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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9年 9月 8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65）答問篇（57）  

問題一：日華牧師，你曾分享過，在《以賽亞書》和《哈該書》中，將來全世界的君王都會來到錫 

安教會朝拜，並且將一切的珍寶運來，為要換取新婦、童女，或最少是賓客的身份。但當 

這些君王、精英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踏進他們的身份當中？  

 

影片：時事追擊：2019年 9月 1日颶風多利安吹襲加勒比海國家巴哈馬 

2019年 8月 24日，颶風多利安（Dorian）於大西洋中部形成，穿越巴巴多斯群島（island of Barbados）， 

進入加勒比海，經美屬維京群島重返大西洋海域，並接近巴哈馬（Bahamas）西北部島嶼， 

是自 1950年，69年來第二強的大西洋颶風。 

 

沒錯！69正是共同信息 96的鏡面倒置，指向 1996年雙氧水事件 4794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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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下午 2時，國家颶風中心將多利安升格為颶風， 

通過美屬維京群島後，風力持續增強，發展出風眼結構， 

波多黎各（Puerto Rico）總督瓦茲蓋斯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巴哈馬政府亦宣佈阿巴科群島（Abaco Island）約 3,000名居民需要撤離。 

 

新聞片段： 

Hurricane Dorian is still growing tonight, and 10 million people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Florida could be at 

risk. 

颶風多利安今晚仍然持續增強，佛羅里達州東岸有 1千萬人受到威脅， 

 

The storm will reach the Bahamas on Sunday, and then slam into Florida by Tuesday, with Category 4 

winds of 140 miles an hour. 

風暴將會在星期日抵達巴哈馬，然後以 4級颶風程度於星期二吹襲佛羅里達州，風速將達每小時 140

英里。 

 

But with the actual track still uncertain, Governor Ron DeSantis held off ordering evacuations today. 

由於目前仍未能準確預測其路徑，佛州州長 Ron DeSantis今天尚未下達撤離令。 

 

Good evening, Judy. 

晚上好，Judy。 

 

Yes, during the day today, Dorian did strengthen and became what we call a major hurricane, Category 3. 

沒錯，多利安在今天日間時分增強，達到 3級颶風程度，形成「強烈颶風」。 

 

The track is also beginning to change, and this was expected. 

根據預測，其路徑開始轉變， 

 

The storm had been moving towards the northwest, but is now beginning to turn towards the 

west-northwest. 

風暴一直往西北方向移動，現逐漸往西北偏西方向前進。 

 

And in fact, we expect that it’s going to turn even more towards the left there, which is going to make it go 

towards the west. 

我們估計風暴將繼續往左邊移動，更進一步朝西面行。 

 

And here is the forecast now, the center located about 600 miles to the east of the Florida east coast, and the 

track we have now forecasts for it to approach by late in the weekend the coast, but then slow significantly 

and turn very near the coast. 

根據畫面預測，暴風眼離佛羅里達州東岸以東約 600 英里，估計於週末較後期才抵達海岸，然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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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減慢，逼近海岸。 

 

So while typically forecasting intensity is the hardest, in this case, the track forecast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for us. 

一般而言，預測風暴強度是最困難的，而在這情況下，預測其路徑更是難上加難。 

 

及至 9月 1日，即日華牧師 58歲生日當日， 

颶風多利安由 4級颶風增強至最高的 5級颶風， 

是 2019年北大西洋第四個被命名的風暴，亦是其中第二個颶風， 

而且是今年第一個達巔峰 5級強度的颶風，比 2017年 5級颶風艾瑪更凌厲， 

最高風速達每小時 295公里，最低氣壓為 910百帕。 

 

大家沒有聽錯，今次日華牧師 58歲生日當日，增強至最高級別的 5級颶風多利安， 

比兩年前重創加勒比海的颶風艾瑪更厲害，每小時風速更強勁，被譽為「2019年怪獸級颶風」。 

 

美國國家颶風研究中心（NHC）表示， 

颶風多利安的路線掠過巴哈馬西北部，吹襲美國東岸， 

佛羅里達州（Florida）、喬治亞州（Georgia）、南卡羅萊納州（South Carolina）、 

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四個州份均進入緊急狀態。 

  

9月 1日當日，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NOAA）更派出「颶風獵人」團隊， 

駕駛飛機闖入多利安的風眼，錄得一段罕有的直擊影片。 

 

一開始，飛機須穿過厚厚雲層，期間能見度極低，只能看見部分機身及淺灰色雲層， 

其後，越過雲層，到達風眼中心，天空瞬間變藍，可以看見陽光，十分平靜。 

網民指團隊能夠完成這項任務，實在非常瘋狂。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警告： 

這場災難性颶風的風眼牆，攜帶摧毀性風暴， 

即將襲擊阿巴科群島，接著就是大巴哈馬島（Grand Bahama）， 

5級颶風是最危險級別，可以破壞建築物，甚至將整個區域夷為平地。  

  

9月 1日下午 5時，美國本土東南沿海部分地區開始列入颶風警告範圍， 

奧蘭多墨爾本國際機場，及勞德代爾堡─好萊塢國際機場宣佈： 

9月 2日中午後停止商業航班起降，美國本土已有 770個航班取消， 

單單美國東南沿海四個州份，合計已超過 100萬人撤離。 

  

多利安通過巴多斯群島時，接近風暴範圍的測站，普遍測得 0.5至 1.5英寸雨量，約 40毫米雨量， 

細小的馬提尼克島更測得 4.1英寸雨量，約 104毫米雨量，強風令許多電線桿和樹木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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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多利安通過波多黎各東面的美屬維京群島，降雨量普遍 4至 6英寸，最多達 10英寸， 

沒錯！是 10英寸，相當於 254毫米的驚人降雨量。整個聖胡安區普遍強風。 

 

同日，怪獸級颶風多利安以巔峰強度，登陸巴哈馬的阿巴科群島彎頭礁， 

成為自 1935年，84年來登陸的最強大西洋颶風。 

阿巴科群島的房屋、電線和道路遭嚴重破壞， 

多利安滯留大巴哈馬島期間，引發大規模洪水，建築物夷為平地， 

部分學校、教堂及避難所停電，船隻和汽車被吹翻， 

樹木和電線桿被吹倒，有酒店的屋頂被吹起。 

 

新聞片段： 

This is what nearly 48 hours of catastrophe looks like. 

這是災難持續接近 48小時之後的境況， 

 

As Dorian, the most powerful storm to ever hit the Bahamas, crawled its way through the islands, at times 

coming to a complete standstill, with wind speeds of 180 miles per hour. 

巴哈馬群島遭受當地史上最強風暴多利安吹襲，風暴有時會靜止不動，以風速每小時 180 英里持續

吹襲。 

 

That's the front porch. The water is about six feet.  

那是前廊，水深達 6英尺。 

 

In its wake, utter devastation.  

風暴過後一片狼藉， 

 

At least seven people killed. We can expect more deaths.  

至少 7人死亡，預料死亡人數會上升。 

 

As the monster storm now churns north,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flash flooding and the storm surge, leaving 

millions along the east coast on high alert. 

隨著怪獸風暴往北移動，預計會引發暴洪和暴潮，數百萬名東岸居民仍需高度戒備。 

 

This is a very serious storm, could bring enormous damage to our state. 

這是非常嚴重的風暴，會為本州帶來極大的破壞。 

 

My team and I had been on the island as Dorian seemed to sit right on top of us.  

多里安正面吹襲時，我和團隊一直在島上。 

 

At one point, having to take shelter inside a closet as the storm grew even more vio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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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風暴增強，我們甚至要躲進儲物室內， 

 

We're in what looks like a utility closet that we moved to.  

我們看似躲進了一個雜物房。 

 

This is producer Chris Donato.  

他是監製 Chris Donato。 

 

As it finally weakened, we were able to leave our building, which as you can see here in this aerial image, it 

is one of the few in Abaco left standing. 

風暴減弱後，我們便走到外面，從高空拍攝的影像可見，這是阿巴科僅存數個屹立不倒的房子。 

 

The horror began on Sunday, when Dorian made landfall as a Category 5 hurricane.  

風暴在星期日開始變得可怕，當天多利安以 5級颶風姿態登陸。 

 

You can't even see the house across the street anymore.  

你甚至看不到街道另一邊的房子， 

 

You can see what it's doing here, and off in the distance, those waves crashing against the pier. 

你能感受到風暴的威力，在遠處海浪拍打碼頭。 

 

Wind gusts exceeded 220 miles per hour.  

陣風超過每小時 220英里， 

 

So strong we had to quickly seek shelter inside. 

陣風非常猛烈，我們要趕快往室內躲避。 

 

Look at that.  

你看， 

 

Those are the wind gusts that we have seen and that officials have warned about.  

我們經歷的陣風，正是官員所警告的。 

 

This is absolutely a mind-blowing event that is unfolding right now.  

面前的景象絕對令人難忘， 

 

The monster storm inched along at times, just a mile an hour. 

怪獸風暴有時移動得極之緩慢，約每小時 1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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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know how well you can see it, but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 wind, and the howl of the wind as it 

goes by. 

我不知道你能否看得清楚，但我想你聆聽一下風聲，風吹過時產生的嚎叫聲。 

 

We've seen large pieces of debris fly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我們看到大塊碎片橫飛。 

 

Alright and it looks like we've just lost power. 

好吧，看來斷電了。 

 

Uh, this is very deep water. 

啊，水非常深。 

 

This video shows the water reaching a second floor apartment sweeping up the stairs and slamming into the 

window.  

視頻可見水深達二樓，衝上樓梯及拍打窗戶， 

 

And in this home, furniture bobbing in the water.  

而這房子的傢具在水中飄浮。 

 

Jack Petard of Kentucky sent us this video from his home in the Bahamas.  

來自肯塔基州的 Jack Petard給我們發來視頻，是從他在巴哈馬的家拍攝的。 

 

Look at the roofing, gone.  

看看屋頂，吹走了， 

 

And I'm worried about destruction next.  

我擔心會房子會被摧毀， 

 

Look at all the siding torn off this house. 

看看房子的牆板被吹脫了。 

 

Some residents became trapped. Water is everywhere. Everything is just in ruins.  

有居民受困，到處都水浸，一片頹垣敗瓦。 

 

One mother pleaded for prayers on Facebook. 

有母親在臉書請求別人為她禱告。 

 

Everyone please pray for us, please, please, my baby is only four months old, please pray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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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大家為我們代禱，我的寶寶只有四個月大，請為我們代禱。 

 

The roof ripped off her apartment building. 

她房子的屋頂被吹走， 

 

She took shelter with other families.  

她到其他居民的家暫避。 

 

And this still a safe place we could be right now. 

我們在安全的地方。 

 

As the eye of the storm moved over the islands,  

當風眼越過群島時。 

 

Swim! Swim!... 

游泳！游泳！ 

 

our team witnessed people practically being swept away. 

我們目睹有人幾乎被洪水沖走， 

 

Our team surveyed the damage. 

我們視察了風暴造成的破壞。 

 

The devastation here is breathtaking. You can see that building behind me, it has collapsed. 

破壞程度十分壯觀，我身後的房子倒塌了。 

 

And look at the yacht, on the ground, resting up against this condo. 

還有看看遊艇，擱淺了，靠著這公寓， 

 

Cars littered across the island. Homes reduced to piles of rubble. 

汽車散落在島上每一處，房子倒塌，頓成瓦礫。 

 

The Red Cross estimates that more than 13,000 houses have been damaged or destroyed.  

紅十字會估計超過 1.3萬座房子遭破壞或毀滅， 

 

That is the equivalent of about 45% of all dwellings on Abaco and Grand Bahama.  

相等於阿巴科和大巴哈馬島上約四成半的住宅。 

  

美國國家颶風研究中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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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在大巴哈馬島海岸掀起大浪，高出正常潮位 3.7米至 5.5米，導致沿海被淹， 

部分房屋連屋頂被淹沒，海岸被徹底摧毀。 

巴哈馬總理明尼斯（Hubert Minnis）在記者會上落淚， 

形容這是他一生中最傷心和最糟糕的一天：「我們面臨的颶風……是巴哈馬史上從未見過的。」 

  

新聞片段： 

Tonight, the Bahamas unrecognizable. 

今晚，巴哈馬群島已經面目全非， 

  

The first images from above Abaco showing island paradise turned “Paradise Lost”. 

從阿巴科群島上空拍攝的第一批照片可見，天堂島嶼已經變成「失樂園」。 

  

Absolute devastation, and it really is heart-breaking. 

完全的毀壞，實在令人心碎， 

  

Just from the air, it looks completely leveled. Debris fields for miles. 

從上空所見，看來已經完全被夷平， 瓦礫廢墟綿延數英里。 

  

Houses surrounded by water, and boats littered across the island. Abaco Island is gone. 

房屋被水包圍，船艇零亂地遍布整個島嶼，阿巴科群島沒了。 

  

With airports underwater, mini relief efforts are now on standby. 

由於機場被淹沒，小型救援工作正處於待命狀態， 

The island blasted with hurricane force winds for nearly two days straight. 

該島連續兩天遭受颶風級大風猛烈吹襲。 

  

And our neighbor in Grand Bahama, record floods came fast. 

