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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9 年 10 月 13 日分享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5）──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現時網上有許多不同的影片，無論是黑衣人、撐警、政府發佈的影片，當觀看 

這些影片時，我們應該如何選擇？若轉載這些影片時，又該注意甚麼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問題一：日華牧師，你分享到，關於神告訴你如何看待這群黃絲帶和黑衣人，他們都犯了遺漏的罪 

和隱瞞、包庇暴動分子。這讓我想起《聖經》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例子，就是摩西只是單 

身一人，有數百萬人跟隨他，但他們全都是忘恩負義之輩。神拯救了他們之後，竟有數百 

萬人想要殺死摩西。這正如香港現時的狀況，當有數以十萬、百萬計的人出來遊行，他們 

便認為開始時的訴求就必然是正確的，因為這是民主。現在，香港是否落入當時出埃及所 

遇到的光景呢？ 

  

答：其實，於世界上，所有未信主的人，也是隨著環境的道德標準來定義自己的定位， 

所以，他們會隨著環境而轉變，甚至乎，會「自我催眠」， 

就是以為數十萬、上百萬人出來的時候，作奸犯科也變成正確。 

 

因為，人多的時候，就能夠麻醉、麻木他們的良心， 

說服自己可以「違法達義」，其他人也要聽他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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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民主的可怕之處，只要大部分人贊成的話，就可以沒有道德底線， 

出現「惡人越久越惡」的現象，甚至乎，假如大部分人接納同性戀的時候，就會變成正確。 

而香港，就是這個如所多瑪、蛾摩拉的城市。 

 

《啟示錄》提及到，兩個毛衣人被殺的地方， 

是所多瑪、蛾摩拉、埃及與及主耶穌被釘死的地方。 

 

這三個地方，不是處於同一時代、同一地域， 

然而，當中其實是描述毛衣人被害之處的特質，也就是香港， 

而這三個地方，亦完成了「新婦的種子」，雖然新婦是於這處塑造成功， 

然而，毛衣人作為新婦的徒弟，亦會於這處地方死亡， 

並且，完成人類的補考，接著，主耶穌再次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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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於這次反修例風波中，一些教會內部出現分裂，出現兩邊對立的情況。錫安教會擁有真知 

識，所以，於這次問題上免疫，但有一點與過往的「雙氧水事件」非常相似。當時，我們 

的權利、自由、生活和前途也被剝削，但我們當時的反應，正好是現今人們反應的相反。 

我們會在當中努力事奉、為神做到最好、遵行神的計劃。現時的情況，彷彿正好對應兩群 

人，一群人考得最好，另一群考得最差。  

 

答：其實，於雙氧水事件中，是神帶領我們進去，並且受考驗。 

但於考驗中，我們並非只是維持信仰，而是讓信仰進步了。 

但相對，現時香港人，甚至警察所遇到的問題和試探， 

對比「雙氧水事件」來說是非常輕微，但他們的反應，卻與我們相距甚遠。 

  

原因，神會考驗所有人，童女會被考驗，是否有足夠的油； 

賓客也會被考驗，是否有穿上禮服。 

而對於新婦而言，更是會有著眾多更嚴峻的考驗。 

 

並且，就算是賓客的考驗試題，亦各有不同， 

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信主標準是不一致的。 

由於香港有錫安教會，所以，信主的標準、成為賓客的標準是最高的。 

  

現時，就如娶親比喻中，新婦、童女一早已經知道婚筵並預備好， 

所以，神藉著今次的風波，成為最後的機會，讓使者在十字路口招聚賓客， 

讓他們知道，羔羊的婚筵與及被提將要開始了， 

假如他們想成為賓客的話，就要來到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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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新婦、童女、賓客被提，教會、金燈臺被提之後，剩下來的，就是「七年大災難」， 

兩個毛衣人藉著外院的兩枝燈臺，完成最後的使命，招聚最後一班信徒。 

因為，當被提後，新約完結，世界返回舊約的時間，聖靈也不作工。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最近出現眾多有關《獅子王》、小獅子的共同信息， 

為的，就是告訴我們，現時，已經是新婦被塑造的尾聲。 

 

因為，神用上 1455 代表錫安的人數。 

然而，錫安當中，有很多年輕人，也未曾經歷過雙氧水事件。 

所以，現時的社會事件，就是給予錫安年青人的考驗， 

就如電影，《獅子王》當中的小獅子，也要面對自己的人生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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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香港回歸前的旗幟，正好就是大小獅子，並且，小獅子得著珍珠。 

 

因此，於這次事件中， 

一方面，是神對於當年逼害我們，上一代的審判。 

另一方面，亦是對於下一代，於幸福中長大的年青人的試練。 

 

所以，於神的視點中，不論是黃藍兩邊，都不值得幫。 

於黃絲方面，破壞社會，撒敗壞種子，當然會受審判。 

然而，藍絲方面，他們致力於製造香港成為一個如所多瑪、蛾摩拉一般， 

一個繁榮但不愛神的城市，到一個階段，當年為著維持繁榮而逼害神的受膏者， 

剝奪了下一代認識神、得著永生的機會，所以，他們現在所面對的，可說是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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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正是神完成新婦塑造的最後階段， 

去完成這個 Circle of Life，連小獅子也要變成獅子王。 

並且，於這次風波中，我們因著過去的塑造，讓我們成為受影響最低的一群。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圓解香港亂象第五篇 ── 神之視點看棋局」。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5）──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現時網上有許多不同的影片，無論是黑衣人、撐警、政府發佈的影片，當觀看 

這些影片時，我們應該如何選擇？若轉載這些影片時，又該注意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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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進入一個資訊過多、氾濫的時代， 

問題是，若我們以偏向喜好的方向去選擇觀看影片的話， 

很快地，就會在耳濡目染下，變成那類人了。 

例如，你喜歡看玩遊戲（Game）的影片，你便會變成宅男； 

你喜歡看英雄片，就會傾向選擇多看這類別的影片。 

 

網上很多傳媒，按照自己背景的目的，刻意只報道一半資訊， 

例如，外國傳媒不會報道香港警察被無理襲擊， 

他們卻只選擇集中報道：示威者手無寸鐵，警察卻不斷向他們發放子彈致流血， 

對於外國傳媒來說，警察死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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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道，他們明顯是說謊，卻仍以這個取向去報道，因為，總有九成人會相信。 

換言之，在看他們資訊的十成人之中，有九成人會完全相信他們所報道的。 

 

當然，有十成看外國片段、有十成人看警察的片段， 

總之，他們會慢慢選擇看其中一方，較少如我們那樣，兩邊也觀看。 

通常，他們有大量更新（Update）的資訊，又製作得越來越精彩，人便習慣性只看其中一方。 

若習慣性看某一方的話，有 100 萬人看的那一方，其實是失實的報道， 

但卻有 90 萬人一定會相信。這就是現代！現代就是如此。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小世界裡面的現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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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現代社會的世界論 

日華牧師分享到，於網絡和數碼化時代，人人都可以獨自活在這個看似龐大， 

實質卻非常孤立的網上世界，不用理會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近十多年間，我們常常聽見很多年青人沉迷於網絡世界，天天沉醉於社交平台或電子遊戲， 

絕少與身邊的家人、親戚和朋友真正交流，成為「宅男宅女」，這就是「地球村」的現象。 

 

由於現代科技一日千里，工業產能極高、極盛， 

令現代人的基本生活，可以三餐溫飽、衣食住行一無所缺。 

對比以往，人類尚未出現工業化機械生產，甚至電腦化的農耕時代， 

基本上，每一個人每天都要用盡自己的體能，進行粗重的勞動工作， 

例如︰耕田、畜牧或搬運，然而，人的一生由出生至死亡，都只是不斷工作， 

由天光起身工作至天黑，僅僅能夠糊口， 

吃完晚飯後，根本沒有任何剩餘體力和心情做其他事情。 

 

但現代社會出現機械和科技後，現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輕省得多， 

很多先進國家和地區政府，甚至會為人民提供極豐厚的福利。 

以香港為例，基本上全家不工作，單靠政府的救濟金，都能夠過活， 

甚至可以有餘買手機及電腦上網，更有不少例子，可以每年到國外旅遊。 

 

因此，現代人即使不工作，仍可以擁有基本的生活和娛樂， 

不外出交朋友，仍可以在網上與素未謀面， 

但看似志同道合，有共同興趣和目的的網友，自成一個世界，一同打機， 

當他們樂在其中，自自然然，就會覺得不需要與外界接觸，不問世事。 

 

這些宅男宅女，可以輕易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 

擁有成千上萬的所謂「朋友」，當他們每天上載經過修飾、美輪美奐的照片時， 

就會有上百、上千的人爭相讚好 Like。 

 

但是，絕大部分這樣做的人，極可能在現實中根本極少朋友、不懂交際， 

任何工作都無法持續超過一個月，導致生活潦倒，只能無所事事地閒賦在家， 

最終，成為一群一事無成，不懂照顧自己生活起居的「宅男宅女 」。 

網絡世界，正誕生了這「地球村」和「御宅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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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世上亦有一些人，因為埋首於網絡和科技世界，因而一舉成名，成為「網紅」， 

或是能夠發明出改變世界的產物，如 Bill Gates、Steve Jobs， 

或是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等。 

 

他們的性格，本身也類似「宅男」，年少時沉醉於電腦世界，沒有甚麼朋友， 

卻成為了世上首屈一指的巨富，改變了世界，然而，這只是極少數的例子。 

 

事實上，現代數碼化世界中，人際關係已經變得不一樣， 

很多年青人對於人際關係的重視，遠不如上一輩。 

因為網絡虛擬世界看似比整個世界還要大， 

獨自一人將一生所有時間投放其中，也不會有一刻的停頓和空白， 

即使他們的人生完全被虛擬世界所霸佔，他們也不覺得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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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認為網絡世界比現實世界更吸引、更精彩、更豐富。 

 

然而，現今這一個近乎衣食無憂的先進社會，不單網上虛擬世界可以令人費盡一生， 

其實世上每一個獨立範疇，如運動、娛樂、興趣、事業、學術， 

都豐富得足以讓人花盡一生投入、研究和參與。 

在娛樂方面，數之不盡的電影、電視劇和音樂， 

無數選擇，令人花盡一生也看不完、聽不完。 

 

在學科方面，無論是選擇哪一個科目，物理、化學、語言或文化， 

同樣都是花盡一生都學之不盡。 

以砌模型為例，砌 LEGO 同樣能夠成為「模型世界」或「LEGO 世界」， 

看小說，也可以成為「小說世界」，看之不盡。 

 

世人以往用作消磨時間的各種興趣， 

到了現今這個世代，每一種興趣都可以令人花上一生， 

當人沉醉於以上所舉的任何一個世界，他都能夠在當中得到自給自足的感覺， 

小世界裡，已有齊他需要的一切滿足感、成就感，甚至友誼。 

或許，這些所謂的朋友，一生都素未謀面， 

但卻彷彿是志同道合的同伴，令他不需要在現實中另外尋找朋友。 

 

現時每天破壞香港的黑衣人，正是一群於虛擬世界長大的年青人。 

所以，年長的一輩會感到奇怪，這些黑衣人，難道全都沒有良心的嗎？ 

難道他們全都沒有同情心的嗎？難道他們全都沒有責任感的嗎？ 

為何他們可以如此喪心病狂、肆無忌憚地四處破壞公物、 

毆打途人、捏造事實、對抗警察、睜著眼睛，毫不心虛就隨意說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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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沉醉於網上世界， 

對現實世界早已非常冷漠，沒有多少感情，對別人的痛苦充耳不聞， 

最重要的是，網上有大量志同道合的暴徒支持他們，讚好 Like 他們， 

他們得著認同感、得著滿足感，自然就會繼續做下去，不會理會別人的感受。 

 

這種新的「世界觀」，其實最早是出現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 

因為電視機的發明和普及，有數以百計有線、無線的電視台。 

為美國人製造了一個假象，以為美國的言論和資訊很自由，百花齊放。 

 

但是，日華牧師早已藉著 23 年前分享的「國際陰謀」信息， 

及過去十年分享的「2012 信息」，揭穿了美國所謂「自由民主」的假面具， 

原來，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背後，其實是完全受控於 Freemason 的銀行家和大企業財閥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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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Freemason 操控美國的方法非常簡單，就是控制和壟斷所有具影響力的機構， 

這些機構不需要經過選舉，卻擁有極大權力，例如︰電視台、荷里活、 

新聞媒體、報章、銀行、大企業、醫療系統等，以這種力量控制和影響人民投票， 

簡單如電視和新聞，只報道 Freemason 操控和收買的政客，已能夠成功地打壓反對者的力量。 

 

