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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12月 9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26）答問篇（18）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提及，每個人建立的 Alef Tav經已設定了。但較早前的信息提及，天國道 

與 Alef Tav在歷史上的建造，在時間上有所關連。對於這個概念，你能否解釋一下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2018年中國非洲豬瘟疫情 

《聖經》早已預言︰ 

踏入啟示錄時代，當四馬審判出現的時候， 

地上將會發生各種瘟疫，最終甚至會殺害地上四分一人。 

 

   

其中，今年 2018年 8月 3日，中國遼寧省瀋北新區養殖戶， 

成為亞洲地區首個爆發超級病毒疾病非洲豬瘟疫情（African Swine Fever, ASF）的地方， 

3公里範圍封鎖消毒，逾 900隻生豬被撲殺，堆在深坑內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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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更流傳一段頗為駭人的短片，片中人坐在車上，馬路兩旁都是密集民居， 

但沿途所見，每隔數公尺就有幾隻死豬屍體，部分屍體嘴邊還流出大攤血漬， 

現場看不見任何衞生防護措施，民眾更在死豬旁邊散步。 

 

YouTube影片： 

天，這些豬全部死了，哎呀呀，天，這真是⋯⋯哎呀，全死了。 

這比上面少一些。 

 

新聞報道： 

農業農村部公佈，遼寧瀋陽市瀋北新區一個豬場，爆發國內首宗非洲豬瘟疫症。 

當局指在星期三收到通知，該豬場有 47隻豬懷疑發病，並且有 47隻豬死亡。 

經專家檢查並確診為非洲豬瘟後，當局立即啟動應急機制， 

把疫區 913隻豬銷毀，並進行消毒， 

當局表示病毒不會傳染人。又指疫情已得到控制 

 

非洲豬瘟病毒，於 1921年首次在肯亞被發現，透過野豬傳到家豬身上， 

之後一路擴散至非洲各國、歐洲、中南美洲等，近年則傳至俄羅斯及東歐國家。 

雖然非洲豬瘟不會感染人，但有可能透過人傳染給豬， 

豬隻一旦感染，死亡率達 100%，沒有疫苗、無法治療，只能撲殺清除。 

大家沒有聽錯！感染非洲豬瘟的豬隻死亡率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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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委會防檢局副局長表示，超級病毒非洲豬瘟可存活很久， 

冷藏肉製品可達 100天、冷凍肉 1000天，即近三年， 

該病毒為 DNA病毒，耐酸鹼（在 ph4～ph13都可存活）、耐低溫、現今沒有疫苗可以對抗， 

自 1921年首次發現之後，97年裡面，國際許多實驗機構嘗試開發疫苗，但都沒有效果。 

 

新聞片段： 

21年前，台灣爆發口蹄疫疫情，民眾聞豬色變， 

而鄰近的中國大陸，近期卻爆發比口蹄疫還可怕的非洲豬瘟。 

在急性感染的話，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號稱是肉豬頭號殺手，感染的豬隻 24小時內就會發病， 

死亡率幾乎百分之百，目前沒有疫苗可用，只能撲殺， 

可幸病毒不會傳染給人，僅現在豬隻身上。 

 

冷凍的一個狀況之下的話，可以存活三年，將近三年左右。 

冷藏的話也有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時間，所以這個可以說，這個病毒是非常耐寒的。 

 

非洲豬瘟過去幾十年出現在非洲，後來往歐洲傳播， 

今年出在俄羅斯、東歐出現十幾次案例， 

這次中國大陸瀋陽爆發疫情，是亞洲第一例。 

最怕傳進台灣，養豬業可能毀於一旦，防檢局提前部署。 

 

我們已經通函，關務署跟海巡署協助， 

對於走私的肉類產品，我們會加強查察。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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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到疫區國家去參訪，或者牧場去參訪的話， 

回來的話我們會請他來這邊，消毒鞋底跟行李， 

而且他回國以後一定要自行隔離一個禮拜。 

  

內地非洲豬瘟疫情擴大，江蘇省連雲港有逾 600隻豬發病，88隻死亡， 

當局指疫情已受到控制。疫情爆發後，當地政府立即啟動應急響應機制， 

封鎖養豬場，並採取撲殺、消毒等措施， 

禁止所有生豬及易受感染動物和產品，運入或流出封鎖區。 

事發在上周三，連雲港海州區一個養豬場有多隻豬突然死亡。 

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證實，該批豬隻患上非洲豬瘟， 

遼寧、河南及黑龍江省月初亦相繼確認疫情，當局已撲殺近萬隻豬。 

  

8月 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發佈 II級疫情預警，警告豬瘟疫將會擴散， 

受影響地區由北面遼寧省瀋陽市瀋北新區， 

擴散至南面河南省鄭州、江蘇省連雲港、浙江省溫州、安徽省蕪湖市。 

沒錯！就是帶著 4794共同信息、對應日華牧師曾經居住紅磡小區蕪湖街（Wuhu Street）的蕪湖市！ 

 

 

8月 30日，中共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發佈消息， 

當安徽省畜牧獸醫部門對非洲豬瘟進行排查時， 

發現蕪湖市南陵縣某養殖場的生豬因不明原因死亡。 

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國家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確診為非洲豬瘟， 

當地已採取封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 

379頭發病豬和同群豬被撲殺。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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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昨晚發佈， 

安徽省蕪湖市南陵縣發生一起生豬非洲豬瘟疫情。 

8月 29日，安徽省畜牧獸醫部門在開展非洲豬瘟疫情排查時， 

發現蕪湖市南陵縣某養殖場生豬不明原因死亡。 

8月 30日，經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國家外來動物疫病研究中心）確診為非洲豬瘟疫情。 

該場共存欄生豬 459頭，截至目前，發病 185頭，死亡 80頭。 

 

大家可以清楚見到，中國發生非洲豬瘟的疫情， 

在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生日之前，一個月裡面僅僅只有 5宗病發疫情，並且在日華牧師生日之前， 

當時最後一宗病發疫情，正好就是發生在帶著 4794共同信息的蕪湖市， 

一個我們耳熟能詳，同樣與聖殿拉線 4794英里的城市， 

而 4794的蕪湖市就是對應日華牧師曾經居住，福年新樓附近的蕪湖街（Wuhu Street）！ 

 

除此之外，到了今年 9月 1日 ── 901，日華牧師 57歲生日之後， 

非洲豬瘟病毒更是正式全面蔓延，包括︰安徽省宣城、江蘇省無錫、黑龍江省佳木斯、 

內蒙古錫林郭勒、吉林省公主嶺、遼寧省營口、四川省宜賓、陝西省西安、北京等廣泛地區。 

 

截至 12月 3日，21個省份共發生了 79宗家豬疫情，中國政府已累計撲殺 63.1萬頭生豬。 

情況實在瘋狂！過往 4個月來，中國政府已殺滅了超過 63萬頭感染非洲豬瘟的生豬。 

 

  

大家可以看到，由 9月 1日日華牧師生日至今，短短三個月裡， 

非洲豬瘟大幅度爆發超過 70多宗，與日華牧師生日前僅僅只有 5宗，形成強烈對比， 

明證是神刻意將 4794、蕪湖市、901日華牧師生日後、瘟疫、疫情大爆發等， 

組成一套完整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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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病毒不會傳染給人，但多個國家已加強防堵走私豬肉， 

各個國家更呼籲業者不要前往疫區。 

 

9月 5日，聯合國糧農組織在泰國曼谷舉行為期三日的緊急會議， 

邀請柬埔寨、日本、寮國、蒙古、緬甸、菲律賓、南韓、泰國和越南九國的專家開會， 

研討防止中國非洲豬瘟蔓延的對策，有關方面或建議擴大中國豬肉製品的禁令。 

  

菲律賓在會議前一星期，已下令暫停進口中國、俄羅斯和另外四個歐洲國家的生豬和豬肉製品。 

中國大陸鄰近國家及地區，包括︰日本及台灣， 

已全面禁止中國大陸生豬及豬肉產品進口。 

  

9月 9日，馬來西亞避免非洲豬瘟蔓延， 

宣佈禁止從中國、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莫爾達瓦及烏克蘭等六個國家， 

進口生豬及冷凍豬肉產品。 

 

參與防疫人員透露︰「情況比想像中嚴重。」 

防疫人員認為，無論是管理能力或是生物技術， 

中國都無力阻止非洲豬瘟擴散。 

 

新聞片段： 

現在全台灣，大家都在忙選舉的同時，其實還要來注意這個議題， 

因為我們的防疫恐怕拉警報了。為了防堵非洲豬瘟的疫情，網購平台主動下架疫區的肉製品。 

非洲豬瘟可以說是豬隻的黑死病，致死率百分之百， 

目前是完全沒有藥物，也沒有疫苗可以治療預防的。 

 

其實非洲豬瘟最早是在 1921年的肯亞出現，之後就逐漸地擴散， 

包括了歐洲、俄羅斯都曾經傳出疫情，沒有想到連中國大陸都淪陷了。 

現在疫情已經延燒到了 18個省，是亞洲首度出現了非洲豬瘟。 

而且它是非常麻煩，不單難治，而且你可能完全不會發現， 

只會發現豬可能身上有一些紅斑，高燒達到了 41度， 

但是會讓懷孕的母豬流產之外，牠可能在沒有症狀的情況之下就死亡。 

即使你是把豬肉拿去冷藏，或者是冷凍，病毒還是可以存活。 

進入台灣的話，整體產業的損失可能會超過兩千億。 

 

亞洲各國嚴防，拉起非洲豬瘟警報， 

因為只要一隻豬感染，附近的豬都得通殺。 

非洲豬瘟，堪稱豬隻黑死病，比口蹄疫更可怕， 

至今沒有任何疫苗能防護，受感染的豬，只有死路一條。 

感染後會出現多種症狀。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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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 and reluctance to stand. Vomiting, diarrhea, sometimes bloody.  

軟弱和不願站起來，嘔吐、腹瀉，有時會帶血  

 

其他常見症狀還有：發高燒達攝氏 41至 42度， 

尤其在耳朵尖端、腹部，以及四肢末端的皮膚上， 

出現發散性的出血紅斑，而懷孕的母豬會流產。 

可怕的是，有時豬隻染了非洲豬瘟，根本沒有症狀。 

 

Diagnosing ASF is not easy. It's often pigs do not show any signs.  

診斷出非洲豬瘟並不容易，因為有時豬染病， 

 

You just find them dead.  

沒有症狀就死亡。 

 

In reality, it may take three to four days for infected pigs to show signs of the disease.  

一般來說豬在受感染後 3到 4天就會出現病情。 

 

In some cases it can take as long as 15 days.  

但有時候會長達 15天後出現狀況。 

 

診斷出非洲豬瘟並不容易，因為有時豬染病，沒有症狀就死亡。 

一般來說豬在受感染後，3到 4天就會出現病情， 

但有時候會長達 15天後出現狀況。 

這全得看非洲豬瘟是超急性、急性還是慢性。 

 

1921年，非洲豬瘟在肯亞，第一次被確認。 

到了 1950年代後，疫情傳到南歐，甚至西歐法國。 

結果到了 2007年，非洲豬瘟往東，又傳到東歐各國，俄羅斯南部。 

甚至去年，俄羅斯的非洲豬瘟疫情大爆發，撲殺超過 200萬頭豬。 

 

沒想到今年比利時也驗到兩起案例， 

非洲豬瘟也跨到太平洋，中國大陸首度發生非洲豬瘟， 

讓亞洲各國大為緊張。 

 

雖然非洲豬瘟不會傳染給人，但只要人身上有病毒，與豬隻接觸，豬就會染病。 

更可怕的是，別以為非洲豬瘟只存在活豬體內，病毒可存活在冷藏豬肉 100天， 

患病的豬肉冷凍後，病毒也能凍存達 1000天，將近三年之久。 

如果有民眾把感染非洲豬瘟的中國豬肉商品帶回國內， 

就算當廚餘丟棄餵豬，台灣豬恐怕也會淪陷。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8 

一旦傳進台灣，產業損失估計將超過二千億元， 

因此民眾千萬別為了一根中國香腸，害死台灣上百萬頭豬。 

 

11月 30日，台灣高雄小港機場旅客，棄置箱內收集的中國肉腸製品， 

驗出帶有非洲豬瘟病毒基因，防檢局表示，已經是第三次在中國豬肉製品驗出病毒， 

台灣立法院會頒佈，違規攜帶肉品入境最高罰款提高至 100萬元台幣。 

 

11月 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郵政局通告︰ 

禁止接收或郵寄活豬和未檢疫、未製熟的豬肉製品； 

此外，疫區省份所有豬肉製品一律禁止收寄。 

 

中國人愛吃豬肉，已經是歷史悠久、世界聞名， 

日常所吃的肉類，更超過 60%以上是豬肉， 

加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豬都在中國， 

可見，豬肉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隨著非洲豬瘟爆發後，豬肉銷售大受影響， 

據農業農村部監測，豬肉價格持續下降，比去年同期價格大幅下降 6.1%。 

現時中國有 2,600萬小散養殖戶，養殖方式落後，生物安全防護水準低， 

令非洲豬瘟防控形勢十分嚴峻。 

 

 

受非洲豬瘟影響，中國 18隻與豬肉相關股普遍下跌。 

11月 29日據美國農業部的周報數據顯示︰ 

自中國向美國發出貿易戰，中國近來向美國訂購最大一筆豬肉訂單， 

以應對豬瘟疫情造成的豬肉供應短缺。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33036/%E5%8D%B3%E6%99%82%E6%96%B0%E8%81%9E/%E9%80%A3%E9%9B%B2%E6%B8%AF%E5%B8%82%E7%88%86%E9%9D%9E%E6%B4%B2%E8%B1%AC%E7%98%9F%E7%96%AB%E6%83%85%E8%BF%91%E7%99%BE%E8%B1%AC%E4%B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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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月 22日，中國購買了 3,348噸今年付運的豬肉，為 2月以來最多， 

明年付運的更高達 9,384噸，於美國對外銷售中佔 72%。 

 

  

正當中國向美國發出貿易戰這段時間，中國仍然向敵對國美國大量購入豬肉， 

因此，愛荷華州經紀公司 US Commodities總裁 Don Roose說： 

「就好像說，為什麼要從敵人那裡購買？ 因為迫不得已。」 

彭博引述 Archer Financial Services Inc.高級客戶經理 Dennis Smith 表示， 

「這證實豬瘟疫情遠比我們所知的更嚴重」。 

 