而我們位於大巴哈馬的鄰居，則面對迅速湧至的創紀錄洪水， 

  

Satellite pictures show the island nearly swallowed up by the sea. 

衛星照片顯示該島幾乎被海水吞沒。 

  

A combination of storm surge and feet of rain as Dorian stalled over the island. 

多利安停留在島上時，帶來風暴潮和幾英尺的降雨， 

  

When it’s water pouring in your house, it is so surreal. 

當水湧進你的房子時，簡直是猶如造夢。 

  

Local journalist Tim Aylen and his family rushed out of their home, wading through chest-high wat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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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e. 

當地記者 Tim Aylen和家人趕急離開家園，趟過水位及胸的洪水來逃生。 

  

It was about a foot deep in about 30 seconds. And then after about two minutes, it was like up to our knees. 

And it just kept coming in. 

僅僅約 30秒後，水深便達一英尺，大約兩分鐘後，水位已升到膝蓋，而且水不斷地湧進來。 

  

Dorian’s early numbers out of the two islands alone are staggering. 45% of the homes, believed to be 

damaged or destroyed. 

僅在這兩個島上，多利安造成的破壞便已令人震驚，有四成半的房屋，相信已受破壞或被毀。 

  

More than 60,000 people now need food and access to clean drinking water. 

現時超過 6萬人需要食物和乾淨飲用水， 

  

With the weather finally clearing up, today’s mission: search and rescue. 

隨著天氣好轉，今天的任務是：搜救 

  

All day long, a team of military helicopters have been making runs to Abaco Island, picking up the injured, 

bringing them back here to Nassau to receive much-needed medical treatment. 

一整天，一組軍用直升機一直在趕往阿巴科群島，救起傷者，送到拿騷首都，接受迫切需要的治療。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is in our life. 

我們一生中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Adrian Archer treated some of the very first people to arrive. 

Adrian Archer治療了部分首批到達的人。 

  

I can tell, this is hitting you. 

我看得出，情況對你造成打擊， 

  

Yes. It is my country, my people. 

是的，這是我的國家、我的人民。 

  

Tonight, Dorian is responsible for at least five deaths and dozens of injuries, as many on the islands remain 

cut off, still trapped and left waiting for help to me. 

今晚，多利安造成至少 5人死亡和數十人受傷，島上許多人仍然與外界隔絕，仍然被困在島上，等

待救援。 

  

從空中拍攝可見，重災區阿巴科群島的海岸線遍地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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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房屋受損、沿岸散落建築物碎片、漂流木隨處可見， 

馬路和住宅多處淹水，甚至有多具泡水屍體漂浮，災情嚴重。 

 

美國海岸防衛隊啟動國際救援，派出 60架直升機協助搜救， 

但由於災區附近的馬什港機場被淹，令災後復原更加困難。 

 

新聞片段： 

Yeah, David, Dorian still a massive dangerous storm. It is barreling toward the east coast of Florida. 

颶風多利安仍然是危險的風暴，颶風正向佛羅里達東海岸高速移動。 

  

But now a Category 3. It’s moving so slowly a mile an hour that the Bahamas are still getting pummeled 

with rain and wind. 

但現在是個 3級風暴，以每小時一英里的速度緩慢地移動，巴哈馬群島仍然遭受風雨交襲。 

  

I want to show you a satellite image of the Bahamas before Dorian came ashore as a deadly Category 5.  

我想展示一張巴哈馬群島的衛星圖片，顯示致命的 5級颶風多利安登陸前的情況。 

 

So this is it, from Google Maps and then here’s the satellite shot taken at the height of the storm yesterday. 

就是這張，來自谷歌地圖，這是昨天風暴最猛烈時拍攝的衛星照片。 

  

You can see that storm surge sweeping across the island. 

你可以看到風暴潮席捲了整個島嶼。 

  

The catastrophic damage includes major infrastructure, communications, power, water, roads, airport. 

災難性的破壞包括，主要的公共建設、通訊、電力、水、道路和機場。 

  

The early confirmed death toll is five with early estimates from the Red Cross indicating 13,000 homes 

destroyed. 

初步確認的死亡人數為 5人，紅十字會初步估計有 1.3萬間房屋被毀。 

  

Tourism is likely to sustain long-term fallout here. 

當地旅遊業很可能會承受長期打擊。 

 

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已經派出專業工作人員前往當地， 

進行糧食安全、緊急通訊和物流等支援，並將通過無人機提供援助。 

初步計算顯示，阿巴科群島有 14,500人及大巴哈馬島有 45,700人， 

合共超過 6萬人需要緊急援助，全國多達 13,000棟房屋受損，風暴中，至少 21人受傷， 

20人罹難，其中阿巴科群島 17人、大巴哈馬島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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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多利安是大西洋史上第二強的颶風， 

由於行動緩慢，逐步吹襲佛羅里達及南卡羅來納州，當局仍然陸續疏散超過 100萬人。  

  

根據最新觀測數據，多利安正向東北方向推進， 

預報颶風路徑會與整個美國東海岸線幾乎平行，橫掃美國東岸， 

氣象專家直言，颶風多利安將於 9月 6日後於卡羅萊納州任何地點登陸，全美嚴陣以待。 

  

瑞士銀行發表最新報告估計︰ 

颶風多利安將會造成保險業損失達 250億美元，約 1,950億港元。 

  

正好在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踏入 58歲當日， 

神再次以破紀錄的風王，大西洋史上第二強的颶風重創加勒比海國家巴哈馬， 

成為日華牧師生日的超然印證，事實上，日華牧師的英文名字正是Wind，就是風的意思。 

 

 

影片：文化密碼 Culture Code印證錫安教會共同信息（8） 

今集「文化密碼 Culture Code印證錫安教會共同信息（8）」， 

將會分享更多文化密碼個案，證明神是以國際最通用的兩種語文，即英文和中文， 

成為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是被神所帶領的新婦群體。 

 

上星期主日，即 2019年 9月 1日，是日華牧師 58歲生日的正日， 

正如過去的一年，當日華牧師在 2018年 9月 1日踏入 57歲生日之後， 

整整一年間，差不多每星期都出現各種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萬物定理和文化密碼的印證。 

不單是祝賀日華牧師 57歲的生日，亦印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被神帶領，就如同上年日華牧師 57歲生日會中， 

錫安教會全體全職送給日華牧師的祝賀語：「祝日華牧師 57歲生日印證多蘿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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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不例外，到了上星期日，日華牧師踏入 58歲後， 

亦開始出現各種驚人的文化密碼印證，成為日華牧師生日的祝賀。 

 

第一個個案，非常簡單直接， 

日華牧師的全名是「梁日華」，而 2019年 9月 1日，就是他的 58歲生日正日， 

而「20190901梁日華生日」，其數字和筆劃總數，正好就是「58」，驚人嗎？ 

 

完全印證今年日華牧師 2019年 9月 1日的 58歲生日正日， 

是神在創世以先所預定，一年、一月、一日、一個數字和一個筆劃也不偏差。 

 

換句話說，如果這一句日華牧師生日的祝賀語：「20190901梁日華生日」， 

正好等如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後的歲數的話，那麼，上一年 2018年， 

不同年份的同一句生日祝賀語︰「20180901梁日華生日」， 

年份數字由「9」減 1，變成「8」， 

數值就等同日華牧師上年 2018年生日時的歲數「57」！ 

 

如此類推， 

兩年前的 2017年，同一句祝賀語︰「20170901梁日華生日」， 

數值就是日華牧師 2017年生日時的歲數「56」， 

2016年是「55」、2015年是「54」、2014年是「53」、 

2013年是「52」、2012年是「51」、2011年是「50」、2010年是「49」。 

 

可見，神早已預定，由 2010年開始，這一句生日祝賀語的數字和筆劃總數， 

就成了每一年印證日華牧師當年歲數的文化密碼。 

 

那麼，日華牧師於 2010年 9月 1日的生日，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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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10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 49歲生日， 

正是他於 2009年 12月 13日，正式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後的第一個生日。 

 

神由那一年開始，在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後， 

開始每年以他的歲數，成為相同數值的文化密碼字串， 

祝賀他由 2010年至今的每一個生日。 

 

到了今年 2019年 9月 1日，已是最一次， 

能以這一句祝賀語，對應日華牧師每年的生日歲數。 

然而，為何神在最後一年，才向日華牧師和我們打開這個秘密呢？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明顯，神沒有選擇上一年，或是九年間的任何一年， 

而是刻意在今年向我們打開這個秘密，因為，這個文化秘密，就是要指向今年， 

今年，就是這一句祝賀語對應日華牧師歲數的「最後一年」。 

 

所以，神是藉著這一句祝賀語，向我們傳達「最後一年」的信息， 

大家必須以最期待的心情，預備接下來日華牧師 58歲期間， 

極可能就是新婦在全地發光，榮耀神的時間。 

 

第二個個案，同樣與日華牧師今年的生日有直接關係，當你以中文，而非阿拉伯數字的方式， 

寫出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再加上日華牧師的暱稱「麻麻」， 

變成以下的祝賀語：「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麻麻牧師生日快樂」，其筆劃總數，就是「106」， 

再將「106」上下倒置，正好就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數值「901」。 

 

第三個個案，同樣是日華牧師今年的生日， 

當你計算以下祝賀語：「20190901日華牧師 58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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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數字和筆劃總數，正好就是「91」，即日華牧師的出生日期，9月 1日的數值， 

完全印證日華牧師的生日，結果實在十分驚人，不可能是巧合。 

 

第四個個案，是另一句祝賀語：「20190901梁日華牧師五十八歲生日快樂」， 

其數字和筆劃總數，正好就是「119」，指向詩篇一篇對一年，即今年 2019年的《詩篇‧119篇》。 

 

結果同樣是無可推諉，實在令人驚嘆神的偉大， 

竟然可以將日華牧師今年的生日祝賀語，準確連繫及對應今年 2019年的《詩篇‧119篇》。 

 

第五個個案，這一次，終於輪到以英文字母成為文化密碼， 

當我們將日華牧師的名字「日華」，譯成英文拼音「Yat Wah」， 

組成以下這一句英文祝賀語：「20190901 Yat Wah 58 Happy Birthday」， 

所有數字和英文字母排列，數值正好就是婦人懷孕至生產的數字「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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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弟兄和睦同居，詩篇 133篇數字的兩倍。 

 

而一年的第 266日，亦是代表新婦信仰巔峰的 9月 23日 ── 923， 

證明日華牧師今年 2019年 9月 1日的 58歲生日，是被神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印證日華牧師就是使弟兄和睦同居，擁有神 133雙倍恩膏，266的屬靈聖殿大祭司， 

亦是《啟示錄‧12章》所預言，將會得著被提資格， 

並在寶座上得著鐵杖，與神同掌王權的男孩子，及登上黑門山信仰巔峰 923的永恆新婦。 

 

今集「文化密碼 Culture Code 印證錫安教會共同信息」就到此為止， 

下一次再與大家分享更多文化密碼的個案。 

 

最後，讓我們每一個都衷心地， 

一同祝賀日華牧師，2019年 58歲生日快樂，印證多籮籮！ 

 

影片：網絡生活 2.0：外遊篇 

早前主日為大家介紹了生活百貨買賣的網絡平台、各種電子支付工具， 

以及交通應用程式（Apps）等，若我們加以善用， 

必定能大大提升生活辦事效率，事半功倍。 

 

今次，會介紹到網絡生活如何為外遊帶來方便。 

不論工幹或旅行，機票和住宿支出往往佔了旅費約一半金額。 

若懂得作出優質選擇，不但可簡化外遊前期準備工夫， 

更能節省時間和金錢，令旅程倍添便利。 

 

這個 VO將會介紹四個部分： 

一、預訂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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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訂酒店； 

三、購買門票； 

四、購買高鐵車票。 

 

第一部分，預訂機票： 

現時網上有不同旅遊網站，提供選購機票及搜尋機票的服務， 

透過一站式的機票資料搜尋及結果顯示，能夠更方便旅客格價，購買性價比更高的機票。 

 

A. 第三方旅遊應用程式 Apps，代辦預訂機位服務。 

這類旅遊 Apps，多數已提供機票、酒店、租車等，一站式預訂服務， 

並根據搜尋目標提供數間航空公司資料，方便比較航班時間及價格， 

但短時間內多次重複搜尋，有機會令搜尋的機票變得熱門及價格上升。 

 

以下，將根據坊間評價及我們用家體驗，向大家推介一些實用 Apps： 

1. Skyscanner  

提供全球不同航班、酒店和租車優惠的旅行搜尋引擎， 

介面清晰、簡單易用、資料更新迅速。  

 

2. Trip.com 

Ctrip集團旗下的網上旅行社，介面簡潔易用， 

設有航班動態功能，可以隨時追蹤航班資料，如登機閘口、起飛時間及延誤等， 

偶然會有信用卡優惠，提供結算時使用的優惠代碼。 

 

3. TripAdvisor 

主要提供全球用戶的評價、點評和建議，供用家參考及了解實際情況， 

範圍覆蓋全球的酒店、景點、餐廳、航空公司，提供旅行規劃及各種預訂功能。 

 

