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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10月 7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18）答問篇（10） 

問題一：現在我們看見天國道，亦同時看見在這兩年中，神將 Alef Tav的簽名給予我們。這意味著， 

我們將會看見在未來的日子裡，神會將一個創世以來未出現過、最龐大的能力、恩膏和神 

蹟的一個復興帶給我們。與此同時，在摩西的時候，當摩西領受了「神是自有永有」的名 

字後，伴隨著就是 Planet X的十災。然而，我們將要看見於末後的日子，Planet X的災難是 

否交由我們行使出來，就是這群能承繼法則的兒子，亦即是那小孩子，由我們駕馭整個 Planet  

X的災難，並帶領君王、元首和首領，藉著神這個簽名的能力，帶起最後這個復興，去完 

成整個救贖計劃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超強颱風潭美吹襲日本 

2018年 9月 20日，國際編號 1824超強颱風潭美（Trami）形成， 

為 2018年太平洋颱風季第 24個被命名的熱帶氣旋。 

「潭美」這名字由越南提供，是一種薔薇科樹木，即共同信息的玫瑰花類植物。 

 

 

 

9月 23日，颱風潭美快速增強，並吸收海水能量，發展出雲捲風眼， 

當晚更出現雙眼牆，進入眼牆置換循環。 

 

9月 25日凌晨 5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其中心風速上調至每小時 260公里， 

代表潭美是繼瑪莉亞、飛燕、山竹之後，今年內第 4個相等於大西洋五級颶風強度的颱風。 

 

潭美持續緩慢向北飄動，朝日本及沖繩一帶前進。 

9月 28日，潭美接近琉球群島，雲雨鋒面為日本多地帶來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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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Okinawa）降雨量為 250毫米。潭美帶來的狂風暴雨，令當地路面多處水浸， 

大浪不斷拍打防波堤，水位比平時上升一公尺。 

 

9月 29日下午，超強颱風潭美接近沖繩島， 

在那霸機場以西約 30公里掠過，其巨大風眼籠罩整個沖繩島。 

沖繩海陸空交通癱瘓，島上近 25萬戶停電， 

多處塌樹、建築外牆被吹走，造成 38人受傷，762人撤離， 

648班來往那霸機場的國內航班及 6班來往沖繩和香港的航班取消。 

  

新聞片段： 

Japan is being lashed by another major storm, the second in as many months, in a year that's already seen 

heat waves, typhoons and landslides. 

日本再受暴風吹襲，是兩個月來第二次，今年以來日本已受熱浪、颱風及山崩衝擊， 

 

Heavy rain and high winds battered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狂風暴雨於周六肆虐日本南部， 

 

as Typhoon Trami approached Okinawa, some 1,00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Tokyo. 

因颱風潭美逼近沖繩，該地位於東京西南約一千公里， 

 

Almost 400 flights were canceled, after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Osaka closed until Monday. 

接近四百個航班取消，大阪關西國際機場關閉至周一重開。 

 

The airport has only just fully reopened after being damaged last month by Typhoon Jebi, the most 

powerful storm to hit Japan in 25 years. 

機場也只是剛剛重開，因為上個月遭受颱風飛燕破壞，那是二十五年來吹襲日本的最強風暴。 

 

其中，沖繩市東南植物樂園內，一座今年 4月才公開亮相， 

高 25米，即約 8層樓高，重 40噸，號稱全日本最高的神像琉球金宮觀音像（Kinnon Bodhisattva）， 

在潭美的強風下，被扯斷固定鋼絲倒下，顏面著地，估計損失 1億日圓。 

 

9月 29日，颱風潭美繼續向北移動，更加速至每小時 40公里。 

在 30日移近九州南部和奄美群島一帶，為當地帶來狂風暴雨， 

鹿兒島屋久島町更測得一小時 120毫米雨量，為 50年來最高， 

超過 1,500間房屋受損，其中 13間完全被毀，鹿兒島縣共 10萬戶停電，另有 10人受傷。 

 

奄美降雨量更多達 400毫米， 

奄美市名瀬港上，一座屹立超過 30年歷史的紅色燈塔， 

更在風浪侵襲下整座消失，沒錯！是整座燈塔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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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狂風暴雨以驚人威力灌進停車場內，颱風潭美 30日中午開始影響九州和四國， 

鐵皮屋頂被風掀飛壓在一整排汽車上，奄美大島名瀨港一座 11公尺高的紅色燈塔， 

整座被暴風雨吞沒。河川氾濫水淹進民宅，停車場經過潭美摧殘， 

眼前只看得到一片汪洋，高知縣沿岸也激起 10公尺巨浪。 

  

今年 9月初受強烈颱風飛燕侵襲後，重創的日本大阪府關西機場亦嚴陣以待， 

計劃在颱風最接近關西地區的 7小時前關閉兩條跑道， 

並在 9月 30日宣佈當天上午 11時至 10月 1日上午 6時為止，關閉機場共 19小時。 

 

9月 30日下午，強颱風潭美最接近四國，在四國以南海域掠過，暴風圈籠罩四國一帶。 

高知縣出現龍捲風，多間房屋損毀。京阪神地區電車由當天上午 8時起，逐步全面停駛， 

東京首都圈內，JR路線亦全面停駛。 

9月 30日下午 7時，潭美在日本本州的和歌山縣，田邊市登陸，為多區帶來狂風暴雨， 

和歌山沿岸地區潮漲水位比平時高了約兩米， 

四國高知縣安藝區入夜後湧起巨浪，沿岸地區水浸， 

鄰近愛知、三重和岡山縣河川水位急劇上升，湧上路面， 

愛媛縣局部地區在一小時內，更測得破紀錄的 100毫米降雨量，令多處道路水浸。 

 

受潭美影響，900多班日本航班停飛，交通大混亂， 

即使是先進大國的日本，單單東海地區靜岡縣也一度有超過 70萬戶斷電， 

單是神奈川縣已有超過 15萬戶。 

 

新聞片段：  

Japan issued evacuation orders and warnings to about 700,000 households in southern and western Japan, 

and more than 300,000 households have suffered power outages in southern Okinawa and Kagoshima 

Prefectures.  

日本向南部及西部約七十萬戶家庭發出疏散令和警告， 

南部沖繩縣及鹿兒島縣超過三十萬戶家庭斷電。 

 

Typhoon Trami has already sparked travel disruptions, 

with bullet train services in the west of Japan suspended, 

颱風潭美造成交通中斷，西部子彈列車服務暫定。 

 

closure of Osaka's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forcing cancellations of more than 1,000 flights, and 

Tokyo's evening train services scrapped. 

大阪關西國際機場關閉，一千個航班被迫取消，東京晚上列車服務暫定， 

 

The Category 2 Storm, with Category 5 being the highest, edged towards Japan's northeast, crossing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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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Kyushu and the main island of Honshu between Sunday and Monday. 

這股二級風暴（五級為最高）吹向日本東北部，於周日及周一越過九州島嶼和本州。 

 

10月 1日，潭美登陸後逐漸減弱， 

早上於岩手縣出海，並轉化為溫帶氣旋消散，期間共造成 5死、200傷。      

 

自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 57歲生日開始，短短一個月內， 

太平洋先後形成飛燕、山竹及潭美等，三股破紀錄超強颱風， 

成為神透過超強颱風隱藏的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今年的生日， 

因為日華牧師的名字正是Wind，就是「風」的意思。 

 

 

 

影片：時事追擊︰印尼蘇拉威西島 7.5級地震 

2018年 9月 28日，印尼當地時間傍晚 5時 03分，蘇拉威西島發生 7.5級大地震， 

位於首府帕盧向北約 78公里處，震源深度約 10公里。 

地震非常猛烈，建築物搖動、大地裂開， 

在猛烈搖晃下，民眾無法站立、逃生或躲避， 

甚至，強震來襲時正值傍晚當地人吃晚飯的時間， 

樓房瞬間崩塌，居民根本來不及逃生，多個村落被夷為平地。 

 

印尼帕盧市（Palu）災情嚴重，救援人員在瓦礫中，徒手拯救 20多名被困的人， 

有酒店東主稱，仍然聽到有人在瓦礫下求救，但重型機器運到前，難以拯救他們， 

單是一間酒店，已經超過 150人被困，紅十字會估計超過 160萬人受災。 

 



20181007   www.ziondaily.com 
 

 
 5 

 

 

除此之外，這次地震造成最大災難及傷亡的原因，是下午 5時 03分發生 7.5級地震之後， 

雖然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於 5時 07分， 

已隨即向島中部及西部地區發出海嘯警告，但由於有關當局誤以為海嘯僅 6厘米（公分）， 

結果於 30分鐘後，就向公眾宣佈撤銷海嘯警告，就在這個宣佈之後， 

突如其來高達 6米（公尺）的海嘯，卻在這時侵襲帕盧（Palu）及馬穆朱（Mamuju）。 

沒錯！正當政府撤銷海嘯警告之後，不是 6厘米，而是 6米的海嘯忽然臨到， 

持續不斷衝擊帕盧整條海岸線，淹沒整個地區。 

 

由於當時帕盧塔麗思海灘正舉辦節慶派對， 

數以千計參與者在海嘯警報發出後，仍堅持繼續舉行派對，卻遇上突如其來的地震和海嘯， 

最高達 6米高的海嘯把多人沖走，片段可見許多人慌忙尖叫逃生，仍然有多人下落不明。 

 

一名在帕盧市僥倖逃生，經營餐館的台灣商人表示， 

他的員工看見海邊沒有水，出現明顯退潮，就覺悟知道海嘯要來了， 

20多名員工立即逃跑到地勢較高的地方暫避，得以避過一劫。 

餐館員工表示：第一波海嘯來襲時海浪高達 3米，餐廳和購物中心都被巨浪沖毀了。 

帕盧市持續發生多次餘震，人民都不敢回家，寧願繼續留在地勢較高處暫避。 

 

以下，是僥倖逃生的市民，拍攝到第一波海嘯來襲時高達 3米海浪的情況， 

而且接下來更多海嘯接踵而至。 

 

YouTube片段： 

Tsunami! 

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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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破壞了家園、商場、清真寺、酒店和天橋， 

有酒店因地震倒塌，幾乎夷為平地，多地死傷無數。 

有災民在社交網站 Facebook開設專頁，尋找失蹤家人的下落。 

 

YouTube片段：  

Tsunami! 

海嘯！ 

  

This is the moment the tsunami hit the shoreline in Palu, a city of 350,000 people. 

這是海嘯衝擊帕盧市海岸線的情景，帕盧市有三十五萬人口， 

  

It came in the wake of a powerful earthquake, only minutes before tsunami warnings had been lifted. 

海嘯緊接著強烈地震而至，僅僅在海嘯警告發出之後幾分鐘， 

  

Questions are being asked about how that happened. 

在研究起因的同時， 

  

But for now, the focus is on search and hopefully still rescue. 

目前的焦點是搜索，有望是救援。 

  

We are expecting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dead victims. 

我們預期死亡人數會上升， 

  

However, looking at the conditions there, there are still bodies unidentified as well as victims buried under 

the ruins. 

不過，就目前情況而言，仍有屍體未能辨認以及傷者埋在瓦礫中。 

  

There are also remote areas yet to be reached. 

救援亦尚未觸及某些偏遠地區， 

  

The Roa Roa Hotel was once reasonably luxurious but now it lies in ruins. 

Roa Roa本為豪華酒店，現在卻成敗瓦。 

 

The nation's disaster agency says scores of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here and many more are expected to 

be found. 

當局表示該區已發現幾十具屍體，預期數字會上升。 

  

Rescue teams are struggling at the most heavily damaged sites. 

救援隊伍正於災情最嚴重的地方傾力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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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moment, the heavy equipment already spread to five different locations including Sigi and Donggala. 

重型器械分布在五個不同地方，包括希吉縣及棟加拉縣。 

  

To be honest, we need heavy equipment to carry out the evacuation process in this location. 

坦白說，我們需要重型器械來展開清理工作， 

  

Desperate people are helping themselves to food, water and other supplies from local shops. 

情急的民眾於店舖搶購糧食、水和日用品。 

  

There has been no aids. We need to eat. 

這裡沒有救援，我們需要吃東西， 

  

You don't have any other choice. You must get food. 

你沒有其他選擇，你必須得到食物。 

  

This aerial footage suggests the death toll will rise much higher. 

高空畫面反映出死亡人數將會大幅上升， 

  

Indonesia's vice president suggests it could reach into the thousands. 

