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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 年 10 月 21 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20）答問篇（12）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天國道》的信息裡，你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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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賜下牧師帶領我們，教導我們怎樣逐步執行。究竟我 

們如何學像你？有什麼心法可以衝破神給我們人生個別的枷鎖呢？我們未必能像牧師那樣 

有智慧，或如經歷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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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追擊：超強颱風康妮吹襲韓國及日本 

踏入今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 57 歲生日開始，短短一個多月， 

太平洋先後形成三股超強颱風飛燕（Jebi）、山竹（Mangkhut）及潭美（Trami）， 

成為神給予牧師的生日之共同信息，因為日華牧師的名字正是 Wind，就是「風」的意思。 

 

 

 

三股超強颱風先後重創亞洲多個地區，滿目瘡痍。 

 

今年 9 月 22 日晚上，在波納佩島附近形成一股熱帶擾動氣旋， 

28 日下午，日本氣象廳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給予國際編號 1825，並命名為康妮。 

按著天文台的國際編號 1825 中的 18，代表 2018 年，編號 25， 

代表太平洋颱風季第 25 個被命名的熱帶氣旋。 

 

康妮此名由柬埔寨提供，指柬埔寨民間傳說中一位漂亮少女，亦是一個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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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康妮的命名也標誌著自 1994 年以來，今年風季成為過往 24 年間， 

1 月到 9 月形成最多命名熱帶氣旋的風季，被命名的颱風合共多達 25 個。 

 

10 月 2 日，聯合颱風警報中心發佈，康妮中心風速上升至每小時 260 公里， 

超強颱風康妮，爆出媲美山竹和潭美強烈對流的龐大風眼， 

因此更成為今年內第 5 個達到五級颶風強度的颱風。 

 

故此，踏入今年日華牧師 57 歲生日之後，短短約一個月裡， 

太平洋罕有地先後形成飛燕、山竹、潭美及康妮等四股破紀錄超強颱風， 

情況極其罕見，實在極不尋常。 

 

10 月 3 日上午，颱風康妮穿越台灣以東海域， 

該區的海水能量在超強颱風潭美滯留期間已大量消耗，因此水溫跌至低於攝氏 26 度， 

未能維持颱風康妮發展，其強度曾一度減弱，只是颱風康妮仍夾雜強風和大雨。 

 

10 月 4 日，當颱風康妮進入東海，吸取了能量之後，強度仍然保持， 

日本沖繩及琉球群島，剛剛經歷超強颱風潭美吹襲後不足一周，又再有超強颱風吹襲。 

是一周內，罕見第二個颱風侵襲沖繩，令沖繩政府嚴陣以待， 

颱風康妮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 145 公里，集結於沖繩那霸東南偏南附近， 

橫過琉球群島及東海，移向朝鮮半島南部一帶。 

 

颱風康妮在沖繩及琉球群島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在通往日本大陸的道路上，強勁的風力和暴雨，為當地帶來強風和大雨， 

造成 8 人受傷，共 2 萬戶停電。 

除了強風、大浪、泥石流和洪水氾濫外，當地還超過 200 班國內航班取消。 

  

除此之外，日本南部鹿兒島縣奄美大島（Amami Islands）有 2 萬戶家庭斷電。 

一些居民被疏散到島上的緊急避難所。 

 

10 月 6 日凌晨 3 至 4 時，颱風康妮維持強度，並穿越東海，在濟州島以東近海掠過， 

更像一輛沒有刹車的大坦克，在東海起動之後直撞韓國，其強度還保持在 12 級。 

受颱風影響，當地掀起巨浪，路旁建築物倒塌，樹木被攔腰折斷。 

釜山及濟州島有超過 30 間房屋被洪水淹沒。 

  

10 月 6 日上午，颱風康妮在韓國慶尚南道統營市登陸， 

登陸時的 10 分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 115 公里，風暴在當地造成 2 死 1 失蹤， 

共 277 班往返當地的航班取消。慶尚北道盈德郡和浦項市，出現嚴重淹水， 

韓國東南部和濟州島有超過 6 萬戶停電，數百居民房屋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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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Let's start with an update on the big storm affecting Korea this weekend. 

先看看巨大風暴周末吹襲韓國的最新消息， 

  

Typhoon Kong-rey has reached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bringing strong winds and heavy 

rain with it. 

颱風康妮已抵達朝鮮半島南部，帶來強風及暴雨， 

  

The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says the typhoon landed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Tongyeong in 

Gyeongsangnam-do Province at around 9:50am local time. 

大韓民國氣象廳表示，颱風於本地時間上午 9 時 50 分，登陸慶尚南道統營市。 

  

The agency said it will pass Busan around now and is expected to head toward the East Sea around 1pm. 

當局表示颱風現時正越過釜山，預計會於下午 1 時抵達東海， 

 

As you can see, it's caused a fair bit of damage. 

片段可見颱風已經帶來破壞。 

  

Typhoon warnings are in place for Jeju Island and Gyeongsangnam-do Province and typhoon advisories 

had been announced for parts of Gangwon-do Province. 

濟州島及慶尚南道已發出颱風警告，江原道亦已於部分地區發出颱風警報，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 of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 on Sunday, one senior citizen died and 

another went missing as they tried to flee from rising floodwaters. 

根據周日慶尚北道政府，一名老人於躲避洪水時死亡，另一人則失蹤。 

  

Another similar death was reported in Gyeonggi-do Province. 

京畿道亦有類似的死亡報告， 

  

The flooding left at least 470 people homeless, most of them in Gyeongsangbuk-do. 

洪水導致最少 470 人無家可歸，大多數是慶尚北道市民。 

  

There, roughly 14,000 homes and 6.6 million square meters of farmlands were flooded. 

當地有大約 1.4 萬家園及 660 萬平方米農地被淹浸。 

 

Typhoon Kong-rey has left huge scars in the Yeongdeok area in Gyeongsangbuk-do Province. 

颱風康妮重創慶尚北道盈德郡， 

  

The mud has made its way into the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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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濘湧入房屋， 

  

Locals try desperately to remove water and find household items that are still usable, but most of them have 

turned into trash. 

民急忙清理積水，尋找仍能使用的家品，但大部分都報廢了。 

  

One of the homeowners is devastated to see what the typhoon has done to her house while she was 

evacuating. 

有業主大受打擊，看見房屋在撤離期間遭受的破壞， 

  

Fish tanks are also full of mud. 

魚缸滿是泥濘， 

  

Vendors are heartbroken when throwing away their fish into trash bins. 

店主傷心地把養魚扔掉。 

 

This supermarket that was preparing for a discount event has been turned into ruins. 

正準備特賣活動的超市頓成廢墟， 

  

The lawn in this schoolyard now looks like a marsh. 

校園內的草坪變成沼澤， 

  

School staff had to come to work even on the weekend to clean up the mess. 

學校職員更需週末回校清理校舍。 

  

A nearby port is covered in trash that has been swept by the heavy rain. 

附近的港口遭暴雨沖來的垃圾掩蓋， 

  

This man has lost his ship just ahead of the crab-catching season. 

這人在捕蟹季節前失去了漁船。 

  

Typhoon Kong-rey has left people in this area without homes and the means to make a living. 

颱風康妮不但令當地人無家可歸，也奪去了他們的生計。 

 

隨後，10 月 7 日，康妮向日本大陸移動，外圍雨帶為九州及四國帶來大雨， 

四國在一日內測得逾 300 毫米降雨量，造成運輸中斷，100 架往返沖繩的國內航班被取消， 

大多數渡輪服務也被取消，新幹線的部分路段停運。 

長崎縣約有 1 萬 2000 戶家庭停電，福岡縣有 1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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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向東北方向推進，途經北海道，東北地區浪高達 7 米，北陸地區附近海域的浪高達 6 米， 

日本氣象廳呼籲民眾注意防範暴風和大浪，甚至暴雨導致地質、山崩及土地液化的災害。 

自從踏入今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生日之後，全球破紀錄風災，實在是沒完沒了， 

當我們回顧這一個月內，太平洋地區竟然先後形成飛燕、山竹、潭美及康妮等四股破紀錄超強颱風， 

並且打破自 1994 年以來，1 月到 9 月形成最多命名熱帶氣旋的風季，刷新風暴紀錄。 

 

 

  

情況實在前所未有，明證「2012 信息」的警告， 

過往九年間，隨著 Planet X 逐步迫近地球，導致地球內部持續不斷升溫， 

大量能量和溫度，觸發越來越多龐大颶風和超強颱風， 

當我們見證越來越多颱風形成，就意味著 Planet X 也越來越接近地球了。 

 



20181021   www.ziondaily.com 
 

 
 6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64：「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64」，會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這個案是中文《聖經》中，曾多次被研究末世的釋經家引用的一個預言， 

但經文當中使用的字眼，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消失了。 

 

這預言是舊約《以賽亞書‧17 章》， 

預言大馬士革的人，因為行惡到極點，將會有一日被神審判。 

很多人的記憶中，這章經文的第一節，是以「大馬士革必成為荒場」， 

來形容這個城市被神以災難和戰爭審判之後， 

成為了一個荒場，所有居民都會被殺或逃離家園。 

 

 

 

但現今現實中，《以賽亞書‧17 章 1 節》，已經找不到「荒場」這個字眼， 

而形容大馬士革被神審判後的光景，則用了其他字眼代替。 

並且，這個字眼，不單於最普及的《聖經》和合本中消失了， 

而是所有版本的中文《聖經》中，都無法在《以賽亞書‧17 章 1 節》找到「荒場」這個字眼。 

 

《聖經》網站 cnbible.com，記載了幾個不同版本的中文《聖經》， 

包括：現代標點和合本、《聖經》新譯本和中文和合本， 

所有版本的以賽亞書 17 章 1 節，都同樣沒有了「大馬士革必成為荒場」的字眼。 

 

現代標點和合本（CUVMP Traditional） 

以賽亞書 17 章 1 節： 

「論大馬士革的默示。看哪，大馬士革已被廢棄，不再為城，必變做亂堆。」 

 

《聖經》新譯本（CNV Traditional） 

以賽亞書 17 章 1 節： 

「關於大馬士革的默示：『看哪！大馬士革快要被廢棄，不再是一個城市，它必變作廢墟。』」 

 

繁體中文和合本（CUV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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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7 章 1 節： 

「論大馬色的默示：看哪，大馬色已被廢棄，不再為城，必變作亂堆。」 

 

而且，當你用「荒場」一詞搜尋，會發現整本中文《聖經》， 

並沒有任何一節使用「荒場」一詞形容大馬士革或大馬色， 

例如︰圖中的經文。 

 

如果「荒場」一詞確實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導致沒有任何一節使用「荒場」形容大馬士革， 

特別是大家記憶中的《以賽亞書‧17 章 1 節》， 

那麼，必定會伴隨很多殘餘現象，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 

以往舊現實的《以賽亞書‧17 章 1 節》，是用「變成荒場」一詞， 

形容神審判大馬士革或大馬色的結果。 

 

例如︰當你在錫安教會官方網站 ziondaily.com，搜尋「大馬士革荒場」的字眼， 

會發現日華牧師曾經最少十次，以「變成荒場」形容末世時神對大馬士革的審判。 

 

又例如：當你在網上搜尋「大馬士革荒場」， 

會發現很多網站都曾以「荒場」這字眼，形容神在末後日子對大馬士革的審判。 

然而，現今新現實中，原來《聖經》從未以「荒場」一詞形容大馬士革被神審判後的光景。 

 

非常明顯，中文《聖經》中，以賽亞書 17 章 1 節， 

形容大馬士革被神審判後的字眼，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由本來舊現實使用的「荒場」一詞，變成現今新現實沒有了「荒場」的字眼。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的主日信息，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問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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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日華牧師有什麼心法可以教導我們， 

讓我們去衝破神給我們人生個別的枷鎖呢？ 

  

答：於信仰上，往往是有跡可尋。 

日華牧師分析，正如神所呼召他所完成的事情， 

往往是於他小時候，已經奠定了根基，向著同一個方向， 

只不過，當中要經歷更多的經歷和磨練，讓枷鎖不斷完美。 

 



20181021   www.ziondaily.com 
 

 
 8 

 

  

所以，神對你們的塑造，也是於你們的部門， 

只不過，於一個意想不到的時間，神將人數加添給教會， 

讓我們的事奉規模，突然間大十倍。 

 

正如「2012 信息」，當分享第一篇之後， 

神突然間呼召我們，要以現時的錄播方式分享， 

當中的轉接，由第二篇已經開始，直到如今。 

 

 

 

所以，神要帶領我們，到另一種程度，當中的轉變，亦可以十分急劇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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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就是要成為一班能夠跟得上的跟從者。 

 

 

 

所以，於大復興的一刻，有人拼命參與， 

亦有人繼續吊兒郎當，最終成為哀哭切齒的一群。 

而我們就是負責製造和完成《啟示錄》進程的一班人。 

就是成為引動世界結束，並且完成《啟示錄》劇情的一群，成為當中的帶領。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了《賢婦篇》最後一節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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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經文，不是神對於賢婦的要求， 