4. Expedia 

提供的資訊類型與旗下品牌 TripAdvisor相似， 

但 Expedia在酒店和景點點評服務上，已佔絕對領導性地位，是全球目前最大的旅游社區。 

 

5. KAYAK 

在數百個旅遊網站中，為旅客搜尋機票、酒店、租車及套票等重要資訊。 

 

香港旅行社，則有： 

1. 永安旅遊  

2. 和記旅遊 Hutchgo.com  

 

而內地 Apps，淘寶、攜程、去哪兒旅行和藝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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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發生問題，必須經內地客服處理，手續繁複， 

所以，首選還是為大家推介本地服務平台。  

 

相比親身到旅行社報價，選用第三方旅遊 Apps的好處， 

是價格較為便宜，更節省大量外出報價的時間。 

但是，由於是最低價，所以，退票或更改的手續費會較高，甚或不能退款， 

部分條款中，出發前 72小時才會出機票，大家必須清楚了解才進行付款。  

 

B. 航空公司官網或 Apps 

1. 國泰港龍 Cathay Pacific 

逢星期二推出 Fanfare優惠機票，長線國家旅遊的直航機票，可能比短線國家更優惠。 

 

2. 香港快運航空 Hong Kong Express 

是香港首間及唯一的廉價航空公司。  

 

3. AirAsia 亞洲航空 

是馬來西亞第二間國際航空公司，也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廉價航空公司。 

 

需要留意，廉價航空如︰Hong Kong Express、AirAsia、濟洲航空等， 

雖然機票票價低廉，但一般不包餐飲服務，可攜帶行李亦有限制。 

 

但若果想購買額外行李或增加附加服務，可能會比第三方旅行社 Apps更易於管理， 

因為第三方旅行社 Apps代辦機票後，部分服務不一定能在 Apps內完成， 

可能需要顧客打電話到航空公司詢問。  

 

而使用航空公司官網或 Apps的好處， 

是可以即時出票，部分艙可以即時選座位或特別餐，  

部分航空公司登記會員後，更可以優先登機。  

 

C. 亞洲萬里通（Asia Miles） 

一個由多間航空業者創立發起，橫跨多個行業的里數累積及獎賞計劃， 

會員可透過 9個類別內，逾 500個夥伴機構賺取里數， 

包括︰航空公司、酒店、金融及保險、餐膳及宴會、零售、 

旅遊及消閒、汽車及運輸、電訊以及專業服務。 

 

換句話說，就是於日常生活以信用卡來儲蓄里數， 

有效期為累算日起計三年，會籍申請費用全免，並歡迎兩歲或以上人士加入， 

里數亦能兌換各式旅遊、電子產品、餐膳、演唱會門票和其他精彩的生活品味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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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亞洲萬里通好處是： 

一、以里數換取來回機票 

例如︰一張來回澳洲悉尼的機票，需港幣 7,000元， 

但以儲蓄里數計算，則 44,000里就能換取，只需額外再付稅及燃油附加費等雜費。  

 

二、升級艙位 

部分「子艙位」能以里數由經濟客艙升至特選經濟客艙，甚至商務客艙， 

但最便宜的機票艙位則未必包括在內，詳情請查看官網資訊。 

如果你已習慣網上生活和消費，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附加奬勵。 

 

第二部分，預訂酒店：  

A. 較常用的第三方旅遊 Apps  

除了上文介紹旅遊 Apps可預訂機票外，部分亦提供預訂酒店服務，包括： 

Trip.com偶然會有信用卡優惠，提供結算時使用的優惠代碼。 

Expedia及 TripAdvisor，套票形式購買機票及酒店，有機會比分開單獨購買便宜得多。 

 

此外，再介紹一些專門預訂酒店的網站和 Apps ， 

這類預訂平台，同時提供各式住宿種類，如公寓、城市住宿、郊區度假和度假村等。 

 

1. Hotels.com  

提供全球網上訂房服務，網站及 App設計簡單易用， 

同時提供訂房十晚送一晚的優惠。 

 

2. Agoda  

另一個全球酒店預訂網站，亦有 App版方便使用。 

 

3. Booking.com  

網站及 App可預訂全球不同酒店，特點在住宿類型選擇較多，包括樹屋和冰屋等。 

 

內地 Apps亦有不同選擇，如淘寶、攜程、去哪兒旅行、藝龍和美團等， 

但同樣，如發生問題或需更改行程，需要經內地客服處理，手續繁複， 

所以，使用上我們還是推薦本地服務。  

 

事實上，沒有一個 Apps永遠是最便宜的，大家需要在不同網站或 Apps比較價錢， 

例如：經 Agoda訂一間房間的價格是$1,300元， 

而經 Trip.com訂購卻只需$800多元一晚， 

但相對地，Agoda在住宿類型上，卻有一些特別選擇，如別墅等，價格亦非常特惠。 

 

不得不提，美團也可以預訂國外酒店，有時使用優惠券，亦比傳統訂酒店 Apps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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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酒店官方 Apps  

一般情況下，可在酒店網頁上成為免費會員，取得訂房優惠， 

價格可能比其他 Apps訂房更便宜，而且，成為會員後， 

訂房或會送早餐、迎賓飲品，或是可以用手機辦理入住或退房手續（check in/ check out）， 

甚至儲分換免費入住等優惠。 

 

如果透過第三方 Apps訂房，入住時亦可提供會員號碼，或可繼續儲分、獲取迎賓飲品等， 

但優惠不能一概而論，需視乎酒店集團規定和受條款約束。 

 

以下，是部分酒店提供的不同會籍： 

IHG 優悅會（用於洲際酒店、假日酒店集團、英迪格酒店） 

Marriott Bonvoy（用於萬豪集團、萬怡酒店、萬麗酒店、威斯汀酒店、麗斯卡爾頓酒店、W酒店、

喜來登酒店、瑞吉酒店、艾美酒店） 

World Of Hyatt（用於凱悅集團） 

AccorHotels（用於 Sofitel, IBIS, Pullman, Mercure, Novotel等）  

Hilton Honors（用於希爾頓集團、Conrad等） 

Shangri-La（用於香格里拉酒店）  

 

C. Airbnb  

此網站提供傳統酒店以外，短期住宿及民宿出租服務， 

如果租用整棟房子，可能更包括廚房或車位，價格由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 

假如群體租用，可能比個別租用酒店房間更划算，但要留意房間或廁所間格分佈是否合適。  

 

用 Airbnb預訂時，務必留意， 

因住宿多數以個人方式租出，所以，預訂前必須份外小心業主的誠信度。 

 

第三部分，購買門票： 

現時，要購買不同主題公園門票或短程本地遊團（Local tour）， 

相比現場售票處購買，必定是用 Apps 預先購買更為便宜。 

 

例如︰香港海洋公園門票，香港居民優惠價是$480， 

但透過 Apps限時優惠購買，則是$450，就能購買兩張一日門票！  

 

香港常用門票預訂平台，包括：  

1.Klook  

2.KKday  

 

內地常用平台，則有：  

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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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點評  

攜程  

馬蜂窩旅遊  

驢媽媽旅遊  

途牛  

飛豬（淘寶）  

窮遊 

 

最後，第四部分，購買高鐵車票：  

由香港出發，經港鐵網上購票系統預訂，已是最方便及便宜的途徑， 

成功預訂後，可在西九龍站取票。  

 

如果在國內任何車站出發，可直接在官方 12306 App購買， 

不需手續費，但必須使用大陸電話號碼作登記，再於站內人工售票處取票。  

 

香港人也可經中旅社直接購票及取票，手續費視乎車程，一般接近港幣 100元。 

 

另一個簡單方法，是透過攜程香港網或 Trip.com購票， 

不用大陸電話號碼，只需輸入姓名、出生日期、回鄉證號碼等個人資料， 

用 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付款即可， 

手續費視乎車程長短，港幣約 20至 40元，再於車站內排隊取票。  

 

近日 Klook App以官方正價代購內地到內地的高鐵票， 

預訂時，不需提供內地電話號碼，只需輸入姓名、出生日期及回鄉證號碼等個人資料， 

亦可以用 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付款，但只有部分大城市航段，同樣於車站內排隊取票。 

 

以上介紹的網絡預訂機票、酒店、門票及高鐵車票的方法， 

假如大家純熟使用，必定能令大家旅程加倍方便和愉快。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回答資料員的問題。 

  

問題一：日華牧師，你曾分享過，在《以賽亞書》和《哈該書》中提到，將來全世界的君王都會來 

到錫安教會朝拜，並且將一切的珍寶運來，為要換取新婦、童女，或最少是賓客的身份。 

但當這些君王、精英來到時，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踏進他們的身份當中？ 

 

答：其實，他們來到錫安教會之前，已經有自己的身份， 

只不過，他們沒有用信主的身份，去將這崗位做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只需要教導他們做好自己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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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執行十分納一的真理、參與教會，將才能貢獻， 

過程中，就是為了於現有的身份中做好見證，讓其他人看到他們的變化。 

 

約瑟和但以理，就是兩個非常好的見證。 

他們都是在一個身不由己的光景中，讓神的旨意行在他們身上。 

讓他們成為人類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 

 

所以，當我們信主的時候，首要去面對的， 

就是懂得如何正確回應現有的光景，就是以真理去建立自己的人生。 

 

而第二步，就是開始讓聖靈去恩膏和幫助。 

在哪兒跌倒，便要在哪兒站起來，成為一個優質的領袖、政要、王者， 

甚或是一個優質的主婦或丈夫。 

 

因為，他們遠道而來香港就光，為的，就是有機會跟聖靈接觸。 

所以，他們要懂得付上代價，讓聖靈幫助， 

因為，人生的限制和考驗，也是創造主為我們設定， 

為的，就是讓人懂得與神去溝通，於磨練中，學習似神。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用上一個海洋作比喻。 

人生，就像是進到一個漫無邊際的大海中， 

眾人都不知道，為何自己於這裡，目的是甚麼？ 

  

每一個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他們不知道，其實，這個海洋的設定，原來是一個競賽，為要鬥快解答謎題。 

而這個謎題的答案，就是要於茫茫大海中某一個地方、某一個深度、去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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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每一個月都要轉特定的魚。 

於無跡可尋的情況下，其實，找到答案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然而，當大家各自以自己的方法生活時， 

突然間，全個海洋都響起一個告示，寫上「Wind Leung Number One」。 

 

當中，有著兩個提示，第一，於這一刻，所有人才發覺到， 

原來，人生不是漫無目的，隨己意而行，而是一個尋找謎題答案的競賽。 

  

第二，就是這場競賽，已經出現了得勝者。 

而歷史上的共同信息，亦是指向這位得勝者。 

而他的答案，就是人生考試的標準答案Model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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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因著神的恩典，這場考試，還未有完結。神讓所有人於現時明白到， 

人生來到世界的目的，不是為著滿足自己的需要、或是追尋自己的夢想， 

而是於生命中，藉著信仰誕生出最寶貴的珍寶去回應神。 

 

因此，人們可以於僅餘的時間，去參考這個標準答案，完成餘下的試題。 

這就是「Wind Leung Number One」以提示方式出現的原因。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65）答問篇（57） 

問題一：日華牧師，你曾分享過，在《以賽亞書》和《哈該書》中指出，將來全世界的君王都會來 

到錫安教會朝拜，並且將一切的珍寶運來，為要換取新婦、童女，或最少是賓客的身份。 

但當這些君王、精英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踏進他們的身份當中？ 

 

************************************************************************************** 

 

答：承接上一個星期的信息。 

很多時，我們會以為這些君王、祭司，已經做了很多很超越的事情， 

他們的成就已經是很好；但在神眼中，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就好像大衛王，他打勝杖又有甚麼可誇？因為打杖的恩膏，神可以給他的； 

但他強搶別人的妻子，與拔示巴犯奸淫，這就是神看不過眼的。 

 

即使這只是普通人的軟弱， 

但對於一個王者，神不可以因為他有這麼大的成就而詐看不見。 

神會讓四倍的咒詛臨到他的家裡面，所以，你便會知道，神一定不是詐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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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神而言，標準是更加高。 

因為《聖經》說，神通常都會「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懲罰標準是一對一的。 

所以，如果這些君王不懂得處理他自己的家庭，比普通人更自私的話， 

他甚至在自己的親戚，或以自己的身份，甚至是於自己的部下面前， 

不能夠以一個基督徒身份做好見證，甚至去帶領他們的話， 

那麼，神要求他們的標準反而高。 

 

而不是神說，既然你是君王，那就隨便你吧！ 

既然你是某大公司的總裁（CEO），有婚外情嗎？ 

不打緊，包養二奶這種事，誰不會做呢！真的是這樣嗎？ 

就算是普通人，神亦會因此而審判他們，更何況這些人？神必定會加倍地審判他們。 

 

************************************************************************************** 

影片：羔羊婚筵的特性和參與的代價 

日華牧師分享到，神一直是以「向誰多給，向誰多要」的原則，對待世上每一個人， 

所以，相比對一位平民百姓的要求，神對一位君王或元首的要求，隨時相差上百倍，甚至上千倍。 

事實上，這亦是一種非常合乎人情事理的原則，就如主耶穌在《路加福音》所提及的一樣。 

 

