夠完全筆錄當中所有細節，貫徹明白， 

甚至因著於每一次聚會能夠詳盡記下信息內容，往往長時間低頭抄寫筆記， 

結果卻錯失了日華牧師在畫面上刻意製作的字句和圖畫， 

減低了自己在現場吸收主日信息的震撼，反而錯失了被每一篇信息徹底震撼的效果。 

 

另一方面，當完結主日信息首播後， 

若單純以增廣見聞的心態，日後重溫每星期的「2012信息」。 

一般人於首次聆聽後，再重溫時就已失去首播的新鮮感， 

不知不覺間，潛意識裡就會出現沉悶、麻木或漫不經心的態度， 

重溫信息的真理和內容時，往往亦只會變成吸收知識的態度， 

未能於心靈和內心深處產生深切影響，被真理改變。 

結果，縱然養成了重溫主日信息的習慣， 

但是，每一次重溫所得到的屬靈輸出和增益，都不如理想。 

 

因此，日華牧師現建議以下實際的智慧做法， 

方便有重溫主日信息習慣的弟兄姊妹， 

能夠將每篇「2012信息」達至「震撼」地聽畢一次， 

更能夠持續進一步被「震撼」地進行日後的重溫， 

讓生命達至最佳的躍進果效。 

 

步驟如下： 

步驟一、首先，第一次聆聽首播時，已經養成習慣， 

為每次參與主日聚會，注意身體健康，保持精神處於最佳狀態，專心聆聽每篇主日信息， 

目的是能夠完全捕捉每點嶄新啟示，以及被每篇信息所震撼。 

現場不建議長時間一邊聆聽信息，一邊低頭抄寫筆記， 

以免錯失了信息內容的字句和圖片。 

 

當然，每人的處境、角色和身分不同， 

例如︰有些學生每星期都需要上學，放學後又要面對種種繁重功課及測驗， 

有些人則沒有電腦，不方便上網重溫主日信息， 

對於這些在重溫，或固定重溫主日信息上有困難的弟兄姊妹， 

為了方便記憶，抄寫簡短筆記也是可取，是絕對可以的。 

只是，第一次聆聽首播時， 

所著重的，是以最好的心田，預備神話語完全嶄新的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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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完結主日聚會後，盡可能相約家聚負責人、跟進員或弟兄姊妹共聚用膳， 

期間可嘗試互相分享剛剛主日信息的得著，或向領袖咨詢未能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 

盡快加深對這篇信息的記憶及明白。 

 

誠如：主耶穌在撒種比喻分享到， 

當一個人聽了神的話語後，有些種子正如撒在路旁， 

撒但就會好像飛鳥一般，隨即將剛剛主日信息撒在他心裡的真理，偷取奪去了。 

有可能藉著聚會後繁重的事務、突發的事故、遺失了物件， 

甚至逛街購物時遇上五花八門、心儀的產品， 

這等事情都有機會導致神話語的種子，從心裡消失或被奪去。 

尤其這套「2012信息」如此重要，撒但更加不會放過偷取這些種子的機會。 

 

馬太福音 13章 18-19節： 

「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

去；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所以，主日聚會完結後，與弟兄姊妹共聚用膳，互相分享主日信息的得著， 

能夠幫助自己將「2012信息」快速扎根和結果，幫助自己更深地被震撼， 

從而杜絕撒但偷取神話語種子的機會，防範日後萬一遇上患難、逼迫、懷疑的時候， 

也不會輕易放棄這些信息。 

 

事實上，當與弟兄姊妹聚餐後， 

日華牧師建議，大家可以率先將當日聚會的信息， 

藉個人體會和親身感受，第一時間寫成一篇主日感想， 

內容不一定要求資料詳情，最重要是能夠精簡扼要地，記下自己的體會和感受， 

至於詳盡的重點及筆記，可以容後再慢慢藉著重溫，進一步整理妥當。 

 

