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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10月 14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19）答問篇（11）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天國道》的信息裡，《聖經》常常強調一個概念，主耶穌基督說：「你們要 

放棄自己的重擔，背起我的十字架。」即是放棄平凡的枷鎖，背起有意義的枷鎖，亦即是 

神的枷鎖，進入天國道。感謝神呼召牧師帶領我們，教導我們怎樣逐步執行。究竟我們如 

何效法你？究竟有什麼心法可以讓我們衝破神給我們人生個別的枷鎖呢？我們未必像牧師 

那樣有智慧，或過去有神所賜給你額外的鍛煉。正如牧師所言，神鍛煉一個人的時候，便 

會給他許多的枷鎖，如同你在幼年所面對的，究竟有什麼心法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印尼蘇拉威西島與日本北海道地震後出現土壤液態化 

2018年 9月 28日，印尼蘇拉威西島發生 7.5級大地震， 

大地震夾雜高達 6米，即三層樓高的海嘯，造成極大破壞， 

大量房屋、道路及建築物受損。 

 

 

  

有酒店因地震倒塌，幾乎夷為平地，災區滿目瘡痍， 

許多屍體在海面漂浮、散佈沙灘及路邊，大量死傷，有如人間煉獄。 

 

以下是新聞媒體的報道： 

印尼蘇拉威西島的地震及海嘯，增至 1763人死亡。 

在帕盧市一條村落，工作人員繼續用剷泥車挖掘， 

但只是起出一些人骨，未有發現完整屍體， 

相信部分死者被埋在瓦礫堆底層，難以挖掘。 

由於部分地區出現土壤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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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房屋和村民被掩埋，當局估計，仍有超過 5千人失蹤。 

  

10月 7日，有傳媒公開人造衛星拍攝重災區帕魯市郊區貝托波（Petobo）及巴拉羅阿（Balaroa）的

影像，從加速播放的影片可見，災區出現土壤液態化（soil liquefaction）。 

大家可以清楚見到，整個區域有數以千計房屋，卻因為大地震和海嘯， 

令整片土壤出現驚人的液態化，地面變得鬆散不穩， 

房屋及建築物隨泥石流移動倒塌及被掩沒，大片土地遭泥石沖毀，一地頹垣敗瓦，畫面觸目驚心。   

 

 

 

讓我們再看一次。  

沒錯！人造衛星拍攝到，整個城市的泥土，鬆軟得如水銀般緩緩流動， 

地面上有形有體的房屋和建築物，卻有如七彩的顏料般移動， 

然後一切都被掩沒，消失在泥土下。 

由於液態化影響，相信很多埋在瓦礫下的人，將永久埋在泥土裡。 

 

除此之外，印尼可謂禍不單行，中蘇拉威西省經過大地震和海嘯過後， 

當地的索普坦火山（Mount Soputan）噴發，火山灰衝天達 6,000米，濃濃的火山灰湧上天際， 

當局發出 3級火山警報，呼籲火山口方圓 6.5公里的民眾疏散。  

地震造成嚴重傷亡，估計亦摧毀了 66,000個家園，逾 20萬災民等待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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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The same island in Indonesia that was devastated by a deadly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s dealing with 

another natural disaster. 

印尼一個島嶼在遭遇致命地震及海嘯後，現正應付另一個天災。 

  

A volcano erupted earlier today, spewing a massive cloud of ash into the sky. 

今日早前火山爆發，噴發出大量灰雲到天空。 

  

What do we know at this point, Natasha? 

目前有甚麼消息，Natasha? 

  

Reshmi, as though the residents of the island of Sulawesi didn’t have enough to deal with, Reshmi they 

now have to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of this volcano erupting unexpectedly. 

蘇拉威西島的居民本來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可是現在要應付火山爆發的餘波。 

  

Let's show you some of the images that we have of that volcano erupting. 

讓我們展出一些火山爆發的相片， 

  

So we know that a column, a massive column of ash and smoke went up into the air, 6,000 meters into the 

air. 

有巨大的灰柱和煙柱升到上空，6,000米的高空。 

  

Now this is an area where they're already dealing with so much 

and it's not exactly where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took place but they're close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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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區本來已經忙得不可開交，雖不是正正位於地震及海嘯發生的地方，但已經夠接近了。 

  

So let's show you, let's situate where these two things happen. 

來看看這兩個災害發生的地點， 

  

You see where the tsunami took place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earthquake epicenter is. 

海嘯發生的地方就是震央， 

  

That's in the rings of yellow and then you see that ripple effect of all the aftershocks. 

就是黃色圓圈的地方，以及餘震的漣漪效應。 

 

On the other side, just a few days later, on that same island, the volcano erupts today. 

在同一島嶼的另一邊，只是幾天後，火山今天便爆發了。 

  

So what one of the scientists who works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said 

有一位於聯邦政府工作的科學家說， 

  

is that in fact the volcano eruption might have been triggered as a result of the earthquake. 

今次的火山爆發可能是由於地震所致。 

  

So not only did the earthquake happen which led to the tremors and multiple aftershocks, 

所以今次地震不單帶來震動及多次餘震， 

  

then that huge column of water beating onto the side of the island, 

然後有巨大的海嘯衝擊島嶼， 

  

taking at least 1,400 lives with it and destroying multiple communities, 

奪去最少 1,400人的性命及摧毀多個社區。 

  

but now it might have also triggered this volcano. 

現在還引發了火山爆發， 

  

So we continue to watch and see how the island will recover. 

我們會繼續關注，看島嶼如何回復過來， 

  

And what is the latest with th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recovery efforts there? 

該處地震及海嘯的恢復工作如何？ 

  

Well, it's as you can imagine, a national p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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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想像那是國家的當務之急， 

  

The president went to Sulawesi again today. 

今天總統再次到蘇拉威西島， 

  

This was his second visit in less than a week because there's been so much devastation. 

這是他一周內第二次到訪，因為破壞實在太大。 

  

So he went there and he has appointed his vice-president to really be in charge. 

他到達並指派副總統親自指揮。 

  

Now, as a result of that, the military is also taking a key role in this, 6,000 people, whether they be police or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 or just plain government facilitators have gone to this island to try and make sure 

all the aid and supplies get to where they need to be, but there is so much that needs to be done. 

故此軍方亦參與救援，6,000人，不論是警察、軍方或是政府人員，都來到島嶼確保救援及物資送到

有需要的地方，但需要做的實在很多。 

  

When that wall of water hit on the weekend, it took down mosques and church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the infrastructure, the buildings, the bridges. 

當海浪於週末來襲時，它破壞了清真寺和教堂，學校和社區、基建、大廈、橋樑。 

  

So there is so much to dig out of an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digging out for, looking for their loved on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likelihood of them surviving is so minimal. 

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挖掘，仍有人於瓦礫挖掘著，尋找著他們關愛的人，儘管生還的機會已經很渺

茫。 

  

There was one man today, who went out to a school looking for his son, even though officials say it's very 

unlikely that any children would have survived in that school. 

今天有一名男子到學校尋找兒子，即使官員說該校的學童是不大可能生還， 

  

He's digging through the rubble, he's looking and he's not the only one. 

他仍在瓦礫堆內挖掘著，他仍找尋著，而且不只是他一人。 

  

Many people, hundreds of them, are in scenes like what you're seeing on your screen right now, hoping that 

they might find their loved one, many of them using social media to get pictures out. Maybe their loved 

ones survived and they're just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and they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有上百人正身處你現時看到的景況，希望尋找到他們關愛的人，很多人用社交媒體發放相片，有可

能他們關愛的人仍生存，他們只是位於不同地方，他們無法與家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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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ntinue to see how this story will develop. 

我們會繼續關注事態發展。 

  

10月 8日，大部分尋獲的遺體都不完整， 

救援部門認為繼續尋找生還者的機會變得渺茫，並警告瓦礫下的遺體開始腐爛，或引發疫情。 

 

 

 

安全事務部長維蘭托估計，災情最嚴重的地區只能原封不動，變成萬人坑的亂葬崗。  

由於災情嚴重，印尼海軍派出流動醫療船停泊重災區帕魯市，連日來已有 4名嬰兒在艦上出生。 

 

截至 2018年 10月 9日， 

這次印尼大地震已造成 2,000人遇難、近 2,550人受傷、超過 5,000人失蹤， 

是自 2006年日惹地震以來，印度尼西亞境內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 

事實上，除了印尼蘇拉威西島地震後出現土壤液態化之外， 

近期，日本北海道持續遭颱風、暴雨及地震侵襲，土壤同樣出現液態化。 

 

2018年 9月 6日，日本北海道（Hokkaido）發生 6.7級強烈強震，震央距札幌市約 70公里， 

距東京都約 790公里，震源深度約 40公里。 

  

日本氣象廳指出，這次地震是一場逆衝型地震，北海道全境、東北地方大部分地區有明顯震感。  

強烈地震令北海道陷入癱瘓，北海道南部厚真町附近發生數十處土石流，山坡土層裸露， 

紅壤土丘和倒下的樹木堆在田邊，四處可見倒塌的房屋和穀倉廢墟， 

這次地震造成震區至少 41人死亡，692人受傷，530萬居民斷電。 

  

並且，日本北海道持續遭颱風、暴雨及地震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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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土壤同樣出現液態化（soil liquefaction）。 

 

以下是新聞媒體的報道。 

 

新聞片段： 

日本關西地區剛經歷風暴「飛燕」吹襲，北海道凌晨發生 6.7級強烈地震， 

地震造成最少七死、逾百人受傷，三十多人下落不明。 

部分地區出現土壤液化現象，下沉至少十厘米。 

新千歲機場損毀，今日所有航班停飛。 

  

接近震央的厚真町，多處發生山泥傾瀉， 

多幢建築物被塌下來的山泥掩埋，幾十人受傷， 

當局派人到災區搜索被困居民， 

但仍有幾十人下落不明，有居民稱，地震威力強大。 

 

「實在太驚嚇了，這些樹突然倒下， 

若陷入屋內，剛好我們在屋內睡覺， 

如果這些樹直插入屋內的話，我想會沒命。」 

「山坡表面滑落，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難以相信所發生的事。」 

 

日本氣象廳指，厚真町在地震中的震度， 

達到日本震級標準最高的第七級。 

兩公里範圍內，大多數民居倒塌。 

 

北海道多處下午仍然停水，當局派出水車，又派發物資予居民， 

日本政府在首相府官邸成立災難應變中心， 

首相安倍晉三已指示，派遣四千名自衛隊到北海道協助搜救， 

之後會再增派兩萬五千名自衛隊員到災區支援。 

札幌市等多處出現「土壤液化」，汽車被困泥漿， 

苫小牧市貨櫃碼頭部分地方，下沉至少約十厘米。 

 

「土壤液化」是由於表層砂土鬆散，加上地震破壞原來的地質結構平衡， 

表層下的地下水滲上砂土，使土壤失去承載能力而形成。 

 

今次地震發生在當地凌晨 3時 08分， 

新千歲機場的閉路電視拍到，停機坪上的飛機不停搖晃。 

日本氣象廳指，震央距離新千歲機場只有 25公里。 

機場大樓漏水及損毀，新千歲機場宣布取消今日所有國際及國內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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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新幹線及札幌市內地鐵一度停駛。 

 

全北海道有約 300萬戶停電，函館有醫院要用後備發電機供電， 

日本氣象廳官員表示，今後一星期內很可能出現強烈餘震，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新聞片段： 

另外在這一次強震之後， 

北海道札幌還出現了地裂及土壤液化現象， 

當地多條柏油馬路大幅裂開，土壤從下方向上頂起。 

由於出現了土壤液化現象，路上的車輛都被浸泡在泥漿當中。 

土壤液化現象所指的是，在外力的作用下， 

原本是固態的土壤變成了液態，或者是黏稠的流質， 

而這個情況大多都發生在土質比較鬆軟的地方。 

一般來說，強震之後容易發生土壤液化， 

造成震後一段時期的次生災害隱患。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這一次，北海道地震土壤液化最嚴重的地區。 

札幌市清田區的高級住宅區，這次受到強烈地震的影響， 

道路扭曲，地面隆起，到處都可以看到土壤液化的現象。 

原本平整筆直的社區道路，現在高低起伏明顯，扭曲不成型， 

房屋被抬出地面，地基外漏傾斜，根本無法居住。 

地震後經過一天，警消單位已經在四周拉起警界線，挖土機也開進來整修。 

這個區域本來是河川填補的土地，15年前就已經發生過土壤液化現象，這一次是最嚴重了。 

 