路加福音 12章 48節： 

「惟有那不知道的，做了當受責打的事，必少受責打；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將來的大復興，就如《以賽亞書‧60章》所形容， 

君王和元首都要來到神的家，就神的光， 

但神對他們的要求，絕對會比普通人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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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時才想進天國、成為賓客的人， 

神都要求他們把一生所有的財富和餘下的光陰，毫無保留地全然奉獻給神， 

以此成為參加羔羊婚筵的禮金，才能合資格取得羔羊婚筵的入場券。 

因為到了大復興的時候，聖靈是強制性澆灌凡有血氣， 

所有人都會知道神是絕對真實，而且知道錫安教會就是神的新婦， 

是羔羊婚筵舉行的地點，是世上唯一擁有神同在的地方。 

 

不單如此，那時的人，都已知道世界即將被毀和結束， 

被提已經近在咫尺，而且隨時發生，那時才願意信主的人， 

神對他們的要求和門檻，自然比復興前已經願意信主的人高得多。 

 

屆時，他們已經沒有時間和機會，一步步地將人生慢慢奉獻給神， 

他們必須立即放下一切所有，才可以進到神的家。 

因為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世界即將結束， 

如果還有人貪戀世界的情慾和物質，不願意放下地上的一切名利， 

仍為自己私自留下幾分，所謂給自己留後路的人， 

其實代表這人是極度的不信，這是對神和天國的一種侮辱， 

這種人絕對沒有資格進天國，也不配得進天國。 

 

就如主耶穌和新約教會的時期，神蹟奇事是非常明顯和普遍地發生， 

任何人都會見到，主耶穌和使徒們是確實擁有神絕對的印證和認可， 

所以，所有想進入天國、希望成為門徒的人，神都要求他們必須以自身的一切為代價， 

除此之外，已別無他選。 

 

馬太福音 13章 44節：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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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9章 21節： 

「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 

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 

 

路加福音 12章 33節： 

「你們要變賣所有的賙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 

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 

 

使徒行傳 2章 43至 45節：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明明想為自己私自留下幾分， 

卻假裝已奉獻了自己所有，最終卻被聖靈擊殺， 

因為，當時的人都知道，進天國的基本條件，就是把一生所有的財富和物質奉上， 

就如聖殿門前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是把一切養生的都奉上。 

 

這就是大復興期間，當神在世人面前高升受膏者和教會， 

人人都看見神的家發出的光輝時，一個人所共知，進天國的基本條件。 

 

所以，羔羊婚筵開始的時候，《以賽亞書‧60章》和《哈該書‧2章》所提及， 

末世最後一次大復興發生的時候，世上的一切君王和元首， 

都要把一生和累代的財富全然奉獻給神成為禮金，才可以取得羔羊婚筵的入場券。 

 

哈該書 2章 6至 9節：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

珍寶必都運來（或譯：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

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

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神在最後大復興中，對賓客付禮金的要求，與人類社會一般婚禮不同， 

香港社會中，一般人參加婚禮所付的禮金，都會有所謂的「公價」， 

例如︰現時參加中式酒樓的飲宴，禮金的「公價」為每人數百元至一千元， 

不論你擁有千萬家財，或是毫無積蓄，基本上每一個人所付出的都是一樣。 

 

但是，參加最後大復興的羔羊婚筵，卻不可以只付上公價， 

因為，神是「向誰多給，向誰多要」，那時才願意前來的人， 

必須將畢生的一切財富奉上，神才會接納他們所獻的當作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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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人人都知道世界將要結束的時候， 

假如有人想私自留下幾分，卻訛稱已把一切獻上， 

就證明這人對神連丁點信心都沒有，在神面前根本死不足惜。 

他們只是因為怕別人歧視的眼光，或是怕不奉獻會落地獄，因而別人做，自己跟著做， 

就如《使徒行傳》記載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一樣，在神面前只是屬靈垃圾。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哈該書》會形容， 

大復興的時候，萬國的珍寶必都運到神唯一認可的屬靈聖殿，使這殿滿了榮耀， 

因為，那時的人，想要進到神的家，得著被提和成為羔羊婚筵賓客的資格， 

都必須奉上一生的財寶成為禮金，才可以合資格進場， 

任何不願意付這代價，或私自留下幾分的人，都是對神、主耶穌和新婦的侮辱。 

就如《聖經》中想得著永生的少年財主一樣， 

這種人是不可能得著永生，必定會下到地獄。 

 

************************************************************************************** 

 

所以，當這些人來到錫安，你不要以為沒有東西教導他們， 

其實不是的，反而，我們有更多東西可以教導他們。 

並且，對於這些人來說，其實我們更容易幫助他們。為什麼？ 

 

因為，除了要讓他們懂得投入資源和時間之外，還要處理他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那可能來自他們的貴族、王國，或公司裡， 

那些曾經被他們傷害過的人；或是他們因自私而佈下的系統， 

或是因上一代所設下的圈套，但他們卻延續了許多年，這些都要由他們親自解決的。 

 

************************************************************************************** 

 

影片：參與羔羊婚筵的資格與聖靈的連繫 

信息中，日華牧師為我們分析到， 

接下來的大復興，羔羊婚筵中，將會有更多不同層次及不同級數的人物來到， 

大部分人自出生開始，一直都是憑著肉體的五官接觸這個世界， 

一生都是非常膚淺地，單憑眼見和耳聞過活， 

從來都沒有憑著靈裡的信心，更沒有捕捉聖靈的聲音，沒有與聖靈連繫。 

  

而主耶穌和新婦級基督徒，卻是一生都以超官感的觸覺， 

準確捕捉聖靈的聲音，與聖靈連繫，一生被聖靈帶領， 

他們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不憑耳聞， 

所以，能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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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近幾年間， 

我們正親身見證「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的權柄，應驗在錫安教會身上， 

整個世界的自然災難、破紀錄颶風、經濟動蕩、人性兩極化， 

全都按著「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預言逐一應驗發生， 

世界的發展和走向，完全環繞錫安教會而轉動。 

  

世界發展至這時段，單單於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踏入 58歲生日當日， 

就輕易地出現了一個破紀錄颶風，重創加勒比海國家巴哈馬， 

令阿巴科群島（Abaco Island）超過 45%地區和房屋完全摧毀，被夷為平地。 

  

故此，接下來，當參與羔羊婚筵的賓客來到錫安教會時， 

他們是必須效法新婦和童女，先做好人生中最根基的一件事， 

就是潔淨自己，解決自己心態上的問題，令自己與聖靈產生更大連繫， 

這就是最低級的賓客也必須達到的標準。 

 

換句話說，就如《約翰福音‧15章》，主耶穌的吩咐一樣， 

信徒尋找信仰時，要懂得不憑五官，相反，是以超官感的機能，就是憑著信心， 

藉聖靈與這棵真葡萄樹連繫，一生時常被聖靈帶領， 

進到神的旨意中，完成神給予當時代的計劃，憑著聖靈結出人生中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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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級的賓客，也必須達到這標準，人生中，至低限度，也必須認識聖靈， 

達到基督徒真真正正的「信主」入門，與聖靈產生連繫， 

如此，才能達到賓客的最基本標準，在聖靈裡重生得救。 

 

另一方面，在最後大復興中，部分人會成為童女，即事奉者， 

他們與聖靈連繫的標準，則是更高， 

例如︰牧師或音樂事奉者，他們以前可能是巴蘭， 

即是出賣屬靈恩賜，賣講道和詩歌賺取金錢，滿足自己私慾， 

過往的所謂事奉，全都是扎根在官感、世界和私慾上， 

從來都沒有與聖靈連繫，也從來沒有憑信心倚靠聖靈。 

  

當這些巴蘭事奉者來到錫安教會，他們需要學會放下這些陋習和事奉上的惡行， 

如此，他們才可以成為真正的童女，與聖靈產生更多連繫。 

 

當然，按著「向誰多給，就向誰多取」的原則， 

神對這些童女的標準，比賓客還要高， 

始終，他們比賓客更早信主、更早接觸事奉。 

若然這些童女，無法在人生及事奉上， 

增加自己與聖靈的連繫，他們就會成為愚拙的童女。  

  

到此，當我們明白這個真理根基後，各人必須按著《約翰福音‧15章》主耶穌的吩咐， 

於人生中，懂得以超官感的機能尋找信仰，決不能單單憑五官去接觸這個世界， 

各人必須以信心與聖靈產生連繫，連繫這棵真葡萄樹， 

一生被聖靈帶領，憑著聖靈結出眾多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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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到了最後大復興，羔羊婚筵開始的時候，按著「神向誰多給，就向誰多取」的原則， 

這些來就光的元首、精英、英女皇和國際大企業 CEO等， 

假如一直都未能符合神的標準，滿足神對童女和事奉者的要求， 

不懂得與聖靈產生連繫，潔淨自己，放下身段投入復興的話， 

他們就會成為缺油的童女，沒有充足的恩膏與聖靈連繫。 

那麼，他們的結局，同樣會被關在門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永恆在地獄中度過。 

 

唯有聰明的童女，才能夠預備充足的油，與聖靈連繫， 

使生命發出屬神的光輝，就是聖所級數金燈臺的燈光。 

當然，最後大復興中，新婦發出的光芒是截然不同， 

因為新婦發出的光芒，不是外院級數的火光， 

也不是聖所級數的金燈臺燈光，而是至聖所級數約櫃的榮光。 

 



20190908   www.ziondaily.com 
 

 
 31 

這就解釋了，為何主耶穌再來的時候，最低級的賓客也必須潔淨自己的良心， 

處理好自己的行為，認罪悔改，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 

因為，他們必須趕上，憑著聖靈，連繫到這棵真葡萄樹上。 

 

到了末後大收割的時候，不論是元首、精英或是平凡的家庭主婦， 

任何人都必須連繫這棵真葡萄樹上， 

否則，他們就會成為連繫到野葡萄樹上的果子，被神丟在忿怒的大酒醡中。 

 

此時此刻，我們終於明白， 

為何主耶穌在《約翰福音‧15至 18章》，最後的晚餐時，會分享聖靈與真葡萄樹的教導呢？ 

為何主耶穌在《約翰福音‧18章》說完這些話後，會與門徒去到客西馬尼園一同禱告？ 

 

因為，客西馬尼園是一個橄欖園，橄欖就是製作橄欖油的原料，喻表聖靈， 

所以，《約翰福音‧15至 18章》，主耶穌一直從未停止教導聖靈， 

明證基督徒與聖靈之間的連繫，是非常重要，各人必須懂得從生命中，建立與聖靈的連繫。 

 

所以，到了最後的大復興， 

每位能夠進入最後大復興的人，都必須接枝在新婦錫安教會裡，與聖靈產生連繫， 

就連最低級的賓客，都必須憑著聖靈的連繫，預備好自己的禮服， 

擁有似神一樣的良心，解決自己行為和性格上的軟弱，以及道德上的罪。 

唯有與真葡萄樹連繫，結出聖靈果子的人，才可以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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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這些問題是神讓他們打從出生已存在的。 

就算那是他們的先祖，即那些皇族的先祖所佈下的圈套， 

在他們還未出生前，這些問題都不屬於他們， 

但神使他們在這些貴族、皇族、國家首領身份下誕生，成為了這個責任的承繼者。 

 

於他未誕生前，是誰安排他於這裡出生呢？ 

並且安排他擁有這類、這級數的才能？ 

全都是神安排的，神於這個過程中考驗這些人。 

 

謹記，我們不能連賓客、童女級數未達標，便想成為新婦，這絕對沒可能！ 

若然你想成為新婦，你便需快速地達到（pass）賓客和童女的標準， 

而不是逃離他們需要通過的考驗。 

反而，你是要以最快、最無畏的心情去勝過這些考驗。 

 

影片：新婦與聖靈的連繫（超官感接觸聖靈） 

信息中，日華牧師進深分享賓客、童女以及新婦三個身份。 

 

當《以賽亞書‧60章》應驗，君王來就光的時候， 

人們會有一個錯覺，就是以為這班一般人眼中最尊崇、最有權柄、最有財富的一群， 

當他們來到教會的時候，必然可以成為新婦。 



20190908   www.ziondaily.com 
 

 
 33 

 

但大家可以想想，假如，他們原本是信仰好的話，就不需要前來就光， 

甚或是神一早已經呼召他們來到錫安開始事奉，並且，與我們一起發光。 

再者，主耶穌亦提及過，富人信主，比駱駝進入鍼眼還要難。 

因為就是作為君王、元首、富商， 

他們習慣了以為自己比世界上大部分人也做得更好、更成功，甚至更聰明。 

但這份自以為是、這份自我，卻成為阻礙他們屬靈成長的致命傷。 

 

因為，他們不知道，其實，新婦與聖靈的連繫，就是一切信仰的秘密。 

也就是說，當人不認識聖靈、與聖靈沒有連繫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可能成為童女，亦更不可能成為新婦，同樣，也不可能成為結果子的枝子。 

 

例如，主耶穌於《約翰福音》提及到，祂看門徒如朋友一般，無所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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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5章 14至 15節：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 