當完成這篇信息的感想，便可以張貼在科林或 Sync Calling， 

一方面，可以進一步加深自己當日被「2012信息」震撼的感受， 

另一方面，又可以將自己的得著和被震撼的感受，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 

撒出祝福別人的好種子，日後就可以收取 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 

讓神持續增加自已對信息的明白。 

 

步驟三、主日聚會後，透過科林或 Sync Calling， 

閱讀及參考領袖們或其他弟兄姊妹的感言， 

不單加深自己的記憶，亦幫助自己理解這篇信息。 

 

步驟四、安排時間重溫主日信息， 

第二次聆聽重溫，目的在於令自己貫徹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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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更可以抄錄筆記作輔助。 

例如：每逢星期五，可以登入《錫安日報》網頁， 

下載每篇主日信息的大綱及 mp3錄音分享， 

透過主日信息大綱，寫下每篇主日信息的重點。 

 

又例如：近兩年間，每逢星期六、日，《錫安日報》、Sync Calling或 YouTube， 

都開始發布最新的主日信息影片、內容簡介 Trailer及導讀等。 

弟兄姊妹們安排時間重溫影片，持著要完全明白的態度抄寫筆記及重點， 

如此，第二次聆聽時，同樣能夠帶著專注和有意義的態度，進一步吸收這篇信息。 

 

步驟五、當第三或第四次重溫的時侯， 

目的是要明白及妥善組織這些信息的資料，方便自己與別人分享， 

因為與別人分享，是其中一種幫助自己記憶，不會忘記的好方法。 

 

實在，當為著別人而付出，實踐應用真理的時候， 

無論重溫同一篇信息多少次，總會有源源不絕的推動力，讓我們進深明白。 

更重要的，就是能夠藉著明白，不斷被「2012信息」震撼， 

信心堅定不移，持續擁有最巔峰的信心。 

 

 

 

第二章：總結感言 

感言部分，就好像這篇信息分享到， 

假如你們能夠進到錫安教會，其實你的目的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你進入這個復興的核心時，你會受到最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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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講道和聚會，你可以躺在沙灘， 

喝著 Bloody Mary（血腥瑪麗 —— 一款消閒飲品）聽主日信息， 

但是，這能否震撼你呢？不能夠。 

你在泳池裡躺著，曬著太陽聽這篇信息，會否給你這種震撼？沒有。 

如此，這又對你有什麼幫助呢？ 

 

現在所說，為你帶來的震撼，是能夠用得上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震撼是用作被提、使你合資格和在神面前，就是讓你能夠到達神面前。 

所以，你現時會看見，在我們教會當中， 

神是以幾何級數的增加所有來到我們教會， 

或是我們教會內弟兄姊妹的那份震撼。 

 

就如我提到，我們能夠分享給你們知道的， 

也是因為我們在各處偶然尋找到的共同信息，因為實在多得很厲害。 

在我們被提前，最多只能夠分享部分， 

我相信，神在這個世界所做的這些共同信息， 

關於我們現時分享的 Alef & Tav，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這些資料， 

我們只能夠分享到 10%至 20%。 

 

因為，你從任何方向看，你都會看見神的印證，而那些印證是如神話一樣， 

舉例，是放在明處、眾目睽睽底下，即使是錫安教會裡， 

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們都會說，在你們的眾目睽睽底下，你們也看不見， 

假如不告訴你，你就完全不知道，原來，這是一個很瘋狂的共同信息。 

 

例如我們曾在主日中分享到，許多人都不明白，為何我們會提到橡樹島， 

而這個橡樹島就像一隻小象，我們在那裡看見共同信息，因為它像一個牛腿，指著蘋果島。 

甚至島上亦十分特別，中間的位置有一個像寶藏的地方，吸引人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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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奇怪，為何我們會分享得如此詳細，為什麼呢？ 

 

 

 

我想告訴你，每一個共同信息， 

不論你想分享多麼詳細，只要你向著這方向發掘下去， 

就如橡樹島上發掘下去的人一樣， 

你只要掘下去，就會發現是很明顯、很準確的共同信息。 

 

