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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6 年 11 月 20 日分享 
第一章：信步星圖（10）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2016 年 11 月 14 日新西蘭 7.8 級地震 
2016 年 11 月 14 日，新西蘭當地時間凌晨 12 時 2 分，南島中部發生 7.8 級大地震， 
震央位於南島最大城市基督城（Christchurch）東北偏北約 90 公里處，震源深度為 23 公里。 
 

 
 
據報，位於約 300 公里以外的首府威靈頓（Wellington）亦有強烈震感。 
相隔不到數小時，同一地點再發生規模 6.5 級強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 
劇烈搖晃造成街道破裂，房屋損毀。是次地震更引發 400 多次餘震。 
據 USGS 探測，其中 3 次達黎克特製 6 級以上，震源深度均少於 10 公里。 
地震更於東部沿岸引發最高達 3 至 5 米海嘯， 
為新西蘭近 38 年來最大規模海嘯，居民需往高處避難。 
 
基督城以北沿岸，著名旅遊城鎮凱庫拉（Kaikoura）多棟建築物倒塌， 
通往小鎮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斷，多處地區電力和通訊中斷。 
小鎮進入緊急狀態，地震發生時當地約有 1000 名旅客， 
遊客形容：「好像一直搖、一直搖，永遠不會停下來， 
整個房間在瘋狂搖動，東西一直掉下來。」 
當地道路被震壞，出現深坑，土地滑坡造成數百噸岩石滾落於高速公路上。 
當局警告，由於災區接下來可能出現強風，或會造成更大的山體破壞， 
附近多處也發生山體滑坡，切斷高速公路，堵斷河流形成堰塞湖，構成隨時決堤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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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震央附近城市北坎特布里（North Canterbury）多處地裂路陷， 
重創當地經濟、農業及畜牧業，大量建築物倒塌。 
 
新聞片段： 
Operational… 
行動的… 
 
Fear in their eyes as the aftershocks continue following a massive earthquake that has caused widespread 
damage across the country. 
他們的眼神懷著恐懼，只因大地震後餘震不斷，今次大地震對全國造成廣泛破壞。 
 
Kia ora, good evening, from just north of Christchurch where aftershocks continue to rattle nerves. 
祝順，晚安！這裡是基督城北面，餘震不斷，持續觸動著人們的神經。 
 
Urgent assessments are still taking place tonight after a destructive earthquake caused extensive damage 
throughout the South and North Islands. 
當局仍在緊急評估災情，地震對在南北島廣泛地區造成了大範圍破壞。 
 
Two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Towns cut off and major roads destroyed. 
兩人死亡，城鎮與外地隔絕，主要道路損毀。 
 
What...is going on? 
發生甚麼事了？ 
 
It’s usually a picture postcard coastline. But today, this iconic stretch of road was brought to a standstill. 
此海岸線常出現於明信片上，今天此標誌性的道路沒有車輛行駛。 
 
Massive slips, rocks, and debris blocking the roads, both north and south Kaikoura is completely cut off. 
大型石塊和山泥傾瀉截斷了南北兩邊道路，凱庫拉淪為孤城。 
 
Help！ And get me out. This was hard. Sorry. 
救命！帶我離開，實在太苦了，對不起！ 
 
Do you want us to... 
你需要我們…… 
 
I was in the Christchurch ones and now this just brought it all back. 
我曾經歷基督城的地震，這次地震又把所有破壞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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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quake’s impact can be seen right across the region. 
地震的影響橫跨整個地區。 
 
This one was very violent.   
地震非常劇烈。 
 
We were in a caravan and it shook us off its foundations. 
我們在旅行車上感覺到來自地下的搖晃。 
 
Dozens of decent aftershocks also kept coming. 
大型餘震不斷發生。 
 
One during this residents’ briefing. 
這次發生在居民簡報會中。 
Hundreds of tourists were also caught up in the chaos. 
數以百計旅客受困。 
 
The earthquake last night was just so devastating and shocking. 
昨晚的地震實在具破壞力及令人震驚。 
 
It’s just… it knocked me out of bed. Things fell on me. 
它使我從床上掉下來，許多東西倒在我身上。 
 
The room that I was staying in the hotel that I was staying in, is now, you know, condemned, like I can't 
return. 
當時我正處身酒店的房間，已經不適合居住了，我不能回去。 
 
Sewage systems are broken and power is still out.  
排污系統受破壞，電力供應仍未恢復。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is making sure that visitors and residents have sanitary services. 
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確保旅客和居民的衛生服務。 
 
So obviously,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till in town. 
因為有很多人滯留在鎮內。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sewage is disposed of cleanly. 
我們要確保污水能夠處理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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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elderly man died here at the historic Elms homestead and another was pulled from the rubble. 
有位老人在古老的榆木農莊中死亡，另有一人從瓦礫中被救起。 
 
The injured were flown to get medical attention. 
傷者由飛機送到醫院接受治療。 
 
Further north at Bluff Station, this farm cottage was shaken from its foundations. 
在北面 Bluff Station，農場小屋被地震徹底破壞。 
 
His bed would have been in this corner here and before the earthquake cave in, he would have rolled out 
and gone out the door, here. 
他的床就是這個角落，在地震發生之前，倒塌了，他可以在從這邊滾到門口逃離，就是這裡。 
 
Built on a fault line, it felt the full force of this morning's powerful quake and so too did the worker who 
lives here. 
它建立在斷層上，全然感受到今晨地震的威力，在這裡居住的工人也有同感。 
 
He was in bed when it began shaking. 
地震時他正在床上。 
 
民防部長布朗利指，一艘海軍多功能軍艦已經前往災區， 
一支 20 人的搜救隊及兩隻搜救犬已經展開搜救工作。 
 
新西蘭總理臨時取消到訪阿根廷的計劃，轉到凱庫拉視察。 
總理稱：「災區被徹底破壞，重建可能需時數月，災區損失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 
至今地震造成至少 2 人遇難。 
 
11 月 18 日，新西蘭官方地震監測網站表示， 
這次大地震讓南島北部的坎貝爾角（Cape Campbell）向北島方向移動了逾 2 米， 
同時向上升高近 1 米。 
至於，地震監測網站 GeoNet 利用 GPS 觀察地表， 
地震重災區凱庫拉（Kaikoura）亦被發現向東北移動 1 米，上升近 70 厘米。 
此外，凱庫拉居民發現，地震令海床大幅度升出水面， 
有巨大的鮑魚及龍蝦等深海生物升出了陸地， 
居民稱：「實在太神奇了，從未看過如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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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這次大地震發生的 8 天前， 
2016 年 11 月 6 日的主日信息，已鄭重警告： 
由於 Planet X 經已相當逼近，導致地球內部能量和板塊活動持續加劇， 
接下來，地震將會持續加劇發生，威力亦有增無減。 
是次新西蘭地震事件，明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前瞻性警告， 
及 Planet X 對地球影響的真實性。 
 
同樣，早於 5 年前，2011 年 6 月 12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72 篇」， 
日華牧師亦分享到，地球的地心本身是一個 Plasma 的導電體， 
當受到星體連珠的引力和放電現象影響，就會令地殼板塊活動加劇，引發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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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我們再進深一步吧！ 
其實地球中心並不是一個鐵心，不像那些專家所說的， 
其實它裡面是一個 plasma（等離子）。 
為何專家不告訴我們呢？ 
因為他們說出來以後，你們便立即知道， 
為何我會知道日本在今年開始出問題呢？ 
因為地球中心是一個等離子（plasma）， 

它除了能產生電磁場以外，還能把打過來的中子風、太陽風的能量⋯⋯  

所以現在就能明白為何正好是 311 那天，Elenin、地球、太陽形成一條直線， 
但同樣於同一天，地球正面受到「太陽風」吹襲，就是同一天。 
 
所以，每當行星成為一直線時，便會像天線向外不斷地放電， 
如果引出的星球越多的話，那每一個星球都有放電現象， 
並且放電量也會很多，因為導線短、阻力低。 
所以越多行星形成一條直線，出現的問題便越大，就是這麼簡單。 
但許多科學家、地震學家寧願自殺，也不願道出真相， 
因為這會毁掉他們的生計，這是小學生都能計算出來的， 
以後你便會知道地震發生的時間。 
 
譬如說這份文件，這是一份由一位大學的教授所寫， 
他列出過去幾年接近一百個地震，是因為行星連成一直線而產生的。 
就是這麼簡單，就是放電所導致。 
 
日華牧師於更早的 2010 年 12 月 5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7 篇」， 
亦詳盡分享到地球與太陽和月亮連珠，形成日食、月食等天文現象， 
當星體連成一直線，引力互相影響，地球地殼板塊活動亦會加劇和形成大地震。 
 
6 年前，日華牧師經已率先警告：地球形成大地震的原因， 
跟地球與太陽、月亮的距離及位置息息相關。 
所以，近日適逢地球遇上近 68 年來，最大最光的「超級月亮」， 
意味著，地球與月亮的距離比平常更接近，僅有 35.65 萬千米， 
這時的星體引力，極容易觸發地震， 
而同一時期，就發生了新西蘭大地震。 
因此，近日超級月亮與新西蘭大地震，更成為新聞熱烈討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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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明證「2012 信息」的準確性，世界確實是圍繞著「2012 信息」而轉動。 
 
影片：時事追擊：特朗普當選後的示威浪潮 
日華牧師早已在「2012 榮耀盼望」信息中預告， 
世界越走向終結的時候，因著聲頻的改變，人類就越是走向人性兩極化的階段。 
 

 
 
這現象，不僅於香港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看見， 
就是一種前所未見，兩極化的社會撕裂現象， 
甚至今次美國總統選舉，亦同樣出現前所未有的兩極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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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希拉莉的選民，將特朗普視為狂人， 
美國史上，從未試過讓一名言行惹火、口沒遮攔、任意侮辱女性、不守信用， 
花花公子式的富商，成為白宮的新主人。 
但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亦視希拉莉為邪惡影子政府的棋子， 
代表著傳統精英階層，導致美國債台高築，令人民成為他們的奴隸， 
所以，亦不能讓他們再繼續掌權。 
因此，今次美國總統大選，是歷年來最混亂、人民最為兩極化的選舉。 
 

 
 
然而，大選已經結束，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 
但社會的撕裂並沒有因此而畫上句號，相反是更為對立，火上加油。 
有人因為支持特朗普，而於街頭被打及搶掠， 
於特朗普勝出後，全美各地發生反特朗普浪潮，進一步應驗人性兩極化的預測。 
大家更可以看見，甚至報章亦是用「兩極化」為標題， 
進一步應驗日華牧師過去所提及，將會出現人性兩極化的現象。 
以往，從來未有出現過的詞彙，現時，卻成為了報章的標題。 
 

 



20161120   www.ziondaily.com 
 

 
 9 

人們更稱美國要展開「內戰」，就如早前主日提及的英雄內戰， 
參戰雙方都認為自己是為著國家的大義著想，因而與對方開戰。 
 
於特朗普勝出後，多個城市爆發示威。 
 
新聞片段： 
特朗普爆冷當選美國總統，觸發全國多處有反特朗普示威。 
在民主黨傳統票倉加州，有示威者在示威期間佔領馬路、燒垃圾桶及破壞商店。 
林建忠報道。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多個州份陸續公布結果。 
特朗普大部分時間都領先民主黨的希拉里， 
觸發全國多個城市有反特朗普示威。 
在民主黨傳統票倉之稱的加州，示威者聲勢浩大。 
在奧克蘭市有示威者攻擊商店，有商店門口的玻璃破裂。 
警方指有五間商店被破壞， 
示威者又將街上的垃圾桶推倒，放設在馬路，阻塞交通。 
示威者又一度霸佔市內兩條主要道路， 
與在場的警員對峙，警車也成為攻擊目標。 
有人放火焚燒垃圾桶及雜物，事件中無人被捕。 
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也有超過三百人上街反對特朗普當選， 
他們高叫「彈劾特朗普」的口號。 
部分人佔領市中心一段電車路，電車服務一度延誤。 
更有憤怒的示威者焚燒美國國旗。 
 
加州的示威者，甚至要求脫離美國獨立。 
而示威最激烈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有示威者與警方爆發衝突，並且受到槍傷。 
正如早前主日信息提及，主流傳媒往往成為人民意識形態的推手， 
例如︰上星期提及，當希拉莉看似穩操勝券時， 
竟於大選前一星期，主流傳媒於 48 小時內，大量放出對希拉莉選情不利的新聞。 
包括︰FBI 重新調查「電郵門事件」、 
維基解密亦透露，希拉莉女兒挪用克林頓基金會的資金舉辦婚禮， 
以及希拉莉與伊斯蘭國 ISIS，一同接受中東的資金來源。 
此外，CNN 著名主持布拉齊爾，亦被揭發於辯論前， 
預先將題目洩漏給希拉莉，造成不公，CNN 隨後將這名主持辭退。 
 
而特朗普當選後，我們亦可以看見主流傳媒製造假新聞，煽動人民示威的現象。 
就在一次示威中，CNN 電視台訪問一名支持希拉莉的示威者， 
後來卻發現，原來這名示威者正是 CNN 電視台的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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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So you don't feel like this was a fair election, because it looks like Donald Trump won fair and square. 
所以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公平的選舉，因為特朗普看起來名正言順地贏了 
 