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朋友，不單是一個稱呼，更是代表一種連繫的程度。 

並且，這種連繫程度的建立，是因著門徒願意遵行主耶穌所吩咐， 

也就是說，門徒是因為願意切實行真理的緣故，因而與主耶穌產生連繫。 

而比朋友更進深的關係，就是主耶穌與新婦的關係，一種有著更深程度的連繫。 

  

於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當中的分別， 

於《約翰福音》這節經文中，主耶穌看當時的門徒，只是朋友，而不是新婦。 

因為，當時的門徒，還未有聖靈臨到，成為他們的保惠師。 

他們對信仰的認知、委身程度、被真理改變的程度，仍然是非常初階， 

所以，當時，他們對主耶穌的連繫，仍然非常有限， 

亦因此，他們必然未到新婦的階段，只是朋友的關係。 

  

就如現今社會一樣，一對戀人相識、相愛，成為夫婦的時候， 

很多時，也是由成為朋友的關係開始， 

直至情投意合之後，以年計算，才發展成情侶以及配偶的關係。 

所以，正如主耶穌的門徒，也是於聖靈來到之後，才開始建立教會，也就是開始建立主耶穌的新婦。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新婦以及童女的分別。 

於婚禮中，一對新人，一定會有伴郎和伴娘的幫助， 

而伴郎、伴娘，亦必然是新郎和新婦的朋友， 

因此，大家就會明白到，新婦以及童女的關係，也就是神的太太、以及神的朋友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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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是亞伯拉罕，或是舊約中最厲害的人，他們於舊約中，被稱為神的朋友， 

但這只是指到，他們是童女，亦即是羔羊婚筵的伴郎伴娘。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為何於錫安開始的時候，神會感動日華牧師分享聖靈的信息。 

因為，聖靈就是新婦被塑造的一切秘密。 

唯有通過聖靈，我們才會有機會成為童女、新婦， 

所以，沒有對聖靈的認識、沒有跟從聖靈帶領的話，就一定不會有好信仰。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主耶穌為何於《約翰福音‧14至 17章》， 

就是祂吃完最後的晚餐，到客西馬尼園禱告， 

在將要被捕之前，主耶穌最後的分享，就是不斷強調聖靈的重要性， 

因為，於信仰中，聖靈就是新婦被塑造的一切秘密。 

  

然而，於早年，錫安教會被其他教會攻擊的原因， 

正是因著「聖靈」這套信息。大家可以想想， 

其實，那些外面教會，只要攻擊錫安一句，就永遠不能翻身。 

因為，他們不是攻擊錫安，而是攻擊聖靈。 

你能夠想像，當一個人是與聖靈為敵、得罪聖靈的時候， 

不要說是要成為新婦，甚至連救恩亦會失去。 

  

事實上，錫安已是用上幾十年的時間，去證明聖靈的重要性， 

假如我們沒有聖靈的話，錫安就不會走到如此光景， 

可以被神帶領到一日不偏差的程度，並且，完成新婦被塑造的過程。 

  

所以，千萬不要如這些君王、富商一般幼稚，以為奉獻金額夠大的話，他們就可以做新婦。 

事實上，能夠成為新婦與否，不是憑物質、五官所帶來的貢獻，而是我們與聖靈之間的關係。 

  

所以，能夠成為新婦，必然是數以十年計算，長時間可以與聖靈溝通和連繫。 

並且，被真理改變，於性格上，很明顯看見聖靈的果子，才有機會成為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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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末後日子，當這些君王、富商來就光的時候， 

他們大部分，最終其實只會是僅僅得救，不用永死，不用永恆落地獄。 

這已經是神設計世界末日的時候，對他們最大的恩典。 

 

因此，對於我們很多弟兄姊妹而言，我們需要按部就班， 

學習怎樣處理自己的時間表、怎樣處理自己的生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現在你能看見，很多弟兄姊妹已經能夠藉著邀請人來參加 Perfect Zound、 

ToME講座，來挑戰他們怎樣與身邊或疏遠或親近的人相處，對嗎？ 

就是怎樣輔導、輔助他們。 

 

我想讓你們知道，將來，我們要幫助這些君王，是容易很多。 

當然不是要我們教他們怎樣部署國家的軍事、經濟，這些君王本身已經有許多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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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而言，若他們來到，便立即請教會幫他們處理好國庫，這已經是純出於自私。 

因為，假如信主後，便問信仰會帶給他們甚麼好處， 

是否比他們以前所信的印度教，所得的利益多一點的話， 

如果真是這樣，根本不是信主，剛來到便急功近利。 

這是否是神帶領他們的心意？這樣的急功近利，利益掛帥的做事方法，都不是神的帶領。 

 

************************************************************************************** 

 

影片：君王在最後大復興應有的態度 

日華牧師分享到，當大復興來到，即《以賽亞書‧60章》提及， 

末世被提前最後的大復興，當君王和元首都來到錫安教會來就神的光， 

我們應該如何幫助他們，進到神為他們預備的各種身份呢？ 

 

當然，現在我們已經明白，世上的一切君王、元首或是世界首富， 

即使願意為參加羔羊婚筵而獻上畢生家財，甚至放下身段來到教會中， 

用餘下的光陰事奉神，可是，他們都只能成為天國的賓客， 

或許有極少數人可以成為童女，但卻絕不可能成為神所揀選的新婦。 

 

然而，當他們進到教會裡，希望尋找神的時候， 

我們要特別留意，不要反過來被他們的屬世思想和自我王國誤導， 

讓他們繼續以五官的感受去接觸天國，而是應當帶領他們， 

以聖靈的超官感與真葡萄樹的主幹聯繫，即是與神產生真正心靈和思想上的聯繫。 

 

約翰福音 15章 5節：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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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君王、元首或世界首富，是地球上最精英、最聰明、最有錢的人物， 

但是，他們過去從未試過擁有感應聖靈的超官感， 

無論他們如何精明，但是，他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以超官感建立的天國， 

只是用五官，血氣和肉身在世界建立的自我王國，被提後就會完全失去意義。 

 

提摩太前書 6章 7節：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傳道書 5章 15節：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我們經常會誤會，當大復興來到，我們仍然會用以往對待初信的方式， 

像討好小朋友般，用祝福、平安、富足、醫治， 

討好來就神的光的君王、元首、首富，甚至世上的一切萬民。 

 

其實，當復興真正來到，是絕不可以再用以往慣常的方式對待初信， 

相反，要教導他們必須為天國放下一切肉身的財富和身份， 

用餘下的一生來跟從神，在神的家中事奉，更要教導他們反省自己， 

明白自己原來一直沒有與聖靈建立關係，沒有在生命上接上這一棵真葡萄樹的主幹， 

相反，卻成了不結果子的枝子，被神修剪，掉進地獄火湖的一群。 

 

為何日華牧師要在大復興前，鄭重地提醒我們這一點呢？ 

因為，我們仍然是活在這個血氣的肉身中，很容易被五官的感覺主導， 

尤其是，如果我們是所謂貧寒出生，從未經歷過富豪或君王式的生活， 

亦未接觸過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 

 

那麼，當有一日神使我們高升和得著富足，但我們的肉身和心理卻未作好準備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在接觸這些社會精英階層的過程中，被他們的血氣思想和行為影響， 

就如屬世年青人見到大明星到訪而失控一樣。 

 

因為，這些所謂的名流和精英，本來就很熟悉運用權力和影響力， 

如果我們對他們的血氣思想和生活方式沒有防備，就很容易反過來被他們影響， 

自動地紆尊降貴，以特殊 VIP的方式對待和遷就他們， 

最終，不單無法帶動他們放棄屬世的思想，亦無法幫助他們以超官感跟隨神和行事為人。 

 

更會令他們誤以為，神的能力、富足和智慧，是為了幫助他們帶來比以往更大的肉身利益， 

甚或以為教會會因為他們的身份，卑躬屈膝地服侍他們，要教會領袖看他們的情面， 

或是尊重他們過於教會其他領袖或前輩，以為自己帶著外邦人眼中極尊貴的身份來到教會， 

教會的弟兄姊妹、領袖，甚至日華牧師，都應該給他們幾分薄面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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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他們會誤以為，來到錫安教會，日華牧師或其他領袖， 

可以教導他們一些治國之道，或是如何解救企業的問題和危機。 

 

以往，神尚未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就是唯一的新婦之前， 

我們以尊敬，甚至戰兢的態度對待君王和元首的到訪，也勉強是可以的， 

因為，神仍未印證我們是人類歷史最尊貴的新婦身份。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已不可以用一種如下人或僕人般的態度，對待他們的到訪， 

因為，他們不是來旅遊或是高高在上地出巡，而是來就神的光。 

我們就明白，為何神以整整四年時間，不斷提醒我們的身份，是永恆的新婦， 

免得我們本末倒置，當他們如名人般到訪時，有失我們的身份， 

其實在神眼中，錫安教會的身份，比這些所謂的君王和元首， 

豈只高出千百萬倍，他們只是賓客，我們才是主角新婦。 

 

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引導他們放下肉身的一切， 

因為當大復興開始，可能短短數星期後，就已經被提， 

如果他們不能被提，世界亦將會落入敵基督的手中， 

所以，他們應該對自己以往擁有的一切名利、身份和權力完全死心， 

不再留戀以前的人生，因為世界的一切都要結束了。 

 

任何階層的人，無論是君王、元首、平民或是窮人， 

當被提在即，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時間投資在永恆，善用餘下的光陰在天國撒種， 

務求使自己肯定能夠上天堂，可以成為羔羊婚筵的賓客， 

使自己能夠成為屬靈聖殿的一部分，成為基督的身體之一，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而不是所謂解決當前人生其他屬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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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即使是英女皇，或是美國總統， 

但是，英國和美國都可能隨時會消失，他們所統治的國家都不再存在， 

既是如此，又何足掛齒呢？他們的身份又有甚麼意義呢？ 

 

到被提的一刻，人生任何短期或長期的問題， 

甚至身份，都會永遠消失，於永恆的天國裡，也不會再有任何難題。 

相反，任何人無法在被提前確定自己得到永生的資格，要落地獄的話，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事。 

 

就如主耶穌所講「不義的管家」的比喻，提及一個浪費主人財物的不義管家， 

因為被主人揭發了他的罪，就趕緊在被主人解雇之前， 

向所有欠主人債的人施恩，豁免了他們部分的債， 

希望將來被主人開除之後，自己會因為這次施恩，得到他們的幫助。 

 

路加福音 16章 1至 8節： 

「耶穌又對門徒說：『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見你這事怎麼樣呢？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裡說：“主

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甚麼？鋤地呢？無力；討飯呢？怕羞。我知道怎麼行，好叫人

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裡去。”於是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一百簍（每簍約五十斤）油。”管家說：“拿你的帳，快坐下，寫

五十。”又問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一百石麥子。”管家說：“拿你的帳，寫八十。”

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聰明；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大家要留意，當再次讀到這一段關於「不義管家」的經文， 

我們就明白，為何過去完全沒有牧師和釋經家，能夠解明主耶穌說這個比喻的真正意思。 

因為，不義的管家，正是指世上的一切君王和元首， 

一直以來他們都沒有做好神給予他們的工作和身份，是浪費神一切創造的不義管家， 

所以，把這個世界弄得烏煙瘴氣，甚至，這些屬世領袖不斷欺壓窮人、中飽私囊， 

利用神給予他們的身份，享盡一切榮華富貴，卻從來沒有與窮人分享。 

 

所以，到了末世，神要與他們算帳、審判他們， 

當中願意悔改的人，神就留下「不義管家」的比喻教導他們， 

讓願意來到錫安就神的光的君王和元首， 

知道怎樣做，才能夠在錢財已經無用的末世，在將要被提和進入大災難的時候， 

可以結交主耶穌和新婦成為朋友，換取成為永恆賓客的資格。 

 

方法就是將他們一直騙取世人而得到的錢財，還給世人， 

就如神要求少年財主所做的一樣，變賣一切、分給窮人， 

因為，他們一直以來所擁有的所謂榮華富貴，都是用不義的方法得來， 

就如比喻中這一位不義的管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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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這些只佔 1%人口，卻佔據和侵吞世上 99%財富的人， 

即使神要求他們把一切歸還給其餘 99%的人，也絕不為過， 

就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時，要求所有埃及人把一切金銀財寶還給以色列人， 

因為，埃及 400年來的富強，都是以 600萬以色列人免費為奴而換取。 

 

路加福音 16章 9節： 

「我又告訴你們，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幕裡去。」 

 

這個比喻的意思，是當有一日，我們在地上的身份和權力快將失去之前， 

應抓緊利用地上的身份，去賺取之後永恆的獎賞。 

同樣地，一生沉醉在榮華富貴的君王和元首， 

在被提前，即死到臨頭的時候，最應該做的，就是效法這個不義的管家。 

 

既然，這些君王和元首，是帶著不義管家的態度來到神的家， 

目的是要向新婦卑躬屈膝，而不是繼續高高在上， 

如此，我們就應該以正確的態度幫助他們，不是要延續君王的身份，而是要抓緊永恆。 

 

因為所有人都將要離世，不是被提上天堂，就是在大災難中死去並下地獄。 

既然，他們已經浪費了一生的時間，沒有投資在天國， 

就更應立即把握餘生僅有的時間，把自己用一生賺取的不義錢財、名譽和權柄， 

全部投資在天國裡，期望神在世界結束之時，保守他們得著成為賓客的資格。 

 