由於地底下有豐富的地下水，經過強烈地震的搖晃之後，形成土壤液化， 

房屋隆起，道路變形，到處都出現積水情形。 

搶修人員表示，整修工程浩大，餘震不斷，短時間之內恐怕很難復原。  

隨後，10月 5日，日本北海道同一個震央附近，再發生 5.3級強震，引起北海道居民恐慌， 

專家警告，震央附近有活斷層，不排除還有可能發生大地震， 

札幌市清田區土壤液化情況仍然無解，強震後超過 1,300間民宅受損，道路變成了丘陵。 

  

日本氣象廳地震監視課長松森敏幸表示： 

「強烈搖晃區域，仍存在房屋倒塌和土石流等高度危險性！」 

氣象廳提醒當地居民，未來幾天要為餘震作準備。 

 

事實上，早在 9年前，日華牧師經已透過「2012榮耀盼望」信息警告： 

隨著 Planet X逐步逼近，將會觸發史無前例、前所未見的大地震、 

大海嘯、山崩、天坑、地裂、颶風、暴雨及其他災難。 

而且，接下來的災難只會越演越烈，沒完沒了，全世界的政府根本無法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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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 7年前，2011年紐西蘭基督城大地震及日本大地震後， 

日華牧師更進一步提醒沿岸城市，接下來， 

世界各地必然會出現土壤液態化（soil liquefaction）的罕見現象， 

而且將會變成沿岸城市的慣常現象。 

 

 

  

因此，早在 7年前，日華牧師經已提醒沿岸城市居民， 

必須撤離這些土壤液態化的城市， 

因為接下來的大地震、大海嘯、颶風、暴雨和土壤液態化災害，只會越演越烈。 

這就是神透過「2012信息」給予全世界的警告！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63：「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63」，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篇為大家分享的個案，是一項飛機技術的發展， 

在現今現實中，可能比絕大部分人的記憶提早了很多年出現， 

這項技術，絕大部分人應該都聽過，就是飛機的空中加油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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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加油是飛機快要用盡機上儲存的電油時， 

由另一架空中加油機，從上方放下一條油管， 

雙方以非常高超的駕駛技術，控制油管順利插入油缸中加油。 

 

以下，是空中加油機，為美國 F-18戰機進行空中加油的影片。 

 

相信大部分人記憶中曾見過的空中加油，也是類似以上影片。 

空中加油的目的，主要是讓需要加油的飛機， 

無需降落、可以不斷執行任務，甚至多次環繞地球後才降落， 

通常應用於軍事，例如︰偵察機、轟炸機或戰鬥機等。 

 

然而，大家的記憶中，最早出現飛機空中加油，是什麼時代呢？ 

是上世紀的 90年代？80年代？還是 70年代呢？ 

相信絕大部分人的記憶中，第一次看見飛機空中加油的畫面或圖片， 

都是上世紀 1970年代，美國空軍在電視觀眾面前，示範他們在空中的長時間作戰能力， 

因為偵察機、轟炸機或戰鬥機在空中能夠逗留的時間越長， 

就代表這軍機能夠作戰的時間越長，其有效使用率和作戰能力， 

比沒有空中加油技術的國家厲害得多。 

 

例如︰以下影片，1970年代，美國偵察機 YF-12，即俗稱黑鳥在空中加油的情況。 

 

 

 

相信大部分人記憶中曾見過的空中加油，應該不會有其他更早的記錄片記憶。 

但是，空中加油技術，極可能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令這項技術出現的年代，比大家以往所看的記錄片或電視新聞提早了很多年。 

 

現在考考大家，現今現實中，人類第一次成功在飛機上進行空中加油，是哪個年代呢？ 

是 1960年代的越戰時期？還是 1950年代的韓戰時期？ 

難道早在 1940年代的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有空中加油？ 

原來都不是，現今現實中，人類第一次成功進行飛機空中加油的年份，竟是 95年前的 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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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正是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代表信仰巔峰的共同信息年份 1923年， 

人類已經成功進行第一次飛機的空中加油。 

 

 

 

1923年 6月 27日，美國陸軍雙翼機 DH-4B，成功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空中加油， 

當年的空中加油技術，並不像現代般精密，而是非常簡陋地靠人手操作， 

由上方飛機人手放下一條油管，再由下方飛機人手接住，插入油缸內。 

 

 

 

YouTube片段： 

Oh yeah, this refueling in mid-air, that’s another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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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加油是另一個例子， 

 

Now again, that’s why I said, they didn’t quite make the cut, you know, for Mandela: Tech Before Its Time. 

這一點他們沒有十足把握說是「曼德拉效應」，就是科技提前出現， 

 

But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但請留言告訴我您的想法。 

 

When was refueling in mid-air a thing?  

空中加油是何時出現的？ 

 

Now I do remember there being stories of a plane going around the world. 

我記得有飛機環遊世界的故事， 

 

So I’d figured that they would need some type of refueling somewhere, or that they just stored fuel in the 

wings or som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planes work. 

所以我認為他們需要在某個地方加油，可能他們把燃料存在機翼中，但我不知道，我不了解飛機的

運作。 

 

But, that’s why I didn’t make the cut, I was very cautious with this one. 

因此我沒有十足把握，我對這個非常謹慎。 

 

I was like I don’t know man, because the only time you know, I don’t know much about planes first off. 

我不知道，我對飛機並不太了解， 

 

Small planes, big planes, doesn’t matter;  

小飛機，大飛機，無所謂。 

 

but um…yea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en this became a thing. because I only first saw this in the 

movies, you know. 

我不知道何時出現，因為我只在電影裡看過， 

 

But that’s the movies man. 

但那是電影。 

 

You know, like mid-80s, something like you know, Con Air, or some movie like that, you know. That’s an 

amazing shot.  

就像 80年代中期，類似《空中監獄》的電影，這是驚人的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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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that. That’s sick. That’s sick. 

看，真棒，真棒。 

 

So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refueling in mid-air became a thing. 

請告訴我空中加油何時開始出現。 

 

但是，1923年人類已經能進行飛機空中加油的歷史，卻與大部分人的記憶不相符， 

極可能，空中加油技術的出現時間，已經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回答資料員的提問。 

  

問題一：這兩年，神將 Alef Tav的簽名給予我們。這意味著，未來的日子裡，神將一個創世以來未 

出現過、最龐大的能力、恩膏、神蹟的復興帶給我們。與此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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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意味著，Planet X的災難是交由我們行 

使出來，就是這群能承繼法則的兒子，能駕馭整個 Planet X的災難，藉著神這簽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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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將來全球最熱門的信息。 

每個人也將會想知道接著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如何逃避災難。 

因此，復興將會是伴隨著人們因為聽了「2012榮耀盼望」信息而來到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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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亦是為何我們要經歷各樣美麗誤會的原因， 

並且，神是以拉線 4794去印證這篇信息是神一日不偏差的帶領。 

 

 

事實上，對於身處災難的人來說，他們絕對不介意這些信息是預早分享。 

甚至反而慶幸我們提早分享這套整全的信息，成為他們的祝福。 

所以，極有可能，「2012信息」完結那天，就是所有災難正式開始的時間。 

 

 

  

所以，於將來，很多人會將資源、人力、物力去投放於「2012信息」， 

因為，縱使他們未必能夠被提，但是，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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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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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神在永恆中，早已預備地球歷史結束的進程， 

只不過，於過程中，就成為我們最後一個考試，去奠定我們在永恆的身份。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在這最後考試當中，有自己的部分，這就是人類生存總和的最大目的。 

  

因此，「2012信息」將會成為我們最大的枷鎖。讓我們所有人一起承擔這個 Tav的枷鎖， 

就是成為領袖，帶領其他人去將「2012信息」發揚光大。 

最終，一起完成這套古往今來「Wisdom of the Ages」的信息。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全人類歷史，只是一個進程，為的就是要建造一座聖殿，塑造一位新婦。 

很多人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們才會於歷史中，按著他們的本性，任意而行。 

 

所以，對於他們而言，錫安教會的做法與主耶穌非常相似， 

就是他們會認為，為何主耶穌與及錫安，是如此的唯我獨尊？ 

原因，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歷史，甚至是人類存在的真正目的。 

  

例如：iPhone由構思到生產成品，有著嚴謹的步驟及進程， 

當中的目的，就是要生產出一部 iPhone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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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成品已經出來之後，人們就不會回去由畫圖則再開始過。 

同樣地，當主耶穌基督來到這世界，已經產生了救恩這成品出來。 

然而，法利賽人卻認為主耶穌是唯我獨尊，所以，要釘死主耶穌， 

並且，希望重回舊約的影兒階段，這同樣是本末倒置了。 

  

其實，信仰並不是由每一代人自己所發明， 

信仰，是神所定立，超越整個人類歷史，創始那刻已是成終。 

所以，歷史只是一個過程。 

因此，每一代人都要參與當時代的計劃，而不是抄襲幾百年前的復興。 

現在，錫安正是領受了神的時代帶領，製造出新的 iPhone出來。 

 

 

  

再者，神是以祂的天意，去成為我們的印證，印證我們是真命天子， 

並且，印證神正在帶領我們，去完成一件又大又難的使命。 

因為，我們已經到達最末後的時代，就是聖殿完成，新婦妝飾整齊，小孩子將要被提， 

世界亦會迎來大災難，鑄模將要被捲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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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19） 答問篇（11）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天國道》的信息裡，《聖經》常常強調一個概念，主耶穌基督說：「你們要 

放棄自己的重擔，背起我的十字架。」即是放棄平凡的枷鎖，背起有意義的枷鎖，亦即是 

神的枷鎖，進入天國道。感謝神呼召牧師帶領我們，教導我們怎樣逐步執行。究竟我們如 

何效法你？究竟有什麼心法可以讓我們衝破神給我們人生個別的枷鎖呢？我們未必像牧師 

那樣有智慧，或過去有神所賜給你額外的鍛煉。正如牧師所言，神鍛煉一個人的時候，便 

會給他許多的枷鎖，如同你在幼年所面對的，究竟有什麼心法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呢？ 

 

答：可以這樣說，這是有跡可尋的。 

換句話說，神不會突然吩咐你，在接下來的日子尚有七十多個星期，主便回來了。 

在這七十多個星期，你要慢慢地學習作曲。神是不會突然轉換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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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我為例，今天，我做的事情， 

根本從我小時候，神已奠定在我的人生中有這個根基， 

所以，現時才有這些事情，並有這種的經歷和磨練， 

越接近後期時，更發現是神細緻地安排這些經歷和磨練。 

 

 

 

就像我認識的朋友、我所接觸的教會， 

甚至連我所入住那宿舍的街道名稱都在我小時候已經奠定， 

是為了讓我在後期，能夠在同一方向之下，將那枷鎖推到更至臻完美。 

 

所以，你們也都是如此操作，一定是在你們所屬的部門， 

還有如今正在做的事情上，會有完全意想不到的轉折。 

而當中所產生的影響力，按一般人來說，如果還有幾百年時間的話， 

你們是能夠於幾個星期內，突然對全世界產生極大影響力！ 

但實際上，只不過是仍然做著如今所做的事情，只是規模大上十倍， 

又或是你能調動十倍的人員去做現在要做的事情。 

 

影片：神賜予人生各樣設定都重要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指出， 

如果我們一直在被神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的錫安教會中跟隨神， 

並且一路成長、學習事奉神，其實是神一直在塑造我們。 

 

將來，當《以賽亞書‧60章》和《哈該書‧2章》預言的最末後大復興， 

在錫安教會誕生，但過往神給予我們的塑造和帶領，並不會突然改變和轉向， 

仍然會按過去神塑造我們的方向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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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神能用我們的規模，可能會忽然比過往大一百倍， 

但卻不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功能或身份轉變。 

 

例如︰過去 33年多，日華牧師一直每星期分享一篇主日信息， 

這是一直以來神給予日華牧師的帶領和塑造， 

即使將來出現大復興，錫安教會人數由 2,000人， 

一下子變為 20,000人，甚至 200,000人， 

也不會改變日華牧師的習慣，仍然會每星期分享一篇，來自神啟示的全新信息， 

但內容卻可能由 2,000人為對象，慢慢變為向 20,000人，甚至向 200,000人分享。 

 