相反，這段經文是一個標記（Marker），去指明新婦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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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於丈夫最終迎娶新婦的時候，所有人都知道誰是新婦。 

因為於新婦預備婚禮的時候，只有新郎及新婦知道。 

但到新郎去到新娘家中迎娶新婦的時候，全村人都會知道，誰是新娘。 

 

而《啟示錄》的劇情，就是指出同一件事。就是於夜間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 

各人便知道婚禮開始了，並且，同一時間，教會亦開始被提了。 

所以，標記不是給新娘看，而是給其他人看。 

 

 

  

然而，神正是用上各種共同信息與及一日不偏差的帶領， 

去成為給予我們的標記，指明我們得著新婦的位份，讓全球人都見證，神是印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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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們認清自己的角色之後，我們就更能夠與神合作。 

因為當我們被提之後，《啟示錄》的災難發生， 

他們想知道，如何可以逃避大災難，並且，得著參與這場婚宴的最後機會。 

這就是我們所擔任的角色，就是成為他們的答案，留下「2012 信息」給他們。 

  

所以，於這段經文當中，神願新婦能夠收割她所撒的種子。 

 

 

此外，亦願她於城門口，也就是於 Tav 這個地方去得榮耀， 

讓其他人知道她就是新婦的身份，所以，全世界都要聽她所說的話，尋找出答案。 

並且，因著他們是聽新婦的信息而信主，因此，這成為了他們的恩典、他們的機會之餘， 

另一方面，他們亦成為了新郎送給新婦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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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時，神就藉著大量有關「X」的標記，成為了我們現時的共同信息， 

就是要說明，現在已經到達《賢婦篇》最後一節的時間， 

是神指明新婦的標記，並且，迎娶新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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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答問篇（12）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天國道》的信息裡，你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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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賜下牧師帶領我們，教導我們怎樣逐步執行。究竟我 

們如何學像你？有什麼心法可以衝破神給我們人生個別的枷鎖呢？我們未必能像牧師那樣 

有智慧，或如經歷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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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一個星期的問答篇。 

可以肯定的是，最後的大復興，就是轉折一刻，各人也是拼命去參與！ 

 

 

 

因為神是志在必行的，所以祂必然會這樣做， 

祂不會任由人們在最後的大復興和被提當中，仍抱著吊兒郎當的心態。 

我覺得，那時候，只會有大量的人哀哭切齒而已，神必定會這樣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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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亦充斥大量失格、哀哭切齒的人。因這是《聖經》再三提及的， 

而我們就是負責去製造和完成這件事情的那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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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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所以，我們參與介入，以及我們作帶領、提醒。 

 

 

 

當被提時，是我們的存在導致很多人哀哭切齒，因為那是神的規定。 

 

影片：世人的選擇互動製造了末世的劇情 

日華牧師分享到，從《聖經》提及末世的經文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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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發生的事件，都是由人類自己引發，而不是神親自介入人類歷史而導致。 

意思是，當神在《創世記》用七日創造世界， 

由創造人類之後，直至《啟示錄》結束，以及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由天降臨之前， 

整個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包括決定、執行及催化， 

其實都是由人類自己推動、引發和製造。 

 

唯有將來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臨到地上， 

再一次以神權轄管世界之後，神才會由幕後推手，變為幕前推手。 

 

 

但在這之前，神是有意讓人和社會的選擇，令世界隨之變動。 

就如日華牧師在早期主日信息中也曾分享過， 

自從神創造亞當，並將地球的管理權交給亞當之後，神已經將地球完全交給人類， 

甚至假如沒有經過人類向神禱告、要求神介入，神也絕不會越權影響人類和地球。 

 

創世記 1 章 27 至 28 節：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由《創世記》至《啟示錄》世界末日的這段時間， 

即使是超自然審判世人的角色，都是由人去擔當， 

例如︰神藉摩西頒佈十災、以利亞頒佈火從天降的審判， 

甚至將來被提前《啟示錄》預言的四馬審判，都是由未被提的新婦負責執行。 

日華牧師亦曾分享到，將來被提後，神就會把審判列國的鐵杖交給新婦， 

讓新婦時空穿梭審判歷史上的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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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指，當我們明白主耶穌再來並掌管全地之前， 

神是容許不信的惡人犯罪、敵擋神，甚至逼迫和殺害很多信主的義人， 

很多時，神都不會用明顯的神蹟，去阻止惡人行惡傷害義人， 

或是惡人犯罪後不會得到即時的審判。 

 

可是，為何神會容讓惡人犯罪，甚至傷害義人呢？ 

原因顯而易見，神是刻意讓惡人，甚至撒但，以邪惡手段對待義人至惡貫滿盈的階段， 

如此，神就有充足理由，讓那些一直被惡人和撒但迫害的義人， 

能反過來以最恐怖的災難審判他們，就如摩西行十災審判埃及， 

以及吩咐地打開，使可拉一黨直接跌入陰間而永死， 

又如以利亞叫火從天降燒死敵人一樣。 

 

所以，《啟示錄》預言，當敵基督領導的大巴比倫惡貫滿盈， 

神就可以用最大的災難去審判他，而不是在大淫婦初初觸犯一些比較輕微的罪時， 

就已經用一些比較輕微的災難去審判她，阻止她繼續犯罪。 

 

啟示錄 18 章 2、5 至 8 節：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譯：牢

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她怎樣待

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地報應她；用她調酒的杯加倍地調給她喝。她怎樣榮耀自己，

怎樣奢華，也當叫她照樣痛苦悲哀，因她心裡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決不至於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她又要被火燒盡了，因為審判她

的主神大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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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神沒有阻止大淫婦逼迫和殺害義人呢？ 

因為按照神 Alef Tav 的預知，這位大淫婦會持續犯罪、永不悔改， 

與其阻止她犯罪，不如讓她不斷犯罪和惡待義人，直至惡貫滿盈， 

神就可以把審判的權柄交給新婦，讓新婦以永遠審判的能力，用災難和永死的刑罰審判大巴比倫。 

正因為惡人如此敗壞，新婦才可以因為行義得著神所賜的權柄，動手以最可怕的災難審判他們。 

 

為何一定要由神的新婦審判他們呢？ 

因為這是神創造人類，並用整個歷史鑄造新婦的目的， 

藉著比撒但更微小的人類，因行義而得著權柄，在地上審判跟隨撒但行惡的人， 

甚至可以在永恆中，審判撒但、墮落天使和邪靈。 

 

哥林多前書 6 章 3 節：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所以，《聖經》早已記載，巴比倫和代表新婦的耶路撒冷一直是敵對城市， 

因為神早已預知，有人類會一直跟隨撒但到底， 

所以就容讓這些人如同撒但和墮落天使一樣惡貫滿盈， 

就可以用最大的災難審判他們，並把他們和撒但一同掉進永恆的火湖裡。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神好像遲遲都未讓主耶穌再次降臨， 

因為這會令巴比倫沒有機會成長和行惡。假如他們沒有機會去成長和行惡， 

那相對地，新婦也沒有機會被逼迫和被磨練，因而在信心和忍耐上成長， 

配得擁有「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的聖靈能力， 

最後，甚至是由這位新婦得著權柄去審判巴比倫，之後神才回來消滅餘下的惡人。 

 

人類歷史就是這樣按著神的設定，才能造就新婦，因為當神容讓惡人暫時行惡， 

才可以令新婦因逼迫和磨練，作出一個又一個有質素的決定。 

 

因為人類永遠只能以自己短視的觀點，去看待人生和世界的得失， 

但神是以永恆的角度，去看整個人類歷史。 

神的目的亦只有一個，就是鑄造出最美麗的永恆新婦。 

這就是為何神好像遲遲不來的原因，因為世上惡人的惡貫還未滿盈。 

 

然而，現今世上絕大部分的所謂基督徒， 

既在信仰上不思進取，卻又一廂情願等待主來， 

他們的結局，必如主耶穌在《啟示錄》對老底嘉教會的警告， 

會留在大災難中，與巴比倫一同受審判， 

因為整個《啟示錄》的末世場景中，唯一不用承受審判的， 

就只有新婦、聰明的童女和穿好禮服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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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沒有一生跟隨神，並每天順服神和行真理的人， 

沒有如同錫安教會一樣，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所謂基督徒， 

都會留在大災難中，直到他們真心悔改，並行出應有的義行， 

雖然能免去永死，但卻如同在火中經過一樣。 

 

所以，神遲遲不來審判世界的原因有兩個： 

一、讓巴比倫有時間發展至罪無可恕的階段。 

二、讓新婦有機會因逼迫而成長，至配得「鐵杖轄管列國」能力的階段。 

 

因為神的聖潔，就如一個錢幣是擁有兩面： 

對愛神愛人又遵行真理到底的人，神就會向他們大施慈愛， 

但對於不肯跟隨神，倚靠自己血氣力量，甚至行惡和逼迫義人的惡人，神就會向他們發出烈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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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希伯來書》提到，教會最終會得到兩種終極能力， 

一個是「死人復活」，另一面是「永遠審判」。 

就如中國人所講的「陰陽」，以及中醫角度中人體的陰陽， 

陰和陽都是好的，只是如同一個錢幣的兩面。 

 

所以，《啟示錄》的一切災難和審判，都絕不是來自撒但和惡人的手， 

而是全部來自神，並由神交給配得審判能力的新婦去頒佈和執行， 

新婦就藉著執行審判，學習如神一樣成為公義的判官，可以與神同創，並與神同掌王權。 

 

因此，為何神容讓這位淫婦成長呢？ 

因為，假如神不讓淫婦成長，新婦就無法成長了。 

如果主耶穌在惡人惡貫滿貫之前就再來， 

新婦就沒有空間再成長，信心也不需經考驗， 

不能成長至成為法則承繼者的地步。 

 

為何神會以大淫婦，總結這群跟隨世界和撒但的假宗教組織呢？ 

神又如何使這群人最終成為一個龐大的罪惡集團， 

在末世時將他們一次過全然毀滅及作出永恆審判呢？ 

方法就是他們在世時，神縱容這些預定下地獄的惡人， 

在他們犯罪後，並不會即時審判他們，甚至他們的一生好像順風順水， 

無論行甚麼惡事，多少次逼迫，甚至殺害義人，都不會有即時審判臨到他們。 

令他們以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或是以為世上根本沒有神， 

一生持續變本加厲地行惡，直至惡貫滿盈。 

甚至，他們後代眼見上一代行惡都不會有審判， 

必然更肆無忌憚、聯群結隊地行惡，成為一個邪惡集團，就是大巴比倫。 

 



20181021   www.ziondaily.com 
 

 
 19 

如此，神就可以在末世時一次過殲滅他們，不讓他們有機會假意回轉。 

《創世記》的所多瑪和蛾摩拉就是最好的例子， 

神容讓這兩個城的人不斷犯罪，行惡到極點， 

神就可以帶走城中唯一的義人羅得後，以火從天降的方式，把他們一個不留地殺死。 

 

所以，神是刻意讓惡人在世時不會經歷即時審判， 

才可以將惡人和義人真正分別出來， 

並且讓義人因為惡人的逼迫而受到磨練和成長。 

 

而另一邊廂，預定會成為新婦的義人， 

神卻讓他們在世時，只要犯最輕微的罪或錯失，就會被神即時審判， 

就如摩西和大衛，令義人和義人的後代一生都敬畏神。 

 

故此，能夠想像，神讓我們分享「2012 信息」，藉《啟示錄》分享四馬去印證我們的信息。 

光想想《啟示錄》所記載的內容，屆時，不可能是不緊不慢的。 

有某些東西、信息、事情、要求（requirement）發生， 

導致許多人拼上性命去信神、上錫安教會。 

 

影片：天意級的啟示將世人推進《啟示錄》的時代 

日華牧師為我們分析，如《聖經》的預言，到了世界的結束， 

世上的君王和萬國都要來就新婦教會發現的光輝，一同將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 

拼命參與最後的大復興，使屬靈的聖殿滿了榮耀。 

 

  

然而，日華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析，到了歷史結束的時候， 

究竟世界將會出現怎樣的形態和特徵，導致整個世界的政局，將會發展到這種現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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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甚麼最重要的元素，是關於《啟示錄》的解釋和啟示， 

讓世人知道現在是《啟示錄》的時候呢？ 

  

原來，到了歷史結束和最後大復興時， 

世上必然會出現一套從神而來的信息，讓世人知道主耶穌快要回來，現在已經是世界末日， 

因而讓世人感到大難臨頭、萬念俱灰，出現哀哭切齒、痛改前非的大反省， 

世人知道絕對沒有辦法推翻主要再回來的事實。所以，我們就能夠明白， 

為何神現時刻意用天意級的共同信息，來印證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就如過往幾年間，神用四馬級數的超然印證， 