印尼副總統表示死亡人數可能會升至過千。 

  

Getting rescue teams, food and medicines into Palu is one thing, but the government is having more 

problems to the north. 

政府除了救援、運送食物及藥物到帕盧市，於北部的災區亦遇上更多問題。 

  

Another 300,000 people live in the region of Donggala. 

三十萬人生活在棟加拉縣， 

  

Disaster officials have been unable to assess conditions there. They have no idea yet how badly it's been 

damaged or how many people are dead or in need of help. 

災難處理官員無法得知該區的災情，他們尚未知悉當地災情有多嚴重，也不知有多少人死亡或需要

救援。 

  

But, worryingly, Donggala is even closer to the epicenter of the quake. 

令人擔憂的是棟加拉縣是更接近震央。 

 

The death toll in Indonesia from Friday’s earthquake and tsunami doubled on Sunday to more than 830. 

印尼週五地震和海嘯造成的死亡人數，在周日翻了一番，超過 8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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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thquake unleashed waves that swept up or destroyed everything in their path. 

地震釋出的巨浪捲走和摧毀了沿途一切， 

  

Workers dug a mass grave this weekend in the city of Palu. 

週末，工人在帕盧市挖了一個亂葬坑。 

  

Rebecca Henschke of BBC News is there. 

BBC記者 Rebecca Henschke就在當地， 

  

Up to 50 people are believed to be still under the rubble of the Roa Roa Hotel here in Palu City. Rescue 

workers are trying to find survivors. 

相信仍然有多達五十人埋在帕盧市 Roa Roa酒店廢墟之下，救援人員正努力尋找生還者。 

  

Authorities say the death toll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rise. 

當局預計死亡人數還會繼續上升， 

  

Now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are getting help. But those left behind are struggling. 

救援現時集中在最脆弱的群體上，其他人則掙扎求存。 

  

With aid only now just trickling in, desperate residents are taking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由於救助緩慢，情急的居民只好自己動手， 

  

Relatives are flocking to the area to try and find out the fate of loved ones. 

家屬紛紛湧進當地，試圖了解親人的命運， 

  

People have been waiting for hours for petrol since this morning. They’ve come this way trying to reach the 

affected area of Palu to find out what’s happened to their loved ones. 

他們等待了數小時購買汽油，從今早便開始排隊，他們從這條路趕來嘗試進入災區帕魯市，期望了

解家人情況。 

  

Amongst the crowd here, mothers who don’t know what’s happened to their children. 

人群中有母親不知道孩子情況如何， 

  

This lady hasn’t heard from her son and daughter since the quake hit. 

地震發生後，女士一直沒聽到兒女的消息， 

  

With aftershocks continuing to be felt, frightened survivors here are spending another night out in the 

open.   

隨著餘震繼續，驚恐的生還者在戶外又度過了一個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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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屍體在海面漂浮、散佈沙灘及路邊， 

由於醫院受損，以及傷者太多，要在路邊搭帳篷醫治傷者， 

官員因樓房安全呼籲居民不要回家，很多生還者露天過夜。 

  

這次災難造成的影響多大，仍是未知之數，部分地區救援人員仍無法以陸空方式抵達， 

能接觸的較偏遠重災區，包括：接近震央、一度失聯的帕魯市棟加拉鎮（Donggala）， 

村落已被夷為平地，多人遇難。 

  

棟加拉鎮博亞村（Boya）一名僥倖逃出生天的居民表示， 

強震來襲時，許多家庭正在用膳，當樓房瞬間崩塌，根本來不及逃生， 

再加上隨後的海嘯夾擊，村落已化為烏有，所有房子都被沖毀， 

他有 7名家人失蹤，甚至不知道是埋在瓦礫還是被浪捲走。 

 

受影響區域比原先估計規模更大， 

令許多人被埋在建築物瓦礫之中，重災區棟加拉進入滅城狀態，多人逃到高地避難， 

當地滿目瘡痍，多處斷水斷電、物資、糧水及燃油短缺， 

國營油站的燃油供應用盡後亦需要關閉。 

  

法新社報道，幾百名絕望的災民，闖入帕盧購物中心搶奪食物及日用品， 

保安人手有限，根本無法阻止。 

民眾表示：他們正在一場危難中，無法得到救援，為了生存已別無選擇。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抵達帕盧市視察， 

要求日以繼夜搜救和安置災民，並已調派軍隊到蘇拉威西島。 

除此之外，災區至少有三座拘留設施共 1,200多名囚犯不知所終， 

相信絕大部分人已逃獄，暫未確定是否有囚犯死於災難， 

由於監獄工作人員正協助救災，暫時亦未有計劃搜尋已經逃走的囚犯。 

 

另外，受地震影響，帕盧穆提亞拉西斯朱弗里機場， 

跑道出現長達 500公尺裂紋、導航系統和塔台受損，機場被迫關閉，數百名乘客滯留。 

災害後，人民質疑印尼氣象、氣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根本未能掌握實際海嘯資訊。 

 

截至 2018年 10月 5日，這次地震已造成 1,558人遇難，超過 500多人受傷，預計數字將繼續上升， 

是自 2009年蘇門答臘地震以來，印尼境內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基於衛生考慮， 

政府戈已開始預備集體墓地，埋葬遍地的遺體。 

此外，由於過程耗時、屍體很快腐爛，將會引起公眾健康問題， 

所以當局已宣佈停止識別遺體身份的做法，將所有遺體直接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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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0日，歐洲聯盟委員會發佈公告，捐助 150萬歐元救助。 

事實上，早在 9年前，即 2009年 12月 13日，神早已藉著「2012榮耀盼望」信息警告： 

隨著 Planet X逐步逼近，對地球造成引力影響， 

世界各地將持續出現大地震、毀滅性海嘯及其他破紀錄的大自然災害， 

而且情況只會越演越烈，沒完沒了， 

因為神正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正處身於啟示錄的時代， 

唯有「2012榮耀盼望」信息才是世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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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62：「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62」，會為大家分享一個英文字串法的「曼德拉效應」個案。 

 

相信很多基督徒，尤其是靈恩教會的基督徒，對這個字必定非常熟悉， 

在《聖經》中，這個字眼曾經出現過三次， 

它就是以色列七個節期之一的「五旬節」。 

 

 

 

現時，五旬節的英文串法，極可能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考考大家記性，在你的記憶中，五旬節的英文串法， 

究竟是左邊的 Pentacost，P-e-n-t-a-c-o-s-t，第五個字母是 a； 

還是右邊的 Pentecost，P-e-n-t-e-c-o-s-t，第五個字母是 e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開估！ 

 

 

 

現今現實中，有歷史以來，《聖經》中以色列七個節期之一的五旬節， 

英文串法一直是右邊，第五個字母是 e的 Pente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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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從未出現過左邊，第五個字母是 a的 Pentacost，奇怪嗎？ 

 

現在，為主日現場的各位觀眾做一個統計， 

如果你的記憶中，五旬節的英文一直是舊現實， 

左邊第五個字母是 a的 Pentacost，請舉手並舉定。 

請大家看看四周，有多少人的記憶是舊現實。 

 

如果一直以來，你記憶中五旬節的英文一直是新現實， 

右邊第五個字母是 e的 Pentacost，請舉手並舉定。 

請大家看看四周，有多少人的記憶是新現實。 

 

現在，我們看看英文《聖經》中最權威的英王欽定本， 

於現今新現實中，五旬節的英文串法是甚麼呢？ 

《聖經》第一次出現五旬節一字是： 

 

使徒行傳 2章 1節：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Acts 2:1 

And 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was fully come, they were all with one accord in one place. 

大家清楚看見英王欽定本五旬節一字，是新現實第五個字母是 e － Pentecost。 

 

《聖經》第二次出現五旬節一字是： 

使徒行傳 20:16  

「乃因保羅早已定意越過以弗所，免得在亞細亞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趕五旬節能到耶路撒冷。」 

 

Acts 20:16 

For Paul had determined to sail by Ephesus, because he would not spend the time in Asia: for he hasted, if 

it were possible for him, to be at Jerusalem the day of Pentecost. 

 

《聖經》第三次出現五旬節一字是： 

哥林多前書 16章 8節： 

「但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 

 

1 Corinthians 16:8 

But I will tarry at Ephesus until Pentecost. 

 

大家可以清楚看見， 

最權威的英文《聖經》英王欽定本裡，總共出現了三次五旬節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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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全部都已經變為新現實，第五個字母是 e的 Pentecost， 

而不是大部分人記憶中，舊現實第五個字母是 a的 Pentacost。 

 

 

 

如果五旬節的英文串法出現了「曼德拉效應」，必定會伴隨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是舊現實的 Pentacost，而不是新現實的 Pentecost。 

 

 

 

例如：當我們在 Google 搜尋舊現實的 Pentacost， 

會發現數以十萬計，有關五旬節的英文網站，都是用舊現實串法的 Penta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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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英文報紙搜尋舊現實的 Pentacost，會發現曾刊登外國牧師的主日信息筆記， 

當引用使徒行傳 2章 1節時，同樣是舊現實的 Pentacost。 

 

 

 

此外，報章提及靈恩教會歷史時，所用的五旬節一字，也是舊現實的 Pentacost。 

 

 

 

另一位外國牧師在報紙刊登的主日信息筆記， 

亦曾引用《使徒行傳‧2章 1節》，同樣是舊現實的 Pentacost， 

並且，文中提及舊約節期五旬節，亦是用舊現實的 Pentacost。 

 



20181007   www.ziondaily.com 
 

 
 15 

 

 

當搜尋 Google圖片的話，會發現網絡上大量有關五旬節的圖片，其文字標題都是舊現實， 

第五個字是 a的 Pentacost，我們逐一看看以下幾個例子。 

 

你還可以找到非常多舊現實串法的五旬節圖片， 

不論是圖中文字或標題文字，都是舊現實第五個字是 a的 Pentacost， 

而不是新現實第五個字是 e的 Pentecost。 

 

 

 

甚至，當你在 Facebook或 Instagram搜尋舊現實的 Pentacost， 

都會發現大量專頁、個人戶口，甚至教會專頁，都是以第五個字是 a 的 Pentacost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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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以往五旬節的英文串法都是舊現實。 

從以上多個事實證明，五旬節的英文串法，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問題一：現在我們看見天國道，亦同時看見在這兩年中，神將 Alef Tav的簽名給予我們。這意味著， 

我們將會看見在未來的日子裡，神會將一個創世以來未出現過、最龐大的能力、恩膏和神 

蹟的一個復興帶給我們。與此同時，在摩西的時候，當摩西領受了「神是自有永有」的名 

字後，伴隨著就是 Planet X的十災。然而，我們將要看見於末後的日子，Planet X的災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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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交由我們行使出來，就是這群能承繼法則的兒子，亦即是那小孩子，由我們駕馭整個 Planet  

X的災難，並帶領君王、元首和首領，藉著神這個簽名的能力，帶起最後這個復興，去完 

成整個救贖計劃呢？ 

  

答：是的，接下來，最後復興的重要契機，就是 Planet X。 

因為，就如十災是伴隨 Planet X這契機臨到一樣，目的是要讓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而，藉著 Giza金字塔的拉線，我們知道， 

埃及十災與、Planet X和「2012榮耀盼望」信息有關。 

 

 

 

事實上，於 2009年，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 Planet X的資訊。 

往後，世界真的發生 Planet X到來前的先兆， 

例如：地鳴、大氣層有閃電和刺耳的聲音、閃電會射向天上、 

水變血、火山爆發等等，我們 2009年開始分享「2012信息」，讓我們成為先知，而不是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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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將來，九成人會因為 Planet X的信息而湧入錫安教會。 

他們希望我們以先知的身份，解釋他們知道將來的事。 

因為，正如神以 Planet X幫助摩西出埃及， 

同樣地，於世人眼中，我們亦像是能夠控制 Planet X一般。 

 

 

 

並且，於同時間，帶來了「七年大災難」， 

包括整個太陽系出現隕石、鐵銹，最後，只能夠死剩不足十分一的人口。 

所以，「2012信息」，將會是全球最熱門的信息，成為了他們的救助， 

讓他們知道如何逃生，怎樣避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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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摩西是神的先知， 

所以，神以雲柱、火柱作為使徒去帶領他。 

 

 

 

並且，他亦沒有掌控 Planet X的能力，所以，他是 Planet X審判的 Alef， 

但我們卻是新婦，是審判的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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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於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就於西乃山領受了會幕的體制。 