這種簡單手段造成的假象，卻成功令美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 

以為美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議員或總統。 

殊不知，這一切選擇，都是由 Freemason 提供， 

若果有人敢反對，下場只會落得被政府和傳媒不斷抹黑， 

甚至，被 Freemason 控制的立法、執法或司法部門，逼迫這些反對者。 

如果以上手段都行不通，就直接買兇殺人，甘迺迪和馬丁路德金，正是最好的例子。 

 

同樣，美國亦以這種壟斷的力量，操控世上所有國家， 

例如，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夢」，偽造自由民主的假象， 

使世界各地崇尚民主自由的有識之士，千方百計要移民去美國。 

於是，過去一百年，美國在各種範疇，無論是學術、文化、藝術、經濟或科技等， 

都是集百家之大成，領導世界，遠遠抛離其他國家， 

於科技、文明，甚至經濟層面，成為世界一哥。 

 

當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後，因為有錢、有科技， 

自然就成為軍事最強國，單靠威嚇，已足以令其他國家乖乖就範。 

 

假如有國家不聽話，美國就會命令國際盟友一同進行經濟制裁，仍不肯就範的話， 

下一步，美國就會以民主自由為名號，以「顏色革命」推翻這些政府。 

當中，埃及和烏克蘭就是最典型的受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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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仍無法收到滿意成效，美國就會製造「偽旗行動」，或以「危機演員」製造假新聞和假民意， 

假借打擊恐佈分子的名義，以軍事入侵不肯就範的國家， 

直接殺死他們的領導人，解散他們的政府和國會， 

重新培植親美的傀儡政權，而伊拉克和利比亞，就是最佳例子。 

 

現代的美國政府，其實只是財閥的「打手」， 

美國以所謂的民主選舉，成為一個幌子，欺騙全世界人民推倒自己的政府， 

但是，這些人民換來的，卻是被美國徹底操控， 

自己國家的經濟卻完全崩潰，將幾代人累積的經濟和建設成果，拱手相讓送給美國華爾街的大財團。 

所以，現今香港的黑衣人動亂，所謂的爭取民主自由，根本只是美國對付敵人的慣用伎倆。 

 

我們會看見，美國和全世界被 Freemason 控制的新聞媒體，都會用單邊報道，一面倒地捏造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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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枉中國及香港政府漠視民意、一意孤行，如同納粹的法西斯組織般獨裁和暴政， 

更誣捏香港警察是「蓋世太保」，即是為政權服務、打壓平民的秘密警察，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云云。 

 

美國的新聞，或是受美國控制的香港本地媒體， 

都只集中報道香港政府或警方失誤的地方，只播放暴徒被警察追補、追打的畫面， 

卻對大量黑衣人無法無天破壞社會、堵塞交通、 

四處放火、毆打警察和途人等行為，不聞不問，視若無睹。 

 

其實，這是美國在自己本土及全世界一貫使用的手法， 

以單邊新聞製造國際輿論，抹黑對手、迫令對手投降、 

聽從美國的吩咐，甘願成為美國的經濟奴隸。 

 

現在，中國的政府和人民、香港的政府和警察，都已經能夠清楚看見美國的陰謀。 

原來，美國並非大眾媒體所塑造，追求「普世價值」的國家， 

而是利用虛無飄渺、不切實際的所謂民主自由夢，毀滅國際間的競爭對手。 

而中國和香港，正是美國現時的紅心，她要把我們一併摧毀。 

 

但很多香港人仍蒙在鼓裡，一直以為美國是自由民主的領導和先驅， 

天真地以為，美國能夠幫助他們，從中國手中爭取更大的自由民主， 

卻不知道香港正一步步陷入美國設計的圈套。 

 

香港現時所發生的，正如日華牧師於 2014 年分享的「佔中事件分析」， 

「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和「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以及今年 2019 年 3 月，在網上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所分享，「美國掠奪一個國家的四個步驟」。 

 

上年 201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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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名自由新聞工作者 Timothy Burke 發表了一段震驚美國人民的影片，名為 Deadspin。 

他發現美國上百間本地電視新聞，在報道同一段新聞的時候， 

上百個不同的新聞主播，竟然都用完全相同的字眼，隻字不漏地背誦同一篇新聞稿。 

 

新聞片段： 

Hi, I’m Fox San Antonio’s Jessica Headley. And I’m Ryan Wolf. 

嗨！我是 Fox San Antonio 的 Jessica Headley。我是 Ryan Wolf。 

 

Our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is to serve our Treasure Valley communities. 

我們最大的責任就是服務我們的，寶藏谷社區。 

 

The El Paso-Las Cruces communities, Eastern Iowa communities, Mid-Michigan communities.  

厄爾巴索-拉斯克魯塞斯社區，東愛荷華社區，密西根社區。 

 

We are extremely proud of the quality, balanced journalism that CBS 4 News produces. 

我們為到 CBS4 優質和持平的新聞報道感到非常自豪！  

 

But... 

但……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troubling trend of irresponsible, one-sided news stories  

我們關注日趨嚴重的不負責任和選擇性新聞報道。 

 

plaguing our country. 

正損害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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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guing our country. 

正損害我們的國家。 

 

The sharing of biased and false news has become all too common on social media.  

社區媒體上分享偏頗和虛假新聞已成為常態， 

 

More alarming, some media outlets publish these same fake stories without checking facts first. 

更令人震驚的是有傳媒機構，在沒有查證下發佈這些虛假新聞。 

 

The sharing of biased and false news has become all too common on social media.  

社區媒體上分享偏頗和虛假新聞已成為常態， 

 

More alarming, some media outlets publish these same fake stories, stories that simply aren’t true, without 

checking facts first.  

更令人震驚的是有傳媒機構發佈這些虛假新聞，而這些新聞根本不是事實，沒有經過查證。 

 

Unfortunately, some members of the media use their platforms to push their own personal bias and agenda 

to control exactly what people think.  

不幸地，有傳媒機構的成員利用他們的平台，宣傳個人的立場和目的，藉此控制民眾的思想。 

 

And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而這對於我們的民主是極大的威脅。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對於我們的民主是極大的威脅。 

 

足以證明，美國的新聞根本是完全被操控，根本從來都沒有所謂的新聞自由或民主自由。 

一切言論都被 100%操控，沒有人可以真正知道美國內部的真相。 

 

有趣的是，新聞稿結束時的一句︰ 

「這是對我們（美國）的民主一種極大的威脅。」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非常諷刺地，當人以為新聞自由幫助了民主自由， 

殊不知，根本，美國從來不存在所謂的新聞自由， 

甚至，美國的新聞媒體，反倒成了全世界民主自由的最大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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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正好發生在美國和她盟友的所謂西方民主國家之中， 

當他們報道現今香港的黑衣人動亂時，都是 100%的， 

一面倒報道黑衣人是爭取民主自由的英雄，正在反抗香港和中國政府的暴政， 

按他們的報道，黑衣人之所以用武力反抗，完全是出於無可奈何， 

因為警隊無差別暴打和平示威者，所以他們要抵抗「警暴」。 

 

但生活在香港的市民，每星期都能夠清楚看見黑衣人的所作所為， 

他們絕對不是迫不得已、無可奈何，更絕非所謂對抗暴政和警暴的最後反抗。 

相反，黑衣人是以民主暴政的方式，強迫政府和市民，答應他們無理又無賴的要求而已。 



20191013   www.ziondaily.com 
 

 
 18 

 

美國的目的，是把香港的動亂不斷惡化， 

首先，屈枉中國和香港政府是壓迫人民民主自由的極權政府， 

當局勢持續升級，出現大量暴力場面，又單方面稱是香港警察暴力對待和平示威者， 

更進一步，就是刻意製造人命傷亡，使事件一發不可收拾， 

令香港和中國一步步陷入美國圈套，走上一條不歸路。 

 

如果美國和其他所謂的民主國家，真的有言論自由， 

這些報道，就不可能只出現一種聲音，一面倒支持香港反政府的示威者， 

盲目地認為黑衣人是正義、是受害者，甚至是和平理性的示威者， 

而是應該兩方面持平地報道，就如香港也有支持黃藍兩營的不同報道。 

 

所以，美國絕對沒有新聞自由，美國和其他所謂的民主國家，一切言論，根本都被完全壟斷， 

明顯，連同美國自己在內，美國根本從未在國際間，誕生任何民主和自由的國度。 

 

美國本土根本沒有民主自由可言，所以，她絕不容許其他國家擁有民主自由， 

甚至，她亦無法容忍其他國家比她富裕。 

假如有別國人民富裕超過四十年，美國一定會併吞和掠奪這些人口紅利！ 



20191013   www.ziondaily.com 
 

 
 19 

 

現時的黑衣人，以為自己正為香港、為中國爭取民主自由，卻完全不知道美國的真面目， 

更不知道，自己的破壞，正如日華牧師早於 2014 年所分享的「佔中事件分析」提及， 

其實他們正把香港推向民主暴政統治的光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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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有多少個小世界？ 

例如：漫畫、卡通、外國的電視劇集皆是一個世界， 

踏滑板車、玩單輪車也各有一個世界，每事每物，都自成一個世界。 

所以，我們習慣了小世界裡面的利害關係就是事實， 

當我們已經習慣後，便不會再去分辨，也沒有時間去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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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就是事實」的原因，因為在不同社群裡，能得到利益。 

例如：你喜歡運動的，會參加運動社群， 

你需要減肥的，便參加德昌（編按：教會一位全職事奉者）社群； 

你為何信任當中所講的？因為對你有利益！縱然，當中有一半內容不是事實也好。 

 

原來，在現代社會，你選擇甚麼資訊來看，最後就會 100%相信那方的資訊。 

你甚至並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百分之百相信了！ 

因為，你的行為與習慣已經被改變，只要你百分之百相信就會改變行為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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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社群世界裡資訊的放棄 

於資訊爆炸的世界裡，現代人所面對的問題，就是資訊太多，時間太少， 

於自己的學業、工作、娛樂的範疇中，已經消耗掉大部分的時間， 

現在，連上下班、吃飯的時間，也花在看手機上不同的資訊， 

甚至乎，手機離身一分鐘，自己亦會知道。 

  

這種形式、狀態的社會， 

一方面，會造就各行各業的發展亦會趨向專業，提升產品的質素， 

但另一方面，卻形成每一個人，都要高度倚賴其他專業界別所提供的服務。 

 

大家可以想想，於小時候，父母輩或許也會買布來做衣服， 

因為，不論手工、質料、價錢，也會較店舖售賣的更好。 

但現時，製衣業各種技術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自己動手做，不一定比店舖賣的更好，但反而一定比店舖賣的，造價更貴。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會再為自己做衣服，而是倚賴別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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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小時候，父母輩每天都會為我們預備晚餐， 

但當我們長大之後，大多數人也會選擇外出吃晚飯， 

就算不外出，也可能到超級市場買一些已經調味好的餸菜，回家簡單煮熟就可以吃。 

 

因為，自己去街市買菜煮飯，花費兩個小時以及一輪功夫， 

但價錢可能比超級市場所買的，只是便宜少許， 

因為，當每個行業更專業的時候，價錢就可以更便宜， 

而我們亦會更倚賴對方的專業所提供的服務。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於資訊爆炸的社會， 

各人倚賴對方專業服務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當人信賴對方的專業，甚至乎，不會提出任何質疑，並且全盤接受的時候， 

那麼，假如這個專業不是為著提供更優質的服務，而是以謀取最大利益為目的的話， 

人們就只會變成一隻任人宰割的羔羊。 

  

大家可以想想，對於每一個人，最切身的利益，我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是甚麼？ 

必然是我們自己的身體。因為，沒有健康，甚麼也做不成。 

甚至乎，沒有辦法再存活於這個世界上。 

所以，當神賜給世上每一個人，也有一個身體， 

每一個人，也有責任去理解自己的身體，保守、顧惜、照料自己的身體。 

  

然而，近這幾十年，所有人也看似是不由自主的， 

將照顧身體這個人生最重要的任務，全然推給了醫生， 

因為，我們相信他們的專業，所以，我們只要聽醫生的吩咐就可以了。 

  

日華牧師分析，其實，醫療體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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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活在一個，由對方的專業所創造的世界時， 

甚至乎，將人生的健康醫療選擇權，雙手奉上的時候， 

假如，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是刻意走一條最昂貴的道路時， 

那麼，你就要付上完全相信他們的代價，及付上非常昂貴的費用。 

  

例如，於西醫的角度，希望醫好你的病的同時， 

就要將不同的器官割下，甚至乎，治癌藥物是要幾十萬一瓶， 

但到頭來，只是延長你的壽數一段短時間， 

卻已經等於奪去你一生的積蓄，甚至乎，兒女亦要借錢。 

這就是西醫有意製造出來的專業世界。 

  

