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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5月 6日分享 

問題一：過往，我們看見神透過很多近代的先知提及關於一些世界末後的預言；現在，當我們從萬 

物的定理、「天馬座行動信息」裡，看見有一個更偉大的預言：原來在創世之先，神已經命

定了。當我們將兩者理解的時候，其中的分別是怎樣的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47」：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47」，會為大家分享一個「曼德拉效應」個案。 

 

作為商業社會的香港，也是其中一個最常用英語的國際城市，所以，今天提到的這個英文字， 

對於很多白領階層、大學生、中小學生，都會較常用和常說的。 

 

這個英文翻譯為中文，可以有幾個意思： 

在經濟項目上是指投資組合，在人事管理上可以解作個人資料夾， 

在死物上指皮包，在職位上解作部長。 

 

現在考考大家英文和記性， 

於現今的現實中，這一個香港學校和辦公室常見的英文字， 

串法和讀法是左邊的 Profolio P-r-o-f-o-l-i-o， 

字首與解作專業 Professional的簡稱「Pro」一樣， 

還是右邊的 Portfolio P-o-r-t-f-o-l-i-o， 

字首與解為碼頭或用具接口的「Port」一樣呢？ 

 

 

 

究竟，你一直以來的記憶，投資組合或個人資料夾，是左邊的 Profolio，還是右邊的 Portfolio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了！一直以來，投資組合或個人資料夾的英文字串法和讀法， 

都是右邊的 Portfolio，奇怪嗎？ 

 

然而，世上很多人與你一樣，記得以往投資組合或個人資料夾的英文， 

是舊現實的 Profolio，而不是新現實的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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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讀出新現實的 Portfolio時，一聽已經知道，與過往所聽所講的讀音完全不同。 

以往的字首是 Pro，現今卻變為 Port，明顯有很大差別。 

大部分小學生讀書時需要收集的個人資料夾，至人們長大後買保險和股票， 

無論老師或經紀，都是讀和寫 Profolio，絕不會是奇怪的 Portfolio。 

 

當然，假如這個英文字，因為「曼德拉效應」由舊現實變為新現實，必定會有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投資組合或個人資料夾的英文字串法， 

是舊現實的 Profolio，而不是現今新現實的 Portfolio， 

只是現今的歷史和現實被人改動了。 

 

例如︰圖中所見的一段 YouTube影片，標題寫著舊現實的 Profolio， 

但影片一開始的畫面大標題，卻是新現實的 Portfolio， 

明顯出現文字標題與影片標題串法不相符的現象。 

 

 

 

又例如︰2017年 12月，一間地產公司上載了一段介紹自己公司的影片， 

而影片標題卻是舊現實的 Profolio，而不是新現實的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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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YouTube 一個影片頻道 Profolio.com， 

頻道超過 34000人訂閱，並且有多達 71條影片。 

假如這個英文字串法一直是新現實 Port字頭的 Portfolio， 

為何會用一個現今串錯的英文字作為頻道的名稱呢？這樣做豈不是很可笑嗎？ 

 

 

 

除非，連頻道主持都不知道，Pro字首的 Profolio在新現實已經不復存在， 

全部變為 Port字頭的 Portfolio。 

可是，非常有趣地，中國大陸一個字典網站， 

當你輸入舊現實 Pro字首的 Profolio，仍然可以找到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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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一間專門售賣文件夾的公司 Art Profolio， 

明顯地，公司名稱使用了舊現實 Pro字首的 Profolio。 

你能夠想像，這間專門售賣文件夾的公司創辦人必定記得文件夾的英文串法， 

但現今新現實已經變為 Port字頭的 Portfolio。 

 

 

 

當這間公司的老闆知道現實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令自己公司的名字，變成一直串錯的話，不知道這會是何等尷尬的一件事呢？ 

  

又例如︰這間售賣電腦程式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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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個軟件的名字，同樣是舊現實 Pro字首的 Profolio， 

但按照現今的新現實，這個字一直不存在，偶然出現都只因為人們串錯了。 

 

 

 

網上或現實生活中，你還可以找到無數殘餘現象，證明於很多人的記憶中， 

甚至現實中，仍然一直使用舊現實 Pro字首的 Profolio。 

 

非常明顯，投資組合或個人資料夾的英文， 

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由 Profolio改為 Portfolio。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現在我們擁有「錫安劍」這個工具，弟兄姊妹是否應該好好地運用，在個人靈修方面，藉 

著詩歌親近神、默想神的同在，默想神的話語，並期待神將百般的恩賜和能力，加在我們 

身上呢？ 

 

答：是的。 

「錫安劍」使我們在已有的恩賜及能力上更容易發揮和使能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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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本來不懂得恩賜運作的人，聽詩歌也不會讓他懂得恩賜運作。 

這些人需要師傅教導他，並且，知道恩賜運作的基本原理後，加上撒種才可以得著更好的果效。 

 

 

 

而對於懂得恩賜運作的人來說，「錫安劍」便可以令他們躍進， 

以及幫助他們於每一次事奉之前進入良好的狀態， 

因此，於各種事奉之前，也應該聽「錫安劍」，以提升狀態及調節內心， 

讓自己的機能增益，甚至能夠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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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帶著正確的心態去事奉，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的。 

所以，「錫安劍」是一個寶物，能使弟兄姊妹於不在意之下，以好的心態行真理， 

因此，躍進自然就會更快速。 

 

甚至乎，當外邦人試聽完「錫安劍」後，他們都會懷著好的心態與你交談， 

所以，「錫安劍」可以幫助我們親近神、敬拜神、與神相交，甚至行真理。 

而對於初信而言，他們未懂得調整心態去親近神， 

但「錫安劍」就可以於不經意下幫助這班初信去調節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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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日華牧師，究竟如何可以提升大家「降聾」和「馭聾」的能力呢？ 

答：當沒有「錫安劍」的時候，我們可以用上平凡的方法躍進。 

就是於重複去做一件事的時候，每次也想著會改善、改動少許，於形態上、意念上、 

改進上，每次都不斷改正、改變、突破。 

 

然而，「錫安劍」卻是出類拔萃。由「錫安劍」引發的屠聾見證，更是千變萬化。 

既然，我們會於屠聾行動當中，將「錫安劍」送給知音人， 

那麼，我們可以於事前以「錫安劍」聽詩歌， 

如此，我們就可以像恩賜運作般提醒自己，可以用甚麼方法屠聾。 

 

 

 

而當以「錫安劍」配上錫安新歌，就能夠讓我們得著靈感， 

因為控制我們得著靈感的，往往是理智的閘門。 

人的理智往往會攔阻聖靈對自己說的聲音或啟發的靈感， 

然而，當理智最放鬆的時候，很多意念就會排山倒海地湧進來。 

 

其中一個讓我們得著靈感的方式，就是詩歌， 

因為，當你聽歌的時候，理智就不會因著太抗衡及保護自己而作出干預， 

所以，於家中一邊聽詩歌，一邊接收，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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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這個時候，不要單單只接收恩賜運作信息， 

更可以接收一些新做法、新策略、新智慧， 

那麼，當你以「錫安劍」屠聾時，慢慢便會發，神的智慧會臨到你。 

 

事實上，「錫安劍」就是一件武器，去讓我們更易恩賜運作， 

因「錫安劍」可以打開我們「理智的閘」，讓聖靈的聲音以及靈感能夠進入。 

所以，當我們洗澡或是差不多睡醒時，就是最放鬆的時候，所以，靈感也是最多的， 

然而，「錫安劍」則能讓你於任何時間也能有著同樣的效能，可以得著源源不絕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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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即使是外邦人，當他們聽「錫安劍」的時候， 

他們也會感到放鬆，聖靈也能夠與他們溝通，就是當配備「錫安劍」的時候， 

我們可以輕易將人的屬魂與屬靈，都調至於一個優良的平衡狀態， 

令屬靈的聲音不單能夠進來，同時間，魂也記起了這些聲音和說話。 

原因，從第一首錫安新歌的創作之初，我們已經著重歌曲的靈、魂、體各部分，相應地作出處理。 

所以，當錫安新歌能夠發揮最大威力時，「靈」與「魂」都是置於一個最適合的情況。 

 

反過來說，非洲一些土著不斷打鼓， 

就是為著讓他們的「靈」與「魂」被毀滅，因而可以讓他們被邪靈附身。 

所以，恩賜運作就是讓聖靈的聲音進來，而同時間，你的魂也可以捕捉到聖靈的聲音， 

並且，用最清晰和最準確的字眼說出來。 

因此，一定要靈與魂都保持一個非常平衡的狀態，才能夠做到。 

 

而「錫安劍」，就能夠讓你的靈與魂保持平衡，所以，恩賜運作可以更輕易突破。 

亦因此，假如屠聾前用上「錫安劍」，你也可以接收到眾多屠聾的方法。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第一章：「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過往，我們看見神透過很多近代的先知提及關於一些世界末後的預言；現在，當我們從萬 

物的定理、「天馬座行動信息」裡，看見有一個更偉大的預言：原來在創世之先，神已經命

定了。當我們將兩者理解的時候，其中的分別是怎樣的呢？ 

 

答：Bob Jones和 Paul Cain這類級數的先知，是《聖經》有記載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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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的級數是《聖經》沒有記載的，為何沒有記載呢？ 

 

 

即使我開始分享這套信息之前，我也未曾想過世界上有這種級數的先知。 

若果《聖經》有記載，我一定會知道的。 

簡單來說，Paul Cain和 Bob Jones的先知級數，是純粹藉著神感動的方式， 

解讀神的預言，是不是？ 

 

 

 

當他們解讀預言的時候，預言絕大部分仍未曾發生，是不是？ 

因為若是發生了，預言便沒用，如果只能說出已發生的事，便不是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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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卻不是純粹憑感動，而是憑智慧。 

 

 

以前，世上從沒有人用智慧方式尋找預言，而我們卻能夠， 

而我們用智慧方式尋找預言，其中佔一半是未曾發生的，另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已經發生了。 

但因為那些預言是來自古文物、天上的星宿，或是以前 Freemason（共濟會）所建立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些絕對是預言，因為如今這些建築物裡面所預言的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這種先知是世上從未出現過的。 

 

 

 

而即使事情是發生了，但人們仍知道那是預言的，Paul Cain和 Bob Jones一生都未曾做過。 

事情發生了又怎可能會是預言？一般人都會認為要分享未發生的事情才可以算是預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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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我們竟找到一大批預言，是已經發生了，亦已經證明是真實的， 

亦正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如此才能認明這些預言是準確。 

 

但另一部分還未發生的預言，如 Planet X、將要在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或是教會將要變成新婦，以及教會應怎樣做？每一件事其實是未發生的， 

但我們將會見到這些事全都會在很短時間之內，以君臨天下之勢發生！ 

 

影片，Planet X近來的資訊 

Planet X的專家，Marshall Masters繼續於其網站發表有關 Planet X的最新數據， 

讓我們明白到，其實，Planet X是越來越接近。因為當 Planet X越接近， 

Planet X的引力會影響地球，因而導致地震加劇與及火球的數量增加。 

 

 

  

我們可以看看以下的圖表。有關地震方面，我們可以見到，全球地震總數， 

由 2012年大約每年 20,000宗，於 2013年跳升到差不多 90,000宗， 

到 2014年後，每一年，更超過 100,000宗，並且，數量是不斷上升。 

而到 2018年，頭兩個月，已經差不多 20,000宗，比過往的平均值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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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火球數量方面，每一年所報告的數字，亦是有增無減。 

從這些數據，可以分析到，Planet X是越來越接近。 

這就解釋到，為何我們所見的極端氣候，是越來越劇烈。 

 

 

 

日華牧師分析，於主日當中，我們不時都會看到很多災難篇精華短片 VO， 

當中充滿著眾多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自然災害， 

甚至，當中很多的新聞畫面，亦是非常的震撼， 

例如︰大雨導致水浸，使汽車像是積木一般飄浮、 

或是颶風使一個小島完全毀滅，或是出現極端反常天氣出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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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VO當中提及眾多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自然災害， 

可是，我們卻絕少於香港的電視新聞，報紙當中看到這些報道。 

  

對比以往，災難可能小很多倍，但卻已經報道幾天的災情。 

但現在，甚至乎，於外國新聞當中，這些報道亦不會佔著顯眼的版面， 

有時是人們刻意的去找，才會找到有關的新聞，並且，更多的情況，是新聞完全不報道， 

只是身處災區內的居民，將災情放上網站，其他人才得知。 

新聞媒體的態度，就是看這些自然災難，像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根本沒有任何新聞價值，不需要特別去報道。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當中可能涉及很多個國家一齊參與的計劃，去隱瞞 Planet X的到來， 

就是藉著控制傳媒，不去談論 Planet X所帶來的頻繁天災，讓人不察覺我們所身處的地球， 

正在經歷比以往更頻繁的地震、更多的火球，甚至是更極端的天氣， 

從而不會尋找這些反常天氣出現的原因，就是 Planet X逐漸逼近的事實。 

 

牧師預言的準確程度、披覆性，以及指定程度，全都超越了 Paul Cain和 Bob Jones的預言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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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是未發生和已發生的都是預言，都是用智慧並加上感動找出來的， 

而我們亦真是以智慧將這些預言解說出來，亦藉由感動讓這些預言一天也沒有偏差的應驗。 

 

 

 

影片：天馬座行動信息與近代先知預言的分別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指出，近代歷史或現今的基督教先知， 

例如：已故的William Branham和 Bob Jones，以及在世的 Paul Cain等， 

都是《聖經》提及的先知類型。因為他們能夠說出的預言級數，是《聖經》中非常常見的， 

例如：撒母耳、以利亞和以利沙，就是這類型先知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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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先知最普遍能夠行使的能力，就是說出預言，初階先知可以預言個人的將來， 

進階先知更可以預言國家以至國際的將來，甚至如同但以理和以賽亞等先知， 

可以在數千年前預言整個人類歷史，直至世界末日來到的進程。 

日華牧師指出，《聖經》有另一種傾聽神聲音的方式，比預言能力更高層次， 

就是使徒級的傾聽。 

 

 

 

早於二十多年前的家聚信息「能力根基之傾聽神的聲音（三）使徒傾聽系列」， 

日華牧師已經初步分享過，《聖經》有一種使徒級的傾聽，預言能力級數比先知更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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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使徒級的傾聽，能夠傾聽神聲音達到何等級數呢？ 

簡單來說，使徒級傾聽和先知級傾聽的最大分別， 

在於先知只接收到神給予的簡單信息，然後一字不漏地向別人分享出來， 

並且，他們能夠說出有關將來的預言， 

必定會照預言所講，一字不漏地按指定的日期、時間、人物、地點和事件應驗。 

 