所以，摩西是我們的影兒，提示我們將要承擔的能力。 

因為，新婦不單只駕馭 Planet X的所有法則，並且，亦建立了聖殿， 

這就是新婦被塑造的過程，當中，讓我們擁有無限量的信心，無限量的聖靈果子。 

 

 

  

於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於 2009年開始，要預備逃生的信息。 

當中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最終得著承繼四馬審判的法則和能力。 

正如，我們希望得著富足、醫治的時候， 

我們也要研究相關的經文，加上我們以信心撒種，才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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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卻是讓新婦承繼四馬的法則和能力，也就是 Planet X的掌控權， 

因此，我們必然對這種能力非常熟悉，並且，加上信心的撒種， 

就是預備當這種能力彰顯的時候，我們首先為到別人預備。 

 

 

 

颱風山竹的出現，就成為了 4794的印證，印證我們將要得到四馬的能力， 

並且，4794亦與哈米吉多頓大戰，另一個審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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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過去，曾經與教會一起用信心回應和預備的，就能夠得著。 

 

 

 

神沒有一早提示我們，藉著預備逃難，讓我們得著掌控 Planet X的權柄。 

因為假如神一早提示的話，那麼，我們就成為了失格的考生， 

因為知道答案而不能夠用信心回應了。所以，神是要我們藉著信心， 

去背負所有的重軛，從而得著相應的祝福和能力 

正如神是以雲柱、火柱，帶領摩西及以色列人到不同的地方。 

同樣地，神卻是以重擔、以一個又一個的謎題去帶領錫安， 

當我們猜對的時候，就得著相應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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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的時代計劃，從來都不能夠以抄襲的方式得著， 

神是以祂的信息，每星期的起營、拆營，去帶領錫安走進復興當中。 

因此，「2012信息」可說是神帶領錫安的巔峰之作， 

解開歷代歷世所有的千古之謎，並且成為眾人的答案。 

 

 

  

而亦是這一套信息，讓我們應驗《以賽亞書》的經文， 

就是神將祂的榮耀去給予我們，並且，君王、祭司也來就光。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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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國道（19）答問篇（10） 

問題一：現在我們看見天國道，亦同時看見在這兩年中，神將 Alef Tav的簽名給予我們。這意味著， 

我們將會看見在未來的日子裡，神會將一個創世以來未出現過、最龐大的能力、恩膏和神 

蹟的一個復興帶給我們。與此同時，在摩西的時候，當摩西領受了「神是自有永有」的名 

字後，伴隨著就是 Planet X的十災。然而，我們將要看見於末後的日子，Planet X的災難是 

否交由我們行使出來，就是這群能承繼法則的兒子，亦即是那小孩子，由我們駕馭整個 Planet  

X的災難，並帶領君王、元首和首領，藉著神這個簽名的能力，帶起最後這個復興，去完 

成整個救贖計劃呢？ 

 

答：承接上一個星期未完的部分。Planet X的信息由我們被提前，以至「七年大災難」， 

也會是全球最熱門的信息。每個人也想知道接著會有什麼事發生；怎樣發生；如何逃避它？ 

他們會重複又重複在我們的信息中尋找這些線索，這是一定會發生。 

所以，復興是伴隨著人們因為聽了我們的信息而來到錫安。 

 

 

 

影片：世人需要一整套 Planet X的教導去作準備 

日華牧師繼續解答資料員，有關 Planet X重臨地球的提答問時，為大家分享到， 

為何神要早於 2009年，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時，甚至於「2012信息籌備營」時， 

已經花極大量的篇幅，分享 Planet X重臨地球所引發的各種現象和災難， 

並且如何因應這些情況作出各種防災預備。 

 

因為日華牧師曾分享過，當 Planet X在全人類眼前出現的一刻， 

臨到的災難就會變成一場急難，極可能在一星期之內， 

如同 3600年前的埃及般，接連出現十災的所有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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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災情，與過去九年截然不同， 

雖然過去九年的災難級數，一次比一次嚴重，而且間距一次比一次頻繁， 

但卻如日華牧師於 2009年「2012信息籌備營」所分享， 

如同一次極之緩慢的撞機，亦好像一次極緩慢的慢鏡重播一樣。 

 

 

 

但是，當有一天，Planet X突然間出現在天上， 

出現在全人類眼前的時候，情況就會立刻改變， 

如同慢鏡重播般一件又一件地出現的災難，會突然變為排山倒海般發生。 

 

就如一次緩慢的撞機過程，好像很平靜，只是飛機間中出現一些反復的顛簸， 

但到了撞機的一刻，全世界彷彿突然間山崩地裂、天昏地暗，四處發生前所未見的大災難， 

如地震、海嘯、暴風、洪水、瘟疫、暴動、饑荒、戰爭， 

如《聖經》所記載，全世界被嚇得魂不附體、心膽俱裂。 

 

路加福音 21章 25至 26節： 

「日、月、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的邦國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響聲，就慌慌不定。 

天勢都要震動，人想起那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都嚇得魂不附體。」 

 

啟示錄 6章 12至 17節：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的星辰墜落於地，

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

移離開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

穴裡，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為

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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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九年後，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神要在《啟示錄》所記載，真正的大災難臨到世界之前， 

即 Planet X如 Kolbrin Bible和其他古文明所記載， 

如同另一個太陽般耀眼，極其可怕地出現在世人眼前之前， 

先藉各種美麗的誤會，讓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同心地為將會出現的大災難作出各種萬全預備。 

 

 

 

這些美麗的誤會，如︰The Simpsons Code、豬流感、彗星 Elenin和 Honda的逼近， 

又或是Webbot和遙視者所發出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警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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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們因著各種可能突然出現的巨大天災， 

為自己、家人及身邊的人，作出種種相應的愛心預備， 

與此同時，卻是世人，甚或其他教會的基督徒絕不會做。 

 

例如︰遷居到內陸離岸二百英里的地區、儲糧、預備太陽能、防備黑暗之災， 

以及野外求生知識，預備求生背包、製作火箭爐、生火、自製濾水器、 

製作太陽能煮食爐、野外收集可飲用清水等。 

 

 

 

隨著日華牧師帶領我們，經歷為災難作出種種預備，就讓我們明白到， 

當大災難突然出現，甚至政府也無法應付的時候， 

假如我們沒有任何預備的話，其實就等同宣佈了自己的死刑一樣， 

根本沒有人可以救我們，結局就只能等待死亡臨到。 

 

當我們曾為災難預備，就會知道，只有在安逸中，才可以為災難作出周詳預備， 

因為急難裡，除了逃命之外，其實甚麼也做不到。 

預備災難必須有一套如百科全書般的信息，就是「2012信息」， 

讓無法被提的毛衣人作參考，從中在短時間之內立刻找到面對各種災難的方法， 

並且知道不同地區會發生什麼災難，作出相應對策， 

才可以在急難中生存，直到主再來，或是下一輪被提。 

 

神讓錫安教會為災難作出種種預備的目的， 

就是為將來的毛衣人而預備，亦為自己能夠得著被提的資格而撒種， 

因為當災難尚未有發生，但我們卻為到將來會面對災難的毛衣人而預備的話， 

我們就有資格不用經歷這些災難而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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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顯示出，既然這套「2012信息」，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是神所預定的一套信息， 

那麼，當「2012信息」完結的時候，也就是《啟示錄》所說大災難開始的時候， 

甚至，按著過去九年，神對錫安教會的帶領及明證， 

當大災難開始之後，「2012信息」曾分享過的災難，都必定會全數發生。 

 

意思是，「2012信息」曾分享過和預備過，但最後沒有發生的災難， 

其實會在《啟示錄》所說的大災難中，全部一次過發生， 

甚至可能在短短 72小時之內，就會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全面爆發。 

 

 

 

當急難發生時，極可能毛衣人只剩下不足 72小時的時間， 

去聆聽這套「2012信息」中有關預備走難的部分，並且，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災難威脅。 

所以，他們更要在災難臨到自己所在地之前，先逃到下一個安全地方， 

然後再按「2012信息」的資訊，於災難發生在臨時安全的地方之前，再作下一次逃難準備。 

 

毛衣人身處地球上不同地方，面對不同類型的災難， 

正需要一套信息，囊括全面和整全的走難和預備知識，成為他們的答案， 

所以，這套信息必須既精簡、又詳細，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夠即時應用。 

 

明顯地，神帶領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信息」， 

就是世上唯一一套，可以讓毛衣人在大災難中生存的信息。 

從這個概念去看，我們就能夠得知，神預定「2012信息」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的價值及位置。 

 

所以，過去九年，特別是 2015年後， 

神一直以天馬座行動等眾多共同信息，印證及提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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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明顯神是有意提示我們以下兩個重點： 

 

一、「2012信息」所分享，Planet X重臨地球所誕生的一切災難， 

必定會全部發生在被提後的大災難時期。 

 

因為過去九年，這些災難都一直發生， 

只是如重播般，在世界各地慢慢地零碎發生， 

但到了被提後，當 Planet X出現在全人類面前時， 

才會突然間，變為一次過大規模地出現的急難。 

 

二、這套「2012信息」，將會成為大災難中唯一的救世信息， 

並且一定是全套，不只是其中一篇。 

因為災難臨到時，全球很可能會在 72小時內一同出現十災， 

所以，在災難出現前，一定需要有人預先完整地分享這套「2012信息」。 

 

屆時，世上已經有部分人預先聽了， 

就是那些聽過「2012信息」，卻未有資格被提的人。 

而另一群未聽過「2012信息」的人，亦可以在數小時內找到相關信息。 

 

這樣，你就會明白為何「2012信息」有很多信息關於逃難、預備食物、 

教我們如何使到水清潔、怎樣找一些高處的地方、如何逃避「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這些信息全都是因為美麗的誤會，在一天沒偏差下分享出來。 

 

 

 

例如：到那時候，人們會收看一些關於「以太陽為食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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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全都是神用拉線 4794去印證，是一天沒偏差的印證。 

 

 

 

影片：神賜予錫安教會成為災難臨到前的智者 

藉著「天國道」信息，我們終於明白到， 

為何神於 2009年開始，就讓日華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 

並且，信息的開始，是由 Planet X來到地球所導致的災難所引發。 

  

正如挪亞、摩西的時代，當 Planet X來到的時候，將會為世界帶來毀滅性的災殃， 

到了《啟示錄》的末後時代，《聖經》讓我們知道，將要來的災難，是加倍毀滅性， 

甚至當七年大災難過去之後，地球只會餘下少於十分之一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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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神讓我們研究 Planet X所帶來的種種災難， 

並且，要我們以信心回應，作出各種的預備，讓我們得著承繼四馬能力的資格。 

而另一方面，神亦是將這套整全的「2012信息」，成為將來留在七年大災難的世人的答案。 

因為，《啟示錄》所提及的災難，將會於短時間當中全面發生。 

 

雖然，當我們預備這套「2012信息」的時候， 

災難還未有出現，我們所作的，就像是一個又一個的美麗誤會。 

然而，到這些災難真的發生時，人們反而會希望，這是美麗的誤會，不是真正的發生。 

  

正如每一次走火警演習，也是美麗的誤會， 

但是，到真正火警發生的時候，眾人都不希望是真正的發生。 

但是，他們卻要真正的面對，並且，沒有帶著智慧面對的話， 

更會有著生命危險，隨時會被燒死。 

  

現時，我們所要面對的，不是一棟大廈的火警， 

而是全世界，所有地方，也會因著一個星球的接近， 

全方位受到各種龐大災難所打擊，全世界無人倖免。 

  

因此，我們可以將心比己，當這種前所未有的災難級數出現時， 

其實，世界也希望有一位智者出現，能夠給予他們答案和對策。 

而「2012信息」，就成為了這種智慧級數的信息，成為他們即時的救助。 

因為當這些災難發生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一早被提了。 

所以，世人不能夠親身去問錫安的弟兄姊妹，應該怎樣走難， 

究竟如果於香港走難的話，哪裡最安全等等。 

  

然而，我們過去花上幾年所預備的信息就成為了他們的答案， 

因為，各種的逃生預備，也是經過我們的實驗， 

甚至逃生的路線，所攜帶的物品，也是經過前所未有、 

詳細的資料搜集和深思熟慮，我們從中尋找出最好的對應方案。 

  

事實上，啟示錄讓我們知道，這個毀滅地球十分九人口的災難，始終會到來， 

為到主再來而預備，亦是神給予所有基督徒的使命， 

所以，我們過去所作的研究和準備的，其實，亦是以信心、愛心去回應真理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可以見到，其實世界上沒有另一間教會， 