其實，大家有否想過，假如西醫是絕對權威的話， 

那麼，與西醫的理論差距甚遠的中醫，又為何可以於香港執業？ 

更不要說，於外國，人們可以選擇自然療法等等。 

  

這豈不是讓人知道，除了西醫所製造出來的專業世界以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專業世界，是可以用上更廉價的方式，去醫好人的疾病？ 

並且，於過去的主日信息中，亦提過眾多有關健康、醫療的信息， 

就是因為日華牧師知道，假如盲目相信其他專業， 

包括醫生、考古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其實，就等於將自己的選擇權也給了他們， 

當活在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最終，亦可能只會成為他們宰割的對象。 

  

大家是否看見，於 1996 年開始，日華牧師的分享，就是打破眾多專家的理論， 

以另一個角度，正確地去看不同的事物， 

也就是說，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比這些專家更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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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這二十多年間，日華牧師分享了眾多的健康信息， 

就是當我們想選擇長壽、健康的話，我們未必一定要完全相信西醫的世界， 

我們亦不應該將自己健康的責任，去交給西醫。當然，他們會有可取的地方， 

但這未必等於他們亦涵蓋了所有讓我們得著健康身體的方法， 

或者沒有遺漏一些更便宜、更簡單的方法。 

正如考古學家、歷史文物、古文物的所謂專家， 

他們也有自己的理論，但這並不等於這套理論是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要正視那些甚至比他們更專業的概念， 

重新去看關於醫學、科技、歷史、經濟等範疇， 

亦因為這個原因，日華牧師才會揭示出一套比這些學者們更專業的「2012 信息」。 

揭開了有關免費能源、科技陰謀、大麻的藥用價值、醫學陰謀、惡意淘汰、 

歷史文物、星際啟示錄、Freemason 的真相。 

  

假如這些真相，沒有被發掘出來的話， 

其實，只會繼續成為這些專家們的秘密，讓他們可以繼續從專業當中獲利。 

讓別人繼續於他們所建立的牢籠中生活，成為別人宰割的羊。 

同時間，我們亦會失去真正的自由。 

  

因此，於過去，錫安就證明出，許多所謂專家證明的觀點和方法， 

其實，最終也是虛假，甚至是錯誤的。 

因為，這是一個所謂的商業世界，當他們包裝好貨品，提供給你的時候， 

那麼，你就只能夠選擇購買，因為，這是他們所認為，最佳的答案， 

甚至乎，是你得著健康的唯一答案。 

 

所以，面對這些不同專業所建立的體系，他們所創造的世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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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小心，並且，自己也要負責任， 

重新審視醫藥的陰謀、科技的惡意淘汰，新聞對於民主、自由的看法， 

甚至乎，經濟理論對於借債的陰謀等等， 

因為，唯有認清這些事實後，錫安的弟兄姊妹才能夠活得更自由。 

  

所以，於這三十年間，除了雙氧水事件被別人逼迫以外， 

其實，大家活在香港，到現在，我們親眼看見， 

身邊的人是如何落入連綿不斷的憂愁中，面對疾病、供樓、經濟崩潰、政治動盪的困局。 

 

但相對，錫安的弟兄姊妹，卻像是免卻這些危機一般，不用與他們落入同一個光景， 

因為於過去的幾十年間，透過神所給予的真知識所創造的專業世界， 

讓我們彷彿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中，有著真正的信心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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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香港，基本上，我兩邊的資訊也不會看！ 

有時候只是看一眼，知道現在發生什麼就算了。為甚麼？ 

因為我兩邊也不幫，我亦不會投放感覺，去可憐黑衣人或警察。 

 

因為，你要謹記：你想不想死？如果你想死，就可憐任何一批人！ 

因為兩方的人，皆是被神審判！這就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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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可憐任何一方的話，就已經足夠讓你在七年大災難中猝死！ 

是會被列在審判之列，會是被毛衣人口裡的火燒滅的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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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神的視點看以色列亡國（第三個觀點的文化） 

近百多日以來，香港正發生前所未見，持續最長、破壞性最激烈的社會暴亂， 

社會形成兩個對壘的陣營，分別是支持政府警察執法的一方，以及支持破壞社會黑衣人的一方。 

 

因此，日華牧師於信息中，提醒弟兄姊妹必須於事件中抽身而出， 

學會以第三個觀點，即是神的視點，來看整個大棋局。 

 

日華牧師以主後 70 年，以色列遭羅馬滅國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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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歷史讓我們知道，以色列被羅馬屠城， 

只因為當時的以色列人，在滅國的 37 年前，不單決定要釘死主耶穌， 

甚至，聲稱願意主耶穌的血，歸到他們和他們的子孫身上。 

 

既是如此，主後 70 年，以色列被羅馬屠城，以色列值得別人的可憐和同情嗎？ 

但另一方面，羅馬軍隊以不人道及殘忍方式去屠殺以色列人，又是否值得支持呢？ 

換句話說，當我們從神的視點，看待主後 70 年以色列滅國一事， 

不論是招致神審判的以色列，或是成為耶和華的刀，以不人道方式毀滅以色列的羅馬軍隊， 

其實雙方的立場，我們都一概不能支持，也不應該認同！ 

簡單而言，當時的人若果選擇幫助羅馬，那麼，他就是叛國賊， 

反過來，若果選擇幫助以色列，與耶路撒冷共存亡， 

那麼，他們也只會落得必死無疑的結局，與他們一同被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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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雙方都存在錯誤，於現實中，唯有第三方的立場才是正確， 

而這第三方的立場和觀點，正是神的視點。事實上，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 

當時，確實有人捕捉到第三方的立場，就是神的視點， 

他們就是當時在聖殿山上，曾聽過主耶穌的預言，並逃亡的基督徒。 

 

主耶穌的預言提到︰當有一日，耶路撒冷被士兵圍困， 

人就要知道耶路撒冷成為荒場的日子近了， 

神的選民要逃命，假若在城裡，就應當出來，不要進城， 

因為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唯有那些照足主耶穌吩咐的人，才能夠避過這些災難。 

   

事實上，當我們回顧歷史，其實每一個時代都一直存在這種事， 

世上萬事之中，人往往只能看見正反雙方，兩種不同立場， 

就如現時香港的狀況，有所謂的「藍絲」，一味支持警察及政府執法的一方， 

以及另一邊，所謂的「黃絲」及「和理非」，一味支持黑衣人破壞社會的一方， 

社會因而形成觀點與立場完全兩極化的社會狀況。 

  

只是，神卻要我們懂得持著第三個觀點的角度， 

擁有神的視點，細看整個歷史的大棋局， 

因為我們是屬於第三個世界、屬於天國的文化，也是這個末世的答案。 

  

就如主後 70 年，當以色列被羅馬屠城的時候， 

若果當時的基督徒沒有聽從第三方神的視點，遵照主耶穌的吩咐逃出城外， 

反而一直留守在耶路撒冷，其實，神並不會喜悅他們這種觀點與立場， 

最終，他們的下場只會是被殺死亡，神也一定會審判。 

另一邊，當羅馬軍隊成為耶和華的刀， 

以殘暴的手段毀滅以色列的一方，最終，神同樣也會審判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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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雙方值得可憐嗎？雙方值得支持嗎？ 

當我們擁有神的觀點與立場，我們就能夠輕易抽身而出，擁有一個最正確的視點， 

認清不論以色列或羅馬軍隊，兩個立場，我們都不應該支持， 

我們應該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不投身於任何一個陣營， 

反之，我們要知道神的觀點和神的工作，細看神為世人提供的答案。 

  

正如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遇上這件事， 

歸根究底，也是出於他們決意釘死主耶穌，難為了神的受膏者， 

所以，他們是活該的，因為他們得罪了主耶穌、得罪了神， 

故此，當主耶穌離世後不足 40 年，他們就要面對這件事、面對神的審判。 

 

同一道理，現時香港面對的亂局，歸根究底，也是香港人、政府及警察， 

於當年 1996 年的「雙氧水事件」中，選擇了難為神的受膏者 —— 錫安教會， 

無故逼迫及苦待了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 

所以，於 23 年後的今天，他們總要面對當年難為神受膏者的審判。 

 

故此，日華牧師鄭重提醒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要學會以神的視點看萬事萬物， 

現時香港社會的種種變動，我們根本不應該投身任何一方，也不應該支持任何一個陣營。 

換句話說，我們決定不讚好（Like）任何「黃絲」破壞社會的視頻及文章， 

同樣，我們也不應該讚好（Like）或是轉載「藍絲」的視頻及文章， 

到自己的 Facebook 及 IG 等公開平台，即所謂站在警察一方，成為支持警察的人士。 

 

不論弟兄姊妹轉載「藍絲」或「黃絲」的觀點，都只是代表自己公開認同了這些觀點， 

反映出弟兄姊妹自己，未能擁有神的視點看事物， 

未學會以永恆新婦，神的視點看現時發生於香港的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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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常生活間，我們總會遇上這些情況， 

因為從獲取資訊和最新新聞消息的角度來看， 

我們也需要瀏覽最新局勢及社會狀況的新聞， 

甚至會轉載這些新聞資料、通知身邊的弟兄姊妹及親人， 

例如︰最新的交通封路消息、商場及地鐵提早關門的消息， 

或是警方向全港市民發出的個人安全資訊等。 

 

於這些範疇上，只屬於新聞及資訊的交流， 

即使我們轉載，也並不代表我們認同「藍絲」或「黃絲」的觀點， 

這是有別於我們轉載「藍絲」或「黃絲」發表自己一方言論的視頻及文章。 

  

但日華牧師提醒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要小心瀏覽及避開由「藍絲」或「黃絲」發表的視頻及文章， 

以免慢慢認同了他們任何一方的立場，逐漸被他們的觀點影響了， 

於不知不覺間，喪失了神的視點， 

無法正確地按著神的視點，分辨現時香港的局勢，為世界提供正確答案。 

 

顯而易見，今年發生於香港的亂象，確實與五年前，2014 年「佔中事件」不同， 

當時，日華牧師早已透過「佔中事件分析」的教導， 

分享神給予他「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的啟示， 

前瞻性警告眾多當時我們極為陌生的字眼和社會狀況， 

包括︰「民主暴政」的革命暴動，為社會造成極大破壞， 

以及美國於香港策反製造的大規模暴動，太多人犯罪導致警力崩潰、警察疲於奔命， 

甚至，有黑社會參與，成為暴徒燒毀香港設施、拆毀道路， 

目的就是讓香港按著「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進入第 7 步，內戰當民主，務要令政府及警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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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年後的今天，大家終於知道， 

日華牧師當日所分享，種種完全陌生的字眼和社會狀況， 

卻是今天發生在我們眼前，真真實實的事件，成為我們每日在新聞裡看見的事實。 

 

除此之外，弟兄姊妹必須理解， 

現時發生於香港的困局，確實與 2014 年的「佔中事件」不同， 

始終，2014 年的時候，當年日華牧師尚未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尚未得著神以共同信息方式，明證錫安教會是永恆新婦的身份。 

 

時至今日，五年後，2019 年 6 月發生「反修例」的風波前， 

日華牧師不單早於 2019 年 1 月，按著神的感動預告出來，甚至，由「反修例」事件爆發開始， 

神一直提醒日華牧師，不論是「藍絲」或「黃絲」，兩種立場和觀點，我們都不應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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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時此刻，正是神向全香港施行審判，應驗 2019 年是共同信息「綻放」的一年。 

  

由始至終，不論「藍絲」或「黃絲」，雙方的資訊和結論，都不是出於真理， 

而是單單建基於個人利益，出於利益掛帥的立場， 

香港人所謂堅決拼命守衛的，其實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利益， 

反之，美國毀滅香港，則為了爭取自己利益。 

不論是普遍香港人或是美國的立論，都只不過是建立自己的巴比倫， 

使香港或美國，成為另一個所多瑪，一個繁榮、奢華，但罪大惡極、離棄神的城市。 

  

此時此刻，唯有錫安教會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信息，是唯一絕對正確， 

因為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正是神的視點，是神對全世界頒佈的聲音。 

換句話說，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若要學習成為新婦、童女及賓客， 

就需要學習神給予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的立場， 

如日華牧師多次分享提到，他自信主以來， 

除了著重神的觀點之外，一直都沒有自己個人把持的立場。 

 

所以，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 

提到當我們面對香港現時的亂局，看見「藍絲」或「黃絲」的不同視頻或文章， 

其實，我們必須學懂置身事外、抽身而出，不用讚好（Like）或轉載任何視頻及文章， 

否則，此舉只代表我們未能持著一個局外人的態度， 

擁有第三個觀點 —— 永生神的視點與立場。 

 