How did he win fair and square? 
他怎樣名正言順地贏？ 
 
Hillary had more votes. More human beings voted for Hillary. 
希拉莉有更多選票，有更多的人投希拉莉。 
 
This isn't fair. We didn't get one vote. You didn't get a vote. 
It's just like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r vote was one-third. 
這是不公平，我們沒有得到一人一票，你沒有得到一票， 
這就像回到你的投票只代表三分之一人的日子。 
 
So the electoral college, you're somebody who wants to blow that up?  
你是想打擊選舉人團？ 
 
You want to get rid of electoral college? 
你想擺脫選舉人團制度？ 
 
Just count the votes. It's ridiculous. 
只管點算一下票數，這是可笑的。 
Hillary, you're a lawyer Walk in. Go to the Supreme Court. 
希拉莉，你是一名律師，走進去，去最高法院。 
 
I believe in you Hillary. I've been to Rwanda. I’ve been to your hospital in Rwanda. 
我相信你 Hillary，我去過盧旺達，我去過你在盧旺達的醫院。 
 
I've seen all the good you've done I believe in you. 
我見過你做的所有好事，我相信你。 
 
Women need you Minorities need you I need you Chicago needs you. We all need you.  
女人需要你，弱勢社群需要你，我需要你，芝加哥需要你，我們都需要你。 
 
This country needs you to stand up and walk in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say one vote equals one vote. 
這個國家需要你站起來走進最高法院，說一票等於一票。 
 
What's wrong with that? What’s the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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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什麼問題？有什麼要辯論？ 
 
So you can definitely feel his passion. There's other people out here who feel the same way.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激情，還有其他在這裡的人也是身同感受。 
 
Don’t… 
別…… 
 
At one point you had people who were blocking these roads Chicago police moved in. 
過程中有人阻擋這些道路，芝加哥警察介入。 
 
Everything has remained peaceful like I said. 
如我所說，一切都保持和平。 
 
Don, as you see, thousands of people still continue to gather but like you heard this man,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e idea he doesn’t want Hillary to stop. 
Don，你看到數千人仍然聚集，但如你所聽，這個人非常激動，他不希望希拉莉停止。 
 
Yeah, Ryan you know, I used to live there and I know that guy. That’s John Grkovic He actually went to 
Africa with me as a cameraman. 
是啊，Ryan，我過去住在那裡，我知道那個男子，他是 John Grkovic，他事實上是和我去非洲的攝

影師。 
 
But anyway, that's another story. 
無論如何，這是另一個故事。 
 
All right. Thank you, John. 
謝謝 John，非常感謝你！ 
 
Thank you very much, Ryan. I want to get back to Jason. 
謝謝 Ryan，我想轉往 Jason。 
 
Jason, you have been covering the Trump team tonight. 
Jason，你今晚一直在跟進特朗普團隊。 
 
因此，可以預期，人民的兩極化、各地反對特朗普的示威並不會慢慢平息， 
反而被主流傳媒火上加油的情況下，將會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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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自從特朗普當選後，世界經濟亦仿似到達倒數階段，各國乘機將全球經濟引爆。 
於美國大選的時候，印度總理莫迪於 11 月 8 日晚上，發表電視講話， 
宣佈於同日午夜後，印度最大面額的鈔票 1,000 盧布及 500 盧布作廢，人民必須更換新鈔票。 
 

 
 
莫迪稱，這是由於印度大部分交易也是現金，導致洗黑錢及逃稅嚴重， 
為著堵塞漏洞，要強制所有市民於銀行換取新鈔，讓政府知道市民的財產。 
當然，我們會知道，這是一個完全不符合邏輯的說法， 
換取新鈔，並不能杜絕洗黑錢及逃稅的問題， 
但影響所及，已經造成極大的金融震盪。 
因為這兩款鈔票，佔市面流通的 86%， 
連日來，人民紛紛到銀行換鈔，造成銀行擠提。 
情況就如香港於一夜之間，將所有 500 元及 1,000 元的紙幣作廢， 
並且需要市民到銀行登記換鈔，可以想像，第二天，香港會變成怎樣。 
 
但印度的人口，已達 12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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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12 億人的國家，於一夜之間，讓 86%的貨幣變廢紙，這是一件何等瘋狂的事。 
人們一下子沒有紙幣可用，所有經濟活動被凍結， 
老闆沒有錢出糧、工人沒有錢買日用品，甚至造成人命損失。 
 
須知道，紙幣系統的有效性，絕對取決於人民的信任， 
但同時間將大部分貨幣作廢，只會讓人民對紙幣投不信任票， 
將紙幣換成有價值的物件。 
例如：印度的黃金價格，一下子上升 40%，比特幣價格亦上升 12%。 
印度就是一個絕佳例子，讓我們知道，當世界轉變的時候，是可以一下子翻過來。 
幕後策劃者甘願冒著風險，也要進行這個計劃，可見，這並非單純打擊洗黑錢及逃稅活動。 
 
明顯地，印度作為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 
當紙幣被廢，下一步，就是電子貨幣，666 系統的推行， 
這就真的可以杜絕所有非法活動，但這亦是七年大災難的時間。 
 

 
 
影片：如何可以安全地下載錫安新歌和 ZNS Player 
自從錫安教會免費向公眾、知音人送出第二代錫安劍有線耳機藍線版後， 
坊間已經越來越多人得知錫安劍耳機擁有的絕世天籟音色。 
 
因為現時世上，唯有錫安劍耳機能夠播出全音域音樂， 
包括︰高中低音、超高和超低音，以及微超高音和微超低音，七種不同音域， 
是世上其他耳機，甚至高級音響都絕對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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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過去 18 年，由日華牧師藉著神的啟示， 
製作世上唯一以全音域錄製過千首錫安新歌， 
配以錫安劍耳機，就能夠播出錫安新歌的全音域音色。 
 

 
 
但是，現今的網絡世界，充斥大量偽冒網站、偽冒軟件，甚至電腦病毒， 
我們怎樣才能夠安全地，從網絡下載錫安新歌呢？ 
 
第一個最簡單又安全的方法， 
就是使用蘋果公司的 App Store，下載 ZionNewSong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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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非常簡單，只要以任何蘋果公司出品的 iPhone 智能手機， 
或是 iPad 平板電腦，開啟蘋果公司的 App Store。 
在搜尋一欄輸入「ZNS Player」，就能夠找到， 
安裝完成後，立即可以透過線上聆聽或下載兩種方式， 
聆聽 ZionNewSong Player 內過千首全音域的錫安新歌。 
 
為何使用蘋果公司的 iPhone 或 iPad 下載是最安全呢？ 
因為蘋果公司內部有一個非常嚴密的檢測程序， 
絕對不會容許帶有病毒、木馬程式或未經使用者同意就竊取個人資料的 Apps， 
出現於官方 App Store，讓公眾人士下載。 
 
所以，錫安教會在蘋果公司官方 App Store 上架的 ZionNewSong Player， 
是不可能含有任何病毒或木馬程式， 
亦不會被第三者惡意修改，加入病毒或木馬程式。 
所以，大家可以絕對安心地，透過蘋果公司官方 App Store， 
下載 ZionNewSong Player 來聆聽錫安新歌。 
但有一點要留意，錫安教會絕不建議任何人士， 
使用已經 Jailbreak 解破，非常容易被黑客或病毒入侵的 iPhone 或 iPad，下載 ZionNewSong Player。 
 
而第二個安全下載錫安新歌的方法， 
就是到錫安新歌的官方網站 www.zionnewsong.com， 
在線上聆聽或是將錫安新歌下載至電腦。 
網站內有齊 1 至 74 集隻錫安新歌專輯， 
下載後，就能夠在電腦聆聽，或同步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中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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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安全方法，就是使用 Android 官方的 Google Play Store，下載 ZionNewSong Player。 
但有一點要留意，始終 Android 系統的安全性，是較蘋果公司的 iOS 差， 
Android 系統不單流傳很多不同病毒和木馬程式，系統本身亦非常容易被黑客入侵， 
所以，基本上使用 Android 系統，就已經不可能確保手機的安全性。 
 
但你亦可以用電腦登入網站 www.zionnewsong.com， 
預先下載錫安新歌檔案，再經電腦同步至 Android 系統的智能電話或平板電腦， 
如此，就可以避開病毒和木馬程式的問題。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主日信息，日華牧師繼續分享「信步星圖」，以另一個角度解釋《啟示錄》。 
 
原來度量衡及圓周率 Pi、黃金分割 Phi 等等，也是神所設計的預言。 
因為，神創造地球時，已經將這些數值放於創造中，設定太陽和月亮的大小及距離， 
然而，這些度量衡卻預言了地球上發生的事。 
這就是人們害怕 Freemason 的原因。 
 

 
 
因為 Freemason 竟然發現了這個秘密， 
將度量衡的數字和拉線，融合在歷史建築物中，並且準確預計歷史的發生。 
但人們沒有想到，Freemason 根本沒有辦法控制度量衡、圓周率及黃金分割的數值。 
 
再者，金字塔隱藏了光速數值，及人類歷史， 
但那時人類尚未存在，興建金字塔的生物，又如何得知人類將會用的度量衡單位呢？ 
除神以外，又有何人可以掌控到這種階段，掌控度量衡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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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被造時，神已設計了度量衡單位，成為世界結束情景的一個預言。 
 

 
 
要理解神設計的度量衡，首先要認識計算，因為計算是預知的一種， 
Freemason 亦知道這一點，因此在他們的建築物中隱藏了大量數值。 
 
就如建築前，必須先計算物料及建築物負重，甚至農民亦要計算春播秋收的時間。 
因為，神創造世界時，早已定下藉著計算而預知的原則，只在乎人們能否找出這條算式。 
所以，對未來好奇的人，一定喜歡理科；對過去好奇的人，則會喜歡文科。 
 
當神創造地球時，已經將預言放在度量衡， 
例如︰要量度 33.33 度等於 2012 海里的話，地球的大小亦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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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由巴黎子午線所計算的經緯度，33.33 度位置就是黑門山，這些亦是神的設計、神的預言。 
 

 
 
再加上拉線，所涉及的度量衡單位和地球大小，也要絲毫不差。 
這一切只有神能夠做到，這就是神的 Alef Tav。 
 
上星期主日感言部分，錄製於 2016 年 11 月 2 日， 
當時距離美國總統選舉仍有一星期，日華牧師分析，這次選舉是歷屆最混亂的一次。 
過往大選，是選擇最出色的領袖成為總統， 
現在卻是選擇相比之下不是最差的一位成為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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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下去，奧巴馬或許會在危機中連任， 
因為假若發生動盪，就會頒佈軍法統治， 
隨後即使 Planet X 出現，但由於軍法統治已經開始，人民亦不會上街暴動。 
 

 
 
事實上，當世人仍然因當前局勢感到迷茫時， 
「2012 榮耀盼望」信息已經準確預告事情的發生， 
因為當我們能夠掌控神所設下的定理，經過計算後就能夠預知。 
 
我們就像約瑟民眾般，是「秘密的揭示者」。 
然而，我們能夠知道這些秘密，是有別於先知的預知。 
就如約瑟是理解神的定理，甚至解夢的定理， 
於是能夠為膳長、酒政和法老解夢，從而預知將來。 
但所羅門卻是藉著祈求，神超自然將聰明智慧加給他。 
然而，《聖經》清楚提及，神對所羅門的優待，是以前沒有，以後也沒有。 
假如真是如此，為何《聖經》會提及末後的新婦，會有著所羅門的智慧呢？ 
 
雖然，神不會如優待所羅門般，將智慧賜給我們。 
但我們卻可以像約瑟一般，藉著奮發撒種而得著智慧， 
透過認知神的定理，經過計算而能夠預知。 
甚至於末後日子，南方女王會來聽所羅門的智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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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日華牧師與所羅門不同， 
日華牧師除了參透物質界和各種事理外，亦更進一步擁有恩賜運作， 
能夠按著聖靈的感動分享，令神的帶領，到達一日也不偏差的階段。 
當先知恩賜，加上定理和計算，就會變成現時真正的新婦。 
因為所羅門與新婦不同，新婦是聽到新郎的聲音， 
《聖經》亦記載，神再來之前，會有新郎和新婦的聲音。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繼續分享「信步星圖第 10 篇」。 
 
第一章：信步星圖（10） 
現在，我們言歸「計算」這題目上。 
你會明白與了解到，有些人需要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家。 
 

 
 
這些人物，如畢達哥拉斯，即是 A 平方加上 B 平方等於 C 平方等抽象的數目， 
或一些虛數、負一的開方等。 
 

   
 