假如你一直有份參與製作「2012榮耀盼望」信息，是「「2012信息」製作團隊」的一員， 

無論是負責製作主日信息、精華短片（VO）、導讀 Deepro或預告片 Trailer， 

當大復興來臨的一刻，你一直以來負責的崗位，也不會突然間改變。 

 

假如你一直沒有參與錫安新歌的製作， 

神也不會將你調出「「2012信息」製作團隊」，突然要你由頭開始學習音樂， 

放棄協助製作「2012信息」，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改變。 

 

因為神給予一個人的塑造，並非朝令夕改， 

神亦不會抹殺多年來對一個人長期的悉心塑造， 

並不會當大復興出現，就突然改變他的功能， 

要他在大復興中重新再學習，用另一種方式事奉神。 

 

原因有兩個：日華牧師以遊戲「世紀帝國 AOE」作例子， 

在 AOE遊戲中，不同類型的角色或建築物，都有其獨特及無可代替的功能。 

 

例如遊戲的起初，只有農民和斥候，並一個黑暗時代的 TC，即市集 Town Center， 

雖然對比往後不斷成長和建造，而出現的遊俠和城堡而言， 

農民、斥候和初代 TC，無論防守或攻擊力都相差甚遠。 

 

但對於玩家而言，如果目的是勝出遊戲， 

那麼，每個角色和建築物，都有其獨特價值， 

即使農民和斥候的作用看似極低，初代 TC防守和攻擊力亦極弱， 

但同樣是玩家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建築， 

沒有它們，就根本不可能勝出遊戲，甚至無法建立一個基本的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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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如此，假如大家玩過 AOE都會知道， 

特別是遊戲開始時，任何一個農民，以及任何一隻羊或豬都是非常重要， 

在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中，少了一個農民，或是少了一隻羊或豬，都足以影響賽果。 

當然，如果遊戲難度只是「最易」， 

那麼，遊戲中缺少了一隻羊或一隻斥候，對賽果不會有任何影響。 

 

但是，假如遊戲難度是「最難」， 

並且有四個以上的電腦對手，又或是面對技術與你不相伯仲的對手， 

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開始時少了一隻羊或是農民，都等同必輸。 

 

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使命和枷鎖，就如 AOE「最難」的難度， 

就以「2012信息」製作為例，除了第一篇信息是由日華牧師親身分享全部內容之外， 

由第二篇起，已經全面改為預先錄製的方式，再加上圖片和剪輯輔助， 

才能夠完成在主日播放的影片。 

 

後來更逐步加插越來越多和越來越長的精華短片， 

每一個精華短片，都要經過撰稿、錄音、製圖、執聲、剪輯並校對等， 

多個不同程序才可以完成製作。 

 

現今每一篇主日信息，除了由日華牧師親自主講的「2012信息」主片， 

是由「2012小組」負責製作之外，其餘每星期多達十條以上的精華短片， 

都要由錫安教會內，多達 600人以上的「「2012信息」製作團隊」同心協力， 

每星期輪班製作，才可以準時每星期在主日前完成所有工作， 

讓錫安教會肢體和 ZionDaily的觀眾收看每篇「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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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每星期的導讀 Deepro和預告片 Trailer的製作團隊， 

「2012信息」的製作，已經絕不是單憑日華牧師一人之力可以做到， 

而是整個「「2012信息」製作團隊」群策群力，才可以一同完成的龐大工作。 

亦是錫安教會有史以來，神給予我們的最大枷鎖， 

要由我們一同肩擔這個使命，才可以一同打破的枷鎖。 

 

就如一個人玩 AOE遊戲時，開頭只有寥寥數個農民、一隻斥候和一個黑暗時代的 TC。 

錫安教會亦一樣，開始時是非常細小和簡單， 

只有日華牧師和玉珍師母，加幾位基督徒，一共七個人， 

但當時對日華牧師而言，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開始， 

因為全世界都是用血氣或傳統上一代的方式建立教會， 

根本沒有單單倚靠神和神的話建立教會的榜樣，可以供日華牧師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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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日華牧師不斷在神的話語中撒種和付出，錫安教會的人數就慢慢多起來， 

神亦帶領有不同才能和恩賜的人來到錫安教會當中， 

隨著教會不斷擴展，當初的幾個人，甚至幾十人，也不足以應付當中的增長和成長。 

 

如同 AOE遊戲一樣，當陣地慢慢建立起來， 

就會生成更多農民、建造更多 TC，甚至開始建造兵房、馬房和城堡， 

可以生產出威力更強大的劍兵、馬兵，甚至投石車， 

並且數量不斷增多，對抗敵人的能力亦不斷增強。 

 

 

 

33年後，錫安教會到了今時今日，已經誕生了眾多專業和精英級數的團隊， 

是其他教會，甚至到達世界也無法想像的程度，然而，這並非一日之間出現。 

就如 AOE一個帝王時期的陣地，擁有了遊戲預設的所有角色和建築， 

如農民、輕騎、遊俠、弓騎、箭兵、矛兵、攻城車、投石車、城堡、巫師、石牆和學院等， 

所有兵種、角色和武器都一應俱全，即使面對最強大火力的攻擊， 

或是要攻破最強大敵人的陣地，都是綽綽有餘。 

 

錫安教會亦一樣，今天已誕生出眾多部門，擁有神百般恩賜， 

不單單在日華牧師一個人身上，而是同樣出現在每一位願意跟隨牧師的肢體身上， 

而這一個世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教會團隊， 

不單可以攻破撒但最堅固的營壘，更可以為神肩擔最大的時代計劃枷鎖。 

 

所以，錫安教會內，每一位願意與日華牧師同心、肩擔新婦使命的弟兄姊妹， 

其實你們每一個都是非常重要，就如 AOE的每一個角色，都有他的作用， 

沒有任何角色和建築物是閒置，全部都是被神安置在錫安教會內，肩擔這枷鎖的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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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沒有每一位一同參與，這枷鎖也不可能打破，我們亦不可能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錫安教會亦好像神計劃的一幅拼圖， 

按照神的預定，沒有任何一塊是多餘、沒有用處， 

即使是最邊位、最微細的一片，都是整體的一部分， 

少了這一小塊，這拼圖也不可能完整。 

 

所以，當大復興臨到我們錫安教會身上， 

神就會將我們以往，在自己崗位上的忠心撒種和付出，再增大 10倍，甚至 100倍， 

讓我們可以短時間內，提升至最後、最大復興的層次。 

 

屆時，我們錫安教會現時這 2000人， 

可能每一位都是幫助和帶領上千計的群眾，當中亦不缺乏精英和人才。 

那時，我們每一個願意成為領袖的人，都會有上千、上萬人需要你的教導和幫助， 

所以，即使現今你在教會中是如何卑微，那時都會變成極之重要的 VIP人物， 

假如你不願意做，就再沒有人可以做，因為每一個人所肩擔的枷鎖，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極限，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都同樣是非常重要。 

 

然而，即使是 AOE這個簡單的遊戲， 

假若要去解釋為何農民是這麼重要，都已經難以於短時間內說完。 

但神創造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身份和才能，是比一個策略遊戲的角色更加平凡， 

我們之間的身份變化和分別，甚至沒有 AOE的農民和遊俠那麼大，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很平凡，都擁有相同 DNA，潛能不會相差太遠， 

但我們每一個其實都不盡相同。 

 

唯有當我們願意成長，可以被神用，我們的特質及用處，才會一步步發展出來。 

神設計我們的人生就是如此，我們可以活得十分平凡，平凡得一無是處， 

每天只顧旅行、玩樂、打機，娛樂至上地度過一生。 

 

但同樣也可以成為一位專業的事奉者，甚至在信仰上成為萬人的榜樣， 

人生就是這樣，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成為與別不同。 

因為我們各人，不是被自己的出生限制，而是被自己的選擇限制。 

 

就如同一個 AOE遊戲，每一個玩家的分別，都不在於遊戲本身， 

因為遊戲本身，每一個玩家也一樣， 

但為何有人可以成為 AOE的專家，有人卻一生都是門外漢呢？ 

分別是在於玩家本身，而不是遊戲本身。 

神設計的人生也一樣，不是世界限制了我們， 

而是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我們的人生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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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備「2012信息」為例，如今我們有六百人的團隊，但到時可能會增至六萬人， 

是為著預備另類的「2012信息」，更是到達完全想像不到的級數。 

 

 

 

就好像我們分享完「2012信息」第一篇， 

第二篇就已經轉變為看 VO的分享模式，這都是意想不到的， 

而且以前也沒有教會的先例，甚至以前的教會都不會分享這些信息。 

 

但對我們教會來說，若是突然間要在下星期轉變成另一種模式， 

是要動用六萬人才能做到的話，其實，神只要跟我說五分鐘便已經做到！ 

而那更會是我們完全想像不到，在世上開創先河的新方式，去分享這套信息也不足為奇！ 

 

影片：神設定錫安教會成為沒有先例的先驅 

日華牧師分享如何打破枷鎖的時候，其中一個心法， 

就是我們要憑信心的，去跟從神的帶領，縱使於當中的工作，可能很平凡， 

但最終的演變，是我們以自己有限的智商，絕對估計不了。 

  

因為錫安是一間充滿神時代計劃的教會， 

並且，神給予我們的託付往往是劃時代、與別不同， 

甚至是史無前例，開創一個又一個的先河。 

 

所以，我們不能用上今日的平凡思想，去猜想將來的偉大， 

因為，神給予錫安的使命，往往是出人意表，甚至人類歷史上，從來未出現過， 

所以，我們又怎能估算，現在我們所撒的種，將來會有著甚麼的收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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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現階段來說，只要是神吩咐我們去做的，我們只管努力去實踐，這就足夠了， 

因為當中所產生的演變，並不是我們可以預計到。 

 

就如 2009年開始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於「2012信息」之前，二十幾年間， 

日華牧師也是以於台上分享的方式，去分享主日。 

事實上，基本所有教會的主日分享，也是用上這個模式。 

 

 

 

然而，自日華牧師分享了第一篇「2012信息」之後， 

到了第二個星期，就已經需要開始一種於教會主日的歷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嶄新分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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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採用錄影加上 VO的方式，於主日會場當中作出首播，取代牧師每星期上台分享。 

  

事實上，當我們現在回看的時候， 

假如沒有這種多媒體分享模式，只是靠日華牧師站在台上分享， 

縱使加上一些主日圖，但對比多媒體方式，仍然是差很遠， 

所以，「2012信息」，一定要用上現時的錄播方式，才可以達到最佳的果效。 

  

然而，到今天，互聯網及科技已經更進步， 

但是，世界上，還是未有任何一間教會於主日當中，可以做到這種分享模式。 

所以，這仍然是教會界當中，未曾出現過的創舉。 

既然，這是一種世界上從未出現過。前無古人的主日分享模式， 

那麼，我們於過往，又怎可能以過往的思維，去估計出神的帶領呢？ 

  

我們只能夠當事件發生後，回看神的帶領時，才會明白，神對我們的塑造和帶領， 

就是讓我們一步一步，預備好進到這種事奉模式，誕生出主日事奉模式的創舉。 

例如︰過往，神帶領我們開始有《錫安日報》、電影部、主日繪圖組、文字組等等， 

這些崗位的設立，原來最終是為著將來分享的「2012信息」。 

  

所以，當我們還是預備的階段，神帶領我們所做的不同工作，往往是很平凡。 

然而，這是為了成為我們的訓練，到有朝一日，當神的計劃臨到， 

我們可以一天之內轉向，成就神劃時代的計劃， 

就是於短時間之內，集合一個團體，去開始「2012信息」。 

對於所有參與的弟兄姊妹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的轉變。 

然而，對於錫安而言，往往會密集地經歷各種意想不到的轉變。 

  

但是，神早已將祂的心意，放於共同信息當中， 

就是藉著伯利恆之星、拉線等等，讓我們知道，這種意想不到的轉變， 

其實並不是偶然，而是神等候多年的計劃。 

因此，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到，我們不要輕看神每一天去叫我們所做的不同事情， 

因為，這就是神所給予我們的預備，能夠於將來，使我們做到前無古人的事情。 

 