顯而易見，今次非洲豬瘟影響的廣泛程度， 

實在前所未見，世界各國嚴陣以待，卻無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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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顯，今次轟動國際的非洲豬瘟災難，是神刻意鋪設的共同信息， 

將瘟疫、四馬的審判、4794的蕪湖市、901日華牧師生日、牲畜豬隻的審判等， 

組成一套完整的共同信息，因為過往的主日信息裡，經已多次提到， 

在《聖經》中，「豬」一直預表那些不懂得珍惜聖靈真理的基督徒。 

 

 

馬太福音 7:6 

「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牠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顯然，透過這段經文就是指向那些自稱是基督徒，至今仍然偏行己路， 

拒絕擁有神天意級印證、從神而來的時代性聖旨 ── 「2012榮耀盼望」信息。 

他們不珍惜從神而來的聖物，拒絕這顆由神親自孕育的東方之珠所指向的「2012信息」 

和新婦錫安教會，他們全都是豬狗般的基督徒。 

  

透過中國非洲豬瘟的大災難，神是給予全世界一個警告：  

接下來，當踏入《詩篇‧119篇》對應的 2019年， 

神將要向這些不懂珍惜屬靈福份、豬狗般的基督徒施行重大的審判， 

以報應他們選擇成為豬一般的基督徒，沒有聆聽和回應神天意級的信息。 

  

除此之外，我們再一次看到， 

這場瘟疫大災難確是與 4794及日華牧師今年生日有關， 

是神向全世界頒佈的信息！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11 

 

 

影片：解碼系列︰前瞻性警告掘礦的無知 

由四年多前至今，日華牧師已多次藉「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精華短片（VO）， 

向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清楚表明，假如希望藉 Bitcoin賺取任何金錢回報， 

就切勿參與掘礦，因為必定得不償失。 

 

如︰2014年 1月 26日的「掘礦倒不如直接購入比特幣（Bitcoin）更划算」、 

2014年 2月 23日的「掘礦計算及掘礦機歷史」、 

今年 2018年 2月 4日的「總結感言 3︰Bitcoin消耗全球的電力」， 

以及今年 2018年 7月 29日的「比特幣：日華牧師早已預告掘礦必然會虧本」。 

 

今年最近期，2018年 7月 29日的「比特幣：日華牧師早已預告掘礦必然會虧本」中， 

日華牧師更特別為大家進一步詳細分享，根據 Bitcoin的運算設定， 

本來就會懲罰那些希望以掘礦方式發大財的人，就如大部分網絡和手機遊戲， 

雖然會設有一些遊戲商品、工具和武器，讓玩家藉此為遊戲加速。 

 

但任何資深玩家都會知道，部分遊戲有一種基本設定， 

懲罰那些以大量金錢購買寶石的玩家，以此平衡遊戲世界的生態， 

避免遊戲淪為有錢人的天下，完全失去公平遊戲的樂趣， 

避免所謂「有錢才能夠玩，沒有錢就只能夠被別人玩弄」的情況， 

導致所有玩家都放棄遊戲，沒有人繼續玩下去。 

 

Bitcoin的設定也一樣，刻意設定了懲罰機制， 

懲罰那些自以為可以用掘礦方式，白白得到大量 Bitcoin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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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指出，Bitcoin的程式設定， 

一直是獎勵那些購入 Bitcoin作長線投資的人， 

而懲罰掘礦者的設定，亦是顯而易見，任何稍有見識的人都可以看穿。 

 

所以，鼓勵別人掘礦賺取 Bitcoin的人， 

明顯連最基本的電腦程式知識都沒有，卻叫人大灑金錢去購買掘礦機。 

 

 

假如有大量人投資掘礦機，希望賺取掘礦得來的 Bitcoin，按著 Bitcoin的程式設定， 

掘礦難度就會立即以幾何級數提升，大幅度降低掘礦機的產能， 

最終回報是得不償失，甚至大幅下調 99%。 

 

事實上，當 Bitcoin因為多人購入而價格上升時， 

自然就會有更多人加入掘礦，導致每部掘礦機的產量也會降低。 

因為 Bitcoin的生產數量，被限定在指定時間內，只會生產指定數量， 

既然，Bitcoin的生產量是被限定，那麼，當掘礦機增加，Bitcoin整體生產數目亦不會增加， 

相反，因為競爭人數增加，增加了掘礦機，只會反倒增加掘礦難度。 

 

例如：當掘礦機增多了一百倍，那麼，掘礦難度亦會即時增大一百倍， 

並且伴隨交投量大幅上升，亦會令掘礦機的運算負荷大增， 

大大增加電費支出，即掘礦成本大大提升。 

 

以現今的市場狀況，即使 Bitcoin價格下跌，亦不會令掘礦獲取 Bitcoin的機會回升， 

相反，正因為所有掘礦者都有相同想法，以為價格下跌會減少掘礦者數目， 

認為是加入掘礦的大好時機，最終，無論價格升與跌，掘礦的成本都不會降低， 

只會隨年日不斷呈幾何級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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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現今仍想以掘礦方式賺取 Bitcoin的人， 

明顯連 Bitcoin市場的最基本狀況都不了解。 

事實上，近幾年因為 Bitcoin價格大幅上升，市場上所有掘礦者使用的掘礦機， 

已經不再是早期普通電腦加獨立顯示卡就能掘礦，而是轉用了掘礦專用機。 

兩者對掘礦市場有甚麼影響呢？影響就大了。 

 

早期 Bitcoin剛剛出現時，大家只是使用普通電腦加上顯示卡， 

以電腦的多餘運算效能來掘礦，所以，當 Bitcoin大幅下跌，人們就會停止掘礦， 

並且把本來用作掘擴的電腦，改為其他有利可圖的用法，例如︰變為網吧的電競電腦。 

 

但是，現今普通電腦加上顯示卡，根本完全無法掘礦， 

所有掘礦者都轉用了掘礦專用機， 

然而，這些掘礦機除了掘礦之外，並沒有其他用途， 

所以，擁有掘礦機的人，無論市場怎樣變化，都仍然會持續啟動掘礦機。 

 

當 Bitcoin價格下跌，就會有人關掉掘礦機嗎？ 

當人大灑金錢，以真金白銀購入掘礦專用機後， 

還會因價格浮動而關機，投閒置散嗎？ 

 

當然不會，既是如此，又怎可能出現所謂價格下跌，掘礦者就減少的情況呢？ 

即使有掘礦公司因破產而倒閉，你也能夠想像，留下來掘礦機到了債主或下一位主人手中時， 

他們會怎樣使用這些掘礦機呢？當然是繼續掘礦！ 

 

並且，因為 Bitcoin每四年減產一半，所以，即使 Bitcoin價格大幅上升， 

加上最新款、最有效能的掘礦機，因為 Bitcoin持續發展下去， 

必定會有人不斷推出新掘礦機，取代上一代的掘礦機。 

最終，掘礦者都只能夠「賺頭蝕尾」。 

假如遇上價格下跌，就更加「由頭蝕到尾」，血本無歸！ 

 

然而，數位貨幣的龍頭 Bitcoin，自 2018年初，不單由高位約二萬美元一個， 

一直下跌約七成，至六月中時約六千美元一個，並一直徘徊這價位五個月之久。 

到了今年 2018年 11月 15日，Bitcoin與其他數位貨幣再一次發生大崩盤， 

由約六千美元一個，在十日內急速下跌四成，至四千美元以下一個， 

最低曾造價約三千六百多美元一個。 

至少已有兩星期時間，價值仍然徘徊在四千美元，未見重新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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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Bitcoin一星期內上升或下跌 50%，對於買入 Bitcoin作長線投資的人而言， 

例如︰錫安教會大部分弟兄姊妹，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 

因為，無論 Bitcoin價格的短線發展如何波動，都不會影響其長遠價值， 

最終，它都必然會上升至一百萬美元一個。 

 

加上，錫安教會大部分弟兄姊妹，現今手上大部分存貨， 

都是在 Bitcoin還是 200美元，甚至 100美元以下的時候已經購入。 

當 Bitcoin價格大幅波動，只會對大量希望以掘礦賺大錢的礦場、 

掘礦者及短線炒賣的貪婪賭徒，造成災難性影響，甚至破產收場。 

 

所以，正當 Bitcoin等數位貨幣進一步大幅下滑之際， 

亦開始傳出有礦場因而倒閉的新聞。 

 

例如︰今年 11月 24日，有報道指加密數位貨幣跌入大熊市，Bitcoin期貨跌破 4,200美元， 

價格不停下跌，甚至不足以抵消掘礦的電力成本，連帶掘礦機亦變得一文不值， 

部分中小型礦場已倒閉，礦機被當廢鐵按斤賣。 

近日更有內地網民拍片，看見數百台礦機猶如廢鐵般被棄置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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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市場數據顯示，CME Bitcoin期貨 BTC 1月合約收市跌 200元，跌幅超過 4.57%，報 4,175元， 

創即月合約收盤紀錄新低，一周累跌逾 23%，CBOE Bitcoin期貨 XBT 1月合約跌約 4.2%， 

報 4,190元，一周累跌約 22.7%。 

 

自 Bitcoin今年 8月開始下跌，拖累掘礦機晶片商 Nvidia業績回軟，股價更大跌 28%。 

有內地網民形容，今次貶值潮令 Bitcoin再次於財經界「大放異彩」， 

亦有網民表示自己有八成資產人間蒸發，宣佈破產。 

 

另外，今年 11月 20日， 

美國一間礦場 Giga Watt，向華盛頓東區聯邦法院提交了破產申請保護， 

並聲稱其資產已不足 5萬美金，卻欠了債權人近 7,000萬美元債務。 

這間礦場公司，昔日由 2012年起，不到一年時間已崛起擁有數千萬美元資產， 

然而，從事業頂點走向破產，同樣也不到一年時間。 

 

你能夠想像，如果這些掘礦者早在 2014年已經聽到「2012信息」， 

並知道掘礦不可能賺錢，他們就不會有如此下場。 

因為單單是將買掘礦機的數千萬美元，改為直接買入 Bitcoin的話， 

他們早已成為百億富豪，完全無懼價格的起跌！ 

真正因掘礦而賺大錢的，並非掘礦者， 

而是研發及售賣掘礦晶片和掘礦機的公司！ 

 

所以，現時已經不可能再靠掘礦賺取高回報的 Bitcoin， 

因為 Bitcoin的最基本設定，是讓最熟悉 Bitcoin設定的人成為真正贏家。 

現今最有效賺取 Bitcoin最高回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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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將已購入的 Bitcoin和其他數位貨幣，用最安全穩妥的方式儲存起來， 

並且絕不在短時間內放售，直等到 Bitcoin價格上升至一百萬美元以上， 

才按部就班地，當作回報和獎勵逐少放售，這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 

因為，Bitcoin的最終價格絕對有機會升至一億美元一個。 

 

假如現今你只持有極少量的 Bitcoin， 

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逐步購入價錢比較便宜， 

但同樣可靠的數位貨幣，如認受性較高的以太幣和萊特幣。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71：「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71」，會為大家分享一個有關中文和合本《聖經》的「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次並非經文字眼的改動，而是《聖經》兩卷書卷的名稱， 

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了變動。 

 

現在，考考大家記性，中文和合本中，舊約其中兩卷歷史書的正確名稱， 

是左邊的「列王記上」和「列王記下」，還是右邊的「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呢？ 

究竟，正確名稱，是「列王記」，第三個字是「記」，還是「列王紀」，第三個字是「紀」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 

 

 

好！開估了！一直以來，中文和合本《聖經》中，舊約兩卷歷史書的正確名稱， 

都是右圖的「列王紀」，第三個字是「紀」，奇怪嗎？ 

 

現在，讓我們打開中文和合本《聖經》的目錄， 

可以清楚看見，目錄是印著「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第三個字是「紀」。 

並且，當我們打開「列王紀上」或「列王紀下」的頁面， 

亦會清楚看見，現今現實中，是印著「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第三個字是「紀」。 

 

但這卻與絕大部分華人基督徒的記憶不相符， 

在絕大部分人的記憶中，一直是「列王記」，第三個字是「記」， 

而不是現今新現實的「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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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兩卷書的中文名稱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由大部分人記憶中的「列王記」，變成現今新現實的「列王紀」， 

必定會伴隨很多殘餘現象，證明這兩卷書本來應該是稱為「列王記」。 

 

例如︰當你在網上搜尋舊現實「列王記上」或「列王記下」， 

你會發現許多網站仍然使用舊現實的「列王記」， 

第三個字是「記」，而不是新現實的「列王紀」， 

甚至，Google顯示的搜尋結果，亦有多達 5,600萬個。 

 

相反，使用新現實「列王紀」搜尋， 

Google顯示的搜尋結果卻大幅下跌，只有 1,200萬個， 

證明大部分人都是活在「列王記」的舊現實。 

如圖中所見，著名的《聖經》網站 o-bible.com， 

不論是《聖經》和合本的目錄還是內文標題，都仍然是使用舊現實的「記」。 

 

 

又例如︰另一個《聖經》網站，都仍然是使用舊現實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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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香港華人教會界中，極為著名的「港九培靈研經會」網站，都仍然是使用舊現實的「記」。 

並且，當你在這網站搜尋，會發現多達 55篇講道筆記，使用舊現實的「列王記上」和「列王記下」， 

而當中，都是華人教會界中比較著名的牧師或神學家，才能夠在這裡分享， 

絕非一些名不經傳的人物。 

 

 

又例如︰當你在錫安教會的官方網站《錫安日報》， 

搜尋「列王記上」，會發現多達 500個頁面使用舊現實的「記」，而不是新現實的「紀」。 

 

事實證明，中文和合本《聖經》的「列王記上」和「列王記下」， 

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變為新現實的「列王紀上」和「列王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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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問題一：我們現在理解「時間倒敘」。錫安的成立是一個中下階層的教會，這是否神設定我們在這樣 

的限制和缺乏下，不斷施以不同的難度和壓力，讓我們能賺盡永恆裡最大的獎勵呢？ 

  

答：繼續上星期未完的部分。 

當弟兄姊妹擁有「錫安劍」時，會產生漣漪效應和蝴蝶效應， 

導致能延伸至下一步。這是由於時間是以倒敘的方式發生， 

因此，於時間流中，一個策略去到下一個策略，也是渾然天成的。 

例如︰當現在回看，神是讓我們變成大型家聚，之後，才可以承擔「完美音色」講座。 

 