例如你看見 Salisbury Road（梳士巴利道）這個字，我們找出許多共同信息， 

當你的方向是正確，你尋找到的時候，你會知道必定是神所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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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掌管歷史，以及掌管每一個人的出生、死亡和一生所作的事。 

 

就如我所說的橡樹島，當你看看這形狀，並且看見當中的事蹟。 

沒錯，那裡是指向伯利恆之星，形容它是橡樹島裝作牛腿一樣。 

但這個橡樹島的形狀像什麼？ 

它除了像牛腿外，還像現在弟兄姊妹所住的天水圍區。 

 

 

 

十分有趣地，我算是教會當中，最早搬進天水圍區的， 

那時正值 1996年雙氧水事件、是 4794的開始， 

簡單來說，我在面見傳媒當天，7月 21日，我是由天水圍坐車外出的。 

因此，我正好是在分享氧份療法信息，並上電視的那幾天，搬進天水圍，這牛腿的地方。 

如果你再細看這牛腿之地，你會發覺，所有共同信息也在其中。 

例如，當將這牛腿與以色列的牛腿，耶路撒冷的牛腿對比的話， 

你會發覺，它差不多是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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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牛腿，其牛蹄的部分就是西羅亞池子， 

對比天水圍的牛腿，其牛蹄位置就是濕地公園； 

 

 

 

在耶路撒冷的牛腿上，被城牆包圍的位置正是聖殿， 

而在天水圍的牛腿上，該區域的位置正是我們以前用的辦公室，聖殿就是盛力工業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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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路撒冷，三個位置，合計有三個太陽， 

 

 

 

當你再以天水圍去對比這三個太陽的話， 

第一個就是輞井，是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我身邊大部分全職都知道， 

輞井就是我分享完「以太陽為食物」之後，其中一個我看太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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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個太陽的位置就是橫洲，那亦是另一個我看太陽的地方； 

第三個地方則是廈村，現在很多弟兄姊妹都住在廈村，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那是第三個我會看太陽的地方。 

 

  

 

如果我趕不及到黃金海岸或其他地方，我就會在這三個地方看太陽。 

 

試想，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在眾目睽睽之下，原來，我們所住的天水圍，正是一隻這樣的牛腿。 

 

影片：香港天水圍所隱藏新婦住處的共同信息 

今篇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再為大家分享一個極為驚人的 Alef Tav「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共同信息。 

 

於早前的主日信息，日華牧師曾經分享到， 

地上的伯利恆之星星圖，是一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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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 Alef Tav方式刻劃的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 

就是《聖經》所記載，在終極的末後日子出現，以真理預備、妝飾整齊的新婦。 

 

星圖中，以一個牛腿形狀代表七姊妹星， 

指出伯利恆之星的位置，印證新婦曾居住的地方， 

就是日華牧師自小的不同住處，及錫安教會一直以來的聚會場地。 

 

 

 

這些地點都是以 1996年 7月 21日的雙氧水事件為分水嶺， 

就好像神以雙氧水事件，印證祂對錫安教會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用傳奇的 4794英里拉線，成為一個轉捩點。 

 

以牛腿形狀的香港尖沙咀九龍公園為例， 

這個地上伯利恆之星星圖，是指向尖沙咀沿岸的梳士巴利道，  

而日華牧師在加拿大溫哥華被神呼召開始錫安教會時， 

宿舍的街道同樣名為梳士巴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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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96年 6月，即雙氧水事件發生前約一個月， 

日華牧師正式遷往天水圍嘉湖山莊七期， 

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自 1996年相繼遷出粉嶺圍後， 

另一個更龐大的聚居地點就是天水圍附近的地區， 

即天水圍、元朗、廈村和屏山一帶。 

 

 

 