而使徒級的傾聽，卻是更上一層樓， 

使徒從神接收的信息，並不是單純說出將來會發生的事件資料， 

而是接收到神對一間教會、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將來的全盤時代計劃， 

並且使徒擁有完全足夠的知識、智慧、策略並屬靈能力，可以按部就班地實踐這個計劃。 

所以，先知和使徒的分別，就在於先知只能說出有關未來的預言，預知將來會發生的事； 

而使徒不單知道將來會發生甚麼事，更知道如何藉著各種策略， 

完成神的時代計劃和實踐這個將來。你能夠想像，兩者之間的差距是何等大呢？ 

 

 

一個先知可以在多年前預言，世界將會出現一間新婦級教會， 

甚至可以預言這間教會發生的一切事件。 

例如：先知 Bob Jones、Paul Cain或 Rick Joyner， 

甚至遠至四十年前，他們已經說出有關新族類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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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華牧師卻於 33年前，開始建立出預言所指的新族類教會。 

兩者對比下，一種只是說出這個預言的先知，但另一種卻是實現所接收到的預言， 

被神用的程度、傾聽神聲音的深度，以及能力級數，何止大上百倍， 

甚至從神接收到的信息，是複雜萬倍以上。 

 

這就是先知預言和使徒級傾聽在級數上的分別， 

先知只能用說話說出一個自己無法參與的將來， 

例如：但以理一生至終都無法見證世界末日的到來。 

 

而主耶穌，不單可以說出預言，他更是實現預言的那一位，到達一日也不偏差的級數， 

並且主耶穌在世時，人類歷史每天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環繞他轉動， 

世界一切都是為他而發生，為要成為救贖計劃的開始 Alef 的部分。 

 

而現今的錫安教會，正在經歷另一種更上一層樓的預言，是《聖經》從未記載的級數， 

甚至，有人類歷史以來，從未有任何人或群體，曾經歷或達到這種級數的預言： 

就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存在、世界歷史所發生的每一件大事， 

甚或國家地界、地球大小，以至天上所有星宿的排列位置和名字，都是一個共同信息， 

為要指向、預言和印證一間新婦級教會的出現，就是錫安教會。 

 

在錫安教會出現之前，整個人類歷史裡， 

這種共同信息印證只出現過在一個人身上，就是主耶穌基督， 

因為主耶穌曾提到，原來整本舊約都是指著一位主角而寫成，這位主角就是主耶穌。 

 

路加福音 2章 4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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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所以，主耶穌就向門徒和世人示範，先知的預言加上使徒級數的傾聽神聲音， 

才可以讓我們明白神在歷史上的部署，解通神在歷史進程的一切秘密。 

不單可以預知將來，亦能夠用神的智慧和策略實踐這個將來，一日也不偏差地按照預言應驗。 

 

錫安教會於過去 33年，特別是三年前 2015年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開始， 

我們就經歷一連串緊接不斷的共同信息印證。 

 

原來整個世界都環繞錫安教會而轉動， 

更甚的是，整個世界歷史的存在、地球的存在和大小、國家的拉線距離， 

以至天上星宿的排列、宇宙常數和定律的設計， 

例如：光速的數值、Pi的數值和所有度量衡的設定， 

都是指向末後日子 Tav的錫安教會，為要證明我們就是主耶穌等候的永恆新婦。 

 

並且，因為日華牧師懂得並熟練這種最高層次的使徒級傾聽， 

可以藉著研讀《聖經》、傾聽神的聲音，以及神放置在世界的各種設定中，讀出神的時代計劃。 

例如：知道歷史、共同信息、伯利恆之星、天上星座對應地球位置的佈局， 

從而可以解通整卷《啟示錄》，不單知道《啟示錄》預言將來的景象， 

更知道誕生這個將來的每個細節和步驟。 

 

換言之，日華牧師藉著智慧、策略和傾聽神的聲音， 

不單字面上知道《啟示錄》的解法，更知道如何建構這個將來。 

而共同信息就證明，我們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行在神的計劃之中，連人類歷史也是為到我們而存在。 

並且，當我們解構共同信息的印證時，就正好是建構著這個將來。 

 

這是歷世歷代未曾發生過的，只有日華牧師藉著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 

才可以解明《聖經》的一切預言，並解明歷史上一切不解的千古之謎， 

因為所有謎題的存在，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塑造和印證新婦。 

 

但是，日華牧師如何由一位本來寂寂無聞的基督徒， 

走到今時今日，達到使徒級的傾聽、達到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領域呢？ 

這是因為日華牧師能夠從《聖經》的先知預言，及世界上的千古謎題中， 

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找出神統管世界走向的脈絡。 

 

例如： 

《舊約聖經》預言，以色列人有一日會被擄巴比倫七十年，但很多人卻不知道原因。 

而藉著細心查經，加上神的啟示，我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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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色列人曾經有 490年沒有遵守神吩咐的七十個安息年， 

所以神就要他們被擄七十年，補回這七十個安息年的年數。 

 

 

 

當日華牧師擁有使徒級的傾聽，我們不是只能知道接著幾年會發生甚麼事， 

而是更上一層樓，知道為何將來會發生預言所說的一切， 

因為神一直沿襲這種方法去統治和掌管世界。 

例如：《出埃及記》提到的十災，以往沒有人知道是來自 Planet X引發的災難， 

但當日華牧師認識到 Planet X的真確性，他就知道《啟示錄》所載的災難， 

會如同十災一樣，由於 Planet X再來而引發。 

如是者，當我們發現了一個建構將來的模式，就能夠藉著解讀這個模式，預知未來。 

例如：《舊約聖經》的七個節期、會幕、獻祭的禮儀和祭司袍， 

這些舊約的儀式，本身不是以預言方式記載，但當我們打開當中隱藏的奧秘， 

原來這一切禮儀，本身卻是有關將來的更準確的預言。 

 

可見，《聖經》記載的先知預言，必須擁有智慧才能解釋明白。 

而現今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信息」，卻是把一切預言、共同信息和隱藏的奧秘全部解通了。 

現在你不用去解釋，只要你肯去聽和消化就可以了。 

正因為日華牧師以智慧解明了一切千古之謎和《聖經》的奧秘， 

所以能夠解明別人絞盡腦汁都想不通的謎題。 

 

例如：三十年前的 1988年，一本名為《The Economist》的雜誌封面， 

已經印上一隻從眾多紙幣的灰燼中復活的鳳凰， 

標題更寫上「Get ready for a world currency」， 

而鳳凰身上掛著的錢幣，更清楚印上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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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三十年前的 1988年已經有人預知，到了 2018年，世上所有貨幣都會化為灰燼。 

並且已經預告，到了 2018年，全世界都要預備接受一個全球性的新貨幣，去取代世上所有的貨幣。 

那麼，2018年新興起的貨幣是甚麼呢？這一種掛在這隻鳳凰身上的貨幣，不是用紙幣來代表， 

而是用一個錢幣 Coin來代表，現今又有甚麼新興的貨幣，是用 Coin來命名的呢？ 

豈不是早在四年前，日華牧師已經開始與大家分享，以比特幣 Bitcoin為首的數碼貨幣嗎？ 

 

原來，當我們藉著使徒級的傾聽，理解《聖經》和世界發生的一切事情， 

我們就可以得到比先知更準確的預言，甚至可以建造出神預定的未來，並成就在我們身上。 

並且，當被提後，我們就可以成為神的新婦，與神同創整個宇宙和人類歷史。 

因為，唯有錫安教會能夠明白神的心意。 

 

這些全都是《聖經》沒有記載過的，只有《聖經》於寫成以後，才有更深層次的出現過。 

譬如 Bible Code「聖經密碼」就屬這類型。但這已超越和超脫了先知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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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地球上從未有過屬肉身的一批先知做到這些事情，  

因為 Bible Code、摩西五經，寫出來的時候皆不是經過摩西的智慧、智商去寫的。 

所以《摩西五經》存藏的 Bible Code，不是摩西刻意放進去或寫進去， 

或是在授權、授意下，讓他自己有意識地寫進去，他寫的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全部 Bible Code當中，沒錯，我們有這種的預言知道， 

但不是代表裡面有一個身為人類的先知，把預言放進去並且解釋出來。 

是沒有的。但 Bible Code是一種這麼深層的預言，真的是神藉著智慧隱藏的預言。 

 

影片：神與解謎者藉「聖經密碼」Bible Code和共同信息溝通 

自從 1997年「聖經密碼」Bible Code一書面世後，隨即引起世人關注， 

透過「等距離字母順序解碼」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簡稱 ELS， 

人們發現「聖經密碼」排列的方式，有如巨大縱橫的字謎， 

可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以等距間跳方式拼出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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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附近亦會出現相關訊息，拼合起來就能構成一件完整事件， 

包括：《聖經》時代以來，32位知名拉比的名字、出生及死亡日期， 

都以 ELS方式編在《創世記》，成為一個完整預言。 

過去 21年間，更多近代舉世震動的事件相繼被發現， 

預示自創世以來，不同人物的名字、出生、死亡日期和國際大事， 

其實早已記載在「聖經密碼」的矩陣字謎。 

  

「聖經密碼」的資訊，大部分與世界末日、《但以理書》及《啟示錄》的預言息息相關， 

甚至隱藏了 4794的數值，直接指向 Nibiru，即 Planet X和 4794錫安教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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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聖經密碼」的預言，與普世先知級數的預言有著一個明顯分別， 

「聖經密碼」的預言是更高深、更複雜、更被隱藏的難題。 

  

過往透過「天馬座行動」信息，我們見證全人類的歷史、建設、萬物定理和大自然裡， 

隱藏了 Pi、923、69、96、4794、玫瑰、珍珠、新婦等信息， 

這些都是萬物被造的時候，早已鋪設於歷史的數字和共同信息， 

成為神與解謎者溝通的必要謎題和密碼。 

  

神創世之先設立的歷史和際遇，令萬物之中， 

每件事情都吻合並構成神與解謎者溝通的共同信息。  

所以，如日華牧師過往的詳盡分享，縱使十王和 Freemason為神製造了歷史， 

進行大量城市規劃及建築，於歷史放下謎題，但是，他們仍不算是高深的先知， 

因為他們只是按著神的靈感和感動進行規劃，製造神既定的歷史。 

 

唯有那些能夠與神溝通，在神刻意編造的解謎課程裡面逐步成長、增長知識和智慧， 

滿足這個課程的畢業程度，才能夠得著與神同等的智慧，被神認可。 

只有能夠從歷史裡面發掘隱藏謎題，並有跡可尋地逐一找出答案、解通謎題的人，才是真正的王者。 

  

「聖經密碼」亦一樣，當摩西和舊約先知按著聖靈的默示， 

寫成舊約經卷的時候，根本不知道「聖經密碼」的存在。 

「聖經密碼」於字裡行間構成經文的字詞，並非因為他們預知「聖經密碼」的存在而刻意選用， 

而是他們完全按著神的感動寫出來，成為被神確立的舊約經卷。 

 

及後，當科技進步，人類在電腦的協助下，科學家和拉比終於發現「聖經密碼」的存在， 

透過「等距離字母順序解碼」ELS，找出《聖經》字句排列的意義，發掘出隱藏的預言。 

 

所以，最厲害的人，並非按著聖靈默示寫成《聖經》的先知， 

而是那些發現「聖經密碼」，並且能夠解釋、破解神信息的解謎者。 

 

這就如同神吩咐一個人，寫下這個人解不通的謎語， 

目的只是為了日後有人能夠解開神真正的用意，而並非為了那個寫下謎語的人。 

寫謎語的人只是一條管子、一個代理人，真正的主角卻是那些能夠解開謎語的人。 

  

故此，當透過「天馬座行動」信息，神讓我們明白，歷史和時間隱藏著一個新婦的謎題。 

同樣，我們從「聖經密碼」和舊約經卷裡，也發現一個神與新婦溝通的隱藏謎題， 

在神悉心製造的歷史和時間裡面，新婦是一群成功畢業的優異生，是取得卓越成績的智者。 

  

但設謎者並非寫《聖經》的人物，而是神自己， 

負責寫《聖經》的人物，只是順服聖靈的默示，寫下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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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於歷史上設謎的人，他們並非建造和鋪設街道、按著神的靈感製造共同信息的人， 

而是神自己與永恆的新婦所設。 

  

設謎者明顯早已在歷史中預設謎題， 

並非經過十王和 Freemason的同意和理解下，才進行如此龐大的歷史建設， 

他們亦沒有資格得知隱藏的共同信息和謎題。 

  

所以，同一道理，「聖經密碼」的設謎者是神，寫作《聖經》的先知和人物並不知情， 

他們寫下《聖經》的時候，並不知道「聖經密碼」的存在。  

除了默示《聖經》的神和作者之外，神還期望出現第三個角色，就是解謎者， 

換句話說，神和寫下《聖經》的作者，其實都是為了將來的一班人，而編寫了這本《聖經》。 

 

 

 

當我們明白，歷史或《聖經》的存在目的，只是單單為了讓神與解謎者溝通， 

那麼，寫作《聖經》的人必然不及解謎者厲害。 

 

換句話說，摩西寫成摩西五經的時候，絕不知道「聖經密碼」的存在， 

他甚至不知道《舊約聖經》將會有 39卷、《新約聖經》將會有 27卷， 

始終，摩西時代根本尚未出現舊約和新約。 

  

至於要解開奧秘，其實就是神與解謎者之間的關係， 

當神於時間的開始 Alef，透過《聖經》和歷史設下謎題的時候， 

神一直期望解謎者最終能夠擁有與神同等的智慧，所以才放下謎題。 

因此，我們就明白，為何負責寫下《聖經》的作者算不得甚麼呢？ 

《聖經》豈不是由他們親自寫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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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對比毫不知情下寫成《聖經》的作者， 

那些能夠與神溝通，在整個課程成功畢業和能解開謎題的人，就顯得更為重要。 

當然，摩西寫成摩西五經的時候是一位先知，但他絕非貫徹明白「聖經密碼」的先知， 

神並沒有授意摩西理解「聖經密碼」。 

  

始終，《聖經》的設謎者是神，神吩咐摩西所寫的每個字和字母，只是導致「聖經密碼」的存在， 

神最終目的就是期待與解謎者新婦對話，揭示人類歷史終極謎題的答案！ 

 

我們這一種，就是藉著神給予我們的智慧，去解開了人類歷史當中很多的謎題的新婦。 

正如 Bob Jones當時也真是憑信心說Wisdom of the Ages， 

這個雞蛋裡面有生命，Wisdom of the Ages，就是千古以來的智慧。 

 

 

 

影片：榮耀列車預言與新婦的解謎 

於主日信息當中，日華牧師分析，為何我們的級數， 

是要比著名國際先知 Paul Cain與及 Bob Jones還要高呢？ 

  

原因，他們的預言是預計將會出現的事情。 

但對於我們而言，神是將我們的事情、我們的預言，放於歷史當中， 

並且，以智慧的方式隱藏，讓普通人永遠也尋不著當中的答案。 

唯有神眼中的真命天子 ── 神的新婦，才有足夠的智慧去發掘出當中的寶藏。 

  