以歷史、數學、萬物法則 Pi、國際大事及自然災難， 

來印證每篇「2012 信息」的時代性和永恆性。 

因為唯有透過這種天意級的共同信息， 

就是眾多環繞錫安教會和「2012 信息」發生的國際大事及自然災難。 

世人終於醒覺，此時此刻正是世界末日， 

世界的政局已經到了最後一刻，萬物都是快要消逝的時候。 

  

綜合世上國際大事和大災難的元素， 

世人終於察覺到，神以天意級的啟示、神蹟和手段， 

來向世人展現新婦錫安教會和「2012 信息」的重要性。 

  

神以天意的方式向全世界頒佈： 

在這刻，「2012 信息」正是新婦一定要分享的信息， 

藉著對「2012 信息」的理解，世人會越發深切反省、哀哭切齒， 

知道這套「2012 信息」是千真萬確。 

因為神已經刻意用天意級的方式，來印證這套信息。 

 

於過往 9 年間，始終時間尚未到，世人又怎會感到懊悔、哀哭切齒呢？ 

世人總是喜歡後知後覺，對信仰和永生毫不認真！ 

 

只可惜！如《啟示錄》所預言，這些沉睡、絕不儆醒、毫無預備的人， 

就會留在最後大災難的 1,260 日深切痛悔，即三年半都維持哀哭切齒， 

以補考方式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因為屆時，世上將會不斷有天意級數的印證，明證這套「2012 信息」是確切又真實， 

因此，到了最後 1,260 日的時刻，世人都會拼命以補考方式，尋找及傳揚「2012 信息」。 

  

因為在神回來之前，世界必然會變成一個哀哭切齒的局面， 

形成一個讓人選擇拼命追尋神、悔改、信主，甚至連殉道都願意。  

因為世人終於覺悟：歷史和萬物都快要結束了，唯有「2012 信息」才是世人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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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需想想，要是以娛樂而言，英女皇怎麼會來香港上教會？ 

這個時代，她自個兒在家中看電影也覺得麻煩，但為何會全世界的君王也會來呢？ 

故此，我認為，有機會這是人們「死到臨頭」的那種反應，會全世界性出現！  

所有君王、祭司、政治家，將會被某篇信息、事件、提醒， 

導致全世界性，所有政要放下他們的身分、工作， 

亦不介意全世界知道，他們放下一切，帶著他們所有資源來香港。 

 

 

 

影片：娛樂不能帶領世人進入大復興 

日華牧師回答資料員提問時，指出現今很多所謂的靈恩教會，特別是被視為成功典範的教會， 

其實都是以娛樂會眾的方式，吸引大量人數每星期參與聚會，觀看當中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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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做法，與神和天國根本沒有任何關係， 

神亦不會因為一間教會的主日聚會中有出色的表演， 

而把神的同在、恩膏和神蹟賜予這間教會的牧師和會眾。 

 

這些會眾和領袖每星期繼續到教會聚會， 

只是因為主日聚會的表演內容精彩刺激、引人入勝，或是每星期都有不同節目的新鮮感。 

甚至會眾納十份一和奉獻的心態，都只是當作購買屬世偶像的演唱會或馬戲表演門票， 

假如表演精彩，就多給一些奉獻，假如表演普通或沉悶，就少給一些錢，甚至提早離場， 

當同一城市，有另一間教會的聚會表演更精彩，他們就會轉會。 

 

這些會眾所尋找的，單單只是娛樂，而他們在教會尋找娛樂的目的， 

只是因為這樣做，能撫平自己的罪疚感，心靈能夠稍得安慰， 

始終，他們也有參與所謂的教會聚會。 

 

例如︰四年多前，2014 年 4 月 13 日的精華短片（VO），已為大家詳細分享過， 

現今的基督教界，特別是所謂標榜成功的靈恩教會， 

都會在聚會中加入娛樂節目，成為吸引人到教會的皇牌，希望從中賺取大筆奉獻。 

例如︰在教會中玩蛇、在教會表演舞旗、在教會表演吹角、在教會表演跳舞、 

在教會中表演特技如吞劍、在教會中加插 Hip Pop 舞、現金獎環節和現場笑劇等。 

其目的是昭然若揭，就是明目張膽地，以娛樂取代神的同在和神的話語， 

將教會變為「歡樂今宵」般的綜合性娛樂節目。 

 

為何一間標榜神蹟的靈恩教會，會淪落到以娛樂吸引會眾呢？ 

原因非常簡單，這正顯示出神的同在和神蹟，已經離開了這些教會。 

可是，為何神離開了這些教會呢？因為他們不尊重神的話，也不尊重聖靈。 

 

日華牧師指出，當末後的大復興出現，如《以賽亞書‧60 章》和《哈該書‧2 章》所形容， 

世上一切君王和元首，都來到神的家就神的光，並萬國的珍寶都運到教會時。 

那些君王、元首、精英和富商，並不會因為教會的精彩娛樂表演或美麗建築物， 

而將一生的財富和生命奉獻給神，因為他們從來都不缺乏這些娛樂、金錢和建築物， 

他們所尋找的，是神真實的同在和永生的確據。 

 

這些以娛樂大眾為目標的教會，其實都不是真正有神同在的教會， 

而《聖經》中，神有一個專有名詞，去形容這些以娛樂大眾和賺取巨額財富為目標， 

所謂教會的假宗教組織，這專有名詞就是「巴比倫」。 

 

《啟示錄》更形容，在末世，這種完全以人類血氣總和， 

並純以利益掛帥而建立的所謂教會，其顛峰形態，就稱之為「大巴比倫」。 

因為這些所謂的教會組織，其實是一個以撒但和敵基督為首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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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集合了人類血氣力量的總和，由假宗教、政治、經濟、娛樂，甚至罪惡組合而成的一隻怪物，

就是《啟示錄》所形容，騎在一隻朱紅色獸上的大淫婦。 

 

啟示錄 17 章 1 至 6 節：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裡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

罰指給你看。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亂的酒。』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

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那女人穿

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

亂的污穢。在她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祕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

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我看見她，就大大的希奇。」 

 

啟示錄 18 章 1 至 5 節：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

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譯：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

憎之雀鳥的巢穴。因為列國都被她邪淫大怒的酒傾倒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

華太過就發了財。我又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我的民哪，你們要從那城出來，免得與她一同有罪，

受她所受的災殃；因她的罪惡滔天；她的不義，神已經想起來了。」 

 

為何神會以大淫婦，去形容這些以娛樂和賺錢，成為最大目標的所謂教會呢？ 

因為他們並不是以成為神聖潔忠貞的新婦和榮耀神為目的，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名利！ 

 

甚至，當神呼召真正的使徒，出來建立以鑄造新婦為目標的教會時， 

這些大巴比倫大淫婦的假教會，更會不惜一切代價，誓要毀滅神真正的教會。 

因為當真正的教會，即新婦出現，就會立時在世人和會眾眼前，顯出他們的不義， 

讓人知道他們並沒有神的同在，甚至，知道繼續逗留在這些巴比倫教會， 

結局只會沉淪下到地獄，不可能被提到天國。 

 

正因為真正擁有天國道和曉得神天意的新婦級教會， 

會令世人知道這些以娛樂為首的假教會，其實就是巴比倫， 

所以，這些巴比倫大淫婦的假教會，必定會全力逼迫真正神的教會。 

 

在歷史上我們都會看見，尤其是那些因為上一代復興， 

而留下一個成功教會組織的屬靈富二代，往往都會因為想維繫成功， 

卻又沒有信仰的真材實料，因而不擇手段地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 

將教會變為巴比倫大淫婦，以娛樂方式希望延續上一代的成功。 

 

例如︰當天主教墮落成為巴比倫，神興起信義會取代天主教時， 

天主教就立即逼迫信義會，甚至立誓要將信義會置諸死地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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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1900 年，靈恩五旬節會開始時，所有基要教會都一同攻擊神新興起的靈恩教會， 

因為靈恩教會中的神蹟，就證明這些基要教會並沒有神的同在， 

是沒有神認同的假教會，亦即是大巴比倫的大淫婦。 

 

到了現今世代，情況也是一樣，當 1985 年，日華牧師按照神的帶領建立錫安教會， 

過去 33 年多，其他以人血氣方式，以娛樂大眾為目標的假教會，一直沒有放棄逼迫錫安教會。 

並且，他們就如《聖經》所形容的巴比倫一樣，會聯同世界的政府，以及純以財利掛帥的傳媒， 

一同攻擊錫安教會這一所被神印證的新婦教會。 

 

當大復興臨到時，全世界的君王和精英，帶著畢生財富，希望尋找的新婦教會， 

絕不可能是那些已經扎根巴比倫系統的大淫婦，即屬靈富二代的假教會， 

因為巴比倫提供的娛樂，根本不可能滿足和欺騙這些早已見慣世面的君王和精英。 

 

明顯，眾多天意級的共同信息，都指明現今世上， 

唯有 The One 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並由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才是這些君王和精英所尋找的新婦。亦唯有錫安教會和「2012 信息」， 

能夠提供唯一的正確答案，讓他們可以從中得著被提的確據， 

避開最後《啟示錄》所預言，神藉 Planet X 引發的大災難。 

 

你想一想，那時候是一件怎麼樣的事情？ 

那件事情，一定不是因為錫安教會的娛樂性豐富，或是創辦了「歡樂今宵」等等這些節目， 

而是一定關於「死到臨頭」的事情。一定是！ 

 

因為，這跟我們的信息是息息相關。 

我們每一句也說：「你們『死到臨頭』了！ 

你們『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你們死定了！你們不信的，便會死！你們慘了！」 

所以，那時候，不會是歌舞升平，不會突然間轉了題目。 

 

現在，神這樣的確定，這樣的印證。 

明明是四隻馬，但神卻用四季裡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當天去印證我們。 

祂其實不斷地提醒我們：「日華，將要到來了！來了，是四馬，四馬是真的， 

你所說的四馬也是真的，你所說的災難是真的！ 

來了，是我要你分享的，好像是早說了， 

但是沒有早說的，每一個星期你都在我指定的時間表！ 

來了，你好像還沒看到，但是我正在來了！」 

 

你不覺得是這樣的嗎？你不認為神在不斷強調：「這種級數的災難不是假的，會發生在這個時代。 

終有一天，每個人看到這些災難的時候，第一個會想起的，就是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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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死到臨頭」、「萬念俱灰」導致最後大復興 

於主日信息當中，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啟示錄》的進程。 

也就是說，究竟，有甚麼事情會觸發一個人類有歷史以來， 

最龐大，亦是最榮耀的末後大復興呢？ 

  

答案，就是「死到臨頭」、「萬念俱灰」這兩部曲。 

因為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人生真正意義和價值是甚麼。 

尤其是香港人，就更加明白這個道理， 

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斷追趕著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價值， 

不斷追尋他們認為人生最有價值的事情，甚至比他們的生命更加寶貴。 

  

例如，香港工時之長，是世界之冠，與日本人一樣，衍生出過勞而死的問題。 

 

 

因為，當人們不認識神、不認識人生真正意義的時候， 

工作所帶來的金錢回報、事業所帶來的滿足感、成就感，甚至使命感，就足以換取他們的性命， 

  

所以，對於大部分人而言，這些身外之物，往往對比他們的性命，來得重要。 

例如，於人的眼中，英女皇的身份，不是一個普通人， 

所以，她的形象，比她的一切更重要。 

那麼，假如，當她知道，她於幾十日內就會離世的話，她又會怎樣想呢？ 

  

答案就是假如她未信主的話，她會繼續維持現有的生活，去到最後一刻，也依然故我。 

因為雖然她面對「死到臨頭」，但同時間，亦未至於「萬念俱灰」。 

因為，她覺得世界上還有有價值的事情，就是她的國位、她的形象，仍然存在。 

於她死後，她仍然有她的子孫、親人，甚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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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她要繼續存留她現在的所有，包括她的形象，去留給她的子孫和人民， 

讓英國，以至整個皇室，能夠被保存，並且，世世代代的繼續被人所尊重。 

所以，她希望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保留到最後的一剎那， 

因為，這就是她可以留給子孫的產業，成為對他們的貢獻。 

 

 

這就解釋到，為何不是每一個人臨死之前，也會選擇信主， 

因為，他們仍然會覺得，一生還有其他事情，是更寶貴， 

所以，縱使他們的生命，已經到達倒數的階段， 

但他們對信仰仍然是有所保留，未必會選擇信主。 

  

又例如，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就是蘋果公司。 

所以，作為這間全球第一公司的掌舵人，定必能夠給予莫大的成功感和滿足感。 

因為，我們可以見到，蘋果公司的前行政總裁 Steve Jobs， 

他於 2003 年已經確診得了癌症，然而，於治療期間，他仍然於蘋果公司工作， 

直到差不多十年後，於逝世前幾周，仍然為 iPhone 4S 的發佈會提供意見。 

 