現時你們會明白，為何人們從英國巨石陣（Stonehenge）會計算出這些數值。 
當中，有著 1728、1080、864 等數值，但這些竟然是月亮的大小、太陽的常數， 
當中除了存藏太陽和月亮的常數外，竟然也存藏了將來新城耶路撒冷「1728」的數值， 
這些都不可能由邪教放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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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首先要控制太陽的大小， 
並且，要控制以某一個度量衡去量度太陽，如此，才能得出 864,000。 
若選擇錯誤的度量衡，就不能量度出這數值，以吋來量度，是不可以得出這數值， 
又或是以拇指與食指之間的長度來量度，也是不可能量度出這數值， 
所以，你會理解到，我們現在使用的度量衡是完全受神所控制。 
 

 
 
影片：數學宇宙法則與神的天道之間的關係 
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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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世時，曾說出這一句千古名言，但祂所說的道路，其實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 
這一條道路，如同《以賽亞書》所記載，是一條高過全人類意念的屬天高速道路。 
 
以賽亞書 55 章 9 節：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現在就讓我們為大家剖析，今篇主日信息提及英國石柱群建築， 
這是世上其中一個擁有很多神奇數字的古代建築物， 
包括最為著名的 Stonehenge、Avebury Circle 和 Silbury Hill。 

 
Stonehenge 本身已隱藏了一年四季的日出時間。 
但除此之外，外圍是一個更大的圓形，以 56 根較小的石柱堆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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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56 根小石柱，已經明顯指出上星期主日所分享， 
數字 5 和 6，關於聖殿的神奇比例。 
其中四根不同的石柱，被稱為駐紮石（Station Stones）。 
四根駐紮石連繫起來，正好形成一個比例 5 × 12 的長方形， 
即兩個 5 × 6 的長方形。 
 

 
 
上星期主日信息藉精華短片，已經分享過數字 5 和 6 的比例， 
能夠預視神在創世以先，已經將人類歷史的終結、關於聖殿的預言，隱藏在數字 5 和 6 的法則裡。 
因為數字比例 5 和 6 的法則，當變成立體時，就是體積 1728， 
就是《啟示錄》預言新城耶路撒冷的數字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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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Stonehenge 不單記錄了地球當時的四季， 
更隱藏了《啟示錄》預言新城耶路撒冷，即新聖殿的尺寸。 

 
就如地球上現存的耶路撒冷和埃及金字塔， 
以及其他眾多比例 5 × 6 的地方一樣，同樣是預表末後日子真正的聖殿， 
就是將會被提得著新婦資格的新約教會。 
 
日華牧師亦提到，這三個英國古代建築，隱藏了準確的天文數值， 
甚至需要現代天文望遠鏡、人造衛星和電腦，才能夠計算出來，包括太陽和月亮的數值。 
因為 Stonehenge 和 Silbury Hill 兩者的中心點，距離是 860,000 英尺， 
而太陽的直徑，正是 864,000 英里。兩者的數字，竟然完全一樣。 
只是兩者的度量衡單位不同，一個是英尺，一個是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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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建造兩者的人，早在 5000 年前，已經知道人類將來所使用的度量衡單位， 
準確知道英尺和英里的數值。 
 
而建造石柱群的人，亦早在數千年前已經知道太陽的直徑， 
並且比人類所知更早的時間，已經使用英里和英尺度量衡，以太陽的直徑數值記載下來。 
這種智慧就好像埃及金字塔，用建造的位置記載光速， 
以及人類現代發明的度量衡中，以單位「米」去計算秒速數值一樣。 
 
此外，將 Stonehenge 所座落的北緯度化為整數，就是北緯 51 度。 
這是一個神奇的數字，因為埃及 Giza 大金字塔的表面斜度就是 51 度。  
明顯，建造石柱群的人，亦是知道埃及金字塔的數值。 
 

 
 
當我們再以皇家英里（Royal Mile），計算石柱群中心點至北緯 51 度的距離， 
北緯 51 度，正是以地球的緯度記載埃及大金字塔的斜度， 
就是 10.8 皇家英里。然而，月亮的半徑正是 1080 英里！ 
同樣，建造者早在數千年前，已經明顯知道以英里計算的月亮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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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如此，當以緯度水平計算 Stonehenge 和 Avebury Circle 兩個石柱群的距離， 
答案就是 17.28 英里，再次隱藏《啟示錄》新城耶路撒冷的立體體積數字 1728。 
 

 
 
不單囊括了數值，更囊括自古至今，人類歷史不同的度量衡單位， 
但 5000 年前，現代使用的這些度量衡根本尚未出現， 
甚至大部分是現代才有了天文數值的準確定準， 
例如︰英里、英尺、英碼、米、地球經緯度及巴黎子午線的劃分， 
但 5000 年前的土著，似乎已經掌握了當中的技術，這是一個更驚人的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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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英國石柱群、埃及金字塔和耶路撒冷的建造者， 
同樣都在預表將來《啟示錄》所預言的真正聖殿， 
所以不約而同地，都將代表立體聖殿的數字 1728，及數字 5 和 6 隱藏其中。 
 

 
 
他們 2000 年前、5000 年前，甚至 12000 年至 13000 年前， 
已經準確量度太陽、月亮和地球的數值。 
並且以現今人類正在使用的度量衡單位， 
例如︰英里、公里、海里、英尺和皇家英里，來隱藏他們所知的秘密。 
 
早在上星期，日華牧師經已分享過，其實這是神讓時空穿梭的新婦， 
將這些大自然的數值告訴 Freemason，使他們成為建造工人，成就這龐大的預言。 
 
對全世界而言，雖然這些發現會令他們非常震驚， 
但這些神秘數值對他們卻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神用上祂創造的日、月、地球，甚至天上 88 宮星座， 
也只是為了印證末後日子出現的新婦。 
而這些數值，加上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數字，就成了神對錫安敎會的奇妙印證。 
 
正如拉線的 4794 英里，一直於香港存在已久， 
南生圍和粉嶺圍，亦已經有數百年歷史， 
甚至天水圍於 1980 年代前只是一個魚塘，黃金海岸以前亦非泳灘。 
紅磡區的街道，如必嘉街等亦是近一百年才藉填海出現。 
於錫安教會出現前，所有 4794 英里拉線都與世界毫無關係， 
但錫安教會出現後，這一切就變為神奇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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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沒有發現，這種現象同樣出現於英國的石柱群建築中， 
當人類歷史一直進展，各種度量衡單位的出現， 
就令石柱群建築成了一個預言。 
因為石柱群的數值，例如：太陽、月亮的數值，是英里和英尺出現後才有意義， 
如果不是用現代指定的英里和英尺數值，就不會出現這些奇妙數字。 
 

 
 
又如果約翰不是在建成石柱群的 3000 年後， 
寫成《啟示錄》並記載了新耶路撒冷的尺寸和體積， 
石柱群的數值 1728 亦不會有任何意思。 
 
原來，神不只言語上預言歷史，證明自己是神， 
甚至將創世的數值和法則化為預言，證明神是創始成終的主 ── Alef Tav。 
因為任何事情一牽涉法則，就必定要回到創世之初早已釐定才可以， 
而這一點，亦只有創世的主才能夠做到。 
然而，這一切都是為要指出一條神在歷史中，一脈相承的唯一道路。 
 
自古以來，各門宗派對神最宏觀的概念，亦被認為最深奧難明的，就是「天國道」。 
但很多不同文明，例如：中國，就簡稱為天道。 
但真正的天道是甚麼呢？原來於整個人類歷史中，所有不認識天道的人， 
都好像活在一個平面的地面上，庸庸碌碌地活一生，生兒養女就死了。 
他們並不知道，其實神在天上架設了一條天國道，一條屬天的道路。 
走上這一條屬天道路的人，就是行在神永恆計劃的道路之中， 
而這一條道路是一脈相承，並且由歷史的開始至終結都只有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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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條天國道，是如何在人類歷史中建造出來呢？ 
原來當人類歷史開始、並一路演進，有人在人生中努力做到最好，並按著神所賜的良心去做， 
他就在自己的世代中，建築了這一條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橫空出現的一小段天國道。 
隨著人類歷史不斷演進，這條天國道亦被不同的賢者或跟隨神的人，持續建造出來， 
就是《以賽亞書》所記載，神的道路高過人類意念的道路。 
 
以賽亞書 55 章 9 節：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亦是《希伯來書》講述舊約時的偉人， 
例如：亞伯拉罕、摩西、大衛、撒母耳和主耶穌， 
一個又一個地，在他們自己的世代完成了神的旨意，成就了過去天國道的每一部分。 
不單如此，原來神亦藉著歷史上的古文物、城市基建， 
例如：石柱群、金字塔、古教堂、巴黎、三藩市和香港等等， 
甚至現代的電影、電視劇或小說的靈感， 
同樣去印證建造這一條天國道的重要人物， 
用這些神奇印證，指出誰有份建造這一條天國道。 
 
然而，這一條天國道，即是天道，原來就隱藏在天上的黃道十二宮，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好得過以天上的黃道，去對比由神所建構、高過人類的天道。 
黃道十二宮告訴我們，人世間所指的上天、早已奠定的整個人類歷史，就是神所指定的道路。 
 
現在我們就理解，為何 Freemason 會知道把天上的星座貼在地球上， 
就能明白人類歷史的大事，甚至知道神的時代計劃和對末後新婦的印證。 
所以我們看見美國是對應處女座、香港是對應天馬座， 
因為天上這一條黃道，就是神預言人類所走的天道， 
這就是神所創造天上的 Alef Tav，在創世以先放在天上的星， 
預言人類歷史出現的天國道，直到終結。 
 
所以，當有人能夠解通天上黃道十二宮的秘密， 
這人亦能解通神為人類所預備的真正天道，是如何在歷史上被建構出來。 
而日華牧師藉著以星際去解明《啟示錄》，解通了黃道十二宮的秘密， 
神就讓日華牧師藉著解明「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Alef Tav 地上伯利恆星圖、923 的共同信息、錫安劍及 Pi Day 印證， 
解明神藉 Freemason 在整個人類歷史所建造和埋藏的神奇數值。 
 
原來這一切，一直遙指末後出現的新婦，這就是神所設定在地上的 Alef Tav， 
因為神藉宇宙法則和預先建造的建築，去印證一脈相承的錫安教會， 
就是現在這一個時代，建造這一條天國道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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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時代計劃最後的 Tav，是這天國道最後一部分， 
已經到達終點了，我們統稱這一切印證，就是「共同信息」。 
 
所以，天道是如何出現呢？ 
如果人們在長大過程中，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最合乎神心意時，他們就會找到這條天道。 
歷史上，我們常常看見這現象，任何人，不論是詩人、盡心護國的將軍，或是愛國愛民的領袖， 
都會在人生中尋著這條天道，在某個領域中成為明白人生大道理的人，就是所謂的天道。 
 
如此，我們就知道神創造人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每一個人出生，神就已經為每一個人，命定了獨特的身份和角色。 
當人能夠盡力做到最好、演活神對他的角色設定， 
這人就一定會尋著這條屬於他自己的天國道。 
因為人生際遇並非偶然的事，而是神的設定。 
 
第二，世上一切事物，無論宇宙、大自然、人類或社會，都有神指定設立的法則， 
是人無法控制，只能順著這些法則而行。 
 
當人認識及做到這兩點，他一定有機會在永恆和人生中，參與神在歷史中設下的天道。 
 
這就是日華牧師現時分享的 Alef Tav，是以黃道十二宮來解釋的原因。 
因為黃道十二宮，就是藉著天上星宿， 
讓我們知道人類這 6000 年歷史中，其實存在一條天道， 
當人越認識人生的哲理，他就越是發現，有一條天道橫跨人類歷史每一個世代。 
 
每個時代的賢者同樣會發現， 
既然是神創造人，亦是神為人安排指定的身分出生， 
當中存在著一個法則，並且是人類無法自行控制。 
 
他們就會知道，人世間冥冥中必定有一個全能主宰， 
所以，他們只須要在自己出生的光景中， 
盡力做到最好、對得起所謂「天地良心」， 
他們就必然能夠尋著屬於自己的天道。 
 
但整個人類歷史，天道只得一條， 
就好像天上的黃道十二宮只有一條，亦只指出唯一一條天道。 
所以，神不單向人類顯示自己是創造主，更向人類顯示祂的法則，讓有心人能夠尋得見。 
 
現時，神讓我們藉著「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得知這個秘密， 
從而認識到，原來整個歷史也是一種語言、一個給全人類的整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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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歷史是神的語言，甚至神所創造的大自然原理、法則和元素，亦是一種神所隱藏的語言。 
 
神更埋下一個信息，告訴我們，原來整個人類歷史和全宇宙的一切法則， 
也是指向神所創設的天道。 
 
所以，我們可以從《聖經》看見，神是以道路去形容人生。 
例如︰上天堂的是窄路、下地獄的是闊路， 
主耶穌自己就是一條道路，人們可以藉他走向父神， 
保羅亦形容自己是在這條賽道上奔跑。 
 
 
詩篇 1 篇 6 節： 
「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以賽亞書 55 章 9 節：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使徒行傳 2 章 28 節：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 
 
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猶大書 1 章 11 節： 
「他們有禍了！因為走了該隱的道路，又為利往巴蘭的錯謬裡直奔，並在可拉的背叛中滅亡了。」 
 