會好像錫安一般，切心研究神的話語到這種程度： 

就是縱使我們相信自己會被提，但同時卻會因著愛心的緣故， 

而設身處地作出預備，為世人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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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其他教會，他們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忙著使人數增長、建堂、籌錢，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為主的再來而作出任何預備， 

他們沒有看自己為客旅、寄居的，相反，他們的想法，其實與世人並沒有分別， 

所以，他們活在屬靈的淫亂當中，他們一直與世界為友，亦與神為敵。 

因此，他們也會與世人一般，於神的聖徒被提後，留下來迎接七年大災難， 

並且，於當時，因著我們已經被提，他們所尋找到的，就只有這套「2012信息」。 

  

所以，我們終於明白，為何神要給予我們美麗的誤會， 

目的就是讓我們於災難之前，可以撒種。因為，當我們平心靜氣去反思的時候， 

我們就會明白到，假如神真的要為到《啟示錄》級數的大災難， 

去尋找一間會教導人逃難、應對、預備大災難的教會，並且，不單止教人求生， 

甚至乎會教導這班難民於 1260日之內，努力趕上成為賓客， 

那麼，當今世上，你又會揀哪一間教會，去分享這套信息呢？ 

 

平心而論，世界上又有哪一間教會，預備好去分享這種內容的信息呢？  

事實上，當大部分教會的牧師，不斷翻用過去神學院的教導， 

或是於坊間尋找一些屬靈書，左抄右拼的，變成一篇講道， 

甚至乎，當他們的主日講道都未能夠分享得好，只能不斷重複的時候， 

究竟，有哪一間教會，是預備好分享這套叫人逃避大災難的信息呢？ 

  

明顯地，世上只有錫安這種級數的教會， 

才可以分享這種又科學、又屬靈、亦是合神心意的信息，別無他選。 

 

所以，神亦感動日華牧師，於幾年前，開始這套「2012信息」， 

而現在，我們亦可以看見，當中的災難陸續浮現， 

我們更會清楚知道，縱使坊間有著不同講及逃生、野外生活技巧的書籍， 

然而，當我們明白 Planet X的特性時，我們就會知道，這些書籍的內容是完全不合用。 

因為當中的災難，是遠超過人們所能想像的範圍， 

所以，他們所提供的方案，甚至是致命的， 

例如，於 Planet X臨到的時候，沿海的城市都會毀滅， 

所以，人們要進到內陸當中，不能留在海邊，更不能想著於船上生活。 

  

所以，神給予我們各種美麗的誤會，另一方面，就是神給予世人的憐憫， 

因為，《啟示錄》級數災難的出現，是神於公義當中所作出的審判。 

所以，這種級數的災難，是人犯罪所應得的後果，正如神以洪水毀滅世界，以十災擊打埃及一般。 

但同時間，神亦因著憐憫的緣故，於審判還未有發出之前，就讓我們為他們預備「2012信息」。 

讓他們有機會於七年大災難當中，學會信仰上所有的知識， 

包括求生，以及集合全部有用的資訊。最重要的就是讓他們明白到， 

為何他們要面對啟示錄級數的大災難，當中的目的，與及神的心意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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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假如沒有這套信息的話，人們就不能夠理解整個故事， 

他們只能夠於災難中枉死，不會選擇主耶穌，亦不會選擇這個信仰。 

因為於過去幾年，我們是以先知先覺的方式，去分享《啟示錄》與及七年大災難的架構， 

包括災難的成因，以及應對的方法。 

  

雖然，七年大災難尚未有來到。但當七年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人們就會發覺，錫安的信息是完全正確的。 

因此他們就必定會接受當中所給予的忠告與及各種走難智慧， 

更重要的就是，他們會接受救恩成為他們的終極答案， 

讓他們有機會成為賓客的一份子。 

  

因為當我們被提的時候，就已經是新婦塑造完成的時間， 

甚至童女及部分賓客，也會一起被提， 

所以，留在七年大災難當中的，必然是沒有資格被提的一群， 

所以，就算他們因著眼見這些災難發生而選擇回轉、悔改， 

他們亦只能夠僅僅得救，得以成為天國的賓客。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 

到時候，身處災難的人，是絕對不介意這些信息是預早分享的。 

 

 

 

在我們來說，分享信息後，在 2012年發生了災難，這當然是好。 

但身處災難中的人，不會認為最好在 2012年發生， 

反而，他們慶幸我們提早分享出來，並且完整地分享了那麼多年、 

內容那麼豐富、信息那麼齊全，真是一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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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極有可能，當「2012信息」正式完結那天，就是所有災難正式開始的那天。 

 

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公佈有 Planet X的存在。 

所有人，包括我們所說的資源、人力、物力， 

都會因為這套信息而誕生。他們絕大部分都希望臨死前為神作工， 

他們即使未必能夠被提，也希望能在離世後有資格進入天堂。 

因此，我們不能白費他們的苦心，甚至，這是按著整套信息去預計。 

 

事實上，「天馬座行動」的內容不但印證我們教會， 

也是印證這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和《啟示錄》的真實性的。 

同時，亦引證我們分享《啟示錄》中的四馬是由 Planet X引發的。 

大家有目共睹，「天馬座行動」是印證我們、指證我們， 

告訴我們所分享的，的確是一天也沒有偏差。 

 

 

 

甚至乎，我們分享完「2012榮耀盼望」後，也會是一天也沒有偏差。 

整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是有史以來，最準確地讓人看見最多一天也沒有偏差的印證， 

而全部內容都是印證我們分享有關 Planet X的。 

 

因此，當這套信息分享到最後的時候， 

既會肯定了我們的身分，亦會讓人肯定我們分享這套信息是正確的。 

我們要讓人們知道在這七年裡我們做了什麼事情，講了些什麼？ 

我們為何會開始分享這套信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美麗的誤會？ 

並且，我們可以預計接下來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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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應該可以肯定 Planet X對地球最強大影響時， 

已是在七年大災難中，我們已經不在世了。 

所以，別人不會認為是由我們控制它，因為我們已經不在世了。 

只不過當時所發生的所有現象和災禍，和各地區性是怎樣的情況，我們全都分享過。 

 

在以前，我們以為可能七個星期後會發生的事，原來是七十個星期才發生。 

那麼，我們在七個星期所分享的資料就變得很寶貴， 

因為，他們有七十個星期時間去預備，真真實實能幫助到他們。 

 

大家試想想，世界上有多少教會能像我們這麼有效率， 

一呼百應下，二千人就可以一起動身避難？ 

真是絕無僅有的，全世界的災民和難民，最高的效率可能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而已。 

我們用七個星期去做的事情，他們要用七十個星期去籌備。 

我們就像活劇一樣實踐了一次，然後，我們回來會檢討箇中要留意的事情。 

所有事情，包括檢討分享，總是一天也沒有偏差的包含在整套信息中。 

 

 

 

影片：「2012信息」示範最有效的群體逃難方法 

顯而易見，早在 9年前，2009年， 

神已確實命定了「2012榮耀盼望」信息必然誕生。 

因為 9年前，當事件和災難尚未發生、沒有任何預兆之前， 

神已啟示日華牧師藉著「2012信息」以先知先覺的方式， 

預先準確警告一些人類從未想像過的事情和災難將要發生， 

前瞻性地提醒世人及早準備 Planet X再來，預先防範它帶來各種毀滅世界的災難， 

好讓全世界未雨綢繆，作出相應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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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9年前，日華牧師已透過「2012信息」警告： 

全世界將逐步出現各種史無前例的自然災難， 

而 Planet X觸發的破壞只會越來越劇烈、沒完沒了， 

由百年一遇變成一年一遇，甚至成為世界各地每年慣常出現的新氣候、新現象。 

 

然而，「2012信息」於過往 9年間， 

除了前瞻性地預告各樣怪異事件發生的理由、劇烈程度和世界走向之外， 

日華牧師甚至能提供應對各種災難的相應部署、求生及逃生走難的實際措施， 

並非個別解決走難問題，而是全世界不同地方、每個城市和鄉鎮， 

個別聯群結隊走難的榜樣和典範。 

  

過往 9年間，錫安教會更親身為各種災難預備，進行多次綵排和演習， 

例如：儲糧、逃往香港高山演習、防範黑暗之災、舉行急救講座、 

往中國內陸 200英里城市的大旅行、大度假、租用落腳點 TC， 

以及教導各種野外逃生智慧、躲避太陽風及輻射傷害的智慧等， 

更召開了多次「全職講座」，進一步解答危難及北上遷移的注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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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信息」為災難提供了一切全面記錄和詳盡方法， 

甚至製作了「Webbot 對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總表」。 

綜合過往Webbot針對「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前的先兆標記、發生情況及後遺症等。 

好讓世人儆醒預備「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並且在將要發生的時候， 

這份小冊子亦能夠幫助很多人即時應對，有效地及時逃生，保存性命！ 

  

始終，萬一災難隨時發生，任何人未能即時正確應對的話， 

就已等同必死，根本絕無僥倖的可能。 

至於「Webbot對於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測總表」的電子版， 

可以在《錫安日報》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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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往 9年「2012信息」對所有危難的預備、資料及每篇講道， 

大家都可以在《錫安日報》或 YouTube的 ziondaily.com頻道，免費下載及隨時重溫。 

 

 

對普世人而言，每當災難忽然臨到，他們根本沒有足夠常識和智慧， 

防範及應對任何危難的發生，不論是災前預備或災後救援，都只能依賴政府。 

但回顧過往 9年，全球所發生的各種災難， 

包括︰大地震、海嘯、颱風、大暴雨、洪水、龍捲風災、世紀性山火爆發等， 

都足以證明，全球各地的政府根本無法承擔災後處理。 

萬一災難發生，不論是災前市民自我防範和預備的意識， 

抑或龐大洪水、地震、海嘯、颶風、山火、龍捲風災或其他災難忽然臨到， 

全球各地的政府根本無法即時應對，或採取任何救援，人民只能自救、自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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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災難過後，其實各地政府往往都無法即時到達每個災區，也無力即時進行救援。 

簡單來說，當全球政府面對現時這種級數的災難， 

不論是災前或是災後，都是無能為力，人民往往只能靠著自救，無法再依賴各地政府， 

只不過，屆時任何人無法以最有效及正確的方法即時應對，就已等同死亡。 

  

況且，單單這幾年的災難級數， 

如︰2010年海地地震導致 316,000人死亡、300,000人受傷、130萬人流離失所； 

2011年日本 9級大地震及引發超過 40米大海嘯； 

2017年颶風艾瑪（Hurricane Irma）重創加勒比海及鄰近地區； 

2017年颶風瑪麗亞，令加勒比海第二大島國多明尼加及波多黎各幾乎夷為平地； 

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正面吹襲關島（Guam）及菲律賓； 

2018年印尼蘇拉威西島 7.5級大地震及大海嘯。 

 

單是現今的災難級數，都足以證明全球政府根本無能為力、無法招架，甚至無法承擔這些災後處理。 

隨著 Planet X進一步逼近，若然這些急難的破壞程度，再增加 100倍， 

甚至，每年有 200個超強颱風及五級颶風形成，每星期有一個以上的毀滅性大地震及大海嘯。 

試問，究竟全球政府能夠做到多少防範呢？全球政府又能救助多少災民呢？ 

 

 

  

若然每星期都有超強颱風侵襲香港或日本的話， 

單計颱風過後清理塌樹，政府又能否來得及清理呢？ 

實在，接下來隨著 Planet X進一步逼近， 

現時全球性出現的災難和破壞，只會有增無減、越演越烈， 

災難的劇烈程度及破壞力，只會造成更多滿目瘡痍、令人心碎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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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無法通訊、道路中斷，沒有人能拯救他們， 

每個人都只能靠著自救，各人的性命都危在旦夕、命懸一線。 

 

然而，神賜予世人的「2012信息」，以及錫安教會親身示範群體的救災和走難方法， 

卻可以讓所有災民及七年大災難中未能準時被提的餘數， 

在無政府救援的情況下，都能夠自救，甚至有最有效的群體逃生方法。 

 

因此，由「錫安劍」、Pi、天馬座行動等，其實是講述 Planet X印證的尾聲。 

因為，我們一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時， 

其實，全球許多關於 Planet X的資料大量出現， 

已經多了許多說是有兩個太陽的資料，已在網上瘋傳。 

 