因此，Steve Jobs 可說是典型的例子， 

就是他將所有的人生意義，都投放於蘋果公司當中。 

去到無力工作的一刻，才離開工作崗位，幾星期後就死了。 

因為，他沒有看信仰比蘋果公司重要， 

相反，他視蘋果公司比他的健康更為重要， 

因為，蘋果公司會於他死後，一直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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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人們要發生甚麼事，才會改變這個情況， 

迫使他們於最後的機會當中，放下一切，來到錫安尋找神呢？ 

答案就是除了「死到臨頭」之外，還要加上「萬念俱灰」， 

就是如果 Steve Jobs 知道自己很快會離世之餘，蘋果公司亦頃刻之間，再也不存在， 

於這種雙重打擊之下，他才會選擇尋找神、尋找信仰， 

他於這時才會醒覺，原來世界上，還有一些事情是要比蘋果公司更重要。 

  

同樣地，就如英女皇一般， 

假如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並且，英國的皇室制度突然被推翻， 

甚至，因為打仗，再沒有英國的話，到那時，英女皇才會於「萬念俱灰」、 

別無其他選擇的情況下去認識神。 

  

因為每一個人存活在世，除了有一個軀殼、身體之外， 

每一個人還有自己的角色，以及角色的延續。 

所以，假如身體受損，他們仍然會把持著自己的人生角色、人生理想， 

直至這兩件事情，同時被剝奪，人們才會脫離自己的框架，去尋找神。 

 

所以，神所設計的世界末日，就是為著達到這個目的。 

屆時，人們不單知道自己會死，知道世界將會結束， 

同時間，因著 Planet X 帶來的審判式災難，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理想、事業、家庭，甚至國家， 

也同時間被毀滅，一切都會結束，不會再延續下去。 

 

也就是說，不僅是他們自己會死去，而且，有關他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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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皇帝、大公司的 CEO、甚至是政要、明星等等， 

甚至角色的延續，例如帝位、大公司、國家等等也一同毀滅，再也沒有人會紀念， 

因為人類亦已經不再存在。 

 

唯有達致這個光景，人們才會洗心革面、悔改、回轉、歸向神， 

因為人真正的盡頭，才是神的開始。 

並且，當他們看見一切都如煙消逝的時候， 

卻又有另一些事情，原來有著永恆的價值， 

不會於世界毀滅時一同被破壞，反而，會存留到永恆。 

那麼，他們會作出甚麼的選擇呢？ 

  

中國古代有「人死留名」這個概念， 

就是人們希望於自己死後，可以名垂千古、永留青史，於歷史當中，被後世人所紀念。 

然而，假如再也沒有明天、沒有將來、沒有下一代，世界不再延續下去， 

也就是說，當他們的政治國度、經濟國度、軍事國度、文化國度，宗教國度通通消失的時候， 

那麼，他們留名又有甚麼用呢？ 

  

但是，同一時間，他們卻突然發現，原來，世界上有另一個國度是永存的， 

並且，甚至有方法，可以將現實當中快要毀滅的所有物質，人生的價值觀轉化到天國，成為永恆， 

而他們卻是從來沒有用上這個方法，於天國的戶口上，仍然是窮光蛋， 

那麼，這班人，又會有怎樣的反應？將會作出怎樣的決定？ 

  

當然，結果就是如《以賽亞書‧60 章》所描述的現象，就是萬國都會來就光。 

並且，出現《哈該書》所提及，萬國的珍寶都會運到神的家當中，使神的殿得榮耀， 

因為這是唯一將現實的物品，轉戶到天上的唯一方法，這亦是世界性復興誕生的原因。 

 

然而，《啟示錄》就是記載，人類的不同國度，也會於世界末日當中被毀滅的情景。 

就是人類所建立的所有事情，都會停止，並且化為烏有，不再有明天的景況。 

 

啟示錄 18 章 22 至 23 節： 

「彈琴、作樂、吹笛、吹號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各行手藝人在你中間決不能再遇見；

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決不能再聽見；燈光在你中間決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婦的聲音，在你中間決

不能再聽見。你的客商原來是地上的尊貴人；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 

  

於這裡，我們會明白到，當預表末世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 Planet X 的 Alef 時， 

神是以十災，去挑戰十個埃及的假神。  

然而，到了 Planet X 的 Tav，神藉著世界末日所挑戰的，就是人類十個最堅固的國度， 

就是包括他們的政治、經濟、娛樂、軍事、宗教等等， 

於他們的內心當中，這些國度，就是他們牢不可破、死命抓著的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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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十災的時代，神只是藉著摩西去挑戰埃及一個國家。 

但是，到了這個時代，神是要挑戰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讓所有的事物永不再存在。 

並且，這裡說明，所有人的工作、一切的成就，已經成為了泡影，不復存在。 

也就是說，他們所珍貴、珍視的人生價值，通通都要消失， 

那時，他們才驚覺，自己除了工作之外，甚麼價值也沒有了， 

而只有到了這種萬念俱灰的程度，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做的時候，他們才會開始選擇信仰。 

  

其實，《聖經》亦讓我們知道，當人建立自己的人生於世界當中， 

就好像建立於沙土上，一段時間之後，一無存留。 

事實上，過去 1,000 年前所建立的建築物，大部分已經被另一些建設物所取代。 

就算仍然存留，但是，建造者亦已經離世。 

 

 

  

所以，於神的設計當中，人生只是有如沙灘上遊玩的小朋友， 

當海水淹到的時候，所有的建設，就會頃刻之間消失。 

而《啟示錄》就是希望營造出這種氣氛，去改變他們的心理狀態。 

因為假如於一個地方，發生普通級數的天災，經濟不景，甚或是戰亂， 

人們的心理反應，也是會繼續他們的生活，希望捱過這段困難的時間， 

因此，他們是會更死命抓著屬世的一切。 

  

然而，Planet X 所帶來是比十災還要可怕的災難，神就是要讓所有人也知道，不單止他們的生命， 

連他們的人生角色，也於倒數的階段，無論怎樣掙扎，都沒有法子再次建立起來。 

亦因此，他們於心理上，會有著一個轉變，就是所有地上的事情，也已經不再值得投資， 

一切他們過去覺得有意義、重要的事情，突然間已經變得不再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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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種「死到臨頭」、「萬念俱灰」的情況下，他們就會反思人生的真正意義、目的其實是甚麼？ 

因著這個緣故，他們會尋找到錫安，並且，將所有僅有的，也投放在錫安當中， 

因為，他們希望於最後的時間，能夠將僅有的資源、心力， 

放於最有意義的地方，就是一個可以於現實當中，投資永恆的地方。 

  

正如 Steve Jobs、英女皇，就算他們於人的印象當中，是如此成功、尊貴， 

但是，假如蘋果公司，甚至英國也消失的話，其實，他們亦會變成一個普通人一般， 

所以，當他們來到錫安的時候，其實，他們還不及我們當中的一位弟兄姊妹。 

因為，於永恆中，信仰是要比英國、蘋果公司更重要、更為悠久。 

 

所以，這就解釋了，為何於大復興的時候，萬國珍寶都會運入神的家， 

並且，君王、祭司也會來到就光。 

大家試想想，國家豈不是需要這些珍寶，去維持他們的生存和將來的發展嗎？ 

大公司，豈不亦是需要這些金錢，去維持他們下一年的運作嗎？ 

但是，他們為何仍然將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也運去神的家呢？ 

為何他們會這樣想？亦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再也沒有將來。 

所以，他們為到自己的帝國、公司，往後十年的發展所作的預備和努力， 

再也沒有繼續做下去的理由。甚至他們亦不需要為下一年去作出準備， 

因為，世界亦已經再也沒有下一年。 

 

 

那麼，他們再把持著手上的金錢、財寶也已經沒有用， 

就是這種世界走到盡頭，萬念俱灰的感覺，讓他們全然醒悟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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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往，我們會以為，萬國的珍寶運入神的家， 

是因為這些有錢人信主，納十分一、奉獻的緣故。 

 

然而，現在，我們才明白到，其實，《哈該書》所描繪的情景， 

就是於末世的時候，所有人將他們的所有，整個企業的財富，整個國家往後的預算、 

整個家族的珍寶也變賣，將一切的財富，甚至生命也奉獻到神的家當中。 

這才是末後復興所出現的真正現象。  

 

這種情景，正如埃及經歷十災後，埃及人將所有的財寶，也給予以色列人， 

因為，當時的埃及人，也是面對滅絕式的審判。  

同樣地，於將來經歷末後大復興的人，他們也會有著同一種的心理反應， 

就是出現《哈該書》，萬國珍寶運入神的家的現象。 

  

只不過，摩西時代是 Alef，就是埃及一個國家將財富給予以色列人。 

但如今，Tav 的世代，神就是讓全世界所有國家，也將財富給予教會。 

並且，這班人是將自己所有的一切，不單止是財富， 

還包括他們的時間、心力、精神等等都奉獻給教會。 

因為，再沒有下一年，可以讓他們將時間、心血和金錢，花費於國家及公司當中。  

 

相反，他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將他們的一切拿來教會當中，與神交換永恆， 

總好過所留下的一切，與世界一同滅亡。 

這就是神於末世當中，讓世人理解、想通、明白人生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所以，這亦解釋到，為何他們來到錫安教會的時候，即使要他們掃地、清潔洗手間也願意。 

因為他們突然間知道，人生的真正價值不是地上的事情，而是永恆的事情， 

並且，唯有於錫安當中，才可以於現實當中投資永恆。 

 

所以，於這裡，我們可以明白到， 

其實，於大復興當中，我們不是如以往一般，接待一班好奇參觀的慕道者。 

我們將會接待一班願意為神放棄所有，孤注一擲，奉獻所有去跟從神的人。 

  

大家可以想想，於那時，錫安又會怎樣對待他們？ 

是否因著太多人進來，讓我們應接不暇， 

導致他們只能夠乖乖的坐著，無事可做，浪費他們僅餘的光陰？ 

既然於那時，大家都會知道，剩下的光陰可能只有短短 52 個星期， 

錫安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如何於 52 個星期當中，用盡所有的資源，為他們積攢財寶於天上。 

  

所以，現在已經是預備的時間，我們不能夠於將來， 

真的只剩下 52 個星期，面對龐大經濟、人材來到的時候，才開始構思如何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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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時，一切都已經太遲，我們於神面前，亦會成為將錢埋在地裡，浪費資源的愚昧管家。 

  

因為，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於 52 個星期內，用盡英國所有儲備、用盡蘋果公司所有的資產、 

美國政府下年的預算，以及所有可以變賣的資產。 

大家可以想像，這是天文數字的金錢，卻要於 52 個星期內用盡，否則就會同世界一齊毀滅。 

 

這就是為何我們現在已經要作出準備及構想的原因， 

這亦是為何日華牧師不斷強調，我們要 Think Big，就是預備一個無限的擴展， 

甚至有著一個六百萬人的團隊去參與事奉， 

因為，到時已經會有足夠的資源去聘請幾百萬人去參與，並且，時間亦只有一年。 

  

因此，到時是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對比， 

就是對於他們而言，他們是因著死到臨頭、萬念俱灰的情況下，希望尋找神， 

但對於我們而言，卻是以完成最榮耀的結幕， 

作為我們為神所獻上，被提前最後的禮物，就是完成人類歷史上，最華麗的結終。 

所以，神給予我們的不是再有 52 年的事奉，到時，可能只是倒數的 52 個星期， 

就是用盡全世界所有的資源，去完成最榮耀的大復興。 

  

事實上，正如摩西時代，當他們出埃及時，得到埃及人的財寶， 

摩西所做的，就是用上所有的資源去建立神的會幕， 

同樣地，我們亦會於萬國珍寶湧入的時候，為神完成一個最龐大、最宏偉的復興。 

  

因此，對比歷代歷世以來的復興以言，我們將要完成的是遠遠的大得多。 

於過去歷史上的復興，很多時，也是地區性，並且，神所給予的資源，亦是很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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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復興，是可以用得上全地所有的資源去完成， 

並且，我們不會再有幾十年，慢慢的建立、慢慢的讓這個復興擴展下去， 

相對，我們是以最短的時間，用盡最多的資源，去完成整個復興。 

並且，我們亦將會是最後一個復興，既然歷史已經終結， 

因此，於我們這個復興之後，再不會有下一次，所以，這必然是最龐大、最榮耀的復興。 

  

既然這是歷史上最後的一次，那麼，我們就要於現在，已經開始預備、開始構思，甚至開始籌劃， 

並且，開始有著一個遠大的思想與及為神承擔大事的心志與內涵，這就是神給予我們於今年的方向。 

 

於這個角度，我們就會理解到，為何大復興來到時，必然要於世界末日的背景當中發生？ 

因為神已經一早考慮到，全世界的人也是寄望短暫的成敗， 

因此，神於世界將要毀滅的時候，挪開了所謂寄託他們一生的所有偶像。  

 