然而，到了現在人類歷史終結的一刻，神用所有一切證明世上只有一位神。 
而這位神，就是《聖經》所說，不單創造世界 Alef， 
亦命定一切宇宙法則、世上每一個人的一生際遇， 
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每一個步伐，直至世界的終結 Tav。 
 
而這一個 Alef Tav，就是天上黃道十二宮的開始和結束所預表的一條天道， 
同樣，亦是人類於地上所建造的天國道的開始和結束。 
所以，地上的 Alef Tav 就是人類歷史中被建造出來高過人類意念， 
由每一個時代跟隨神的人所建造的天國道， 
而天上的 Alef Tav 就是天上的黃道十二宮。 
 
然而，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 信息」，就是解明了黃道十二宮，從而知道錫安教會， 
就是神藉天上和地上的 Alef Tav 一同印證，末後日子天國道的建造者，亦是歷代歷世所指向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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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度量衡被神所操控後，再轉化為算術、數學， 
這些表明出來是要讓你知道神的心意， 
因我們知道，數學的根基是為了預知， 
而這些度量衡所表達出來的是讓我們知道，有一位創造者，並且一切都已經預知了！ 
 
影片：數學中的定理與預知 
為何數學能夠預知呢？原來，我們能夠預知， 
因為神早已預定了結局，再設下不同定理和法則， 
引導我們作出運算、得出預知。 
 

 
 
換言之，首先在整個人類歷史開始 Alef 時， 
若非神設下了預定的結局，就根本不存在任何結局可以讓人去預知。  
其次，唯有事情是按著定理來預設，人才可以按著定理，作出準確預知。 
 
所以，數學無法計算出任何雜亂無章的事情， 
在混亂、沒有任何既定法則和答案的情況下， 
縱然怎樣千頭萬緒作出運算，最終結局亦只是毫無意義， 
因為整個試題裡，根本沒有預定的答案，亦沒有既定的法則。 
 
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假如學校沒有「預定」的考試題目，考生是絕不可能預知考試範圍， 
因為試卷根本不存在，沒有既定的試卷、結局和答案存在， 
考生又怎能準確估計或預知呢？ 
 
第二，每年四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是按著地球運轉的定理，早已「預定」了， 
於是，農夫可以掌握相關定理和法則， 
當加上「運算」，就能預知每年四季的指定日期，及早預備每年春播秋收的工作。 
 
同樣，神賜予《星際‧啟示錄》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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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應用了許多神早已既定、潛藏於萬物的定理， 
如︰黃道十二宮、88 個星座、歲差運動、天體的體積和距離、 
每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日期等等。 
當加以運算，就能夠推算出眾多準確預知， 
所以，日華牧師能夠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驚人地準確預示許多末世出現的事情。 
 
舉一個例子：既然 Planet X 是神的預定之一， 
我們只要透過行星軌跡的循環法則， 
及精準計算 Planet X 產生的影響，我們就能夠作出預知。 
 
事實上，過去 7 年，在世界多國政府、傳媒和科學家未曾認知 Planet X 前， 
日華牧師已經按著《聖經》、歷史記載、Kolbrin Bible 等等，認知 Planet X 的定理，並加以運算。 
在沒有任何先兆前，已於 2009 年開始，作出近 7 年的準確預告， 
如︰全世界頻繁出現大地震、反常極端天氣、動物群死、地鳴、天坑、 
食物短缺、經濟崩潰、社會暴動及政治變更等。 
 
甚至，日華牧師 7 年前經已準確預告： 
當這些離奇事件和災難一發不可收拾，難以再繼續掩飾的時候， 
屆時，世界政府和權威科學家，必然會向公眾宣布 Planet X 的資料， 
以及同樣將這顆神秘行星命名為 Planet X。 
 

 
 
結果，今年初 2016 年 1 月 21 日，國際最大新聞，就是兩位美國加州理工大學權威的天文學家宣布：

他們發現了太陽系第九大行星，並聲稱這行星就是 Planet X，或譯為「行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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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兩位權威的天文學家所發佈的 Planet X 資訊， 
幾乎與日華牧師 7 年前所分享的資訊一模一樣，完全印證日華牧師分享有關 Planet X 的資料。 
 
日華牧師之所以能夠如此準確預告，只因透過定理，加上運算，就能準確預知， 
從而尋找出神預定的結局、世界必然演變的劇情， 
帶領錫安教會與神同步，作出驚人且準確的部署。 
 
此外，正如過往「2012 信息」提及的瑪雅年曆， 
既然瑪雅年曆所預示，164 億年宇宙運轉的歷史都是神所預定， 
我們只要透過瑪雅年曆的定理和循環法則， 
加以精確計算，就能夠預知及跟貼人類意識發展的超頻， 
成為神的眾子，趕上神的每一日，與神同創。 
 
實在，不同法則都是遙指著一個獨特的「預定」， 
與此同時，從萬物中，透過「定理 + 運算 = 預知」， 
足以顯示出定理的創造者，於一切事情的開始 Alef， 
已經完成了相關「預定」的結局 Tav，盡顯神是 Alef Tav 創始成終的神。 
 
又舉一例：某大財團的董事長預定了一整天的約會， 
然後將其中的優先次序法則，告知私人秘書， 
如此，秘書才能夠透過法則，推算及準確制作指定的時間表、安排行程， 
令董事長不會錯過任何一節重要的約會，實現董事長所期待，原有的預定結局。 
 
簡單而言，神創造萬物與星際，必須先有了預定的結局和劇情，然後擺放定理和法則， 



20161120   www.ziondaily.com 
 

 
 36 

一方面，使萬物依從大自然的定理、數學和常數 Pi 和 Phi 等，恆久運轉不息， 
另一方面，亦藉著大自然的定理和數學，成為預示千古歷史結局的謎題。 
 
明證神 Alef Tav 的創造智慧， 
與此同時，成為 Alef Tav 新婦尋找自己的身分， 
明白定理、加以運算、預知未來，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數學」正是要告訴世人這個原理。 
正如普世學習數學的人，包括︰當今著名的工程師、經濟分析師、 
政治領袖和國際企業 CEO 等，都渴望靠著定理和運算，從而獲得預知，得著美好的成果。 
 
過往，在「AOE 策略訓練」中，日華牧師常常強調研究遊戲中的「法則」。 
因為設計者必然會在遊戲中，預先設下許多預定的情節和結局，從而制定既有的程式和法則。 
如︰版圖的資源分佈、軍隊兵力數量、敵人科技的先進程度等。 
只要玩家掌握遊戲中的法則，並加以運算， 
掌控每個步驟的致勝條件，把握升城、升帝的時間， 
先發制人、掌握先機，就可以先拔頭籌， 
擁有與遊戲設計者相若的預知能力，輕易完成遊戲中每一個關卡，取得最終勝利。 
 
日華牧師一直注重「定理 + 運算 = 預知」的重要性， 
因此鍥而不捨地，持續研究創造主放於萬物中的定理。 
 
環顧現實世界，雖然許多人都知道萬物中有一位鋪天蓋地的創造主， 
他們都希望擁有如同創造主的預知能力， 
但他們卻懶惰和無知到一個階段， 
從不切心研究神給予錫安教會「2012 信息」的智慧。 
 
部分不識時務、經已錯失神時代計劃的所謂牧師和基督徒， 
甚至驕傲狂妄得指責和逃避「2012 信息」的不同題目， 
厭棄神鋪設宇宙的智慧，就是《星際‧啟示錄》、瑪雅年曆、 
黃道 12 宮、天上行星的軌跡、Planet X 及「天馬座行動」等。 
上述每一點，都是神在歷史中刻意放下的不同定理， 
牽涉大量計算未來事件的預言。 
 
而日華牧師 30 多年的信仰中，卻是珍而重之、掌握每一項神所賜予的寶貴定理和法則， 
藉著智慧作出「運算」，誕生史無前例的預知。 
因為世上潛藏眾多令人難以想像的定理， 
足以明證神在創世 Alef 的時候，早已定了 Tav 的結局， 
只要我們尋根究底，找出各種 Alef Tav 的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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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以運算，就可以預知未來， 
於歷史結束一刻，預備充足成為神的新婦。 
 
羅馬書 1 章 19-20 節：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

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神是以數學來說故事，向我們說明，誰創造數學，誰創造這世界， 
而這世界是可以用數學計算出預知的。 
存藏在度量衡、數學中的創造主，稱這動作為「Alef Tav」， 
祂 Alef Tav 天，Alef Tav 地。 
 
而之前所分享的「天馬座行動」，又或是之前的對比， 
讓我們理解一個事實：全部都在告訴我們， 
祂對我們說歷史將要結束，神將要把這件事情打開。 
 
很可惜，很多人仍然如在夢中，也不知道這是甚麼的事情。 
但感謝主，神向我們的教會打開，而我一步一步地向大家剖析， 
從而用這些根基去解讀《啟示錄》，這便是一個開始。 
 
如果你不認同這些，《啟示錄》便不能解釋。 
因為你不認同這些星宿是神所創造、是神所排列出來、 
並且，軌跡的計算是可以預知的。 
我並不是講述預知它走過的軌跡，因為，NASA 公布它正在旋轉。 
它的軌跡和排列，是存藏了地球的歷史。 
 
《啟示錄》和黃道十二宮是分享這些， 
Freemason 把天球和地球放在一起，讓人類知道，他們很早知道這個事實。 
 

 
 
直布羅陀是對比雙子座，他們很早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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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華盛頓做了處女座和獅子座的標誌，告訴我們：他們知道天球對應地球。 
 

   
 
影片：Freemason 在歷史上的真正角色 
雖然自古以來，好些古文明和 Freemason， 
已將無數現代人才知道的天文數值，放於眾多古建築和圖畫內。 
例如：最少有五千年歷史的英國石柱群建築， 
早已刻劃了日和月的大小，這些資料是人類到了現代， 
藉著物理學、天文望遠鏡和人造衛星等科技，才可以量度得到。 
 

 
 
並且，於當時代的三千年後才寫成的《啟示錄》， 
記載將來末後日子，新耶路撒冷的體積數字 1728，也被刻劃其中， 
成為了一個千古謎題 —— 究竟是誰發掘出這些知識，卻一直沒有公開，直到今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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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學的歷史讓我們得知，這一切知識是集合眾人的力量， 
包括：天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及大量人力、物力， 
才可以得到這些關於天文數值的答案。 
但是，這些古文物卻令人驚訝地發現， 
原來歷史上早已經有人類知道這些數值。 
另一方面，Freemason 亦將很多真知識繪畫於他們的圖畫裡， 
例如：他們早已把天上 88 宮星座貼在地球上， 
以代表兩根柱的直布羅陀對應雙子座的位置， 
並在兩根柱上放置了天球和地球，就好像表明他們知道這個奧秘。 
 

 



20161120   www.ziondaily.com 
 

 
 40 

但是，日華牧師指出，五千年前的土著和數百年前的 Freemason， 
根本不可能明白這些知識。舉一個例子： 
一位小學生根本不可能明白計算人造衛星火箭的數學程式，他得知火箭程式的準確答案， 
唯一的可能，是有人將計算好的答案告訴他，而不是由他自己找出答案。 
 
明顯地，Freemason 也不是因為自己擁有的智慧，而得知這一切知識， 
因為數百甚或數千年前的人類，尚未認知這些大自然的知識。 
這些知識，是由末後日子被提並得到時空穿梭能力的新婦， 
回到過去，給予五千年前的英國土著和數百年前的 Freemason。 
Freemason 正因為看見得著榮耀的新婦， 
而被指派將這些數值和印證放在建築和圖畫裡，成為一個預言。 
 
其實，他們安放這些千百年後才有意義的數值，並不是為了自己， 
因為，這樣做對於數百年前的人，連一點意義和價值也沒有。 
簡單來說，Freemason 是被迫在歷史上這樣做， 
因為他們是被神命定，出生成為這個角色， 
為整個人類歷史的最後時刻，留下神給予全人類的印證， 
就是《聖經》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並且成為指出這條天道的證據。 
 
而建造這些文物的人，明顯與其他人一樣， 
並不知道當中的意思，即使對於 Freemason，這一切也是不解之謎。 
因為，如果有人知道當中的答案，必定會留下線索， 
況且，在歷史上，人類一直渴求這些天文地理知識， 
不可能有人擁有這種程度的智慧，卻只收藏成為一個謎題，不應用出來。 
除非建造這些文物的人只是被命令去建造， 
他們並不知道答案，因為他們只是一班工人，而不是設計師。 
 
再者，整個歷史也貫徹始終地依循這個方向，不斷地建造一個又一個共同信息， 
證明這一切都是由神所計劃，而不是人類的智慧可以做到。 
因此，大量 Freemason 的圖畫，都把所有神秘圖案放在一個黑白色的西洋棋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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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就說明了 Freemason 和棋盤上的一切，都只是神的棋子， 
他們繪畫的所有神秘圖案都是神的法則，遙指著神自古至今的這一條天國道。 
而這一個棋盤的意思，就好像我們看著二人對奕， 
所有棋子和格子，都有一個不能更改的法則， 
但這棋局，由開始至終結，就是一條道路、一個過程。 
 