因此，Bob Jones雖然能夠於 2009年，從神的寶座當中領受到 2012榮耀列車的預言， 

可是，他自己卻是不知道當中的解釋，因以他的理解程度，只能夠知道題目， 

而不可能理解到當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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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Bob Jones講及了一個重要的部分， 

就是 2012、時間錦囊與歷代歷世智慧總和Wisdom of Ages的關係。 

他預言有一班人，會打開歷史的時間錦囊。 

 

 

  

但這個錦囊所儲藏的，就是神所埋下，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謎題， 

就是神於歷代歷世當中，以最高的智慧，去埋藏各式各樣的謎題， 

但這些謎題，卻是預定了於將來的某一年、某一日會被打開， 

所以，這些謎題，亦是時間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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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ob Jones的預言，就是為著預告，有人能夠解開這些最高智慧的謎題， 

並且，所用的方法，就是一套「2012信息」。 

 

 

  

所以，「2012」亦是這個時間錦囊的名字，因為藉著「2012信息」， 

我們才可以站立於一個正確的立場及視點，看到這個謎題的答案。 

並且，我們像是考古一般，打開這個埋藏了上萬年的時間錦囊。 

所以，假如沒有「2012信息」的話，我們沒有一個正確的立場，我們亦不能脫離普遍教會的視野， 

有一個更宏觀、更世界性的角度，去理解歷史上的所有古建築物及神所放下的謎題。 

那麼，這些謎題，仍然會保留在時間錦囊當中，永遠沒有人懂得打開。 

  

但是，為何於預言當中，神稱這個錦囊是Wisdom of Ages呢？ 

因為神將這些謎題，分佈於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歷史時間當中， 

然而，神並沒有於不同的年代當中，去呼召他當時代的先知和僕人去解開他們當時代的智慧。 

甚至，神完全沒有給予他們任何一位去打開這些高智慧的謎題。 

因此，這些高智慧的謎題，就可以不斷的累積， 

由於千百年以來，沒有人可以解明，因此就成為了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而當累積至今天，於最後的時間，神只是呼召地上的一間教會， 

一次過藉著「2012信息」，去打開這個神用全人類歷史鋪排，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時間錦囊， 

以此去明證誰是神的新婦。因為唯有神的新婦，才能夠被神塑造到一個階段， 

有著解開時間錦囊的智慧。並且，當她打開之後，更會發覺到， 

原來，這些神所埋藏，高智慧的謎題，全都是指向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存在。 

 

就是神藉著這些歷史謎題，去預言我們錫安教會的存在， 

並且，於 2009年開始，分享「2012信息」。 

在 2009年的時候，當時沒有人會想到至今 2016年的時候，就連外邦人也喜歡聽我們的講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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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種的智慧，是你在電視看不到，你看電影也看不到的， 

甚至你找一些專家，他們連邊也談不上。 

我們所分享的古文物，他們連一件也不認識，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和不正常。 

明顯地，對比 Bob Jones和 Paul Cain，我們是屬於一種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的先知。 

他們的預言是憑感動，純粹是靠神的靈降臨在他們身上，藉此去告知他們。 

 

影片：「錫安劍」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的專業態度（訪問 the 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講師吳志

雄） 

自 2016年，「錫安劍」誕生後，盡顯錫安教會處事的專業程度，往往都是相當卓越。  

 

 

 

眾所周知，「錫安劍」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並透過《錫安日報》專欄《論‧劍‧坊》， 

詳盡記載 2016年 5月 8日至 6月 26日，超過一個多月時間，  

過千位弟兄姊妹刻意拜訪全港各大耳機專門店， 

親身鑑聽世上多個品牌的旗艦級耳機與「錫安劍」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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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千雙耳朵以過千首不同風格的錫安新歌進行比試， 

一同共證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 

 

隨著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誕生後，秉承一向專業、絕不馬虎的精神， 

教會於 2016年 8月 1日至 13日，舉行「約戰前夕」耳機試聽會， 

進一步為弟兄姊妹提供更充足的比試元素： 

包括寧靜的鑑聽環境，以及更齊全的對比耳機。 

 

 

 

為讓弟兄姊妹能夠一站式比試坊間所有所謂靚聲耳機，教會動用了十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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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上購買了 11個最熱門品牌，共 12款頂級旗艦級入耳式耳機， 

全都是耳機發燒友夢寐以求的品牌和型號，這都是我們鑑聽比試之列，包括︰ 

價值$22,980的 Astell & Kern旗艦型號 Layla II； 

價值$23,380的 Shure旗艦型號 KSE1500； 

價值$13,999美國品牌 64 Audio頂級型號為 U12； 

價值$13,980的 EarSonics旗艦型號 S-EM9。 

教會更特意為到這款耳機， 

額外配備價值$5,499的 Onkyo頂級播放器和價值$4,980的 Chord Mojo頂級耳擴。 

實在，單單計算 Astell & Kern旗艦型號 Layla II耳機、播放器、耳擴三部裝置，已總值$33,459。 

這次試聽會更有加拿大分會、新加坡分會的會員遠道而來，共證「錫安劍」卓越音色。 

近二千人親耳明證「錫安劍」在高、中、低音域上， 

音色、音程、音樂感、樂器真實演繹、歌曲空間感和現場感， 

都遠遠比世上所有旗艦級耳機優勝。 

 

有關弟兄姊妹比試後的感想，也上載於《錫安日報》專欄「『約戰前夕』耳機試聽會」。 

 

 

 

試聽會結束後，這些所謂世上最著名和頂尖的旗艦級入耳式耳機，亦安排陳列於《鑄劍坊》， 

每逢星期一晚，都歡迎任何音響發燒友預約，進行比試論劍， 

更增設近年蘋果公司推出，聲稱最好聲的 Airpod藍牙耳機進行比試， 

好讓大家仔細體驗「錫安劍」的驚世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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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處事的專業程度， 

每項工作和立論都是一絲不苟，講求實事求是、精益求精。  

縱然「錫安劍」是世上最好聲耳機，但日華牧師仍然秉承《聖經》的訓誨， 

福音白白得來，也要白白捨去，故此，世上最好聲的「錫安劍」是完全免費贈送、不收分毫。 

  

 

 

除了免費贈送給錫安教會成員之外， 

亦會透過屠聾行動、the 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和海外郵遞方式， 

完全免費贈送給每一位認同「錫安劍」是最好聲的知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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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自日華牧師領受了自行鑄造「錫安劍」的智慧後， 

就設計了整個製作流程及系統，定名為《鑄劍坊》， 

讓弟兄姊妹於工餘時間，無私地參與製作及組裝「錫安劍」， 

此舉亦是我們全教會弟兄姊妹對知音人無私的付出。 

 

 

 

過往兩年間，累積至 2018年 3月，《鑄劍坊》已製作超過五萬部「錫安劍」耳機，  

向香港和海外各地的知音人免費送贈超過四萬套「錫安劍」禮盒。 

背後的成本，不論是鑄造「錫安劍」的時間、金錢和製作耳機的智慧， 

都是我們對於神賜予「錫安劍」的真誠回應，是我們對於知音人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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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當錫安教會研發了「錫安劍」， 

揭發了無良耳機企業，製造殘缺耳機來牟取暴利後， 

外界亦開始浮現好些失實報道，聲稱「錫安劍」不是最好聲的耳機， 

更有訛稱第二代「錫安劍」有線耳機售價是$199的失實消息， 

甚至言之鑿鑿，稱「錫安劍」於不同門市均有銷售。 

部分報道更聲稱自己邀請音樂人進行所謂「盲眼測試」，製造測試可信的假象。 

 

 

 

事實上，從上述報道，我們輕易就能看出這些媒體的馬虎和不專業， 

正好突顯出錫安教會處事上一絲不苟的專業態度！ 



20180506   www.ziondaily.com 
 

 
 36 

現在，讓我們從四個層面理解，為何錫安教會比起這些媒體主持人， 

更有權為「『錫安劍』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作出最忠實的立論， 

繼而有力地推翻他們無知和荒謬無稽的失實報道！ 

  

第一個層面︰過千人超過一個多月時間實測！ 

我們為「『錫安劍』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的立論，是經過千多人超過一個多月時間， 

到不同耳機專門店測試數百元級、千元級至二萬多元級的耳機的結論。 

 

 

  

至於剛才提到教會舉辦的「約戰前夕」耳機試聽會中， 

更包羅了 11個著名品牌，12部全新旗艦級耳機，加上寧靜的鑑聽環境， 

於兩星期內任由過千位弟兄姊妹進行無數比試。 

故此，可以肯定，坊間無任何一間耳機專賣店，能提供比「約戰前夕」更理想的比試條件。  

期間，為著這次「約戰前夕」耳機試聽會， 

教會還特意製作了一首長 1分 17秒，編號「60882 將歌聲傳達」的試音歌， 

在編曲上特意加入極多豐富樂器，製造對比鮮明的音程、空間感和澎湃感等。 

  

與此同時，亦要求每位參與「約戰前夕」的弟兄姊妹， 

必須先使用「錫安劍」耳機將這首試音歌聽十次以上， 

務求熟悉這首試音歌的特性，各樣樂器應有的聲音、澎湃感和空間感等。 

  

令弟兄姊妹比試其他品牌的耳機時，可以清楚分辨這些所謂旗艦級耳機， 

是否有足夠能力，充分演繹各種樂器的應有聲音？ 

抑或是非常殘缺，出現「所有聲音炒埋一碟」的噪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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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會更為到試聽會設計一份專業的評分表， 

方便弟兄姊妹即場記錄「錫安劍」與這些單一型號比試後的分別。 

 

 

 

每次即場對比，都先用「錫安劍」完整聽一次，再即時對比這些品牌的耳機， 

此舉免卻單憑印象對比的可能性，亦令每個評分都絕不馬虎、絕不憑印象，更不會胡亂評分。 

  

這就是錫安教會一貫的認真程度，每次實驗和改良都是徹徹底底， 

是普世傳媒連發夢也從未想像過的專業程度， 

絕非一些只求嘩眾取寵、一味抹黑進行失實報道的媒體主持人可以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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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層面︰兩年間四萬名知音人的見證！ 

「錫安劍」全是非賣品，絕非這些懶得查證的媒體主持人所說︰ 

售價$199，坊間有門市發售。胡亂訛稱「錫安劍」是用來賺錢。 

  

全教會都知道，「錫安劍」是完全免費送出，海外知音人可以透過《錫安日報》免費索取， 

錫安教會連同郵遞費用也分毫不取，免費送出。 

單從這點，就顯出這些主持人的言論，是何等不負責任、不可信。 

 

 

 

香港知音人有兩個渠道可以擁有「錫安劍」︰ 

一、透過出席免費入場的 the 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 

二、透過弟兄姊妹日常生活間的屠聾行動， 

與其他耳機比試後，能夠準確分辨「錫安劍」更好聲、成為知音人，就可以免費獲贈「錫安劍」。 

換句話說，過去兩年間，四萬名獲得「錫安劍」的知音人就是最有力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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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認同「錫安劍」音色非凡卓越的知音人， 

絕非目不識丁的等閒之輩，好些甚至有著不同的音樂界背景， 

對於音樂的貢獻，絕對比這些腦袋只如昆蟲般的媒體主持人更豐富。  

 

包括︰香港行內非常資深的音樂創作人、唱片監製； 

眾多天王級歌星的御用樂手、HiFi 音響店老闆， 

其工作範圍主要是研發頂級 HiFi音響組合，往海外國內市場銷售， 

他認為對比「錫安劍」，即使過百萬元的 HiFi音響組合也只是垃圾； 

以及，有自己結他擴音機品牌的專業音響人； 

香港音樂界 DJ，家中有齊錄音編曲器材的音樂創作人； 

一位對音質有專業要求、香港著名的結他維修師傅， 

曾到外國跟隨國際大師學習，亦創立了自己品牌的木結他擴音機。 

香港獨家代理木箱鼓品牌，曾為大企業教授課程及於歌星演唱會中表演的音樂人。 

甘願動輒花費數十萬元聽音響的愛好者，以及專門聽黑膠唱片的音響發燒友。 

 

《錫安日報》專欄《屠聾‧記》及《the 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中， 

上載了千多篇「錫安劍」知音人的見證，一致高度評價「錫安劍」的音色卓越非凡。 

 

 

 

至今，已有四萬名知音人共證︰「錫安劍」的音色絕對是驚為天人， 

是世上從未出現過的天籟之音，當今世上根本沒有任何耳機及音響可以匹敵。 

 

這些只有兩、三個人進行比試，就明指「錫安劍」質素差的報道， 

對比事事秉持專業程度去求證結果的錫安教會， 

就輕易顯出他們的抹黑報道非常不負責任，結論站不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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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記者和主持人，智商奇低。 

 

 

 

第三個層面︰錫安教會 20年來，已經創作、製作了過千首全音域歌曲！  

論到音樂，當這些無知得可憐的記者和主持人，單方面誣衊「錫安劍」音色差的時候。 

容我反問他們，究竟，他們一生中曾創作過多少首動聽的歌曲呢？ 

他們懂得彈奏樂器、作歌、編曲和混音嗎？嘗試過每星期於二千人面前演奏嗎？ 

他們試過承辦及處理一個二、三千人聚會的音響嗎？  

 

 

 

世上尚未有音響系統能夠全面播放全音域歌曲，世人尚未懂得製作全音域歌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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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20年，錫安教會已經一直堅持以全音域製作過千首錫安新歌，由作歌、編曲、錄音至混音等，

全都是錫安教會自行製作及完成，每星期源源不絕地，至少完成一首嶄新的錫安新歌。 

 

 

  

而且過千首全音域錫安新歌的錄音及混音製作，都是由錫安教會音響部 100%自行完成， 

二十年來，從未借助坊間錄音室、音響公司和錄音技術人員。 

這就是我們錫安教會對音樂和音響領域的造詣， 

當世人尚未懂得欣賞、音響器材亦尚未能夠充分演繹全音域歌曲時， 

錫安教會已經超越整個音響界，跑在音樂界的前頭，自行製作了過千首全音域歌曲。 

  

試問，當論到音樂的認識， 

他們又何德何能，有甚麼資格說「錫安劍」不夠好、說錫安新歌不夠好呢？ 

對比我們錫安教會在音樂領域上的理解和明白， 

他們的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實在太顯而易見， 

簡直是批評「錫安劍」的入門資格也未有，就已經扮作專家！ 

試想，他們在神面前的審判是何等大呢？ 

  

第四個層面︰對於專業音響領域上，錫安教會有非一般的實戰經驗！  

當這些無知得可笑的失實報道，惡意批評「錫安劍」， 

戲稱「錫安劍」的音色不外如是，不認同「錫安劍」是完勝世上旗艦級耳機。 

其實，這些節目主持人根本從未思想過， 

多年來，錫安教會的主日現場，是接觸及使用哪一種級數的音響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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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7年前，1991年，錫安教會已經慣常租用麥花臣室內運動場、 