假如他們的夢想是成為爬山專家，但是，世界已經沒有山。 

或是他們的夢想是音樂家，但世界已經再不會開音樂會， 

或是他們的夢想是建立一間跨國企業， 

然而，所有航運都已經崩潰，甚至，因著「曼德拉效應」，公司於一夜間消失， 

於這種情況下，人們才會反思，究竟人生是甚麼？ 

人們才會重新釐定自己的價值觀，重新釐定，甚麼是寶貴、甚麼是卑賤， 

神是讓他們於轉變當中，自己領悟到這個功課， 

目的就是讓他們有著最後的機會，將財寶積在天上。 

  

因此，以前，就算他們希望為到他們子孫的緣故，希望積存財寶於地上， 

然而，假如連下一代都沒有了，世界都已經結束，那麼，這些錢財已經不再重要。 

就如英女皇，假如她的人生角色仍然存在， 

就是當她離世後，英國仍然存在，她的國位仍然存在， 

她的子孫仍然可以承繼她的皇位，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那麼，她當然會於臨死前，仍然抓著一切。 

  

然而，當她知道國家不會存在，皇族不會存在，下一代不會存在的話， 

那麼，她就會突然想通，自己現實的角色，亦不再重要， 

同時間，亦不再需要積存財富及把皇位留給下一代。 

並且，可能，她亦知道，自己於過去，並沒有將資源投資在天上， 

因此，於天上的戶口，是甚麼也沒有。 

所以，於那時，不單止她的國家會消失， 

甚至乎於天上，她亦只能夠成為一個乞丐。 

 

所以，到時，她所想要做的必然是將現時所有，將要毀滅的資源投資於天上， 

讓她於死後，不至於天上成為一個乞丐，甚至她不僅是寄望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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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會希望將救恩，於最短的時間內帶給她的子孫。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將來的復興，是一個什麼氣氛下所帶來的復興， 

並且，復興的程度，會有多瘋狂，就是一種眾人都拼盡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 

這正是《啟示錄》所描繪出來的氣氛。 

 

所以，到那時，全世界資源也會集中在錫安當中， 

因為就算他們守著自己的財富，可能於 52 個星期後亦會化為烏有。 

亦因此，為何我們要如此仔細的知道這種心理變化呢？ 

因為於大復興當中，我們將會成為全世界復興的核心， 

就是推動整個大復興的發電機。 

  

所以，來到這裡，我們終於明白到，其實，將來大復興的情景是怎樣， 

並且，大家亦會知道，世界上，真的唯有錫安才預備好迎接這種形態的大復興。 

因此，當萬人湧入錫安的時候，我們要成為他們的帶領，亦要懂得怎樣幫助他們。 

就是用上屬靈的觀點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因為，當有一天，君王、元首、甚至英女皇都臨到的時候， 

假如我們仍然是以屬世的觀點角度理解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因著他們現實的角色， 

而覺得自己可以有幸認識他們，對他們百般的遷就。 

正如外面一些教會，當一些大有錢人信主之後，教會甚至讓他成為教會執事之一， 

而不是看他只是一個平凡的初信，以真理去幫助他、改正他。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以神的觀點角度去理解萬事，才配得成為教會當中的領袖。 

於大復興當中，人們是拋棄現實的一切來就光， 

並且，於短時間之內，已經再沒有英國、再沒有蘋果公司、再沒有大企業， 

他們於地上所建立的一切，已經沒有人再紀念。 

 

所以，不是我們感到榮幸，可以認識他們，接待他們， 

而是他們感到榮幸，可以回到錫安，去認識我們， 

因為，錫安是有神同在的教會，是神一日不偏差所帶領的教會， 

並且，是一間可以讓他們將生命投放給神、為神作出貢獻的教會， 

再者，世界上，有哪一個人比永生神更偉大呢？ 

所以，當神的同在於錫安的時候，我們就是最偉大的教會。 

 

因為，天意級數的神蹟就是最佳的證明，當中，不但是讓我們知道， 

亦是讓所有人知道，錫安是能夠與天國與永恆去連繫的教會，是一條與永恆連繫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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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條如分開紅海一般的路徑，就是一條用神蹟打開，離開屬世的埃及， 

進到神所呼召，迦南美地的路徑。對於以色列人而言，留在埃及就是與世界一同滅亡， 

而出路，就是一條由神所打開，分開紅海的路徑。 

同樣地，天意級數的神蹟，就是讓世人見到這條避開世界毀滅，通往天國的路徑， 

因此，這亦必然會是他們來投靠錫安的原因。 

 

所以，首先，我們要有著正確的觀點，其次，我們要懂得怎樣輔導這班人。 

就是同樣地，用神的話語、用真理去幫助他們、改正他們，使他們能夠連繫永生。 

因為到那時，最能夠幫到他們的，不是讓他們繼續重拾自己屬世的價值和處事法， 

讓他們繼續錯下去，浪費僅餘的日子。 

  

於最後倒數的階段，最能夠幫助到他們的，就是讓他們懂得真理。 

並且，有我們去輔導他們，如何有計劃的去運用他們的時間、資源和影響力，對信仰作出貢獻。 

所以，假如他們仍然堅持己見，甚至仍舊犯罪的話， 

那麼，我們就有責任拒絕他們，甚至趕走他們， 

而不是如其他教會一般，對他們百般遷就，甚至是奉承他們， 

這就是我們亦要適應的地方，就是於將要來的大復興當中， 

懂得如何自處，成為稱職的領袖，與日華牧師同心。 

 

所以，神不斷以「一日也沒有偏差」去印證， 

不單以「玫瑰園計劃」、「玫瑰之戰」、「英雄內戰」去印證我們， 

祂甚至以「四活物」的啟示去印證，我們得到當中的啟示後， 

還以圓周率（Pi）去鎖定它，讓我們絕對肯定它是來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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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全世界出現眾多的共同信息，包括電視劇、卡通片和古老文獻等， 

就如《愛麗斯夢遊仙境》童話都在這段時間印證我們。 

 

到底神正在做什麼呢？其實，祂在告訴我們： 

「你不用急，你似乎提早說了出來，也好像多說了， 

但其實你既一天也沒有偏差，也沒有少說一句，你說過的嚴重災難將會臨到。 

並且，你的確需要這麼早說出來的，是必須在那個時間警告世人， 

亦絕對需要分享出那種嚴重程度的。」 

 

難道大家不覺得嗎？全都是這樣的！ 

 

影片：神的信息連一日也沒有偏差的預言 

當我們回顧過往九年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明顯地，從來沒有過早或是不被神帶領， 

相反，透過世上眾多共同信息，明證「2012 信息」是連一日也不偏差被神帶領。 

「2012 信息」給予世人的警告，全部都是在神連一日也沒有偏差的帶領下， 

就如二千年前，當主耶穌在釘十字架前的六日裡，進入耶路撒冷，行了多個活劇和說出多個預言。 

  

其中，主耶穌所說的預言共有兩個層面：  

第一、 當時主耶穌透過無花果樹的比喻，預言以色列會滅國，是神審判他們。  

第二、  

但以色列滅國的事件，遠至主耶穌說預言的 40 年後，即主後 70 年， 

羅馬帝國提多將軍，率領羅馬大軍圍困耶路撒冷達 4 個月又 25 天之久， 

以先進的攻城設施拆除城牆，入城後再拆毀聖殿，只剩下西牆， 

圍困期間約 110 萬人喪生，97,000 名猶太人被俘虜，以色列滅國的預言才應驗。 

 

如果按著世人膚淺的見解，究竟主耶穌說的預言，是否早了 40 年呢？ 

既然以色列滅國的慘況，是如此悲壯的話， 

主耶穌給予以色列滅國的警告，又是否值得早 40 年，預先提醒以色列人呢？ 

  

事實上，主耶穌必定要這麼早就警告，並且是連一日都沒有偏差， 

始終，當主耶穌作出警告和預言的數天後，祂就被釘上十字架， 

對主耶穌而言，當時還不警告世人的話，就根本再沒有其他更合適的時間了。 

故此，在神眼中，由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活劇和預言， 

顯然一切都是連一日都沒有偏差。 

  

第二、主耶穌除了預言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會被圍困及以色列滅國之外， 

其實主耶穌當日曾多次引用《詩篇‧118 篇》的經文， 

也是遙指《詩篇‧118 篇》對應的 2018 年，發生在新婦錫安教會的種種事蹟， 

包括：四馬對經濟、政治、宗教和災難的審判，主耶穌的活劇和預言，全部都與 2018 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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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如此，若然按世人膚淺的見解，當主耶穌為到極遠的 2018 年作出預言， 

那麼，主耶穌的預言又是否早了二千年呢？ 

究竟，早在二千年前，主耶穌是否必須作出如此長遠的預言呢？ 

然而，從神的觀點來看，主耶穌一生的事蹟都是連一日都沒有偏差， 

神有沒有認可主耶穌是絕對無誤呢？ 

  

答案必然是顯而易見，神絕對有認可主耶穌一生的事蹟和分享， 

都是連一日都沒有偏差，是絕對無誤！ 

 

 

同樣！今天神給予我們錫安教會分享的信息、警告和預言， 

全部都是連一日都沒有偏差，是絕對無誤！ 

  

換句話說，在神的計劃裡，錫安教會分享眾多關於世界末後種種災難的信息， 

不單要及早詳盡分享，解說每種災難發生的因由， 

甚至關於眾多逃生的仔細做法、大綵排和種種實際操作， 

整套教導都必須及早分享完畢，然後錫安教會所分享的信息，才會有真正的預言價值， 

是先知先覺，是神賜予這時代的先知及使徒， 

而不是後知後覺，淪為一般見識的新聞報道，或事後孔明的評論員。 

  

只可惜！自古以來，世人都不喜歡先知，更不喜歡來自先知的真正警告， 

世人往往只喜歡聽新聞報道，一味只會講人人皆知、今天已經發生的事， 

越是接近新聞報道的人，他們就越容易相信，越容易付出所謂的信心。 

但一切已成事實，事實擺在眼前，人人皆知的話， 

又怎能夠算得上是信心呢？怎算得上是付出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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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古神賜予每個時代先知的話，人總是不信， 

因為先知的預言，實在比應驗日期早了好幾年，甚至是數百年， 

世人總會誤解先知的預言和警告，實在是說得太早。 

但當預言應驗、死傷無數的時候，愚昧的世人才會選擇相信， 

問題是，這種情況歷代歷世都重複出現， 

世人從來沒有從前人的失敗和不信中，學懂相信先知預言的教訓。 

 

  

當我們回顧歷史，每當預言應驗的時候，這些成為神出口、警告世人的先知，早就已經離世了， 

因為有些預言是數十年或是數百年後才應驗， 

甚至，《聖經》中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全部都超過二千年， 

就連主耶穌給予末世的預言，至今都仍未完全應驗。 

 

然而，按著世人的一般見識，主耶穌是否有錯呢？ 

主耶穌對末世的預言，是否全部都說得太早呢？ 

只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主耶穌對末世的預言，最終必定會全部應驗。 

過去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最終當先知的預言應驗時， 

往往說出這些預言的先知，已不在這些人的身邊。 

  

換句話說，當現時神藉著錫安教會分享的警告和預言，在最後大災難全面應驗的時候， 

其實我們錫安教會同樣也不存在，已經被提了。 

沒錯！當世人終於驚覺「2012 信息」是千真萬確， 

預言的所有災難都全部應驗時，我們錫安教會根本早已被提，不會留在他們的身邊。 

  

留在大災難的世人，已不可能再尋找到錫安教會，或是咨詢我們如何應付最後的大災難， 

他們只能靠現存於世上的「2012 信息」，幫助他們度過最後 1260 日的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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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他們就會發覺整套「2012 信息」的價值實在是非常寶貴。 

   

正因為大災難是必然發生，所以神期待我們成為這時代的先知，必定要及早向全世界分享。 

此刻，或許仍然有人會說︰「他們會聽，只是選擇遲些再聽。」 

沒錯！其實《聖經》早已預言這班人的存在，他們就是毛衣人，傳道 1260 天。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段經文的描述，原來毛衣人並非擁有先知的職份， 

他們只是傳道的，就是複述及傳揚神的信息而已， 

就如報道新聞的方式，傳揚一套神已經賜下的信息，這就是毛衣人事奉的寫照。 

 

故此，這就是能夠災前被提的我們與毛衣人的不同之處， 

毛衣人全都是後知後覺、重複別人的預言、補考的一群， 

留在最後 1260 日裡，完成他們各人補考的工作。 

  

所以，如過往主日信息曾經分享過， 

毛衣人只不過是四馬騎士的徒弟，抄襲永恆新婦、四馬騎士的神蹟， 

複述新婦的預言和教導，用各樣災殃審判世界， 

故此，留在 1260 日大災難的毛衣人，根本只是被提後，「2012 信息」的徒弟， 

他們傳講的信息，只不過是「2012 信息」今天的預言， 

但當他們傳講「2012 信息」的時候，這些已不再是預言，而是全球正在發生的災難。 

  