 

而當我們於時間流裡面時，神是以枷鎖方式，去塑造每一個人。 

之後，神親自分配他們擁有的獎勵和獎賞。 

歷史的進程經已定立了，所以能夠尋找出創造生命的神， 

並且，按照祂的道路而行完人生，就是尋找天國道。 

所以，我們需要按著真理去掙脫枷鎖而獲得自由， 

這才讓我們最終得著資格，可以釐定法則、釐定遊戲規則以及釐定枷鎖。 

  

當我們回到歷史之初，我們就成為了人類的教官、監管者，於人類歷史中製造枷鎖。 

並且，我們於歷史中，刻意留下線索，成為人類結束時的共同信息， 

證明整個人類歷史，也是完全被神掌管。 

  

因為，每一個人類，也是孤單地誕生於這個地球， 

因此，根本不會有這個認知、智慧和能力，可以做到這些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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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然是世界舞台背後的新婦所做。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享生命的本質。 

生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生命是無限小，但擁有的本質卻是無限大。 

因為，生命可以擁有高尚的情操、價值、公義和真善美。 

 

  

而神亦用聖殿的建造，去對比生命的進程。 

正如所羅門聖殿是由不同地方的材料建造而成。 

而末後真正的聖殿，更是於時間流裡， 

以不同的拉線，成為不同的共同信息建立而成，去塑造出新婦。 

最後，進到另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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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分析，當我們進入另一個空間的時候，就必然要有復活的身體。 

因為，正如 AOE的農民，假如要進到現實的 3D世界的話， 

也一定需要轉換成數碼，才可以離開電腦。 

但是，如果轉換成數碼、數據的時候，那麼，他就可以無限複製了。 

因此，假如人類能夠時空穿梭的話，那麼，亦必然是無處不在。 

  

所以，當我們進到另一個空間的時候，生命品質也就躍進到永恆裡。 

而於永恆中，人們的去處就是天堂和地獄。 

 

  

正好由於我們其實屬於另一個空間，於成長後，像聖殿一般，變成靈宮， 

所以，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滿足人靈魂中的空虛。 

因為世界的物質，根本不能夠填滿生命真正的需要和品質。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26）答問篇（18）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提及，每個人建立的 Alef Tav經已設定了。但較早前的信息提及，天國道 

與 Alef Tav在歷史上的建造，在時間上有所關連。對於這個概念，你能否解釋一下呢？ 

 

答︰兩者是有關連的。 

簡言之，以廣義來說，Alef Tav中間維持的時間是 164億年， 

即由創造的第一刻直至結束，對神來說只是剎那之間。 

對祂來說，164億年和 6千年根本毫無分別，可以剎那之間完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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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狹義來說，我們看 Alef Tav是以地上牛腿形狀的建築物來看， 

就是指第一個舞台和最後一個舞台。 

 

 

但兩者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都是說出一條路線，是人類歷史的路線， 

更是必然的路線！這必然的路線有其「必然」的原因， 

就是神創造人類歷史真正想要得出的成品。 

 

影片：創造主鋪設歷史路線的成品 

透過神啟示天國道的教導，我們終於理解生命的秘密，即創造主造人的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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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透過天國道的教導，我們也終於理解， 

為何歷代歷世以來，從來沒有人能夠說明及解讀歷史和生命究竟是甚麼？  

  

實在，這個世界有太多事情發生、有太多淵源， 

於歷史裡面，曾經有數以億億萬萬的人類出生與離世， 

他們的壽數和事蹟各有不同，於歷史的舞台上，擔演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角色， 

成就了創造主鋪設歷史路線上，各個指定的劇情。 

 

假如世人要追溯任何一件事， 

都必然會追溯到更早期的歷史、人物、文物，甚或宇宙的開始， 

因為創造主鋪設的歷史路線上，實在有太多事物， 

所以，從來沒有人能真真正正找到世界的來源和目的。 

  

這個世間中，只有神才能說明， 

因為世界、歷史和人生，全部都是由神創造和鋪設， 

每每都隱藏著創造主自己的目的和用意。 

  

只可惜！自古以來，雖然世人嘗試追溯歷史、文物、生物學或考古等， 

但是，他們只是嘗試以極幼稚的思維， 

誤以為用自己有限的人生，就可以找出宇宙的奧秘，發掘出生命的源頭。 

  

若然世人能夠尋找到宇宙是由神創造的話， 

為何他們不看神說明的人生，究竟是甚麼呢？ 

世人和歷史被創造的用意，究竟又是甚麼呢？ 

  

歷代歷世以來，人們都嘗試在《聖經》裡尋找， 

就如主耶穌所說，你們查考《聖經》，以為裡面有永生。  

 

約翰福音 5章 39至 40節：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上述經文讓我們知道，原來《聖經》一直都是 marker，是一個標籤， 

是為了指向真正「永生的成品」而存在，而這「永生的成品」就是主耶穌。 

在這情況，《聖經》就只是藏寶圖，只是一個 marker，不是真正的寶藏， 

《聖經》的存在，就是為了指示出真正的寶藏，永生的成品 —— 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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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歷代的法利賽人和假宗教家， 

只顧擁有了《聖經》，即擁有這個 marker標籤後， 

竟然拋棄了主耶穌，不要主耶穌，甚至將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所以，法利賽人和假宗教家都錯失了主耶穌，失卻了天國道而枉過一生。 

  

假宗教家誤以為《聖經》裡面有永生， 

但永生其實是由主耶穌帶來這個世界，因為主耶穌才是真正「永生的成品」。 

  

按著神的預定，若然沒有聖靈的啟示， 

縱使世人不斷看和查考《聖經》，也無法得知「永生」的所在。 

因為《聖經》寫出來的時候，就不是為了完全說明答案， 

而是為了塑造「永生的成品 —— 永恆新婦」，透過《聖經》，讓新婦找出當中的謎題和答案。 

  

所以，歷代以來，那些從未發現人生謎題和答案的人，全部都是失敗者， 

就如法利賽人一樣，雖然他們擁有《聖經》，得著這個藏寶圖 marker， 

但是，他們卻沒有發現神救贖計劃的謎題和答案， 

甚至，沒有發現主耶穌就是當時代的主角 —— 真命天子。 

  

因此，主耶穌就是指明這班法利賽人， 

雖然他們擁有《聖經》、嘗試查考《聖經》，以為裡面有永生， 

只可惜！他們從未找到人生的謎題和答案， 

故此，主耶穌明證當時代的法利賽人，全部都是失敗者。 

  

《聖經》是實實在在地存在，全世界教會都是閱讀同一本《聖經》，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25 

只是，《聖經》卻沒有明明白白地寫出隱藏答案。 

故此，世上所有教會，都沒有一間能及得上錫安教會， 

能夠透徹地將《聖經》解讀出來。 

  

因為《聖經》並非顯淺地將答案直接寫出來， 

相反，神刻意將事隱祕，為要顯出神的榮耀， 

好讓擁有君王般智慧的新婦，將神的奧秘察清， 

以顯出真命天子 —— 永恆新婦的榮耀。  

 

箴言 25章 2節： 

「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實在，創造主鋪設歷史的路線和進程， 

為了要顯明歷史的終極成品，就是讓歷史和《聖經》塑造新婦， 

然後讓新婦從萬物之中，找出神隱藏的謎題和答案。 

  

到此，讓我們想一想，若然單單從神啟示的《聖經》，就能輕易找到答案的話， 

世上的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都可以搪塞和狡辯，說： 

「若然能單憑《聖經》的話，即是基督教自己推崇，是基督教自己一廂情願地說。」 

 

只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 

《聖經》只是一個 marker和標籤，為要引導新婦錫安教會， 

從時間、歷史、萬物和古文物裡，找出神隱藏的終極答案。 

  

如此，世上其他所有宗教就無法再狡辯，也不能搪塞「2012榮耀盼望」信息提供的答案， 

因為我們是從歷史裡的古文物、全世界國家的基建、宇宙眾星和萬物定理 Pi， 

找出萬物的常數、拉線、數學等各種奇妙數值，發現到《聖經》以外， 

原來時間和歷史一直隱藏著掌管者，就是創造主和永恆新婦留下的蹤跡和信息， 

於整個歷史之中，讓我們看見有同一位作者、同一位歷史策劃者和監管者。 

  

所以，是神帶領我們及「2012信息」的走向， 

在這條發掘歷史答案的道路上，神不斷藉著《聖經》啟示日華牧師， 

發現《聖經》的奧秘和啟示，然後再從歷史和萬物之中，找出神進一步以無言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的方式，隱藏於萬物和天上眾星的答案。 

 

詩篇 19章 1至 4節：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它的量帶通遍天下，它的言語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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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聖經》是塑造和裝備我們，理解神在萬事萬物和創造裡，向世人所說的話。 

正如聖殿的結構，有外院、聖所和至聖所，合共三個層面、三個階段， 

同樣，神的話語，也有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外院領域的律法，即 Logos。 

 

第二個層面，是聖所領域的金燈臺， 

而金燈臺又分為兩個部分，分別是 66個組件，預表 66卷《聖經》， 

以及金燈臺上七盞燃點的聖火，代表聖靈的點燃，即 Rhema。 

  

至於第三個層面，至聖所領域的約櫃法版，預表神諭，即 Oracle。 

 

 

故此，外院的律法 Logos、聖所的《聖經》Rhema，都不是所有的終極， 

唯有進到至聖所的 Oracle，神以天意、神諭級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的方式， 

藉著天際，以及神創造的所有事物，成為謎題和伏線，訴說神的聖旨， 

唯有達到 Oracle至聖所的領域，才是信仰的巔峰，人生目的的極致。  

 

故此，神藉著「2012信息」，就是向全世界頒佈這樣的聖旨， 

神是親自以歷史、萬物和眾星，解說生命的真正目的。  

神親自以連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塑造了錫安教會成為永恆新婦的典範， 

成為創造主鋪設歷史進程的終極成品，然後再以共同信息的方式， 

透過神的創造和已有的歷史，向全人類介紹神的偉大和掌管程度。 

 

透過 9年間的「2012信息」，以及伴隨發生的災難及歷史大事， 

充分顯明，這絕非一個推論，也不是單單寫在《聖經》裡的故事， 

是《聖經》訓練我們錫安教會不斷地成長， 

從而在《聖經》裡找出世人被造的目的，就是天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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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上其他宗教無法推翻的不爭事實。 

  

因為天國道和神的心意，一直存藏在萬物之中， 

是神以 164億年鋪設的歷史進程，成為一個個 marker和共同信息， 

標記及指出時間和歷史的真正主角，就是永恆的新婦， 

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是神創造歷史的唯一成品。 

 

舉例來說，一個農夫種葡萄樹，最後會結出葡萄果子， 

對農夫來說，那葡萄果子是志在必得的，因為是他種那棵葡萄樹。 

 

 

《聖經》上說：神栽種以色利人，希望結好果子，哪知卻是結出了野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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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在創造人類的時候，是期待整個人類去結出一個好果子。 

這個好果子，是在每個時代收割這些好果子。 

而在每個時代中能夠導致這些產品，即這些好果子能誕生的那條路，統稱為「天國道」。 

 

但在這過程，並非許多人所想像的只是隨遇而安，隨機性（random）， 

沒有整全的計劃。其實，它是有一個整全的計劃。 

 

影片：新婦與天國道的 Alef Tav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 Alef Tav天國道的原則。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到，天國道去到最後，就是於世界上塑造出新婦。 

因為，歷史上，所有的共同信息，也是指向新婦， 

因此，於神的眼中，新婦的價值亦必然是最重要。 

  

然而，新婦也不是突然間，以一代的時間去建立而成， 

新婦，只是歷史最後的產物，是天國道的 Tav。 

所以，新婦被塑造的歷史，其實，早於 Alef的時候，就已經開始。 

亦因此，天國道就是由 Alef走到 Tav的全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大部分人看不見，亦察覺不到。 

正如所羅門聖殿的建立，也是以這種方式建成， 

就是於不同地方，不動聲色的建造，直至合成的一天，大家才會見到當中的成品。 

同樣，神於不同的時代，建造新婦的不同部分，於歷史上是環環相扣， 

並且，處處埋下伏筆，留待歷史到達終結，成品出現的時候，才一次過打開整個大圖片， 

亦再一次證明，神是掌管每一個時代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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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是說，神是以所羅門聖殿，成為「2012信息」的伏筆。 

因為，神是讓所羅門的聖殿，其部件於不同的地方製作， 

每一個工匠只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一部分，他們不知道終極的成品是甚麼。 

然而，每個部分都會有一個隱藏的連繫， 

就是所有的部件，其實也是屬聖殿的一部分，只不過，所有工匠也不知道， 

直至所有部件都完成，運到聖殿的位置，組裝起來的時候， 

所有人，包括工匠才會知道，原來，他們是建立聖殿的一部分。 

 

同樣地，拉線讓我們知道， 

於歷史上的不同時代、不同地點所發生的事情，彼此看似沒有關連， 

但藉著拉線，我們就可以見到，當中有著一個隱約的連繫，就是與聖殿的連繫。 

 

然而，於這些歷史事件中，連參與者都不知道當中的連繫， 

但藉著「2012信息」，也就是將所有事件，連結於一起，也就是成為新婦被塑造的信息。 

所以，當中所涉及的部件，是比所羅門的聖殿更為複雜。 

因為，對於所羅門聖殿，他們是用了一代人，一個地方的工匠就可以建成。 

 

 

然而，塑造神末後聖殿，新婦教會的「2012信息」， 

當中的部件，是橫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物， 

而這些部件，都運來教會當中，成為了「2012信息」的內容，協助建立末後的聖殿， 

因為，藉著「2012信息」，我們終於解明，原來，這些部件的出現， 

其實是為著讓我們發掘出我們的身份（ID），就是最終能夠塑造成為新婦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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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可以想像，於這種情況下，所羅門的角色，就十分重要， 

因為，當各個工匠建造自己的部件時， 

唯有所羅門知道當中的連繫，以及每一個部件於聖殿的正確位置。 

  

同樣地，唯有藉著「2012信息」， 

這些拉線地點所發生的事情，才會有著真正的意義， 

就是這些部件，與聖殿的連繫。 

 