例如︰我們可能覺得，能夠每星期預備「2012信息」已經非常厲害。 

但是，明天可能會突然出現另一個轉變， 

神讓我們做更偉大、更出人意表、更驚世駭俗的事情。 

正如我們親身經歷，神藉著「2012信息」去塑造錫安， 

我們就會明白到，其實，當今世上，根本沒有教會能夠做到這種程度， 

就是於僅僅一個星期當中，可以轉換到這種分享模式。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假如神給予我們的託付，是要成就最偉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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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當中的塑造，又怎可能會平凡呢？ 

只不過，我們是當眼見這種轉變的那一天，才突然如夢初醒，認知神的心意。 

 

對你們每一個來說，即全教會， 

由過去上錫安教會到現在所奠定的，古往今來所有東西， 

就是為了《以斯帖記》那句說話： 

「豈不知你現在擁有皇后位分是為了今日呢。」 

 

 

 

是會有那天的。 

那一天，是由你從小到大像以斯帖一樣的預備，為了那一天。 

我就是說這一天，那一天，就是你是不是小孩子，那一天會突然有一個轉變， 

會有人跟得上，跟到當中的領袖，帶領整群人向這方向奔跑而做得卓越。 

 

你若是資料員，那時也會做回資料員， 

不過，你們的輸出功率、量及質會以十倍作計算。 

事實上，全教會所有部門都是如此，量及質將會以十倍作計算。 

他們完全不須要考慮經濟，考慮他們的工作，只需考慮在極短時間中，要完成所有工作。 

否則其他人被提，他要做完才能被提，將會去到這種級數。 

 

那時，每一樣神所給我們的東西，不是到達我們能想像的那個級數。 

其驚人的程度，可能如我所說，有些真的做不完便不能被提， 

或許遲些被提，這真的讓人感到心驚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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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處身末世的人未能完成工作就不能被提 

日華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析，現時神藉鋪設在世上的共同信息， 

給予我們的帶領和全世界的走向，有以下兩個線索和重要提醒︰ 

  

一、現在是末世，並且將要被提，這是所有共同信息的線索， 

唯有走到歷史的結束 Tav，就是世界終結的時代， 

神才會向全世界揭示，我們現時所見天意級的共同信息， 

並且，它們都共同指向一個真命天子的身份，就是永恆新婦的錫安教會， 

更充分顯明，現今是末世時刻，永恆新婦經已塑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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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就如學年結束及大考完畢時， 

學校以高度表揚的方式向所有學生公佈，最終獲取第一名的優異生身份， 

是這一位優異生獲得加冕及以此成為卓越典範的時候。 

  

沒錯！天意級的共同信息，就是神向全世界頒佈，現時正是末世的時刻， 

是神明證永恆新婦的錫安教會，經已連一日也不偏差，完成神給予這世代的隱藏試題， 

並且以卓越的內涵和合乎《聖經》標準的行動，考取滿分， 

被神認可和加冕成為唯一真命天子的新婦教會。 

 

 

  

所以，我們看見持續不斷、每星期與時並進出現的共同信息， 

就是神刻意提醒世人，全世界已經處身末世，是《啟示錄》完全應驗的時代， 

並且新婦教會和基督徒快要被提的時候。 

這就是共同信息給予全世界的第一個線索和提醒！ 

  

二、共同信息指向，現時全世界正處身《啟示錄》應驗的時代， 

就如《啟示錄》給予我們的信息， 

不論是神給予七間教會的書信，或是未能準時被提而留在七年大災難的聖徒， 

所有人都要完成各人的工作和使命後，才可以被提，這是《啟示錄》給予全世界的信息。 

  

現在，讓我們重溫《啟示錄》部分經文， 

明顯，神確實為了處身末世的人，給予不同工作和要求，是務必要完成， 

否則，任何未能完成工作的人，都無法得到神的認可，最終只會面對神的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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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章 1至 5節：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說：我知道你

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

是假的來。你也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並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

愛心離棄了。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

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非常明顯，對於處身末世的人，神託付了指定工作和使命， 

所有人都要完成各自的工作，才可以被提。  

現在，我們再看幾個例子，神藉《啟示錄》警告和提醒處身末世的人， 

他們全都要完成指定的工作，否則就不能得到神的稱讚和認可。 

以下每一段經文，大家都可以留意到， 

是神對不同人物託付了指定要完成的工作和要求。 

 

啟示錄 2章 8至 11節：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的，說：我知道你的患難，你

的貧窮（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所說的毀謗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

會的人。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

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啟示錄 2章 12至 16節：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

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棄絕

我的道。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因為在你那裡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導巴勒將

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們吃祭偶像之物，行姦淫的事。你那裡也有人照樣服從了尼哥拉一

黨人的教訓。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裡，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 

  

啟示錄 3章 7至 13節：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

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

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

太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

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

上面。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 3章 14至 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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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為阿們的，為誠信真實見證的，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

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

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他；所以你要發熱

心，也要悔改。』」 

  

沒錯，神對所有教會和基督徒，都託付了指定的工作和使命， 

唯有這些工作完成後，他們才可以被提，否則，只能面對神的責備。 

 

甚至，到了《啟示錄‧12章》，當小男孩被提之後， 

那些未能夠被提、留在大災難的聖徒，神仍然託付他們指定要見證的道， 

甚至是他們雖至於死，也要不愛惜性命地完成。 

 

這些都是留在大災難的聖徒，必然要完成的工作， 

否則就無法災中被提，或是離世後進到天堂。 

 

啟示錄 12章 5節、9至 13節及 17節： 

5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9至 13節：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

下去。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

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牠，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

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與海有

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忿忿地下到你們那裡去了。』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

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 

17節：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 

  

首先，上述《啟示錄》的經文讓我們知道， 

究竟甚麼人可以承繼「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呢？   

沒錯！當然是小男孩， 

甚至當小男孩誕生後，他就被提，並且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 

  

另外，《啟示錄》的經文亦讓我們知道，除了小男孩之外，婦人和其餘的兒女， 

究竟會否同樣得到「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呢？  

事實上，婦人和其餘的兒女這些身份，不單沒有得到「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 

並且，他們全都沒有資格被提，全都要留在地上 1,2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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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神想藉此表達什麼信息呢？ 

沒錯！原來關於「準時被提」和「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 

上述兩個祝福，都單單只有考取優異成績的小男孩， 

即末世裡唯一取得第一名的新婦教會，才可以擁有。 

 

亦即是，接下來將要發生的被提，其實是分批被提，有先後次序之分， 

唯獨考取優異成績、擁有神認可身份的新婦教會，才能夠有資格首先被提， 

其他人都要留下來繼續補考。 

沒錯！就是要繼續補考！ 

當補考成功後，才輪到合資格的童女和賓客，接續在其他時候被提， 

這就是新婦、童女和賓客，三種不同身份將會分批及分階段被提的現實。 

 

 

 

所以，從《啟示錄》的記載可見，處身於這個末世時代， 

根本沒有所謂「全部基督徒一起被提」的謬論。 

 

那些從未盡力做好自己信仰， 

從未為末世而預備、竭力遵行真理和保守自己內心的人， 

他們只是一味自稱基督徒，掛著基督徒的名字返教會， 

全都沒有資格被提，更沒有資格得到「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 

因為「準時被提」和「以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 

其實是單單給予考取優異成績的小男孩，即永恆新婦才配得擁有， 

這就是《啟示錄》讓我們知道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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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啟示錄》的經文亦讓我們知道，婦人和其餘的兒女， 

即是那些更早出生及信主，卻沒有認真對待信仰和做好神託付他們的工作的基督徒， 

原來，他們都是失格的一群。 

 

他們的遭遇，就是當考取優異生的小男孩被提後，他們全都無法被提， 

最終，他們要在最後的 1,260日裡，以補考方式繼續完成神託付他們的工作， 

努力傳道、塑造自己內涵、多結果子，以補考方式，僅僅換取進天堂的賓客資格。 

 

 

   

因此，第二點，當我們透過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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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現時全世界已經處於末世，就是《啟示錄》完全應驗的時代， 

各人都有指定的工作和使命需要去完成， 

甚至各樣工作都有指定時限，是有時間性， 

並且是連一日也不可以偏差，需要分秒必爭地完成， 

唯有當各人完成指定的工作後，才可以被提。 

  

至於，《啟示錄‧12章》進一步讓我們知道， 

小男孩，即永恆新婦的誕生，更是絕對要連一日也不可以偏差。 

  

第一點，婦人懷孕的週期是 266天， 

而每年第 266日，就是 9月 23日，923信仰巔峰， 

就是連一日也不偏差、黑門山信仰巔峰的永恆新婦。 

 

 

  

第二點，當小男孩未誕生之前，龍一直站在婦人面前， 

等候要吞吃小男孩，小男孩卻是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誕生了， 

並且就在誕生的同一日，就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顯然，小男孩的誕生絕對是連一日也不可以偏差， 

甚至神要求小男孩，即永恆新婦，更是每每都要達到「連一日也不偏差」的標準， 

全部都是有指定的時間性！ 

故此，我們更可以理解到，為甚麼神預定末世的時候，全世界會進入瑪雅年曆的超頻時代？ 

為何要我們認識時間及追求速度？ 

就如：電腦、智能手機、上網、通訊及各種科技等，全部都是講究更快，追求速度！ 

即使現時我們錫安教會所做的工作，也是比 10年前、33年前更超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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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日華牧師過往曾經分享到， 

末世根本就是神給予全世界最後的恩典，神並不想所有人都沉淪和死亡， 

所以，在天上羔羊婚筵將要開始之前， 

除了經已妝飾整齊的新婦以外，神還給予童女和賓客最後的機會。 

  

所以，《啟示錄》說明，當小男孩被提的時候，是分不同階段被提， 

當小男孩，即永恆新婦預備好了、完成新婦的工作之後，新婦教會就會首先被提。 

 

至於婦人和其他兒女，為何未能被提，還要等多 1,260日呢？ 

為何神要製造這種家庭悲劇，當小男孩出生及被提，但他的媽媽、哥哥、姐姐， 

比小男孩更早誕生的信徒卻未能被提，還要等 1,260日呢？ 

  

很明顯！神絕對不是拋棄或放棄他們，更不是沒有能力叫他們被提， 

只因為他們必須以補考方式，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才未能被提。 

  

當世人未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和使命，其實，未能被提也是神的恩典， 

假如他們未趕及完成之前就被提或離世的話， 

在永恆裡，他們就永恆被鎖定只是一位賓客，無法做到童女。 

沒錯！是永恆被鎖定只是一位平凡的賓客，天國裡甚麼獎賞也沒有， 

甚至，一些所謂自稱基督徒的人，更是永恆被鎖定下地獄。 

  

因此，當小男孩，即永恆新婦被提之後，雖然婦人和其他兒女都未能被提， 

但簡單而言，其實這正是神給予的恩典，是神給予他們一個最後的機會， 

讓他們完成各人一生中，有潛能完成的呼召。 

  

我們所見的共同信息，就是要提醒末世的人， 

應當趁著被提前的機會，分秒必爭地參與共同信息所認可的新婦教會， 

熱心事奉，完成各人被提前最後的託付和使命，賺取永恆極大的獎勵！ 

 

當中，不單牽涉我們是否小孩子。 

可以肯定的是，於最後的大復興，就是這轉折的一刻， 

各人也是拼命去參與！因為神是志在必行，一定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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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末世大復興是一個有限期的時代 

日華牧師為我們分享到，各人會拼命參與最後大復興， 

但大家有否思考過，是甚麼元素，導致全人類都會拼命參與最後大復興呢？ 

究竟，最後大復興將會出現什麼特性，導致全人類都會拼命參與呢？ 

  

第一個元素，最後大復興要完成的事情必然是很龐大， 

龐大程度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很多事情和崗位要共同參與和完成，甚至，完成的時間是有限期。 

所以，《聖經》對最後大復興的描述，全世界都會留意到，是很龐大、很困難，是又大又難的事， 

換句話說，歷史上最大、最難的復興，是神託付永恆新婦，給予整個時代的最後任務！ 

  

只是，在最後大復興裡面，全部都是有限期， 

甚至，神會將這個信息，一個有限期的崗位，傳達給現今世代， 

因為名額和時間都是有限，因此每個人都會拼命參與。 

 