針對香港現時的狀況，弟兄姊妹只需要在 Facebook 及 IG 等公開平台中， 

轉載錫安教會的信息、主日導讀、信息簡介 Trailer 或精華短片 VO 即可， 

因為，唯有錫安教會的信息，才能夠為現時的香港， 

提供唯一最正確的答案，亦是唯一能幫助全香港走出惡夢的方法。 

 

昔日，埃及法老王和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正是惡夢， 

事實上，這亦是神呼召錫安教會成為約瑟民眾的目的， 

在這個末世時刻，將永生神的視點和信息，頒佈給全世界，幫助這些君王走出這些惡夢。 

 

故此，來到這裡，大家終於明白，整件事裡，由始至終，神都帶領我們置身事外的原因， 

因為我們理解到，除了屬地的世界觀和文化之外，還有另一個天國文化、另類的智慧， 

透過神的視點和天國文化，為這個世界帶來一個截然不同、完全嶄新的方向， 

讓世人明白，神的時代信息 ——「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緊緊跟貼神的帶領，為這個《啟示錄》時代，提供唯一的正確答案。 

  

無疑，「2012 信息」是來自神的立場，與世人的觀點無法相提並論，世人唯有透過明白這套信息， 

趕緊預備自己，參與最後羔羊婚筵的大復興，預備自己準時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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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會投放感情進去，當然少許的憐憫是可以的， 

但絕不能自以為正義，只拿著其中一半的事實， 

就投放自己的信念、信仰、支持下去，若然如此，那麼，你在這考驗裡便會失格！ 

尤其是神對錫安的要求更高，因為我們有裝備齊全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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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黃藍雙方只說出一半事實 

於上星期的主日信息中，我們已經以「阿強」為例子， 

作為解釋為何我們不應支持黃藍兩方的陣營。 

 

因為於這四個多月以來，我們亦可以看到，其實，無論黃藍兩邊， 

他們也是宣稱自己如何拿著正義的旗號、站著正確的一方， 

然而，他們也只是不斷強調自己所相信的信念，並且，只會說出支持自己的一半事實， 

也就是說，兩方面都不願意將整個事實說出來。 

  

例如，藍絲的一方，他們不斷強調黃絲們如何目無法紀、蠻不講理、 

如何破壞社會秩序、堵路、毀壞商店， 

並且，容不下別人反對的聲音，任何人反對他們，就會被人「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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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黃絲的一方，則不斷強調政府不聽民意，使用議會暴力、警察濫權、濫捕， 

任何示威人士，也會被打成反對派，會被秋後算賬。 

 

所以，兩方面也只會接受自己認為正確的信念，以及證明自己正確的一半事實， 

同時間，他們卻是希望對方接受自己提出的一半事實。 

所以，兩方面，都沒有將整個事實說出來， 

兩方面，也犯上了「遺漏的罪」（Sin of Omission）。 

亦因此，雙方都不能夠說服對方。 

 

然而，唯有錫安，會將整個大棋局，完完整整地解說出來。 

對於黑衣人而言，他們只是美國要併吞香港，甚至是打擊中國大陸的棋子。 

從前，美國是暗地裡去做，但現在，已經是於明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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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正好應驗了日華牧師於五年前，在佔中運動發生時的預測。 

  

對於藍絲而言，他們希望擁有以前繁榮安定的生活， 

所以，期望「止暴制亂」，將所有黑衣人繩之於法，讓香港回復平靜。 

但是，當警方用上更大的武力、更大的施壓及制裁， 

只會讓市民的忿怒不斷增加，所以，這並不能解決問題。 

 

但當兩邊都不斷堅持己見、不斷只是說出一半事實， 

不斷將怒火升級，成為仇人的時候，這只會成為一個死胡同，不能救香港， 

所以，兩邊也需要接受神所提供的答案，就是悔改、回轉、歸向神。 

  

因為，正如上星期主日所提及，其實，藍絲所希望擁有的安定繁榮， 

只是一個如同所多瑪、蛾摩拉，一個不斷犯罪得罪神，最終被審判的城市。 

因為，如同所多瑪、蛾摩拉一般，香港已經慢慢變成了一個接納同性戀的城市。  

並且，是一個紙醉金迷，甚至不惜為著繁榮而逼害神時代受膏者的城市。 

 

所以，雙氧水事件發生後，當政府、傳媒、教育界、醫療界， 

甚至社會也認定錫安會危害他們的繁榮時， 

他們就會用盡一切的方法去毀滅、打壓、逼迫錫安， 

而錫安，就成為了他們利益的犧牲者、成為了西醫霸權的犧牲者、政府霸權的犧牲者。 

現時，他們就要吃回自己當年所種下的惡果， 

並且，接續下來的，隨時就是七年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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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如剛才所說，對於黃絲、藍絲，甚至香港人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於這個時候，能夠悔改回轉認識神， 

於僅有的時間中，賺取屬天的獎賞，這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因此，於這次事件中，作為勇武派的黃絲基督徒， 

他們因著破壞社會、撒出敗壞種子的緣故，他們會失去救恩。 

 

然而，這並不等於我們要支持藍絲、支持警察那邊。 

因為這次事件正是神給予香港的審判。 

所以，假如於這次事件中，弟兄姊妹於藍絲的社交平台上「讚好」、「轉載」或是「留言」， 

其實，只會將我們的目光，慢慢從神的永恆視點，轉到狹窄的現實視點， 

繼續專注於兩方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爭論中，沒完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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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就會失去成為他們答案的機會。 

因此，當我們於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藍絲的資訊， 

如果是新聞性質的話，亦可以轉載， 

就如一些天氣消息、交通消息一般，我們有時也會轉載到我們的帳號。 

這並不代表我們認同某種特定的立場，所以，這也沒有問題。 

  

但假如弟兄姊妹讚好藍絲網頁，甚至參加支持警察聚會的話， 

那麼，神並不欣賞，並且，只會是極度失望。 

因為，這些做法，其實並不能夠幫助任何一方。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你出席支持警方的集會時， 

表面上，好像可以幫到藍絲，為警察打氣， 

但其實，這只會擁護這班於 23 年前，撒出逼迫錫安種子的一群。 

並且，當混亂平息過後，最終，他們亦只會令香港繼續變成所多瑪、蛾摩拉， 

成為一個繁榮但不愛主的城市，並且，於這次前所未有的暴亂浪潮中， 

錯過了讓他們可以悔改歸向神的機會。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於這 23 年，錫安被逼迫之後，究竟香港有沒有變成一個基督教城市？ 

香港其他教會的基督徒，有沒有街頭佈道傳福音？ 

而香港大部分的外邦人，有沒有得救成為愛主的基督徒？ 

還是他們也是如 23 年前一般，沒有任何轉變？ 

也就是基督徒繼續不會參與街頭佈道， 

外邦人仍然每天營營役役，繼續推說沒有時間參與教會。 

  

因此，我們一定要明白到， 

既然他們現在是自作自受，吃回他們當年所撒的種子， 

那麼，我們就要懂得分辨，甚麼是寶貴、甚麼是卑賤。 

並且，選擇神所認為寶貴的事情，懂得擁有神的眼光去察看萬事， 

繼續專注於我們手上的屬靈事奉。 

  

當然，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 

並且，是非常切身，每天都不斷發展。 

然而，假如我們支持任何一邊的時候，這只會讓我們的眼光變得狹窄， 

並且，容易被人洗腦，讓這些細小的東西在我們狹窄的思想中，充斥我們的思維， 

那麼，我們就會成為了他們的一份子，成為被蒙蔽的一群，不知道神的審判臨近。 

  

這就如所多瑪、蛾摩拉一般，當神審判這個城的時候， 

這已經不再是我們探究城市當中有甚麼紛爭的時間，而是天使救走羅得一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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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任何人不肯逃走的話，只會與這個城市一同沉淪。 

 

而於現時香港的局勢中，亦只有錫安的信息可以救助香港人逃離這次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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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我來說，我不會追看兩邊的消息，最多平日在 facebook 上看資訊， 

只是隨意看看，讓自己知道事情發展的情況而已。 

 

舉例：我以甚麼態度來看這事呢？ 

就如你玩電腦遊戲，像是《Crazy Taxi》（瘋狂的士）等遊戲， 

其中會有劇情過場的片段，當你觀看時，你會不會去偏幫片中任何一方？ 

又會否想要走進去一同打架？當然不會！那些都不過是過場片段，跟你無關， 

 

第一、那些都是假的製作；第二、裡面的劇情真是與你無關！ 

 

然而，你要以怎樣的態度，去看待香港這次事件？ 

將來可能會發展到出現三、四幫人馬，可以有黑衣人、白衣人，甚或七彩衣人， 

但無論如何，你要看這些都是與你無關， 

甚至到一個階段，視這些事都是假的！如此便行了！ 

 

因為，你現在知道，真正的事實，就是關於四馬、錫安的身份、The One、新婦， 

這一切真正的事實，是可怕得令人難以置信！就像是假的一樣。 



20191013   www.ziondaily.com 
 

 
 38 

 

但反過來，若我們過份投入去看這些跟自己無關的事實， 

是會干擾你相信自己是新婦的身份，因為，你漸漸會被那些被神審判的事實吸引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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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用盡信心成為新婦 

日華牧師在信息中再次強調， 

今次香港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發生的黑衣人暴亂中， 

他並不會偏幫黃、藍、黑或白等任何一方。 

意思是，日華牧師不會因為黃絲或黑衣人，爭取的所謂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偏幫他們， 

也不會因為藍絲或白衣人，支持警察或爭取平安穩妥，而支持他們。 

 

當然，日華牧師絕對反對任何人以任何暴力、謊言、捏造事實的方式， 

以民主暴政，在一個本來是和平的社會中，爭取他們的所謂理想， 

凡這樣做都必定是錯誤，並且會被神審判而落地獄。 

 

然而，我們作為一位基督徒，是天國的子民， 

甚至是被神以眾多共同信息所印證，是得著神所加冕，永恆新婦錫安教會的一員， 

我們就更加不可以用地上屬血氣的思維，或外邦人的眼光和動機，去看整個世界的局勢和發展。 

 

因為對於外邦人而言，無論是黃絲還是藍絲，是黑衣人還是警察和白衣人， 

他們所著眼的都是這個世界；他們所重視的，都是自己能否爭取地上所謂的理想和現實， 

最終，他們都只是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而已。 

 

但是，在神眼中，所有不信主、沒有跟隨神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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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得到神認可，可以成為新婦、童女或賓客的人， 

都會被列入被審判的行列，沒有一個可以例外。 

因為，神已經藉著眾多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是誕生新婦、童女和賓客的出處， 

那麼，黑衣人當中，會誕生新婦、童女和賓客嗎？ 

白衣人當中，會誕生新婦、童女和賓客嗎？ 

黃絲和藍絲當中，會誕生新婦、童女和賓客嗎？ 

 

當然，他們全部都不會。 

既然他們都無法誕生可以被提的新婦、童女和賓客，我們還要參與和支持他們嗎？ 

既然我們有幸能夠被神帶領，成為新婦錫安教會的一員， 

當我們身處這個被神審判的動盪世界，就不應被世務纏身， 

也不應著眼於世界的繁華、名利和理想，而是應該單單著眼於永恆。 

 

既然神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就是神所鑄造完成的新婦， 

我們就應當知道，世界即將結束，唯一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這一場人生考驗中，得到多少分，以及永恆中， 

我們將會得到甚麼身份、得到多少獎賞。 

 

日華牧師提醒我們每一位錫安教會的肢體， 

雖然，我們已經參與了新婦群體，已經擁有了世上唯一的真正答案， 

但是，我們仍要用盡自己的信心，相信神給予的各種超然印證， 

不要被世界的各種動盪和思想，影響我們著眼於永恆的決心， 

也不要被世人所製造，將來是民主自由或平安穩妥的假象蒙蔽， 

使我們的目光，由天國降格轉移到世界的事情。 

 

因為，無論我們成為哪一種身份，是賓客、童女或是新婦， 

我們都需要運用信心，再配合與這身份相應的行為，才可以得著當中的資格。 

更遑論是要成為新婦，必須做到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就更加不可以被世界的思慮迷惑，有絲毫偏差和分心， 

使我們失腳和失去資格，必須全心全意著眼於天國。 

 

如果我們的目光，因為新聞和社會的動盪，由天國轉到世界，或所謂的社會現實問題， 

我們就會立即失去了對神的信心，因為天國的信心是不憑眼見的。 

 

試想想，如果我們憑眼見，就不能為素未謀面的陌生人恩賜運作， 

也不能為有病的人禱告得醫治，我們亦不能成為先知看見將來， 

當然亦不能如同日華牧師和策略家般，在聚會中 Call 位行神蹟。 

這一切神蹟，都不能由一位著眼於世界和血氣力量的人行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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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何世上絕大部分教會，都不能行出錫安教會的各種神蹟， 