簡單而言，複述及傳講「2012 信息」的毛衣人， 

只不過是新聞報道方式的事奉，將新婦錫安教會的預言逐一宣佈出來， 

接著天閉塞不下雨、水變為血、各樣的災殃也隨之攻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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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這 1,260 日裡，若有人不聽他們的話或是想要害他們， 

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噴出來，是天意式的即時審判。  

現今，當一切尚未全面應驗的時候，錫安教會及早說出這些信息和預言， 

我們錫安教會就是先知，因為 2009 年，當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帶領分享時， 

世上根本尚未有劇烈的災難，以及共同信息和天意級印證。 

  

所以，當毛衣人以補考方式，效法新婦錫安教會的榜樣和教訓，他們全都是後知後覺的失敗者， 

因為他們就是那些不信先知的預言，要等到預言應驗才相信的人。 

按著神的計劃，當錫安教會仍然存在的時候， 

神要我們連一日也不偏差，及早分享神的警告和預言， 

這時，我們可以完整地分享所有，成為一套全備的信息。 

  

但當我們被提後，已無法再為世人作任何補充了， 

那時，留在大災難的世人就會後悔莫及，痛恨自己錯失了最好的機會， 

終於如夢初醒，成為毛衣人接續傳揚「2012 信息」，度過這 1260 日。 

 

因此，我們分享出來後，就算下星期、下個月仍不是有世界末日， 

但是，我們也不用懷疑和慌張，因為這級數的災難，一定將會臨到的。 

由於神作出如此鋪排，因此，大家現在開始發現： 

「咦？這處應驗了，諾查丹瑪斯究竟有否說過呢？燒餅歌有否說過這個預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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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Trump）當選美國總統，到底『聖經密碼』（Bible Code）有沒有隱藏這件事呢？」 

 

 

 

一天，世界將會突然發生一件萬眾注目的事情時， 

人們便會不斷搜索以前的預言，到底會否有人曾經提及過呢？ 

必定會發生，屆時，人們會絕對認同全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我保證一定會有這一天出現，因為神一直這樣認定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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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肯定地讓我們知道，就是要一早便說出來，就是要在這星期分享這些題目。 

因為近數年我特別對好些研究、預言、世界末日、「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Webbot 所分享的，我都會不斷查考之前有關的預言。 

 

但後來我再查看，我發現很多人也這樣做，越到這個時刻就越是這樣作。 

但肯到那時候會大有一個題目、有一個字眼，是神所預定的。 

將有一天，人們會因為這一宗新聞，因為世界性地報道這宗新聞， 

使全世界的人都不斷去搜尋，只有一所教會的分享能讓他們五體投地。 

 

他們終於知道自己快死到臨頭、這次死定了， 

繼而，他們連總統也不當了、英女皇也不當了， 

他們丟下所有事情，帶上自己所有資源來到香港，參與這個最後復興。 

我相信，來到這裡，大家就會明白，並且，這是過去我們所分享的情況。 

 

影片：《啟示錄》的氣氛帶領世人尋找「2012 信息」 

這幾年間，神不斷藉眾多共同信息，甚至是天意級共同信息， 

充分明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重要性和真確性。 

甚至，當最後大復興開始時，萬國和君王都會一起搜尋這套信息， 

 

只是，那時我們已經被提了，他們就會在最後 1260 日裡用心聆聽， 

尋找每篇信息的每個重點，切實執行，改變自己，為神多結果子。 

  

其中，世人將會發現因 Planet X 而觸發全球災難， 

他們因而不斷透過網絡搜尋「Planet X」這個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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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會發現，確實如「2012 信息」所說的一模一樣地發生，而且是前所未見的災難和劇烈程度， 

就如：地鳴、不明的光柱、地向天放電、動物群死和其他災難等，甚至人能夠從天上看見 Planet X。 

  

大家能夠想像，那時，世人會否只相信「2012 信息」已應驗發生的預言， 

卻對「2012 信息」其餘尚未發生，關於世界末日和主耶穌再來的預言，置之不理呢？ 

答案顯而易見，接下來的《啟示錄》時代，遍地充斥著災難的氣氛， 

將會帶領世人不斷尋找「2012 信息」。 

 

因為世上除了「2012 信息」之外，已找不到更準確的答案， 

屆時，所有君王、企業大老闆、CEO 及精英都將會覺悟， 

明白及確信「2012 信息」是世人唯一的答案， 

於是乎，世人必然會相信其餘的部分，接受全套「2012 信息」。  

  

而且，他們會發現，整套「2012 信息」自 2009 年開始分享的時候，世界尚未出現這些災難， 

但隨著錫安教會不斷分享，當中的預言就由災難的雛型相繼應驗。 

「2012 信息」就有這種特性，在我們分享及製作「2012 信息」這段時間，也發現到， 

大部分重點和預言都會循序漸進地，有如以慢鏡播放的影片，逐步在世界應驗。 

 

只是，到了世人終於肯確信這套信息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被提了， 

屆時，世人也會相信「2012 信息」其餘尚未發生的部分、 

世界末日及主耶穌再來的預言，必然會接續發生。 

  

縱然，世人眼見某些城市和企業仍然存在， 

但是「2012 信息」早已警告︰接下來一切都將會消失，為了迎接主耶穌的再來。 

他們因而覺醒，之後的世界政局和時態，必然會出現一個死到臨頭、萬念俱灰的時代， 

世界將要大難臨頭、完全被毀，所有的企業，甚至國家， 

包括：英國、美國、日本及歐洲等大國都會全部消失！ 

  

這種《啟示錄》氣氛，顯明了萬物和歷史快要完結， 

導致世人和君王，出現一種截然不同的心境，轉為以萬念俱灰的態度，選擇放棄所有事情， 

專心尋找錫安教會和我們所分享的「2012 信息」。 

因為他們都知道，現時災難的劇烈程度，只是第一個部分，是整個世界末日的上集， 

接著世界被毀滅、世人度過最後 1260 日後， 

他們能夠及時被提、得著永生、進入永恆，這是第二個部分， 

也是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永恆部分。  

  

故此，我們終於明白，到了最後大復興的時候， 

為何每個人都甘願放棄手上一切，來跟隨這個復興！ 

因為世人的心境，將會被世界末日的時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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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破釜沈舟，作出最正確決定， 

願意趁時而作，把握光陰尋找「2012 信息」，全情投入，換取永恆獎賞。 

 

第二章：總結感言 

我相信，即使我在此刻分享了，你也不會明白，甚至也不會相信。 

 

如果我們現時能夠理解的話，就是我們所看到當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回來之前， 

所有劇情都由地上的所有角色導致它產生， 

可是，我們明明知道在主耶穌回來之前，地上已經開始審判。 

首先，出現的是四馬審判，接著才是最後千萬聖者一起出現， 

四馬是逐一被呼叫出來，然後完結了這一切， 

主耶穌才會帶著千萬聖者騎著白馬回來。 

 

影片：總結感言 1：於末世的時代神審判遍地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進一步為我們分析， 

接下來的時代，必然是世界末日及神審判遍地的時候。 

 

瑪拉基書 3 章 2 至 5 節：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

人的鹼。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

和華。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彷彿古時之日、上古之年。萬軍之耶和

華說：『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行邪術的、犯姦淫的、起假誓的、虧負人

之工價的、欺壓寡婦孤兒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 

 

無庸置疑，到了最後大災難的時期， 

當主再來的日子，神審判世界，有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的時候， 

世界必然會落在水深火熱，萬念俱灰的光景。 

並且，神對惡人的審判，必然是一直到底，盡行毀壞和滅絕。 

 

詩篇 96 章 13 節： 

「因為他來了，他來要審判全地。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他的信實審判萬民。」 

 

但以理書 7 章 26 節： 

「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滅絕，一直到底。」 

 

甚至，《啟示錄》預言︰屆時，地上必然會出現四馬的審判，包括政治、戰爭、經濟及各樣災難， 

神的用意是審判全地，因為世界已經到了末世結束的時候， 

並且，《啟示錄》預言，到第四馬灰馬的時候，刀劍、饑荒、瘟疫等審判，將會殺害地上四分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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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末世絕非一個歌舞昇平、平安穩妥的時候，相反，是一個神審判遍地的時代。 

神刻意製造世界末日、《啟示錄》時代的場景，正是要為世人製造這種死到臨頭、萬念俱灰的心境， 

好讓世人從紙醉金迷的現實裡面，再一次認真對待信仰和永恆，遠離罪惡， 

尋找神，從內心結出聖靈的果子。 

 

事實上，到了世界的結束，完結最後 1260 日的時候， 

主耶穌將會騎著白馬與千萬聖者和眾軍，再次臨到這個世界， 

有利劍從主耶穌口中出來，擊殺列國，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啟示錄 19 章 11 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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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這就是神刻意為末世而製造的場景，是千古預言《啟示錄》時代的氣氛， 

到了這個末世的時候，神要審判全地，一切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彼得後書 3 章 10 節：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

物都要燒盡了。」 

 

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開始時，我們以為是偶然， 

或以為必然會發生的就是世界會有末日，最後世界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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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有沒有想過，神創造了這個世界後，最後為何會用以災難來結束？ 

你有沒有想過為甚麼神會用這個方法？ 

 

 

為何不是突然間結束遊戲（Game Over）， 

就好像很多人打完遊戲機發出一聲「KO」後便完結， 

那時不會有這麼多劇情接續下去。 

 

為何神要這樣做？為何《瑪拉基書》記載最後神會咒詛遍地？ 

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要理解，最後神給予這個新婦的最大復興是甚麼？ 

最大能力又是甚麼？就是以鐵杖轄管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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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個是人類歷史中所提及的「最後」， 

但對於這位新婦及被提的小孩子而言，則是剛剛開始。 

這名小孩子是剛剛結婚？剛剛進入墳墓？不是！而是剛剛出生！ 

 

換言之，他明明是在全人類歷史中最後的時候，給了他一件物件， 

這件物件交給小孩子時，卻是他剛剛開始的時候。 

這就說明了，在人類歷史最後的時候，新婦擁有的能力是審判及咒詛列國的能力！ 

 

但是，歷代歷世以來，神的形象一直都有兩面。 

神的同在就如一個錢幣的兩面，一面是祝福，另一面就是審判。 

《聖經》記載的最後一個復興，是神給予教會的最後一種能力， 

就是審判和咒詛的能力，因此《聖經》才會採用「鐵杖」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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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災的時候，其中一個死物主角就是那枝杖，那枝杖用作甚麼？ 

用來畫畫？用來挖泥？皆不是，而是用作審判，水變血都是由這枝杖所產生。 

 

 

很明顯地，這就是很多人無法理解四馬就是教會的原因， 

當然，以我們現時所看到，主耶穌基督在進入耶路撒冷的最後六天，便示範了這事情。 

 

我們將焦點放回這「杖」，這「杖」再一次成為這是指向我們的明證。 

 

 

《箴言‧賢婦篇》讓我們明白這「杖」是責打的意思。 

許多時候，神對一位成熟的兒子，都是以說話成為「管教的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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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希伯來書》亦提及，「愛的責打」可以藉著說話進行。 

換言之，審判能藉著責備出現。 

 

 

事實證明，自歷史開始至今，神的審判皆藉著說話施行。 

神要毀滅一個國家的話，難道會有杖從天而降，如擊打螞蟻般， 

擊殺一百萬人？然後，人再擊打一下便再擊殺二百萬人？ 

難道是如此有一枝杖從上降下擊打嗎？顯然不是！審判，是藉著神的話。 

 

既然如此，這「杖」便是神的責備，並成為當時代的審判。 

因此，毛衣人的審判能力亦是從口而出，他可以叫天不下雨，更有火從他口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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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方式，我們便能理解，新婦於最後便能得著這能力。 

 

 

那麼，現在，你便能理解，為何現在全球的災難， 

於錫安教會還未分享「2012 信息」前是未曾出現的原因。 

因為，我們分享的時候，正是一邊在責備他們。 

這過程中彰顯的，便是四馬的能力，於這幾年間更在我們當中成長。 

顯然，我們不分享一件事情，該事情便不發生， 

只要我們分享，該事情便如環繞我們一般發生。 

 

其實，當我們回看整個信仰歷程，神是不能於早期便將審判能力賜予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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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以利亞亦是於人生結束，信仰道路走到最後，被提一刻前，才擁有審判的能力。 

 

 

尤其於他說：「我若是神人，願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你和你那五十人！」 

這說話時可以看到。但是，於迦密山，雖然他殺了幾百位先知， 

卻非以說話審判，他是即時以刀砍殺他們。 

 

 

若然他當時擁有這能力，他便會說：「你們這群巴力的先知，現在從天上燒了你們！」 

然後，便燒死他們，若然如此，他當時才算有審判能力。然而，他當時沒有。 

他於被提前一刻，才達到擁有如此能力的階段，就是他以說話作出審判的階段。 

 

原來，神所賜予的所有能力中，按著神的形象，有祝福亦有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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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卻能活於祝福當中，而整個教會界和整個教會歷史，都是於祝福的延伸， 