修頓室內運動場及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作為過千人一同主日聚會的場地。 

 

 

 

由於我們的主日聚會不單是講道分享， 

還包括敬拜讚美、樂器眾多的 Band隊、男女和唱、燈光及影音系統， 

所以，我們每星期的主日聚會，從不假手於坊間音響公司， 

而是由教會音響部自行組裝、引線、調音、混音等，設置全套大型專業音響廣播系統， 

錫安教會音響部技術顧問吳志雄，更曾參與紅磡體育館大型聚會的音響設置及任職舞台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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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主日聚會的話， 

教會均會動用數十萬元、自家擁有的專業音響系統及樂器，並且不斷添置及更新。 

錫安教會亦曾於 2006及 2007年，於灣仔伊館舉辦了兩次大型的「說的聚會」， 

每次聚會人數共 3,500人。聚會採用近百萬元的大型專業音響系統， 

亦是由教會音響部同工自行調音及控制。 

 

 

 

試想，對比外界批評我們的人，他們會具有處理大型音響廣播系統的知識嗎？ 

更遑論每星期操作這些專業音響的經驗吧！  

只是，不負責任、無恥的人，總會急著出來扮專家、好批評、作無稽的垃圾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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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錫安劍」尚未誕生之前，日華牧師經已不斷帶領錫安教會音響部， 

他對不同領域的音響操作，擁有極之豐富的經驗。 

 

 

 

錫安教會不單每星期至少原創一首全音域的錫安新歌， 

包括︰作曲、編曲、填詞、錄音、混音、製作無損格式音樂檔案等， 

甚至，錫安每星期處理過千人的大型聚會專業音響系統。 

累積二十多年處理大型專業音響的經驗、二十年錄音室經驗， 

音響部及音樂部同工，見證著不同年代的器材演變，從類比（analog）到數碼（Digital）。 

  

基於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追求卓越的精神， 

採用的音響器材也自然而然地，隨著科技躍升而經常更換， 

因此，日華牧師與音響部同工們，曾操作過的器材不計其數，亦累積了常人無法體會的經驗。 

 

只是，多年來日華牧師花上龐大的金錢和研究， 

使用過不同的大型專業音響，與不同專業鑑聽器材後， 

均發現器材質素，總存有許多基本缺陷，明證音響界的發展非常殘缺。 

 

及至，日華牧師遇上鈦晶膜單元，就發現這個新科技終於突破了過去音響技術的許多不足； 

他更從神得著智慧，自行製作了「錫安劍」耳機， 

並且將製作耳機的技藝，教授過千位從未有製作耳機經驗的弟兄姊妹， 

制定了《鑄劍坊》大量生產「錫安劍」耳機，免費送給全世界的知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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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當我們專業地做一件事， 

這份無私的心意，卻被一些無賴扭曲事實，聲稱我們製作「錫安劍」是為了賺錢。 

說出這種話的人，實在是非常不負責任、不知羞恥。 

  

既然錫安教會對於音樂和音響的領域，擁有絕不平凡的智慧和經驗，  

對比這些惡意批評「錫安劍」的人，這些報章的記者、節目主持人和惡意抹黑的音樂人， 

就更顯出是一群於音樂和音響領域上未開竅的傻瓜，一無所知。 

 

以下，我們訪問錫安新歌及錫安教會音響部技術顧問、 

the 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講師吳志雄，分析坊間這些抹黑的報道！ 

  

Vessel訪問片段： 

目前而言，坊間媒體對「錫安劍」的評論真的不算多。 

雖然不多，不過要我花時間去看這幾個評論， 

老實說，其實都經已真心難受。因為是非常浪費時間， 

人生有這麼多美好又真實的事物，但自己要花時間看這些無聊而且虛假的評論！ 

所以，我打從心底覺得 —— 真的夠了！ 

  

談過我的主觀感受之後，我會再用邏輯的程序，與大家剖析一下我的看法。  

不過，未開始邏輯推進之先，有一點，我想提出：香港是有言論自由。 

其實他們說甚麼，我們也真的沒有辦法，只要不是誹謗、不是恐嚇勒索的話，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都只可以任由他們說。 

  

不過，一個人的言論，反映出那人的不同層面，這一點是千真萬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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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透過媒體稱「錫安劍」不好聲的人，反映出他們的甚麼呢？ 

這點，去到最後總結的時候，我會與大家剖析。 

現在，我先開始我的邏輯推進。 

  

一、鑑聽標準 

若果我們對比鑑聽器材，譬如對比耳機哪個較好聲， 

若果沒有一個共同標準的話，是沒法比較的。 

 

 

 

所以，我在「完美音色」講座就提到，一定要先為好聲下一個定義。 

 

 

若果沒有一個共同標準，那些主持人、所謂音樂人， 

真的喜歡說哪個耳機好聲都可以。 

天生有聽障的人，耳機較大聲可能變成最重要的考慮， 

若果聽覺經已受損的人，例如他完全無法聽到高音， 

啊！我也真的沒把握他一定聽得出「錫安劍」最好聲了。 

  

二、鑑聽素材 

他聽甚麼歌呢？無可否認，即使我，都不能保證用「錫安劍」聽任何東西，都覺得較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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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用來聽舊式收音機轉台那些沙沙聲， 

他說︰「我很喜歡聽沙沙聲，我聽沙沙聲，不覺得『錫安劍』優勝。」 

咦？那又真的說得通。除非他拿來聽測試音響的 Pink Noise或者White Noise， 

否則，用一些沒標準、沒審美成份的素材去鑑聽，就真的無法談了。 

 

 

  

好了！說到這裡，我們憑甚麼認定這些主持人、受訪的所謂音樂人， 

到底是真心或假意呢？可不可信呢？有兩個對比，可以說是露出破綻。 

  

第一個對比，就是《蘋果日報》那個所謂「盲測耳機」實驗， 

他用我們的其中一首試耳機歌曲「將歌聲傳達」去做測試， 

得出一個結論，覺得「錫安劍」與 iPhone附送的 EarPods差不多。 

 

好！當他將這兩款耳機的音色劃上近似符號的時候，整件事就不同講法了！ 

因為有對比，那就可以肯定，要不他有嚴重聽障，要不就是他說謊， 

這個經已不是談論個人對音色的喜好，而是對比之下，兩者音色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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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告訴大家，我們教會舉辦的「完美音色」講座，舉辦了超過 100場， 

經已累積了超過三千六百多位參加者，他們全部並非我們錫安教會的會員。 

亦即是說，他們都不用給我們「錫安劍」面子。而每次講座的最後環節， 

我們都邀請參加者用「錫安劍」去對比其他耳機，然後給予我們意見。 

 

 

 

而最主力又最容易找來作對比的，必定是 iPhone 附送的 EarPods。 

在我們收集到接近二千份記錄當中，認為 EarPods與「錫安劍」音色相近的參加者，是不超過 1%， 

接近二千份記錄裡面，是不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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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你就知道訪問當中的所謂音樂人，他說話的可信程度絕對是零，我可以肯定他在說謊。 

能夠推翻我這個定論的理由，只有一個，就是那個自稱音樂人的測試員，其實有嚴重聽障。  

唉！你有聽障就早說嘛！  

若果他說自己聽力正常，好吧！那我肯定他說謊，是睜著眼睛在說謊。 

 

 

  

另一個露出破綻的對比，就是那個 YouTube節目。 

他們的大前提是一個虛假的資訊，就是「錫安劍」的售價是 $199。 

沿著這個虛假資訊，他們再發展下去，其中一位嘉賓主持人表達， 

認為「錫安劍」的音色是︰「二百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吧？」 

  

好，這裡是另一個對比，當然，我也十分肯定市面上約二百元的耳機有很多選擇， 

但是，相信觀眾都明白他想表達的意思是： 

「約二百元能夠買到的耳機，有很多都能夠與『錫安劍』匹敵。」 

對不？這是他表達的意思。 

 

 

 

這裡就充分反映出，其實他這個言論，是多麼不負責任，二百元以內！ 

他是否知道香港二百元內可以買到多少款式呢？可以說是很多很多！ 

亦即是，倘若真的有人對比過二百元內的耳機， 

便會發現︰「不是吧？『錫安劍』比手上二百元的耳機好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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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一個嘉賓主持人，他的言論仍然有轉圜餘地， 

他仍然可以說︰「只是你聽不到好聲的二百元耳機而已。」 

 

大家可以想想︰在一個所謂的評論當中，說一些有這麼多逃避空間的言論， 

是多麼不負責任。 

我也可以說︰「你這樣的評論，有很多小學生都比你厲害！」 

啊！其實我也沒有說錯！你認識全香港所有小學生嗎？ 

不就是了嗎？就是一些不願意為自己言論負責的人，才會說出這一種話。 

 

對比我們錫安教會，說自己的「錫安劍」好聲， 

我們是敢以指定型號、在共同標準下對比， 

我們所說的話，全部都是願意為自己承擔責任的言論。 

  

好，到了尾聲，我想重提一開始我已提到， 

到底透過媒體指「錫安劍」不好聲的人，反映了他們的甚麼呢？ 

我的結論是，他們要不就是自大的井底之蛙，就是唯利是圖的小人。 

 

 

  

前者，他們是真心聽不出「錫安劍」優勝之處，但聽不出來，少說一句已經可以， 

我可以保證，聽不出來的人，實在本領有限。 

你只要看看，「錫安劍」是一個集大成、由二千人教會精心研發的耳機， 

包羅大量音樂人、音響人、工程技術人員，他們執行相關工作超過二十年， 

以大量人力物力、經驗，令整件事力臻完美地完成。 

 

但聽不出來的人，他們並非私底下覺得「錫安劍」不好聲， 

私底下的話，是個人喜好，無法強迫。不喜歡那就不要用！ 

但是，這些自大的井底之蛙，竟然在媒體上以一敵千。不要誤會，這並非勇氣！ 

若果他是做足功課，有充分理據，然後抗禦洪流，這些就叫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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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所見的，只是無知和自以為是，聽一首歌的時間可能都沒有， 

做了丁點事情，經已真心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正確， 

覺得自己有資格，足以透過媒體向廣大市民發表這個結論的話， 

很明顯，這些行為，只有不自量力的井底之蛙才會去做。 

  

好！若果他並非井底之蛙，亦即是說，其實他聽得出「錫安劍」是更優勝， 

不過，仍決定透過媒體公開指稱「錫安劍」不好聲。 

那麼，真是對不起了！今日拆穿了你們，其實你們只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小人， 

基於某些利益輸送，於是透過媒體散佈虛假消息。 

 

 

  

說到最後，我想補充一點， 

到今日為止，我們免費送出了超過四萬套禮盒裝的「錫安劍」， 

出錢出力，祝福全世界的人，是全世界。 

而這些人，袖手旁觀，說一些虛假資訊，又說「錫安劍」賣 $199， 

又說「錫安劍」不好聲，有些則很鄙視地拿著「錫安劍」，說︰ 

「這東西對我而言可能值一百元內。」 

  

好，我現在不討論好聲與否， 

我只是說，我們送出了四萬套禮盒裝，我假設每套真的只值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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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計算郵費，未計算弟兄姊妹付出的大量義務人力，我們也送出了四百萬元呀！ 

 

 

  

這些人又做過些甚麼呢？！做過些甚麼？不就是正在抹黑一件偉大的事嗎？ 

所以，我最後的總結是，這些媒體的言論，只能夠用可恥去形容。 

我重複一次，是可恥。這就是我的結論。 

  

錫安教會的《鑄劍坊》是絕對歡迎外界預約， 

並且提供大量其他品牌的頂級型號耳機，讓你們認真比試「錫安劍」， 

有興趣的，歡迎你們上 Facebook「錫安劍」的 fan page留言預約， 

不要再說「錫安劍」很神秘、無法試聽，我們的大門是打開，歡迎各界人士「論劍」！ 

 

 

======== 

他們的預言是憑感動，純粹是神的靈降臨在他們身上跟他們說的， 

 



20180506   www.ziondaily.com 
 

 
 53 

 

 

但我們卻是藉智慧去找出這些預言，且加上感動，導致一日也沒有偏差！ 

 

 

 

我們一篇關於共同信息的分享，其複雜程度，不單是他們望塵莫及， 

更超越他們一生所能理解的總和！當中的數據如 1728，若需他們去計算的話， 

估計立時便「當機」呢！因其中涉及乘法、立體、與 4794的連繫， 

他們連收聽也招架不來，更遑論是要去分享了。 

 

所以，我們這類型的先知，是歷史上是從未存在過的， 

神是按部就班，逐步帶領我們教會走到今天的地步。 

 

於「雙氧水事件」前，我禱告求神使我成為一位國際先知， 

可是於「雙氧水事件」後，卻變成現在這種模式，  

這一種模式歷史上是沒有的，相信將來亦不會有。 

這一種模式的先知、預言，單純以「所羅門級數」的智慧去解謎， 

而設謎者是神，設謎的地方更是意想不到的， 

設謎的深遠、高深程度簡直是能人所不能。 

當中提及的新婦的偉大級數，是完全超乎想像， 

更將神最重要的名字 Alef & Tav放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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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設謎者的地點顯示的掌控程度 

日華牧師分享到，現今發生在錫安教會的各式各樣共同信息印證， 

每一種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部分共同信息，更遠超任何人類的能力和智商範圍， 

甚至全人類的力量和智商加起來，都不可能做到任何一個共同信息。 

 

例如︰日華牧師最早期發現的共同信息， 

就是拉線 4794英里，和雙氧水事件與榮耀列車預言的日數 4794日的共同信息。 

 

 

 

單單這一個拉線 4794的共同信息印證， 

已經是集合全人類力量、科技和工具，都不可能製造的印證和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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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自日華牧師於 2015年 3月 15日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至今錫安教會和「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共同信息印證，已經是每星期都必定會出現數個的程度， 

甚至，這種共同信息印證，亦出現在教會各種日常聚會和活動， 

以及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的日常生活中。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每種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印證，都顯出背後設定共同信息的設謎者， 

對於我們稱為的現實，究竟掌管至甚麼程度。 

 

例如︰當有一日，你與家人並弟兄姊妹一同上茶樓飲茶時， 

派發的輪候號碼是一個共同信息數字，如︰239、133、266、410，甚至是更不可能的 4794數字。 

當然，這已經是非常超自然，並且極可能是神放在其中，為要成為我們的一個鼓勵。 

 

但是，以輪候號碼成為共同信息，是人類的能力範圍， 

最基本是茶樓的管理層或工作人員，可以刻意製造這種最低程度的共同信息， 

例如︰他們預知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來這裡飲茶， 

於是刻意編排包含共同信息數字的輪候號碼，就有機會製造這種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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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印證極可能是神在幕後編排，而不是人為安排，亦不會有人刻意這樣做， 