這一帶如同法國巴黎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當通過三道拱門就可以找到伯利恆之星， 

而香港三號幹線亦是經由三道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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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九龍公園以外，香港第二個擁有牛腿形狀的地方 —— 元朗公園。 

 

 

 

早前主日信息的精華短片（VO）已經分享到， 

元朗公園有一個世上最似牛後腿形狀的位置。 

 

 

 

甚至公園內的百鳥塔，能夠俯瞰錫安教會弟兄姊妹， 

自 1996年雙氧水事件至今所聚居的天水圍、元朗、廈村和屏山一帶， 

印證伯利恆之星星圖所指向的新婦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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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來不單巴黎和香港擁有伯利恆之星星圖， 

世上所有古文明以至現代建築，都存在眾多伯利恆之星星圖，它們也是指向新婦的住處。 

其中一個，就是日華牧師近期詳細分享過的加拿大橡樹島。  

 

 

 

橡樹島是一個擁有所謂神秘寶藏的「金銀島」（Treasure Island）， 

它的形狀就好像一隻牛腿，而牛腿尖端所指向，代表伯利恆之星的地方， 

就是蘋果島 Apple Island，名字正是日華牧師年少時期，玩無線電所用的代號名字 Apple蘋果。 

 

橡樹島的外形亦好像一隻小象， 

島上所謂的藏寶地點金錢坑Money Pit，則是一個四方形的洞口， 

但由 1795年至今，221年間從未有人掘到任何形式的寶藏。 

 

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 

當我們把橡樹島向左旋轉 90度，即是由橫向，轉為垂直， 

再對比錫安教會有歷史以來，最多肢體居住的天水圍區， 

就會發現天水圍的外形，竟然與擁有伯利恆之星星圖的橡樹島完全一樣。 

天水圍不單形狀可以對比橡樹島， 

甚至連整個規劃，竟然都是按照世上另一個最似牛腿形狀的城市， 

即是參照牛前腿形狀的聖城耶路撒冷各個天然和人造的地方及建築。 

 

現在我們先將天水圍和橡樹島一左一右作出對比， 

左邊是向左旋轉了 90度的橡樹島，大家請細心去看島的形狀。 

好，現在是右邊，讓我們看看整個天水圍區的外形， 

大家是否一眼就能夠看出，天水圍區的外形和橡樹島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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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以天水圍河和環繞它的主要公路為疆界，把天水圍的外形勾劃出來。 

首先是唐人新村位置， 

接著是另一個牛腿 —— 元朗公園附近的朗天路、天慈路。 

事實上，元朗公園是香港除九龍公園以外， 

第二個擁有牛腿形狀的地方，其位置卻正正貼近天水圍的旁邊。 

再接著是香港濕地公園旁邊的濕地公園路， 

然後是與天影路並排的天水圍河， 

沿著天水圍河的石埗路，最後回到唐人新村。 

讓我們再看一次，如何勾劃出天水圍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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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整個天水圍區，都是按照擁有牛腿形狀的橡樹島來規劃建造。 

因為在 1990年代之前，即約 30年前， 

天水圍只有圍村和魚塘等最古老的建築，並未有以上所見的一切公路和行車道路。 

天水圍河本來亦只是一條小溪澗， 

直至 1980年代尾，香港政府開始在天水圍大興土木， 

才把河道擴闊，防止大雨或海水大潮時引致區內水浸。 

 

 

 

但是，其實整個天水圍區的規劃， 

不單外形完全依照有著七姊妹星牛腿形狀的橡樹島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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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島上人稱「金錢坑」Money Pit的所謂藏寶地點， 

就是我們圖中所見的位置，形狀竟然是一個正方形， 

明顯有人刻意製造一個藏寶傳說，目的是指向另一個更重要的地點， 

就是真正擁有天國寶藏身分的地方。 

 

當我們把四方形Money Pit在橡樹島的位置，對比整個天水圍地區， 

幾乎同一位置，就是由嘉湖山莊第五、第六和第七期所組成， 

一個如四方形的形狀，並且中間有一個空曠地方， 

是一個稱為「龍園」的公園，就是我們圖中所見的位置。 

 