因為他們都是典型的法利賽人式、屬血氣的假宗教， 

只會被世界的風氣帶動，流落到世界成為走狗。 

他們只顧經營屬世社區，繼續在世界中做所謂的善事， 

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違反神的心意，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聖靈的帶領。 

 

可是，即使已有幸成為錫安教會一員的弟兄姊妹，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太過自以為是， 

我們並不會因為日華牧師是合資格的新婦，我們就自自然然得著相同身份， 

我們各人都要每天用盡自己的信心相信，並每天結出聖靈的果子，才能夠同樣被神稱為新婦。 

 

事實上，為何過去 4 年，神每星期都以大量共同信息， 

印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甚至，這些共同信息更會出現在我們各人的日常生活呢？ 

 

原因非常明顯，神並不是要讓我們錦上添花，亦不是要向我們派高帽， 

而是要我們每一個人，藉著神不斷給予的共同信息， 

打從心底裡因為正確回應，拿出更大的信心， 

如果我們仍沒有把握最後被提前的時間，挪開所有的不信， 

那麼，我們就沒有資格得著神所印證， 

給予錫安教會的新婦位份，最終只能夠成為童女或賓客。 

 

其實大家也心知肚明， 

我們大部分人都未有足夠信心成為新婦，還未做到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在生命中，我們或多或少，仍然有留地步給撒但，使我們失卻新婦的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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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去 4 年，當我們大部分人都還未合資格的時候， 

神已不斷印證我們，使我們不再有任何不信的理由， 

反而引導我們，將全部目光，由世界轉移到天國， 

即使神給予我們的是如何超現實，如何不可思議，我們也不可以有一丁點的不信。 

 

因為神希望我們錫安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成為新婦，這就是神的心意。 

然而，即使我們用盡了 100％的信心，亦不代表我們可以成為新婦， 

因為信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要在生命中不斷結出各種聖靈果子，才可以真正合格成為新婦。 

 

所以，即使我們處身於香港動亂的風眼中， 

我們仍然必須知道，雖然肉身是在這個世界，但我們的心卻是屬於天國。 

 

約翰福音 17 章 14 至 17 節：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

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或作：脫離罪惡）。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

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藉著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信息」，已經證明， 

日華牧師能夠清楚、準確並仔細地聽到神的聲音， 

並且，世界的局勢和走向，都早已藉著「2012 信息」一一預言，證明錫安教會是神的新婦。 

但最偉大的並非我們，而是製造這一切的神，並且偉大得我們無法想像， 

所以，我們已經再沒有理由，在這些所謂的政治爭拗漩渦中， 

浪費我們任何時間和心力，也不容許我們的信心受到任何動搖。 

 

現今香港出現的動亂，我們應該以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神如何審判惡人，如何為錫安教會伸冤， 

甚至，如同電腦遊戲般，將現今香港的狀況，與我們的真正身份分割，視為無關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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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世上發生的一切，都與我們天國的身份高低沒有任何關係， 

無論最終黃藍哪一方勝出，無論哪一方看似更有理、更公義， 

但這些人的義，都無法為我們天國所得的加添甚麼。 

 

相反，我們所做的、所信的，卻可以反過來幫助陷於水深火熱的香港人， 

令這些被世界所謂政治理想沖昏頭腦的黃絲，或被在世安舒生活蒙蔽的藍絲， 

從屬世的深坑中跳出來，轉而定睛看永恆的價值。 

 

當我們做好自己的身份，繼續忠心製作神給予日華牧師 Oracle 至聖所的啟示信息， 

那麼，只要這些黃絲、藍絲或所謂中立的外邦人， 

能夠認真聽「2012 信息」，就已經立即可以成為他們的引路明燈。 

 

這就是神的目的，他們正是被幽暗遮蓋的萬民， 

為何我們還要陪他們一同走向黑暗呢？ 

相反，我們應該成為興起發光的一群， 

是世人應當來就神的光，而不是我們去就他們的黑暗。 

 

假如我們每天不斷觀看外間黃絲或藍絲的媒體， 

被他們充滿自私和屬世利益的信息所影響，並且被他們的黑暗蒙蔽， 

天天讚好及轉載他們的 Facebook 或 YouTube 等頻道，自以為替天行道， 

那麼，我們對神的信心，豈不是會大跌九成，使自己在天國道中失腳嗎？ 

 

正如日華牧師在早前的「天國道」信息中分享， 

當將來大復興來到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相反向前來就光的君王或元首沾光， 

或是所謂重新學習他們的專業和管理知識，希望用這些屬世知識幫助他們， 

這種心態和做法，實在是愚昧至極。 

 

同樣，無論是現今的黃絲或藍絲、黑衣人或白衣人，甚或將來要來就光的君王和元首， 

他們所需要的，並非我們錫安教會去聽他們的言論， 

或是讚好他們任何一個資訊，而是他們要來聽至聖所 Oracle 的「201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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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問題就在於，為甚麼每件事的發展，裡面都有相當的技術、 

亦有其複雜的程度，是能夠吸引人投入進去的？ 

其實，這就如神創造的一個老鼠陷阱，是為了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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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確，那些事情是對很多人都非常吸引，沒錯，因為，神就是要審判他們！ 

若有誰被吸引而投入兩方的其中一方，你就不屬於天國的子民！ 

 

這就是神的看法，因為大淫婦正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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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所多瑪、蛾摩拉的吸引離開神的視點 

創世記 13 章 1 至 2 節： 

「亞伯蘭帶著他的妻子與羅得，並一切所有的，都從埃及上南地去。亞伯蘭的金、銀、牲畜極多。」 

  

《聖經》記載，當神呼召亞伯蘭，即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 

當時，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也跟著他一起，並且日見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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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金、銀、牲畜極多，甚至，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那地也容不下他們。 

 

及至亞伯拉罕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亞伯拉罕提議羅得與自己分開，以免骨肉相爭， 

他更讓自己的晚輩羅得優先選擇最優越、最滋潤及最繁華的地方， 

假如羅得選擇向左走，亞伯拉罕就會從相反方向離開。 

 

創世記 13 章 7 至 11 節：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亞伯蘭的牧人和羅得的牧人相爭。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

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為我們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嗎？請你離開

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

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於是羅得選擇約旦

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結果，羅得選擇了約旦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挨近所多瑪、蛾摩拉等城市， 

隨後，羅得一家更因為所多瑪的繁華及豐富，漸漸挪移帳棚，直接住進了所多瑪。 

只可惜！《聖經》記載，所多瑪、蛾摩拉等城市是一個罪大惡極，盛行同性戀， 

甚至，接受與墮落天使苟合發生關係的城市。 

 

創世記 13 章 12 至 13 節：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

罪大惡極。」 

  

隨後，神決定派兩位天使，察看這兩座繁華城市的惡行。 

當兩位天使到了所多瑪城之後，城裡所有人， 

連老帶少都來圍困羅得的房子，想要傷害羅得和兩位天使。 

兩位天使眼見所多瑪、蛾摩拉兩座城，雖然繁華，卻不敬畏神，充滿令神厭惡的惡行， 

因此，兩位天使定意按著神的吩咐，要將這兩座城徹底毀滅。 

 

創世記 19 章 12 至 14 節： 

「二人對羅得說：『你這裏還有甚麼人嗎？無論是女婿是兒女，和這城中一切屬你的人，你都要將他

們從這地方帶出去。我們要毀滅這地方；因為城內罪惡的聲音在耶和華面前甚大，耶和華差我們來，

要毀滅這地方。』羅得就出去，告訴娶了他女兒的女婿們說：『你們起來離開這地方，因為耶和華要

毀滅這城。』他女婿們卻以為他說的是戲言。」 

 

當神定意要毀滅所多瑪、蛾摩拉這兩座城的時候， 

就連羅得的家人和女婿們都輕慢神、不敬畏神的決定，以為這兩位天使只是說笑而已。 

 

始終，對於羅得的家人而言，所多瑪、蛾摩拉這兩座城，實在是非常繁榮和富裕， 

誰能想到，這兩座城可以於一日之間被徹底摧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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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羅得的一家也正因為當時所多瑪的繁華， 

被他們的觀點和立場連繫，逐步被吸引，慢慢將住處遷移過去， 

甚至，最終更認同了所多瑪的觀點，住進了這城。 

  

只可惜！原來這是一個陷阱， 

神的用意，是要吸引遍地喜愛世界繁榮的人，他們都會被所多瑪的繁榮和觀點吸引， 

逐步認同他們的立場和觀點，遷往這城，離開神的視點。 

 

《聖經》記載，羅得的一家，就是如此逐步扎根在所多瑪，他們沒有按神的吩咐逃離所多瑪， 

所以，羅得的家人和女婿們，都要一次過與這座城一同被審判滅亡， 

單單只有羅得和兩個女兒，僅僅能被兩位天使拯救離開所多瑪。 

  

到此，錫安的弟兄姊妹需要明白，隨著現時香港的局勢繼續發展下去， 

假如我們持續不斷觀看「藍絲」或「黃絲」的觀點， 

就會如羅得一家般，逐步被他們雙方的觀點連繫和影響， 

於不知不覺間，慢慢認同了他們的立場。 

當神審判黑衣人和認同黑衣人的支持者時， 

這些逐步認同了「黃絲」及黑衣人的支持者，免不了也要一同遭受神的審判。 

 

同一道理，當神要審判「藍絲」在 23 年前的「雙氧水事件」中， 

難為了神至愛的新婦 —— 錫安教會， 

神的審判，也必然會臨到那些所謂站在政府及警察一方，支持警察的支持者。 

換句話說，假如羅得一家，堅決站在所多瑪的一方， 

當神要審判所多瑪的時候，就連羅得的一家， 

都要一併遭受神的審判，與外邦人一同死在所多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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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當神要追討 23 年前，香港政府及警察逼害錫安教會的罪時， 

不論任何人是認同，或是已經連繫在香港政府及警察一方的，  

都會如羅得一家般，被所多瑪、蛾摩拉吸引，慢慢離開神的視點， 

最終，神的審判也會落在他的身上。 

  

故此，於今年 6 月爆發「反修例風波」以來， 

日華牧師打從事件的開始，已經清楚表明不會支持「藍絲」或「黃絲」， 

我們應該做的，就是保持置身事外。 

甚至，日華牧師亦已透過 2019 年 8 月 18 日的精華短片（VO）「香港的光景走向君王來就光」， 

表明在香港當前的局面中，不論「藍絲」或「黃絲」兩種立場，錫安教會都是一概不支持。 

  

此時此刻，正是神為錫安教會伸冤，討回 23 年前「雙氧水事件」中， 

香港政府、警察、西醫霸權及傳媒無故逼害錫安教會的罪，神正在向全香港施行審判， 

直至香港政府及警察向錫安教會公開道歉、制裁當年曾無故逼害錫安教會的惡人， 

唯有如此，才有機會止息神的怒氣， 

因為很明顯，不是錫安教會不饒恕他們，而是神不饒恕他們。 

  

當神拿起了祂的刀，為錫安教會伸冤時， 

人於何處跌倒，就要在何處站起來，返回「雙氧水事件」的原點，作出道歉。 

如此，神才會真正的饒恕，收起祂的審判。 

  

這就是《啟示錄‧11 章》，神刻意提到兩位毛衣人的屍首倒在所多瑪的原因， 

因為神要藉著羅得一家的教訓，告訴我們，當羅得一家接受了所多瑪的立場後， 

在神審判所多瑪的時候，他們也要與所多瑪城一同受審判被毀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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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會有人以為，自己是上錫安教會的，這些考驗理應與他無關。 

但你本來上錫安教會，已經是有著比別人更大的恩典， 

所以，神就給你這個考驗，這考驗正好就是要測試你是否配得這恩典。 

 

若然在這恩典中，你自己不懂珍惜天國子民的標準， 

神把這身份交付給你，你卻糟蹋，神又怎會替你珍惜？ 

你糟蹋了這尊貴的身份。 

 

事實上，這本來已經並非由你自己爭取而來，亦不是你自己努力而得來， 

很多初信信徒，在 4794（雙氧水事件）之時，還未來到錫安， 

而到現在留言時，說是懂得珍惜，但到面對現實時，卻就墮入了老鼠陷阱。 

 

不錯，事件裡面吸引、激烈的程度， 

甚至是你的至親被打、受害，又或是親友是當警察， 

這些全都是神故意把你放在這光境中，為要在最後測試你是否賓客。 

 

作為新婦和童女，只會把這一切看作過場片段一般， 

就算是認識的人被打，但在我看來，《無間道》的主角也被毆打， 

那又怎麼樣？對我來說，這兩者壓根兒沒有分別。 

《無間道》是假的，而這些事情對我的身份來說，甚至是不值得一看。 

以我的身份來說，於他有生之年，甚至也不值得我看一次。 

他並沒有那個榮幸（honour），讓我投入去看他是對或錯。 

 