但這卻代表了設謎者最基本是掌管這間茶樓使用的數字。 

可是，如果共同信息要出現街道名字，例如︰日華牧師在雙氧水事件前所住的紅磡福年新樓， 

環繞大廈的三條街道，無論街名和建造年份 1957年，都包括共同信息，這又代表甚麼意思呢？ 

 

 

 

這就代表背後製造共同信息的人物，知道日華牧師一生中，會在指定時間入住這一座福年新樓， 

有能力掌控這座大廈的建造日期和地點，並且政府規劃並建造這三條街道的年份， 

更有權以三個與日華牧師並錫安教會息息相關，擁有共同信息的火車頭名字去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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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這個共同信息的設謎者，是有能力掌控一個城市的規劃和建造， 

亦即可以完全掌控一個地方的政府。 

能夠做到這種程度的共同信息，就只有已經控制全世界的十王和 Freemason。 

 

並且設謎者基本是擁有超乎所有人類的預知能力，早在 1957年前已預知日華牧師的出生， 

並後來長大至今數十年的人生經歷和事奉神 33年的歷程， 

這絕對已經是神蹟級數，不可能單單人力或任何勢力可以做到。 

 

又例如︰電影或電視劇出現的共同信息，就證明有人掌控世上所有傳媒、荷里活和電影公司， 

以及所有編劇和導演，才可以達到這種程度的掌控級數。 

 

 

 

又以拉線為例，世上任何有關拉線的共同信息， 

例如︰英國倫敦石、美國自由神像、巴比倫和拔摩島， 

甚至眾多與錫安教會有關的 4794英里拉線。 

背後能夠製造拉線共同信息的幕後掌管者， 

首先是預知人類歷史中，每一個國家發生最重要事件的年份， 

當然亦知道及控制錫安教會多年來所使用的場地位置， 

同時，亦是創造地球的那一位創造主，早在地球被創造時， 

已經設定地球的大小，配合人類使用英里和海里的度量衡設定， 

才可以製造任何一個拉線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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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經是創造地球、掌管及預知人類歷史的程度，所以，拉線必定是神或神級人物才可以做到。 

因為要製造拉線，必定要在所羅門建立聖殿時， 

已經有人預知全世界人類歷史由開始至終結的數千年時間裡， 

所有國家大事發生的地點和時間，並且可以掌管所有將來的歷史大事，才可以做到拉線的共同信息。 

 

又例如︰以天上黃道十二宮和 88宮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我們就知道設謎者是一切星宿的創造者和排列者， 

並且掌控了人類設定的星宿名字和神話，才可以藉星宿製造共同信息。 

 

又例如︰以宇宙萬物定理常數， 

如︰圓周率 Pi、黄金分割 Phi、數學常數 e，甚至光速， 

成為印證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就讓我們知道， 

設謎者是宇宙創造者和一切萬物定理的設定者， 

並且掌控人類歷史上所有數學程式、常數和度量衡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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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必定是創造宇宙萬物的神，且是 Alef Tav創始成終， 

早已預知並預定整個時間流 164億年的一切事物，才可以做到。 

然而，世上一切共同信息，竟然全部指向錫安教會，並且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印證錫安教會的存在和過去 33年的一切蹤跡、行動和分享的信息， 

證明世上一切，都是為到神所鑄造的永恆新婦錫安教會而創造和存在。 

 

 

 

所以，Paul Cain及 Bob Jones還遠遠不及能夠誕生出一個神的新名字， 

他們還沒有誕生過一個神的新名字。但是，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個神的新名字是真的， 

這名字是新，亦是最開始的，亦是最末後的，亦是最新的，歷史上，是未有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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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只是想想神最偉大的名字，是由我們解釋出來，就已經是前無古人了。 

就算有其他人解釋另一個神的名字，但另一個神的名字，並不會是神最偉大的名字。 

所以，我們現在所解開的，是唯一一個神最偉大的名字， 

這名字是放在全本《聖經》的第一節， 

亦放在全本《聖經》最後一節，已經是最厲害的了。 

 

 

 

你再去選擇任何一個神的名字成為你的啟示， 

最多只能排第二、第三，甚至都不能排第二，而是更後的排名。 

因為 Alef & Tav是包括所有東西，但是神就讓我們去解釋，並且是一個完滿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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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著這種啟示，在《聖經》中，我們曾經分享過，一定會帶來非常龐大的能力和祝福。 

 

 

 

只要想一想，摩西是帶著自有永有的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而，我們帶著 Alef & Tav，將會是怎樣呢？將會有一個怎樣的世代，是由我們的手誕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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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便明白，我研究的時候，看見神的偉大，那種心裡出現的激動。 

一方面說 Planet X、十災、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何開始會幕、起營和拆營， 

誠然，摩西是帶著自有永有的名，一切是由這裡開始。 

他不是在荊棘中的火焰看見神，得了這名後回去埃及，而是，他問神這個名字， 

但我們現今得到 Alef & Tav這個名字，可想而知，這是何等瘋狂！ 

 

摩西得了這名後，便出現十災，那麼我們現在是完成（Complete）這個名字。 

試想一想，往後有什麼事會發生？ 

在完成（Complete）時，神甚至用 Pi告訴我們， 

如何完成（Complete）對四馬啟示的認識。 

每一件事的吻合（Match）和印證的程度，遠遠超越摩西當時所有的印證。 

 

 

 

這種形式是未曾出現，是破天荒，是最後的，也代表神 923， 

祂在歷代歷世以來，人們信仰到達巔峰程度的一個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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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與先知 Paul Cain和 Bob Jones不同， 

他們可以是一個引子，也是《聖經》裡面見過的人物。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在《聖經》裡未曾見過， 

但是，將要來到的災難，對比十災，當然會更厲害。 

因為我們將會帶著 Alef & Tav的概念，帶領全世界的人被提。 

 

 

 

影片：Pi的共同信息與 Tav歷史的完結  

於兩年前，2016年 3月 14日 Pi Day當日，神以連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超然帶領日華牧師錄製「萬物定理 Pi」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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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有關大自然的語言、數學、宇宙常數、Pi及 Phi等，都隱藏了神的謎題和信息。 

隨著這套於百年一遇的 Pi Day（3.1416）當日錄製的主日信息，及後這兩年間， 

神不斷以圓周率 Pi成為與我們錫安教會溝通的共同信息。 

 

 

  

事實上，圓周率 Pi的數學符號，與代表末後新婦 Tav的外形，正好是鏡面倒置， 

明證 Pi的共同信息，既是 神印證新婦錫安教會的誕生，也代表人類歷史的結束 Tav。 

 

 

 

當我們理解到神於歷史和創世時鋪設的萬物定理， 

透過圓周率 Pi的共同信息，讓我們得著眾多線索，解開永恆新婦身份 I.D.的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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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榮耀盼望」信息裡面經已詳盡分享到，在地球這個球體上，分成 360度， 

從地心量出角度 33.33度，表面弧度的距離就是 2012海里，隱藏「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 

 

 

 

同樣，從地心量出 69度，得出的數值就是 4794英里，一個代表錫安教會的傳奇數字。 

 

 

 

將 4794化為日數，就是自 1996年 7月 21日錫安教會雙氧水事件， 

至 2009年 9月 5日國際先知 Bob Jones接收「神榮耀列車」預言，兩者相隔的日數 4794日， 

神榮耀列車預言正是印證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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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69亦隱藏了 96、69鏡面倒置的共同信息， 

並且，於 1969年，日華牧師八歲時，已經不斷提醒自己要記得 96，即 1996年， 

到了 1996年，正是發生轟動全港的雙氧水事件。 

 

 

  

然而，由日華牧師開始分享這套「雙氧水與醫藥陰謀」教導， 

直至發生 4794「雙氧水事件」的日子，正好相隔 69天，顯然一切都在神的絕對掌控之中。 

 

 

 

事實上，當一個圓形，由 Alef開始走完 360度之後，就完整地走完整個圓形， 

而神創設天上黃道十二宮，也是以一個圓形為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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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lef的金牛座開始，至到最後的白羊座成為 Tav， 

構成一個圓形，隱藏了圓周率 Pi的信息。  

所以，天上黃道十二宮也是一個隱藏 Alef Tav和 Pi的共同信息。 

 

 

  

無疑，隨著兩年前，百年一遇的 2016年 3月 14日 Pi Day（3.1416）當日， 

連一日也不偏差之下錄製的「萬物定理 Pi」信息，正是向我們顯示， 

我們經已進入歷史的結束 Tav，為全人類解開以 Pi隱藏的最重要謎題！ 

 

如先知 Bob Jones神榮耀列車的預言內容， 

我們錫安教會正是承繼了全人類知識和智慧的總和， 

將神創世以來的所有謎題，逐一向世人揭示，提供終極答案。 

 

當我們回顧整個人類歷史，摩西寫成了摩西五經，制定會幕和七個節期， 

開始了會幕及聖殿的歷程。但摩西絕不會知道 Alef Tav的意思， 

及至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後，成全了節期的 Alef， 

完成了救贖計劃最重要的部分，展開了二千年的新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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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卻隱藏了整個歷史結束 Tav的主角，就是基督的新婦，於現時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 

我們錫安教會就是按著 Alef Tav、圓周率 Pi的共同信息，完結及滿足最後的節期，建立聖殿， 

透過神賜予 Rhema的時代信息 —— 「2012榮耀盼望」信息，成全了 923信仰巔峰的新婦榜樣。 

 

 

  

神透過「萬物定理 Pi」信息，記載了大量與新婦錫安教會溝通的信息， 

明顯在創世之先，自然常數 Pi被創造的日子，就是為著紀念我們錫安教會完結歷史 Tav的事蹟。 

時至今日，神不斷透過萬物定理、天上眾星、自然常數、數學和 Pi， 

記載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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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周率 Pi與圓形的地球弧度、拉線、距離及時間，同樣息息相關， 

從聖殿拉線的教導裡面，發現聖殿就是人類歷史的中心， 

從聖殿根基石可以拉出各個國家的距離，這個距離也正是這些國家於神眼中最重要的年份。 

 

 

  

但我們必須知道，所有地點與聖殿根基石拉線的距離，絕非穿過地心而得出的直線， 

反而是球體上拉線得出的弧度，一個可以用圓周率 Pi計算出來的數值。 

 

 

 

由此可見，歷史上所有事情都離不開 Pi的定理， 

換句話說，神掌控的所有事情，都總是離不開 Pi這個奇妙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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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神正要結束歷史上所有事情， 

所以，正以 Pi和 Tav引導我們明白「2012信息」，說明所有事情經已走到終結。 

而且，神刻意讓我們理解 Pi的鏡面倒置就是 Tav， 

歷史的終局 Tav與 Pi的共同信息是密不可分、息息相關。 

 

 

 

既然所有拉線的起點是由聖殿的根基石計起， 

按著 Pi的定理，讓歷史和國家的疆界環繞聖殿而轉動， 

神明證在建造聖殿根基石之先，時間與歷史已經是按著聖殿而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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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到了世界末後的結束，屬靈的聖殿 —— 新婦將要建成， 

時間與歷史也是按著 Pi的定理，環繞屬靈聖殿新婦錫安教會而轉動！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們值得一提時間錦囊（Time Capsule），它有著時間性，也有著地方性。 

 

 

 

地方性是指它存在於地球上，除了大自然的設計， 

還包括人類歷史上的建築、大事、經濟、政治或戰爭不同的範疇中， 

亦存在於大自然常數和天上黃道十二宮中。 

 

這樣，我們看見，四周都放置著神的簽名（signature）， 

四周都有神放下的謎題，等待人類歷史中，一間神最自豪的教會去解釋出來， 

這就是歷代歷世的智慧（Wisdom of th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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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點，就是在信息結束時提到的黑門山和數字 923， 

它的位置和數字是大自然的創造，人們根本無法去爭辯， 

這座山的高度就是 9230英呎，這並非人為，神將信仰巔峰的意思放置在其中。 

 

 

 

此外，時間錦囊（Time Capsule）藉著黑門山，要向大家述說一個很讓人震撼的謎題。 

為何 923黑門山是描述信仰巔峰呢？ 

每次，《聖經》經常提到一個代號 ── 信仰巔峰的代號都是以山去描述的。 

在每個時代中，神會給予祂恩膏的僕人， 

一個可說是強人所難的使命和工作，去執行是十分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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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其中一位先知不單要吃人的糞便，還要他左側卧、右側卧。 

試問這是否強人所難呢？絕對是強人所難。 

 

 

 

此外，神要何西亞娶一位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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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所面對的雖然較輕鬆，但他卻肩負重大責任 ── 要帶領 600萬人出埃及。 

 

 

 

至於主耶穌基督，祂需要被釘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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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所謂強人所難的定命和使命當中， 

通常也牽涉到一座山，代表這是他們信仰已達巔峰的代表作。 

 

 

 

例如︰摩西在最有名的西乃山頒佈十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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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以利亞在迦密山上殺巴力先知。 

 

 

 

而主耶穌基督，最著名的必定是登山寶訓，而且祂一生涉及最多的山， 

有登山寶訓的山、橄欖山、變像山、各各他山、聖殿山， 

很多地方都留下主耶穌基督信仰巔峰各樣不同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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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主日解釋《約翰福音》的時候，也因應主耶穌在不同地方， 

曾分析祂是一個活劇接連另一個活劇講出祂的故事。 

所以，每一個信仰巔峰也有一座專屬的山， 

代表了那個使命、定命、強人所難的使命所專屬的信仰巔峰，對不？ 

 

 

 

但唯獨黑門山，是唯一一座山還未應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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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們說的所有山，都在某一個人的信仰上應驗了，對不？ 

但唯獨黑門山是一個專屬，讓聖殿去說出將來大祭司，  

《詩篇‧133》是大祭司級數信仰的一個信仰巔峰。 

 

 

 

所以，黑門山是眾山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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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屬靈偉人與眾山 

於歷史當中，神會呼召，並且塑造祂的僕人，去完成神的計劃， 

然而，神不是讓祂的僕人，一出生，就享盡榮華富貴，接著生兒養女，平平凡凡就死了。 

  

相反，神讓他的僕人面對眾多的困難， 

甚至乎，是神刻意去設計一些難題給他們，像是強人所難一般， 

就是刻意去挑戰他們的信心、挑戰他們的順服， 

就是讓他們去做一些普通人、正常人一定不會做，以及一定會避開的事情。 

  

神的目的就是讓人明白到，人生只是短暫的旅程，其真正的價值和目的，反而是寄望永恆， 

於短暫的人生當中，完成神永恆的計劃和使命。雖然，當中的過程是困難的， 

但於神看來，祂的僕人卻像是攀上屬靈巔峰一般，成為別人所仰望、所敬佩的一群。 

 

例如︰神要先知以西結吃以糞便所烤的餅，成為以色列人的活劇。 

或是要先知何西亞去娶淫婦，成為另一個以色列人的活劇。  

 

假如，如果我們覺得神對祂的先知，是強人所難的時候， 

那麼，主耶穌為我們釘上十字架之上而死，就是神讓自己獨生子的性命也擺上， 

這豈不更是強人所難？ 

 