 

 

明顯地，嘉湖第五至第七期的建造者，是刻意把這三期屋苑建造成一個四方形， 

用作對比橡樹島的四方形Money Pit。 

然而，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眾多弟兄姊妹，最早期遷入嘉湖山莊時， 

就是全數集中在這個形狀如橡樹島的金錢坑Money Pit， 

即嘉湖山莊第五至第七期的四方形居住， 

其他住在第一至第三期，或是公屋和居屋的肢體則可謂寥寥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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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顯這是十王在背後作出規劃，為要進一步把新婦的住處， 

以公路和河流，如古代城市的圍牆一樣，劃成一個牛腿形狀， 

代表七姊妹星，成為一個伯利恆之星星圖，就如巴黎、九龍公園和元朗公園。 

 

早前的精華短片：「解碼系列：香港和耶路撒冷的伯利恆之星星圖的共同信息」， 

已經為大家詳細解釋元朗公園是對比末後新婦住處的牛後腿， 

而聖城耶路撒冷最古老的城牆，即大衛和所羅門王的時代，是對比牛前腿的形狀， 

正好對比日華牧師所分享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是起初和終結的 Alef Tav共同信息。 

 

那麼，天水圍的牛腿，是否擁有與聖城耶路撒冷一樣的建築對比， 

能夠再進一步證明天水圍是十王精心規劃的新婦住處呢？ 

答案呼之欲出，並且一直擺放在眾目睽睽之下， 

但只有懷著真命天子身分的錫安教會， 

才能夠以第一身，為自己解開這個新婦住處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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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把聖城耶路撒冷，和錫安教會弟兄姊妹聚居的天水圍區， 

一左一右作出對比。 

 

左邊是大衛和所羅門時代， 

擁有牛前腿形狀的耶路撒冷城和最古老的城牆， 

右邊就是我們曾經看過的天水圍。 

明顯地，我們需要把天水圍的地圖旋轉 180度， 

令牛腿指向下方，才可以和耶路撒冷城作出正確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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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天水圍區有多少規劃是與耶路撒冷一樣呢？讓我們一一細看。 

 

首先，兩者都擁有牛腿形狀。 

 

第二，耶路撒冷牛腿最下方的位置，是一個稱為「西羅亞池子」的水池， 

就是住棚節奠水禮時，祭司取水的地方， 

亦是主耶穌行神蹟叫一個天生瞎眼的人，用西羅亞池子的水洗眼，完全得醫治的地方。 

同樣，天水圍最下方，對比聖城西羅亞池的位置， 

就是香港濕地公園，是香港唯一一個濕地沼澤地帶。 

一個是西羅亞池子，另一個是濕地公園，亦是一個池子。 

 

 

 

第三，耶路撒冷的城牆右下方直到西羅亞池子， 

有一條名為汲淪溪 Brook Kidron的小河，西羅亞池的水就是來自這條河。 

然而，圖中可見，天水圍同一個位置，亦有一條天水圍河， 

河的出口就是濕地公園的沼澤湖和魚塘，與聖城耶路撒冷的規劃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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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建築， 

當然是神的居所和祭司獻祭的地方，就是聖殿。 

 

 

 

而錫安教會在 2006年至 2012年，亦曾於屏山唐人新村附近的新灰街二號， 

租用新鴻基集團興建的盛力工業中心， 

作為日華牧師及全職的辦公室，及其中一個家聚地點， 

代替於 2006年被業主收回的屯門田氏廣場寫字樓，即大家俗稱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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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曾否想過，為何當年神讓我們被迫離開屯門的聖殿，轉而遷進盛力工業中心呢？ 

原來，盛力的地點正是對比耶路撒冷的聖殿位置， 

為要讓我們成就這一個 Alef Tav牛腿的傳奇！ 

 

 

 