但關於「兩個太陽」這點，我在 2009年已分享過了， 

那個時候，你何曾看見過一段新聞在網上出現？ 

你何曾見過一個影片（Video）在 YouTube分享過嗎？ 

我們分享過許多這些特性，這些已經在 YouTube陸續發佈的了。 

 

 

 

因此，現時我們所見，其實在「天馬座行動」信息開始， 

關於 Planet X的報道，例如：郵輪、地堡、有錢人家預備災難等這些資料， 

已經不再隱蔽，而是到處傳播的了。 

 

如我所言，神在永恆中，預備地球的歷史結束，已經預備好這些事情了。 

換言之，只不過全部是契合了將會在這段短時間中發生的所有事。 

而在這過程中，就成為我們最後一個考試，去分別和奠定了我們在永恆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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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是一位新婦、你是這位小孩子，但如我所言，這小孩子都有領袖的部分（Part）， 

也有跟從者這部分（Part）。因此，最後這個考試，是值得我們用盡所有的期待去等待， 

因為，這根本就是人類生存的目的。我不是說我們作為人類生存的目的， 

而是這根本是全人類總和生存最大的目的。 

 

 

影片：錫安教會的身份是全人類生存的目的 

過去三年多，日華牧師已經在「2012榮耀盼望」信息之「天馬座行動」中， 

為大家一步步解構，原來神創造整個人類歷史的目的， 

就是為要等候一位永恆與神同掌王權，並與神同創的永恆新婦， 

這新婦是《啟示錄‧12章》所說，一出生就被提， 

得著時空穿梭能力和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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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婦的塑造，就是神創造整個人類歷史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產品。 

 

自從日華牧師 2015年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藉著眾多共同信息，例如：「玫瑰園計劃」、「伯利恆之星星圖」、「923的共同信息」、 

信步星圖、水瓶星謎、萬物定理 Pi，以及天國道信息所提及，聖殿 5和 6的比例、 

Freemason的標誌和圖畫，並日華牧師 56和 57歲的共同信息。 

 

 

 

再加上，由 2009年開始至今， 

不斷出現眾多有關錫安教會拉線 4794的共同信息印證， 

讓我們完全確定，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就是神所鑄造的這一位永恆新婦， 

眾多共同信息，就好像派發大考放榜，學校畢業的成績表一樣， 

證明錫安教會，已經從整個人類歷史的這一場終極考試中，得著全校第一名。 

 

並且，神以眾多共同信息，不單證明錫安教會就是得著永恆新婦位份的唯一群體， 

同時，亦帶出另一個極為重要的信息， 

就是讓錫安教會成為世人的一個典範，成為全人類效法的榜樣。 

 

共同信息印證的意義，就如一間學校向優質學生頒發優異生獎狀一樣， 

在全校面前，將最高榮譽的獎狀，頒給這一位在「德、智、體、群、美」， 

各方面都有優異表現的學生，令所有學生都以他為榜樣、效法他， 

並以他的表現去激勵其他學生，使他們知道要成為優異生，應當怎樣做， 

因為已經有一個樣板給他們模仿了。 

 

就如各國政府，都會將英勇勳章，頒發給戰事中有英勇表現的士兵或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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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單是獎勵他們，更是讓他們成為其他士兵或軍官的好榜樣，要其他人效法他們。 

所以，現今神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 

目的是顯而易見，亦是所有人都應該能體會， 

神是將一個又一個優異表現的獎狀，頒發給錫安教會。 

 

 

 

例如︰當日華牧師願意不怕艱難和逼迫，分享氧份療法， 

並在 2009年開始分享「2012信息」， 

神就以拉線 4794的共同信息，成為一個獎狀，頒給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為要向世人明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這兩次行動，是兩次極優異和英勇的表現。 

 

又例如︰當日華牧師願意將錫安教會創作的詩歌全部免費送出， 

不收一分一毫，神就在 1998年，啟示日華牧師第一個音樂動勢， 

成為一個頒發給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獎狀， 

並且，在往後 18年間，直至 2016年，錫安教會不斷每星期創作至少一首優質詩歌， 

並且同樣每一首都是免費送出。 

 

神就在 2016年，將製造全音域耳機「錫安劍」的秘密給予日華牧師， 

成為一個獎狀，頒給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為要向世人明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一直努力不懈地創作動聽詩歌， 

並全數送出，是極優異的表現，全世界教會，甚至所有人都應當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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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過去九年，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信息」， 

特別是 2015年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神就以排山倒海般的眾多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 

 

 

 

神的心意顯而易見，是要讓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分享的「2012信息」，成為世人效法的對象， 

因為分享「2012信息」就是錫安教會在神面前， 

能夠成為唯一合格，並表現優異的新婦的最主要原因。 

 

然而，世上所有獎狀都有兩方面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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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頒獎者的身份，第二是獎狀代表的意義。 

頒獎者的身份，是一位幼稚園老師，還是一位國際頂級大學的教授， 

兩者之間的意義，當然是截然不同。 

 

現今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已經明確指出頒獎者就是神， 

所以，這是神以共同信息頒給錫安教會的獎狀， 

世上還有比神親自頒發的獎狀，更尊貴和榮耀嗎？ 

這已是世上最偉大、總結性的獎狀。 

 

第二，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都指出錫安教會就是永恆中唯一的新婦群體 

是得著被提資格和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的男孩子， 

亦是伯利恆之星所指向，並拔出石中劍的真命天子 ── The One。 

 

 

 

所以，當神以共同信息印證並頒獎給錫安教會的話， 

這意義肯定非凡，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獎狀， 

是總結人類歷史中最高的榮譽。 

 

任何人希望在末後最後時刻，賺取更多永恆獎賞的話， 

唯一應該要做的事，就是協助錫安教會一同完成並推廣「2012信息」至全世界， 

才可以在這最後時刻，在新婦身上沾光，並一同得著恩膏， 

輔助新婦完成神的時代計劃，成為童女或賓客與新婦一同被提。 

 

又例如︰今年 2018年 9月正值日華牧師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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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香港近 50年來最強勁的颱風山竹，成為另一個隱藏眾多共同信息的風暴， 

成為日華牧師今年 57歲生日的一個超然印證。 

 

 

 

證明神已將四馬的能力給予錫安教會， 

可以執掌神所賜予，四馬騎士掌控地上四風的權柄， 

並且，亦明證錫安教會已經得著地上自然界風暴法則的承繼者，可以用四風審判世界。 

 

這亦證明，當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願意在過去 33年多， 

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並完成神的旨意，我們就能夠一步步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而颱風山竹所帶來的共同信息，亦證明了這一點。 

就如主耶穌可以平定風和海並行水面，同樣是掌控風暴法則的另一面。 

 

過去神給予日華牧師的各種超然智慧和共同信息， 

都證明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掌握了不同範疇的自然界，甚至超自然界的法則。 

例如︰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信息，就證明日華牧師掌握了傾聽神聲音的法則， 

可以源源不絕地得到《聖經》的啟示。 

 

錫安教會得著第一個音樂動勢，可以每星期源源不絕地創作詩歌， 

就證明日華牧師掌握了音樂的法則。 

 

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就證明牧師掌握了解通神創世奧秘和一切千古之謎的法則。 

 

「錫安劍」的誕生，就證明日華牧師掌握了製造全音域並最靚聲耳機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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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掌控的一切地上自然界和超自然界法則， 

就證明錫安教會已經成為了合資格的新婦，可以成為法則的繼承者，與主耶穌永恆同掌王權。 

 

而我們有機會接觸得到，但有些人連邊也沒沾上，神也不會告訴他們這個啟示， 

等到他們有了這些裝備和心理上的預備來預備最後的大考。 

 

影片：反思天意製造的共同信息（改變世人的觀感）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到，全世界所有人，都會進入《啟示錄》的大考當中， 

就是於我們的人生選擇當中，選擇成為賓客、童女、新婦，還是永遠沉淪的外邦人。 

並且，我們亦為到這班進入《啟示錄》災難，未能被提的一群， 

提供「2012榮耀盼望」信息，成為他們的答案， 

讓他們知道，自己正身處 Planet X所帶來，全球毀滅性的災殃當中。 

縱使他們錯失了被提的福份，身處神烈怒的審判當中， 

然而，他們亦會有最後得救的機會，並且，有機會得著永恆的獎賞。 

 

 

  

日華牧師分析，縱使於過往， 

人們或許未必會認同「2012信息」的內容、不會認同 Planet X會到來， 

甚至不會認同，錫安教會就是真命天子的身份，是新婦級數教會等等。 

他們只會以為，錫安是愚昧的一群， 

正如於挪亞時代，每一個人都會取笑挪亞一家是傻瓜一樣。  

 

事實上，我們亦可以反思一下， 

其實，不僅是對於外邦人而言，錫安的定命是難以置信，不能接受， 

甚至乎，對我們而言，一開始，同樣亦是如此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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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像，於 2009年，我們會認同，錫安是有著全面恩膏的靈恩教會， 

當中有著神蹟醫治、趕鬼、恩賜運作、說的聚會，源源不絕的詩歌， 

每星期永不重複的新信息等等。 

 

所以，假如神讓我們去相信，我們將會帶起一個香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復興的話， 

絕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會同心相信，並且，於有跡可尋的情況下， 

甚至會理解到，將會是由「說的聚會」開始誕生。 

 

 

  

然而，假如於 2009年，神讓我們去相信， 

我們是神所揀選，末後的新婦教會、真命天子， 

是只此一家，擔當全人類復興使命的教會， 

並且，為世人預備一套有關於七年大災難的《啟示錄》信息。 

  

對於很多弟兄姊妹而言，亦會覺得是難以置信， 

因為，全世界都從未有過被神如此重視到這種程度、一日不偏差帶領的教會，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完全是無歷史的往跡可尋。 

  

所以，當我們反思的時候，就會明白到， 

其實，神對我們的塑造，亦不是一蹴而就，立時就告訴我們，我們就是真命天子。 

相反，神是由 2009年開始，一步一步的，用上九年的時間，去帶領我們進到這種地步， 

一步一步的，調整我們的心態及觀感，於這幾年間，慢慢帶來一個又一個的印證， 

並且，這些印證，不是一些模棱兩可、穿鑿附會、一廂情願所以為的印證。 

 

相反，神是以眾多歷代歷世以來的龐大建築、地標、拉線、黃道十二宮、詩篇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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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眾多一日不偏差的事件，成為我們的印證，讓我們無可推諉，心悅誠服， 

而到這一刻，甚至會全然認同我們是真命天子的身份， 

並且，因著這個身份，而努力為到末後七年大災難而預備「2012信息」。 

這種歷代歷世以來，從來未有過的獨特印證，就是「天意」級數的印證， 

是一種龐大到一個階段，不得不認同，必然是神所做的印證。 

 

 

 

然而，甚麼是「天意」級數的印證呢？ 

再簡單一點，甚麼是「天意」呢？其實，於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當中， 

人們常常希望尋找到「天意」，也就是希望知道「上天的意旨」， 

希望知道上天所揀選的「真命天子」是誰，讓他成為一國之君。 

因為上天的旨意、上天的選擇，必然是最好、最完美的。  

然而，世人卻是尋找不到、看不到「天意」， 

因為對他們而言，「天意」往往是隱藏的、神秘的， 

不能被人知道的，並且，常人不可猜透的。 

因此，人們希望知道「天意」，但卻是尋不見。 

 

所以，我們於這裡所指的「天意」， 

不是由人自己估算出來，或是自己授意自己擁有天意， 

而是神親自頒佈祂的心意，只不過，神不是以親自降臨的方式去公佈， 

而是以謎語、燈謎的方式，就是藉著萬事萬物、黃道十二宮， 

這些不是由人類可以創造、改動的事物， 

去將神的心意顯明，讓人無可推諉，得知神的心意是甚麼， 

因此，簡單而言，「天意」，就是神心意的縮影，並且，是神所給予人類最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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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這幾年間，神就是以這種創天造地級數的「天意」， 

去成為錫安的印證，成為「2012信息」的印證。 

因此，這將會是讓很多人接受「2012信息」，湧入錫安教會的原因。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就如摩西時代，為何以色列人會如此相信摩西，跟他冒死出埃及呢？ 

須知道，以色列人已經為奴了幾百年，他們知道，假如他們認同摩西的話， 

就是埃及的叛黨，會被殺死。於他們的歷史當中，從來未出現過摩西的先例。 

 

 

 

並且，當時的以色列人，自己也不是甚麼信心英雄，或是屬靈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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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於出埃及後，就不斷埋怨，亦想殺死摩西。 

  