 

 



20181014   www.ziondaily.com 
 

 
 37 

除此之外，第二個元素， 

就是這個最後大復興是有限期，能夠作工賺取永恆獎賞的機會是有時限。 

  

正因為世界末日，整個世界都要消失，一切都要結束了，這個世界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從過往 9年「2012榮耀盼望」信息分享以來， 

明顯地是要給予全世界一個信息︰ 

此時此刻，正是 Planet X重臨、世界結束的《啟示錄》時代， 

而《啟示錄》四馬的審判，亦經已發動了。  

神刻意製造出當今世界結束的舞台，就是為了滲透至全世界， 

讓世人深深知道，此刻正是《啟示錄》描述的現象。 

  

神是刻意製造這種場景，做這一齣戲，就算是《啟示錄》的小男孩、婦人和其他兒女， 

都相信這正是末世，有形、有體的一切，金錢和建築物都快要消失， 

萬物和世界剩下來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當神以天意級的共同信息，顯明最後新婦的大復興經已開始了， 

而且是史上最龐大及最重要的大復興， 

每個人都不能夠錯失這次最後賺取永恆獎賞的機會。 

  

屆時，全世界所有人都會拼命參與這個大復興，趕緊完成神的使命， 

在有限的名額和時間裡，拼命貢獻自己，以地上剩下來的時間，換取永恆的獎賞。 

 

 

甚至，任何人在被提前，不能趕及在限期內完成神託付的工作，就無法被提， 

最終，只會留在最後 1,260日裡補考，在極度艱難的情況下，成為毛衣人， 

接續完成他們各人剩下的工作，努力傳道 1,260天，否則各人都只會枉過一生，於永恆受神責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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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2章 5至 6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裡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被養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啟示錄 11章 3節： 

「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 

 

所以，祂必然會這樣做，而不會任由人們在最後的大復興和被提當中， 

仍抱著希望吊兒郎當的心態；那時候，只會有大量的人哀哭切齒而已。 

我覺得，神必定會這樣預備。 

 

影片：神賜予全球人結束的信息 

當我們細心閱讀《聖經》，指向世界末日前的預言， 

無論舊約或新約都會發現，在主耶穌騎著白馬，並帶著千萬聖者回到地上統治全世界之前， 

全世界都會落入敵基督的恐怖統治，及神的烈怒審判之中， 

那時，全世界未能被提成為新婦、童女和賓客的人， 

就要留在地上至少 1,260日，即是《聖經》所講最後三年半的大災難時期。 

 

並且，無論舊約的《但以理書》或是新約的《啟示錄》，當神形容世界結束前的光景， 

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最可怕、最痛苦及最多最龐大災難的時期， 

仍存留地上的人所經歷的苦難，將會是史無前例最恐怖， 

絕對比任何人拍過的恐怖片和災難片更可怕。 

 

為何主耶穌再來之前，神要將被提後的世界， 

由平安穩妥的局世，突然轉變為天崩地裂的大災難光景呢？ 

原因非常簡單，當我們回想自己的人生， 

絕大多數人的自然選擇，都是過一個容易的人生， 

在平安無難的日子，選擇和計劃一個安舒的人生， 

甚至是一個不會理會神時代計劃的人生。 

 

世上絕少有人像日華牧師一樣，在平安穩妥的時間，卻因為愛神和神的呼召， 

願意主動肩擔神所賜予，一個比一個更大更完善的枷鎖。 

在外邦人看來，甚至絕大部分基督徒看來，都是所謂的「攞苦嚟辛」（自討苦吃），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體貼肉體的需要和感受。 

在世時一生努力工作，都是為了令這身體感到舒服和愉快， 

絕少有人願意為在世時看不見的天國，抗衡肉體的需要， 

為愛神和愛人的緣故而犧性、付出和撒種， 

並肩擔起完成神時代計劃，這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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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部分人努力讀書或工作， 

都是為了找一份安穩的高收入工作，賺更多錢滿足自己的需要， 

期望儲錢年尾去旅行，所謂增廣見聞和輕鬆一下， 

或是儲錢購買奢侈的心頭好，獎勵自己或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等。 

 

然後活到五、六十歲的時候，就會計劃退休、安享晚年，希望可以與家人一同享受天倫之樂。 

人總是為自己的人生定下自己的時間表，計劃一個為自己需要和滿足感而活的人生， 

但這卻不是神的心意，亦不是《聖經》教導我們對人生應有的態度。 

 

人類總是著眼於短暫的肉體生命，但神所著眼的，卻是我們永恆的去處和位份， 

因為今生地上的一切，是無法與永恆的價值相比， 

就如一根羽毛和一個黃金做的實心保齡球一樣，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在末世最後的三年半，即 1,260日， 

神卻為全世界未能被提的人設定了一個時限， 

令人類不能再按自己的需要，定立自己人生的先後次序和時間表。 

 

因為那時所有人都知道，世界即將按神所定的 1,260日倒數並毀滅， 

人生在世為肉體和今生所努力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神讓全世界人有最後一次機會反思，在天國和地獄之間、在永生和永死之間，作最後一次抉擇。 

 

所以，《啟示錄》最後三年半翻天覆地的大災難，其實是神對不信的人的最後一次恩典。 

讓全人類都知道，再沒有將來、再沒有下一次假期、也不會再有退休的生活， 

因為世上一切都會完結，所有人的生命，都將會有一個最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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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雖然全世界都知道距離世界結束只有 1,260日， 

但他們仍要去聽這一套由新婦錫安教會留下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答案，並按所教導的去行，才可以有資格成為毛衣人。 

 

但是，即使他們藉著「2012信息」，得知如何在大災難中生存， 

甚至知道如何藉著分享和傳揚「2012信息」，成為毛衣人而在大災難中得救， 

但是，他們所參與的競賽，只是最後爭取成得羔羊婚宴中賓客的入場資格， 

因為新婦和童女的位置是有限制，是神在創世以先已經預定了人數。 

 

換句話說，因為新婦、童女和賓客的位置是有限，當人數添滿後，就會立即被提， 

沒有資格被提的人，只能在大災難中爭取成為毛衣人。 

但同樣地，神不會永無止境地，等候地上所有人得到毛衣人的資格， 

當毛衣人的人數滿了，之後得救的門就會關上， 

即使留在地上的人希望得救，他們也沒有資格，只能夠落到地獄受永死的刑罰。 

 

所以，《聖經》多次預言，當有一日羔羊婚宴的門關上了， 

遲到和沒有足夠油的童女，和那些沒有穿禮服的賓客，都要在外面哀哭切齒， 

因為他們眼見前面就是羔羊婚宴的大門，卻因為自己太遲悔改，或是不能趕上成為合資格的賓客， 

在臨門一腳的時候，失卻永恆生命和永恆獎賞的福份，並且要被神丟進地獄裡。 

 

羅馬書 11章 25節：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馬太福音 13章 49至 50節： 

「世界的末了也要這樣。天使要出來，從義人中把惡人分別出來，丟在火爐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

齒了。」 

 

馬太福音 22章 11至 13節： 

「王進來觀看賓客，見那裡有一個沒有穿禮服的，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

那人無言可答。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

切齒了。』」 

 

馬太福音 25章 8至 12節： 

「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

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

去坐席，門就關了。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卻回答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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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會容讓他們繼續吊兒郎當。 

在被提的一剎那和最後的大復興，將會有極大量的人會拼命去參與復興運動， 

同時亦充斥大量失格、哀哭切齒的人。因這是《聖經》再三提及， 

而我們就是負責去製造和完成這件事情的那一群人。 

 

 

 

影片：神刻意製造末世的氣氛和情緒 

藉著天國道信息，我們對於末世的進程，有著更深切的理解， 

就是神所安排的末世，不是一下子就終結， 

而是有著《啟示錄》所記載的劇情，包括於分成績等級的情況下， 

先後被提，以及神各類型的審判，當中甚至詳細解釋了世界的轉變， 

以及災難所帶來的恐怖氣氛，因而出現大量哀哭切齒的人。 

  

這是神已經設定好，必然會發生的劇情，而我們只不過於這過程中，與神合作， 

就是於末後日子當中，演好《啟示錄》所記載的戲份。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明白，為何神刻意讓基督徒會分批被提， 

目的，也是為了應驗《啟示錄》的劇情，就是讓所有人也知道，現在已經是末世， 

讓我們的被提，成為世人的最後警告， 

讓世人明白，他們再也不用爭辯，現在，已是倒數最後 1,260日的時間。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啟示錄》所提及，鐵杖轄管列國小孩子的一家人， 

究竟，神設定先後被提的劇情，對於這家人而言，神的用意是甚麼呢？ 

我們知道，這家人就是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和教會， 

他們都是讀過《聖經》，知道《啟示錄》，明白被提是甚麼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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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神將錫安這小孩子先被提的時候， 

對於其他宗派、其他教會，也就是小孩子的其他家人而言，這絕對是一個龐大的衝擊。 

然而，神並不是到此為止，神不單只讓這班人知道，新婦已經被提，他們已經錯失了機會， 

並且，神是刻意將他們帶到曠野當中，受著撒但的逼迫。 

  

因為神是刻意為這家人，做了這兩件事， 

讓他知道，現在已經是末世，是危急的關頭， 

他們再不可以繼續對信仰置身事外，只看信仰為精神寄託。 

他們這種驕傲的態度，已經為他們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而現在，就已經是最後衝刺的機會，假如再錯失的話，結局就是永死。 

這就是神所製造，末世的真正氣氛。 

 

所以，神於《啟示錄》為基督徒所做，就是將他們分批被提及帶到曠野受逼迫這兩件事， 

破除了社會福音的誤解與屬靈毒根，他們以為，《啟示錄》的末世時代， 

是一個迷迷糊糊的時代，甚麼都不知道的糊塗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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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相信，既然主回來的「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 

那麼，人們也就不需預備，亦不可能預備， 

所以，他們以為，不論他們是否先知先覺，知道現在已經是末世， 

只要他們自稱是基督徒的話，突然間，所有基督徒， 

包括後知後覺，甚至不知不覺的基督徒，他們也必然被提到天上。 

也就是說，於信仰上，不論是一百分或是零分，是儆醒，還是沉睡，所有人也會一起被提， 

這就是他們所認為，神所安排，人類六千年的歷史，是以鬧劇的方式終結。 

明顯地，這只是他們幻想出來的劇情。 

事實上，神於第一時間，只是讓最優秀的考生被提， 

對於信仰上不合格的基督徒，他們要遇上《啟示錄》的大災難，作為他們補考的試題。 

所以，這才會出現婦人及其他兒女於海邊與龍爭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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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不論是婦人或是其他兒女，每一個也知道，小孩子已經被提了， 

他們是被神留下來，要完成補考的一群。 

這才是神希望所製造的末世氣氛，就是讓追不上進度的一群， 

也有機會於天地被捲起之前，可以得著最終合格的機會。 

  

因為，如果神讓小孩子，也就是信仰最優秀的一群被提後， 

世界變回過往一般的平靜，世人繼續營營役役， 

就算有一群人被提，其他人也會浪費最後三年半的光陰， 

沉溺於紙醉金迷的生活當中，最終與世界一同沉淪。 

  

再者，大家可以反思，假如神不是用這種先後被提的方式的話， 

歷史變得於新婦被提的同一時間完結。 

也就是說，當頭一批合資格的考生，不論是新婦、童女、賓客，不同的名次， 

只要合格的話，就一同被提，並且，地球不是於 1,260日之後，而是於 1,260秒之後毀滅。 

那麼，大家可以想想，假如神這樣做的話， 

所有不合資格的掛名基督徒及外邦人，他們連最後的機會也沒有了。 

 

這就是為何神雖然可以做到，但卻不是一下子就毀滅這個世界， 

相反，是一個慢慢推進的過程，讓人類得著最後 1,260日的原因。 

而我們，就是這套末世劇的主角。 

  

因為自從我們開始「2012榮耀盼望」信息時，已經發現到，我們是配合神的計劃去演活這場戲。 

因為，整個時代、歷史、科技，每一樣的事情都是為了配合「2012信息」。  

不但如此，就算於往後的時間，世界所發生的事情， 

也是為了配合著我們的成長，讓我們做好這場戲。 

  