我會憐憫他，好比我看見一隻貓被人踢了一下，也會心生憐憫，這是正常人該有的感覺。 

可是，我不會感同身受的，將自己投入他們的光景， 

因為，他們是被神所審判的群眾，才被放入這個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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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於這時候，我會更警覺 ── 這是神刻意要磨練他們！ 

神正要讓香港經歷此等掙扎，為要考驗出他們將會是哪級別的賓客。 

因為，賓客坐席的位置各有不同，有些屬較高級的賓客。 

 

正如《聖經》提到，如亞伯拉罕等，會坐特級賓客的位置。 

但亦有些是低級賓客，有些甚至要留在外哀哭切齒，跟那些沒有足夠油的童女一樣。 

 

因此，就算我見到有人被打至流血，我也不會憎恨黑衣人， 

因為，從黃絲帶時代，我已經不會憎恨他們。 

謹記，我所持的言論，沒有自己的意見，我全以神的態度站在那個光景分析。 

 

所以，警察執行職務，以致經歷很多苦時，我可會可憐他們？ 

會否如明星般，站出來支持警方？不會！不是因為我沒有感覺， 

而是我相信在神眼中，全香港沒有人的態度比我更正確。 

所以，他們應該要向我學習，否則，他們的信仰便會降級（downgrade）。 

 

在這件事裡，我們確實有自己的身份，就如從第三者角度看下去。 

我們實在有一個第三者的身份，可是，你有沒有持守這個身份？ 

還是你投入到黑衣人，又或是撐警的身份？ 

 

如果你投入這兩種身份，你就不會是第三者的身份，你便不是新婦。 

你已經不是新婦，只不過，你會否降級（downgrade）至連童女、連賓客也不是？ 

如果直接參加的，將永久性連賓客都做不到。 

你可以隱瞞任何人，但騙不過將這考驗放於你生命裡的神！祂會把你記錄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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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每個時代救恩標準的不同（香港的標準）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為何於每一個時代，救恩的標準也有不同。 

正如主耶穌基督降生前，以色列人得著救恩的標準，就是遵守舊約的規則， 

因為，於當時，救主還未有來到，所以，他們只能夠靠著遵守舊約而得到救恩。 

  

直到主耶穌出生，新約開始後，人們就不能夠因著舊約而得到救恩。 

只是，由於舊約還未有賜下聖靈，所以，主耶穌才與尼哥底母分享聖靈、重生的教導。 

  

故此，歷代歷世以來，每一個時代，救恩的標準都不同， 

從聖殿和會幕的設計，已經讓我們明白到，每個時代，救恩的標準， 

是由舊約的外院，慢慢進到新約的至聖所領域。 

  

並且，不但於時間上，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標準。 

甚至乎，於地域上的不同，也會帶來標準上的不同。 

例如，於主耶穌時代，由於有主耶穌於加利利， 

所以，神要求的信仰標準，必然是最高的。 

相對，其他的地方，信主的標準會較低。 

  

同樣地，於香港，有神所塑造的新婦，錫安教會， 

所以，信主的標準，神的要求必然會是最高。 

並且，到一個階段，甚至是只此一家，唯有參與錫安的，才可以得救。 

  

而相對，如果參與其他教會，就不一定能夠上到天堂， 

所以，就算他們希望成為賓客，也應該是於我們被提，離開這個世界之後， 

他們在七年大災難中，才可以有著賓客的資格，就是於沒有錫安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錫安可以參加，那麼，他們才可以用上過往的方式，成為賓客。 

但於我們尚未被提之前，假如他們不返錫安的話，連賓客的資格也不可能擁有。 

  

因為，正如主耶穌在加利利的時候， 

假如仍然跟隨法利賽人和文士的話，那麼，還可以得救嗎？ 

如果法利賽人可以得救的話， 

那麼，主耶穌就不需要向尼哥底母解釋重生的概念， 

並且，保羅就不用由掃羅變為保羅了。 

所以，這就說明，不但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信仰標準的要求， 

並且，不同的地域，亦有著不同的信仰標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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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才有著整個歷史的信仰計劃，從天主教，到信義會、浸信會， 

甚至是過去 100 年的靈恩復還，每一個年代，唯有跟隨神最新的時代計劃，才會得救。 

這就是為何之前提及，於這個時代，於香港，唯有參與錫安教會的，才會於信仰上達標。 

 

當然，於三十年前，錫安還未被神印證到這個階段，人們還可以看錫安是一間平平無奇的教會。 

但到了現在，神已經用上石中劍、The One，只此一家成為印證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不可能再存著不信的態度，否認自己是神所命定的新婦教會。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你活在一個世代，能夠遇上全人類歷史中，唯一的新婦教會的話， 

也就是說，全人類 6,000 年歷史中，唯一只有這 30 年， 

也就是唯一，於這個地域遇到新婦教會，那麼，你還可以參與其他教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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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神安排這間新婦教會，是身處所多瑪、蛾摩拉的話， 

那麼，那些人繼續於所多瑪、蛾摩拉，過著自己範圍內的生活的話， 

那麼，他們會否得救呢？就算他們自己創辦同性戀教會， 

繼續講道、傳福音的話，他們又會否得救呢？當然是不可以。 

 

因為，他們已經比全世界其他地域和時間上的人更幸福。 

那麼，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於所多瑪、蛾摩拉當中，轉會到新婦教會。 

同樣地，香港是世界上，最紙醉金迷的城市，著名的「屬靈沙漠」， 

於這個現代的所多瑪、蛾摩拉中，神挑起了黃絲與及藍絲的紛爭， 

為的就是讓香港人有一個機會作出考慮和回應， 

就是讓他們於紛亂中，重新反思他們的人生， 

除了黃絲或藍絲之外，他們可以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參與一間神已經成功塑造的新婦教會。 

  

所以，當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香港是一個很幸福，同時間，很可怕的地方。 

因為，於人生中，能夠遇上一間歷代歷世所期待的新婦教會， 

有機會可以從外院的信仰，走到至聖所的信仰領域，這當然是一種幸福。 

但可怕的地方，就是假如於這段時間，其他基督徒沒有轉會到錫安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未必能夠到達信仰合格的標準，甚至不能被提。 

這班繼續於其他教會中，信仰浮浮沉沉的基督徒， 

他們最終只能夠於錫安被提後，面對七年大災難時， 

拿起舊約毛衣人的信仰，重新補考一次。 

這就是「神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的原則。 

 

雖然這看似是十分嚴厲，然而，這卻不是一件沒有前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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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主耶穌基督的時代，人們也不可能仍然因著舊約而得救。 

然而，主耶穌只是 Alef，我們作為新婦，才是 Tav。 

既然 Tav 的標準，是要比 Alef 更高， 

並且，於 Tav 的時候，亦要沿襲 Alef 的原則， 

那麼，於這種情況下，又怎可以徇情面呢？ 

 

因為，既然於主耶穌的時代，已經用上這個原則， 

那麼，到了末後日子，神也會用上同一個原則， 

因此，假如，這一代繼續參與一些與真理相距甚遠的教會， 

又怎能夠通過神的考試呢？ 

  

因為，於二千年前，Alef 的時代， 

全世界只是剛剛開始認識新約，他們甚麼也不知道。 

但到現在，已經是二千年之後，我們有二千年的教會時代，讓我們認識眾多的真理。 

 

所以，現時，神的標準必然是比以往更高，而不可能是更低。 

並且，有作為新婦教會的錫安存在，香港得著救恩的標準，是高過全世界任何地方。 

 

大家可以想想，既然於香港的錫安，是有歷史以來唯一一間新婦教會， 

但住在非洲的土著信徒，他們雖然處於同一時空， 

但因為不同地域，他們不認識中文，所以不認識錫安。 

既然，他們不認識錫安，沒有聽過錫安的教導， 

那麼，他們只要付出較低的標準，就能夠得救成為賓客， 

然而，這班信徒卻是會錯失成為新婦的機會， 

因為，新婦教會只是得一間，沒有回來受訓的，當然不能夠成為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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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對於香港的基督徒而言，其實，全香港應該沒有基督徒不認識錫安教會， 

只不過，在乎他們對錫安的認知，是正面，還是負面。 

我們可以看到，當中，只有極少部分，願意聽錫安的信息，並且，隨後選擇轉會過來。 

因為，大部分人都以為錫安是異端，甚至是邪教。 

  

然而，這只會成為了他們自己的審判，因為，他們所錯失的， 

不單只是得著成為新婦的機會，並且，連救恩的標準，亦可能達不到。 

大家可能會覺得，為何會這麼殘忍？為何不能夠不知者不罪？ 

  

然而，大家可以想想，於主耶穌，Alef 的時代，本來，作為神所選擇的以色列人， 

應該第一眼就看出主耶穌是彌賽亞，並且，稱祂為救主，俯伏敬拜大君王。 

  

然而，相反，主耶穌卻是死在這班以色列人的手中， 

作為外邦人，羅馬政權的彼拉多，是將這個生殺之權，交給以色列人， 

所以，是這班以色列人，親自決定要釘死主耶穌。 

 

最終，神又有否饒恕他們，並且，不知者不罪呢？ 

答案，就是選擇釘死主耶穌的以色列人，不能得到救恩， 

並且，整個以色列，也是於主後 70 年亡國，一直到 1948 年才復國。 

而當時，亦只是新約的創始 Alef。 

  

但到現在，我們已經進到新約的尾聲 Tav，那麼，標準只會更高而不會更低。 

所以，於將要來的時間，任何一個人，不論背景、政見如何， 

假如他希望自己得著救恩的話，那麼，他也要參與錫安教會，而不是其他教會。 

這就是於神的眼中，錫安的寶貴、只此一家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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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於神的眼中，錫安的地位，是如此崇高的話， 

那麼，弟兄姊妹就應該更加珍惜自己的位份， 

並且，堅持我們的角色，也就是成為黃藍對決時的第三者。 

 

因為，當所有人都去尋找答案時，假如擁有答案的人，卻不去堅持這個答案， 

大家可以想想，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正如一場考試中，明明已經答題正確， 

但最後一分鐘，卻改成了一個錯誤的答案而失分， 

甚至變成不合格，這是一件何等愚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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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看到有關消息時，不會影響我情緒波動，或要採取甚麼立場。 

我不會採取任何立場，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看， 

並且知道，其實神為了我，才設定這事件發生在這兩者身上的。 

 

錫安教會的寶貴程度，即便全香港、全人類歷史加起來，也不及錫安的價值。 

因為全人類歷史、所有古文物的存在、所有共用信息，只不過為了印證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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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怎會為一個小城市的兩群人而被影響？ 

打從信主那天開始，我不會視自己為局中人，或教會群的一員，我只是單單跟從神！ 

錫安多年來，皆培養、教導你們，你們大體的氣氛皆早有這感覺 ── 我們是第三者， 

我們是站在其上（up and above），在他們之上望下去， 

並非我小看他們，而是神早已分了等級（grade）。 

不然，婚筵便不會分新婦、童女、賓客了。 

 

現時，我們越發趨近這個身份，而這個身份有沒有被確立？ 

起初，我們憑信心去相信，迄今我們已經成為這個身份，並在印證上被神確立，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當人類在永恆回看每段歷史的紀錄，便知道皆為聖殿而存在， 

而且每一點都指向錫安，正如全部拉線皆指向舊約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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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拉線與聖殿的存在 

日華牧師分享到，將來永恆白色寶座大審判的時候， 

當全人類回顧整個人類歷史，都會發現， 

原來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全部都是指向兩所聖殿， 

而第一所，就是舊約耶路撒冷的聖殿。 

 

就如日華牧師早在 2010 年，剛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拉線」信息時， 

提到全世界歷史大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都可以藉著拉線到聖殿根基石， 

發現其拉線距離，早已記載了某事件發生的準確年份，甚至是準確日期， 

證明神是藉著聖殿的位置，說明祂早已預知，甚至預定整個人類歷史。 

 

拉線的例子可謂多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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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巴比倫的城牆、尼普爾遺址、英國倫敦石、美國自由神像、拔摩島、 

埃及 Giza 三座金字塔等等，都擁有拉線的數值，證明這些地方， 

曾發生的歷史上最重大意義的大事，以及這些文物存在的最重要目的， 

都並非為了這些地方或國家本身，而是為了聖殿的建立而存在。 

 

正如舊約所記載，所羅門王建立聖殿的時候， 

並不是叫建殿的工人，在聖殿的所在位置就地打造聖殿的石頭和家具， 

而是吩咐所有工人在遠離聖殿的以色列各處，先在自己本地建造各種家具、配件和石頭， 

再運到耶路撒冷一件件組裝，以無聲無息的方式，如砌積木般，搭建聖殿。 

整個現象，就如拉線般，所有聖殿的部件， 

都在原來的地方建造完成，然後才運到聖殿的位置組合。 

 