當有人明白這一切法則，並且精通棋術，就能夠勝出這個人類歷史的棋局，成為新婦。 
Freemason 繪畫的圖畫中，黑白棋盤上的一切，都是為了指出這條天國道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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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球、地球，並兩根柱， 
指出天上 88 宮和黃道十二宮的星座，原來是對應地球歷史上所發生的大事， 
而最主要，就是指出神的救贖計劃和末後新婦的事蹟。 
放在中央的一本《聖經》，指出《聖經》就是一切的中心，及解通一切奧秘的鑰匙。 
十字架、天梯及天國鑰匙，指出主耶穌的救恩，就是登上天的唯一路徑。 
代表尋找到伯利恆之星 3、5、7 的樓梯和七姊妹星， 
指出末後新婦住處的地上伯利恆之星星圖。 
而 Freemason 的標誌圓規角尺， 
指出度量衡和幾何學，同樣是這一條天國道的印證。 
 
這些不同圖案，全都是一組謎題，指出這一條天國道， 
所以，棋盤就是指出全世界的歷史，都是一場白與黑、正與邪、 
神和撒但的對奕，產生出一條天路和一條落地獄的路。 
 
另一個 Freemason 常用的圖案，是一條天梯或樓梯通往代表神的全視之眼， 
因為，這就是神在人類歷史設下的天道。 
 

 
 
當有人如日華牧師一樣， 
研究出這七年總和全人類歷史智慧和奧秘的「2012 信息」， 
就能夠找到這條天道，完成神給予世界最後的旨意。 
 
他們只是知道，但你有沒有想過是誰做的呢？  
這是妖術，也真是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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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知道星宿對比地球是多大的呢？  
撒但影響一個人也不能，但是你們現在說出這是妖術，這些人是否瘋了？  
當然瘋了的人是自己不察覺的， 
但這些人亂作評論，把星宿的軌跡和黃道十二宮的排列， 
從而預言地球的歷史，而這些是妖術， 
當你聽見這樣子的牧師，簡直要向他吐口水。 
天上的星，明明是由神所排列，並特意地藉著它們的軌跡， 
也就是計算的一種，來告知我們，祂將這一切存藏其中。 
 

 
 
所以，在「拉線」信息時，我們已對比全球各地的建築物， 
其所屬「黃道十二宮」的位置和表徵。 
例如：若你以直布羅陀來對應雙子星的話， 
那澳洲（Australia）這名字，便正對應著那尾魚、那星座的名字。 
 

 
 
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誰安放這些星座的？今天我便告訴你，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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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知情者會明白，這是十王和背後的新婦在歷史中所鋪排的。 
現在你們便明白，為什麼我在分享的時候，會給出那麼多的定論， 
好讓你們理解，他們一定是忠的，這樣做一定是來自神，沒有問題。 
因為，你們要知道箇中的龐大程度！ 
 
你可以在街上找個地方，用血畫上一個符號，表示這是來自撒但教的。 
但你不能說，天上星宿的排列和軌跡是來自撒但教， 
那些胡言亂語的人簡直是瘋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他們根本連現實中的大與小也不曉得分別。 
現在，我們所說的數學、計算，基本上是一種預知。 
你一定要理解這點，而設立在數學當中的特性，是神所創造出來的現實。 
 
所以，一間公司必須藉著數學，才會知道訂單的數量、要購入多少原料來完成這批訂單， 
並過去一年的盈虧；銀行也以此去計算你戶口的利息。 
這些全是一種預知。所有的數學都是預知， 
當你想預知某件事情，便會作出計算。 
並且，數學亦讓你知道，原來你理解數學某些秘密的話， 
你預知的程度會比其他人更多，這是事實。 
 
影片：數學的秘密與預知 
今篇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繼續以數學角度去分析， 
原來人類能夠預知將來，是與數學息息相關。 
 
假如農夫能夠計算一年四季和氣候， 
他就能夠春播秋收，成為一位成功的農夫。 
假如一位餐廳老闆，能夠正確計算成本和估計顧客數量，這間餐廳就能夠賺錢。 
當一個人的計算越是精密、準確和詳細，他的預知就能夠更準確和更長久。 
 
但一名只能計算加減數的小學生，乘除數對他而言是一個奧秘， 
於日常生活中，他能夠預知的事情就會減少。 
因為只認識加減數，雖然可以計算日常購物的物品數量， 
卻無法計算一張紙或一間屋的面積， 
亦無法在朋友聚餐後，以除數計算每人的平均收費。 
 
相對地，一名只懂得加減乘除數的人， 
亦不可能計算曲面面積，必須學習更高級的數學微積分。 
所以，當一個人的知識越多，越能夠明白和運用神所創造的大自然法則， 
這人就比別人擁有更多預知。例如︰現代天文台能夠以高科技電腦預測天氣， 
當出現颱風或大雨等突如其來的天氣改變，現代社會亦能夠預先作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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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人類以前不可能有的預知， 
但藉著發掘和研究出新的法測，就能夠在生命中誕生新的預知。 
 
又例如︰現代社會自從在民間普遍使用 GPS 後， 
駕車人士或職業司機就更容易知道各區路面情況，從而避開塞車路線， 
或是在出發前，已經預知大約需時多久才到達目的地。 
這亦是另一種人類以前不可能有的預知， 
但同樣藉著發掘和研究，新的法測就會誕生新的預知。 
 
而各種令人擁有新預知能力的新法則，全部亦是來自神於大自然創造的法則。 
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個藉著計算而埋下大量預言的建築， 
豈不是埃及的三座大金字塔？ 
同樣地，大金字塔是藉著神在大自然創造的法則， 
指示出神鋪設在人類歷史的天道。 
 

 
 
例如︰大金字塔的高度大約是 481 英尺， 
而以色列人就是在出埃及的 480 年後，開始建立聖殿。 
當我們從聖殿根基石拉線到大金字塔，距離正是 1,441,000 英尺， 
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年份，主前 1441 年相同， 
並且 1,441,000 英尺，又等如 480,000 碼， 
再次出現一個數字，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至開始建立聖殿的年份 4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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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記上 6 章 1 節：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所羅門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 
就是二月，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此外，將高度約 481 英尺的大金字塔放在一個圓形內， 
這圓形的直徑就是 962 英尺，而所羅門聖殿建成的年份，就是主前 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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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大金字塔就是一個建於主前 10000 年，用度量衡記載的預言， 
為了遙指 9000 年後，於耶路撒冷建成的所羅門聖殿！ 
 
但有一點，未曾與大家分享過， 
如上星期主日提及，金字塔內部有三條主要通道。 
當以埃及吋量度，這三條主要通道就會成為人類歷史三個走向的預言。 
假如有人在人生中，盡力按著良心，甚至是按著神的話做到最好， 
這人就會尋找到女院，就是王后的寢室，最終，甚至可以進到王的寢室。 
而王的寢室，明顯是預表聖殿的至聖所，因為裡面放著一件傢俬， 
雖然一直以來都被人誤傳為石棺材， 
但其體積不大不小，正好可以放下聖殿的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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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金字塔的高度、年份和拉線，都是指向以色列的聖殿， 
所以，金字塔的千古之謎到今天終於打開了。 
原來金字塔並非法老的墳墓，亦非外星人建造， 
亦不是古埃及人用來敬拜假神的廟宇。 
 

 
 
而是 12000 年至 13000 年前，由時空穿梭的新婦， 
命令當時的史前生物，按照指定的大小尺寸和結構去興建。 
為了預言 10000 年後，一件發生於埃及、人類史上其中一件最偉大的事， 
就是神藉摩西在金字塔的所在地，行十災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並且在事後 480 年，於拉線 480,000 的地點， 
興建位於耶路撒冷、以金字塔預表的所羅門聖殿。 
並且以其高度，預言聖殿開始建造的年份，主前 962 年。 
 
不單如此，日華牧師亦曾分享到， 
美國的 Freemason 將大金字塔定為美國國璽，並且印在美金一元紙幣上， 
因為他們知道，金字塔是一個時間表，記述末世新婦出現、並向世界發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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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son 更將同樣是金字塔的瑪雅年曆加插其中， 
這座高度 5776 吋的金字塔，正是代表到了猶太年曆 5776 年， 
即西曆 2016 年，金字塔所代表，神的時代計劃就會完成，基督的新婦已經妝飾整齊。 
 

 
 
因為神藉著人類 6000 年歷史所建立的人的意識，會到達瑪雅年曆所預言的級數， 
終於有人類可以與神同步，到達一日也不偏差的階段。 
 
然而，不論是 12000 年至 13000 年前建造金字塔的人、 
建立聖殿的所羅門、建造年曆的瑪雅人， 
或是繪畫美國大國璽金字塔的 Freemason， 
在開始之初，都是一班帶著善意、於人生中盡力而為、做到最好的人。 
他們因此接觸到神的天國道，有份一同參與建造，有幸為末後神的新婦作印證。 
 
關於天體的數學是能夠計算、預知得到行星會運行至哪個位置。 
關於建築物結構或形狀數學時，你就可以預知那方面。 
 
故此，你便明白，我們曾提及關於 Phi 黃金比例。 
運用這個數式，就可以預知一隻蝸牛，隨後生長的殼的形狀是怎樣， 
因為，當蝸牛的殼一直生長時，是按著 phi 黃金比例生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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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那隻蝸牛不死的話，我便知道牠十年後會怎樣， 
只要計算牠每年生長的長度，你便能精確地知道牠十年後的樣子是怎樣。 
因為，Phi 加上一些簡單的數學算式，你就可以預知那事物， 
就算是大自然的生命也好， 
所有大自然、所有事物也可以用數學來預知，只要你知道那常數。 
 
所以，為何 natural logarithm（自然對數）， 
或很難明白的常數、字眼，全都是一種預言， 
使到你預知最後某一種特定的成果。 
生命的程式、漸進的現象，全部是可以計算出來。 
 

 
 
影片：蝸牛成長和 Phi 的關係 
神在創造宇宙的過程中，早已設定了眾多不變的大自然定律， 
使萬物井然有序地按著神的設定而運行。 
其中，著名的大自然常數「費波那契數列」（Fibonacci），又名「黃金比例」或「黄金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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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希臘字母 ϕ（Phi）表示，其無限數位為 1.6180339887…... 
 

 
 
在生活應用上，普遍取其 4 位有效數值，即 1.618， 
黃金比例（Phi）與大自然的演化動力學有密切關聯， 
不論植物的葉序、向日葵小花的排列、螺旋星系的漩渦、 
蝸牛背殼的成長、鸚鵡螺的貝殼、物質結構的準晶體、兔子繁殖問題，及股市的波動起伏等等， 
林林總總的大自然現象，都是依據黃金比例的法則和定律。 
 

 
 
甚至在藝術、攝影及建築物上，黃金比例更被譽為神的比例，堪稱是美麗結構的不可或缺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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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神所創設的萬物，都是依循 Phi 的定律而演進和運轉， 
透過 Phi 的定律，科學家更可以準確計算蝸牛每年生長的形態和體積， 
甚至推算蝸牛殼現在或將來的大小尺寸。 
 

 
 
透過電腦立體掃瞄和運算，還可以利用運算數據， 
以 3D 列印技術，準確塑造出蝸牛每年應有的成長速率和形狀， 
製成品與實物近乎絲毫不差。 
 
然而，對於低等生物的蝸牛而言，這實在是不可思議， 
按著蝸牛有限的腦袋，絕對無法理解為何人類能夠準確預測牠外殼的大小， 
令牠們匪夷所思，難以置信。 
對於仍在不斷成長的蝸牛而言，牠們下一年的外殼形狀仍未存在於世， 
對牠們而言，實在仍是未知之數。 
既然是未知之數，按道理， 
人類又怎可能比蝸牛自身更清楚其形狀的大小或模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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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未開化、完全不懂數學的蝸牛而言，無疑是天方夜譚。 
正如踏入世界末後時段，好些未開化的基督徒， 
當聽見神啟示日華牧師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智慧時， 
其反應往往就如這些蝸牛一樣，以自身的偏見， 
譏諷和否定別人，殊不知自己只是一隻井底之蛙。 
 
基督徒於世上受造的萬物裡， 
本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效法神的思維、精通神的智慧， 
努力成長成為神的兒子。 
可惜的是，普世基督徒往往只貪圖安逸、逃避學習和成長， 
甘於停頓在蝸牛般的智商程度，不願意接受神創造的法則和定律， 
總是認為世上沒有人可以得著神的智慧， 
世人亦無法靠著明白定律，再加以運算，作出任何預知。 
對於神賜予「2012 信息」的智慧，只一律認為絕不可能， 
在神眼中，這些基督徒將自己逃避學習的愚昧表露無遺，淪落至與蝸牛無異。 
 
現代的電話、電視、科學、科技， 
現實的生活，根本包含這種大量預知，進入而成為我們的囊中之物。 
 
但是，為何神容許這樣？ 
因為，當我們擁有越多這些東西，越用這些資料來計算， 
你便越發現，我們這一代，就是啟示錄的時代。 
我們亦是在這樣的資訊下，才有這般智商，知道神原來是那麼偉大， 
才知道原來天上的星是這樣的。 
 