然而，他們卻是於出埃及之前，同心的相信摩西是神人，願意跟他出埃及， 

因當時的以色列人，於摩西身上，看見了「天意」級數的神蹟， 

就是一種不是心理作用或是有爭議餘地的神蹟。 

 

 

 

天意級數的神蹟，就是十災，包括滅長子之災，與及分開紅海。 

當以色列人見到這種級數的神蹟，他們就會明白到，是「天意」讓他們可以離開埃及。 

因此，他們亦被摩西所行的「天意」神蹟所影響，觀感被改變。 

  

只不過，他們終究是一班軟弱、不信的人，於危險下，他們會順服摩西。 

但到出了埃及之後，他們又故態復萌， 

他們的內心最終都是消化不了這種天意級數的神蹟， 

就算見到眾多龐大的神蹟，亦未能夠被徹底的說服， 

改變成一班與摩西同心，成為摩西的跟從者。 

  

相反，他們縱使見到天意級數的神蹟，仍舊會唾罵摩西，想用石頭打死摩西， 

因此，神就讓他們全部最終死在曠野。 

於這裡，我們可以理解到，以色列人是看到了天意，但仍舊是埋怨， 

這就成為了他們自掘墳墓的原由。 

  

但我們應該反思一下， 

當我們自己看到天意的時候，我們的反應，又會否像是以色列人一般呢？ 

我們會否同樣地，走進以色列人的錯謬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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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已經進到至聖所，但卻仍舊埋怨的話，就只會被神擊殺， 

因為當你看到天意，明明知道是神親手的作為，但是卻作出了錯誤、不信的回應。 

  

於這幾年間，伴隨著「2012信息」所出現的各種龐大共同信息， 

其實，就是天意級數的印證。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些印證時，也會感到戰兢或是連汗毛也豎起來了。 

就算於過往，我們聽一篇有恩膏的講道，也不會有這種程度的現象，不會到如此的階段。 

因為這種龐大程度，是到達神親自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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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於踏入以色列人新年的九月，迎來了香港歷史上最猛烈的颱風山竹， 

當中，帶來了眾多的共同信息，包括掛風球的時間是 69小時， 

消散的日子是農曆 8月 8日，山竹可以寫成 4794等等， 

這些全都不可能是巧合，亦更不可能是人為，而絕對是天意，是神親自出手所安排， 

換句話說，神以顯示天意的方式，去介入人類的歷史，讓人明白祂的心意。 

 

 

 

也就是說，這不是一種神普遍的心意。 

我們知道，《聖經》容載著神的心意，是神的話語 ── Logos。 

而於我們恩賜運作的時候，神亦會藉著我們的口，說出祂的話語， 

也就是對某人的 Rhema。或是感動先知去寫一篇預言，這亦是 Rhema。 

於當中，我們當然會尊重神的 Logos及 Rhema。 

  

然而，「天意」的級數，就是神超越這種程度的心意， 

是重要得要以黃道十二宮，以拉線，以神的創造去顯明的心意。 

當中，我們更加要以敬畏的心去領受。 

  

因為，就如會幕一般，外院、聖所，就是 Logos及 Rhema。 

而至聖所就是「天意」級數，因為於當中若稍有不慎，連大祭司也會被擊殺， 

因為，這是神親自的臨到、親自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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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比兩者，神的 Logos及 Rhema， 

人類都還有與神討價還價，或是裝作不知道的餘地。 

但到了神的「天意」級數，人就絕對不可能討價還價， 

因為，神是會用上即時擊殺級數的能力作出回應。 

因此，不僅是基督徒，連外邦人，也會被震撼得心驚膽戰。 

  

也就是說，這種天意級數的神蹟，就是讓人理解到，神的至聖所將要臨到， 

因為，這種級數的印證，豈不是不斷確認錫安所分享的信息？ 

也就是一套有關於新婦被塑造完成，聖殿的殿頂石已經蓋好， 

至聖所將要臨到，人們亦將要迎接《啟示錄》級數災難的信息。 

 

所以，假若是至聖所降臨到地球的時候，於那時，還要褻瀆的話， 

正如新約時代，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他們的下場就只能夠是即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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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就是為何當復興誕生，新婦被提之後，天意會隨著兩個毛衣人出現， 

並且，任何要傷害他們的都會被擊殺。 

 

啟示錄 11章 3至 6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

必這樣被殺。這二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為血，並且能隨

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 

  

我們常說，我們就是毛衣人的師傅， 

因他們也是因著承接「2012信息」而知道自己的身份，成為毛衣人。 

並且，於我們被提後，他們就是留下來，承繼天意的一群。 

那時，是人類的最後機會，因此，神是用上天意級數的神蹟和印證， 

讓所有人都可以用肉眼見到神的作為，讓他們作出最後的選擇，也就是天堂和地獄的選擇。 

  

因此，於毛衣人身上，也會有著天意級數的神蹟， 

若有任何人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燒滅仇敵， 

並且，他們有著叫天閉塞不下雨、水變血等等的能力。 

  

神用上天意級數的神蹟，去印證祂的作為，祂的時間表， 

為的就是於短時間內，改變他們的觀感，改變他們的人生觀， 

讓他們確知，現在已經是末世，他們最多只剩下最後的 1260日， 

並且，神用上這個方法，讓他們的信仰可以於短時間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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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神用上天意級數的神蹟，去說服幾百萬的以色列人， 

於短短的幾天或是幾星期內，改變他們的集體觀感和方向， 

讓他們跟從摩西的帶領，冒死離開埃及。 

 

然而，當這種天意級數神蹟出現的時候，同時間，亦會是神對於人類的仔細考驗， 

當中，假如出現一句褻瀆的說話，就必死無疑。 

因為，當未有這種級數印證出現的時候，人們還有不信、懷疑的藉口， 

但是，當神將天意打開的時候，他們所看到的，並不是一般級數的神蹟，而是天意的時候， 

那麼，假如他們仍然說出褻瀆的說話時，也就是直接挑戰神，結局就是被擊殺。  

 

所以，現在當我們看到，這個天意是指向我們、是印證我們， 

就是讓我們的觀感、思想，首先被改變，讓我們明白天意， 

就是如挪亞、摩西的時代一般，神最終會用上 Planet X成為審判的工具， 

而我們就是神所授予，可以承繼神的法則，掌控這審判工具的一群。 

 

 

  

然而，神將各種天意級數的印證，指向我們的同時，我們卻是要承擔著各種美麗的誤會， 

因為一方面，就是讓我們於未知底下，憑著信心去跟隨神的帶領， 

為著得到這繼承的資格而不斷撒種，為七年大災難的人去作出預備。 

 

另一方面，亦成為我們的考驗，考驗我們當見到天意級數的神蹟時， 

我們的反應，會否像是以色列人一般的頑梗、叛逆， 

走上他們的錯謬之路，結局就是死於曠野當中。 

 

所以，大家可以見到，於這九年間，神是用天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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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教會的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熱心、成長，讓大家可以同心合作，不斷的進步。 

因為我們於潛意識當中，看到了神的天意， 

並且，用上九年的時間，慢慢的消化，認同神的帶領，並且，踏上新婦的路徑。 

 

 

  

然而，對於將要來到錫安教會的人而言， 

他們沒有九年的時間去消化，他們只有九個月或是九個星期的時間消化， 

當中，消化不了的，結局只會是沉淪。 

然而，這也是避免不了的，因為他們很後期才來到錫安，聽錫安的信息。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未必接受得了錫安教會是真命天子的位份， 

就算口中說信，但心裡都未必能夠全然接受。 

因為我們教會亦是要用上九年的時間，才能夠全然跟得上，於心態上改換。 

所以，這就成為了將來進到錫安的信徒，以及錫安弟兄姊妹的分別。 

  

然而，他們的責任就是要盡快趕上，否則，就會喪失被提的資格， 

留下來成為毛衣人，甚至是毛衣人的跟從者，參與最後的補考。 

正如於摩西時代，摩西不是以跟以色列人辯論的方式，去說服以色列人， 

神是以天意的方式，讓所有以色列人去跟隨摩西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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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現在，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 

神同樣不會以辯論的方式，或是學術討論的方式， 

讓外邦人，甚至出面教會的基督徒，去選擇接受錫安與否。 

神同樣會是以天意的方式，去印證我們所分享的信息， 

甚至是以掌控 Planet X的方式，去急速地讓人們的心、人們的觀感改變，作出跟從神與否的選擇。 

 

 

 

因為神今次不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離開預表世界的國度，進到神所應許的迦南美地。 

神今次，亦是最後一次，是要帶領整間教會離開這個地球，被提到天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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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會向他們解釋 Planet X， 

另一方面，在教會體制中，好像現時製造「錫安劍」般，安排不同的支部及分部， 

將我們現有的信息，全都變成我們最大的枷鎖。 

 

 

 

如我所言，在全教會中，有誰曾如我一樣， 

能夠承擔起錫安教會這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枷鎖的十分之一？ 

事實上並沒有。 

可是，在接下來的日子，你們將會有機會承擔這套信息的枷鎖。 

 

影片：「2012信息」成為時代計劃最大的枷鎖 

現今，整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並當中一切行動， 

例如︰逃難智慧、以看太陽為食物、製作「錫安劍」等等， 

日華牧師都是刻意將「2012信息」變為錫安教會最強大的枷鎖， 

甚至成為人類歷史至今最強大的枷鎖。 

 

既然神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印證日華牧師並錫安教會， 

就是神所揀選，在末後日子才會出現的唯一永恆新婦群體， 

那麼，是甚麼原因導致我們能夠在神面前， 

得著這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高榮譽的新婦位份呢？ 

當然，並非我們天生的構造與其他人不同， 

我們亦不是如富二代般，不需要經過任何努力和自發， 

一出生就自動獲得，亦不僅是神單方面的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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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我們確實願意在人生過程中，主動選上這個位份， 

願意肩擔起神所賜予人類最大的責任和枷鎖，並且打破一個比一個更大更難的枷鎖， 

得著神級般的智慧和恩膏，明白世上一切自然和超自然的法則， 

並解通人類歷史一切不解之謎，得著承繼一切法則的資格， 

才可以在神面前，成為永恆新婦這最高榮譽的身份。 

 

就如日華牧師在每日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之賢婦篇中分享到， 

每一個人在神面前得著恩膏份量的多寡， 

是由每一個人自己賺取，神是絕對公平，不偏待人。 

因為恩膏的多寡，與每一個人所願意承擔的枷鎖大小是完全成正比， 

意思是，擔當小的枷鎖，只能得少量恩膏， 

願意承擔中等枷鎖，就可以得著中等程度的恩膏， 

假如有人願意承擔史無前例，人類最大的枷鎖， 

那麼，他所得的恩膏，同樣會是前所未有的最龐大。 

 

 

 

這亦是非常合乎人情常理的結果， 

就好像一位工程師，如果只是要建造公園裡的一座臨時廁所， 

需要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資源，當然是有限，不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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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工程師，卻要建造一座樓高 40層的住宅大廈， 

他需要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資源，肯定比建造公園廁所的工程師最少多十倍以上。 

 

 

 

如果，另一位工程師，要負責建造高鐵或港珠澳大橋，香港史無前例最大的巨型建築群， 

他需要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資源，當然亦是香港史上前所未有最龐大， 

絕對比建造公園廁所的工程師最少多一百倍，甚至上千倍也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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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就明白，為何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會得著神所賜予人類歷史最龐大的恩膏和智慧， 

並且，現今世上亦沒有任何其他教會或基督徒，擁有錫安教會十分一的恩膏， 

甚至百分一的級數也沒有，正因為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願意擔當的枷鎖， 

是有史以來最龐大，所肩擔的使命，亦是最艱鉅的。 

 

 

 

正因為日華牧師並錫安教會，願意承擔世上各種最大的枷鎖， 

所以，神就給予錫安教會配得的同等份量恩膏。 

然而，於個人而言，我們如何賺取屬於自己的一份恩膏？甚至不斷增多呢？ 

原理其實是一樣，承擔的枷鎖越大，所得的恩膏就會越大。 

 

例如：一位錫安教會的基督徒，他願意肩擔個人信仰級數的枷鎖， 

做好自己信仰的本份，結出個人信仰的基本聖靈果子，撒種傳福音給身邊的人， 

這樣，他當然會得著一小部分的恩膏， 

但只是支援個人信仰層面應用的份量是相當少，可能與其他教會的基督徒差不多。 

 