這場戲，我們會做得很清楚和仔細，然後，那些事情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使世人不能夠不相信，現在已經是末世的時間。 

所以，現時的新聞、資訊、災難，甚至「2012信息」所製造的氣氛， 

將會導致當我們被提之後，剎那間，全世界都會知道， 

我們真的如我們所說，我們是成為新婦被提了，並且，現在已經時日無多。 

  

例如：將來，當我們經歷大復興，無數人因著大量的神蹟而信主， 

他們於復興當中，不斷聽我們的信息，追看主日內容， 

並且，他們以各種的方法去接觸我們， 

包括用電郵、Sync Calling、WeChat、Facebook專頁等與我們聯繫， 

整間教會，將會像大腦一般，以眾多的神經線連繫到全世界， 

這就是現今科技為著要達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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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是預定現今這個時代，全世界也有著這種級數的科技， 

讓我們可以即時不斷地與世界各地所有人連繫。 

但突然間，錫安的弟兄姊妹全都被提了， 

那麼，所有用現代通訊工具與我們連繫的人也會知道，被提的一天終於到來， 

那麼，他們不是被動地受影響， 

而是神刻意主動地用上各種的科技、災難，讓他們不由自主地接受這個被提信息。 

而這亦會成為神給予他們，最後的機會和恩典。 

  

屆時，我們將不用刻意地將「2012信息」介紹給他們。 

因為於我們出生之前，神已經預定了這個計劃，給他們一個極大的震撼。 

這震撼是由那日開始計起，一日也不多，一日也不少的， 

讓所有人也會知道，他們只剩下最後 1,260日。 

 

大家可以想像，這會是如此的瘋狂？ 

他們不需要等到三年半之後，主耶穌回來，全世界才知道天地將要被捲起， 

全世界才知道，被提已經發生了。 

相反，藉著現今的科技，全世界也可以於我們被提當天，知道被提的發生， 

並且，亦是同一天，地球毀滅倒數三年半開始。 

  

所以，於幾十年前， 

我們藉著《啟示錄》，可以知道末世的進程，但當時，不會知道如何成就， 

但是，藉著現今的科技，我們更會理解到， 

末世的劇情，是可以於這個時代，藉著現今的科技做到。 

而神亦帶領我們，一日也不偏差地分享這套「2012信息」 

因此，現時，神在背後給予我們，所有的塑造， 

其實，就是為了預備末後的劇情、被提的一天。 

  

所以，或許我們現時可能是平凡的成長， 

甚至，雖然到今天，當分享「2012信息」時，對比其他教會，已經是無與倫比， 

但是，我們現在仍是如常人般，平凡的過活。 

但是，將會有一天，我們是超級不平凡地，完成神所吩咐我們所做的事情， 

並且，隨後直接進到神於創世之前已經預備好，最後的那台戲，分批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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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末後的大災難，其實不是神因著人犯罪過甚，而魯莽所下的決定， 

相反，於當中，神是有一個信息、方案，讓全世界被動地進入這種末世的情緒下， 

讓他們可以在恩典下，倒數他們人生餘下的日子，而作出最後的衝刺。 

  

當中，有兩個最重要的信息： 

第一、就是最後機會。 

第二、就是在信仰上的貢獻上，必須分秒必爭。 

  

這兩個信息，是清楚的於《啟示錄》當中能夠看見。 

神做那麼多的事情，就是為了兩個最重要的信息。 

而於這個計劃當中，神特別強調的就是人的情緒。 

神於經文當中，清楚明示這種危急性，就是假如他們錯過了這最後機會的話， 

他們的唯一反應，就只能夠於黑暗中哀哭切齒了。 

  

雖然，於這一刻，這些劇情還未有發生， 

然而，神早已表明，於末後日子，藉著祂的預知和預定， 

祂會刻意藉著整個環境，去讓全人類將要產生出這種共同的情緒， 

就是他們已經錯失了被提的機會，錯失了為神貢獻的機會， 

讓他們有著哀哭切齒的感覺，去度過他們餘下的最後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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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到現在，外間很多教會，也沒有預備被提的日子到來， 

他們仍然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假如他們這樣下去就只會必死無疑，成為哀哭切齒的一群，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去喚醒他們，並且，讓他們看到《啟示錄》的進程，讓他們知道神的心意。 

 

事實上，我們看見許多比喻，如十童女和賓客的比喻。 

但你可曾留意到，於比喻當中，使事情發展至該方向的，其實很大程度不是因為神， 

而是由世界結束時的一群人所引動，而我們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就是這班角色，就是參與介入，以及我們作帶領、提醒。 

被提時，是我們的存在導致很多人哀哭切齒，因為那是神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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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新郎和新婦製造被提的氣氛 

於信息當中，日華牧師進深分享《啟示錄》的進程，以及我們所要擔當的角色。 

因為於《啟示錄》的劇本當中，有分主耶穌再來之前的部分， 

以及主耶穌於最後一刻，回來的部分， 

就是主耶穌騎著白馬與千萬聖者再來，去審判仇敵，打敗敵基督，這就是世界結束的一刻。 

 

啟示錄 19章 11至 16節、19至 21節： 

11至 16節：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他的

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他穿著濺了血的衣

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

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

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9至 21節： 

「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那獸被擒拿；

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地

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其餘的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這段最後的劇情，是由主耶穌及千萬聖者所執行。 

 

 

 

然而，於這段最後劇情之前，即這一刻之前的所有災難， 

包括被提與及七年大災難，當中所參演的，不是主耶穌與及千萬聖者， 

反而，是生於地球的我們，去成為當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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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主耶穌回來之前，整個地球也是我們的舞台， 

當中的佈景、氣氛、場景，包括四馬的審判、七年大災難信息的預備，小孩子的誕生， 

也是由我們去做，而不是由主耶穌去做， 

也就是說，《啟示錄》當中，有主耶穌所擔演的部分，但這已經是最後一段， 

但之前，其實也有很多事情發生，當中的劇情，卻是由我們所主演。 

  

所以，日華牧師分析，既然，由《啟示錄》開始，至到主耶穌再來之間， 

有著數年的劇情。並且，這段劇情，必然是由人類去演出的時候， 

那麼，之前，於世界上，審判眾人的能力，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另外，世界上，又有幾多人，是設身處地的預備好去演活這段劇情呢？ 

就是於地球這個大舞台當中，各自揀選自己的角色， 

並且，按著《啟示錄》的劇本演出？  

  

答案就是大部分教會的基督徒， 

根本就不會認同《啟示錄》的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甚至，不認為自己是身處末世。 

既然他們不是身處末世，那麼，他們當然不會預備執行《啟示錄》的劇情。 

  

然而，這班基督徒，於這種情況下，其實，亦揀選了自己的角色， 

就是揀選成為後知後覺，甚至是不知不覺的賓客。 

 

 

 

但是，唯有錫安的弟兄姊妹，才成為了先知先覺的新婦及童女。 

所以，當我們抽絲剝繭去理解的話，我們就會明白到， 

其實新婦作為《啟示錄》的重要角色，她的責任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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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令到整個世界，有著《啟示錄》的審判、緊急，與及恐怖氣氛， 

因此，新婦定必是作出審判的四馬。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有一間學校，希望於下一年，舉辦 40周年校慶。 

那麼，最先知道與及最早開始作出準備的，必然是學校的校長和老師， 

因為，他們就是主力作出籌備的一群，於最先的時候，負責設計一連串的項目， 

 

 

 

之後，才由各級的班主任，帶領學生一同參與，包括佈置整個校舍、 

預備一些表演節目，例如：遊藝會、民歌晚會、舊生比賽等等， 

為的，就是讓參與校慶的舊生或街坊，都會感受到當天的歡樂氣氛。 

  

然而，由構思、預備，到校慶當日，可能，當中已經隔了幾年， 

也就是說，校長及老師，於幾年前開始構思，這次四十周年校慶， 

同學及班主任，於一年前籌備，然而，賓客卻是最遲知道， 

甚至可能當天早上，見到校門外貼出告示，才進來參觀。 

換句話說，這次校慶的所有氣氛，就是由每一個知情人士， 

各自拿起自己的角色去執行而製造出來。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新婦是最早知道《啟示錄》將要臨近的一群， 

因為，她的角色就是要預備《啟示錄》的獨有氣氛。 

而十童女，就是協助新婦去籌備某些部分，但他們不如新婦一般， 

是最主力的一群。而賓客，更可以是最後一刻才知道。 

  

因此，《啟示錄》的佈局，就如一齣戲一般，這齣戲分為上下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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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的戲，當中的氣氛，是由第一部分的角色去製造出來。 

而到第二部分，同樣地，當中氣氛的變動，亦會是由第二部分的角色去製造出來。 

 

 

  

所以，到了末日的第二部分， 

主耶穌與千萬聖者降臨的時候，萬膝都要跪拜，並且哀哭切齒， 

這種氣氛，就是由主耶穌來到的情節所產生出來。 

  

然而，《啟示錄》所預言， 

於主耶穌回來之前，讓人們警醒的氣氛，又是由誰所製造出來的？ 

是誰讓這群不合資格的基督徒，甚至是外邦人知道， 

他們已經錯失了被提的機會，並且，現在已經是倒數的時間呢？ 

答案就是神所預定的被提，以及新婦的合作，一起去製造出這種警醒氣氛。 

因為就正如一個婚禮一般，當中的場景、氣氛， 

也必然是由一對新人合作所製造出來，而不是由街外人所製造出來。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假如我們是新婦的時候， 

我們於主耶穌回來之前，必然有我們與新郎要完成的部分。 

並且，我們所執著、堅持的角色，就直接選擇了我們在永恆的身份。 

因此，於羔羊婚宴之前，必然會聽見新郎與新婦的聲音。 

  

所以，假如有人對於《啟示錄》的劇情，不聞不問， 

甚至擺出一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心態的，他一定只能成為賓客。 

但另一個人，他有預備，不過，他不是以真理，而是以自己的錯誤觀念來預備的， 

那麼，他只會是五個愚拙童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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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個預備的時候，是跟足指示，「有殺錯，無放過」，做多不做少的， 

他便是聰明的童女。 

 

 

 

然而，最努力付出的，就當然是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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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於新郎尚未來到時，最能夠讓身邊的人感受到婚宴的氣氛， 

必然是新婦，而不是童女和賓客。 

  

所以，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我們就會立時明白，於被提前，新婦需要做甚麼？ 

甚至乎，錫安這間新婦級數的教會，要做甚麼？分享甚麼信息？  

這幾年間，我們豈不是於神的帶領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 

就是一套因應著《啟示錄》的劇情而分享的信息，就是當全世界要面對 Planet X災難的時候， 

我們要有著各種的智慧，去預備末世的演變， 

包括各種走難、逃生的智慧、比特幣、「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等等。 

  

並且，當中亦不斷強調，我們已經是處於末世，將要面對被提的一群。 

而因著我們新婦的身份，而將會是首先被提的一群。 

而神亦是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去印證所有的信息，也是神的心意、神的帶領。 

所以，就如一齣戲一般，他們就是上半部，於主耶穌回來之前的角色， 

所以，整個場景的眾多氣氛及劇情的變動，也是單單藉著我們所帶動出來、營造出來。 

而最主力導致世界產生急劇變化，由現在的平和氣氛進到末世災難的氣氛，也必然是新婦。 

  

所以，既然我們知道我們是真命天子、新婦的位份， 

並且，世界上，亦是唯有錫安，是由 2009年到現在，作出最全面分享的教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啟示錄》將要誕生的劇情，與及尋找出我們所要做的事情， 

並且，堅持地完成，做到最好為止， 

而因著我們的堅持，就成為了我們撒種得著新婦資格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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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啟示錄》劇情所帶來的信息，必然是最後限期及危急性， 

就是於世界將要終結的時候，最後機會及分秒必爭，就是兩個最重要的信息。 

 

於這裡，我們終於明白，為何神帶領我們整間教會進到超頻當中？ 

並且，「2012信息」為何有著眾多的印證？ 

因為，當我們願意擔當新婦、童女角色的時候，為到《啟示錄》劇情預備的時候， 

全世界也環繞、配合著錫安而轉動，去協助我們完成最後的部分。 

  