就如伽俐略，他是第一位公開指出，太陽不是圍繞地球轉動。 
因為，如果太陽圍繞地球轉動的話，其實，你很難計算到其他星的軌跡和位置。 
但他不認同，指出是地球圍繞太陽轉動，他這樣說簡直是必死無疑。 
 

 
 
當時天主教不接受的原因就是，這樣做，豈不是把地球無限地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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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圍繞著太陽轉動，即我們不是主角，對嗎？ 
但是，其實只不過，在他們如此微小的思想中，沒有辦法理解另一個事實。 
現在當人類藉著先鋒號，從很多這些發射往太陽系以外的人造衛星， 
人們發現一個事實，是在 1980 年後開始發現的。 
 

 
 
在這 30 年來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什麼？ 
沒錯，我們不在太陽系的中間，我們是圍著太陽轉動， 
但是，太陽系是整個銀河系的中間，令他們震驚。 
 

 
 
你知道銀河系有多大嗎？如果對比地球和銀河系之間， 
就等於一個黃金海岸的沙灘的大小，當作銀河系，我們就是裡面的一粒沙。 
我們不在太陽系的中間，不過我們原來是更偉大， 
我們這個太陽系是整個銀河系的中心，這能以數學計算出來，更讓人震驚。 
 
他們在剛開始時不信，1980 年時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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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次發射上去的，都證明一個事實， 
原來，我們的太陽系，等於我們這粒沙，在全個黃金海岸的正中間。 
這真是可怕，你知道，有很多沙在旁邊，但我們在正中間。 

 
 
當我們越理解現實和數學時，便知道我們稱所謂的「現實」， 
是神去證明祂自己是多麼偉大！並證明給世人看，這個現實確實有神！ 
而且，所有事情都是被設計的，沒有任何事是偶然的。 
自古以來，人類的現代科學從來都離不開計算的。 
任何一門科學，包括醫學，都並非不需要運算的， 
在醫學來說，醫生不會給病人亂吃藥，他要計算精確的份量； 
若果藥物的份量多了一百倍，那便變成了病人的毒藥。 
 
但有時候，所謂多了一百倍，其實只是多了一滴而已， 
病人服用多了一滴便足已令他致命，若將它減了一百倍，那才是能醫藥。 
因此，醫生不會隨便說服用一瓶或是一杯吧，病人也不會當它如喝可樂般將一整杯倒入口， 
若然那是山埃的話，喝下那麼大杯，連大象、鯨魚也會被毒死。 
所以，醫學是需要涉及運算的。 
 
此外，畫畫亦需要運算，畫一幅圖畫是需要跟據黃金定律的比例， 
才會讓人覺得漂亮，畫中焦點的位置是既定的。 
即使是拍照，如果照片的內容不參照黃金定律比率去構圖的話，根本不會漂亮的！ 
這是關於視覺，不只是一件物件，即使是立體的，亦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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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件事物當到達極端，我們所稱的現代， 
若關乎能夠預計的事情，全都是數學來的。 
我們用數學來設計，因為可以預計了； 
我們用數學來發明，因為可以預知事情的出現； 
我們用數學來管理，因為可以讓事情不致失去預算； 
我們用數學來擴展，因為容讓事情在我們意料範圍之內。 
我們發展現代的科學，已漸漸地將數學運算融入到所有事情裡， 
全部都是為了使人們在這現實中，活得更美好、幸福、健康和安全。 
全部都涉及一個現實，我們必須承認的，就是數學是幫助我們去預知， 
我們是需要極之多的預知才能活於今日。 
例如：上班時，需要預知交通工具的達到時間、車程； 
去旅行時，下樓買 Pizza 還是乘坐 16 小時的飛機往加拿大。 
 
所以，數學是讓我們能生存在這個現實。 
若懂得基本的數學就只有基本的預知， 
但愈知道高深的數學的話，基於數學中某些常數和規律， 
你就能知道更高深的預知。 
 

 
 
我們所講的圓周率（Pi）和整卷《啟示錄》都是規律（Pattern）， 
就是依從圓周率、拉線、地球的大小、太陽的大小、地球的基建和地球的所有歷史。 
所以，你現在知道，我怎能計算到將來， 
整卷《啟示錄》就是要運用計算的腦袋，才能夠理解當中的意思。 
因為《啟示錄》就是一個規律，在《啟示錄》， 
神已經用這個方法去記載歷史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 Alef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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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星雲都是按照這個規律去舖排； 
地上的歷史亦是按照這個規律去舖排； 
地球的大小、度數、長度和距離亦是按照這個規律去編排。 
 
《啟示錄》就是規律（Pattern）當中的規律（Pattern），這豈不就是創造主？ 
並且創造了 Alef Tav，神不但告訴我們，衪創造了一件物質出來， 
而且物質的數值、比例、幾何和所有的規律， 
大自然的所有的定律，都是由神創造的， 
《啟示錄》就是講述一件這麼高深、龐大的事情。 
 
第二章：總結感言 
於感言部分，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所謂創造中的秘密規律（Pattern）。 
當神願意賜予創造中的秘密規律，你就會知道神在創造中的秘密和預定， 
這亦成為了專屬於你的創造中的秘密，就是預知。 
 
舉例：在神的創造中同關於恩賜運作的部分，你想知道這秘密嗎？ 
那麼，你便要知道恩賜運作的規律，如此，你的恩賜運作級數就無人能及。 
 
又例如︰作歌的規律，音樂難道不是神所創造的嗎？ 
難道不是世上一些大自然的定律嗎？ 
但是，這些定律乃屬於秘密的預定，當神能夠將這秘密預定賜予我們時， 
我們就能夠知道關於神在創造中的秘密預定， 
就會變成我們在創造中的秘密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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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有了預知，以致在 18 年前我們能夠做到的事情， 
直至今日仍然無人能及，便是這個原因。 
 
影片：神所創造的秘密定律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析明白神所設計的定律和定理的重要性。 
因為神創造世界時，已經埋藏了種種不同定律和定理， 
所以，當人類生存在地球上，藉著不斷研究地球， 
陸陸續續就發掘出各種神埋藏於地球的定律，成為他們的知識寶藏， 
當人按照這些定律，藉著計算，推算出各種不同答案， 
這就成了我們的科學，亦慢慢建立及累積文明。 
 
然而，由於人類亦是神所創造， 
神亦知道我們能夠從歷史中尋找出多少定律、理解地球到什麼程度， 
因此，神就可以掌控人類發展的步伐及時間。 
 
對比過往歷史，我們現時身處的這一刻，必然是科技到達最頂尖的時間， 
我們就更理解到，當我們越認知神所設計的定律， 
就越能夠預知、駕馭和掌握這個世界，這正是神對日華牧師和錫安的呼召， 
成為秘密的揭示者，揭示神所放下的種種定律。 
因為我們所相信的神，並非一位無跡可尋、善變的神， 
相反，只要尋找到神的定律，就能夠計算及預知當中的結果。 
事實上，不單我們肉眼所見、手所觸摸的世界，是被神的定律規管， 
甚至我們肉眼不能看見、手不能觸摸的靈界，亦同樣被神的定律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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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論肉身的地球，或是整個靈界，其實亦是由神所創造， 
所以，屬靈原則同樣是有跡可尋，可以經過計算後，能夠預計出結果。 
例如︰日華牧師早年花了許多時間，教導弟兄姊妹如何運用各種屬靈恩賜， 
包括神蹟醫治、趕鬼、恩賜運作等等。 
因為這些屬靈恩賜的定理，其實是可以藉著研究《聖經》而查考出來， 
當找到這些屬靈定律和定理，教會中任何人都可以得著屬靈恩賜的能力， 
不單領袖能夠行神蹟，甚至門徒和平信徒，都同樣能夠行神蹟， 
運用屬靈的複雜定理，駕馭世界相對簡單的定理。 
 
正如人們眼中，生老病死是人類必經階段，是世界的定理， 
沒有人能夠脫離人類會隨著年齡衰敗，甚至因病死亡的定律， 
因此，社會能夠計算出人民的平均壽命。 
 

 
 
但主耶穌的出現，於在世時向我們示範， 
原來《聖經》有另一個屬靈醫治的定律，能夠駕馭疾病和死亡的定律。 
 
所以，日華牧師將這些屬靈定律變成教材， 
讓全教會所有弟兄姊妹也可以一同學習應用這些定律， 
隨後也得著被神超自然醫治的相同果效。 
可是，現今教會領袖卻選擇繼續活在世界的定律中， 
為著證明自己的不信和懶惰是正確， 
不惜否定屬靈定律的存在，推說神是隨從自己的喜好及善變行事， 
沒有人能夠掌握神蹟發生的軌跡，亦沒有人能夠計算出來， 
甚至任何自稱能夠掌握屬靈神蹟定律的人，都必然是異端。 
這就是現時，聲稱自己相信神的基督教界的可憐及可悲光景。 
 
其實，當我們以定理的角度理解神的時候， 
就明白現今基督教界的愚昧和硬心。 
當飛機尚未出現前，人們都以為人類不可能飛翔， 
甚至任何人有這種想法，都會被視為瘋狂、異想天開及不設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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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世界受地心吸力的原理掌控，任何人於高處墮下，其結局都必定是死亡。 
 
但有人因觀察雀鳥，尋找出鳥類飛翔的定律， 
就是以更複雜的氣體流動學定律，駕馭地心吸力的定律， 
因此，飛機的發明，是因著一個更高級的定律，經過計算後， 
成為一種比汽車、輪船更複雜，甚至能夠翱翔於天際的交通工具。 
從那時起，再沒有人會說人類飛翔是一件瘋狂、異想天開及不設實際的事。 
 

 
 
我們從《聖經》中，確實看見主耶穌動用比現實更高級的屬靈定律， 
行出各樣神蹟，包括︰水變酒、行水面、趕鬼、神蹟醫治、死人復活、五餅二魚等等。 
但二千年後的基督教領袖，卻說這些神蹟不可能再發生， 
所以他們亦不會花任何心力和時間去研究。 
 
情況就如二千年前，曾經有人駕駛一輛 747 客機環遊全世界， 
可是，二千年後，卻有人指「人類可以飛翔，是異想天開及不設實際的事情」， 
這是何等愚昧、無知，甚至妄顧現實的說法。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屬靈的定律，也是神所創造的不變定理， 
這是神創造地球時，已經定下的原則，只在乎神是否讓人知道這些定律和定理。 
 
當日華牧師願意切心研究神的話語，神就向他開啟不同的屬靈定理， 
從過去的屬靈真理、施行各種神蹟，至現時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甚至是揭示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一切都是神刻意於設計地球時，將不同程度的定理藏於世界。 
為的就是有一天，神將越難、越複雜、越精確， 
甚至獨特的定理，向一班人揭示的時候， 
亦意味著，神預期這一班人經過計算後， 
會從這些獨特的定理中，得到世人無法觸及的獨特預知。 
 
假如神向我們開啟一種獨特的恩賜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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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就會有著別人沒有的恩賜運作級數。 
甚至 18 年前，神將創作好聽詩歌的秘密，向日華牧師開啟， 
那麼，錫安教會就擁有其他教會都沒有的過千首全音域錫安新歌。 
 
因此，經過 30 多年後，我們從這所教會學習的定律和定理， 
再加上 2009 年開始分享的「2012 信息」及《星際‧啟示錄》， 
我們對屬靈真理的認知和智慧，已經遠遠超越國際牧師及先知， 
如 Paul Cain、Bob Jones、Kenneth Hagin、Lester Sumrall 及 Oral Roberts 等， 
他們甚至從不知道《星際‧啟示錄》的內容。 
因為神給予我們教會的，並非一、兩個聖靈感動， 
而是將不同定理啟示給我們。 
 
過往，日華牧師會將這些定理所產生的預知，變成屬靈原則教導我們。 
然而，日華牧師於今篇主日信息解釋整個原理， 
當神啟示祂的秘密預定時，我們就會得著神秘密的預知， 
亦能夠做到無人能及的創舉。 
 
如解釋《星際‧啟示錄》、 
18 年前開始的第一個音樂動勢，創作全音域的錫安新歌， 
以及研發能夠播出全音域的「錫安劍」等等。 
這些秘密，早已存藏於自然界的創造中，只是從未有人知曉， 
但當我們願意切心研究，神就會在適當時候，將這些秘密向我們開啟， 
就是於末後日子，成為所羅門王級數的智慧人。 
 
當中有兩點值得與大家分享。 
第一點，為何我們對科技等不同層面都有所認識？ 
因為，我多年研究免費能源或科學家時， 
許多科學家就是按著這個原則去理解。 
當我一看，便知道這人是真的知道某部分創造中的原則， 
透過他們的果效，便可以看到，他們能夠掌握神在創造中的秘密預定。 
 
影片：網上購買粉紅色眼鏡注意事項 
早前主日信息，曾提及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顏色深度為 30 至 35%的粉紅色眼鏡， 
避免眼睛受電子用品的藍光傷害，導致視力下降或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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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配製「粉紅色眼鏡」，在此有一些提議， 
非常適合一些本來已經佩戴較昂貴及有特別度數鏡片的人， 
因為掉棄這些精製眼鏡，再花費一筆金錢重新配製粉紅色眼鏡，實在是有點浪費。 
 