日華牧師分析，是神去創造地球，創造人類的一切，那麼，神當然知道甚麼是強人所難。 

然而，神卻是刻意這樣去做，目的就是為著孕育祂眼中可以配得神恩膏的屬靈偉人。 

所以，神刻意用上不同的山，去對比這些於歷史上，能夠攀上屬靈巔峰的偉人， 

因此，神往往將這些艱難的使命與山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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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神吩咐亞伯拉罕到摩利亞山，將獨生子以撒獻為燔祭。 

 

 

 

又例如︰神吩咐摩西，於他一把年紀的時候，要他面對埃及整個國家， 

就是要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並且於西乃山上頒佈十誡，也就是人類歷史第一部律法。 

 

 

  

又例如︰以利亞是於迦密山上，戰勝 450個巴力先知，並且有火從天降，燒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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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羅門王的聖殿，亦是興建於摩利亞山。 

 

 

 

再者，《聖經》更是用上不同的山峰，去對比主耶穌， 

例如︰主耶穌登山變像的地方，就是黑門山。 

而主耶穌被釘死的地方，就是位於各各他山上。 

主耶穌升天的地方，就是橄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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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一向是刻意用上不同的山峰，去對比祂專屬的屬靈領袖，以及所完成的使命。 

然而，當中只有黑門山，就是以色列稱為眾山之首的地方，是未有應驗於某一個人的信仰當中。 

 

我們知道，黑門山是全以色列當中，最高的山，就是主日常常提及的 9230呎。 

正因為高度超過 9,000呎，因此，就算是於中東地方，亦終年積雪， 

因此，黑門山是以色列唯一設有滑雪度假區的地方。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為何對黑門山的預言還未有應驗？ 

因為黑門山是一個專屬給予大祭司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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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約當中，真正的聖殿，還未有完成，因此，對黑門山的預言還未有應驗。 

  

而《詩篇‧133篇》就提到，黑門山與聖殿及大祭司的關係。  

 

詩篇 133章 1至 3節：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

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 

  

正因為黑門山是對比亞倫這位聖殿的大祭司， 

因此，他的信仰程度就如黑門山的高度，是達眾山之首的級數。 

  

然而，我們豈不是看見，神是以黑門山去對比我們，就是錫安教會呢？ 

然而，《詩篇‧133篇》所提及的貴重的油，又幾時臨到錫安的呢？ 

 

 

 

原來，亦是由 4794的開始，也就是 1996年。 

因為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信息的第一篇，正好就是 1996年 5月 12日， 

亦即是一年的第 133日，自那天起，黑門的甘露臨到， 

錫安教會亦如大祭司亞倫一般，成為受膏者。 

 



20180506   www.ziondaily.com 
 

 
 84 

 

 

並且，於過去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當中，我們已經提及眾多 923的共同信息， 

也就是錫安教會如何於信仰上，完成新約的聖殿，攀上信仰巔峰。 

 

事實上，錫安經過現在 33年，當大家聽這篇信息的時候， 

我們便走上這個 923、黑門山的信仰巔峰，對不？ 

但問題就是這樣，裡面卻有一個時間錦囊（Time Capsule）， 

說出關於這座黑門山和我們的關係，為什麼呢？ 

 

 

 

很簡單，其實，最明顯的是什麼呢？最明顯的是到今年，一切都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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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今年，當你聽這篇信息的時候，我們還在 2018年，建立了教會 33年，對不？ 

 

但是到今年，當大家說承傳的時候，原來日華牧師年輕時在烏溪沙參與教會活動的時候， 

見到一個異象，就是天空中的雲裡有一隻驚奇的眼看著我，像是說：「吓，竟然是你呀？」。 

那是一隻眼，不是一雙眼。從一隻眼看著我的時候，便開始了這 33年承傳。 

 

 

 

影片：日華牧師獻身事奉神當日，雲中出現希奇之眼 

相信大家透過主日信息和《栽在溪水旁》， 

早已得知日華牧師是於 1980年在真道教會決志信主，開始他的信仰。 

但是，他還有一個奇妙經歷！日華牧師於上年 2017年 11月 24日，已率先向資料員分享。 

 

原來，日華牧師信主數個月後， 

參與了 1981年真道教會於「YMCA烏溪沙青年新村度假營」舉辦的夏季退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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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修營最後一晚，日華牧師回應神的感動，立志獻身，願意盡一生的光陰去事奉神！ 

無獨有偶，當時未曾認識日華牧師的展鳴策略家，也是於同一日的退修營裡，立志獻身事奉神。 

 

 

 

然而，翌日早上就出現了一個奇妙的異象。在退修營的早上， 

當日華牧師禱告時，望上天空，看見一片雲，形狀有如一隻眼睛，並且朝日華牧師身上望去。 

這隻眼晴就如 Freemason自古記載的「上帝之眼（Eye of Providence）」， 

或稱「全視之眼（All Seeing Eye）」、「希奇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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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希奇之眼」的眼神中，卻傳達一種驚訝的感覺：「原來就是你！」 

  

以下是節錄 2017年 11月 24日，日華牧師向資料員的錄音分享。 

 

日華牧師錄音： 

我就是在那次委身，那次見到一隻眼睛，我在雲中看見一隻眼睛！ 

我在禱告的時候，看見由雲堆形成一隻眼睛，那隻眼睛很驚訝地望著我！ 

所以，這是我人生所見第一個最清楚的異象。那次就完全委身事奉神，就是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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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今年才有一個時間錦囊（Time Capsule）為我們打開了，是什麼呢？ 

是 Freemason圓規角尺加一隻眼的標誌，它內裡便說，日華牧師將會在 2018年時解通這個標誌。 

 

因為，全世界也問：「這個標誌是什麼？這個標誌是什麼？」對不？ 

其實，圓規角尺，是說《詩篇‧118篇》，因為匠人所棄的房角石已經成為房屋的頭塊石頭。 

 

 

 

圓規角尺就是石匠的工具，所以，Freemason才放圓規角尺。 

 

 

 

而事實上，Freemason最出名的就是他們建殿，用石匠興建聖殿，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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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 Freemason最出名的是這事情，所以，他的圓規角尺是為了建殿。 

 

怎樣證明是在說我們呢？他那隻眼正是我所見的那驚奇的眼 —— Marvel eye。 

 

 

 

為何這個標誌，圓規角尺加一隻眼，一定是指《詩篇‧118篇》呢？ 

因為，主耶穌是石匠所棄的房角石，已經成為房屋的頭塊石， 

在我們眼中看為驚奇，就是一個Marvels eyes。 

 

 

 

為什麼圓規角尺這標誌中會有一隻驚奇的眼？因為指的根本就是《詩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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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那個標誌說的是我們？因為到 2018年時，錫安教會就建立了 33年。 

試想一想，Freemason總共有多少個 degree？拉線指的就是 degree、度數、Pi， 

而 Freemason一共只有 33個 degree！ 

 

 

 

錫安教會在 2018年時已經建立了 33年，我們便明白了這個標誌。 

現時當你看到 Freemason所有的圖片，你便會明白。 

 

從螢幕上顯示的其中一張圖片，圖下方就是一個 Game board，接著有柱子和梯子， 

你更會看到 cube（正立方體），還有石中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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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有伯利恆之星、太陽、月亮，以及所羅門的鎖匙在圖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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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清楚 Freemason的圖片時，就會發現，這指的就是「2012信息」， 

當中每一個標誌根本就是指向「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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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圖下方是 Game board？試問在三至四百年前，你會怎樣形容 AOE？ 

在當時，即使「Game」這個字眼也很嶄新，但若在三至四百年前想說「2012信息」， 

指我們專門針對策略、遊戲規則和各方面方式的話， 

那麼，最好就是將國際象棋（Game board）放在其上，而我們就是建基在這裡。 

 

 

 

影片：Freemason所有圖畫都是指向錫安教會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到，歷史上每個時代的偉人，例如：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和大衛等， 

當他們登上各自的信仰巔峰時，都是身處一座高山之上，這座山就代表他們的信仰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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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聖經》提到的，每座山所預表的不同信仰領域，已接近全部應驗了， 

例如：挪亞的亞拉臘山、亞伯拉罕的摩利亞山、摩西的西乃山，甚至主耶穌升天的橄欖山等。 

 

 

 

 

唯獨還有一座山預表的信仰巔峰，於人類歷史上從未應驗， 

就是《雅歌》記載，新婦和新郎一同登上的眾山之首，高度達 9230英呎的黑門山。 

 

 

 

同時，日華牧師發現，所有共同信息都指向 2018年錫安教會將會登上黑門山頂的信仰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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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原來 Freemason所有最重要的圖畫， 

都是指向 2018年，錫安教會就會打開所有圖畫隱藏的謎題。 

 

現在讓我們逐一看看 Freemason的圖畫和標誌，如何印證 2018年的錫安教會。 

 

首先，Freemason最重要的標誌是圓規和角尺，這個標誌就是等同 Freemason的徽號， 

在徽號裡，很多時候中間都會有一個大楷 G字，或有一隻眼睛。 

 

 

 

這個中間有一隻眼睛的圓規角尺標誌，有歷史以來一直都是沒有人明白的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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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華牧師指出，這個標誌是正正指向 2018年， 

並且是指向 2018年的錫安教會能夠打開這個奧秘。 

為何這個標誌是指向 2018年呢？ 

 

 

 

首先，按照《詩篇》一篇對照一年的原則，由 1901年開始預言每一年的人類歷史， 

《詩篇》第一篇預言 1901年，第二篇預言 1902年，第 100篇是指向 2000年，如此類推。 

 

 

 

所以，《詩篇‧118篇》就是指向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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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Freemason的意思，正是自由的石匠。 

圓規和角尺，亦是石匠和建築師使用的工具。 

而《詩篇‧118篇》第 20至 24節，就是形容詩人進到神的聖殿， 

但是這聖殿的房角石，卻是來自匠人所棄的石頭， 

並且經文形容這是神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豈不是指到 Freemason這一隻希奇的眼睛嗎？ 

 

 

 

所以，Freemason這個圓規角尺，加上一隻眼睛的標誌，正是《詩篇‧118篇》第 20至 24節的內容。 

使用石頭建造這聖殿的就是 Freemason，即是圓規角尺所代表的， 

而希奇的眼睛，就是 Freemason的全視之眼標誌。 

 

 

詩篇 118篇 20至 24節：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This gate of the LORD, into which the righteous shall enter.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I will praise thee: for thou hast heard me, and art become my salvation.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fused is become the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This is the day which the LORD hath mad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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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reemason的圓規角尺，正是指向《詩篇‧118篇》和 2018年。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標誌必定是預言 2018年，但是，預言 2018年會發生甚麼事呢？ 

標誌中間的眼睛就是指出這個秘密，因為一隻打開的眼睛，代表能看見和明白的意思。 

而希奇的眼睛，豈不正是日華牧師於 1981年獻身事奉神時，看見的天上異象嗎？ 

所以，這個標誌就是代表日華牧師將會在 2018年，解開所有 Freemason神秘圖畫的秘密。 

 

 

 

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何數百年來一直沒有人能夠解明， 

因為這個隱藏的秘密如同一個時間錦囊，必須到了指定時間，由指定的真命天子打開， 

如同石中劍傳說，石中劍既是為真命天子而存在，就只有真命天子才可以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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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怪乎，《詩篇‧118篇》24節提到， 

到了 2018年，就是神所定的日子，我們要高興歡喜。 

因為今天就是神命定的日子，由日華牧師打開 Freemason的一切奧秘， 

並發現原來所有 Freemason的謎題，都是指向錫安教會就是真命天子！ 

 

現在再讀一次這節經文，你就會更明白 Freemason的標誌，其實是指向這一篇《詩篇》的每一句。 

 

詩篇 118篇 20至 24節： 

「這是耶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 

This gate of the LORD, into which the righteous shall enter. 

「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 

I will praise thee: for thou hast heard me, and art become my salvation.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fused is become the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This is the LORD'S doing; it is marvellous in our eyes.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This is the day which the LORD hath made; we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而《詩篇‧118篇》第 20至 24節，明顯指出有人進入聖殿，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所有 Freemason圖畫都必定與聖殿有關。 

 

 

 

而且，按照 Freemason會員所說，他們的祖先是建造所羅門聖殿的石匠， 

這就更加肯定，這個已經創造了數百年的標誌絕對就是指向《詩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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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甚麼證據，證明 Freemason一直隱藏著指向 2018年錫安教會的秘密呢？ 

今年 2018年，是錫安教會創辦 33週年，原來，Freemason同樣有 33個等級，即 33個 degree。 

 

 

 

degree的中文意思是度數，度數是與圓形 Pi有關， 

因為一個圓形分為 360度，而 360度就是最大的度數。 

並且《詩篇‧118篇》原來亦隱藏了圓形 Pi 的信息， 

因為，圓形亦正好代表結婚指環，所以《詩篇‧118篇》24節， 

是全世界基督教的婚禮中，其中一節最常引用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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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8篇 24節：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然而，今年 2018年 4月開始，錫安教會的主日信息， 

正是繼「曼德拉效應」信息之後，再接續分享「萬物定理 Pi」的答問篇， 

正好對比 Freemason以代表圓形的度數 degree去設定他們的會員級數。 

究竟，2018年會否就是新婦被確立的日子，甚至是新婦被提的年份呢？ 

 

從上述種種可見，代表 Freemason的圓規角尺，加上全視之眼的標誌， 

其實就是一個完整信息，指出到了 2018年，即錫安教會建立 33週年時， 

這位在 1981年看見天上希奇之眼的日華牧師，將會解通一切 Freemason的隱藏秘密， 

2018年就是這所聖殿完成的年份，錫安教會將會戴上代表圓形的婚戒， 

正式進入神的殿宇之中，成為新婦！ 

 

 

 

所以，這個標誌，直接指向錫安教會、錫安建會 33週年的 2018年，以及《詩篇‧118篇》。 

 

另外，很多時候，這一個圓規角尺中間，都會放一個大楷 G字，為甚麼？ 

原來，錫安教會於 2003年至 2006年間建造的第一所屯門聖殿， 

正大門口有一個大型屏風，中間正是有一個大楷 G字， 

而這 G字的意思，按照原創設計者林財開策略家所述，是代表「神」God的意思； 

所以這個大楷 G字，都是指著錫安教會曾為神建立的聖殿，同樣與聖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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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過去數百年間，Freemason會員一直稱這個標誌的大楷 G字，是代表神 God的意思， 

只不過，大部分陰謀論者都不相信，而謎底今天就打開了， 

因為這個 G字，根本就是指向錫安教會這所屬靈聖殿，當中有著神的同在。 

 

此外，今次和下星期的 VO（精華短片），將會把 Freemason神秘圖案的意思一一打開， 

相信，當你知道這些圖案的意思後，必定非常震驚，因為，原來所有 Freemason圖案， 

都是印證錫安教會和「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共同信息。 

沒錯，他們的每幅圖畫及圖畫上每個圖案， 

都是形容「2012信息」的題目，甚至指出錫安教會就是神的新婦。 

 