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就能夠明白到，為何神於《聖經》中，出現眾多家譜， 

尤其是記錄主耶穌基督由亞當開始的家譜。 

因為，主耶穌的救贖計劃，已經是天國道 Alef Tav計劃的重要部分。 

  

並且，神是於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十二支派、摩西的故事中， 

埋下伏線，證明他們是天國道的一部分，是神刻意安排發生於他們生命中的事情， 

亦因此，於當時，沒有人會明白這些伏線的真正意思是甚麼，一定要到最後，才會明白。 

因為，Alef所發生的事情，全是指向 Tav。 

所以，當 Tav尚未到的時候，人們就不會知道 Alef伏線的意思。 

  

例如︰摩西的故事，就是眾多伏線的大集合， 

因為，於摩西身處的時代，是 Planet X來到，十災的時代， 

神讓摩西奠定眾多的節期、儀式、會幕，當中，已經埋下了全人類歷史的進程， 

所以，當時的人類，又怎會理解到這個奧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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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現在，我們當然知道，主耶穌就是逾越節所指向的羔羊。 

所以，摩西所訂立的節期，是神的計劃，準確無誤。 

然而，人們卻理解不到，主耶穌是逾越節羔羊的原因，是因為當中夾雜了其他的伏線。 

 

例如︰逾越節，是伴隨著 Planet X的第十災而發生， 

因此，就算以色列人守了 1,500年的逾越節， 

他們也不會估到，主耶穌就是逾越節的羔羊，因為，當中沒有再一次出現十災。 

  

其實，Planet X所造成的十災，是指向 Tav的時候， 

《啟示錄》所出現的大災難，以及所出現的能力。 

所以，這是對於 Tav伏線的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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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這個伏線中，更是將主耶穌以及《啟示錄》這兩個故事合二為一。 

因為，於 Planet X所帶來，毀滅性的災殃來臨時， 

唯有以色列人吃完逾越節羔羊之後，能夠逃離埃及。 

 

  

所以，一方面，世界出現審判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主耶穌卻是帶來救贖、拯救、永生的能力。 

就是於災難、擊殺長子中，出現了拯救。 

  

所以，主耶穌亦會兩次到來： 

第一次，是謙謙卑卑的騎驢進到耶路撒冷，成就救恩； 

但第二次，卻是騎著白馬回來審判。 

  

所以，於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又怎會理解到， 

於摩西時代，神是埋下兩條伏線，並且，其中已經包括 Tav的伏線？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理解到，神是刻意於不同的時代，埋下指向 Tav的伏線。 

 

例如︰約翰福音 12章 48節： 

「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 ── 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 

  

這節經文，是主耶穌於被釘死前幾天所講的，所以，必然是十分重要。 

當中提及，主耶穌所講的道，會於末日審判那些棄絕主耶穌及不領受祂話語的人。 

 

然而，大家可以想想，主耶穌已經升到天上，那麼，祂又怎會於末後日子講道呢？ 

所以，日華牧師於早前亦分享過，神教導他不用惱怒那些不聽他分享、不聽他勸誡的人。 

因為，以 Alef Tav的角度，主耶穌的講道，並沒有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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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國道上，每一個時代當中，天國道的繼承者、每一個時代的復興領袖， 

他們的講道，也是神所帶領的一個整體，正如錫安是被帶領至一日不偏差的程度。 

  

所以，雖然主耶穌親口所分享的，沒有審判他們， 

但到這一代，神是藉著日華牧師的口，去分享 Tav的信息， 

所以，是日華牧師的分享，於末後日子成為他們的審判。 

因為新婦的建立，是於歷史上的 Alef Tav，不是於主耶穌的時代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連主耶穌的分享，亦是為 Tav埋下伏線。 

  

只不過，大部分的普通人，只是隨著時間流生活，他們不會理解到，神是掌管一切。 

他們甚至不能想像，神於創造世界的時候，竟然已經計劃了歷史的終結。 

並且，這亦是神唯一的計劃，就是天國道被建立、新婦被塑造，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計劃。 

  

而當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嘗試理解這條天國道的時候， 

原來，於時間流裡，這條天國道，並不是一條康莊大道，非常多人行在其中。 

相反，這條天國道是人跡罕至，模糊得難以辨認的窄路。 

因為，組成這條天國道的，往往是人類社會階層當中， 

處於低層的窮人、囚犯、離鄉背井之人的事跡。 

  

例如︰摩西曾於荒漠中牧羊幾十年，做最低下的工作。 

又例如︰大衛亦是牧羊人，但以理甚至是太監。 

到了主耶穌的時代，彼得亦只是漁夫。於人的眼中看來，他們亦只是普通人。 

他們於人類歷史中是最渺小，根本不能夠跟皇帝去比較。 

然而，到現在，我們當然知道，這全是為著建立天國道， 

於永恆的角度，他們亦當然是承繼天國道的偉人。 

  

所以，神於他們的時代，其實，是最重視這批建立天國道的偉人。 

雖然，他們的人生，或許像是受盡壓迫，非常坎坷， 

但是，於他們人生的背後，其實是萬事互相效力， 

所有的事情，都是為著輔助、遷就、培養他們的一脈相承，一代一代的建立天國道， 

因此，於歷代歷世以來，這班人是絕對受到神的安排及保護。  

 

例如︰於人的角度，我們可能會以為約瑟被賣為奴，甚至成為監犯， 

那麼，他就不是受到神所保護，甚至是被神撇棄了。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如果約瑟沒有被賣到埃及為奴， 

其實，他只會成為一個牧羊人，最終他又怎會成為埃及的宰相呢？ 

並且，以色列又怎會於埃及 400年，於《聖經》中， 

演變成《出埃及記》，有拉線可以記載當中的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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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約瑟雖然要經歷為奴、成為監犯的歷程，但於當中，他也是受保護的。 

雖然，或許於約瑟臨終前，他也不會明白、不會知道， 

但是，當幾千年之後，當我們明白，時間是由倒敘的方式寫成之後， 

這些天國道的劇情，就一一變得理所當然了。 

他們所遭遇的患難、逆境，也是必然要出現的了。 

  

又例如︰當大衛被撒母耳恩膏之後， 

隨之而來，等候他的，就是掃羅一次又一次的追殺。 

然而，神也是於當中保護大衛，讓他成就神的美意。 

 

因此，於過去，人們或許會以為，《聖經》當中許許多多的故事，只是個別事件。 

然而，當我們到達《啟示錄》的時代，得著拉線教導之後，聖殿，就是預表著新婦的建立， 

而眾多的拉線，就是讓我們知道，這些看似個別存在的《聖經》故事， 

其實，也是天國道計劃組成的一部分，為著於最終，可以建立、塑造出新婦。 

  

所以，正如所羅門王建立聖殿的時候，是默不作聲，沒有人知道。 

同樣地，這個天國道計劃，亦是一樣， 

當中，神完美掩飾到一個階段，連基督徒也不會明白。 

就例如︰我們會認為但以理是因著倒霉，因而做了太監。 

約瑟是不幸運，或是哥哥不好，所以被賣為奴。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假如我們要成為新婦的話，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於天國道的計劃中，成為中流砥柱； 

第二個、就是明白整個天國道故事。 

所以，假如我們好像其他普通基督徒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有資格成為新婦。 

  

於過去，神正好讓錫安成為中流砥柱，去完成一個又一個天國道的任務。 

亦因此，錫安將會是人類歷史上，誕生最多新婦的教會。 

 

大家可以想想，神給予錫安的定命，就是 4794，是由雙氧水事件開始， 

我們經歷了千年蟲、新酒恩膏街頭佈道、說的聚會、ZionDaily等等。 

神是給予我們一個又一個的天國道使命，就是於肉身上、屬靈上，預備歷史的終結。 

 

而到了 2009年，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 

神更是以眾多的科技，去伴隨著我們的成長，協助我們完成天國道的信息， 

例如︰YouTube可以原條主日片上載、Google Earth讓我們可以輕易量度出拉線、 

智能電話的普及、科技的發展，就是為著讓我們可以成為中流砥柱， 

完成天國道計劃之餘，亦讓我們可以明白這個天國道故事之後，可以清楚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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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比過去的 Alef，我們已經是 Tav，是揭開一切終極謎底的時間。 

亦因此，假如，過去的天國道建造者，他們的人生是被神所安排的話，我們就絕對更是被安排。 

因為，對比過往，我們是得著最多印證的一群，到一個階段， 

上至半個天空的星宿，下至不同時代的重要歷史事件，也是指向我們， 

並且，印證我們是真命天子的那一位。 

  

因為，對比以前所有天國道的製造者，我們比他們更重要， 

我們所成就的事工、我們所分享的信息，是遠比他們來得複雜。 

因為，對比新婦及其他兒女，他們全都比不上最後一剎那被提的小孩子重要。 

  

而神於 2009年之後，神所給予我們 4794定命， 

分享「2012信息」，更是新婦所能夠做的最龐大事情， 

因為當中不但要為神於過去六千年所埋下的天國道伏線作出解畫。 

而神亦用上整個地球「萬事互相效力」的方式， 

於每個星期，安排眾多事情的發生，去驅使整套「2012信息」也是一日不偏差， 

當中的安排，對比歷史上的天國道建造者，是更為繁複數百倍以上。 

   

所以，單單從「2012信息」的複雜性， 

以及當中包羅萬有的程度，是遠超過其他時代的信息， 

這已經足以證明，神重視錫安的程度，是大得難以想像。 

 

  

神帶領錫安所分享的「2012信息」，就像是製造一部 iPhone， 

將全世界不同地方，例如︰台灣、韓國、日本、美國、中國等， 

所有最好的零件集合起來，組裝成一部全世界最好的 iPhone， 

而現在我們手上的就是 iPhone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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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2012信息」，不是原創整個人類歷史的復興進程，或是興建所有的共同信息建築。 

「2012信息」就像是 iPhone般，將所有最好的零件組合起來。 

也就是說，將歷史當中所發生的共同信息事件， 

甚至將當中所隱藏的秘密、奧秘打開，成為 iPhone的零件之一。 

 

 

也就是說，於這部 iPhone裡，有齊了歷史上所有指向聖殿的事件和當中的秘密， 

這就是「2012信息」的重要性，亦就是我們於神面前的重要性。 

  

正如《以賽亞書‧53章 1節》提及，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於每個時代當中，神也會差派祂的僕人、先知，甚至救主， 

成為警世的鳴鐘，將神的心意、神的計劃，去揭示出來。 

然而，於這些神的僕人中，究竟是如何釐定他們的重要性呢？ 

答案，就是從神給予他們分享的信息中。 

  

因為，所有的信息，也是一日不偏差，是神的主權去決定當中的內容。 

所以，神將最重要的信息，給予祂最看重的僕人， 

也就是將分享「2012信息」的責任給予錫安。 

  

因為，「2012信息」，就是總括過去信息的總和。 

過去我們所認識的屬靈偉人，包括約瑟、大衛、但以理，甚至是主耶穌、彼得、保羅等， 

他們也是成為這部 iPhone的其中一個零件。 

而神就將智慧去賜給我們，讓我們懂得將各個零件組合起來，成為一部 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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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衡量一位屬靈偉人於神眼前的價值，就必然是他所傳的信息。 

正如主耶穌亦是要以祂所傳的信息，去證明祂自己是救主的身份。 

  

以賽亞書 52章 7節： 

「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 

 

這段經文亦提及到，報好信，傳救恩的，他的腳登山是何等佳美。 

神的信差所頒佈的內容，也就證明了他的價值。 

  

不論是摩西、撒母耳、大衛、以賽亞等等，他們被我們紀念和稱頌， 

也是因著他們留下來的著作，他們留下來的信息。 

大家可以想像，摩西不單寫摩西五經，帶來了神的時代信息， 

並且，行使十災，分開紅海等等。 

然而，這些神蹟，只能夠震憾當時代的一群， 

但唯有摩西的著作，能夠祝福後世所有人，因為，當中容載著神的信息。 

 

而對於我們而言，神所給予我們 4794的信息， 

就證明了我們是新婦的身份，並且，是一套集合所有偉人的信息。 

不單是這些偉人所分享的內容，並且隱藏於信息背後的秘密也被揭示出來， 

成為「2012信息」的部件之一。 

也就是說，這些偉人的分享，可能只是這部 iPhone的鏡頭、機殼、面版， 

是這部 iPhone眾多零件的其中一部分。 

 

原因，雖然於 2009年，這套為著 2012年而分享的信息，稱為「2012信息」， 

但是，到現在，我們就更進深明白，其實，這套「2012信息」，於鏡面倒置下， 

是稱為「ZION」的信息。一套由錫安分享，有關人類歷史總結的天國道信息。 

 

  

由第一篇「2012信息」開始，至今已經差不多十年了， 

然而，神的印證，並未有停止過，亦即是說， 

神是每一個星期，不斷轉動世界這個大舞台、不斷提供道具，去配合我們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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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像，對比其他天國道的建造者而言，是複雜數百倍， 

所以，我們所完成的，當然是最後的成品了。 

  

從天國道這個概念，我們就會明白到， 

其實，於我們生命中，雖然，錫安亦經歷過眾多的患難、攻擊， 

4794開始的雙氧水事件，讓我們像是處於大風大浪中的一片小舟之上，下一秒就會翻沉。 

然而，於神的保守下，這將殘的燈火，卻可以一直延續到現在。 

所以，就算我們快要被摧殘，但其實，也是絕對地受保護。 

 

 

因為，於過去天國道的偉人，就是讓我們明白到， 

天國道的設計，於歷史中，是一脈相承的建立， 

於每一個年代，無論處身於任何的危難光景， 

假如是天國道的建立者，神的目光，一定是於我們的身上。 

那麼，我們就該有著無比的信心，去迎接前面的挑戰。 

事實上，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是從來沒有停止過， 

目的，就是不斷的強調，我們是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們應該無所畏懼。 

 

例如︰我們現在認知道：Freemason就是自由石匠，協助新婦建立共同信息。 

並且，每一個 Freemason的分會 Lodge，都有一個編號。 

例如︰台灣每一個 Freemason分會，都有一個分會編號。 

而香港歷史上，第一個 Freemason分會，名字是 Royal Sussex Lodge，編號就是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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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家可以想想，編號 4794的 Freemason分會，叫甚麼名字呢？ 