所以，盛力工業中心可說是錫安教會第二所聖殿的地點， 

然而，當一左一右地對比，盛力工業中心的位置， 

正好對比耶路撒冷聖殿的位置，同樣位於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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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早前的精華短片： 

「解碼系列：香港和耶路撒冷的伯利恆之星星圖的共同信息」，已經為大家分析到， 

耶路撒冷有大小牛腿，大牛腿是整個耶路撒冷古城牆， 

而小牛腿是右邊城牆的位置，即是馬門和客西馬尼園的位置。 

當對比天水圍區，除了整個天水圍區是一個大牛腿形狀之外， 

天水圍旁邊的廈村屏廈路和天影路，亦形成了一個小牛腿的形狀，兩者互相呼應。 

 

 

 

事實上，天水圍區，即新婦的住處，除了可以對比牛腿和耶路撒冷的形狀， 

甚至亦可以找到伯利恆之星星圖所隱藏的三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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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你曾經有一個疑問：伯利恆之星的星圖，是指向伯利恆之星，為何會有三個太陽的位置呢？ 

原來，代表 Freemason第一階級入門會員的教學圖畫， 

天上就有三個發光的星球，形成一個大三角形， 

 

 

 

右邊代表月亮的位置亦有七姊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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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著中間發出光線，射向地面形成一道可以被提到天上的天梯， 

再加上左邊的太陽，正好對比香港的日街、月街和星街所隱藏的意思。 

 

 

 

「玫瑰園計劃」背後的建造者，十王和 Freemason， 

把三個太陽的位置放在裡面，是印證哪些與太陽有關的事件呢？ 

因為首先，我們作少許重溫，原來地上所有伯利恆之星星圖都有幾個特點： 

一、有牛腿代表的七姊妹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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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個大三角形，以三個太陽位置作對比； 

 

 

 

三、有一條河穿過這大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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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九龍公園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有天文台、日月星街和位於西隧港島出口的孫中山紀念公園， 

它的英文名稱裡，姓氏譯為「Sun」，代表太陽，亦有一道像河的維多利亞港。 

 

 

 

而元朗公園，有太陽飛馬球隊的主場元朗大球場， 

和代表太陽日出的東方紅，亦有一條位於山下路的大型水渠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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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耶路撒冷旁亦有一條汲淪溪， 

巴黎、華盛頓和梵蒂岡亦是以相同方式規劃。 

 

 

 

究竟，錫安教會肢體過去 20年聚居的天水圍區，是否同樣隱藏了三個太陽呢？ 

假如你是錫安教會的肢體，或甚為認識錫安教會近年的信息， 

可能你已經能夠立即說出這個啞謎的答案。 

 

因為由 2012年年底開始， 

日華牧師已經分享了神以新 4794英里拉線印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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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員亦在 2013年 9月發現以上拉線的證據， 

成為神給予日華牧師當年的生日禮物，就是「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 

 

信息提到，原來日華牧師遍尋全港所有地區， 

只有兩個最佳和最安全的食日地點，就是南生圍和黃金海岸泳灘。 

 

 

 

日華牧師亦曾經在天水圍三個地方進行食日， 

但因為它們都不是最佳地點，所以沒有成為官方推介的食日地點。 

原因不外乎是人煙少、人跡罕至、有安全隱憂、地勢險要，或是私人地方， 

故此不方便公開推介，亦沒有在信息中介紹。 

 

意想不到，今天，這些地點竟然成了再一次印證 Alef Tav伯利恆之星星圖， 

指向新婦住處和行經的蹤跡，並且以拉線印證食日信息。 

這三個地點環繞天水圍區，組成了一個大三角形， 

如果將整個天水圍區的大小，對比橡樹島所指向的蘋果島大小比例， 

我們就可以勾劃出另外兩個太陽的位置，組成一個伯利恆之星的大三角，正好對應三個太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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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十王一直用太陽對比這三個地方？ 

原來就是為了印證「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 

 