************************************************************************************** 

如果真的是聖靈帶領，大家都知道，是怎樣的心境、態度和需要。 

在這過程中，有聖靈能力幫助他們行神蹟，但我們知道如何令聖靈的能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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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進到錫安教會應有的態度（不憑五官認識信仰）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享，按著他自己多年親身事奉的經驗， 

我們錫安教會，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加知道， 

如何擁有一種合適的心態和屬靈氣氛（mood），去參與教會各樣事奉。 

  

所以，參與最後大復興的賓客，進到錫安教會之後，就必須學習這種應有的心態， 

因為神已經透過共同信息證明，錫安教會是最後考驗中的Model Answer， 

是全個人類歷史中，信仰的標準答案， 

各人都需要效法這一個由共同信息所指向的Model Answer， 

以補考方式盡力抄襲，做到最好。 

 

如此，就解釋了，為何日華牧師於主日分享的每一個信息題目， 

都會成為世界最大的新聞、最多人討論的話題。 

當然，整個世界都不知道，為何錫安教會每星期前瞻性分享的題目， 

不論是大自然災難、反常天氣、Bitcoin比特幣、顏色革命、人性兩極化等， 

隨後都會成為世上最大的新聞。然而，答案只因為我們錫安教會， 

就是全世界的Model Answer，是世人需要一同效法及跟從的標準答案。 

 

既是如此，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必須確切知道一個事實， 

當全世界的賓客一同赴席，參與新婦錫安教會的時候， 

我們沒有理由要去改變過往一直沿用的卓越做法，降低自己的標準遷就他們。 

始終，他們只是一群赴會的屬靈賓客，完全不了解錫安教會擁有的事物。 

錫安教會建立的屬靈氣氛、聖靈的帶領、聚會中聖靈的同在等， 

全都是日華牧師 30多年來一直準確捕捉，十分重要的寶貴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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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錫安教會在聚會中選擇頌唱的詩歌、 

由錫安教會創作的錫安新歌、聆聽詩歌的「錫安劍」耳機， 

綜觀全世界的音樂界，亦唯有錫安新歌能夠得著這種史無前例的屬靈氣氛。 

 

世人常誤以為，人憑著五官的舒服，因種種娛樂使肉體感到興奮， 

這些五官的反應，就代表復興。其實，他們全都誤解了。 

唯有人培養內心擁有一種超官感的機能，靠著聖靈，與聖靈連繫， 

基督徒才能準確無誤地行完天國道。 

  

日華牧師 34年來建立錫安教會的過程上，正是學會以超官感， 

憑著信心，靠著聖靈，與聖靈連繫，努力塑造錫安教會獨有的屬靈氣氛， 

最終，能夠連一日也不偏差，行進神的計劃裡。 

 

所以，日華牧師解釋，起初建立錫安教會的時候， 

若果不計算主動自薦在錫安教會全職事奉的邵傳威策略家， 

為何錫安教會第一個全職事奉者，必定是負責敬拜讚美的崗位， 

即聘請黎展鳴策略家成為第一個全職事奉者， 

因為，日華牧師由開始建立教會時已經知道， 

在錫安教會塑造一種聖靈能夠自由運行的屬靈氣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事實上，現時神賜予的「錫安劍」和錫安新歌，正是一條屬靈捷徑， 

幫助全世界於短時間裡，將他們從肉體的五官， 

發展出超官感的屬靈觸覺，建立屬靈的氣氛和態度。 

因為日華牧師熟習和知道，當人投身在這種屬靈氣氛下， 

人就能夠輕易連繫聖靈，知道聖靈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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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過往 500年基督教真理復還的過程裡， 

由基要教會至近代靈恩教會，全都忽略了聖靈的重要，從來沒有連繫聖靈， 

甚至，大部分靈恩教會都誤以為，人藉著肉體的感官，情緒上的激動和興奮， 

扮狗扮豬的在地上爬、扮雞扮動物喊叫， 

一味單顧五官的感受、著重名譽得失、金錢掛帥， 

擁有成就和人數，就代表復興，誤以為這樣會得到神的認同。 

世人對聖靈的認識，就是如此無知及低智商， 

反之，對比我們錫安教會於屬靈領域上的認知，實在是天淵之別。  

 

世人就如畜牲般，趨之若鶩地參與這些一味著重肉體五官感受的教會， 

正反映他們對聖靈的誤解和無知。因為他們仍然是以肉體五官的觀感來接觸屬靈， 

完全失卻了對聖靈的重視，於日常中，亦忽略了要與聖靈不斷連繫。 

  

故此，大家就明白，為何他們竟會接受在聚會中扮豬、扮狗的行為呢？ 

始終，世人一直都是著重憑五官去認識這個世界， 

從來不會著重一種容讓聖靈運行的屬靈氣氛。 

 

但是，神的眼中卻不是這樣，聖靈是以人的一生， 

能夠結出聖靈果子、與主耶穌連繫、聽到神的聲音， 

才算是行完天國道，完成神給予世人的考驗。 

情況就如亞伯拉罕的一生，神看他是朋友，將要作的事情，沒有一件會瞞著他。 

 

同樣，主耶穌基督應許新約門徒， 

說真理的聖靈來了，就是為了引導他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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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賜下聖靈，誕生聖靈的工作， 

就是讓我們一生與聖靈連繫，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被聖靈帶領。 

事實上，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正符合一生與聖靈連繫的標準， 

成為整個歷史的Model Answer，是 The One真命天子的唯一答案。 

  

在最後大復興、羔羊婚筵中，神正是邀請全世界的賓客， 

不論貧富、不問身份，都要一同參與， 

按著共同信息所指向，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榜樣， 

照樣複製、照樣效法這一個 No.1的卓越榜樣， 

以補考方式，竭盡全力，投資一生與聖靈連繫，做到盡善盡美。 

 

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就是要將真理透徹分享， 

幫助人藉著明白真理，認識真理的聖靈，從內心擁有神的形象和內涵， 

在這個時代，錫安教會就是將各樣真理的碎件併合起來，成為神入住的聖殿， 

而不是讓人繼續憑五官、個人榮耀、今生的驕傲、眼目的情慾來認識世界。 

  

反之，神透過一個個天意級共同信息， 

就是為了提示世人最後的大復興、羔羊婚筵已經開始了， 

此時此刻，正是神吩咐僕人走到路上，勉強人進來，坐滿屋子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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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賓客都必須效法新婦錫安教會的優美態度，穿上禮服，以超官感方式與聖靈連繫， 

於新婦錫安教會中，與主耶穌真葡萄樹連繫，多結果子， 

好讓自己的行事為人，與神在這個時代頒佈的福音相稱！ 

  

************************************************************************************** 

如果以他們的家庭關係，或對跟隨者的態度，已經一發不可收拾的話， 

那就必須要處理好，如此，聖靈才有更多的神蹟幫助他們。 

如果他們沾到很少的神蹟，便已經感到很震撼， 

其實我們可以幫助他們增加更多的神蹟。 

 

在過去那麼多年裡，在錫安教會中豈不是親眼看到這個現象？ 

當我們越擁有聖靈的性格，聖靈的恩膏才會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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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我們才能夠成為賓客，即是行事為人皆合乎義人的標準， 

然後進到懂得與聖靈合作的童女，使到他們的燈有更多的油， 

再進到從內裡發出來優美性格的，才是新婦。 

 

************************************************************************************** 

影片：授權式（遮蓋式）及個人與聖靈合作的能力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析，兩種得到屬天能力，能夠行神蹟的方法， 

一種，就是授權式，亦即是靠著屬靈領袖的遮蓋，甚至是教會的遮蓋所得到。 

另一種，就是發自內心，與聖靈個別建立的信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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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授權式，就是主耶穌曾經親自示範過， 

除了 12門徒外，祂直接授權跟隨祂的 70門徒去傳福音，並且，可以直接行神蹟。 

 

路加福音 10章 1節、17至 20節 

1節：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 

17至 20節：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地回來，說：『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們。』耶穌對他們說：『我

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

力，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 

  

於這幾節經文中，清楚提及，這 70門徒，不是因為自己的信仰，令他們能夠行神蹟， 

因為，他們的信主年數，也不會超過三年半。 

這裡清楚提及，他們能夠趕鬼、叫死人復活、醫治病人， 

是因為主耶穌以授權的方式，將權柄給予他們， 

讓他們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因此，他們是於主耶穌的遮蓋底下而做到。 

所以，主耶穌特意提醒他們，不要過份沾沾自喜。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授權式的出現，99%也是為著證明授權的人，是來自神的用人。 

因為，唯有得到神的認可，這人才可以將神的權柄授權給其他人。 

讓所有人都見證到，這種授權，是會產生功效的。 

  

大家可以想想，行神蹟的權柄，其實，也是來自於神，不是來自神人， 

所以，即使神人得著行神蹟的異能、權柄，其實，他自己也沒有可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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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要證明這人是神人的緣故，神就讓這位神人可以將他的權柄授權給其他人。 

所以，神人能夠將神的權柄授予別人的原因， 

99%是因為神要印證這人是來自神，只有 1%是因為其他人需要神蹟。 

亦因此，這就解釋到，為甚麼全世界都對神蹟有著極大的需要， 

但產生出神蹟的機會，卻是這麼稀少的原因。 

 

大家可能會問，為何這是一個最聰明的方法，去印證神人呢？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當一個神蹟人去行神蹟，醫好一個病人時， 

旁觀的人可能會想，這個病人可能是假扮的，並且，神蹟亦可以是假的。 

 

但當這個神蹟人，去將這個權柄，授予這位旁觀的人， 

讓他可以去到他的社區、他的故鄉去傳福音、行神蹟， 

去醫好他所認識，自小也是盲的、聾的人， 

那麼，對於這個人，以及他的社區、他的故鄉的所有人來說， 

這些神蹟，一定是真的。 

  

其實，對於神來說，透過哪一位去行神蹟，也是沒有分別的。 

無論神用一個神人去行神蹟，或是用主耶穌的 70個門徒去行神蹟， 

其實，這個神蹟，也是來自神。只不過，當神是用授權的方式，授權其他人去做。 

客觀的效果，就是令到其他人都會確信神的真實，以及知道授權者確實是神人。 

  

亦因此，70門徒回來的時候，也就跟主耶穌說，連鬼也服了他們，這豈不是已經達到神的目的？ 

所以，明顯地，神不是針對他們醫甚麼人、行甚麼神蹟，甚至趕鬼， 

神所針對的，是讓這 70門徒確切知道神的真實，以及主耶穌必然是來自神。 

 

第二種得著能力的方法，就是發自內心，我們與聖靈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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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位可以將權柄授予別人的人， 

他得到權柄的原因，卻不是別人的授予，而是因著他自己與聖靈的關係， 

就是成為一條流通的管子、結出聖靈的果子。 

  

就如主耶穌，祂就是本體，能夠與聖靈合作， 

祂行神蹟和異能，甚至是從死裡復活，也是藉著聖靈，而新婦就是這種級數。 

  

所以，現在我們明白了於《路加福音》的例子中， 

新婦，就是主耶穌的級數，因著與聖靈的關係，而得著行神蹟的力量。 

 

然而，70門徒就是賓客的級數，他們因著主耶穌的授予，才能夠得著能力。 

至於童女，就是介乎於兩者之間，他們從賓客，只能靠著被授予能力而行神蹟， 

慢慢進到主耶穌的級數，能夠與聖靈有個別的信仰關係。 

 

************************************************************************************** 

 

若我們真的想幫助他們成為新婦， 

而不是幫助他們在地上爭取更多利益的話，其實，我們能夠幫助他們。 

 

我們的身份或是你們的身份，不論是主婦或上班一族（打工仔）， 

我們要怎樣幫助一個君王和領袖，使他們的成就更成功？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並不是在這個範疇中成長， 

你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可是，聖靈卻擁有。 

故此，你一定要做，並幫助他們從這個角度去看，才是讓他們真正認識神。 

 

若我們看見，主耶穌行水面、以五餅二魚讓數千人吃飽、讓死人復活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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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我們要以修練內功的方式鍛煉？難道，我們要以爭取的方式鍛煉？ 

不可能。我們需要按著主耶穌教導的方式鍛煉。 

 

而當中有兩種方式：第一，授權，主耶穌授予權柄給我們。 

 

第二，與聖靈合作，學習主耶穌宣講的原則，讓聖靈於我們的身上， 

我們就是枝子，能夠行同樣的神蹟。 

 

因此，這些人不是希望獲得勢力和才能，以解決君王、領袖與自己的問題。 

而是倚靠聖靈、倚靠神的靈幫助他們。 

 

試想，我們是否已從許多方面認識聖靈？當你學習恩賜運作，是否更認識聖靈？ 

當你禱告以解決人生問題，是否得倚靠聖靈？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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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聖靈的交流及人的成長 

日華牧師分享到，究竟我們怎樣才可以得著聖靈的恩膏，解決人生一切難題呢？ 

 