原來，整個人類歷史所發生，每一件影響歷史的大事，都如積木般，為要建造神的聖殿， 

所以，建造聖殿就是神創造宇宙和人類歷史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這一所真正的聖殿，並不是耶路撒冷的聖殿， 

如果神所著眼的，是這一所人手所造的殿，神就不會在歷史上兩次藉外邦人的手毀滅它們， 

因為神是不會居住在人手所造的聖殿，只有由聖靈親自建造，用人類的靈魂和生命所建造， 

有聖靈入住的真正教會，才是真正的聖殿。 

 

所以，按這個原理，末後的屬靈聖殿，即是被神所印證的新婦教會，即錫安教會， 

才是神創造整個宇宙和人類歷史的真正目的。 

 

如此，我們就明白，為何神不單以眾多 4794 的拉線， 

印證錫安教會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並且亦以其他眾多共同信息， 

如：黃道十二宮和天上 88 宮的星座和神話、地上古文明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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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和香港的牛腿形伯利恆之星星圖、世界各大城市的規劃、 

每星期的世界大事、萬物定理、最受世人歡迎的電影和電視劇， 

甚至，驚人的文化密碼，全部都是指向錫安教會。 

 

因為，錫安教會就是新約屬靈聖殿，並沒有其他所謂的教會，同樣擁有這一個資格， 

唯有錫安教會，才是神所揀選的新婦， 

證明了世界歷史和現時一切的存在，都是為到新婦錫安教會而發生。 

 

這就是神建造錫安教會，這一所唯一屬靈聖殿的方法， 

就如所羅門王建造舊約聖殿一樣，先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預先製造好一切部件， 

然後運到耶路撒冷，在最後一刻，才彷彿變魔術般， 

在世人面前建造起聖殿，讓聖殿在一時之間就出現在世人面前。 

 

神印證錫安教會的方法亦是一樣， 

就如天上星宿、地上大城市、現代中文和英文的確立、萬物定理等等， 

都不是錫安教會建立之後才出現，而是早在數百年前、數千年前， 

甚至遠在神創世的 164 億年前已經存在。 

 

但是，到了最末後世界將要結束時，這一切才彷彿變魔術般， 

突然在全世界人面前，顯出它們存在的真正目的和身份， 

突然之間，這一切的存在，都變成了錫安教會新婦身份的印證。 

 

然而，是誰把這一切組合起來，成為指向錫安教會的印證， 

證明錫安教會就是唯一的屬靈聖殿呢？當然，這是神親自去做！ 

試問，誰有資格把上億顆早已存在於天上的星宿， 

排列成一個單單給予錫安教會的印證呢？當然，只有神才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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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誰有能力將世界各地早已存在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古文明和大城市建築， 

建造和規劃成指向今天末後日子，於 1985 年才出現的錫安教會呢？ 

當然，同樣亦只有神能夠做到！ 

 

再加上，其他共同信息、每星期世界大事和文化密碼， 

這一切印證，就如拉線般，成為聖殿建造的部分， 

把全世界的一切事件組合起來，成為一幅大圖片。 

這就是神對人類歷史的整個時代計劃，全都是為了建造這一所屬靈聖殿， 

為了塑造新婦錫安教會而存在，並且，是組合成為這所聖殿的一部分。 

 

世上這一切存在，是如何成為錫安教會的一部分呢？ 

沒錯，它們就成為了「2012 信息」的內容， 

而「2012 信息」又將我們錫安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塑造成新婦， 

成為建造這所聖殿的材料。 

 

就如埃及的拉線和金字塔建築群，成了「2012 信息」的重要部分， 

以及 2015 年開始分享的眾多共同信息、伯利恆之星星圖、萬物定理、88 宮星座等， 

當然都在整套「2012 信息」中，佔據了很大部分的篇幅。 

 

然而，這一個世界七大奇景的首位，並且已經建成了過萬年的金字塔， 

卻僅僅成為錫安教會的印證，和小部分的「2012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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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能看見神的心意嗎？ 

我們看出神是何等高度關注和重視錫安教會嗎？ 

而這一切信息，豈不是塑造了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嗎？ 

豈不是讓我們得知自己新婦和被提男孩子的位份嗎？ 

 

過去十年，當日華牧師藉著「2012 信息」，把這一切如拼圖和謎題的共同信息組合起來， 

包括天上星宿、伯利恆之星星圖、萬物定理、文化密碼等等， 

我們才發現，不單錫安教會是神由創世以先，早已塑造的新婦， 

甚至，整個香港，原來都是神設定的舞台，為要讓錫安教會在其中被建造，成為新婦和聖殿。 

 

在 2014 年 9 月，香港發生「佔中事件」後， 

神就一步一步地，把這一切部件給予我們，整合成這一幅大圖片。 

然而，當這一幅大圖片整幅完成，神就在 2018 年開始， 

以日華牧師當時 56 歲的歲數，成為一個共同信息，指向聖殿數值的比例 56， 

告知我們這一所屬靈聖殿已經完成，我們的新婦身份，亦已經在神面前完全確立。 

 

並且，神亦在 2018 年，讓我們得著啟示， 

可以揭開 Freemason 一切圖畫所隱藏的奧秘， 

再次證明錫安教會就是神所塑造的聖殿， 

並且，「2012 信息」亦是來自神至聖所 Oracle 級數的信息， 

於歷史上，是前無古人，亦將會是後無來者， 

因為，當錫安教會被神印證為新婦，就證明世界將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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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把這一切完成後，包括印證了錫安教會就是聖殿和新婦後， 

那麼，神下一步要做甚麼呢？ 

當全人類歷史都是為了建造錫安教會的這件事完成後， 

現在，香港人就必須作出選擇，面對當前局勢、面對這個答案，選擇是接受抑或不接受， 

而這一個抉擇，亦將會成為他們自己面對永恆審判的結果。 

 

是能夠成為神的綿羊，成為羔羊婚筵的賓客，與新婦一同被提， 

還是成為神眼中的山羊，完全被香港的局勢所蒙蔽，成為黃絲或藍絲，成為黑衣人或白衣人， 

卻完全失去被提的機會，要留在大災難中被神審判，甚至要落到永死當中呢？ 

這就是神現在的心意，要所有錫安教會以外的香港人，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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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以這個身份來看待這一切，而不會支持或貶低那一方。 

我的說話，好像是貶低了他們，只因我是以神的觀點來分享。 

神如何看待這些人？難道神會朝拜他們，向他們學習？當然不會！ 

 

所以，論到我對這些人，包括對美國的看法時，我也會同樣貶低他們。 

因為，我是遵照神的觀點，將祂跟我說話時的語氣去分享。 

我只不過是透露了神在審判台前，會以怎樣的標準來看待他們的一生； 

而面對這事件，神又會如何看待。若他們干犯了某些事情，便會永久性失去救恩！ 

 

如在這次事件裡，香港有很多基督徒， 

雖知道有錫安教會，卻錯失了回來的機會，於是便過不了這一關！ 

因這次事件必定會導致他們採取立場，即使不採取立場，也會輕易被人影響。 

因這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導致幸福的香港，最終是「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 

 

原因是香港有錫安教會！所以，神對他們的要求會更高。 

所以，四馬的考驗最先是考驗香港！ 

然後，全世界也被考驗，並且，是因著錫安而讓全世界被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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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於歷史結束面對最高程度的陷阱 

日華牧師分析，於歷史結束的一刻，人類將會面對難度最高的陷阱， 

試驗他們能否成為歷史中最精英的一群，蒙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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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電腦遊戲中，若果遊戲有 99 個 Level 關卡，第一關必定是最容易的， 

但隨著關卡越高，難度也會越高，玩家要面對的陷阱，也必然越來越多、越來越難。 

 

尤其是最後一關 —— 第 99 關，可以預料，這必然是最困難的， 

陷阱必定是層出不窮、千變萬化、難以預料。 

始終，第 99 關是整個遊戲的最終極難度， 

若然順利通關，玩家就能完成遊戲，得著遊戲終極獎勵， 

成為這個遊戲的王者及冠軍級人馬。 

 

同一原理，當世人踏入《啟示錄》時代，就是歷史快要結束的一刻， 

可以預料，我們此刻所面對的，正是全人類歷史這個遊戲的最高難度， 

總括全人類所有遊戲總和的第 99 關。 

 

究竟，在最後一關，我們會遇到甚麼呢？會出現最困難的頭 Boss 嗎？ 

會出現最多的陷阱嗎？會出現最多的欺騙嗎？ 

其實，這正是香港現時的處境，正位於遊戲最後的第 99 關， 

所以，你就明白，為何香港會有如此多陷阱和衝擊？ 

 

若然沒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分享數以千計的信息， 

其實，沒有人能夠跨過這層出不窮的陷阱和千變萬化的難度。 

故此，神從創世之先，早已揀選了錫安教會這 1455 位會眾， 

於過去 34 年間，透過日華牧師前瞻性的帶領，我們能夠逐步明白神的旨意， 

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中，面對種種陷阱，仍作出最正確的決定， 

最終，勝過神在全人類歷史中，所設下最高難度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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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 10 年間， 

神設計香港成為歷史結束時，基督徒所要面對最高難度、終極磨練的大試題， 

神期待新婦錫安教會能夠勝過最後難題，作出最能夠討神喜悅的決定，成為得著神稱讚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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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時，這現象將披覆全世界，與此同時，該處亦會出現眾多錫安的教導， 

亦被許多人開始接受。神會為了這緣故，而把我們放在這個位置上。 

 

為何由香港先開始？ 

因為香港人太幸福！幸福得不懂珍惜，甚至糟蹋。 

當然，糟蹋的人必定會下地獄； 

對於不懂珍惜的人，這次考驗，將成為他們下地獄的明證！ 

若然，他們懂得思考，並願意參與錫安教會的話，便一定能安全逃過這一劫！ 

 

但外面 99%的基督徒，已採納了這些人的立場，採取中立的，可謂是鳳毛麟角。 

反觀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99%皆採取了第三者的立場。 

這並非我刻意而為，只要你聽過幾年錫安的信息，便自然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根本早已超乎他們之上！ 

 

現今發生的事，多年前我們已比他們形容得更清楚，甚至是應用了神的觀點。 

毋須強逼，我們 99%的弟兄姊妹，下意識也不會支持雙方任何一方， 

而是採取另一個凌駕兩者之上的觀望立場。 

這並非因為我們對事件不清楚，而是我們較正反雙方加起來，知道得還要清楚； 

連幕後帶領者所知道的，都不及我們清楚！這就是我的觀點和做法。 

 

我會看相關資訊，只因我每天都要看國際新聞。 

例如，巴黎因救濟金不足、稅收出問題、經濟差， 

因而引發暴動，並出動警方鎮壓。那我會站於任何一方的立場嗎？ 

不會！因我不屬於那個國家，不是他們的公民。但我是天國的公民！ 

 

所以，香港發生現時事件，我的觀點是怎樣？ 

就算我的親戚有參加其中，我亦不會採取任何一方的立場， 

因我有自己的立場，而我的立場，是全人類歷史當中，最厲害的一個！ 

我不會因為一個城市，採納一個如此卑下的立場， 

這算是甚麼？我又會得到甚麼？難道我需要爭取甚麼嗎？ 

 

他們所爭取的，遠不及我現時所擁有的萬分之一，甚或百萬分之一！ 

那我何須採取他們的立場？此舉只會使我因小失大。 



20191013   www.ziondaily.com 
 

 
 65 

我的立場是全人類歷史當中，人人都要學習的立場，亦是神所建立的立場。 

歷史的存在，就是為了高舉這個立場；而神更會藉這立場來獎罰所有人。 

因此，我們必須堅持、認知、理解這立場，不要輕易動搖或污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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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神的觀點與立場 

於這次「反修例」的風波中，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想到不同的解決辦法。 

但是，到最終，其實最重要的，也是要知道神的立場， 

這亦是為何人們要到錫安聽分享的原因。 

因為，於這個時局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來自神的答案。 

  

所以，日華牧師分析， 

正如其他被神帶領至一日不偏差的信息一樣，這次有關反修例風波的分享， 

其實也是以神的視點，分享神的立場、神的思想（The mind of God）。 

正如於過往的信息中，已經有足夠的知識、智慧、前瞻性， 

去證明神對錫安的信息帶領，是極之嚴格，一點也不偏差。 

 