為何這些圖畫是指向「2012信息」呢？ 

首先，地球表面弧度 33.33度的長度，就是 2012海里。 

所以 Freemason只有 33個 degree的會員，絕對不是偶然， 

而是以一個數字隱藏大量指向錫安教會的極瘋狂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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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試問大家，如果用一幅圖畫，表達出整套「2012信息」，會是一幅怎樣的圖畫呢？ 

豈不正如同大家所見，Freemason充滿不同圖案的圖畫嗎？ 

 

以下幾張最常見的 Freemason圖畫， 

相信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和長期收看「2012信息」的觀眾，或有研究 Freemason的人都會見過。 

這些圖畫會出現在他們的會堂、圍巾，或者用來代表不同的會員等級。 

 

 

 

以 Freemason第一級會員的圖畫為例： 

畫中所有圖案，其實都是形容錫安教會及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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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最關鍵的人物。 

大家記著，這些圖畫都是對比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 

而地球上的 33.33度就是 2012海里。 

 

現在將會為大家逐一解釋，看看世上究竟還有沒有其他更完全的解法呢？ 

首先，圖中央有一個正立方體，前面是一個有圓心的圓形， 

而正立方體上面放著一本《聖經》，《聖經》上有代表 Freemason的圓規角尺。 

 

 

 

正立方體代表甚麼呢？相信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 

就是代表聖殿的至聖所，即是代表時空穿梭的能力。 

上面有一本《聖經》，就是神的話和神的啟示，所以這組圖案是代表一所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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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何這圖案與「2012信息」和錫安教會有關呢？ 

試問大家，世上有哪個群體知道正立方體代表至聖所，並以《聖經》為信仰根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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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即使 Freemason的 33級會員，亦不會知道正立方體的意思， 

而且他們很多會員都不是基督徒，不會以《聖經》的教訓為人生一切依歸， 

那麼，這幅圖畫又豈會形容錫安教會以外的人呢？ 

 

並且正立方體上面的《聖經》，還有 Freemason的圓規角尺， 

剛剛分享過，這個標誌代表《詩篇‧118篇》，即是指向 2018年。 

 

 

 

所以，無怪乎好些 Freemason圖畫繪畫的《聖經》都是中間打開的， 

因為詩篇正是在全本《聖經》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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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圖畫甚至直接寫上英文和羅馬數字 Psalm CXXXIII，即詩篇 133篇的字眼， 

因為這是一個暗號，說明這幅圖畫是指向 2018年， 

錫安教會就會登上《詩篇‧133篇》所說的黑門山頂，成為神的新婦。 

 

 

 

除此之外，還有甚麼證據證明這張圖片是描述聖殿呢？ 

當你看看圖片的四邊，印上了代表東南西北的四個英文字母 E、S、W和 N， 

一般地圖上，代表北方的 N必定是在上方，為甚麼這幅圖畫卻是東方的 E在上方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聖經》記載聖殿的正門是朝向東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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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更證明，這幅圖畫是代表一所聖殿。 

 

 

 

以西結書 42章 15節： 

「他量完了內殿，就帶我出朝東的門，量院的四圍。」 

 

以西結書 47章 1節：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殿面朝東）。 

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 

 

至於，這所聖殿是指歷史上哪一所聖殿呢？是指所羅門的聖殿，還是另一所聖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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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指現今末後世代，由日華牧師建立的錫安教會。 

因為圖畫的正立方體前面，有一個畫上圓心的圓形，是一個代表太陽的符號， 

無論古埃及的太陽神 Ra，還是中文古代的象形文字，圓形加上圓心一點，都是代表太陽的意思， 

即是代表錫安教會的日華牧師，因為日華的意思就是太陽的光華。 

 

 

 

另外，這幅給予 Freemason第一級會員的圖畫， 

地面是用黑白色正方格交錯排列的圖案，與國際象棋的黑白格棋盤一樣， 

這種圖案出現在很多 Freemason圖畫中， 

甚至每個 Freemason會堂的地板都會砌成這種黑白格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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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要用國際象棋的黑白格成為圖案呢？而且是 Freemason最重要的圖案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國際象棋是人類最早出現的策略遊戲！ 

 

 

 

日華牧師過去 33年，都是以策略成為最重要的方式，建立錫安教會， 

並且日華牧師過去十多年，無論教導策略家們還是一眾門徒學習策略時， 

都是以策略遊戲「世紀帝國」AOE，成為唯一的教材工具。 

 

至於，為何會用「國際」象棋的棋盤，而不是用其他象棋的棋盤呢？ 

因為 AOE是由多個國家民族組成的對戰遊戲，以國際戰事為遊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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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匈奴、不列顛、拜占庭、賽爾特、中國、法蘭克、 

哥德、日本、蒙古、波斯、撒拉森、條頓、土耳其和維京等。 

所以，如果要在數百年前，形容「世紀帝國」AOE遊戲， 

除了國際象棋之外，相信沒有更貼切的形容了。 

 

而且，幾百年前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甚麼是電腦遊戲， 

如果要教育當時代的 Freemason會員，以一個圖案去形容策略的話，用甚麼對比最適合呢？ 

國際象棋 Game Board，就是西方社會最早出現的策略遊戲， 

並且象棋是以兩陣在戰場上對壘，雙方各有不同兵種，例如：城堡、騎士、主教和士兵等， 

正好對比「世紀帝國」AOE，同樣是戰場上兩陣對壘，雙方各有城堡、騎士、主教和士兵。 

 

 

 

所以，現在大家明白，大部分 Freemason圖畫及所有 Freemason會堂的地板， 

都會排列成黑白色的國際象棋棋盤，因為這是一個共同信息， 

預表日華牧師用智慧策略建成末後的屬靈聖殿 —— 錫安教會。 

 

現在我們繼續看看這幅 Freemason第一級會員的圖畫， 

日華牧師早在數年前的「2012榮耀盼望之伯利恆之星的奧秘」中， 

已經初步分享過 Freemason第一級會員的這幅圖畫，提到當中隱藏了七姊妹星指向伯利恆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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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姊妹星位於圖中右上角，而圖畫中間最大的一顆星就是伯利恆之星， 

會射出一道如鐳射的光柱，照向每一個時代中被神揀選的真命天子王者。 

 

 

 

二千年前主耶穌出生時，就有伯利恆之星的光柱光照他， 

令東方幾位博士和野地上的牧羊人找到祂出生的馬槽。 

 

所以，圖中這部分亦是印證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信息」， 

圖中右上方是七姊妹星，中間是伯利恆之星發出的光芒成為一條天梯， 

指向太陽或圓形 Pi圖案代表的日華牧師、《聖經》代表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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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正立方體代表的至聖所，即錫安教會。 

 

 

 

所有圖案都是「2012信息」的題目和內容， 

試問，世上又有哪一個群體，將這一切內容集合在同一套信息呢？ 

所以，這些全都是指向錫安教會、日華牧師和「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圖案。 

根本不可能有另一個更合理和更符合邏輯的解法。 

 

又例如︰日華牧師研發的「錫安劍」耳機， 

被神以亞瑟王石中劍的「曼德拉效應」變成「石鞍劍」， 

成為另一個驚為天人的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 

就是傳說中拔出石中神劍的真命天子，就是神的新婦， 

傳說中的王者之劍，正是「錫安劍」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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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幅圖畫的左下方，亦有一把類似石中劍的長劍。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 Freemason所有圖畫都有相同特徵， 

繪圖者會將很多不同類型的物件放在同一幅圖，但卻沒有任何解釋， 

過往亦沒有任何人知道圖畫和圖案的真正意思， 

彷彿只是將一大堆毫無關連的圖案，沒有美感地胡亂放在一起。 

 

原來，一切都是印證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圖案大雜燴， 

一次過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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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怪乎以往沒有任何人可以解明這些圖案， 

甚至 Freemason的會員亦不知道圖案的真正意思， 

正如中國諺語所講：「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放下謎題的人才能解開謎題。 

 

非常明顯，設下這些圖案謎題的人，就是錫安教會自己， 

是將來被提後，成為新婦，並得著時空穿梭能力的錫安教會， 

回到歷史之中，設立並掌控十王和 Freemason， 

繪製這些代表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圖畫，成為一個給予自己印證的謎題。 

唯有我們，才懂得將與「2012信息」有關的圖案全部放在一起， 

世上亦沒有另一個群體或人物，與這一切圖案全部都產生關連。 

 

現在，讓我們再看這幅圖，正立方體上面的《聖經》， 

有一條樓梯直達天上一顆發出巨大光芒的星， 

梯子由下而上有五個圖案，分別是︰十字架、鑰匙、錨、杯，以及一隻人的手。 

 

 

 

這條天梯和上面的物件，又代表甚麼意思呢？ 

是否單單指向錫安教會並「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呢？ 

 

天梯由以太陽圖案代表日華牧師的正立方體，並《聖經》上方，直達上面的伯利恆之星， 

正好對比錫安教會過去 33年，藉著神所呼召的日華牧師， 

以神的同在，即至聖所的正立方體，並神的話成為起點和根基一路向上， 

結果成為一條成長至達到天上的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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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天梯的第一件物件是十字架，即主耶穌的十架救恩， 

就是錫安教會從神的話和神的同在得著的第一個祝福 —— 因信稱義。 

 

 

 

而錫安教會一開始，就是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成為教會的信仰宗旨， 

所以，甘願為到神的時代計劃，例如：氧份療法、千年蟲和「2012信息」等， 

義無反顧地背上十架，只為完成神的旨意。 

 

第二件物件是鑰匙，代表天國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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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6章 19節：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此外，這亦是一條能夠打開天國寶庫的鑰匙，就是神的智慧。 

 

 

 

其中一條可以打開天國寶庫的鑰匙就是撒種的比喻， 

可以從神那裡得著三十倍、六十倍和一百倍的收成，並且是由有智慧的文士，即教師， 

將他心中所領受的教導別人，令別人同樣得著天國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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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3章 52節： 

「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並且，日華牧師早期曾被傳威策略家稱為「Key Man」，即擁有大量智慧鑰匙的人。 

而日華牧師在 1998年得到第一個音樂動勢， 

正是《聖經》所記載，大衛擁有的兩條鑰匙之一：敬拜讚美， 

所以，圖中天梯上的鑰匙，同樣是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第三件物件是一個錨，《希伯來書》提到，錨的意思是信望愛之中的盼望， 

如果有了這盼望，下一步就是用作穿過幔子，進入至聖所，即可以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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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6章 19節：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所以，被提進到永恆的天國，就是《聖經》中提及的「榮耀的盼望」。 

 

歌羅西書 1章 27節：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羅馬書 5章 2節：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哥林多前書 15章 43節：  

「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 

 

可是，世上又有哪一間教會和群體， 

於過去 33年，每天都擁有這榮燿的盼望，切切等候被提的日子來臨呢？ 

答案，相信就只有錫安教會。 

 

並且，過去八年多由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信息」，名字豈不就是「2012榮耀盼望」嗎？！ 

這個錨所代表的，除了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還可能指向其他群體嗎？ 

明顯，這都是指向錫安教會的「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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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物件是一個聖杯，代表神的新婦，是神家中貴重的器皿， 

因為按照天主教的傳說，主耶穌釘十字架之後， 

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用一隻金杯，盛載主耶穌流出來的寶血。 

 

 

 

《聖經》中，馬利亞這個名字卻是代表另一個意思， 

就是日華牧師於 2018年 3月 18日《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畢業禮所分享的內容： 

主耶穌隱藏的最好門徒，其實是一位女門徒，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馬利亞，亦代表隱藏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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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杯子所代表的，就是神家中貴重的器皿，可以盛載聖靈最寶貴的恩膏， 

就如馬利亞是以最貴重的真哪噠香膏去膏主耶穌一樣。 

 

約翰福音 12章 3節：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提摩太後書 2章 21節：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然而，神藉著「天馬座行動」和「玫瑰園計劃」信息， 

已經以眾多共同信息多方印證錫安教會就是永恆的新婦。 

 

另外，圖畫中的聖杯位於天梯的最高處，並有一隻來自天上的手迎接它，這是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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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非常明顯，假如這聖杯代表這個貴重的器皿新婦，並且在羔羊婚宴中被新郎拖著手接去， 

這就如我們在婚禮中，看見新娘經過漫長時間，由外院一路步入聖所， 

再步入至聖所，最後被新郎接去，代表新婦已經被提到天上。 

 

 

 

所以，這就代表 923黑門山信仰的最巔峰，如《雅歌》所說，新郎和新婦一同登上黑門山。 

 

雅歌 4章 8節：  

「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從亞瑪拿頂，從示尼珥與黑門頂，從有獅子的洞，從有豹子的山往下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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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發現，Freemason給予第一級會員的第一幅圖畫， 

當中所有細節和物件，都是指向錫安教會的「2012信息」，成為共同信息。 

 

下星期我們會再為大家詳細分享這幅 Freemason第一級會員圖畫的其他部分。 

 

現在，讓我們再一同看看另一幅圖片，是否都同樣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呢？ 

這是 Freemason給予更高級會員的一幅圖畫 The Royal Arch皇家拱門， 

我們又看看是否另一幅單單印證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圖案大集燴呢？ 

 

 

 

這幅圖畫同樣有國際象棋的棋盤， 

如上述所講，是印證日華牧師藉電腦策略遊戲「世紀帝國」AOE 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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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畫中間有一個盾牌，代表信心，是神給予信徒全副軍裝的其中一件武器， 

詳情大家可以重溫跟進行列信息「神的全副軍裝」。 

 

 

 

以弗所書 6章 16節：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所以，這個盾牌，亦是代表錫安教會主日信息分享過的題目。 

而盾牌上的十字架，把盾牌分成四部分，分別是四活物：鷹、牛、人和獅子， 

代表的四個星座：天蠍座、金牛座、水瓶座和獅子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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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黃道十二宮裡，在天上形成一個大十字架的四個星座。 

 

 

 

這亦豈不是「2012信息」的重點題目之一嗎？ 

世上又有哪個群體、教會、牧師或專家，如此詳細分享過黃道十二宮和代表四活物的星座， 

從而解明《啟示錄》呢？如果這不是指向錫安教會，還有第二個可能性嗎？ 

世上有另一間教會懂得以黃道十二宮解明《啟示錄》，並知道這是代表「2012信息」嗎？ 

 

因為日華牧師已經分享過，當進入 2012年， 

天上這四個星座，將會在一年四季的四個節令，在太陽背後升起， 

所以，圖畫中這四個星座，就是指向 2012年和「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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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圖畫中有一道兩根柱的拱門， 

相信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必定有強烈共鳴，因為日華牧師在「2012信息」已經詳細分享過， 