第一個地點，是人跡罕至的輞井村一處山頭。 

雖然這裡是絕佳的食日地點，沒有高山和高樓阻擋，全年都可以觀看日出和日落， 

但因為人煙稀少，教會顧及到肢體的人身安全，所以並沒有作出推介， 

不過，不少全職和策略家，都曾在這裡陪伴日華牧師一起觀看日出或日落。 

 

 

 

更為有趣的是，如果天水圍是對比橡樹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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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橡樹島是指向代表伯利恆之星的蘋果島， 

那麼，天水圍這一個牛腿形狀，就是指向輞井村。 

這亦是為何日華牧師發現並肯定天水圍是對比橡樹島的原因。 

因為整個天水圍區域的牛腿形狀尖端，所指向的就是代表伯利恆之星位置的輞井村， 

其規劃與橡樹島和蘋果島完全一樣。 

 

 

第二個地點，就是現今有過百位弟兄姊妹聚居的廈村， 

包括：不少全職、家聚負責人、門徒及平信徒。 

當食日信息還未正式播放前，日華牧師每天早上日出時，都會以智能手機的即時通訊 Apps， 

與一眾策略家和 2012小組成員通訊，務求第一時間知道哪裡可以看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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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策略家和 2012小組成員曾進行食日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廈村， 

但因為廈村是原居民的私人土地，所以不方便向上千人公開推介作食日地點。 

 

第三個地點，是元朗工業村附近，橫州的一處山頭。 

因為地勢險要，甚至曾經有全職差點失腳跌落山坡，所以並沒有將這地點推介給弟兄姊妹。 

 

 

關於橫州，亦有一件趣事，好些弟兄姊妹經常會到天水圍蝦尾新村附近的山頭食日， 

日華牧師曾多次在橫州山頭食日時，遙遙看見蝦尾新村山頭上的教會肢體。 

可能你亦曾經身處其中，看見遠處的山頭上有一群人， 

卻不知道他們是日華牧師和隨行的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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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神不只兩次以 4794拉線， 

證明祂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錫安教會， 

甚至亦以 Alef Tav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地上伯利恆之星星圖，指出錫安教會就是新婦的出處， 

並且，我們所經過的一切地方，都是以時間流終點的角度， 

以 Alef Tav方式放下新婦蹤跡的線索， 

證明錫安教會就是將會得到被提資格的真命天子。 

 

從以上天水圍對比橡樹島的牛腿，並當中代表伯利恆之星星圖的三個太陽位置的食日地點， 

再一次證明，神不單藉 2010年後新版本 Google Earth的 4794英里拉線， 

拉到南生圍和黃金海岸，來印證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 

神更進一步以天水圍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印證神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分享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 

 

策略家訪問： 

林財開策略家： 

在三個看太陽地點裡，有兩個都是我和西緬一齊發現的，發現的過程都很有趣。 

當我們知道，牧師希望在天水圍區找一些看到日出和日落的地方， 

我記得當時我在 Google看了天水圍四周的環境，尋找有沒有一些地方適合看太陽， 

當然要選一些有山有水的地方。 

如是者，我和西緬開車去流浮山那邊的方向，先找第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名為輞井，我們去的時候，沿著一條單程路走， 

走著走著，發現一條小山路，我覺得這條小山路很好， 

我們一般幫牧師找的地方，都要杳無人煙， 

不要碰到人，也盡量不要被人看見， 

我想，這條山路，不知道走進去是怎麼樣的， 

所以就開車，走這條真的很崎嶇的山路。 

進去時，其實，那個位置是未能看見日出或日落，因為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找一個不阻礙人和車的地方停下車子， 

走了一段很小的山路，上到山頂時，我和西緬很高興， 

因為那裡很大風、很冷，但能看見所有景色， 

面向著這個海景是對著下白泥，是一個看日落的全景， 

只要你 180度轉身，就看見近南生圍的一個日出景色，全部看見。 

你可以看見日出，也可以看見日落， 

是一個當時牧師會看太陽的地方，也是很特別， 

現在我們看見，神安排了一個很特別看太陽的位置。 

 