原來，世界上，真的有一個 Freemason分會，編號是 4794。 

答案，就是 Scion Lodge，讀音與 zion非常相似的 s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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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on一字，有著名門望族後裔的意思，也就是說，得以承受皇位的小孩子。 

 

 

 

而另一個意思，就是樹的接穗、嫩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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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比舊約，甚至新約婦人的眾多兒女，我們正就是葡萄樹的嫩枝。 

並且，Scion這個字，不單止讀音是 Zion。 

Scion這個字的來源，也與 sion相通。 

那麼，現在，我們終於明白到，為何《聖經》出現 z開頭的 zion， 

變成 s-i-o-n sion的曼德拉現象。 

 

  

因為，這亦是為著成為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 

為著讓我們知道，連 Freemason第 4794號的分會， 

其實，都是以隱喻的方式，指向錫安，那麼，世事又怎會是偶然發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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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剛才所提及，於人看來，我們像是被神擊打苦害了， 

然而，於神的眼中，我們卻是天國道的承繼者，甚至是完成者。 

 

因此，於這個天國道，神以 Alef Tav去明證給我們知道。 

只不過，當我們一直研究時，這個 Alef Tav在共同信息中， 

甚至明說給我們聽，在至終是整全的。 

在終結的時候（ending）是指定了要做某些事情， 

並且指定給某人，會在特定日子做指定的事情、分享指定的信息。 

 

影片：神以 1455加冕錫安教會是連一點也沒有偏差 

早於兩年前 2016年 6月 26日， 

我們錫安教會慶祝 SingSongZion十周年慶典當日， 

神藉著眾多超然印證，不單印證日子 6月 26日是一日也不偏差， 

因為按著英式寫法，6月 26日就是 266， 

而 266日，就是孩子孕育誕生的日期，代表孩子誕生的意思， 

而且每年第 266天，就是 9月 23日，923代表信仰巔峰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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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SingSongZion十周年當天，教會派發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的數目， 

換領黑色的數目為 923部，白色為 922部，合共派發 1,845部。 

 

 

加上，舉行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的場地，非常嚴格規管入場人數， 

因此，大會制定規則，入場必須年滿 14歲以上及擁有錫安會員編號等資格，並且必須憑劵入場。  

然而，扣除工作人員之後，領取入場劵的人數為 1455。 

所以，SingSongZion十周年派發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當天，竟然就出現了 1455的奇妙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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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2016年 6月 26日 SingSongZion十周年當天出現 1455，是如此別具意義的事呢？ 

究竟，1455這個數字，代表甚麼共同信息呢？ 

 

兩年前 2016年 5月 8日，508，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的日子， 

神以 Alef Tav的方式，完全吻合第一首錫安新歌 Alef，編號 508蒙神憐憫， 

同時，派發神所賜予，播放錫安新歌的最強利器 —— 「錫安劍」有線耳機。 

當日，主日最新的一首錫安新歌 Tav，編號就是 1455「心中永念我主洪恩大愛」。 

 

  

甚至，吻合當天主日所播映， 

於 14年 5月 5日，1455預先錄製，卻超然地順延至當天播出的主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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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當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當天，竟然雙重地，兩次出現 1455的驚人數字。  

神透過 1455，顯明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帶領，不單是連一日也不偏差， 

就連每首詩歌編號、每個人數、每個嶄新的動勢、 

每次美麗誤會的大綵排、每次聚會和每篇信息等等， 

全部都是連一點也不偏差，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除此之外，1455更是「天馬座行動」信息，多次提及的共同信息年份， 

因為 1455年，是英國史上著名內戰，「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開始的年份。 

 

 

由白玫瑰所代表的約克王朝，對戰紅玫瑰所代表的蘭開斯特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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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由 1455年至 1487年，歷時長達 32年，相方爭奪英國的統治權。 

 

 

另一方面，當大家在《維基百科》查考 1455年的歷史大事， 

會發現《聖經》印刷，竟然是由 1455年 2月 23日開始， 

日期帶著 1455及 223的共同信息。 

 

 

當時的書籍複製，一直是靠人手抄寫或木製雕版印刷，製作時間需時數月或數年不等。 

但在神超然掌管和啟發下，當年約翰內斯‧古騰堡印製了第一部《古騰堡聖經》（The 

Gutenberg Bible），採用活字印刷術，以金屬製造活字字母粒排版印刷，可重複使用， 

大量縮短印刷複製的時間，也增加了量產書籍的數量， 

造就日後《聖經》、福音和資訊傳遞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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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踏入今年，應驗共 176節經文的《詩篇‧119篇》時， 

神讓我們明白，1455和 2019年是一對，原來 4794一直是指向今年 2019年！  

 

 

當你將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月 1日，化為數字 901， 

加上玉珍師母的生日日期 4月 19日，化為數字 419， 

加上 2016年 6月 26日舉行的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時， 

錫安教會人數的代表性數字 1455，以及詩篇 119篇對應的 2019年。 

將四個數字相加，竟然剛剛好，連一個數字也不偏差地等於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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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著 2018年 11月 11日的精華短片（VO）「南京條約的共同信息（1842、1957）」， 

十王孕育香港成為誕生錫安教會的住處，一切源於 176年前轟動的《南京條約》。 

 

 

而《南京條約》的簽署日期，就是 1842年 8月 29日，829， 

地點則是英方戰艦康沃利斯號（HMS Cornwallis）， 

但《南京條約》的正式生效日期，卻是 1843年 6月 26日，626。 

從而構成神加冕錫安教會是真命天子 —— 「錫安劍」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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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條約》的簽署日期為 8月 29日，829， 

正好對比「錫安劍」「萬劍齊發」的完成日期，2016年 8月 29日。 

 

 

《南京條約》的生效日期為 6月 26日，626， 

正好對比 2016年 6月 26日 SingSongZion十周年派發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的聚會日期。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50 

 

 

而這兩個日期：8月 29日，829和 6月 26日，626， 

相加得出的數字，正正就是 1455。 

 

  

1455，既是其中一個組成總數 4794的數字， 

也是 2016年 SingSongZion十周年慶典領取入場劵的總人數 1455， 

以及 2016年 5月 8日，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當日，最新一首錫安新歌編號 1455， 

甚至，完全吻合當天主日所播放，14年 5月 5日，1455，預先錄製的主日信息。 

  

到此，大家有沒有仔細思考過， 

單是以上的一切，為何神要做到這種程度呢？神背後的用意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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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當神做到這種程度時，神是不容許人仍有不信和懷疑， 

甚至不容許人對錫安教會的呼召有任何不信的可能。 

  

我們必須緊記，按著神忌邪的性格，當神的印證到達這種程度， 

假如仍有人選擇不信和詆譭的話，他們的下場會是多麼可怕呢？ 

我們必須深刻理解這一點，因為這些超然印證，並非我們錫安教會自己刻意製造， 

當中，甚至牽連 1455年歷史大事的共同信息。 

  

顯而易見，神是非常看重錫安教會每個人數、每首詩歌、每篇信息， 

全都是連一點也不偏差。我們要知道，神已經做到這種程度，在這種情況下， 

仍可以找到不信、選擇懷疑的人，神是多麼憎恨呢？ 

  

那些人的不信，必定比追隨摩西出埃及、走進曠野，但仍選擇不信和懷疑的以色列人更加敗壞。 

因為此時此刻，神是以更龐大、更天意級、至聖所 Oracle神諭級的印證，明證錫安教會的身份。 

  

既然是至聖所神諭級的領域，在接下來的日子，任何人仍選擇不信的話， 

必定無可避免遭受至聖所級數的審判和擊殺， 

這正就是神以天意級的印證，來加冕新婦錫安教會的原因。  

  

天國道就是我們所見，可以在人世間和歷史上追查的這條伏線，而此際的它亦經已完成了。 

Alef Tav正是天國道廣義和狹義的統稱， 

當中包含了神對它的形容，同時亦是《聖經》記載和最終解說它的方法。 

因在《啟示錄》當中，Alef Tav、Alpha & Omega，以那麼多的書卷， 

即有許多章節的《聖經》解釋、記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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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聖經》記載 Alef Tav新婦的路線（廣義與狹義） 

日華牧師分享到，神在歷史上鋪設的天國道，是一條一日也不偏差的道路， 

並且當中擔當的角色人物，都是神所預定和指派。 

 

所以，天國道是一條神從創世 Alef開始， 

已非常細緻鋪排設計至 Tav終結的屬天道路， 

而不是一條因個人或環境影響而隨機誕生的道路。 

 

換句話說，神鋪設的天國道，在歷史上某年、某月、某日， 

向某人或某群體打開一個有關神名字或真理的新啟示時， 

其實，神早於創世以先，已經鋪排和設定了精心計劃， 

無論是頒佈啟示的對象，甚或頒佈的日期，都早已預訂了。 

 

天國道就是一條伏線，讓我們能夠追查神在歷史上埋下的謎題， 

有關跟隨神直到今天，接近結束的時間， 

錫安教會就是傳承這條天國道伏線的最後一棒。 

 

而 Alef Tav就是這條天國道狹義和廣義的統稱，因為 Alef Tav包含了對天國道的所有形容， 

包括當中的人物，以及天國道開始至終結的整個歷史，並期間的一切， 

全都完整地包含在 Alef Tav神隱藏的名字裡。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如果我們要追上神的時代計劃， 

並且要達至現今錫安教會的級數，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帶領， 

我們就要完全了解整條天國道，由開始至今，以及其終結， 

了解一切伏線及所有細節，才可以踏上今時今日神所鋪設的天國道。 

而不是只認識歷史上的前人，曾經怎樣踏上天國道，但自己卻錯失天國道。 

 

所以，為何現今世代，唯有錫安教會能夠踏上天國道，接末世的最後一棒， 

除此之外，世上再沒有另一個群體或教會，能夠讓我們每一日都行走在神現今的天國道上。 

唯有錫安教會，能夠由開始至終結，完全整合這條天國道的所有細節和題目， 

組合成一幅大圖片，就是神在歷史上建設的救贖計劃， 

目的是要鑄造一位永恆新婦，可以與神同掌王權，並與神同創整個人類歷史。 

亦唯有錫安教會，在追查到天國道的一條伏線後，不單單是紙上談兵， 

而是懂得如何正確地，回應伏線指出的神的時代計劃。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神會用眾多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已經得著永恆新婦的位份。 

因為，當日華牧師藉著研究「2012信息」，整合歷史上所有廣義和狹義的天國道時， 

就如蘋果公司，把所有零件組合成為一部萬能的 iPhone， 

日華牧師因為天國道的所有伏線，發現所有謎底，都是指出一個身份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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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指向分享和傳揚「2012信息」的錫安教會，就是永恆的新婦。 

 

因為，唯有那些自信主重生開始，已經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 

於神鋪設的天國道上奔跑的人，才算為神所鑄造的新婦。 

 

 

我們亦更進一步明白，為何《聖經》上清楚記載， 

舊約所有聖徒，包括亞伯拉罕、摩西、以撒、雅各，甚至大衛，都只是天國的賓客。 

 

 

全人類歷史和教會歷史中，只有接手天國道最後一棒的錫安教會，才能夠得著這個新婦位份。 

因為，唯有接手天國道信息最後一棒的人或群體， 

才可以完全整合和掌握整條天國道，開始 Alef至終結 Tav的一切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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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地活出神創造人類的真正形象，就是藉完整神話語所鑄造和妝飾整齊的新婦。 

 

所以，新婦並非單單能複述歷史上的天國道蹤跡， 

例如︰現今的信義會、浸信會、循道會、宣道會，甚至五旬節會， 

他們只能復述神在歷史上鋪設過的天國道蹤跡， 

卻沒有一個能整合天國道由開始至終結的一切細節， 

因此無法在自己身處的時代，追查神鋪設的天國道。 

 

 

我們試舉一個例，怎樣才算是一部完整的 iPhone呢？ 

如果有人擁有 iPhone的機殼，再加上一個 iPhone鏡頭，僅此而已， 

他算不算是擁有一部 iPhone呢？當然不算。 

即使他在 iPhone機殼內再加入一塊電池， 

他又算不算是擁有一部完整的 iPhone呢？當然也不算！ 

 

所以，我們現在就明白，為何只有錫安教會才配得成為新婦， 

因為歷史上所有曾經復還的真理，無論信義會、浸信會、循道會、宣道會或五旬節會， 

都只是擁有 iPhone部分零件，卻無法整合成一部功能完整的 iPhone。 

唯有能夠由開始至終結，整合一切啟示的錫安教會，才能夠成為新婦。 

換句話說，唯有能夠每天跟上神的時代計劃，緊緊跟隨到底，才算是基督的新婦。 

 

所以，成為新婦的最基本條件，就是要明白和了解歷史上所有曾經復還的真理， 

沒有任何不明白和誤解的地方，並且在跟隨神的整個歷程中， 

要完全不偏差地傾聽神的聲音，作出完全正確的回應，切實執行神每一個指示。 

 

當行了這一切、學會這一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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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歷程變為優質的性格、內涵和生命，完整地擁有神的形象， 

新婦就可以向世人見證神的美善和公義。 

 

正如主耶穌降生的時候， 

雖然當時代的法利賽人非常推崇摩西及舊約律法，但卻沒有跟隨主耶穌， 

那麼，他們算什麼呢？他們在天國中，甚至沒有資格成為賓客。 

 

又例如︰現今世代仍然追隨舊有宗派的基督徒， 

如信義會、浸信會、循道會、宣道會或五旬節會，他們能否成為新婦呢？ 

當然絕對不能。他們最多只是明白了神在歷史上鋪設的天國道蹤跡， 

卻沒有每天踏在神時代計劃的最前線。 

 

絕大部分舊宗派的基督徒，不單找不到神現今世代的天國道， 

甚至加害和攻擊行走在天國道的新婦， 

試問，他們又怎能夠成為天國的新婦和童女呢？其實他們連賓客都不如。 

 

就如《聖經》所說，新婦必定要在羔羊婚宴之前， 

藉著神的話把自己洗淨，並且妝飾整齊，完全無瑕疵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才能合資格成為婚宴中的主角。 

 

以舊約的摩西為例，他完整承傳了以往人們從神所得的全部啟示， 

那麼，他是否知道神如何創造世界呢？當然知道！ 

如果不知道，又如何寫下創世記呢？ 

 

摩西不單知道神從創世開始的一切工作和啟示， 

更完整地，將前人累積的信仰承先啟後， 

因為他藉著十災，帶領六百萬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得著神賜下律法的全部啟示。 

 