因信稱義、醫治、富足、恩賜運作、安慰、勸勉和造就， 

然而，可曾見過審判的能力？沒有！ 

 

雖然，神的力量有正反兩面，《聖經》形容神的形象亦然， 

光明是祂，黑暗也是祂，因祂的前面有幽暗。 

醫治是祂，但災病是否亦是祂？對！《聖經》記載災病於祂面前流行。 

 

 

 

神擁有兩者的能力，若我們要像祂的形象，便要如主耶穌一樣。 

主耶穌以三十三年半示範祂的醫治、行水面、神蹟、五餅二魚餵飽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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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祂於最後的六天示範祂的審判。 

 

 

因此，於被提前，主耶穌升天前，便如陳述我們於被提前，最後所得的能力， 

這個小孩剛剛誕生在鐵杖的能力裡，然後回到歷史之初去作出這個審判。 

 

影片：總結感言 2：杖與神的審判（四馬對世界的責備）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提到，原來《聖經》一直將神審判的能力，連繫到一枝杖。 

例如︰《聖經》首次將杖連繫到用災難去審判一個敵擋神的國家， 

就是當摩西用他手中的杖，行使十災審判埃及，並用同一枝杖，使紅海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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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聖經》首次開始 Alef 的時候，把杖和災難審判連繫在一起。 

但預言世界結束 Tav 的《啟示錄》，同樣有提及一枝杖， 

就是那一位得著被提資格，可以上到神寶座的男孩子得著的鐵杖。 

 

啟示錄 12 章 5 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萬國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但是，假如按照杖等同可以用災難來審判的能力， 

那麼，神賜給男孩子的這一枝鐵杖， 

也必然是給他穿梭整個人類歷史，以災難審判每一個世代的工具。 

 

其實，一直有歷史以來，神的能力都是有兩面，並且這兩面是完全對等， 

一面是祝福、一面是審判，當我們看見神祝福的能力越大，相對地審判的能力亦會越大。 

 

 

就如摩西手中的杖，可以叫紅海分開、磐石出水， 

但亦可以行十災審判埃及和可拉一黨， 

如同一個銀幣的兩面，這兩面是一體，不可以分開。 

 

神的能力也一樣，因為神的能力不同於人類製造的電力，電力是沒有意識， 

但神的能力卻不是無意識，而是由神所控制，一種有智慧、有意識的能力。 

這如一個人因意外觸電倒地，和另一個人被重量級拳王的右勾拳打中的分別， 

一個只是意外，但另一個卻是有意識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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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看見神的醫治能力出現， 

其實不單單是一種沒有意識的能力，而是神有意識地參與其中。 

就如新約教會時代，神的醫治能力大大地彰顯在使徒身上， 

但當亞拿尼亞和撒非拉欺哄聖靈的時候， 

彼得亦可以藉這能力，向他們宣佈神永遠審判的能力， 

叫二人即時死亡，以儆效尤。 

 

 

舊約《申命記‧28 章》記載，神已經向以色列人表明， 

神是一位擁有祝福和審判，兩面能力的神， 

當人願意順服神的話、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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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會向愛祂的人彰顯慈愛和祝福的一面。 

相反，當人不願意行真理、行惡犯罪，甚至敵擋神的話， 

神就會向恨祂的人顯露審判和憤怒的一面。 

 

但無論是祝福或審判，其實都是來自同一位神， 

是神有意識地按己意施行，當中沒有所謂幸運或隨機的成份。 

 

然而，《聖經》中杖就是責打或責備的意思， 

當神以災難審判世人，其實就是神用祂的杖管教世人，叫他們悔改， 

所以，《聖經》教導作父母的，要用杖管教自己的兒女， 

當兒女得罪神或不順服父母的教導，就要用杖責打他們，免得他們偏行己路。 

 

箴言 13 章 24 節： 

「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 

 

但是，當一位父親用杖管教兒子，就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這位兒子必定不是一位成熟的兒子， 

或是仍然年幼，不懂得聽父親的教訓， 

所以，要用杖使兒子的身體感到痛楚，知道自己做錯了事。 

 

同樣，當神用苦難或災難審判人類， 

也是因為那些被審判的人不懂得聽神的聲音，並且活在罪和行惡之中，亦不肯聽福音， 

所以，神就以災難成為杖管教他們，就如一位父親用杖責打年幼不成熟，甚或不肖的兒子。 

 

 

但當兒子漸漸長大，懂得聽父親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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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就會慢慢減少使用手中實質的杖去管教兒子， 

逐漸變成使用口中的責備成為杖作訓勉， 

因為他已經能夠聽得明白父親的教訓，亦懂得去順服父親的教導了。 

 

希伯來書 12 章 5 至 11 節：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

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

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

不是兒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不更當

順服他得生嗎？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

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

安的果子，就是義。」 

 

所以，在摩西時代，神叫摩西用手中的杖去行神蹟和十災， 

其實是一個預表和初階，因為真正的杖，應該是在神僕人的口中。 

正如以利亞被提之前，單單用口中的命令，已經可以叫火從天降消滅仇敵。 

 

列王記下 1 章 12 節： 

「以利亞回答說：『我若是神人，願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你和你那五十人！』 

於是 神的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五十夫長和他那五十人。」 

 

又例如使徒彼得，只用口中的責備，就能叫欺哄聖靈的亞拿尼亞和撒非拉即時死亡。 

 

使徒行傳 5 章 3 至 5 節：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

哄人，是欺哄神了。』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然而，九年前，即 2009 年，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信息」至今，我們都發現一個事實， 

就是在 2009 年前，世界的災難頻密程度和災難級數，遠不如今天般頻繁和嚴重。 

 

並且，這九年間，各種災難級數都不斷升溫， 

一次比一次嚴重，出現間距亦一次比一次密集，原因何在呢？ 

以客觀現實來看，是因為 Planet X 越來越接近地球所引致， 

但更重要的因素是，災難的出現，明顯已經一步步由看似隨機發生， 

變為今時今日，當「2012 信息」預告後，災難就隨之發生。 

 

並且，將來的日子必定會再演變， 

變成所有災難，都是由新婦頒佈審判世上一切惡人後，就立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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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摩西和以利亞曾做過的一樣，可以在敵人面前宣佈即時發生的災難，審判惡人。 

 

就如同《啟示錄》對四馬和四馬騎士的預言， 

所有由四馬引發的災難，都是由四馬騎士控制， 

而控制這些災難出現的人物，並非撒但， 

因為神根本沒有賜予撒但掌控災難的權柄。 

 

唯有錫安教會，因為過去 33 年，不斷在神話語的信心上撒種， 

並且，由 2009 年分享「2012 信息」至今， 

世上的災難，都是隨著日華牧師在信息中的預告一一發生， 

就證明日華牧師因為按著神的帶領，分享「2012 信息」， 

因而開始得著鐵杖審判列國的能力。 

所以，世上肯定只有錫安教會，可以從神得著四馬審判世界的能力， 

不可能如普世釋經家的無稽之談，指《啟示錄》的天災是由撒但掌控。 

 

但問題就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很明顯在《聖經》裡讓我們看見它的能力，其實一直被記載了， 

還有許多的影兒和預表，也同樣被記載了。 

而新婦最後所得著的，就是這個能力。 

 

 

兩個城市，最後由一個城市去打敗另一個城市。兩個婦人，最後由新婦去打敗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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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耶穌基督騎著白馬降臨前，所有對於這個世界和這個淫婦的審判能力其實都是來自新婦。 

 

 

原來這個世界有陰、有陽，有黑、有白，有祝福亦有詛咒， 

但我們只學一半而已，另一半剛剛開始，然而，當我們開始擁有，而賺到這個能力的時候， 

我們就會以小孩子的身分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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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現在就明白，我們將要進入《詩篇‧119 篇》。 

《詩篇‧119 篇》的鏡面倒置就是「911」，讓你想起了什麼？ 

 

 

想起在全個人類歷史中，最恐怖的是我們被推入 Freemason 的權力範圍下， 

我們覺得黑暗、幽暗、毀滅、破滅經濟的一種力量。 

 

但如果我們這樣看，我們便明白，在「911」的時候，兩架飛機撞毀雙子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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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子的意思，就如早前提及，全本《聖經》的第 11 章， 

都關於雙子，一正一邪，兩者都是極端相反。 

 

 

但天上的雙子星座下，我們知道是直布羅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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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鏡面倒置下，天上和地上是否可以對比？可以！ 

 

 

在鏡面倒置下，天上有四馬，地上有沒有四馬？ 

天上的四馬是否地上的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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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天上的四馬並不是地上的四馬， 

你且看地上其中一隻稱為灰馬，在天上卻稱為斑點馬便知道。 

 

 

其實天上加地上，共有八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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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方舟上有八個人，其實有四對馬，四對夫婦在挪亞方舟上。 

我們看見，這些馬有紅色、有黑色、有白色， 

但在挪亞方舟上豈不是有黑人、白人、紅種人，即是亞當，亞當就是紅的意思。 

 

 

我們不是已經看見了嗎？祂不是說「四」，而是說「八」。 

為什麼我們說這麼多「八」？為什麼在《詩篇‧119 篇》裡，每一個字母都有八節？ 

因為「八」就是要讓我們知道，「四隻馬」的鏡面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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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一直解說的時候， 

神常常都用《愛麗絲夢遊仙境》，這套電影說出鏡面倒置？ 

 

 

並且有很多這樣的對比？原因，就是有陰必有陽，我們學習陽的一方， 

但到了最後結束，陰間那方的能力會隨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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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兩面的，祂有醫治，也有審判，至聖所當中， 

讓我們知道死人復活的能力很厲害，但也及不上永遠審判的能力。 

原因，進入至聖所同其實不是每個人進到去的時候，就會得著醫治。 

因為，通常在當中獻祭就可以得醫治。 

但是進到至聖所最大、最恐怖的能力，亦是最後的能力是擊殺。 

 

 

 

所以，現在你便看見「2012 信息」是否一定要說這些說話？ 

因為，我們的責備便成為了他們的審判。這個便是這支杖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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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便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8」？《Back to the future》為什麼是 88？  

這邊所提及的「8」代表無限；《Buckaroo Banzai》中亦提到八度空間，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8」？原因便是這一種對比。 

 

 

影片：總結感言 3︰911 與雙子（8 的奧秘）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到，四馬的審判，將會由錫安所駕馭， 

並且，藉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對世界作出責備， 

從而行使出眾多的審判出來，去終結世界。 

  

並且，錫安對於神的審判能力，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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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多年間，神已經將祝福的能力賜給錫安。 

而祝福能力的另一面，就是審判的能力，正如《希伯來書‧6 章》提及到， 

神能力的復還，到了最後階段，就是死人復活與及永遠審判兩種能力。 

 

 

一邊，是祝福能力的極致，讓死人都能夠復活， 

但另一邊，卻是審判能力的極致，永遠審判。 

所以，於神看來，祝福和審判，也是同一種能力， 

只不過，以兩種不同的形式演繹，就像是一個錢幣的兩個面一般。 

雖然，一面是公、一面是字，兩個不同的圖案，但是，也是同一個錢幣。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主耶穌亦示範了這種能力， 

就是於聖靈充滿後，主耶穌行了各種的神蹟，包括水變酒、平靜風和海，醫好血漏婦人等等， 

但到了主耶穌被釘死前的六日，主耶穌行了死人復活及永遠審判的神蹟， 

一方面，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另一方面，亦咒詛了無花果樹，預表以色列的滅亡。 

  

所以，當祝福達到極致的同時，審判亦會有著同樣的效果， 

因為，這是同一種能力的兩面，就像是一陰一陽、鏡面倒置一般。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來，我們終於明白到， 

為何神用上眾多鏡面倒置的事物，作為錫安的共同信息。 

為的就是給予我們提示，讓我們認知道，祝福能力的鏡面倒置，就是審判的能力， 

而審判能力，將會於《啟示錄》時代，作為毀滅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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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既然這審判列國的鐵杖，是可以作為毀滅世界的工具， 

那麼，神當然於最後的時間，才將鐵杖給予小孩子，以免他過早毀滅地球。 

並且，《啟示錄》提及，小孩子是到了《啟示錄‧12 章》的時候，才可以得著審判的權柄。 

因此，雖然我們一直都擁有祝福的權柄，但是，神是到了末世的時候，《啟示錄‧12 章》， 

才將審判的權柄給予我們，讓我們開始得到審判能力。 

  

事實上，我們亦是於這段時間， 

當日華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天國道」信息的時候， 

我們才更進深的知道錫安的角色，是要成為四馬去審判全地， 

這個審判的工作，不是交予撒但，而是由錫安去做。 

  

所以，神是刻意讓我們到這末後的時間，才會得知當中的啟示， 

並且，現時，我們已經過了以色列的新年， 

正式踏入以色列的 2019 年，對比《詩篇‧119 篇》。 

  