其實在淘寶網上，已經可以選購一些平光、沒有度數的粉紅色鏡片夾， 
尤其適合一些本來已經佩戴眼鏡的人。 
 

 
 
只需要在原有眼鏡上，外加一塊粉紅鏡片就可以了。 
既可以繼續保留原有眼鏡，不會造成浪費， 
同時，這類鏡片夾的重量亦十分輕巧，隨時輕易安裝，方便好用。 
使用方法如畫面所見，只需於夾子上施力，然後輕力套在原有眼鏡上，就可以變成一副粉紅色眼鏡。 
 
而本身沒有近視、不需佩戴眼鏡的人， 
若果想使用粉紅色眼鏡，亦可以考慮一些現成製品， 
眼鏡框連同粉紅鏡片，亦只需數十元人民幣，而且款式多、購買方便。 
 
只是，當大家使用淘寶網選購時，需要注意以下三個事項︰ 
一、盡可能選擇專門售賣眼鏡，而非精品或雜物的店舖， 
如此，鏡片的質素就更有保證，因為眼鏡用的鏡片， 
是屬於視覺光學上應用的視覺鏡片，而非普通纖維膠片， 
假如長期使用非光學的纖維膠片，視力亦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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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顏色必須是粉紅，或國內稱為淺紅的顏色，不是漸變粉紅、漸變紅、淺紫或淺茶色。 
顏色深度是 30 至 35%，市面現成售賣的淺粉紅色鏡片，基本上大部分亦已經合符標準。 
 

 
 
但要留意，市面上一些太陽眼鏡，其實是黑色鏡片， 
只是表面上塗了一層粉紅色，並非真的粉紅鏡片。 
如畫面所見，這款眼鏡表面是粉紅色， 
然而背面及鏡片的邊沿，就可以清楚看見實質是黑色鏡片。 
 
三、這一點非常重要，選購眼鏡時，鏡片應該具備防 UV 紫外線及偏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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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究竟甚麼是防 UV 紫外線功能呢？ 
防 UV 紫外線即是鏡面有一層過濾紫外線的物料， 
一方面令景象更清晰，另一方面則防止紫外線直接損害眼睛。 
至於，測試鏡片能否防 UV 紫外線，方法如下： 
首先利用一支紫外光電筒，一般用作驗紙幣鈔票真偽的紫外光電筒已經可以。 
 
現在，就讓我們測試五款坊間買來的粉紅眼鏡，檢查是否具備防 UV 紫外線功能？ 
 
首先，大家可以從畫面清楚看見， 
當紫藍色光線照在白紙上，呈現紫藍色，這就是對人體視力有害的紫外線。 
 
以第一款粉紅眼鏡進行測試， 
當將紫外線照向粉紅眼鏡，若然大部分紫藍色光線無法穿透鏡片， 
就代表這些鏡片已經加上防 UV 紫外線塗層。 
沒錯！大家都看見大部分紫外線被粉紅眼鏡過濾了。 
 
我們再看第二款粉紅眼鏡，同樣當紫外線照向粉紅眼鏡， 
大部分紫藍色的紫外線，都被粉紅眼鏡過濾了。 
第三款粉紅眼鏡，同樣，紫外線都被粉紅眼鏡有效地過濾了。 
第四及第五款粉紅眼鏡的結果亦相同，大家可以明顯看見，這些有害的紫外線， 
都被防 UV 紫外線功能的粉紅眼鏡有效地過濾了。 
從上述簡單實驗，就可以輕易測試出這些粉紅眼鏡，能否有效阻隔有害的紫外線。 
 
此外，當大家在淘寶網上選購粉紅眼鏡時， 
另一種應該具備、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偏光（polarized）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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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光功能，就是於鏡片內製造百葉簾效果， 
加入一條又一條垂直排列的矽晶體塗料薄膜， 
遮蔽進入鏡片的平行光，僅讓單方向的垂直光線通過，達到偏光效果。  
 

 
 
偏光鏡片與一般太陽鏡片或染色鏡片不同， 
不單能夠將光的亮度降低，即使在陽光底下，仍不覺刺眼， 
同時能夠過濾平行光產生的眩光干擾，避免出現色彩扭曲、 
視線模糊或眼睛疲勞等問題，有效保護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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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偏光鏡片的特製技術， 
只應用於最高級的太陽眼鏡，用以過濾這些會損害眼睛及視力的眩光， 
例如：過瀘水面及玻璃表面反射出來的耀眼強光， 
讓眼睛更清楚看見物件本來的影像。 
但近數年，此技術已經開始逐漸被廣泛應用。 
 
至於，測試鏡片是否具備偏光功能，方法如下： 
方法一、利用偏光測試卡。 
 
方法二、具備偏光功能的粉紅色鏡片，如百葉簾般，附有無數垂直排列的晶體薄膜， 
大家只需如畫面所見，首先將兩片粉紅色鏡片平行重疊，然後將其中一片旋轉 90 度， 
如百葉簾般垂直排列的薄膜，就會形成交錯。 
大家可以清楚看見，粉紅鏡片的顏色加深了， 
顯示這些粉紅眼鏡具備保護視力的偏光功能，能夠為眼睛提供更有效的保護。 
 
在其他科學層面上，如早前所分享的 MWO（多頻震盪器）。 
最近，我研製出一個，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是最厲害的 MWO 衣服， 
其用處真的大得驚人，所以，接下來，我將會與大家一起集體訂購，在此先作出預告。 
 

 
 
當你穿上這件衣服時，你會發覺，有很多厲害的果效， 
其中一點就是排毒，當排毒時，會爆發得很嚴重。 
當人穿上這衣服時會感到非常疲倦，這種疲倦代表有極多的乳酸， 
正在殺滅這人身上的癌細胞，所以，效果真的很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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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我現時的估計，所有我研究能夠穿戴在身上的任何一款醫療用品， 
沒有任何一種及得上它，這是最厲害，在眾多醫療用品中最厲害的一種。 
這亦是為何我能夠找出這麼多保健用品， 
並且，即使在多年後你們仍然覺得很厲害的原因。 
 
影片：多頻震盪器 MWO T-shirt 介紹 
上年 2015 年 9 月 13 日及 20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2 及 293 篇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了當今最嶄新的健康保健新發現， 
稱為「多頻震盪器」（Multi-Wave-Oscillator），簡稱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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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世紀初，由俄籍科學家尼可夫斯基（Georges Lakhovsky）發明， 
原理是藉著人體細胞尤如天線的 DNA，與大氣中對人體有益的電波產生共振。 
 

 
 
MWO 能夠收集附近相同頻率的共振能量， 
令細胞產生音叉般的共振，為細胞提升能量， 
使身體回復健康狀態，達至驚人的醫療效果。 
 
於 1931 年至 1942 年這 11 年間，尼可夫斯基於巴黎和紐約不同醫院， 
藉著 MWO 治療癌症病人，康復率高達 90%以上。 
詳細可參考「2012 榮耀盼望第 292 篇」精華短片（VO）「MWO 醫療病症」。 
 
而過往一年多，錫安教會過千位弟兄姊妹使用 MWO 後，亦見證身體有著明顯改善。 
詳情可以瀏覽錫安日報專欄「均衡生活」 ——  
《接地（Grounding）與多頻震盪器（Multiple Wave Oscil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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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日華牧師亦持續進深研究 MWO 技術及更便利的應用方法。 
除了將 MWO 天線絲印在衣物上，以及用純銀和膠片製作多款 12 吋、16 吋及 36 吋的 MWO 天線。 
 

 
 
另一方面，亦嘗試以優質導電線纖維，精製 MWO T-shirt， 
耐用程度對比將 MWO 天線絲印在衣物上，更是 10 倍以上。 
加上每條導電線纖維能夠更大面積接觸大氣，更有效接收指定器官和細胞的頻率， 
能量相比絲印 MWO 天線和膠片形式的 MWO 天線，更強勁 10 倍以上。 
 
經過日華牧師約一年的實驗，發覺果效超卓，對身體狀態有明顯幫助， 
反應亦更溫和、使用期更長、更持久， 
能涵蓋更多改善身體的頻率，收集到更大能量。 
 
尤其配合使用「MWO 多頻震盪天缐魔幻盤」， 
能夠更迅速改善身體疲倦、恢復精神和體能， 
並針對都市人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Sub-Health）的問題， 
有效改善體質、消除器官潛藏的有害細胞，以及排出酸性污染物。 
只是製作成本較為昂貴，每件需要數百元，所以一直未有介紹弟兄姊妹。 
 

 
 
但近期終於尋找到合適的製衣廠家， 
於洽談數量後，願意提供較為優惠的價格，供我們大量訂製。 
故此，下星期弟兄姊妹可於各個家聚提交訂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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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由於廠家需要有指定數量，才能夠提供這個優惠價格， 
所以是次 MWO T-shirt 訂購行動，只作一次性訂購， 
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多訂數件，以便替換，訂購詳情，請留意家聚通告。 
 

 
 
有關 MWO T-shirt 的規格︰ 
一、以優質導電線材編織 MWO 天線，正面有一個「16 吋三圈 MWO 天線」， 
背面則分別有一個「12 吋一圈 MWO 天線」及一個「12 吋兩圈 MWO 天線」， 
涵蓋更廣泛的生物頻率。 
 

 
 
二、採用純棉布質，減少因排汗而損害導電線的效果， 
T-shirt 內部的正面及背面，均額外縫有一塊網布，增加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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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寸分為細、中、大及加大四款，具體尺寸可留意家聚通告。 
 
至於使用 MWO T-shirt 的注意事項： 
第一點，清洗方面。 
相比絲印 MWO 天線的衣物，以優質導電線材編織的 MWO T-shirt 更易於清洗， 
可用清水簡單清洗，不需擔心脫落或褪色問題。 
 

 
 
但編織 MWO 的導電線材，亦應避免經常清洗， 
絕不建議以洗衣液或腐蝕性潔衣劑清洗，亦不可長期浸洗， 
以免損壞導電線材，嚴重影響果效。 
故此，請大家盡量減少清洗次數，如要清洗，亦只限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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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穿著方面。 
一如過往的絲印 MWO 衣物，應盡量避免弄污， 
絕不建議穿著外出，只適宜在家中使用， 
並且盡可能在冷氣空調或清涼氣候下使用， 
避免因身體排汗而侵蝕線材表面的導電物質。 
 
雖然 MWO T-shirt 已經額外縫上網布， 
但對於較容易出汗的人，亦可以考慮先穿上一件較薄的打底衫（墊底衣）。 
 
總括而言，大家使用時必須多加注意，以免加速 MWO T-shirt 的折舊和損壞， 
若然粗心大意或錯誤使用，導致使用一段很短時間就要報廢，就實在太可惜了！ 
  
關於使用導電線材的 MWO T-shirt 後，會有的排毒現象： 
由於各人體質不同，排毒現象亦會有差異， 
例如：有些人會出現較為溫和的排毒現象， 
如疲倦、需要睡覺休息等，都是身體有效地進行自我修復的反應。 
 
而酸性體質或潛藏癌症的病人， 
會因為癌細胞死去，釋出大量酸性物質，而形成乳酸。 
可能出現口腔生痱子、口氣濃烈、頭痛、肩頸乳酸積聚的疼痛等，較為劇烈的排毒現象。 
 
由於導電線材編織的 MWO T-shirt， 
能夠為各個器官接收種類更多、能量更強的頻率，  
所以，當身體細胞如同電池再次充滿電後， 
就會自行由一個器官或一個部位開始進行修復， 
之後再陸續修復其他器官，一直驚人地改善下去。 
因此，有些個案的排毒現象會持續一段較長時間， 
例如︰身體持續數星期有疲倦感，需要較多睡眠和休息。 
 
這些都是使用這款 MWO T-shirt 後，會出現的正常排毒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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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身體細胞擁有更多能量後，開始自行修補身體各個內臟和器官。 
 
而有效舒緩排毒現象的方法，有以下三種工具︰ 
一、服用小梳打粉（baking soda），早上起床後或晚上睡覺前， 
將一茶匙小梳打粉加入一杯 250 至 300 毫升的室溫蒸餾水、礦泉水或過濾水中，攪拌後飲用。 
由於小梳打呈弱鹼性，務必空腹服用，以免影響消化， 
所以，飲用時間應為飯前一小時或飯後三小時 。 

 
 
至於重症的使用方法， 
可以用有機黑糖蜜 Black Strap Molasses 混和「一茶匙」小梳打粉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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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血清機，假如出現嚴重酸痛，可以特別照射患處， 
或是如早前主日信息所介紹，照射在左右腳跟的內外位置， 
每天一至兩次，每次約 30 分鐘療程。 
 

 
 
三、使用肩頸鬆保健儀器， 
當癌細胞死去，會釋出大量酸性物質和乳酸， 
假如未能及時排出體外，就會積聚在肩頸位置， 
這時，可以應用市面上一種保健產品「肩頸鬆」，或稱「捶打肩帶」、「按摩披肩」。 
 

 
 