又例如︰舊約的大衛，他也能夠完整地，承傳以往屬靈偉人的全部啟示， 

才能寫下《詩篇》、建立大衛會幕，並留下遺命給所羅門建立聖殿。 

 

又例如︰主耶穌在世時，試想，他是否認識全本舊約《聖經》呢？ 

他是否認識以色列所有節期的奧秘呢？當然知道！ 

並且，他在世時能夠完成神每一天的時代計劃、完成救贖的功績、展開新約時代， 

主耶穌基督確實是承先啟後，承傳了神在歷史中埋下天國道的所有伏線。 

 

但是，每一個時代只有極少數的人，是《聖經》所講的餘數， 

能夠做到承先啟後，完整傳承上一代並歷史上的一切啟示，掌握神給予自己當時代的計劃， 

只有這些餘數，以及他們帶領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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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合資格成為新婦、童女和賓客的一份子。 

 

那些只停留在舊有宗派， 

不懂得承先啟後、不能跟隨神當世代的計劃、沒有每天跟隨聖靈帶領的人， 

絕對是死而又死的假宗教，亦是《啟示錄》所講的大淫婦。 

 

所以，日華牧師分享整套「2012信息」，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人類歷史上的一切不解之謎，及《聖經》隱藏的一切啟示和奧秘，全部解明並揭示出來。 

 

這亦解明了，為何神在創造 Alef的時候，已經把終結 Tav放在其中， 

因為新婦能明白神所有創造，藉著跟隨神的經歷，擁有神完整的生命性格內涵。 

所以，《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的開始， 

主耶穌就向使徒約翰顯現，說明自己就是阿拉法和俄梅戛， 

並且《啟示錄》完結時，出現了新婦的蹤跡， 

唯有新婦，是得著創始成終 Alef Tav名字的人物， 

任何人沒有得著神這個隱藏的名字，就沒有資格成為新婦。 

 

 

唯有知道神整個歷史計劃，明白歷史上所有天國道的伏線， 

經歷過每一個真理復還、對神的名字擁有完整理解、對神的話語擁有全部明白， 

並且要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回應神每一個帶領，才可以成為合資格的新婦。 

 

換言之，如果一間教會，完全不知道神創造整個宇宙和地球的 164億年歷史， 

他們就不可能是新婦，因為他們並不知道神創造開始 Alef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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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是日華牧師分享天國道中，廣義和狹義的道路。 

狹義上，我們要知道歷史中舊約和新約，以及各個偉人行過的天國道蹤跡。 

 

 

廣義上，我們也要藉「2012信息」提及的內容， 

如︰拉線、聲頻創造、黃道十二宮、伯利恆之星、火星的 Cydonia、時間的秘密， 

並現今分享的眾多共同信息，才能夠從廣義上明白整全 164億年的天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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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何神以建立屬靈聖殿來形容新婦，因為就如所羅門王所建造的聖殿一樣， 

當中不能缺少任何一個部分和結構，才會被神收貨成為完整的聖殿。 

 

新婦亦一樣，新婦完整擁有天國道廣義及狹義的部分， 

擁有神創造人類的全部優質，以及神全面的形象， 

即《聖經》記載所有最優越的生命性格內涵， 

就是妝飾整齊，完全無瑕疵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而最為重要的是，祂使用 Alef Tav的原因，就是用來包含及統稱這個啟示。 

就如為何神以「耶和華以勒」的方式代表「神必有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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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和華以勒，就包含了神必有預備這啟示，當你能夠了解耶和華以勒就是神必有預備， 

便可以使用耶和華以勒這名字向神禱告，求神必有預備。 

 

 

就如摩西，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他取了神的名字，就是「自有，永有」。 

「自有，永有」就是告知他，關於神帶領他出埃及時十災的能力， 

所以，若他想求這個能力，就要祈求這個自有永有的神， 

「你說你是自有永有的，請幫忙行出這個神蹟！」 

 

 

換言之，每一個名字背後，也有一連串的啟示，亦有一連串的力量， 

當你理解了這個啟示，就可以藉著這個名字支取當中的權柄和能力， 

並且釋放那種神已預備給你、已預定給你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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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預定給你呢？原來那個啟示打開給誰，是已預定的。 

就如耶和華以勒，任何人亦可以得到嗎？ 

不是。耶和華以勒一定是給予亞伯拉罕，是不能取替的。 

 

 

主耶穌的名字可以給予任何人嗎？不是。 

主耶穌的名字給予主耶穌以後信祂的門徒， 

他們可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去禱告。因此，神的啟示預定了給指定的人。 

 

 

那麼，Alef Tav這個啟示亦預定了給某一批人。 

那麼，到底那班人有什麼特徵呢？ 

就是他們被授予一種智慧，能夠解通 Alef Tav這個千古以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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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能夠解通了這個千古以來的啟示， 

就如摩西解通自有永有這名字後，便得著這名字的權柄一樣。 

 

其實，千古以來最大的啟示及最大的賞賜， 

就是賜給那班懂得理解或解通 Alef Tav這名字的人， 

於歷史上，是神預定了某一班人解通的，是註定了的， 

並不會有其他人的，而我們知道這一班人一定是我們了。 

 

 

影片：Alef Tav名字預定給予錫安教會的應許 

當日華牧師得著神 Alef Tav名字的啟示時， 

其實，不是偶然得到，而是神特意給予錫安。 

因為，對於神的作為、神的時代信息而言， 

沒有一個數字、沒有一件事件是偶然的。 

  

尤其是神於《詩篇》117、118及 119篇中，放下大量給予錫安的印證， 

印證錫安得著音樂動勢、解通 Freemason的奧秘等等。 

而《詩篇‧119篇》，更是如《箴言‧賢婦篇》一般， 

以離合詩的方式寫成，22個字母，每個字母 8節，總數 176節， 

對比今年是《南京條約》176周年，完成新婦的整體塑造。 

所有數字、所有事件，也不是偶然， 

而是神刻意存藏於《詩篇》中，成為給予我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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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詩篇‧119篇》的 Alef Tav，是紀錄天國道將會完成。 

所以，不是於 Alef的角度，去發出一個預言，預言幾千年後，將會出現 Tav。 

我們現在所處身的時空，是於 Tav完成的時間，去回顧整個天國道的完成版。 

  

既然，是紀念天國道的完成，那麼，我們就要認識整個天國道， 

並且，對於整個天國道計劃的理解，是缺一不可。 

就如策略遊戲 AOE，假如我們要全盤認識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只站在農民的視點，認知如何伐木、掘礦， 

亦不可能只是於斥侯的角度，認知如何開地圖，而其他全部的指令也一竅不通。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63 

作為認識整個遊戲，我們不單止要認識所有角色的基本操作， 

並且，如何升城、如何戰鬥、如何防守，甚至乎，進階的攻城策略、各種兵種的配搭、 

兵種相剋的數據等等，這才稱得上是全面認識這個遊戲的玩家。 

  

所以，神將祂 Alef Tav名字的啟示給予錫安， 

目的就是讓我們完成 Alef Tav ── 天國道的完整版，完成神創造人類的計劃。 

而當這個計劃完成後，世界就會如舊衣服被捲起， 

因此，我們亦會於完成整個天國道時，帶起末後的大復興， 

帶著所有果子，一起被提，而我們，亦會因著完成天國道， 

因而配得返回時間流之初，成為天國道試題的考官。 

 

因此，Alef Tav其實是一個神的名字及這個計劃的統稱， 

並且，當理解到 Alef Tav，是包括了這名字包含的權柄和能力賜給你。 

 

 

天國道就是形容人世間當中、歷史當中，你可以追溯到的事件， 

讓我們理解到箇中的運作原則、由來，以及人類歷史最後的獎勵，這就統稱為「天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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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神的名字和啟示是在指定的時間打開 

日華牧師分享到，《聖經》記載了神眾多的名字， 

例如︰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尼西、自有永有等。 

 

 

其實，神每一個名字的奧秘，神都預定了由歷史上某個特定人物， 

於某個特定時間才能夠打開。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為何神每個名字，都只能夠在特定時間，並由指定人物才能打開呢？ 

 

以「主耶穌基督」的名字為例，試想，世上除了主耶穌之外， 

歷史上還有人有資格打開，並得到這個名字嗎？當然絕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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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現今有人行全整本舊約律法，甚至再次釘十字架， 

都不可能再得著「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只有在二千年前，在耶路撒冷釘十字架的耶穌才有資格， 

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唯一一個。 

 

因為神在創世以先已經預定了，這個名字是特定給予祂的獨生兒子， 

時間是特定在二千多年前的以色列，而地點就是耶路撒冷。 

 

 

歷史上，唯有《聖經》記載的主耶穌，即神的獨生兒子，才可以承受這個名字， 

並完成二千年前神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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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耶和華以勒」這個名字，明顯地，是神特定給予活在四千年前的亞伯拉罕， 

並非任何人名叫亞伯拉罕，都有資格成為第一個承受這名字的人， 

唯有四千年前出生在迦勒底吾珥，並跟隨神的帶領到迦南地定居的那一位亞伯拉罕， 

在一百歲生了以撒後，神才讓亞伯拉罕一人，得到這名字的啟示和承受當中的祝福。 

 

 

唯有活在 4000年前那時空的亞伯拉罕，神讓他在一百歲的時候生了以撒， 

並且在以撒長大後，神親自向他顯現，要求他將獨生兒子以撒獻上成為燔祭， 

隨後再藉天使阻止他獻以撒，並把早已預備好的羔羊代替以撒獻給神， 

因此，亞伯拉罕才能經歷並得著神「耶和華以勒」這名字的啟示和祝福。 

 

 

所以，神每一次打開祂名字的啟示和奧秘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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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定是在人類歷史上某個特定時空，以及向特定的某個人或某群人揭示。 

正如神向亞伯拉罕打開「耶和華以勒」這個名字的時空，是距今四千年前， 

不會發生在六千年前的亞當時代，也不會發生在四千年後今天的現代社會， 

因為神在歷史上，指定了某年、某月、某日，發生在某人身上的計劃。 

 

 

又例如︰新約時代，由五百年前馬丁路德得到「因信稱義」的啟示開始， 

到浸信會、循道會、宣道會、五旬節會，每一次神打開一個全新的新約啟示， 

都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給予指定的某個人或某群人。 

因此，我們就明白到，神早已預設整個人類歷史的計劃，沒有一日偏差， 

同時，每一個完成神時代計劃的人，亦是神所預定。 

 

但是，今時今日，神卻向日華牧師並錫安教會，啟示自己另一個名字， 

就是創始成終的阿拉法、俄梅戛，即 Alef Tav，按以上的《聖經》原則和邏輯， 

明顯，今時今日能夠打開 Alef Tav啟示的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絕對是神預定的特定時間和指定人物。 

 

當我們知道，Alef Tav這名字，是神在整本《聖經》中隱藏的最後一個名字， 

並且是在最後一卷《聖經》《啟示錄》所隱藏的神的名字， 

我們就知道，這是人類歷史上，神打開最後一個名字的時間， 

之後不會再有另一個神的名字，亦證明這就是神最後一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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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一次所打開的，不單是神最後一個名字 Tav的啟示， 

更一次過打開神時代計劃的開始，Alef的奧秘， 

所以，當 Alef Tav的意思被揭示時，就已一次過打開神在人類歷史中， 

由開始至結束所隱藏的一切奧秘和啟示。 

 

就如一齣偵探片，揭開電影由開始至終結隱藏的一切佈局、伏線和謎底的時候， 

當然就是電影的大結局，因為之後再沒有需要向觀眾交代的劇情，一切都已完滿結束。 

 

 

而「2012榮耀盼望」信息，就是一套打開神放在人類歷史上一切謎題的信息， 

並且完整地，完全打開神隱藏在最後的名字 Alef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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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世界將要結束，往後再沒有需要交代的劇情和伏線，因為神的時代計劃已經完成， 

新婦亦經已出現並妝飾整齊，可以與主耶穌一同開始羔羊的婚宴。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這次感言中，如這篇主日信息提及， 

當聽到天國道信息時，我們便可以肯定， 

沒有事情是隨機、偶然，或未經神的允許而發生， 

如此，錫安的身份便更呼之欲出。 

 

 

因為，有這麼多的事情是神容許發生在錫安身上， 

現時，你會更明白當中發生的方法，為何神會以鋪天蓋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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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那麼多的數字、那麼多的指定來印證錫安， 

包括神不吝嗇地用《詩篇‧117章》、《詩篇‧118章》及《詩篇‧119章》來指向錫安， 

說明在錫安身上發生的所有事情。 

 

 

如早前提及「1455」的 VO，當中的巧合已經很恐怖，那種偶然更是沒可能， 

 

 

其中「1455」有如此多與第一代有線和第一代無線「錫安劍」有關的印證， 

而且都是在同一時間發生！如果只與第一代藍牙「錫安劍」有關，你都會感到很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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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與第一代有線「錫安劍」有關，你便要預先想一想， 

在創世以先，神經已預定了有兩款「錫安劍」，分別是有線和藍牙， 

如此，才能在創世以先經已預備至這個階段。 

 

 

相信大家也會明白，這些日子都不是我們可作選擇的。 

當然，主日信息一定會在星期日分享，很多事情也一定會在星期日才能夠做， 

可是，那些都不是我們而定。例如：日子是 2014年 5月 5日， 

然後要到那年那月那日分享並派發有線「錫安劍」， 

根本不可能是我們選擇，我們亦不能計算到那麼多。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72 

 

 

在此，你要了解，我分享天國道的重要性， 

以及神既然如此重視整個天國道中每個人的回應，如此，神也很重視我們的回應。 

 

試想一想，神以那麼多事情作印證，其實，神是想我們怎樣回應？ 

我們需要不斷思想，既然神已經做到這種程度，你還想怎樣？還想不信？ 

你也看見當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已經做到這個程度， 

可是，以色列人仍然有本事選擇不信！  

 

 

為甚麼我時常以《出埃及記》作對比？ 

因為這節經文已經對比了我們應有的態度，在那四十年的經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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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要學習這個榜樣，一定要很謹慎，不要與他們犯上同樣的錯誤。 

 

 

神讓六百萬以色列人死去，其實，真正想教訓的是錫安。 

因為，神故意在 Alef時放下 Tav，所以，神真正想教訓的是錫安。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當中學習。 