另一個就是橫洲，也是我和西緬一起去找，看太陽地方的一個範圍，也是開車去到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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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朝著山路走時，找一些杳無人煙，不會有人去的地方，也是一條這樣的山路， 

開車上去，這條山路沒有那麼崎嶇，停車後經過的地方都相當崎嶇， 

因為是一條山脊的行人路，停下車走這條行人路時，都是一個看太陽很好的景觀， 

不過我們站在行人路時，面對著一個小小的山崖， 

但那條路都是比較少人走的，都是一些晨運客會走的地方， 

其中一個我們不預計有人會去的地方， 

但我們偏偏會去的一個看太陽的地方。  

 

輔政策略家： 

是的，當時我負責開車，早上載牧師去看日出，在南生圍如果被雲霧遮住太陽時， 

我們就立刻跳上車，牧師說去這裡、那裡，我們就去。 

我們曾去橫洲，在一些山頭去看太陽，有時橫洲看不到，便立刻問弟兄，有哪些人看見。 

試過 Benny在廈村家門前能看見太陽，我們便立刻開車到那邊看， 

因廈村只有很小塊的泥地。 

 

記得那時還要輪流，弟兄看完就姊妹看。 

還有去輞井，這三個地方。 

如果南生圍看不到，黃金海岸看不到，就會到處走， 

找看到的地方去看太陽。 

 

邵傳威策略家： 

當時有機會載日華牧師去兩個地方看太陽， 

這兩個地方都在新界，一個是輞井，一個是橫洲。 

先說橫洲，橫洲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我最記得有一個爛泥的地盤，沒有蓋好的房子，進去時車輪陷進泥中，很髒的。 

去到地盤，在山腳走上山頂，都是斜路，有很多草叢。 

走到山邊，大家站在山邊，當時我還說笑，如果有人扎我腋窩，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就是一個這樣的位置，我們排在山邊站著看太陽，這就是橫洲。 

 

另一個地方，那邊就沒有那麼崎嶇， 

當車子進去，我們還泊車到一個大閘的門口， 

接著我們要爬過一些混凝土的水渠， 

從那邊攀登山到一個山坡，很粗糙，很乾燥的， 

接著在山坡，相當高的，還有一些發電塔在附近， 

在那邊看太陽，還看到大海的。所以這兩個地方都很深刻。 

我載過日華牧師去這兩個地方看太陽， 

但另一個地方卻沒有去，是我聽他和一群弟兄去廈村停車場的沙地那邊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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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神簡直是以神話般的方式去印證我們！ 

這些資料圍繞在我們身邊，當你一看，便會發覺，這是無法爭論，一定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但最重要的是，神就在我們教會當中， 

這些震撼單單是屬於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的。 

 

我相信，香港沒有什麼教會，會好像我們一樣聚居在一起，甚至就是聚居在天水圍。 

我們曾經分享過，天水圍就是對應水瓶座。 

 

 

 

現在你會看見，整個香港的規劃，就是我們由三號幹線進來的這個地方， 

整個地方都是這樣被規劃的， 

因當你身處其中的時候，你就會被它完全震撼。 

只是你是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無論你回來了多久，你都會十分震撼和感同身受， 

因為這是神獨特地，只是給我們教會的一個震撼。 

 

多年來，神亦在當中教授我們怎樣做， 

因為，藉著震撼所傳遞給你的信息，是能夠產生信心的， 

震撼會帶來一個絕對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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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得保守、栽種、加增它的話，這份信心就會在你的生命裡長大； 

而你會看到，神給我們加增的這份震撼和信心， 

就是為了讓我們相信一件常人沒有信心去相信的事情， 

那就是去相信被提、相信我們能夠成為神的新婦！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跟三個人說：「我今天會學習讓神的話去震撼我！」 

 

 

 

最後，我們學習到任何東西的話，也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