因為，由《啟示錄》劇情的開始，至到主耶穌騎白馬回來為止， 

所有的劇情與及氣氛的演變，都是由我們去負責，而神是不會插手的。 

而當我們被提之後，其他未有被提的人就會立時感受到《啟示錄》的氣氛， 

並且，知道「2012信息」的真實性，因而找著這個答案。 

 

因為，對於不信主的外邦人或是掛名基督徒，他們怎會突然間知道末世的危急性？ 

怎會突然間悔改、回轉歸向神，擁有認真信仰？ 

答案就是新郎與新婦，聯手打造的場景和氣氛， 

就是於新婦預備好「2012信息」之後，神最後伸手參與介入，讓新婦被提。 

雖然，神只是參與這最小的部分， 

然而，這卻為全球所有不能被提的人也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因為，新婦已經於之前，預備好所有的劇景、氣氛和末世的信息。 

所以，當踏入被提的一剎那，所有外邦人及掛名基督徒， 

也會因著看見我們分批被提而覺悟、警醒和哀哭切齒。 

並且，同時間，這亦是神給予新婦，一份極大的永恆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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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再一次，重組這個時間表。 

首先，神帶領新婦，早於《啟示錄》所有的事情發生之前， 

於幾年前，已經開始分享「2012信息」，作為大災難的時候、所有人的答案。 

 

 

 

之後，神將新婦被提，留下所有不合格的基督徒與及外邦人，讓他們哀哭切齒。 

並且，他們也一定要聽「2012信息」，因為這是最詳細的逃生指南， 

此外，他們亦會因著「2012信息」而知道現在已經是末世，所以要信主。 

  

大家可以想想，所有於當時聽「2012信息」的人，就成為了新婦的獎賞， 

於永恆當中，成為了新婦的果子，所以，這就是主耶穌送給新婦，初階的聘禮。 

因為，從古代的婚禮習俗，我們知道， 

當新郎來到新娘家裡的時候，新郎不單只是騎著白馬而來， 

並且，一定不是單獨來到，而是整隊人浩浩蕩蕩，並且帶來聘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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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聘禮方面，除了聘金之外， 

還有聘餅、海味、三牲、椰子、水果、糖果、茶葉等等， 

還有一些具有「寓意」的物品，包括梳子、尺子、如意秤、鏡子、剪刀、算盤等等。 

所有的聘禮，代表著新郎對新娘的心意。 

 

 

  

試想，假如主耶穌想送一份隆重的聘禮給祂的新婦教會的話，祂又會怎樣做？ 

於末世的時間表當中，我們知道，於被提後，人們還有最後信主的機會， 

假如主耶穌沒有呼召新婦去預備「2012信息」的話， 

這班人就算於最後 1,260日當中信主，這些果子， 

也不知道是會歸於哪一個人的賬上。 

  

然而，主耶穌卻是讓毛衣人去傳揚我們所預備的「2012信息」， 

並且，於被提後，所有人也要拼命去聽「2012信息」而存活，避過災難，甚至最終信主。 

這些數以千萬計的果子，就會因著「2012信息」，而歸到新婦的賬上， 

而這將會是我們得著最多獎賞的時間，全個程序亦會更加合理。 

  

從這一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於新婦被提後，最終只剩下三年半。 

正如主耶穌事奉傳福音是用了三年半，而主耶穌將這份禮物送給新婦， 

因此，新婦的信息亦會被傳揚三年半。 

  

事實上，《啟示錄》亦記載了這個進程， 

就是《啟示錄‧12章》提及，小孩子與婦人及她所生的其餘兒女的分別。 

就是當我們做了我們要做的部分，成為小孩子，那麼，最後留下的就是其餘兒女以及婦人。 

一方面，神讓他們有機會能夠贖回光陰，另一方面，亦讓他們成為最哀哭切齒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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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就會明白到，《啟示錄》如此詳細的描述， 

就是讓我們明白，所有的劇情也是神的心意、神的計劃。 

就是當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祂仍然會留下恩典，給予人類最後的機會。 

 

 

  

而日華牧師分析，藉著當中的劇情，我們就更加明白，為何於這幾年間， 

我們像是被神以逼上梁山的方式，推動我們要分享 2012這套末世信息， 

為的就是讓我們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及所承擔的負任， 

就是預備整個末世《啟示錄》的舞台。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有一點值得與大家去分享，我相信也是時候與大家分享了。 

 

箴言 31章 31節： 

「願他享受操作所得的；願他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他。」 

 

倘若你留意這節經文的語氣，便知道，它與《賢婦篇》其餘的二十一節有所不同。 

前面的二十一節經文說出她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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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十二個字母，這裡的第二十二節， 

即是《箴言‧31章 31節》是一個祝福。 

 

 

 

當中，不是一個 requirement（要求），而是她應得的一個祝福。 

這個祝福是什麼呢？原來這節經文所用的字母是 marker（標記）， 

就是到最後，神公認她是賢婦。 

 

我們且看一個新婦，當丈夫最終迎娶她的時候，那就是一個 marker，讓她身邊的人能指出她被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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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這被視為「出嫁」；出嫁之日一定有伴郎、伴娘互相「鬥法」的時間。 

 

影片：總結感言一︰神於末世製造顯明新婦身份的Marker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到： 

 

箴言 31章 31節： 

「願她享受操作所得的；願她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她。」 

 

《賢婦篇》這節經文，是按字母離合詩希伯來文最後一個字母 Tav，成為這節經文的第一個字母，

而 Tav的意思就是標記、標誌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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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往 3年間，透過「天馬座行動」信息， 

神藉著共同信息不斷向我們錫安教會和全世界顯示， 

成為一個個標記Marker，共同指向錫安教會就是永恆新婦的身份！ 

 

除此之外，《箴言‧31章 31節》的語氣，更與《賢婦篇》其餘二十一節經文不同， 

前面共二十一節經文，都是說出新婦需要做的事情，是神對永恆新婦的要求。 

但最後這一節是對應希伯來文最後一個字母 Tav的經文，卻是一個祝福， 

不再是一個要求，而是永恆新婦應得的祝福。 

 

 

   

實在，《賢婦篇》早已預言，到了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刻，神會以標記Marker的方式， 

去顯示及公認永恆新婦的身份。情況就如以色列人或中國傳統婚禮的嫁娶做法， 

當一位新郎到了最終迎娶新婦的時候，就是一個 marker， 

新郎會派花轎、儀仗隊、媒人婆等，富有的新郎更會騎著馬前往新婦住處， 

這就成為一個 marker，在新婦的村子及親友眼前，指出被迎娶的新婦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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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蕩蕩、顯而易見的儀仗隊，會讓整個城鎮都知道，誰家的女兒要出嫁了。 

沒錯！到了迎娶新婦的時刻，一切的禮儀和舉動，都會指向新婦的身份。 

《啟示錄》正是指出羔羊婚筵會發生這件事。 

 

換句話說，當人聽到夜間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 

各人就會知道婚禮開始了，也是教會被提開始了， 

同樣，這也是一個 marker，標記出新婦身份的時候。  

 

 

 

但是，究竟這些 marker要標記給哪些人看，要讓哪些人知道呢？ 

是新郎嗎？或是已妝飾整齊的新婦呢？ 

不是！其實這些 marker的出現，是要向新婦旁邊的人顯明。 

在結婚前，縱使整個婚禮需要籌備一年，但一年前，單單只有新婦自己知道， 

但到了新郎迎娶新婦的時刻，那一天，身邊所有人， 

甚至整條村的人都終於知曉，新郎要迎娶的新婦的身份。 

  

實在，自「天馬座行動」信息分享以後， 

神藉著世上眾多共同信息，成為一個個標記Marker， 

不斷向全世界顯明及指出我們錫安教會的永恆身份，就是主耶穌所愛的新婦！ 

  

由電影《回到未來》隱藏的共同信息開始，至眾多伯利恆之星的共同信息， 

指向日華牧師的住處及錫安教會曾使用過的場地，也就是伯利恆之星去指向真命天子！ 

  

同樣，原本共同信息的 Spotlight（舞台燈），本身是簡單、隱暗、不顯眼！ 

最終，卻會越來越光、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大聲，為要讓全世界知道，新婦究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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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現時從大自然的颱風、日華牧師兩年生日當日， 

Bitcoin、Litecoin、Bitcoin Cash出現 4794的驚人印證等， 

全世界都越來越清楚看見，神以天意級的共同信息，成為一個個Marker， 

向全世界頒佈錫安教會的永恆身份，神親自印證及認可我們。 

  

除此之外，希伯來文最後一個字母 Tav的形狀，就像一個凱旋門， 

這幾年間，神更刻意以凱旋門指向錫安教會的身份， 

神用凱旋門的目的，就是讓世人知道誰是英雄、誰是王者、誰是真命天子。 

 

 

 

凱旋門和共同信息，就是讓全世界都知道「誰是新婦」。  

全部都是一個個Marker、一個個標記，讓全世界知道誰是新婦，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加上，2015年冬至，即是對應《啟示錄》白馬的時分， 

神透過發生在半島酒店、皇座、凱旋門、冠冕、環球小姐事件的共同信息， 

進一步揭示我們錫安教會的身份，是得著冠冕的白馬騎士，是神以天上白馬迎接的新婦。  

並且，共同信息正顯示，這就是歷史結束 Tav的時代，羔羊婚筵快將開始了！ 

 

古時，迎娶時卻有花橋、儀仗隊、媒人婆等步操前往。 

若是富有的新郎，便騎馬前去迎娶新娘。 

這代表婚禮前，村中無人知道誰會出嫁，但到了婚禮那天，便會指向新娘。 

在亞洲或中東地區，皆以這種方式呈現，讓我們知道。 

《啟示錄》就是指出這樣的一件事。 

換言之，當這個 marker（標記）出現，你聽到夜間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 

各人便知道婚禮開始了，結婚開始了，教會開始被提了。 

這個 marker要標記她就是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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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是給哪些人看？是給新郎看嗎？不是，是讓新婦身旁的人看。 

結婚前，縱使籌備了一年時間，亦只有新婦自己知道新郎哪天迎娶她； 

但到那一天，身邊所有人都會知道，整條村子的人都會知曉。 

 

現今，你看到，神正在 mark（標記）我們嗎？ 

 

 

 

我們提過一點有趣的事，在我生日前，大家常說每年生日， 

神都會送一份禮物給日華牧師。這是我初時分享給你們聽。 

然而，從我信主開始，已經有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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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就算我分享出來，也無法證明給你們看。 

初時，那印證方法，只得我獨個兒知道，因為沒有辦法證明給你們看。 

到後來，大家卻能看得越來越清楚。 

到了今年和去年，那種印證程度，簡直是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不但我們人人都能看見，若全球人都想要見證的話， 

他們也能確確實實在新聞中看見神正印證著我們，這便是標記（marker）！ 

 

為什麼是 Alef Tav？T 

av就是一個標記（marker），標記（mark）出誰是新婦。 

事實上，我們看見的所有共同信息都是這一點。 

 

因此，在這篇信息中我們說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但認清自己的角色，也要與神合作。為什麼？ 

因為到了最後，被提便是標記（marker）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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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當神標記（mark）了我們，在我們被提後，你猜全世界會想什麼呢？ 

他們都想得到我們所得到的，他們想知道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神會做到這個階段， 

既指出他們是誰，並且接了他們上去，好像迎娶新婦一般。 

而當全世界都知道後，便會是他們參加這場婚宴的最後機會。 

 

 

 

這樣，我們如何擔任我們的角色呢？ 

我們從《聖經》中看見，我們要留下信息給他們，藉此讓他們知道和明白。 

當神越來越去標記（mark）我們時，我們便越知道我們所說的是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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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除了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和「4794的印證」外， 

神是否藉共同信息一直指出，我們便是新婦？並且，被提是分開幾個階段呢？ 

一直以來，我們花上一半時間便是分享關於被提、神快要回來， 

而另一半時間才是分享共同信息，這樣，導致了我們在神的帶領中是一日也沒偏差。 

 

那麼，除了共同信息那一半是千真萬確外，我們也一定要分享關於被提、我們是新婦身份， 

並且我們要做什麼事情，這個部分也一定會是正確無誤。 

 

 

 

假如這個部分是錯誤的話，又怎可能會令所有信息都是一日也沒偏差呢？ 

因此，我們除了要知道和了解我們自己現在的身份外， 

也一定要知道，我們現在處身的時間，就是 Tav的時間。 

 