神讓很多人死去作為鑒戒，為了教訓我們，故此，我們一定理解。 

 

 

現時，你便明白，為何神會以這麼多事情來印證， 

因為，神一定要讓我們知道和肯定。 

即使是外面的人有膽量作出否定，他們的結局一定會死得很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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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我們最清楚那些神給予我們的印證。 

如現時我們談及的數值，這條算式 901 + 419 + 1455 + 2019 = 4794， 

這絕對是在提及甚麼？從任何地方亦提及《詩篇‧119章》， 

因為這裡包括著「1455」，這個關於《南京條約》的共同信息。  

 

 

 

該條約不論簽署和執行的日期、年份，都與今年相距 176年， 

簽署地點的船隻的長度正是 176尺，這相距的年份 176， 

正是 2019對應《詩篇‧119》的節數， 

所以這裡的 2019和 1455一定是指向 2019年。 

但是，9月 1日，901和 419都必然指向 2019年， 

因為我與玉珍師母的生日絕對不可能是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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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試想，《聖經》中第一次出現 901， 

就是《出埃及記‧10章 26節》，這正指出全人類歷史某一特定日子， 

這一天就是我們分享多年，於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們守逾越節，吃羔羊然後離開的那一天。 

 

 

這是多麼可怕？以我的生日查找，不單找到名字，更找到那特定的一天， 

那天就是我們分享 Planet X，談到十災結束的日子。 

然而，更可怕的是接下來的一年，而非上一年。 

 

下一年，2019年，逾越節，就是上述以我生日找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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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玉珍師母的生日，也就是 4月 19日， 

2019年 4月 19日，就是逾越節的日子。 

 

 

因此，這數值必然是指出《詩篇‧119篇》，並指向 2019年， 

為什麼不僅是指出 2019年？因為於其中正包含 176這數字。 

 

 

全《聖經》中只有一章經文有 176節，即使大家如何不懂《聖經》，都一定會有印象， 

因為這是全《聖經》最長的章節， 

而它的鏡面倒置就必然是《詩篇‧117篇》，就是全《聖經》中最短的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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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道數式，已經將我們這兩年分享的信息指出， 

我們曾分享，當我們進入 2019年，就會理解鏡面倒置的能力就是審判。 

 

 

逾越節最後一天，就是十災的最後一災，擊殺長子之災就是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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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說，《詩篇‧119篇》的時間，就如鏡面倒置一樣的去學習審判？ 

因為它就是一個「鏡面倒置」，鏡面倒置，一面提及的，就是讚美當中得到的能力， 

另一面提及的就是神審判的能力。 

 

 

而在這道數式中，另一面的 4794，竟然真的是上述的「鏡面倒置」， 

因為，全《聖經》中的另一節 4794的經文，就是《羅馬書‧15章 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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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使用串珠的話，就會知道，這節經文，正是引用《詩篇‧117篇》的第一節， 

就是：「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啊，你們都當頌讚祂！」 

 

 

試想，一面是 119，另一面竟就是 117，這些數字只有一個而已，是無可推諉， 

而且它絕非多或少了一個數字。 

 

那就是《詩篇‧117篇》第 1節，這不正是鏡面倒置麼？ 

最長的《詩篇‧119篇》和最短的《詩篇‧117篇》， 

倘若靈修閱讀《聖經》，最短的，正是說認真讚美， 

而若閱至 119篇那天，可能便會上不了班，那真的是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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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篇是最長，一篇是最短，當中就是以《詩篇‧118篇》作為對比。 

試問，全世界有哪一家教會如此教導，以這三篇《詩篇》分享鏡面倒置的教導？ 

全世界也就只有錫安教會了。但用了「4794」這個數字給予哪一所教會？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但神並不是這樣給我們就算了吧！ 

祂還用整個地球的大小告訴我們，「4794」這個數字是給我們的， 

因為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我們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距離就是「4794」英里。 

 

但竟然是印證 2019年我們會說鏡面倒置的信息。 

祂用這個數字讓我們看見，《詩篇‧117篇》，就是鏡面倒置中，讚美和祝福的一方； 

然後《詩篇‧118篇》是鏡面倒置中的鏡子，而《詩篇‧119篇》才是鏡面倒置。 

  

但這條數式 901 + 419 + 1455 + 2019 = 4794就是今年神告訴我們， 

錫安教會所說的信息，都是神所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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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安排，大家都知道沒有辦法堆砌得到出來，裡面牽涉多少事情、牽涉多少歷史？ 

牽涉其中很多關於月數、日數可以改變數字， 

這是我們先分享的。並且牽涉到關於整個香港舞台， 

根本是神一早藉著 Freemason去塑造， 

 

 

我們就牽涉關於「1455」和「南京條約」， 

神給予我們一日也不偏差、一個數字也不偏差、一個人數也不偏差， 

「1455」就是指這件事情，就連我們的新歌也沒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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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全世界只有我們，所分享完的主日信息可以在兩年後才播放的時候， 

日期也配合在其中，就在 2014年 5月 5日的主日播放，竟然也是派發「錫安劍」的日子。 

你試想，這些數字如何堆砌得到出來？ 

 

影片：總結感言一︰1455與 4794指向的 2019年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進深分享，近期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兩條共同信息算式， 

對我們錫安教會的真正意義，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回應。 

 

現在，讓我們先作少許重溫： 

第一條算式，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月 1日，以及玉珍師母的生日日期 4月 19日， 

化為數字 901和 419，再加上，2016年 6月 26日舉行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中， 

派發的入場劵數目 1455， 

以及今年 2018年 3月 18日舉行的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的當日， 

神開始給予日華牧師「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年份 2019。 

當這四個數字相加，即 901 + 419 + 1455 + 2019，正好等如指向錫安教會拉線共同信息的數字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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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將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化為數字 901， 

並在全本《聖經》中，搜尋第一個總數為 901的字，竟然就是 Leave， 

正好對比日華牧師信主前的英文名 Leaves，意思是離開或葉子，但是，為何是離開呢？ 

 

 

因為 Leave這個字，出現在《出埃及記‧10章 26節》， 

正是神將要施行第十災，並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節， 

預備出埃及的時候，正好代表預備被提的意思。 

 

同樣，當我們以「還有一年」就是 2019年的概念，研究玉珍師母的生日日期 4月 19日， 

就會發現 2019年 4月 19日，正好就是 2019年逾越節的第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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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逾越節是什麼時候呢？豈不正是上述提及， 

包含日華牧師生日日期及信主前所改的名字，數字 901和 Leaves， 

即《出埃及記‧10章 26節》嗎？並且，《出埃及記‧10章 26節》的內容， 

正是神將要行使第十災擊殺埃及人的長子， 

而以色列則必須守第一次逾越節，才可以避過災禍，並出埃及嗎？ 

 

 

明顯，這是神一個雙重印證，證明「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要錫安教會全體預備進到 2019年，極可能，這就是被提前的最後一年。 

 

 

所以，藉著這兩條包含日華牧師和玉珍師母生日日期 901和 419的算式， 

就證明 2019年對錫安教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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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玉珍師母 2019年的生日，2019年 4月 19日，正是 2019年逾越節的第一日， 

包含了日華牧師生日日期及信主前所改的名字，數字 901和 Leaves， 

變相將日華牧師和玉珍師母的生日，放在同一日出現，就是 2019年 4月 19日。 

 

 

所以，這條算式中，無論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數字 901， 

抑或玉珍師母的生日數字 419，都同樣是指向算式中唯一一個年份 —— 2019年， 

就是神給予錫安教會定命，數字 4794真正終極完成的年份。 

 

另一方面，第一條算式剩下的數字 1455， 

上述提到，這是 SingSongZion十周年派發的聚會入場劵數目， 

成了錫安教會人數的代表性數字，但是，數字 1455，原來亦與 901和 419一樣， 

都是指向「還有一年」就到 2019年的共同信息。 

為什麼 1455同樣都是指向 2019年呢？ 

 

現在，就讓我們為大家詳細解說。 

 

數字 1455，不單出現在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當天， 

並且，當時的一個多月前，2016年 5月 8日當天的主日， 

是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的日子，將當天日期化為數字，就是 508。 

詩歌編號 508，正是 1998年 2月，日華牧師從神接收到第一個音樂動勢後， 

推出的第一首錫安新歌《蒙神憐憫》的歌曲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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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6年 5月 8日當天，主日新歌「心中永念我主洪恩大愛」， 

詩歌編號正是 1455，正好成為一個 Alef Tav，一頭一尾的信息， 

證明神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開始第一個音樂動勢， 

並成就「錫安劍」耳機的壯舉。 

 

此外，當我們將日華牧師動員全錫安教會肢體參與，一同製造第二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的行動， 

「萬劍齊發」完成日的 2016年 8月 29日，化為數字 829的話， 

就會發現，代表「萬劍齊發」的數字 829，加上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的日期數字 626， 

竟然就等同 SingSongZion十周年派發的入場劵數目 1455， 

以及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當日的新歌編號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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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數字 1455，不單是指向錫安教會的代表性人數數目， 

更是指向第一個音樂動勢，以及「錫安劍」之誕生動勢的共同信息數字。 

神竟然僅用一個數字 1455，就代表了錫安教會、錫安新歌及「錫安劍」，實在令人嘖嘖稱奇！ 

 

但是，為何數字 1455是指向 2019年呢？ 

首先，藉著日華牧師由 2015年 3月 15日開始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開始， 

我們就發現香港的建造和規劃，原來是由幕後的新婦和十王掌管， 

為要成為新婦的住處，以及指向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終極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並且，香港亦是 Freemason所塑造，孕育新婦錫安教會的東方之珠。 

 

 

事實上，香港的孕育和誕生，竟然都隱藏了印證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因為曾經令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長達 155年的起點， 

就是鴉片戰爭後，英國和滿清政府在 1842年簽署的《南京條約》， 

而簽署日期就是 1842年 8月 29日， 

正好是錫安教會鑄造「錫安劍」耳機「萬劍齊發」行動的完成日，兩者都是同一日！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88 

 

 

不單如此，南京條約的生效日期推遲了 10個月，於 1843年 6月 26日才正式執行， 

這日正正就是 SingSongZion十周年聚會的舉行日期 6月 26日，領入場劵人數則是 1455人。 

 

而簽署《南京條約》的地方，是一艘全長 176呎的英國軍艦康沃利斯號。 

當你將《南京條約》的簽署年份 1842年，加上康沃利斯號的長度 176呎， 

即 1842+176，正好等如 2018，即今年 2018年的年份數字。 

 

 

並且，當你將《南京條約》的執行年份 1843年，加上康沃利斯號的長度 176呎， 

即 1843+176，則正好等如 2019，就是「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數字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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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艘長度為 176呎的康沃利斯號，同樣隱藏了指向 2019年的意思， 

因為代表 2019年的《詩篇‧119篇》，正好是 176節。 

一節也不偏差地，指向令香港誕生的起點《南京條約》， 

成為指向得著第一個音樂動勢和製造「錫安劍」，以及代表性人數為 1455的錫安教會， 

就是神所命定的 The One真命天子，是拔出石中神劍製造錫安劍的王者， 

是將會被提與主空中共舞的新婦。 

 

並且，神以共同信息數字， 

就是創辦錫安教會的日華牧師和玉珍師母的生日數字 901和 419， 

加上包含香港誕生日期、「錫安劍」製造日期、「錫安劍」派發日期、 

錫安新歌編號及 SingSongZion十周年日期的數字 1455，即 829 + 626的數字 1455。 

最後再加上以上眾多印證及指向「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數字 2019， 

就等如錫安教會拉線，最具代表性的傳奇數字 4794！ 

 

所以，這兩條算式的謎底已經全部打開， 

明顯地，2019年，將會是這九年神託付我們錫安教會的定命，真正發揚光大及完成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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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以《出埃及記‧10章 26節》，十災中最後一災的擊殺長子之災，代表鐵杖審判能力， 

及日華牧師名字 Leaves和玉珍師母生日 419 的逾越節，代表的被提， 

證明 2019年，就是錫安教會這位將要被提的男孩子，得著鐵杖的時間。 

 

 

而今年 2018年 12月 13日，正是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的九周年， 

換句話說，「2012信息」將正式踏入第十年。 

然而，2019年 4月 19日逾越節隱藏共同信息的經文，即《出埃及記‧10章 26節》， 

正是記載神行使第十災前的一刻，叫以色列人過逾越節並預備好隨時離開埃及， 

並且，當時埃及的十災，亦是因為代號為 Planet X的行星，逼近地球而引致。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91 

所以，同樣地，2019年 4月 19日，正好隱藏了神給予錫安教會「X」的共同信息， 

因為「X」就是羅馬數字 10的意思，無怪乎現今世上三個最重要的電腦軟件和工具， 

iPhone、Windows及 Andriod，都正好以「X」或「10」成為代號， 

印證錫安教會將會進到 2019年所代表，4794終極定命的年份！ 

 

 

這不過是告訴你，錫安教會神真是無微不至地掌控。 

世界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第二群人，神是這樣去照顧他們。 

全本《聖經》加起來，你找不到另一個群體神是這樣照顧，這樣你就看見錫安教會的重要性。 

所以，你現在所聽的信息何其重要，並且你身份的尊貴程度是何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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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親自看見，只有這條數式是今年才有用。 

但是，「4794」是我們開始分享第一篇「2012信息」的時候，已經發現和分享。 

但說到現在，你都發覺仍然是這麼豐富，哪有可能是人為所做的。 

 

 

你要想想，現在牧師說一篇新的主日信息，已經差點要了他的命， 

但單單這個數字，我們說了多少年？ 

 

你想想，我們活在另一個世界，那種豐富，是神所給予我們的帶領和印證。 

所以，現在大家都發覺，這條數式說明兩件事： 

第一件事，神真的用《詩篇》117篇、118篇、119篇，談及錫安教會， 

並且印證一件事，就是我們說的鏡面倒置，我們要開始學習審判的能力， 

絕對是談及我們。這就是我生日後，讓我們看見，出現很多審判的能力。 

如果你說審判能力，說風災不足夠的時候，那麼我們說經濟災害，夠了嗎？ 

經濟災害是否足夠？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然而，策略家便會知道。你會看見這個審判是在我的生日後， 

其中一件事情是我們所說的 Bitcoin（比特幣）和 Litecoin（萊特幣）， 

再一次觸及「4794」，但卻是因為它們的價值下跌至「4794」。 

你會看見，從我今年生日後，無論是經濟、風災、世界最富有的公司，全都落在審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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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地，我們所說的這些定論，你都能親眼看見。可是，你曾否見識過？ 