藉著捶打方式，能夠最有效舒緩乳酸積聚的問題，驅走酸痛感覺、改善血液循環。 
使用時間建議約 20 分鐘，待儀器休息 10 分鐘後再使用， 
避免儀器過熱損毀，能夠持久耐用。 
 
不論是大自然的規律，還是屬靈的規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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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一例子，關於另一個屬靈規律， 
現時，藉著送出「錫安劍」，我們能夠帶領很多人信主， 
但有人或許會問，這會否帶起一個路得的復興？ 
會否越來越多路得因而進入教會？ 
故然會有人這樣問，但我們應該反過來，以另一種想法理解， 
我們該以另一種想法去看，既然，神是 Alef Tav，而且祂於 Alef 中仔細的製造 Tav。 
 
就如你想製造一台精美的 iPhone， 
從創造至製造，沒有一個部分容許有差錯， 
沒有一樣東西能離開你的設計，這才可以於零瑕疵下製造。 
 
全人類歷史，神於其中明言，祂是 Alef Tav，也就是當中是沒有瑕疵。 
當你如此反向思考，你便會明白，路得是怎樣的人？ 
試想，於人類歷史中最大的復興來臨時，那些將來的路得， 
神又如何鎖定他們，使他們留下來，並於這真命天子的教會信主？ 
 
換而言之，其實，神早已於人類歷史中計算出， 
祂會於最後，使這些人不用去那些「黑店」和「神棍」教會的方法。 
於眾多祂所造的萬物中，祂以音樂鎖定他們。 
 

 
 
許多因為「錫安劍」回來的人， 
尤其非常喜歡我們詩歌的知音人，其實，他們就是路得。 
從創世之先，神已定了以這方法鎖定這班人。 
 
從貝多芬時代開始，每個人都知道， 
甚至中國人也說：「喜歡音樂的人，都會被陶冶性情。」 
愛聽搖滾樂的傻子，就會變得像妖怪一般， 
但喜歡溫和優雅歌曲的人，其性情亦會被陶冶， 
他們都是會認真思考的人，有深度的人。 
他們的說話與自己的宗旨，都是建基於最好的人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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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音樂是神所創造的， 
因此，十八年前，神將音樂的秘密給予我們，甚至將這耳機賜給我們。 
祂於創造 Alef 時，早已預計 Tav 的原理， 
藉音樂，使那些人對「神棍」教會不屑一顧。 
 
你可曾奇怪，過去數百年的聖詩竟如垃圾一般？ 
它們的發音都是不準確的。 
那可是神的教會，然而，這原來都是神所訂定的。 
 

 
 
大家於屠聾時便會知道，那當中的差別， 
有些人非常驚訝我們所創作的詩歌是如此悅耳，歌詞和發音都準確？ 
原因，這全都是神所作的。 
 
全世界的教會都有如此情況，那卻是神所作的明證，沒有別人能做到。 
所以，神是刻意以音樂成為限制，使那些垃圾、巴蘭教會不能擁有這東西， 
他們拿去販賣的詩歌，也是如此的劣質，這就是憑證。 
你們可以看清楚，這些賣錢的詩歌，唱來唱去也是垃圾質素的詩歌。 
如果你有耐力去聽這些新出版的詩歌碟，即使把它們燒掉了， 
也會認為浪費你的電油、火機與火柴，根本就是垃圾，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神做的，神故意用音樂去陶冶、塑造一群人， 
而到最後是神留住他們的，為什麼神會留住他們呢？ 
理由十分簡單，如果這些人是路得的時候，神使他喜歡聽歌就可以了。 
 
我就是說：「你的出生是誰控制？誰把這些東西放在這裡？誰把天份給你？ 
誰把觸覺、品味去給你？」全部都是神， 
這些路得其實全部都是最喜歡聽我們這一類詩歌的， 
然而，那些壞人就喜歡聽搖滾樂。 
 
所以，那些不是知音人就不要帶他們回來，是知音人才帶他回來， 



20161120   www.ziondaily.com 
 

 
 77 

因為，他們是在創世之先已經被命定了會上到我們教會的， 
神是鎖定了他們，在出生的時候就已經給了，他們喜歡聽我們的詩歌。 
 
所以，你現在就明白了，神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給予錫安新歌， 
為什麼會給「錫安劍」耳機，你就明白，為什麼日華牧師會經常說這件事， 
因為，在創世之先就已經定了他是會被你屠聾的， 
現在你們就會明白，雖然比較複雜，需要這麼多時間才能夠解釋。 
 
所以，你現在就明白了，反過來思考， 
不是說，我們「錫安劍」會吸引路得， 
其實，這些路得是神留住了、塑造他並把觸覺給他， 
給了他這麼長時間喜歡聽這一類音樂， 
當他一聽了我們的詩歌，他們自然就會陶醉，就會來我們教會。 
他們會覺得是神的呼召、神的聲音要跟他說話，要上到錫安教會，這些就是路得了。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為什麼我會預知呢？ 
如果我不說這個原則，而我說：「遲些吧！你看看『錫安劍』會帶很多路得回來， 
這些人喜歡聽我們的詩歌，回來之後會很愛主，會自我跟進的。」 
你會覺得十分神奇，但是，原因，我知道神的法則，就是這樣了。 
 
影片：「錫安劍」與路得的復興 
日華牧師分享不同的定理及預知，就是神做事的規律（Pattern）， 
當神開啟更複雜的定理時，亦帶來了更複雜的預知和規律。 
今年，神向日華牧師開啟另一個定理，就是神於大自然所存藏的音樂定理。 
 
過去，無數人從事音樂工作，包括：作曲、填詞、編曲、主唱、各種樂器的樂手等。 
但人類歷史卻從未有一個人像日華牧師般，於 18 年前，從神得到第一個動勢， 
得著源源不絕創作新歌的啓示，並且是全音域新歌的秘密和定理， 
因而讓錫安教會從不間斷地，每星期也有新歌。 
這秘密並非落在一位作曲家手中，而是落在一位牧師手裡， 
神選擇將大自然所存藏的音樂秘密給予日華牧師。 
 
到了今年春分，水瓶座應驗的時間， 
神更將第一個動勢第二部分的秘密交予日華牧師， 
是神於大自然存藏另一個更複雜的秘密， 
一個能夠播出全音域好聲音的「錫安劍」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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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錫安劍」的演變，確實如日華牧師的預測， 
藉著屠聾及「完美音色」講座，令很多知音人輕易接受福音， 
甚至不需要長時間跟進，生命內涵就已經於短時間內得著極大改變， 
這是 30 多年從未見過的復興現象。 
 
日華牧師分析，原來這就是我們等候多年，於末後日子出現的路得復興。 
神於創世的一刻，就已經設定，於末後日子，將會有一群路得於特定時間， 
因為特定原因而信主，他們的信主，是按著神的計劃。  
 
因為萬事萬物，包括每一個人類，也是神所創造， 
我們過去從主日信息得知，神掌控地球的程度，遠超我們想像， 
大至整個宇宙的星宿、國家大事的事件和地點， 
小至一條街道的街名，亦是神所掌管， 
只是神的掌管方式，並非普通人能夠察覺。 
 
因為神是 Alef Tav，創始與成終， 
既然神掌管到一個階段，由祂控制歷史進程， 
神對宇宙的掌控，自然亦是絲毫不差。 
《聖經》更提及，沒有神的准許，沒有一隻麻雀可以掉下來， 
甚至一個人的頭髮，自己尚未能夠數算，但神亦已經數算了。 
 
馬太福音 10 章 29-30 節：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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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被造的時候，神早已將不同特質放在人的生命裡， 
讓他們自自然然有某種取向。 
神就是以這種方法，於末後日子中， 
安排神所設計的路得獨特進入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 
而不是那些黑店教會。神就是於創世之先，已經預定了， 
祂所製造的路得，神早已預定他們的內心，有著喜歡音樂的特質。 
 
其實自古以來，不論東方或西方，越是富商及有權貴的人，就越喜歡聽音樂。 
西方的音樂發展，正是由宮廷音樂開始， 
就如文藝復興時代，著名的作曲家音樂之父巴赫， 
就曾任職魏瑪公爵的風琴手及樂團首席。 
 

 
 
交響樂之父和弦樂四重奏之父海頓，亦曾任匈牙利親王的樂長 30 年之久。 
貝多芬及莫扎特，亦是接受君主和親王的捐助，為他們創作樂曲。 
 

   
 
可見，自古以來，音樂仿似是皇室貴族及富商的共通語言， 
甚至現在，古典音樂及管弦樂團的現場演奏，仍然是中上階層的重要娛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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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東方，中國人亦知道音樂具有陶冶性情的功效，有研究更稱音樂可以提高智商。 
 
因此，我們從歷史可以看見，音樂是有著這種地位和功效， 
然而，我們又是否想到，其實音樂的地位與功效，也是神於創世之先定下的設定。 
 
因此，神只要將喜歡某種音樂的特質，甚至是喜歡「錫安劍」和錫安新歌的特質， 
放在將要成為路得復興的人內心，陶冶他們的心靈， 
當「錫安劍」被發明後，因為他們有著喜歡錫安新歌的特質， 
就自自然然會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這就是神於創造 Alef 的時候，於末後日子 Tav 所埋下的智慧。 
 
雖然，歷史上所有教會都會強調敬拜讚美親近神， 
甚至 1948 年，出現春雨秋雨的敬拜讚美復興， 
但隨著一眾領詩成為巴蘭後，大部分教會也不再有好詩歌。 
尤其香港教會的敬拜讚美，更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 
因為大部分教會是翻譯幾百年前的英文詩歌，再配上廣東話歌詞。 
可是，填詞的音韻與歌曲並不配合、字音亦不符， 
往往鬧出笑話，淪為外邦人的笑柄。 
 
當我們以音樂這個角度理解，我們就會明白到， 
既然他們的敬拜讚美，只淪為外邦人的笑柄， 
他們對信仰是何等不認真，人格又是如何低墮。 
但這正是神的計中計，讓一群於自由旨意下走上巴蘭道路的歌者， 
永遠無法從神得到全音域詩歌和全音域耳機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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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那些不願意切心研究神話語的教會，永遠停留在笑話般的敬拜讚美， 
一群路得，自然敬而遠之，不會進入這些黑店信主。 
 
目的，就是為到終有一天， 
有一間教會的牧師，成為世上唯一能夠得到第一個動勢所有秘密及原理的人。 
當這個秘密被打開，源源不絕的錫安新歌就產生， 
像是從水瓶倒出來的醇酒般，滋潤人心靈。 
 
神所塑造的路得，就會對這些能夠改變人心靈的詩歌趨之若鶩，成為知音人， 
必然亦會進到錫安成為一份子。 
 
日華牧師分析，往後當我們屠聾的時候，並不需要勉強人進入教會， 
因為有些人是喜歡屬世、屬肉體的音樂， 
但神於創世以先，亦已經讓另一群路得基督徒喜歡錫安新歌， 
他們就像被新酒灌滿，陶醉於錫安新歌，對此愛不釋手。 
 
這亦是日華牧師曾經分享過， 
某些人現時信主，是神於創世以先的預定，甚至特定被你屠聾。 
因為他們被造時，內心早已有這個特殊設定， 
不論他們是貴族或富豪，當他們被屠聾，或參與「完美音色」講座時， 
經歷一首錫安新歌後，他們就像聽到神的聲音般，與錫安一見如故，甚至相逢恨晚， 
這就是日華牧師於神的創造法則中，所預計的路得復興現象。 
 
神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神已經預定，所以，當你知道神的法則的時候，你就會預知了； 
所以，你有時候聽我說一、兩句說話的時候，卻需要一整個 VO 去解釋了， 
這是因為背後我知道很多神的法則，是超越你們想像的。 
 
這就是今時今日，我們將會看到的這些人，世上最聰明的人、最有錢的人， 
因為由貝多芬的時代，是貴族才會聽音樂的， 
你認為交響樂是一般的乞丐就可以聽到嗎？ 
是之後出了錄音帶和光碟，窮人才有機會聽到的。 
 
由貝多芬的時代，最有錢的人才會去維也納聽歌， 
皇室才會去歌劇院聽歌的，最有錢、最有文化、皇室的人才會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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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就明白，為什麼神會把錫安劍給予我們？ 
因為，這一把劍送出去，不用多久， 
你能夠想像，全世界的皇室最喜歡用什麼耳機去聽歌呢？ 
 
沒錯！屆時，全世界最頂尖的人，都會鐘情於「錫安劍」。 
謹記：並不是每一個皇室都喜歡，而是神在他出生的時候， 
已使這些喜歡聽歌，並將會變成路得的人喜歡、迷醉到一個階段，甚至會放棄一切， 
成為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來到我們當中。 
這是我們將會親眼看見的。 
 
但為什麼我會知道？而其詳細程度，不單是一個感動，而是全面性知道呢？ 
這就是你要學習的。你必須珍惜這些神在創世前所隱藏的預定。 
如果祂想讓你知道的話，便會告知你一些隱藏了的預定原則， 
這樣，你就可以預知這些隱藏的預定，並成為你的預知了。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宣告：「我會絕對全力去學習 Alef Tav 的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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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拍掌、歡呼去多謝神！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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