很多人都有一種誤解，以為聖靈只是一種能力，如電力般，只是供給我們能量。 

但是，神將聖靈賜予我們，其實是想考驗我們的性格是否似神，是否配得聖靈的能力。 

所以，我們有否想過，聖靈的臨到本身就是一種考驗。 

並且，聖靈的名字，亦考驗我們是否活在聖潔當中，以此成為聖靈能力的保險絲。 

當我們擁有聖靈全面的性格，聖靈的能力才可以透過我們的性格流到我們身上， 

為我們解決人生一切問題，不單不會失見證，甚至能夠見證神。 

 

現在我們就明白了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是甚麼呢？ 

為何聖靈是以一種隱藏不見、極為神秘，且不能捉摸的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 

而不是如主耶穌般，以肉身顯現呢？ 

 

因為，神賜予我們聖靈和能力，其實是為了成為我們信心和性格的考驗之一， 

神刻意讓世人擁有自由旨意，可以自由地選擇， 

不斷試驗我們是否真正愛神，是否對神持著堅定不移的信心， 

抑或如外邦人般，因能力和榮譽而迷失。 

 

另外，神亦考驗我們，會否在得到祝福和能力後，停滯不前， 

還是願意繼續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一方面，使自己的性格不斷成長， 

另一方面，亦使自己能夠承受神更大的能力去榮耀神。 

 

為何主耶穌在世的時候，會對門徒說，祂離世是更好呢？ 

又為何天父會因此賜下肉眼不能見，向世人隱藏的聖靈呢？ 

 

約翰福音 16章 7節：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在屬世或屬血氣的人眼中， 

相比聖靈，當然是一位肉眼能見、肉身能接觸的主耶穌更好。 

可是，在神的觀點中，當主耶穌以肉身顯現在地上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立即離不開以五官的感覺去認識主耶穌， 

但是，神擁有的一切性格和能力，人類又豈能以血氣的五官完全領受呢？ 

 

當然不可能，所以，神就以看不見的聖靈，接替主耶穌釘十字架並復活之後的所有工作， 

因為，當人看不見聖靈，絕對不能以五官接受聖靈，就只能以良心和超官感來與聖靈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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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當聖靈看似以虛無飄渺的方式存在，亦彷彿靜默無聲， 

甚至，聖靈與我們內心說話的時候，假如我們抗拒祂的聲音，祂甚至會立即離開， 

從來都不會以權威的命令方式指引我們，強逼我們服從。 

 

為何聖靈與我們溝通，從來都是以這種極為溫柔的方式， 

從來都不會以強逼和命令的方式，與我們說話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和簡單的原理。 

假如你常常強逼一個人服從，漸漸地，這人就會極為依賴你，不會再自立和成長。 

 

同樣，如果聖靈時常以命令方式，強逼人服從祂， 

或是不斷以五官的利誘方式，吸引人順從的話， 

我們就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選擇中成長，在過程中體會神的心意， 

因為明白和了解神，因而產生出發自真心的順服，能夠在信仰上自立和獨當一面。 

 

當聖靈以這種若即若離的方式，存在於我們的生命中， 

神就可以藉著聖靈試驗我們，是否真心愛神， 

是否真心希望成為一位性格和生命似神， 

並且信仰不斷進步，願意努力結出聖靈果子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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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是刻意讓聖靈以看不見、摸不到的方式存在，刻意讓我們無法以肉身的五官感應。 

因為，如果聖靈如主耶穌般以肉身顯現，以一種更清晰的方法現身， 

我們就無法擁有更好的性格，就如主耶穌在世時，所有門徒都無法在屬靈上成長。 

 

但當主耶穌離世，神賜下了眼不能見的聖靈後， 

他們卻反而成為了一群信仰上獨當一面的偉大使徒，成為我們後世基督徒的榜樣。 

這就是神的智慧與人類的智慧的分別，神的聰明和智慧，遠超人類能夠想像。 

 

對比現今最賣座、最受世人喜愛的超級英雄電影，漫威電影宇宙《復仇者聯盟》系列， 

多數只是形容主角們因機緣際遇，而得著強大能力， 

甚至，整個系列的電影故事，都是環繞他們擁有不同的超能力而發生。 

 

對比神是怎樣塑造人類，讓我們在生命性格上成長，一步步使我們配得神的能力， 

那些所謂超級英雄的成長故事，是何等膚淺呢？ 

 

要塑造一個人成長，至配得神的能力，又怎可能是一齣短短兩、三小時， 

甚或數十小時，廿多齣《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可以形容得到呢？ 

人類真正的成長歷程，怎會是如此膚淺呢？ 

 

就以日華牧師分享天國撒種真理的「天國比喻」信息為例， 

單單這個題目，已經長達 36篇信息，總長度超過 50小時， 

才能一次過，詳細教導一位基督徒，認知撒種的基礎真理。 

 

可是，一位基督徒要學習天國的真理，成為神家中成熟的長子 Vios， 

甚至是成為新婦，可以承受神創造的萬有，又豈是一套「天國比喻」能學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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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34年，即使日華牧師盡心竭力， 

每星期分享永不重複的主日和家聚信息，甚至每天分享的《栽在溪水旁》信息， 

亦不是聽完上萬小時、上萬篇信息，就等同成為了長子，更遑論是成為信仰巔峰 923的新婦。 

 

要成為神家中的長子，甚至成為新婦，不單要擁有大量屬靈知識， 

更要願意身體力行，以良心回應和服從聖靈的聲音， 

面對人生種種難題、逼迫和試練，甚至，要能夠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帶領。 

 

要讓一個人成長至似神，屬血氣的世人， 

又怎會明白當中的難度，以及所需的時間和心力呢？ 

 

所以，歷史上從未有人能夠拍攝一齣電影， 

完整講述一個人怎樣跟隨神，成長至成為新婦。 

因為一齣數小時的電影，甚或數十集的電視劇， 

根本不足以拍攝這一個複雜和漫長的過程。 

 

唯有我們親身參與在新婦級錫安教會裡， 

親身學習和體驗，如何被看不見的聖靈帶領，如何以信心回應神的感動， 

才能夠使我們的人生，成為一齣給予神和天使觀看，最精彩的超級英雄電影。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如同《復仇者聯盟》的虛構英雄般，只是被動地得著能力， 

那麼，我們又有甚麼可誇，又有甚麼可以拿來榮耀神呢？ 

 

就如電影《蜘蛛俠》，主角只是誤打誤撞， 

因為被一隻變種蜘蛛咬傷，而擁有了超能力。但是，這又有甚麼可誇的呢？ 

如果《蜘蛛俠》的主角，是一位蛇蠍心腸的壞蛋， 

卻同樣誤打誤撞得著能力，那麼，主角豈不變成大奸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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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所創造的信仰和信心現實中，我們卻不會在神創造的人類當中， 

看見一個人，既擁有全人類最大的能力和智慧，同時卻是一位大奸角。 

 

相反，我們卻會看見，《聖經》中，所有擁有神強大能力的人， 

都是愛神和有信心的偉人，所以，他們才配得擁有神的能力， 

任何人得著能力後跌倒，如掃羅和參孫，最終都會被神收回能力， 

甚至，被神賜予他們的能力和祝福，反害己命，不得善終。 

 

因為這就是神的智慧，是遠超屬血氣的人類所能夠明白和理解的， 

世人都以為，能力越大、越有錢、越有權勢，就代表這人越偉大， 

但在神眼中，最偉大的屬靈偉人，卻是擁有屬神的品格，結出聖靈果子的人。 

因此，如果一個人在性格上與神相似的話， 

神亦會慷慨地，把祂的能力、富足和各種祝福，賜予他們。 

 

申命記 28章 2節： 

「你若聽從耶和華 ── 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神向世人隱藏聖靈的原因，是因為神要全面測試我們的性格， 

看看我們的生命中，有沒有堅持、委身、信心、愛心、恩慈，以及忍耐。 

神是要藉著聖靈全面測試我們的性格，不是逐項測試，而是全面地測試， 

當我們擁有所有屬神的性格，才可以通過所有測驗，得著神全方位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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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神豈會向我們吝嗇，不把能力和智慧賜給我們呢？ 

因為，當我們勝過神給予的考驗，可以與世人看不見、摸不到的聖靈相交， 

並且以良心回應聖靈，在沒有利益的前提下， 

仍願意服從聖靈的引導，我們就配得擁有聖靈的能力。 

正因為我們在多方面，經歷了無數歷練和挑戰，才能成長至擁有聖靈的果子， 

所以，神就可以為我們製造一面屬靈祭司的胸牌， 

是由我們內心的品格熬煉出來的十二粒寶石。 

 

出埃及記 28章 15至 20節：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個決斷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樣的做法：用金線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

並撚的細麻做成。這胸牌要四方的，疊為兩層，長一虎口，寬一虎口。要在上面鑲寶石四行：第一

行是紅寶石、紅璧璽、紅玉；第二行是綠寶石、藍寶石、金鋼石；第三行是紫瑪瑙、白瑪瑙、紫晶；

第四行是水蒼玉、紅瑪瑙、碧玉。這都要鑲在金槽中。」 

 

《啟示錄》結束時，正是形容新城耶路撒冷的城牆有十二個根基，就是由祭司胸牌的十二粒寶石所

製造。因為，藉著聖靈塑造和熬煉我們所得出如寶石般的性格， 

就是這所屬靈聖殿的最根基部分，任何人，只要不是在這個根基上建造他們的信仰， 

都不可能成為教會的一部分，亦不可能成為屬靈的聖殿，讓神入住、成為新婦。 

 

啟示錄 21章 19至 22節：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

石；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璽；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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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每一個人對於神的塑造和熬煉， 

都有著不同的回應程度，因而產生出不同級數的屬靈品格， 

所以，神在審判的時候，就可以給予我們各人不同的評分， 

成為天國不同程度的位份，按各人的成長程度， 

給予我們賓客、童女，甚至新婦的資格。 

 

而那些不合格的人，就不能被提，要在大災難中， 

再接受多三年半，1,260日的考驗，補考合格的人，可以成為毛衣人， 

再次連補考都不合格的人，則會被神完全放棄，在永恆中與撒但一同在地獄中受刑罰。  

 

然而，如同《以賽亞書‧60章》所形容， 

到了最末後被提前，神會讓那些合資格成為新婦的人，即錫安教會， 

挪開一直以來神對我們的一切禁制，讓那些擁有聖靈全面果子的人， 

擁有聖靈全面的能力和神的榮耀。 

 

好叫世人終於看見真相，這真相是甚麼呢？ 

以往，世人都會將著重內涵，善良的基督徒，視為世上最軟弱、最沒有能力的人， 

因為他們不能犯罪、不可以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而且，在任何環境中，即使被惡人惡待，都仍然要保持好性格，不可以如惡人般無情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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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實卻與這些外邦人所想的，剛好相反，在神眼中，這種善良的基督徒， 

是真正擁有神最大能力的人，他們才是世上最偉大的超級英雄， 

只是，神為要考驗和塑造我們，暫時壓抑了我們合資格擁有的能力。 

 

所以，當我們通過了一切考驗，神就讓全世界都看清這個真相， 

使最愛神、最善良的新婦，擁有史無前例最大的神蹟和審判能力。 

 

哥林多前書 1章 26至 31節：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

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

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如經上所記：『誇

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 

舊約已示範，許多君王到先知面前， 

不是讓先知處理財政，不是要先知幫他們選賢立士， 

這些只需要先知為他們祈禱便可，不是這樣。 

因為先知有聖靈在他身上，並且先知身上有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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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不是涉及先知用什麼手段，或是上一些什麼講座， 

專門幫助這些領袖和君王？全部都不是！ 

而是在乎先知身上有的恩膏，他按著聖靈的感動去幫助這些君王， 

使這些君王能夠與聖靈合作。 

 

************************************************************************************** 

影片：新婦教會的恩膏吸引世上的君王來就光 

日華牧師回答資料員的問題︰ 

當君王和精英來到，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踏進自己的身份呢？ 

  

就此，日華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享，錫安教會就好像舊約的先知般， 

已經擁有聖靈、有恩膏、有美好的性格，能與聖靈合作， 

羔羊婚筵的賓客，即全世界的君王、元首和精英，願意千里迢迢來錫安教會就光， 

亦正是這個原因，決不是我們錫安教會反過來要去沾他們的光。 

  

因此，日華牧師鄭重提醒弟兄姊妹，務必要理解我們這個身份， 

假如我們失卻了這個極為重要的概念，我們就無法幫助羔羊婚筵裡的賓客。 

  

隨著歷史逐步推進到最後大復興，在最後階段， 

必定會有大量君王、元首和精英，進到新婦錫安教會裡， 

那時，可能有人會希望日華牧師的講道遷就他們，作出改變。 

 

例如︰主日信息內容不要太深奧，單單分享適合賓客的信息就可以了， 

不要再教導任何裝備人成為新婦和童女的信息。或是為了迎合初信賓客的口味， 

要求錫安教會的聚會頌唱流行曲，或是將流行曲填上基督教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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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能有人會認為，賓客參與主日聚會時， 

可以隨意穿便服，不需要刻意尊重聚會， 

弟兄不需要穿西裝、西褲及結領呔，姊妹衣著也不需要端莊， 

卻不知道這樣做，會對聖靈失去了應有的尊重。 

 