在你見識之前，你在有生之年也未首想像過， 

我相信在座各位，聽我們這幾年信息也覺得， 

錫安已經分享了很多你未曾想像過的領域。 

只不過，這不單是歷史，不單是古文物； 

不單是我們看見在這個世界上許多發生的事情。 

 

其實，發生在錫安身上，錫安與神之間的關係，應該都是你未曾想像過的。 

即使是你信主以來，你也未曾想像過世上會有一間教會，神是會這樣照顧。 

祂真的是將其捧於掌心中，放於神的心坎中，錫安所經歷的印證還不足夠證明這件事？ 

 

這好像在我今年生日之後， 

其中一件新聞，是我們經常在《栽在溪水旁》都提到的港珠澳大橋。 

但是，這港珠澳大橋的造價新聞，又突然出現了， 

原來，它是用了 4794億台幣造出來的。你想像一下是多麼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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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分享港珠澳大橋與「4794」的關係，但是，真的需要這樣嗎？聯繫到這個階段！ 

大家都知道這是沒有可能是巧恰的，是這麼特別的數字組合。 

 

影片：總結感言 2：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後不斷出現眾多 4794的驚人印證 

自從踏入今年日華牧師 57歲生日後， 

現實世界，就不斷持續出現眾多 4794和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驚人印證。 

  

首先，大家必須知道，4794這個名不經傳的數字， 

是於 2009年，日華牧師著手研究「2012榮耀盼望」信息之際， 

神啟示日華牧師及獨特印證錫安教會身份的傳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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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年 4794的意義，是代表由 1996年 7月 21日雙氧水事件的發生， 

至 2009年 9月 5日，先知 Bob Jones發佈「榮耀列車」的預言， 

印證日華牧師決定著手研究「2012信息」，兩者之間相隔的日數，正是 4794日， 

神以「時間」的方式，標記了錫安教會的身份和事蹟。 

 

  

此外，4794，同樣代表由聖殿拉線至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距離，正好就是 4794英里， 

換句話說，神是以「地點和空間」的方式，標記了錫安教會的身份和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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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 2009年開始，眾所周知 4794代表的獨特意思， 

神是以「時間」和「空間」的方式，認可錫安教會是連一日、一點也不偏差， 

緊緊跟隨神的帶領，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真命天子。 

  

然而，隨著「2012信息」分享後， 

過往九年間，神持續不斷以 4794的Marker，標記錫安教會的身份和事蹟， 

包括：舊版 Google Earth拉線，除了錫安教會的發源地粉嶺圍是 4794英里之外， 

1992年，教會曾租用的靈山村家聚聚會地點、 

1999年，曾租用作籌備 Y2K千年蟲及日華牧師當年居所下山雞乙的坪輋倉， 

以至 2009年舉辦「2012信息籌備營」的帝景酒店， 

錫安教會曾使用過的這些地點，與聖殿的拉線距離同樣是 4794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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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毫不知情下，錫安教會多年來主要使用的場地， 

以及日華牧師曾經居住的地點，都被神超然帶領， 

竟然絲毫不差，全都集中在地圖上僅僅闊 1英里的線上，實在是非常瘋狂！ 

 

隨著 2010年 Google Earth改版後， 

於 2013年 9月，正值當年日華牧師生日的時候，資料員才發現， 

日華牧師於 2012年，按著神超然帶領分享的「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主日信息中， 

官方唯一推介的兩處食日地點南生圍和黃金海岸， 

甚至當年日華牧師入住的新居元朗柏麗豪苑（Parkside Villa）， 

與聖殿的拉線距離竟然同樣是 4794英里。 

 

  

此外，2007年暑假，錫安教會電影部所拍攝， 

隱藏了共同信息數字 923的電影《九月和弦》及《23英里外的貝殼》， 

兩齣電影曾使用的拍攝地點，與聖殿的拉線距離，竟然同樣也是 4794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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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2006年至 2012年，錫安教會租用盛力工業中心， 

取代之前教會稱為聖殿的屯門舊寫字樓，作為日華牧師及全職的辦公室， 

而新聖殿的盛力工業中心，與耶路撒冷聖殿的拉線距離，同樣也是 4794英里， 

換句話說，耶路撒冷的聖殿，與新婦錫安教會使用的聖殿，兩者的距離也是 4794英里。 

 

  

隨後，當踏入 2015年，「天馬座行動」信息分享後， 

神進一步啟示世上眾多 4794的共同信息，以此印證新婦錫安教會的身份， 

正如過往多次提及，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號，排除萬難、轟轟烈烈，犧牲了不少性命。 

終於在麻省鱈魚角靠岸，成為美國歷史的開始。 

而五月花號停泊的地點鱈魚角，竟然正好就是 4794拉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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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79年，日華牧師開始接觸基督教和信主的真道教會，正是位於旺角新興五月花大廈， 

因此，真道教會又名旺角新興五月花真道教會，與五月花號同名， 

當日華牧師決志信主後，就開始了神帶領他創立錫安教會的傳奇。 

 

  

所以，4794美國起點的五月花號， 

就是一個共同信息，指向日華牧師信仰和錫安教會的開始。 

隨後 1985年，日華牧師與玉珍師母結婚，共同建立錫安教會之後， 

大約在 1990年，由本來居住的青衣美景花園，遷往紅磡小區的福年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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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小區有三條以三輛柴油火車頭命名的街道， 

包括：溫思勞街（Winslow Street）、必嘉街（Baker Street）和獲嘉道（Walker Road）， 

其中，溫思勞正是 4794五月花號船長的名字。 

 

  

而日華牧師居住的福年新樓附近， 

竟然還有兩條街道，是對應世上另外兩個同樣是拉線 4794的地點。 

第一條街道，是對應安徽省蕪湖市的蕪湖街（Wuhu Street）， 

另一條街道，是對應馬六甲（Malacca）的馬來街（Malacca Street）， 

這兩條街道所對應的中國蕪湖市和東南亞馬六甲，與聖殿根基石拉線的距離，同樣是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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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所有地點的距離和命名，顯然都絕非偶然， 

由香港至全世界，連一英里、一個數字都沒有偏差，一切都在神極其細緻的掌管之中， 

神不單以香港日華牧師的住處、錫安教會曾經使用過的地點，出現 4794成為印證， 

甚至以國際性的 4794印證，五月花號停泊的麻省鱈魚角、蕪湖市和馬六甲等， 

明證神是以國際和歷史的級數，來印證錫安教會 4794的永恆身份。 

 

 

但是，神對錫安教會的印證並不僅止於此， 

就連大自然法則及萬物定理，原來都潛藏了眾多 4794的共同信息， 

例如︰從地球地心拉出 69度，按著地球的體積，這弧度在球面上的距離正正就是 4794英里， 

而 69的鏡面倒置，就是 96，對應 1996年新婦錫安教會發生雙氧水事件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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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1969年美國登月太空人岩士唐的名句：「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預示 1996年雙氧水事件的發生，當日錫安教會踏出的一小步，是為全人類踏出的一大步， 

是計算錫安教會 4794傳奇的開始。 

   

除此之外，「聖經密碼」中，唯一出現 Nibiru，即 Planet X，與 2012形成的矩陣中， 

Nibiru這個字串的字母間格，竟然也是 4794個字母。 

4794的 Planet X正是觸發末世出現七年大災難的主因， 

也是日華牧師認為必須分享「2012信息」的其一主要考慮因素。 

 

  

所以，4794「聖經密碼」的發現， 



20181209   ww.ziondaily.com 
 

 
 103 

明證了 4794、Planet X與「2012信息」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透過 4794的錫安教會，頒佈「2012信息」， 

讓 Planet X正式打開《啟示錄》的序幕，成為全地災難的審判。 

 

另一方面，神透過「天馬座行動」信息， 

逐步啟示我們藉解謎方式，發現我們錫安教會的身份， 

原來我們就是《啟示錄》預言的四馬，而第四馬正好就是天馬座 Pegasus， 

預示擁有復活身體，能夠時空穿梭的新婦。 

 

  

事實上，1859年德國波恩天文台台長， 

天文學家阿格蘭德（Friedrich W Argelander）開始繪製波昂星圖時， 

將代表第四馬的天馬座旁邊，一對兩顆星的聯星（binary star）， 

以「變星命名法」，將其命名為 IK Pegasi，即天馬座 IK。 

 

英文字母中，I是第 9個字母，K則是第 11個字母， 

因此，天馬座 IK（IK Pegasi），即是天馬座 911， 

而 911是 119的鏡面倒置，預示天馬座進入《詩篇‧119篇》鏡子的另一面，審判的能力。 

除此之外，按著時鐘面來看，911代表著 923的共同信息， 

代表永恆新婦進到信仰巔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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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波昂星圖的名稱，這顆星是 BD +18°4794， 

竟然出現了代表我們錫安教會身份的數字 4794， 

就連天上的眾星，代表新婦的第四馬天馬座，都隱藏了 4794的傳奇數字。 

顯而易見，一切都絕不可能是巧合，於時間和歷史背後，創造主必然嚴格掌控、 

巧妙安排每項日期和地點，實在是相當驚人。 

 

  

然而，踏入今年日華牧師 57歲生日之後， 

由 9月至今，短短三個月內，4794的驚人印證更是連綿不斷、從未停止， 

就如今年教會全職送給日華牧師生日的口號︰「日華牧師 57歲生日印證多籮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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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當天爆發至巔峰狀態的超強颱風飛燕， 

正面吹襲日本，導致大阪及神戶，錄得自 1961年，57年來最高風暴潮的記錄。 

1961年正是日華牧師出生的年份，而 57，也正是日華牧師今年生日後的歲數。 

 

  

此外，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後，蘋果公司舉行了國際觸目的「秋季發佈會」， 

而最新發佈的三款 iPhone，將其美元售價和公開發售日期化為數字後， 

相加得出的答案，竟然正好就是與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傳奇數字 4794。 

 

 

除此之外，今年 9月破紀錄的超強颱風山竹， 

其寫法竟然隱藏了與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傳奇數字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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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今年 10月形成的風王超強颱風玉兔， 

當我們將「玉兔」一字，作鏡像上下及左右倒置， 

就會出現預示「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2-0-1-2」及錫安教會的英文「ZION」。 

 

 

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後， 

神接連藉著西北太平洋兩股最強風暴山竹和玉兔的名字， 

同時隱藏 4794新婦錫安教會 ZION和「2012信息」的共同信息。 

  

另一方面，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後， 

2018年 10月 24日，連接香港、澳門及廣東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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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近九年終於興建完成的港珠澳大橋終於正式通車， 

是世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 

成為轟動香港及國際的頭條新聞，更被英國《衛報》稱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然而，大家有沒有想像過，港珠澳大橋單是香港這一段的造價是多少呢？  

究竟，堪稱「現代世界七大奇蹟」的港珠澳大橋，與我們錫安教會有甚麼關係呢？ 

沒錯！堪稱「現代世界七大奇蹟」的港珠澳大橋， 

單是香港這一段的造價，已經是 4794億元新台幣，竟然正是 4794，實在相當驚人！ 

 

   

事實上，早在 2015年 10月，神已經讓我們發現港珠澳大橋位處的公路段， 

正是中國公路網的 G4及 G94路段，英文字母中，G是第 7個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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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兩段公路就構成 G4794的共同信息。 

 

 

此外，11月 20日，正當我們舉行「2018錫安教會音樂營」， 

近 30名加拿大分會弟兄姊妹踴躍來港參與的時候， 

加密貨幣 Litecoin、Bitcoin竟然再一次出現 4794數字串的價格。 

Litecoin為加拿大幣 47.94元，Bitcoin為 4,794美元。 

 

  

甚至，11月 25日的特別聚會，播放由日華牧師兒子熾焮， 

為日華牧師生日而拍攝的微電影《Reality Check》， 

及重溫「2018 錫安教會音樂營的始與末」當日， 

Bitcoin的人民幣價格下跌，竟然都出現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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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近日一則轟動國際的頭條新聞： 

11月 30日，筆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泰斗查良鏞逝世，享年 94歲， 

過往「天馬座行動」信息中，曾分享金庸筆下的《倚天屠龍記》， 

隱藏了眾多與新婦錫安教會和錫安劍屠聾行動的共同信息。 

然而，究竟這則頭條新聞，隱藏了甚麼共同信息呢？ 

與新婦錫安教會的 4794，有甚麼關係呢？原來，94正是 47的雙子， 2 x 47就是 94， 

帶著共同信息的《倚天屠龍記》作者金庸，他的一生都隱藏了 4794的共同信息。 

 

 

當然，還有今篇信息的精華短片「時事追擊：2018年中國非洲豬瘟疫情」提到， 

原來近期轟動全世界的非洲豬瘟災難，都隱藏了 4794蕪湖市和日華牧師生日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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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的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在今年 9月 1日 ── 901，日華牧師生日之前， 

由首宗病發開始，全中國在一個月裡，僅僅只有五宗病發疫情， 

而且，在日華牧師生日之前，最後一宗病發疫情，正是發生在帶著 4794共同信息的蕪湖市。 

但是，到了日華牧師 57歲生日後，非洲豬瘟病毒正式全面蔓延， 

由 9月 1日至今，短短三個月裡，大幅度爆發超過 70多宗， 

在日華牧師生日的前與後，形成強烈對比。 

 

截至今天，全中國撲殺超過 60萬隻豬，簡直就是生態和食物的大災難。 

而且，目前情況仍未受控，全中國 26,000養豬戶的生計岌岌可危， 

數以千萬計的豬隻命懸一線，隨時感染病毒而死。 

 

然而，這場食物大災難，卻與 4794（蕪湖市）和日華牧師生日有關 

實在，自從踏入今年日華牧師 57歲生日之後，短短三個月間， 

神已接二連三以 4794的超然事件，明證日華牧師的出生和生日。 

 

 

這根本是以星期計算來顯示錫安的身份。它們是很有趣的，它們每次也帶著共同性質。 

這好像在我今年生日之後，它再出現的時候，「4794」都是與審判有關。 

這便印證我所說，當踏入 2019年後的錫安，是將要進入雙子的另一面，便是審判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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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每一個都與五個人說：「我要學習審判的力量！」 

 

 

感謝主！我們若學習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