我們知道，《詩篇‧119 篇》是全本《聖經》最長的經卷， 

當中，是以離合詩的方式寫成，即是以希伯來文二十二個字母， 

每一個字母 8 節，總共 176 節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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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箴言‧31 章》，我們明白到，離合詩的寫成， 

其實，往往是指向神對新婦的塑造、新婦的特質， 

就是由第一個字母 Alef，去到最後一個字母 Tav。 

 

 

 所以，記載羔羊婚宴，神的新婦鑄造完成的《啟示錄》，亦是以離合詩的方式寫成， 

只不過，當中，是一章《聖經》，對應一個字母， 

所以，二十二個字母，對比二十二章《聖經》。 

並且，《啟示錄》亦是指向新婦的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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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詩篇‧119 篇》，可說是另一篇神給予新婦的詩篇， 

並且，是全本《聖經》最長的一章《聖經》，亦是差不多位於《聖經》中間的經卷， 

當中，代表了神對新婦的心意，是神對於新婦的祝福。 

  

 原因，全本《聖經》的中間，就是《詩篇‧118 篇》， 

之前的《詩篇‧117 篇》，是最短的詩篇，之後的《詩篇‧119 篇》是最長的詩篇。 

因此，《詩篇‧118 篇》就像是一塊鏡一般，分隔著雙子，產生鏡面倒置的現象， 

於《詩篇‧118 篇》的前及後，也就是雙子，一個是最短、一個是最長。 

一個是祝福、另一個則是咒詛。所以，《詩篇‧119 篇》所隱藏著的， 

就是神開始給予新婦，審判能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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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於《詩篇‧118 篇》，就是今年 2018 年的時候， 

我們要明白 Freemason，自由石匠所給予我們的提示。 

因為於歷史上，Freemason 的角色，就像是謎一般，人們都以為他們是歷史的大奸角。 

然而，我們卻發現，他們於歷史當中的建造， 

原來，通通也是指向我們身份的共同信息，為的，就是成為我們的提示。 

他們於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原來，就是雙子當中，代表審判的一面，就是以鐵杖管轄列國一般。 

  

而我們就是因著《詩篇‧118 篇》的提示，讓我們明白雙子的奧秘， 

就是神的能力，一方面是祝福，另一方面，則是咒詛。 

所以，踏入 9 月，《詩篇‧119 篇》的開始，大家是否發覺到，各種天災不斷的發生？ 

並且，全球的焦點，也聚焦於代表 4794 的颱風山竹身上。 

原因，《詩篇‧119 篇》的鏡面倒置，正是代表災難的 911。 

 

   

並且，911 這個數字，對我們絕不陌生，因為「2012 信息」的開始， 

就是因為 The Simpsons Code 預告 911 事件， 

一件震驚世界的恐襲事件，恐怖分子騎劫了客機，撞毀了美國的雙子大廈。 

  

當時，2009 年，就是因著 Freemason 的陰謀，而開始了「2012 信息」的分享。 

而後來，我們就更加明白雙子的意思，當中，正是代表一正、一邪， 

甚至乎，每卷《聖經》的第 11 章，都是指向雙子的故事， 

我們才開始慢慢認知雙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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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雙子座，更是黃道十二宮對應地球的鑰匙。 

就是當我們認知，原來，神早已將人類歷史，鋪張於諸天眾星， 

就是於人類歷史的盡頭，返回創造之初，將人類的整個歷史進程，以星宿來刻畫， 

並且，藉著星座，鏡面倒置到地球的不同位置作為對比。 

而天上的雙子座，就是對應直布羅陀的兩根柱子。 

所以，天上的星座，與地上對應的位置，其實，亦是雙子、亦是鏡面倒置。 

  

所以，於《啟示錄》所提及，天上的四馬，其實，於鏡面倒置當中，亦對應了不同的地方， 

而香港，就是位於第四馬，灰馬座的位置。 

所以，天上的四馬、與地上的四馬，也是要以雙子作為鎖匙，才能夠被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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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裡，出現了另一個提示。 

原來，於天上出現四馬，地上亦有四馬，所以，總共是八隻馬。 

 

 

正如《聖經》亦提及到，有天的四風，同時亦有地的四風。 

而雙子的特點，是兩者非常相似，但兩者也有不同的地方。 

正如一對戀生子，他們的面容，或許非常相似，然而，當中卻是有很多不同之處， 

畢竟，他們是兩個人，當然會有不同的地方。 

  

因此，於《撒迦利亞書》當中，提及天的四風與及四馬車的預言。 

當中，四馬的顏色，分別是紅馬、黑馬、白馬與及斑點馬。 

 

撒迦利亞書 6 章 1-5 節：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那山是銅山。第一輛車套著紅馬，第二輛車套著黑

馬。第三輛車套著白馬，第四輛車套著有斑點的壯馬。我就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甚

麼意思？』天使回答我說：『這是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 

  

而這段有關於末世的經文，正是對比《啟示錄》於地上所發生的審判， 

當中，亦有著四馬，分別是白馬、紅馬、黑馬和灰馬。  

所以，於天上，是斑點馬，而地上，就是灰馬，兩者非常相似，但是，有少許分別， 

這個區別，讓我們知道，天上的四馬，與地上的四馬， 

其實，亦是雙子，只不過，是鏡面倒置下的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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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加起來的時候，就是八隻馬，四隻於天上，四隻於地上。 

亦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神給予八，成為我們的共同信息。 

 

 

首先，8 這個數字，本身已經代表無限， 

並且，《詩篇‧119 篇》，亦是每個字母有 8 節，我們亦有 8 個策略家 forum。 

因此，《詩篇‧119 篇》，總數就是 176 節，亦即是 11 乘 8 的 88 節，再加 8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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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同信息電影，1985 年的《回到未來》以及 Buckaroo Banzai，當中，也出現眾多的 8 字， 

電影 Buckaroo Banzai 全名更是 The Adventures of Buckaroo Banzai Across the 8th Dimension。 

當中，時空穿梭，就是涉及 8 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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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所有的事情，也是神刻意的安排， 

並且，成為我們的提示以及解謎的引子。 

因為剛才已經提及到，《撒迦利亞書》及《啟示錄》中， 

有四隻不同顏色的馬，每種色兩隻馬，所以，是 8 隻，4 對。 

這就是《啟示錄》所出現的現象。 

  

然而，《聖經》亦曾說，末後日子就如挪亞的日子一般， 

忽然臨到，帶來全球毀滅性災難，因此兩者的性質是非常類似的， 

因為，兩者也是 Planet X 來臨時所引發的災難。  

 

馬太福音 24 章 37 至 39 節：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不但兩者的災難性質相近，甚至乎連一些細節，神也是刻意的鋪排， 

證明所有的事情，也是神的心意。 

  

首先，挪亞方舟的英文是 Noah's Ark，於其上的，有 8 個人。 

然而，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當中，有著存放約櫃 Ark of the Covenant 的至聖所。 

而至聖所的體積，正好亦是 8,000 肘。所以，兩者並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有關 Ark 與及 8 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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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剛才所提及，藉著審判的 8 隻馬，4 對馬， 

其實，是對比挪亞方舟上的 8 個人，4 對夫婦。 

並且，當中有不同顏色的人種，包括挪亞的三個兒子，分別是白人、黑人、黃種人， 

而挪亞就是亞當未受污染血脈所生的後裔。亞當，就是紅土，紅色的意思。 

 

    

於這裡，出現了紅色、黑色、白色，與及黃色。 

雖然，第四馬本身，並沒有黃色，然而，第四馬的顏色，是存在著變數，不是限定的， 

因為，主日曾經提及過，灰馬是頭三隻馬加起來的形態，所以，當中有著演變。 

所以，於《撒迦利亞書》當中，天上的第四馬，是斑點馬，到了《啟示錄》卻成了灰馬。 



20181021   www.ziondaily.com 
 

 
 79 

 

 

而於挪亞的審判當中，這裡不是八隻馬，而是八個人，並且，第四對夫婦變成了黃色。 

因此，這亦不會是巧合，而是神刻意的編排，為要揭示出神的心意。  

所以，挪亞一家 8 口，本身就已經是災難的提示。 

 

並且，從電影《愛麗絲夢遊仙境》這個共同信息電影中， 

讓我們明白到，鏡面倒置的真正意思。 

 

 

因為於過去，我們學懂了祝福的權柄，也就是錢幣的其中一面。 

但是，到這一刻，我們是要學懂另外一面，也就是審判的權柄，因為，這是鏡面倒置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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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電影《愛麗絲夢遊仙境》 的共同信息， 

就是讓我們知道，我們將會如女主角一般，得著鏡面倒置背後的能力。 

因為，電影的英文全名就是 Alice in Wonderland: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中文譯為「穿越魔鏡」也就是進到鏡面倒置世界當中的意思。 

 

而電影一開始的時候，主角就是乘坐著一艘名為 Wonder「希奇」的船艦， 

於 4794 的地點，馬六甲當中被敵人追擊。 

  

並且，於現實的主角，也要進到鏡中的世界生活， 

學懂當中應得的功課，才可以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 

而當女主角走出魔鏡世界之後，最後一幕，亦是另一個 4794 地標，就是香港。 

 

  

電影片段： 

Higher. Higher. 

向上， 向上。 

  

Perfect! Thank you, gentlemen. 

完美 謝謝 先生們。 

  

We'll run the ascots out of business in a year. 

一年後艾斯科家就別想幹這行了。 

  

Mother! 

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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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ll cargo aboard, captain. 

貨都裝好了 船長。 

  

Shall we commence with kingsleigh and kingsleigh's maiden voyage? 

金斯利父女號的處女航現在要開啟嗎？ 

  

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 Mr. harcourt. 

時間不等人啊！哈科特先生。 

  

Or, indeed, woman. 

時間更不等女人。 

  

Captain aboard. 

歡迎船長。 

 

Full sail. 

滿帆。 

  

所以，如同電影當中的共同信息，同樣地，當我們越接近完成神真正的聖殿， 

這亦意味到，當聖殿復還，我們將會能夠進入至聖所當中，得著約櫃裡面的傢俬， 

就是代表死人復活，永遠審判能力，亞倫發芽開花的杏樹杖。 

而這亦是神給予我們，最後的考驗。  

 

因為，正如之前所提及，所羅門至聖所的 8,000 肘，對比挪亞方舟的 8 個人。 

並且，今次，是新婦走進至聖所當中，從約櫃裡面，取得控制災難的權杖，  

成為可以返回時間之初，以鐵杖管轄列國。 

所以，《申命記‧28 章》一早記載，神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人的面前。 

而於歷史上，審判的責任和權柄，其實，亦落入新婦的手中。 

  

所以，現在，於猶太曆法當中，我們已經完結了 2018 年， 

《詩篇‧118 篇》，也就是全本《聖經》的一半，進到《詩篇‧119 篇》。 

所以，於今年，我們將要開始學習祝福能力的另一半， 

也就是鏡面倒置後的審判能力。 

所以，《詩篇‧119 篇》鏡面倒置後，就是代表危險的 911， 

並且，新婦所代表的二十二個字母，每個字母，也有八節， 

代表我們將會於今年，集齊八隻馬的全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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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我們以這個概念去分析，明顯地，整個人類歷史便是為了塑造一個新婦。 

試想想，在整個人類歷史中，錫安由醫治、教導、神蹟，以及所有祝福方面都會去學習， 

但是，神現在讓我們學習的最後一方面，便是審判。 

 

因為從我們所分享的信息當中你便能看見， 

這些信息全都是神要我分享出來，但是，分享後是否會都發生？是的。 

然而，我所說的是責備和審判都會隨之應驗，現在，人類歷史快要結束， 

將要發生的所有事情，別人一定要尋找我們的信息。 

 

 

但是，當他們去尋找我們的信息時，他們不是發現我們的信息應驗了， 

他們會發現身邊所發生的事情，其實是我們使這些事情應驗的， 

因為，這個便是神給予新婦的最後一部分能力。 

 

所以，你明白嗎？ 

神現在以天意式去印證這一種很驚人的理解、很驚人的信息， 

亦是導致主耶穌基督與千萬聖者騎著白馬來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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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地上發生的所有審判是誰導致的，亦因為什麼而導致。 

神不但導致這些事發生，神是以地球的結束，去塑造新婦信仰最後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你便會看見，原來神藉著《詩篇》是人類歷史最後一百年塑造新婦的真正目的。 

 

 

如果我們分享「雙子」的話，便一定要利用這個概念去理解整本《聖經》中每一個地方的第二章。 

《詩篇》第二篇是在說什麼的？當然，是分享 1900 年代神要建立的東西， 

但是，《詩篇》第二篇便是說用鐵杖轄管列國，使窯匠的瓦器摔碎。

 

 

但是，這節經文是在哪裡的？是在《啟示錄‧2 章》，也一定有提及，是給予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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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鐵杖是否給予教會的？是否在世界末日的時候給予教會的呢？ 

是的，也是給予教會的。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五個人宣告：「這樣，我要擁有這枝鐵杖了！」 

 

 

Amen，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拍掌歡呼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