種種降低信仰標準的轉變，單單只是為了迎合大量湧入新婦錫安教會的賓客， 

反過來要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遷就他們。 

日華牧師分析，當進入最後大復興，若果錫安教會這樣做， 

就變成是錫安教會去沾君王、元首和精英的光，而不是他們來就新婦錫安教會的榮光。 

 

神早已透過「天馬座行動」信息， 

不斷揭示及明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是整個歷史最後的成品，是時間與歷史的主角， 

而這些君王、元首和精英，都只不過是婚筵的賓客，過往與新郎主耶穌一直無份無關， 

他們並非歷史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神悉心鑄造的新婦。 

  

情況就如主耶穌分享「不義管家」的比喻，接下來，是一個錢財變得沒有用的時間， 

世人要學懂將自己的錢財換取有永恆價值的事物，將財寶存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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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他們只是賓客，是被邀請來赴席，單單來吃喝，參與婚筵， 

神邀請他們，只是期待他們來到錫安教會，感受卓越的屬靈氣氛， 

放棄以肉體五官來接觸這個世界，反而效法錫安教會的榜樣， 

以超官感的屬靈觸覺，憑著聖靈察清這個現實， 

從而獲得更多恩膏、更大聖靈同在，與聖靈產生更大連繫。 

  

由始至終，神都是以共同信息指向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是整個歷史裡唯一的榜樣、世人唯一的答案， 

因為，日華牧師憑聖靈帶領錫安教會， 

成為主耶穌的朋友和新婦，為世人解開千古之謎。 

 

所以，當君王來就光的時候，世人要由以往憑肉體五官扎根於世界， 

成為暴發戶、有財有勢的人，變成一個效法錫安教會，擁有超官感屬靈觸覺， 

一生與聖靈連繫，被聖靈帶領，察清現實，認知真正永恆的人。 

  

接下來，君王、元首和精英，會因為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恩膏， 

決定放下身段來就新婦的榮耀和光輝，若果他們想成為合資格的賓客、準時被提， 

他們就應該要有一個好信仰，以及來就新婦榮光的想法。 

反之，若果他們無法建立好信仰，還反過來要求錫安教會迎合及遷就他們， 

那麼，即使讓他們進入錫安教會，對他們也是毫無用處。 

 

我們不能繼續助長他們憑五官扎根於世界的想法， 

所以，當賓客來到的時候，我們要教導他們在難題中懂得作選擇， 

即使行屬靈的路，比用妥協的方法至少難 10倍至 100倍，仍要懂得堅持和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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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妥協真理、降低信仰標準的方法行信仰， 

的確既容易、又沒有逼迫，是一條寬闊的道路，進去的人也多， 

只可惜！如主耶穌所警告︰這是一條引到滅亡，無法被提上天堂的道路。 

 

進到最後大復興時，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必須理解， 

我們應當持著怎樣的正確態度，幫助這些君王和精英呢？ 

我們必須與日華牧師同心，以正確的態度和觀念，竭盡所能參與這個復興。 

 

歷史上，從來沒有人見過世界末日， 

也沒有人見過全世界的君王，去到新婦教會，就新婦榮耀的光輝， 

因此，歷史上也沒有人知道如何在復興中自處。 

  

然而，錫安教會是歷史上的終極成品，錫安教會於過往 34年間所做的事， 

對比現時這些賓客的參與和付出，何止相差一百萬倍呢？ 

既是如此，又怎可能要新婦教會反過來遷就他們、奉承他們呢？ 

相反，這些賓客來到的目的，其實是瞻仰新婦教會的光輝，來就末後聖殿的光輝！ 

  

以賽亞書 60章 3節：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情況就如主耶穌降生的時候，幾位東方博士也是藉著伯利恆之星的引導， 

帶著貴重的禮物，千里迢迢從遠方來到救主面前，為要瞻仰救主降生的榮耀和偉大， 

這幾位博士正是以朝聖的心態，親身目睹救主主耶穌的光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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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看見為何先知以利沙，都叫這個皇帝去射箭。 

並且叫他拿著箭在地下打，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對於我們一般人，所謂普通的平民百姓是不明白這個原因？ 

 

現在你就明白了，因為神要這個皇帝與聖靈建立一個關係， 

並且要皇帝學習謙卑。因為即使在以利沙死後， 

決定這個國家能否繼續富強下去的仍然是這個皇帝！ 

 

************************************************************************************** 

影片：君王參與最後的復興的性格 

日華牧師引用舊約《列王紀下‧13章》， 

以利沙指示以色列王約阿施如何永久打敗亞蘭人，成為一個例子， 

教導我們在大復興中，應該如何面對來到錫安教會尋求幫助，並就神的光的君王和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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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指出，所有來到神面前的人， 

無論他是平民百姓，抑或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其實，神的要求都是一樣： 

就是要求每一個人，都必須擁有屬神的信心和性格，在人生中結出聖靈的果子。 

 

神不會因為這人擁有千億萬家財，或是一國之君， 

就降低他們在信心、性格和結果子上的標準， 

反而，對他們的要求，是比平民百姓更高，因為，神是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 

 

無論是現今末世，或是舊約時代，神對任何人，即使是君王， 

都一律要求他們對神擁有絕對的信心和服從，並且要有好性格，結出聖靈的果子。 

 

《聖經》中，每當有人來到神面前尋求幫助， 

我們都會看見神指示和要求他們做某件事， 

為要測試他們的信仰和為人，看看他們是否合資格得著神的幫助。 

 

例如︰《列王紀下‧13章》，當時，先知以利沙即將離世， 

但北國以色列卻面對亞蘭人犯境、兵臨城下， 

所以，以色列王約阿施在以利沙死前急忙尋找他，希望先知以利沙可以為他化解危機。 

 

按照一般屬世的人情事理，大家都會想到， 

當一位皇帝面對敵軍入侵時，去求一位先知的幫忙， 

最大機會發生的事，應該是先知作一個禱告， 

神就差一位天使，把入侵的敵軍全部殺滅， 

或是，先知為皇帝在神面前獻祭，再預言敵軍必定大敗、落荒而逃。 

 

但是，以利沙卻吩咐以色列王約阿施做一件看來極為無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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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叫他拿出弓，先向朝東的窗戶射出一枝箭， 

之後，取出幾枝箭，然後用這幾枝箭打向地面。 

 

列王紀下 13章 14至 19節：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約阿施下來看他，伏在他臉上哭泣，說：『我父啊！我父啊！以色

列的戰車馬兵啊！』以利沙對他說：『你取弓箭來。』王就取了弓箭來；又對以色列王說：『你用手

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說：『你開朝東的窗戶。』他就開了。以利沙說：

『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說：『這是耶和華的得勝箭，就是戰勝亞蘭人的箭；因為你必在亞弗

攻打亞蘭人，直到滅盡他們。』以利沙又說：『取幾枝箭來。』他就取了來。以利沙說：『打地吧！』

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發怒，說：『應當擊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亞蘭人直到滅盡；現在只

能打敗亞蘭人三次。』」 

 

早在 30年前，1989年 4月 16日，日華牧師已於主日信息 

「加拉太書第 66篇神蹟人系列兩個皇帝」中， 

詳細分享了先知以利沙和以色列王約阿施的事蹟。 

 

經文亦已清楚記載，當以利沙拿出幾枝箭，叫約阿施用箭打地， 

但約阿施只打了三次，就停了下來。 

 

以利沙當面就責備約阿施，為何不用盡他取出來的箭全部打向地， 

如果他不是三次就停手，而是持續打地五、六次，他就能夠全面打敗亞蘭人， 

但是，現在他只能打敗亞蘭人三次，之後，他就會繼續打敗仗，永無寧日。 

 

為何神吩咐以利沙叫約阿施用箭打地呢？ 

因為神要藉著一件看似與戰爭得勝無關的事， 

測試約阿施是否真心服從神的先知，看看他是否真心想跟從神、順服神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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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只想利用神和以利沙打敗亞蘭人，保住自己的皇位。 

 

然而，他內裡的性格，決定了他的行動，當約阿施的內心只是想打敗敵人， 

對神卻沒有真正的信心和服從，他就不會把神的命令執行到底， 

只會做幾次，或是一會兒，看見所做的事沒有果效， 

因為自覺身份高人一等，就不會繼續做下去。 

 

這顯示出約阿施真正的為人，他從來都不愛神，亦不是真心以僕人的心，順從神的指示， 

當神解決他面前的問題後，他就會立即離棄神，亦不會再尋找和理會神的先知。 

從他只用箭打地三次，而不是盡力地，至少打地五、六次，甚或不停地打， 

就證明他的內心，只是求成功和名利，而不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到底。 

 

就如我們以往曾見過不少人， 

當他們在人生中面對巨大問題時，他們就會來到教會尋找神或領袖的幫助， 

神亦確實會應允教會領袖為他所作的禱告，解決他眼前的難題。 

 

但是，當這些人的問題得到解決後，他們不單不會再花時間尋求神， 

甚至會立刻轉身離開神、離開教會，因為，他們來到教會的唯一目的， 

不是為了尋找神，效法神的性格改變自己，結出聖靈的果子， 

他們來到教會，只是為了自私的原因，希望利用神和教會幫助自己解決難題而已。 

 

所以，將來大復興的時候，亦會有很多君王、元首或世界級首富，帶著眾多難題來到， 

當他們看見神的同在和能力，彰顯在錫安教會， 

他們就會希望教會領袖幫助他們解決國家或企業的問題。 

因為，他們以為神就如神話中的阿拉丁神燈， 

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願望和私慾而存在的奴隸。 

 

但神想要的，卻是希望他們擁有一顆願意的心，以信心服從神帶領。 

希望他們願意謙卑改變自己的身份，由高人一等的位置，變為神的僕人， 

並且放下肉身的一切榮華富貴，獻上成為羔羊婚筵的禮金， 

換取天國羔羊婚筵的賓客入場資格。 

無論他們是否懂得這樣做，這都是神給予他們的最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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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我們幫助這些君王和領袖的時候，我們都不用另外再學， 

或是為了這位 CEO而購買了很多書，來學習怎樣去投資。 

 

我想讓你知道，現在才去追趕？你根本都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 CEO， 

現在以為去幫助這些人，去買一些基督教有關投資的書籍學習。 

事實上很多時候，那群所謂基督教，教人投資的作者本身都是經濟拮据。 

只懂得叫人給予奉獻而已，明白嗎？所以，你現在才開始追趕這些知識？ 

 

但是，即使你看完了，你是真的能幫助他嗎？ 

他真的想聽一些成功講座上的知識和資料內容嗎？不是！ 

他所缺乏的只是聖靈。 

 

************************************************************************************** 

影片：最後的復興與人生結聖靈的果子 

於信仰上，很多人都會有一個錯覺，在他們的想像中， 

他們會以為，假如出現君王來就光的情況， 

教會的責任，就是去指導這些君王、臣宰，去做好他們的工作，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一來，作為君王、臣宰，他們有自己的專業範疇，教會沒有可能比他們更專業。 

  

二來，他們來就光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認識神， 

希望知道錫安為何可以與眾不同，得到一個真正的信仰，甚至發光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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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當然就是以我們最專長的部分去輔導他們，就是介紹他們認識聖靈。 

因為，叫他們能夠上天堂，得著永恆身份的是聖靈， 

而不是他們的豐功偉績，這些都是將會消失的沙土。 

因此，於永恆中，這是一文不值的。 

  

當我們介紹他們認識聖靈， 

之後所出現的現象，就是聖靈希望能夠更加引導他們成聖、似神， 

於最後的時間，去賺取最多的屬天獎賞。 

  

大家可以想想，對於他們的身份， 

當聖靈來到的時候，聖靈會要他們做些甚麼呢？ 

他們要做些甚麼，才能夠快速累積獎賞呢？ 

  

他們作為君王，聖靈要他們所做的， 

也就是取決於他們突破性的態度和性格，而作出的選擇和取捨。 

答案就是如上一個精華短片所提及的皇帝一般，就是既謙卑，又要付出。 

 

因此，當他們行真理的時候，他們所面對的，反而是人生的衝擊和試練， 

為的，就是讓他們更加經歷聖靈，讓他們更似神。 

因為，很多時，神所給予的祝福，也只是為著吸引他們去行信仰的道路， 

但真正能夠磨練他們的性格，讓他們更似神、更能夠與聖靈合作的，必然是各種的逼迫。 

 

所以，主耶穌於《約翰福音》提及，世人恨你們之先，已經恨我了。 

並且，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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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明白了，當將來，有君王、臣宰前來就光的時候， 

我們要準備好，當他們開始行真理的時候，他們會得到某些成功， 

但之後，聖靈一定會第一時間，在他們身上找出一個突破口。 

就是讓他們經歷人生的艱難，讓他們作出信仰的選擇及改變。 

  

因為，聖靈來到，不是要給予他們地上會消逝的成功， 

而是要讓他們用地上會消逝的成功，去換取一個持久優美的生命性格，去結出聖靈的果子， 

和我們一樣，有著一個真正的信仰。 

 

************************************************************************************** 

 

最後，我想每個人向三個人宣告：「我以後懂得依靠聖靈，用這個方法完成我的工作！」 

 

Amen！感謝主！我們若學習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