一位平信徒能夠得著的恩膏，肯定遠遠比不上願意在錫安教會肩擔領袖的龐大恩膏。 

因為當一個人能夠在錫安教會成為領袖，他肩擔的枷鎖就不只是個人程度， 

而是有份肩擔神時代計劃枷鎖的一部分，承擔起成為童女，甚至新婦位份的責任和枷鎖， 

並且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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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能夠成為錫安教會的領袖， 

例如：門徒參與事奉、跟進員、部門領袖、訓練門徒的師傅、家聚負責人， 

甚至全職事奉者。我們就是一同為日華牧師承擔一個「神時代計劃的軛」， 

當我們與日華牧師同心，一同分擔這個歷史上最大的軛， 

就是完成這所末後屬靈聖殿中，最後一塊殿頂石，及這套「2012信息」， 

就等同有份一同鑄造錫安教會新婦的位份，可以成為新婦群體的一員。 

 

 

 

就好像新約四福音記載，主耶穌曾分派十二個門徒到以色列各城傳福音， 

其後更分派另外七十人傳福音，無論是十二位門徒或這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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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夠行使主耶穌擁有的醫治和趕鬼能力。 

雖然，他們信仰的各方面，明明都不及主耶穌， 

甚至連十分一、百分一也沒有， 

但是，為何他們被主耶穌分派二人一組去傳福音時， 

卻配得擁有主耶穌同樣的能力呢？ 

原因就是他們願意承擔主耶穌所授予的軛！ 

 

 

 

所以，這十二門徒和另外七十個跟隨主耶穌的人，就能得著自己未賺取過的能力， 

因為他們為主耶穌分擔的軛，是神在當時代賜下唯一的軛，亦是當時代前所未有最大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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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想要得著這個時代最大的恩膏和永恆的賞賜， 

就要尋找到這個時代中，神指定最大的軛， 

是每一個時代中，唯一一個神時代計劃的軛，不能肩擔別的軛。 

 

就好像主耶穌的時代，唯一的軛就是釘十字架的軛， 

任何人不是一同協助主耶穌完成這個軛，成為主耶穌的輔助者， 

就等同他們不是跟隨神的時代計劃，亦即不是跟隨神。 

 

就如法利賽人，雖然他們跟隨上一代神的時代計劃， 

甚至在希臘人手中重奪耶路撒冷，重新潔淨聖殿，並加入修殿節的節期， 

但卻不能在主耶穌的時代，跟上神救恩的計劃，所以，神沒有繼續恩膏法利賽人， 

甚至從法利賽人身上，完全收回上一代遺留下來的恩膏及救恩。 

 

這就證明，每個時代裡神都會賜下一個新的軛，讓人去肩擔， 

任何人只願意肩擔以往神賜下的軛，卻不願意承擔新的軛， 

就等同這人已經離開了神的旨意，不可能被神恩膏， 

亦不可能得神的獎賞，甚至連賓客資格也沒有。 

 

所以，現今這個世代，既然神以拉線及其他眾多共同信息， 

印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 

是神指定末後日子最後 Tav的軛，是神唯一的時代計劃。 

 

 

 

並且，錫安教會是神揀選的永恆新婦， 

而「2012信息」就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大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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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願意一同參與完成製作和傳揚， 

就有份一同得著史無前例最大的恩膏，完成末後 Tav的救贖計劃。 

 

每一個都有機會承擔這個 Tav的枷鎖。 

因為，將會有人協助把信息變成音樂錄影帶（MV）、 

有人會將這套信息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 

有人會將錫安教會所有歌曲變成影片（Video）、 

有人會將所有講道變成不同的類型，甚至拍攝很多的感人短篇， 

到時你們都有機會參與，不會只由我去承擔。 

 

影片：不要輕慢復興中各種事奉得以發揚光大 

接下來，當全世界進入最後的大復興，聖靈將會帶領我們， 

進一步擴展錫安教會現有的各種事奉領域，將它們發揚光大。 

只是，日華牧師提醒我們，那時千萬不要將聖靈這種帶領看為笑話， 

戲笑各種事奉領域的擴展，甚至掉以輕心，用輕率及不尊重的態度對待這些事奉。 

 

 

 

因為單單這些舉動，神已經會看為嘲笑神的殿，輕慢神的工作， 

例如：將來聖靈帶領我們，為每一篇信息拍攝感人短篇， 

甚至為每篇主日信息創作主題曲及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等。 

 

當大復興來到，聖靈進一步運行的時候，假如有人質疑： 

真的需要為每一篇信息拍攝感人短篇嗎？ 

真的要為每篇主日創作一首主題曲嗎？  

屆時，這些質疑和嘲笑的說話，神都會看為褻瀆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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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現時就明白，為何主耶穌行神蹟五餅二魚的時候，會要求門徒維持秩序， 

到底背後的用意是甚麼呢？甚至主耶穌傳道之先，為何會選擇十二門徒呢？ 

 

 

 

無疑，十二門徒並沒有能力和信心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 

但是，只要門徒甘心樂意與主耶穌同心，有份一同承擔行出五餅二魚神蹟的軛， 

分擔主耶穌所做的事情，成為服侍者，服侍主耶穌及會眾。 

即使他們只是負責服侍會眾、打點事務、做一些「執頭執尾」的工作， 

都已經可以在主耶穌的事奉上，同得恩膏。 

 

 

  



20181007   www.ziondaily.com 
 

 
 68 

同樣，當聖靈帶領的大復興臨到，神帶領錫安教會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將我們現有的各種事奉領域，進一步擴展及發揚光大， 

變得更龐大、更不可能、更強人所難，唯有倚靠聖靈才能完成。 

 

 

 

然而，那時每一個有份同心參與的人，即使只是有份參與寫感言、 

服侍朝聖的來賓、打點事務、做一些「執頭執尾」的工作， 

都可以經歷受膏，被聖靈的恩膏大大祝福。 

  

所以，屆時錫安教會必然會衍生很多事奉機會， 

是古往今來，全人類歷史之中，神賜予最厲害的軛和枷鎖的時候。 

任何人只要有份沾點光、參與其中，都已經非常榮幸，  

因為接下來神所賜予最後大復興的託付，其重要性、永恆性和偉大的程度， 

就算是將全人類加起來，也沒有資格去嘲笑這個由神賜予的軛和枷鎖。 

  

所以，日華牧師再一次提醒我們，那時，千萬不可輕看或輕慢這些工作和事奉， 

任何人惡意嘲笑或說出質疑的說話，於神的眼中都已經算是褻瀆聖靈。 

 

到時，你們的機會，就是將現在所說的發揚光大。 

你們將會負責分派工作，執行的方法也會變得很先進、很發達， 

以現時而言，在資訊上作決定和指派是十分容易，學習也變得十分容易， 

只要看完幾段剪片教學短片，就會學懂剪片。正如當初教授弟兄姊妹製造耳機， 

當他們看完相關的教學短片後，便可以直接參與製造耳機的考試， 

一點兒也不會感到困難，只要你想像到就能夠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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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不去思考、不去預備，到時只剩下幾星期的時間給你預備，那麼你並不能完成。 

故此，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所做的事情，你們都會做， 

我承擔的枷鎖使我得著的獎賞，你們也會得著。 

你們將會幫助很多人吸收這套信息，亦會幫助到很多人接觸這套信息， 

因為這套信息將會是最後的終結，是一切的答案， 

是古往今來「Wisdom of the Ages」的信息。 

 

 

影片：世人反思如何面對末世的答案 

於 2009年開始，神透過日華牧師， 

為將要來的七年大災難，分享了一套完整的信息，成為不能被提者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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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我們而言，是一連串美麗的誤會。 

但對於面對七年大災難的一群，卻是一套重要得難以想像的信息。 

因為大家可以思想一下，當比十災級數還可怕的災難，突然間， 

於同一時間發生於全個地球的話，其實，很多人簡直會手足無措， 

甚至乎因為不知道怎樣應對，而不能捱過 24小時。 

  

就算僥倖捱過了，但由於不知道災難的成因，所以根本不會知道 Planet X災難的嚴重性， 

不會知道要面對多久？怎樣自救？亦不知道應該到哪裡逃難。  

既然啟示錄級數的災難，最終導致十分九的人死亡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未必能度過頭一個星期，甚至是頭一個小時。 

  

然而，假如他們只有一星期的性命，但自己卻不自知，又不知怎樣應對的話， 

其實，最終，他們也只會浪費這個星期，之後落地獄。 

 

所以，「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重要之處，就是成為他們的唯一亮光， 

就是讓他們知道自己身處的光景，就算只有七天的性命，他除了選擇可以得到救恩之外， 

甚至可以把握到最後得著天國獎賞的機會，就是有份承擔這個軛， 

廣傳「2012信息」，藉此得著神永恆的獎賞，而不是虛度這僅餘的最後一星期。 

  

事實上，除了錫安所分享的「2012信息」外， 

有誰於面對四馬審判的時候，會想到這是 Planet X來臨所導致？ 

世界上，大部分人，連 Planet X也沒有聽過， 

他們又怎會知道，Planet X所帶來的影響和災難？ 

  

而當他們擁有這套「2012信息」時， 

他們就可以於最短時間內，盡量學習最多的事情， 

包括得到各種逃生智慧，認識走難地點，讓他們甚至可以於災難中，延長性命。 

而當他們的性命得以保存的時候，那麼，他們就有更多時間廣傳「2012信息」，拯救更多人的性命。 

  

事實上，主耶穌正是示範給我們看， 

祂是如何開始新約教會，就是吩咐門徒，去普天下傳福音。 

而當這些門徒去傳福音的時候，他們就會得著神的永恆獎賞。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能夠理解到，「2012信息」的重要性， 

以及我們將會賺取到的獎賞，是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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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2012信息」就像是救生圈一般，直接拯救遇溺者的性命。 

同樣地，也正是我們所製作的「2012信息」，成為需要面對七年大災難的人的救生圈， 

於災難中，成為他們的答案，教他們如何走難，去救助他們的性命。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只要有一個人是因著「2012信息」而得以於七年大災難生存下去的話， 

那麼，我們的獎賞，又是何等的大呢？ 

但事實上，當全世界的人也聽「2012信息」的話， 

那麼，於大災難當中，受到幫助的人當然是數以十萬計，甚至是百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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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實上，由於 Planet X所帶來的全方位災難是極度劇烈， 

因此，沒有預備的人隨時於頭一個小時就會死去。 

所以，能夠得以於大災難當中生存，捱過這七年的所有基督徒， 

他們都是因著聽「2012信息」而得到拯救。 

  

因為，任何能夠生還的人，都是聽「2012信息」， 

而假如他是從「2012信息」尋找到答案，不斷追回這幾年的「2012信息」的話， 

他們亦自然會於當中尋找到救恩，成為基督徒。 

  

大家可以想像，假如是這樣的話，於我們被提之後，錫安的事工，其實是有多龐大？ 

其龐大程度就是用上這套「2012信息」，去餵養全世界所有人， 

並且亦唯有這套信息，可以成為他們的拯救。 

 

並且，於七年大災難的人，他們自己亦會因著傳廣「2012信息」， 

讓更多人得拯救，就是將這個救生圈，拋給其他人而得著永恆獎賞， 

那麼，何況我們這班，於過去幾年間，努力製作救生圈的錫安教會呢？ 

我們所分得的獎賞，豈不是更大？  

 

因為假如沒有錫安的話，那麼，於災難當中，連一個救生圈也沒有了。 

他們於災難當中，也就是沒有任何指望，平白就死去， 

像是挪亞大洪水的時候，所有的人類於面對前所未見的大災難底下一無存留。 

因此，這就是「2012信息」的重要性，就是成為他們唯一的救生圈。 

 

 

  

就是於急難當中，提供一個整全的答案， 



20181007   www.ziondaily.com 
 

 
 73 

讓他們不單知道世界正步向結束，是《啟示錄》的時間， 

並且，他們亦只有很短的時間作出應對，否則就會喪命。 

  

而藉著「2012信息」，他們不單止可以得救， 

並且，增加他們於七年大災難當中的生存機會， 

甚至，藉著廣傳「2012信息」，於他們在世僅有的幾小時、幾日， 

甚至幾個月當中，賺取屬天的永恆獎賞。 

 

因此，「2012信息」是神給予世人最後的憐憫，是神烈怒審判當中所施行的拯救。 

而所有於七年大災難當中，藉著「2012信息」而得救的人，他們亦被看為我們所結的果子。 

 

第二章：總結感言 

我想大家已經知道一個事實。於你來到錫安教會時， 

你會看到這教會的異象（Vision），以及這一個事實。 

2012信息讓我們看見，原來神於全人類歷史中只為完成一件事， 

歷史只不過是完成這件事的過程。 

 