所羅門聖殿入口正有兩根高 23肘的柱子，代表唯有真正的人類才可以進入聖殿， 

DNA被污染的人是永遠不可以進入聖殿，所以，兩根柱子已經隱藏了《啟示錄》的 666獸印， 

會改變人類的 DNA，是《啟示錄》毛衣人的時代。 

 

 

 

兩根柱亦是《撒迦利亞書》的兩枝燈臺，代表《啟示錄》的兩個毛衣人。 

而由這兩根柱構成的拱門上，每塊石頭都刻有天上星座的圖案， 

由左邊起分別是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和最右邊的天秤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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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豈不是「2012信息」提及最多的星座嗎？ 

 

 

 

並且，為何拱門中間的 Key Stone，是以符號 69代表的巨蟹座呢？ 

 

 

 

因為，96或 69是錫安教會最重要的共同信息數字之一，指向傳奇數字 4794， 

在 96年發生的雙氧水事件，正是 4794日數的開始，而且地球夾角 69度的距離亦是 4794英里。 

 所以，這個拱門是同時指向 96、69和 4794，指向擁有 4794傳奇的錫安教會，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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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拱門下方，為何有七姊妹星和一顆像彗星的伯利恆之星呢？ 

 

 

 

因為拱門同樣是指向新婦住處的共同信息，例如：巴黎三個凱旋門，即拱門， 

聯同巴黎代表七姊妹星的牛腿形狀公園，就是指向代表新婦的伯利恆之星； 

香港三座拱門建築物，指向代表七姊妹星、牛腿形狀的元朗公園， 

即是錫安教會以往多年的集居地區，即新婦的住處， 

這就是伯利恆之星的真正意思，指出真命天子的所在； 

 

 

 

耶路撒冷的伯利恆之星星圖裡，亦有一間三拱門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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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Freemason圖畫中的拱門、下面的七姊妹星，以及七姊妹星指向的伯利恆之星， 

絕對是指向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內容，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更合理又全面解通的可能性嗎？ 

明顯地，拱門是給予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而圖畫中，除了有之前提及過的大楷 G字，代表錫安教會舊聖殿門口， 

以及有圓規角尺，指向《詩篇‧118篇》的 2018年，並有七姊妹星和伯利恆之星之外， 

左邊還有一個旋風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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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聽到旋風，當然知道是指著日華牧師的名字Wind， 

同時亦指向「2012信息」解通有關天的四風和地的四風的啟示，這明顯是另一個共同信息印證。 

 

 

 

試問除了指向錫安教會、日華牧師和「2012信息」，還有其他可能性嗎？ 

 

另外，圖畫下方有一個棺材，右方有一棵剛發苗長葉的小樹苗， 

這代表甚縻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共同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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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非常明顯，因為日華牧師今年 2018年向第一代家聚分享的信息， 

就是《約翰福音‧11章》，提及主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經文， 

因而找出將來我們可以得著《希伯來書》所說，至聖所級數死人復活的能力。 

而棺材是代表死了的人，剛發苗的小樹苗則代表亞倫發芽開花的杏樹枝， 

是至聖所死人復活能力的預表。 

 

 

 

然而，世上又有哪一間教會擁有這樣的啟示，得知死人復活的奧秘呢？ 

當然只有今年剛好創會 33年， 

並在今年解通《約翰福音‧11章》，得著死人復活啟示的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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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中亦有一個約櫃，是至聖所唯一的家具，所以亦是指聖殿，並至聖所的能力和祝福， 

將會在 2018年出現在一間教會身上，因為這幅圖畫裡，同樣有圓規角尺的標誌， 

即是指向《詩篇‧118篇》所代表的 2018年。這樣，這間教會是哪一間呢？ 

豈不就是所有共同信息，並所有 Freemason圖畫所指向的錫安教會？ 

 

 

 

世上唯有錫安教會，完全符合所有圖案的內容， 

一個也不差，全部都是指向錫安教會、日華牧師和「2012信息」。 

 

 

 

下星期，我們將會為大家打開更多 Freemason圖畫的奧秘，相信必定會令各位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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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更確認神命定錫安教會進到新婦位份的年份，就是 2018年。 

 

正如這個標誌所說的，直至 2018年，我們便能夠看見。 

 

 

 

當我再分享多一點內容時，你便會更肯定。這個圓規角尺標誌指的是建殿， 

但在其上除了有眼睛，還放了一個英文字母「G」。 

當第一次建殿時，當時聖殿的門上就有一個「G」字，這是細 K策略家所設計。 

 

 

 

當你理解這個弧度、這個標誌，以及 33個 degree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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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理解到信仰巔峰指的就是我們。 

 

 

 

這與黑門山有何關係？因為世界上 33.33度和 33.33度就是黑門山， 

指的是我們建立教會 33年後的今年，亦即是 2018年。 

 

 

 

很有趣地，我們知道《詩篇‧118篇》在全本《聖經》的中間， 

而前一篇《詩篇‧117篇》是全本《聖經》中最短的一篇， 

後一篇《詩篇‧119篇》卻是全本《聖經》中最長的一篇，《詩篇‧118篇》則夾在雙層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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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經節外，我們所說的「聖經密碼」（Bible Code）亦是一個字母也絕不能出錯， 

所以《詩篇‧118篇》被刻意放在雙層中間，即是說前一篇是全本《聖經》最短的的一篇， 

而其後的《詩篇‧119篇》卻是《聖經》中最長的一篇。 

《詩篇‧119篇》更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是以希伯來文 22個字母組合而成，而每一個字母下，都有 8節經文， 

 

 

 

這亦指向我們的教會的 8個科林、策略區，而 22個字母亦暗喻著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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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119經過鏡面倒置後，就是 911，911事件。 

911亦代表什麼？於鐘錶並以國際時間顯示下， 

9時和 11時，早上 9時和晚上 11時，就是分別為 9時和 23時， 

亦即 923，923也喻表著黑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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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明顯地，正告訴我們一件有趣的事，若這就是其中一個時間錦囊（Time Capsule）， 

明證我們所說的十王理論是正確的話，我終於知道於 2018年，我得知這個標誌， 

這個標誌提及的是 2018年，亦知道這標誌是誰設計和這樣設計的原因。 

 

 

 

最特別的是，顯而易見，神特地記念今年我這歲數，56歲。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這是千真萬確，每年你們都會為我慶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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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法的原因是什麼？還記得一個特別的字眼嗎？ 

當年我於烏溪沙，有一隻眼睛在天上驚訝地看著我，我便因而開始委身。 

 

共濟會（Freemason）所信的亦是如此，他們的「全視之眼」都是於天上， 

通常畫像都是一隻獨特存在於天上的眼睛，從上望下來，他們稱之為全視之眼。 

 

 

 

然而，還記得我們曾分享過人類的松果體嗎？ 

它的結構正隱藏著 5和 6、Six和 Five，亦即六角形和五角形， 

惟獨松果體能釋放的血清素（Serotonin）和褪黑素（Melat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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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構組成都呈六角形和五角形。 

 

 

 

5和 6，56歲，我們曾經常提到 Six和 Five這兩個數字， 

例如，聖殿大小的比例亦是 5比 6，又是 56。 

 

 

 

另外一點，亦是非常瘋狂，於我的 56歲和 57歲之間， 

我們會度過 2018年，若以以色列曆法計算，則會進入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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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一個有趣的訊息，那就是關於我曾居住的紅磡區， 

以三輛火車頭命名的三道街道，溫思勞、必嘉和獲嘉， 

它們分別號數就是 53、54和 55這三個號數。 

 

 

 

跟著下一個數字就是 56， 

但是，最有趣就是我們在這篇信息當中一開始， 

就說一個好特別的年份，就是整個紅磡的規劃，和天馬座行動、CERN都是 1957年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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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 57歲的時候，就是《詩篇‧119篇》。而 1957年前面的 19， 

當然是我的生日日期就是 9月 1日，接著就是我的歲數是 57歲。 

 

 

 

為什麼會是 1957年做這些事呢？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知道這三列火車的號數很有趣。就是 53、54、55。 

但是，今年我是 56歲。直至今年的 9月 1日，我就是 57歲。 

在我 56歲與 57歲之間，就是我們所說的《詩篇‧118篇》的時候，就是強調：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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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亦是主耶穌基督罵法利賽人， 

你們要我的門徒不要去叫「和撒那！和撒那！」這個字。 

你知不知道主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 

那些人將衣服和樹枝放在地上，不斷呼叫「和撒那！和撒那！」，就是拯救的意思。 

 

 

 

其實，拯救這個字在全本《聖經》只是出現在一個地方，就是《詩篇‧118篇》。 

你知不知道全本《聖經》裡只有一篇《詩篇》， 

是在第一個 Alef的節期和最後 Tav的節期， 

就是在最後、最後的那天去頌唱，只有一篇《詩篇》，就是《詩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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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穌基督在擘餅後就去了橄欖山，《聖經》記述祂在唱歌。 

祂唱《詩篇‧118篇》。 

 

而詩篇 118篇 22至 24節：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作，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就是這些經文，你知道今年是一個怎樣的年份嗎？ 

至少，對我們來說，我相信整年也會歡喜快樂吧！看著 Bitcoin不斷暴升。 

但是，你知不知道，這一年是神賜給我們的。 

這一年是整個十王所建立出來的 Freemason和他所建立的所有標誌， 

是遙指 2018年的時候，我們終於知道，Freemason絕對是由十王做出來的。 

並且，他們的標誌根本是在說出日華牧師在今年便會解通這個標誌， 

因為，這個標誌可以說是照著我的呼召和異象設計出來。 

 

所以，你現在便明白為什麼 Freemason會這樣強調「2012」這個數字？ 

因為 2012不是在說某一年，是在說某一篇信息。Freemason整個標誌， 

它們裡面，根本全都是在說「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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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詩篇‧118篇》與錫安教會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Freemason與我們的關係， 

然而，當現時，2018年對比《詩篇‧118篇》， 

對於我們來說，就有著更深一層的意義。 

 

 

  

事實上，於過去的主日信息當中，亦提及到，《詩篇》是一篇對一年之外， 

更是以應驗我們身上的形式出現。 

例如：《詩篇‧113篇》對比 2013年的食日信息、 

上年《詩篇‧117篇》對比 2017年的「錫安劍」、PZ完美音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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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詩篇‧118篇》，就是對應 Freemason自由石匠的秘密， 

會被建立了 33年的錫安所揭示出來。 

 

 

  

而之前亦提及過，黑門山代表錫安能夠登上 923屬靈信仰巔峰， 

而 Freemason的 33，更給予我們一個提示，因黑門山的位置，就是於加利利附近，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經緯度 33.33的位置，也就是加利利、西頓的位置。 

因此，33.33亦隱藏「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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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33.33亦隱藏指向我們錫安教會的意思。 

因《聖經》由《創世記‧1章 1節》起計，第 4794節， 

就是《民數記‧33章 33節》，33.33， 

所以，必然是指向錫安教會，沒有第二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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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詩篇‧118篇》，於全本《聖經》而言，亦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詩篇‧118篇》，原來是全本新舊約全書，最中間的一篇。 

於前面的詩篇 117，是全本《聖經》當中，最短的一章。 

而後面的詩篇 119，卻是全本《聖經》當中最長的一章。 

 

 

  

剛才已經提及，《詩篇‧117篇》，是指向「錫安劍」。 

《詩篇‧118篇》是指向錫安打開 Freemason的秘密。 

而《詩篇‧119篇》，則是指向錫安將會成為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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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詩篇‧119篇》是其中一卷以離合詩的方式寫成的聖經， 

也就是與《賢婦篇》的寫作方法一樣， 

就是以 22個以色列字母成為每一句的開頭起始，一直寫下去。 

  

而《詩篇‧119篇》更加是以 22個字母，每個字母是 8句，總共就寫成了 176節。 

 

 

 

而每個字母 8句，就代表錫安教會的 8個科林，每一個科林都是一個賢婦， 

但組合起來，就成了《詩篇‧119篇》，對比 2019年的時候， 

錫安教會 8個科林組成為新婦教會的整體。  

 

而到了《詩篇‧119篇》，亦是鏡面倒置的 911，911事件與及當中的 Simpson's Code， 

就是日華牧師於 2009年分享「2012信息」的原因， 

而鐘面上，9時至 11時，換成 24小時計算，就是 9時到 23時，又是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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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詩篇‧118篇》，亦是指向我們錫安教會的詩篇。 

原因當中有一節著名結婚、喜慶的經文。 

就是《詩篇‧119篇》24節：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這對比我們於詩篇 118解開 Freemason的秘密後，已經要預備好將要來的羔羊婚宴。 

再者，亦只有《詩篇‧118篇》，是於 Alef的節期與及 Tav的節期當中， 

需要高聲宣告《詩篇‧118篇》經文。  

因此，明顯地，《詩篇‧118篇》是神給予我們今年，2018年的禮物， 

就是記載著我們的歡喜快樂、我們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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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如 Freemason一般，拿著圓規角尺，精準地建立神的殿， 

就是塑造出合乎神規格的信仰，也就是每一塊石，都是被處理過、量度過， 

讓每一塊石都合乎神嚴格的標準。 

 

事實上，很特別！Freemason所用的工具就是圓規和角尺， 

其中一個理由就是我所提到的：「不以規矩，何成方圓？」 

你要有圓規才能畫出圓形，有矩尺才能畫出方形。 

 

事實上，Freemason用這些工具，就是在說用精準的遊戲規則和量度去建立聖殿。 

 

 

 

我相信錫安與坊間「柴娃娃」（兒戲）教會的最大分別， 

我們是強調遊戲規則、精準地執行真理、仔細地做好每一件事。 

並且，過去已經有 33年的印證，證明我們的精準度是一日也沒有偏差， 

這是無可爭辯的，綜觀世上未有一間教會能達到這個程度。 

 

甚至，當大家收聽這篇信息時，正正是 5月 6日，而我今年正是 56歲。 

事實上，當你們於 5月 6日聽這篇信息時，尚有 239天便到達一年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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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中亦提到，最早發現 Alef & Tev、代表 2012的加利利， 

便是主耶穌一生事奉中，也是圍繞著這個加利利的大圓環內。 

早期的「2012信息」已提到，加利利外型如同一條大蛇咬著自己的尾巴， 

而這裡在地球上的經緯度也剛好是 33度。 

 

 

 

從主耶穌當年早已預示一個將來。 

然而，主耶穌當年便是 33歲，這卻是遙指著今年的錫安。 

2018年是紀念我們教會，紀念我們的富足、喜樂， 

以及於今年，我們十分強調建立神的殿，在富足的情況下，我們首要的便是建立神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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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為何在全人類歷史中，要追溯歷史的根源？ 

為何拉線必定是由聖殿的根基石作起始？ 

沒錯！因為所有人類歷史和共同信息，也是指向錫安，是唯一的教會將要建立神的殿。 

 

 

 

所以，最後每一個人也和三個人說：「我們要以信仰巔峰去建立神的殿！」 

 

 

 

感謝主！最後，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