所以，我們會分享到關於伯利恆之星； 

亦由於半島酒店和皇冠、冠冕的印證，我們才分享到白馬的信息。 

現在，你便會看見，縱然這件事情看似很零碎， 

然而，《啟示錄》中的每件事物豈不是也很零碎？ 

 

但是，只要當你能細心分析， 

便會明瞭到，每個時段和角色，能導致到在不同時段裡的劇情演變。 

而當你知道自己是哪個角色的話，便能懂得如何入戲， 

並且，知道自己是哪個角色，可以去爭取更重要的角色， 

完成該角色所需要有的條件（requirement），能順理成章成為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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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新婦必須要知道自己是新婦的身份？ 

因為，在結婚之前，新郎未來接她之前，是新婦的責任去預備這場婚禮。 

然而，當神指向（point to）、標記（mark）了她的時候， 

便好像這節經文，全都提到「願」的： 

 

箴言 31章 31節： 

「願他享受操作所得的；願他的工作在城門口榮耀他。 」 

 

第一，願她能夠得回她自己所撒、收割所有的種，對嗎？ 

第二，願所有人都知道，對不？願她在城門口所作的榮耀她，對嗎？ 

願她所作的，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否明白我所說的角色？當你理解這角色，你就知道在最後一刻， 

為何神用被提的方式，接這位新婦。 

而接新婦的時候，為何會用Marker標記了？ 

因為神要讓這些劇情是世界性一次轉變。 

 

正因為神要標記她，以此榮耀她，全世界也要聽她所說、信她所說， 

甚至全世界是以她被提那天倒數，至少，信的一群會如此。 

但這就成為他們的恩典，成為他們的機會。 

但相對，這果子也是由新婦收取。為什麼？ 

因為是新婦導致這群人有最後機會，所以，這亦屬於新婦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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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看見，歷代歷世以來的Marker，也是以「X」代表， 

就如橡樹島（Treasure Island），也是以「X」為標記，對不？ 

很有趣，現時我們所分享的 Planet X，是 Planet「X」！正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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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我們常提及的 IPhone，推出了第幾代？ 

正是「X」，然後就停在 X 的代數，出了 XS Max、XS等， 

甚至Windows也推出了 X，Windows 10。 

 

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但你要記得，Alef Tav， 

「X」，當你將「X」旋轉 45度時，不就是十字架嗎？ 

 

 

 

開始時，也是一個標記，這標記就是當主耶穌被高舉的時候， 

當祂被神標記的時候，就吸引了萬人歸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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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開始時，是主耶穌開始，用這標記開始，由這十字架開始。 

但到 Ending結束的時候，就由主耶穌迎娶的新婦完成， 

當然，新婦並不需要釘十字架，而是以這「X」為標記。 

事實上，我們亦看見神用這方法，伯利恆之星同樣是標記這新婦的住處。 

 

 

 

影片：總結感言二︰神在這末世以「X」成為一個指向新婦的標記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為我們分享到， 

過去幾年，神非常明顯地，以眾多極為超然的共同信息，成為一個又一個印證， 

向全世界顯明，錫安教會就是神創世以來所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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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後日子被提前，唯一的新婦群體，亦是這末後世代天國道法則的繼承者， 

將會在被提後得著時空穿梭，並以鐵杖轄管人類歷史上列國的男孩。 

 

而發掘這一切共同信息的過程， 

就如日華牧師曾為大家分享過，有關橡樹島指向錫安教會住處的共同信息，是一個尋寶過程。 

 

 

 

當尋找寶藏的人，按著藏寶圖指示，找到「X」標記的地點，就會找到寶藏所在， 

隨後努力挖掘，就能找到隱藏的瑰寶。 

 

然而，當日華牧師好像尋寶般，按著眾多極為超然的共同信息指出的方向， 

一邊解謎、一邊挖掘，到最終真的找到寶藏， 

原來，所有共同信息都是指向一個身份，這身份就是新婦， 

並且指出新婦居住的所在，就是香港，更指出這位新婦是誰， 

就是眾多伯利恆之星星圖，並三個凱旋門所指向的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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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發現，當他隨著神的引導不斷挖掘， 

要藉「2012榮耀盼望」信息解開一切千古之謎時， 

最終的最大發現，竟然就是錫安教會的身份， 

能夠尋找到寶藏所在的人，就是寶藏的本身。 

因為這個寶藏，是神在創世以前直到如今，一直塑造的新婦， 

而眾多共同信息，就是指出錫安教會已經被神確定，擁有這新婦位份。 

 

 

 

然而，就如上述所講，所有以尋寶為題材的故事、小說、電影和電視劇， 

形容主角尋找寶藏時，其中一件最重要的道具，必然會是藏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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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藏寶圖上，亦必然會用一個英文字「X」，或是一個交叉，標誌藏寶的地點。 

 

 

 

同樣地，現今神豈不是以藏寶圖的英文字「X」，指向錫安教會嗎？ 

例如︰2009年 9月 5日，先知 Bob Jones接收榮耀列車的預言， 

印證日華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後， 

當時，日華牧師已經以 Planet X這個題目，成為整套「2012信息」最主要的核心。 

 

 

 

因為整卷《啟示錄》記載的大災難中，原來所有天災都是由 Planet X引發， 

更發現舊約記載人類歷史上兩次最大的毀滅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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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毀滅了所有人類和動物的挪亞大洪水，只留下挪亞一家八口和方舟上的動物， 

以及《出埃及記》所記載，最終導致當時世上最強大的國度 ── 埃及滅國的十災， 

原來都是由 Planet X直接導致，是一切天災的唯一主因。 

 

 

 

無獨有偶，過去百多年，尋找這神秘行星的天文學家， 

都不約而同地，將這行星稱為 Planet X，並非以其他名字，而是以藏寶圖的「X」命名。 

 

 

 

正好對應過去九年，神是以尋寶圖挖掘寶藏的方式， 

引導日華牧師研究和分享「2012信息」，最終，卻是發現錫安教會的身份就是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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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由 2009年開始，因著日華牧師發現， 

蘋果公司是按照瑪雅年曆的記載，推出他們每一個標誌性產品， 

而其中一個，就是 2007年發表的 iPhone， 

令當年，蘋果公司由距離破產還有 90日的危機， 

搖身一變，成為今時今日世界第一大的企業，最有價值的品牌， 

亦是全世界第一間企業資產突破一萬億美元的公司。 

 

 

 

但到了上年 2017年 9月 12日，正值日華牧師 56歲生日的月份， 

蘋果公司就放棄以往用數字為代號的習慣，首次推出以數字以外命名的 iPhone，就是 iPhon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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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今年 2018年 9月 12日，當日華牧師 57歲生日的月份， 

再次同樣以藏寶圖上藏寶位置的「X」，命名最新的 iPhone Xs、iPhone Xs Max和 iPhone XR。 

 

上年日華牧師 56歲和今年 57歲生日，神都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的歲數和生日， 

例如︰比特幣 Bitcoin等虛擬貨幣的價格、5和 6的聖殿比例數值、Freemason 所有圖畫、 

《詩篇》118和 119篇、2018年 9月吹襲香港的颱風山竹等， 

並且，iPhone本身代表電話的英文 Phone， 

讀音正是日華牧師的英文名字Wind 的意思，就是「風」。 

 

 

 

一切都證明，神是以代表藏寶地點的「X」成為共同信息， 

指向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就是整個世界的藏寶地點，亦是藏寶的真身。 

 

又例如︰2001年，蘋果公司推出全新現代化， 

可以作多工運算和以物件導向為基礎的電腦作業系統Mac OS X，取代舊有電腦作業系統時。 

同樣放棄以往用數字為代號的習慣，將新一代Mac OS， 

命名為Mac OS X，並且一直沿用至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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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豈不是代表，到了 2016年，世上最大的寶藏已經被打開， 

就是錫安教會的身份，經已被神印證嗎？ 

即使蘋果公司現時的電腦系統名字，已經將「X」刪除， 

但作業系統仍然以數字「10」為代號， 

例如︰今年最新推出的Max OS為Mac OS 10.14 Mojave， 

而數字「10」，同樣等同羅馬數字的「X」。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過去幾年， 

特別是由 2015年日華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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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讓世上眾多最重要的科技產品名字，以代號「X」或數字「10」來命名。 

因為是代表 Planet X的重臨，並新婦錫安教會將會被提，成為新婦被迎娶的時間已經開始了。 

 

但是，現今神以標誌「X」，即羅馬數字 10印證錫安教會的例子，並不僅止於此。 

又例如︰自三年前 2015年開始，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電腦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同樣不謀而合地，將最新版本的Windows命名為Windows 10， 

往後三年至今，都沒有再更改新版本的名字，一直沿用數字 10為代號， 

並且，微軟公司亦表明，Windows 10是最終的代號，不會再推出數字更大的Windows。 

 

 

 

豈不亦是一個指向「2012信息」核心題目，就是第十行星 Planet X的共同信息嗎？ 

因為 Planet X就是令世界終結的一切災難原由。 

 

又例如︰全球最多流動電話使用的作業系統 Android， 

不單當年推出的日期，正是 2008年 9月 23日，有 923的共同信息。 

 

並且，Google 公司亦在今年 2018年 9月 21日， 

同樣是日華牧師生日的月份，正式推出 AndroidX的作業系統，同樣以「X」命名， 

是 Android系統自 10年前 2008年以來，首次更改名字， 

並且是在其英文名 Android 後面，加一個英文字「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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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神以「X」成為共同信息呢？因為，當英文字「X」45度轉向，就等如代表救恩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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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往的人類歷史中，雖然 Planet X曾帶來挪亞大洪水和埃及十災， 

但對於愛神的挪亞一家，以及摩西和以色列人而言， 

Planet X的來臨，卻成為了他們得救、脫離惡人轄制，並惡人被審判的主要原因。 

 

神不單以英文字「X」轉向 45度角，等同一個十字架， 

去印證「2012信息」最主要的題目 Planet X， 

並且，早在「2012信息」分享之初，日華牧師已經為大家分享過， 

當我們將「2012信息」的年份數字「2012」，90度轉向，就會轉成「ZION」。 

 

原來，當人創造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的時候， 

神早已藉著 Alef Tav創始成終的預定，令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目字，甚至羅馬數字， 

成為指向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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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人發現，中文字亦隱藏了類似的共同信息， 

例如︰中文字裡面，將「神」字轉向 90度之後，就會變成「愛」字，形成了「神是愛」的信息。 

 

 

 

明顯地，世上無論是中文、英文、數字或羅馬數字的設定，都必定是神所控制， 

為要成為神自己、十字架、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為世人指出尋找救恩的方向。 

 

所以，今時今日，當 Planet X再次逼近地球，產生《啟示錄》所預言的一切天災， 

這一次，同樣會成為全世界所有愛主之人的拯救， 

因為真正的基督徒將會被提，而世上一切不信的人，卻相反會受到最嚴厲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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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代表 Planet X和藏寶圖上代表藏寶位置的「X」，成為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向世人明示，現今要在末世中得著救恩的明燈，就唯有趕快跟隨新婦錫安教會的腳蹤。 

 

前兩次因 Planet X臨近而導致的災難，神都預先將愛神的人迎接到安全地方， 

例如︰洪水來到前，先將挪亞一家接到方舟，以及帶領以色列人離開遭遇十災的埃及， 

同樣，當今天 Planet X再次臨到，神同樣會將新婦被提，避開《啟示錄》的大災難。 

 

無獨有偶，下年踏進 2019年，亦正是「2012信息」踏入第十周年， 

這眾多的「X」標記和數字「10」的印證， 

會否就是指向 2019年，將會是新婦錫安教會被提的日子呢？ 

 

 

 

所以，當你看見神不斷鋪排著，其實你所見的，正是 Tav。 

 

 

 

你還記得我們曾分享 Tav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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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凱旋門代表，就是一切都結束、完結了。 

 

 

 

所以，很特別地，原來這Marker，神最後一個「願」的願望， 

就是在城門口裡，正是這 Gate。 

 

 

 

她會因為她所做的而得到榮耀，這是神所願的，是神所給予最後的認可。 

 

最後，每個人都向三個人說：「那麼，我要得著神的認可了。」 

 



20181014   www.ziondaily.com 
 

 
 84 

 

 

Amen！ 

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