 

 

亦即歷史非偶然而為，這裡完成一部分，那裡完成一部分， 

亦不是這裡發生一件事，那裡發生一件事。 

其實，全人類歷史的目的只是一件事。 

 

所以，這是許多人不明白的原因。 

原來於全人類歷史中，神是為了建造一座聖殿， 

塑造一位新婦，許多人卻看不明白這些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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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們各自為政地於歷史中任意發揮。 

雖然，按著人的本性、罪性、對神的不認識，這是可接受的， 

但若你如此作，就別奢望從神那裡得獎賞。 

 

因此，你便明白，錫安教會的做法何以與主耶穌如此相似， 

許多人接受不了主耶穌的做法，尤其是與人傳福音的時候。 

你會聽到許多人帶著憎恨地說：「你們基督教是唯我獨尊！」 

其實，只是他們智商不足以理解而已。就如他說︰「錫安如此做是唯我獨尊﹗」 

 

 

 

然而，舉例：就如聞名於世的 iPhone，與我的名字有關聯，也是「風」。 

當蘋果公司生產第一台 iPhone時，需經過構思、圖則、綫路和樣板，然後達至成品階段， 

這是一件產品的數個不同的階段。 

 

 

事實上，由它構思達至成為產品出售的過程，假設需時三年， 

三年裡，是否都是這件產品誕生前的過程？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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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設你是蘋果公司的受薪員工， 

當它已成為產品，並已在發布會介紹和宣佈發售日期。 

若你現在才畫圖則，又有何用？你現在才繪畫設計圖？ 

然後，你卻逼迫那些售貨員、生產員？你算是什麼？ 

 

主耶穌基督來到這世界，已經是產品完成階段。 

祂是救主，但法利賽人卻釘死祂，他們算什麼？ 

現在說，主耶穌是唯我獨尊的，那些人的智商是否嚴重不足？ 

他們不看清信仰的實質，神並非由每一代人所發明， 

神超越整個人類歷史，創始那刻已是成終。 

由創始至成終，祂只是為了一件事，全個人類歷史只是一個過程。 

 

然而，問題在於，為何那麼多人明明現在是成品階段，卻去畫設計圖呢？ 

因為你可以抄襲，「我這個 iPhone的設計圖！」你怎麼知道？ 

「我影印出來的，那麼你快點給我設計酬金！」這些人是否瘋了？ 

 

現在什麼信義會，他們是抄襲罷了，卻要收取設計圖的酬金， 

他們卻要跟馬丁路德同級？那個只是過程的一部分， 

馬丁路德已經做完了他的一部分，你現在卻去抄？ 

 

更糟的是，你抄得來，還要去攻擊已經是成品階段的那些教會。 

錫安教會就是到達成品階段，明白嗎？說錫安教會是唯我獨尊？ 

很簡單，你抄設計圖，卻與我去對比？你跟這所錫安教會去對比？ 

在神面前，你只是垃圾而已。 

 

我們要做的，就是要知道，究竟在神所定的天意裡面，祂正在做什麼？ 

神給予我們一日也不偏差的印證，印證我們現在分享， 

神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藉著共同信息和很多古文物，都告訴我們， 

祂正在做一件事，一件又大又難的事，原來，全個人類歷史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因為「拉線」就已經告訴我們，根本那是一件又一件事不同步驟的過程， 

但都是為了一件事，就是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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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哈該書》告訴我們，當聖殿建立完成的時候，一切也完結了。 

 

 

 

所以，《啟示錄》提及，當新婦裝飾整齊的時候，一切也完結了，明白嗎？ 

這就是《啟示錄》說到關於小孩子被提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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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出現 1260日，最後的三年半大災難，就是這樣解釋。 

因為全個人類歷史都是一個過程。 

 

 

 

第一，我們要察清整個過程中的每個階段，而現在這刻，就是產品完成階段， 

我們這個成品階段，就是將前面全部的努力， 

在這刻，變成一個神最後要我們獨自完成的信仰， 

就是一個新婦美麗裝飾整齊的信仰。 

 

這就是神現在用眾多的共同信息，去證明錫安教會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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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榮耀盼望」信息就是說一件這樣的事物，但普遍教會卻不知道， 

每個人都是坐井觀天、閉門造車，然後到最後，每個都在抄。 

 

不論他在抄的時候，是設計圖的時間、或是線路板的時間、或是造模板的時間， 

但問題，你不用想了，現在不是那個時間，現在是產品完成的時間。 

你最多只是得到抄襲的獎賞：就是坐牢而已。 

你抄了，還要在 Apple公司領薪水嗎？那麼你去坐牢吧。 

 

歷史讓我們看見，主耶穌是否這樣責備法利賽人？ 

主耶穌是這樣責備法利賽人，因為主耶穌來的時候，已經進入了救主的階段， 

但他們仍在獻牛、羊、鴿子的階段，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所以，你會看到，主耶穌的時代，祂的言行讓人覺得祂是唯我獨尊， 

但只因為人愚蠢而已，因為人不認識神而已。 

現在，於錫安教會，有很多人背後不得不承認，錫安教會比他們更認識神， 

很多人沒辦法不承認錫安是比他們更認識神。 

可是，他們只能硬著頸項說，我們是唯我獨尊，說我們自稱是真命天子。 

其實，只要他們是這樣說，便必定要下地獄了。 

 

 

 

因為，並不是我自稱說我們是真命天子，而是神這樣印證我們。 

我只是揭開讓你們看見，神以天意式的神蹟印證這些事情而已。 

試想，這是多麼恐怖的事情！究竟我們既然是這樣的身份， 

我們是否需要去警告他們？需要！所以我才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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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然我不是這樣警告他們，他們再這樣做下去，便會下地獄了。 

至少我這樣做的話，有機會能拯救他們於一百人之中的其中一人， 

這人不會隨波逐流，他會反省。 

 

 

 

總而言之，這群人於產品的時候，仍然去畫圖則和設計圖，還要求收費， 

然後再去攻擊我們的話，我們已經是成品的階段了，我們經已完成。 

所以，我便以「倒模」、「鑄模」等字眼去說明，全世界都只是鑄模。 

然而，鑄模也差不多要完成了，天地便要捲起來，天地也要滅末了。 

 

影片：總結感言︰歷史的產品就是鑄造永恆新婦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2012榮耀盼望」信息讓我們看見一個事實， 

原來神在全人類歷史的編排，是一個過程，為了完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 

目的就是完成一件產品 —— 永恆新婦。 

 

換句話說，全人類歷史的編排，絕非世人各自為政、偶然或無意義地隨機發生， 

也絕非這裡做一部分，那裡做一部分；這裡做一件事、那裡做一件事。 

 

歸根究底，在神眼中，歷史由開始 Alef至結束 Tav，神都早已妥善編排一切， 

鑄造永恆新婦的整個過程、工序演變、種種人與事、知識及啟示的變化和進步， 

都是神全面性思考過、預備妥當。 

因此，整個歷史是循序漸進、連一日也不偏差地預備好的過程。 

但人只顧按著自己的本性、罪惡、無知和對神的不認識，任意而行， 

他們就不要奢望從神那裡得到任何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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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舉了一個例子︰ 

整個鑄造永恆新婦的歷史發展，就如生產一部 iPhone， 

整個生產工序都有規則，每一個步驟都有指定要求和絕對時間性，由構思、設計、 

繪畫設計圖、編寫程式、選擇材料、實驗、改善、制定生產線、正式投產， 

以至宣傳及公開發售等。 

 

 

 

甚至每個時代的 iPhone設計和性能，都是與時並進地改變， 

由第一部 iPhone 2G開始，設計、繪畫設計圖、生產及發售，至 iPhone3G、iPhone 3GS， 

及現時最新的 iPhone XS、iPhone XS Max、iPhone XR，完成產品及公開發售。 

 

在這個與時並進地研發及生產的過程上， 

Apple蘋果公司對所有職員都有極嚴謹和指定性的要求， 

甚至對所有職員而言，Apple公司簡直是唯我獨尊，絕不容許職員任意而行。 

 

沒錯！這就是 Apple公司能夠躍升為全球排第一最大企業的原因， 

於研發及生產過程上，Apple公司都有非常嚴格的工序，才能夠變成產品及公開銷售。 

當一款 iPhone變成產品，並且在市場上公開銷售， 

如果有一位受薪員工才回到自己崗位上，抄襲同一款 iPhone的設計圖，所謂一同參與設計， 

並要求 Apple公司發薪，期望得到豐厚福利和待遇，甚至逼迫那些生產員和售貨員。 

大家可以試想，究竟這名員工算是甚麼呢？他是否稱職呢？  

當 iPhone已經變成產品，在市場上發售， 

他才宣稱自己開始畫這款 iPhone的設計圖，他還配得支取薪金嗎？ 

  

同樣，歷代以來，神從未試過以共同信息的方式，去印證及認可一個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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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時此刻，神為要顯示︰ 

唯有參與鑄造永恆新婦、製造「法則承繼者」這項產品的人， 

才算是背負上今個時代神的軛！ 

  

神絕非要世人在這個時候，還倒行逆施去繪畫設計圖， 

一廂情願地，只顧埋頭在鑄造永恆新婦影兒的工序上。 

例如︰猶太教一廂情願地，只顧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守舊約禮儀； 

普世教會只顧返回 500年前基督教復興的信義會、五旬節、靈恩或其他教義裡， 

一味抄襲上一代已經完成的啟示和工作，卻忽略了神這個時代的計劃。 

  

事實上，神於每個時代都有指定計劃，正是製造每個時代新婦完成品的期望。 

此時此刻，神以「2012信息」及與時並進的共同信息， 

正是顯明「法則承繼者的誕生」就是今天指定的計劃，是神命定了的歷史走向。 

 

當我們理解全人類歷史的編排，都是神完成永恆新婦的產品， 

而且「法則承繼者的誕生」，就是這個時刻最尖端、最 High-grade的時代計劃， 

是累積全人類知識及智慧昇華的階段，為要製造一群有神認可的「法則的承繼者」！ 

  

當神以共同信息方式，顯明永恆新婦「法則承繼者」經已誕生，最終的成品已經完成的時候， 

這時，基督徒不可能再回頭重建耶路撒冷的聖殿，守舊約禮儀或 500年前的基督教舊教義， 

而拒絕參與當時代神復興的時代計劃！ 

  

所以，其他教會自己發起的方向和計劃，於神眼中全都是垃圾， 

縱使他們留守在以往救贖計劃的復興，甚至曾經復興過的啟示， 

但此時此刻，他們已錯失了正確的時間， 

當產品已經公開發售時，他們仍回到設計圖的階段，只是做著影兒的工作。 

 

事實上，當產品 —— 永恆新婦「法則的承繼者」已經出現， 

普世教會卻尚未得到「法則的承繼者」這個題目， 

也尚未知道當世代「神的軛」是什麼，對一切完全懵然不知。 

這正是當今教會和基督徒的悲劇，他們全都是無知和失格的一群！ 

 

正如 Apple公司現今正是公開銷售最新的 iPhone XS及 iPhone XS Max的時候， 

但一些員工卻一味只顧繪畫第一代 iPhone 2G的設計圖。 

試想，他們是否太落後呢？已經與 Apple公司完全脫節。 

只可惜！當神以共同信息明證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時候， 

現今卻真實存在一大群這樣的教會和基督徒， 

他們都是「大落後」，根本是與神脫節、毫無關係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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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著神創世絲毫不差的嚴格標準而言， 

於這一刻，唯有參與及製造「法則的承繼者」成品的計劃， 

才是背負上今個時代神的軛，認識神，行完天國道！ 

 

 

 

當我們分享這個信息，本身，當然要充滿智慧。然而，神給予的回應， 

你若是腦筋少一點，也不會了解神以共同信息在說明些甚麼。 

 

現在，我便演繹給你們看。 

為甚麼神會以這個方法印證我們？為甚麼世界會環繞我們轉動？ 

為甚麼印證我們的信息會一年比一年更恐怖？ 

為甚麼要以這麼震撼的方式來印證我們？其實，便是這個原因。 

 

我們於分享的過程中，豈不是正談及一件驚世事件？ 

便是我們將整個人類歷史分享給你們知道， 

神只是在做一件事情，便是透過整個人類歷史塑造一個新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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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每個人都跟五個人說：「那麼，我要成為這個新婦了！」 

 

 

 

Amen！感謝主！我們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