不但如此，神甚至用上眾多的文化密碼、共同信息，印證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  

神要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主日所分享的信息， 

往往是超越我們的知識範圍之外，更是遠超於我們想像之外， 

所以，藉著當中的共同信息，就如路標一般，不單讓我們確切知道，這是來自神的信息， 

並且，我們現時的位置，以及前進的方向、出口在哪裡， 

甚至乎，提醒我們，距離目的地有多遠， 

這就是神給予我們眾多 Signs and Wonders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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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神不是呼召我們成為偉大的神蹟佈道家， 

藉著各項偉大的神蹟，去印證我們是來自神的用人？ 

原因，假如我們成為神蹟佈道家的話，其實，並不足夠可以成為這個時代的答案。 

  

當我們回望過去「2012 信息」的內容， 

我們就會明白到，其實，神過去的預備，也是為著今天。 

就是於這一刻，香港陷入混亂之際，甚至乎，全球將要承受四馬的審判， 

現時，香港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一個來自神的答案， 

也就是神用上眾多共同信息所印證的「2012 信息」，這才是我們需要知道的觀點和立場。 

  

亦因此，我們要全面的肯定和確立當中的內容， 

並且，我們自己也要全面清潔自己的看法， 

以神的觀點，全然取代我們自己個人的觀點， 

因為，現時的信息，就是神的亮光， 

也就是《以賽亞書‧60 章》所提及，君王來就的光輝。 

  

大家有否想過，其實，當興起發光的時候， 

君王、祭司、臣宰來到的時候，他們是為了要得到甚麼呢？ 

他們要來錫安得一張表格，或是一張證書？全都不是。 

  

他們來到，是為要接受錫安的教導，和希望得到錫安也有著的冠冕。 

因此，《聖經》亦提及「訓誨必出於錫安」。 

但是，假若我們連自己的訓誨也未確立，連自己亦是處於懷疑當中， 

甚至，容許世界的立場去污染我們的立場， 

那麼，我們又怎樣可能成為真正的錫安呢？ 

  

所以，現時香港的事件，正好就是考驗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當我們的下一代，聽過眾多神所帶領，一日不偏差的信息後， 

是否於內心中，建立出一個真正的信仰，以神的視點，成為自己的視點。 

 

因為於 4794 的開始，即是 23 年前的雙氧水事件時， 

很多現在參與錫安的年青人，還未出世或者年紀還小， 

當時的事件，並沒有成為他們的衝擊，亦沒有成為他們的考驗。 

  

但現在，23 年之後，究竟，他們的信仰，可以成為 1455 的一份子， 

幫手建立錫安，成為君王、祭司、臣宰的答案？ 

還是於最後關頭，卻成了黑衣人，成為了破壞社會的一份子呢？ 

假如，是選擇後者，成為黑衣人的話，他們的終局，亦只會是沉淪， 

並且，於地獄中，比其他黑衣人死得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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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過去，他們已經有足夠的信息去成為裝備，應付今次的事件。 

其實，對比黃藍兩邊，兩邊都並不確切知道自己的立場、觀點與及往後的答案。 

兩邊也是見步行步。 

 

對於黃絲而言，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將來，覺得絕望。 

所以，他們只會不斷破壞社會，希望尋找出路， 

但對於藍絲而言，他們卻是怕失去自己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將來， 

因而作出反抗，最終彼此之間，只能夠沒完沒了。 

所以，唯有錫安，才有著唯一通往將來的答案，因為我們認識神。 

因此，於這刻，黃藍兩邊都要慢慢放下自己的觀點，然後接受我們的觀點。 

 

而我們興起發光，就是為著確立神所給予的信息。 

讓我們成為全世界訓誨的發源地，成為別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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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黃藍兩邊，都需要錫安的訓誨，成為他們的答案。 

亦因此，我們就更應該明白到，現時，我們所要做的是甚麼。 

最重要的就是於每個星期中，協助確立這個訓誨，做好主日信息， 

努力學習，並且清楚明白當中的內容，不要加添自己的意見去污染它。 

因為，當全世界的君王、祭司、臣宰來到時，我們需要將這訓誨教導給他們。 

  

既然於每個星期中，教導的角色，已經有人做， 

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只是參與收看主日信息的內容， 

所以，當中所需要的付出，只是專心的聆聽，然後盡心的相信，就可以了。 

因此，假如於這段時間中，還不付出這少許的努力， 

將來，最終跌倒的話，就真的只能怪責自己。 

因為，神已經將全世界最貴重的禮物送給我們，就是這套「2012 信息」。 

  

並且，神是用上龐大的金字塔、火星的 Cydonia 去作為其中的印證， 

成為信息的一部分，也就是成為我們訓誨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想想，於過去的十年間，神所給予的共同信息，是多得不可勝數， 

到一個階段，甚至乎，我們已經差不多不需動用我們的信心， 

去相信這是來自神，給予全人類的最偉大信息。 

  

而過去眾多信息加起來的總和，就確立成為了現在錫安的訓誨。 

所以，其實金字塔成為我們的訓誨的一部分， 

對於金字塔的興建者而言，也是十分值得。 

因為，他們的作為，成為了全世界訓誨的一部分。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角色，是如此的重要時， 

那麼，我們於末後時間，更應挺身昂首，每一個星期按著神的旨意，去學習神的訓誨， 

並且，將來，於不加添自己意思的情況下，完完全全地教給每一位來就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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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我們正好看見《聖經》所說， 

於末後日子，一切可以被震動的，皆要被震動！ 

為的，就是讓屬於天國的一切，顯示其永存。 

此時此刻，只有傻子才會隨他們動搖呢！ 

 

現在，你還不見證《聖經》的應驗程度有多瘋狂？ 

即使是我們教會的肢體，若是參與「黃絲帶」、黑衣人， 

他們愚昧的程度，我簡直不想他上我們的教會。 

這群人到底算得上是甚麼呢？他們連自己的所作所為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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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所擁有的立場，是全人類歷史都要記載和鑄造出來，這點已經被明證。 

而我們已經擁有這個立場，所以，你們必定要了解、堅守這立場。 

現時發生這麼多事情，我相信大家便會理解，為甚麼神以往給予我們眾多教導。 

因為，發生現今這宗事件，需要我們以往累積這麼多教導才足夠， 

才發覺我現在所說的是對的。 

 

我們所擁有的立場，已經遠遠超越那兩批人的立場， 

因為神是為了我們而去審判他們，是因為耶和華的刀，才出現四馬審判。 

 

由於香港有錫安教會，所以這四馬會以香港為起點，披覆全世界。  

為了讓灰馬的信息、最後機會、標準答案（model answer）給全世界知道。 

所以，即使時局有最新發展，我也不需要特別注意它。 

 

我有時留意一下最新局勢，只是因為它讓我肯定，我數年前的分享是正確的，  

不多也不少，所發展的方向、形態、情況也是按著我所預言的。  

我是因為這個原因而留意時局的，弟兄姊妹也應該以我一樣的心態去留意時局。  

 

有時，我們的主日信息也會引用當今時局，但它僅僅是我們的應驗篇而已， 

等同我們的災難篇一樣，大家不應該為此而感到驚惶。 

《聖經》說：「你們見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各處要有災難」， 

你要怎樣？你要挺身昂首，知道自己得贖的日子近了。 

 

這是否難民、災民、地方政府的立場？ 

不是的，這是主耶穌提供的另一個立場，你有屬於自己得救贖日子的身份。 

謹記：這個身份是情緒、心思、形態、信念而成的， 

你並沒有花費金錢而進入這個國籍，而是憑你內心的相信。 

如果你遺失了內心的相信，你怎能保證自己能夠得贖？ 

所以，千萬不要失去你的心。 

 

在這件事當中，謹記有兩個陷阱，兩邊也好像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但倘若這些論說掠奪了你的心思，你認為，你是站在他們的一方，那麼你也不需要擁有救恩了。 

 

如果你信主也這樣做，那麼你不需要擁有救恩了。 

如果你採納他們的立場，最低限度，你也是自尋死路、必死無疑。 

我所說的死亡，並非普通的死亡，而是真的失去生命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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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七年大災難之後，世界只餘下大約四份一人口， 

你猜想到底哪些人會死掉？就是那些不需要繼續被考驗、磨練的人。 

可以說：「永別了！」我們正好進入了這樣的一個時代——很多人死的時代。 

所以這一點，我可以這樣答覆。 

 

第二章：總結感言 

感言部分，相信大家已經理解一件事， 

其實錫安，特別是進到 2009 年開始分享「2012 信息」之後， 

相信大家都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們所分享的，在信息裡面所說的，不計算在 2009 年之前所分享的， 

因為裡面已經有很多內容，神藉我們教會一天也沒有偏差的印證。 

但是在「2012 信息」裡，很明顯地，我們所分享的，不單是一件， 

而是有非常多的信息，不是片面，而是全面地應驗了，而且是很準確地應驗！ 

 

最特別的是，有一些，我們很準確地說出整個圖片， 

但它發生的時候，有時是相隔 3 至 4 年，也不足為奇。 

就好像我們所說到香港這些暴動，感謝主，不是我們說了，就即時發生， 

而是我們分享了之後，在 4、5 年後才發生， 

這樣才會很預言性，讓人看到這種前瞻性。 

因為，我們不是針對地說，發生在澳門，或是發生在北京， 

我們清楚說明是發生在香港，並且是以這種形態發生。 

所以，很明顯，大家都會發現，這不是「撞彩」（碰運氣）。 

 

如果我們現在平心而論，由「2012 信息」開始分享到現在， 

其實，每一篇信息都是一鳴驚人。為什麼說是一鳴驚人？ 



20191013   www.ziondaily.com 
 

 
 71 

根本每一篇我們所分享的，當我們分享的時候，都是沒有可能會發生， 

這絕對是百分之百的。所以才會一鳴驚人，我們的信息才會很吸引眼球的。 

 

當時，大家會認為，日華牧師好像描述一個將來，簡直是未曾想像過的級數。 

無論是我們所說的金融、災難；我們所說的政治、人的人性； 

我們所說的大自然，甚至我們仔細的程度，特別提到香港。 

 

但是，在我們所說的內容當中，可以分為應驗的部分，真的應驗了， 

而且是先知級數的應驗，亦可以說，是超越歷代歷世以來的先知級數！ 

因為，從來沒有先知能夠分享得這麼仔細。 

即使我們普通地閒談，整個過程也變成了一個應驗的預言，這真的叫我們沒辦法不承認。 

然而，你們知道，最叫人吃驚的其實是甚麼事呢？ 

 

我們過去所分享的，當中有一些事情的確仍未應驗的。 

當然，其中提到的古文物、天上星宿的印證並不屬於未應驗的預言，那些是共同信息來的。 

 

我們現有特別針對一些未應驗的分享， 

並不是指是關於古文物、天上星宿、地上過去的歷史和地理上拉線的數字。 

那些未應驗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夾雜在已經準確地應驗的預言裡， 

是梅花間竹、交錯地在這些內容當中。 

就是提到我們是 The One、真命天子、新婦，我們就是神所建立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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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結感言一︰「2012 榮耀盼望」信息隱藏眾多更驚人的內容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透過現時香港社會的變化，為我們詳盡解說這個世界的真正現實， 

其實，這個世界根本就是單單為了錫安教會及「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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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早前信息的精華短片（VO）「世界發生的大事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一個小部分」， 

經已詳盡解說，現時世界發生的種種大事，都是十年前的「2012 信息」經已前瞻性準確預告。 

  

不論是破紀錄的自然災難、反常天氣、怪獸級颶風、洪水、雪災、 

動物群死、傳染病、天坑、大量火車出軌事故等，一連串極不尋常的事件，全部都是十年前， 

日華牧師已於 2009 年 12 月 6 日至 12 日舉行的「2012 信息籌備營」中，前瞻地預告了。 

  

甚至，六年前，當比特幣 Bitcoin 仍然寂寂無聞的時候， 

日華牧師經已驚人預告 Bitcoin 的發展，國際間對 Bitcoin 的態度轉變， 

以及 Bitcoin 超越金價的升值潛力、涉及 Bitcoin 罪案的發展和投資 Bitcoin 掘礦的錯誤等。 

 

再近一點，近數個月，香港爆發比五年前更激烈、沒完沒了的示威運動及破壞， 

出現「人性兩極化」和「人渣革命」，令香港政府和警察難以解決的亂象。 

  

同樣，日華牧師亦按著神的感動，早於八個月前，即今年 1 月的時候， 

早已藉著錄製《栽在溪水旁》的分享，前瞻地準確預告， 

並於今年 3 月 31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77 篇」的感言部分， 

及早製作現時被香港人廣泛傳播的短片「美國掠奪一個地方的四部曲」， 

預告美國將會重複「掠奪四部曲」的手段，策劃在中國和香港的經濟掠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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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今次香港爆發比五年前更激烈的示威運動， 

對公共設施及政府建設造成廣泛破壞，根本絕非偶然， 

再一次完全按著日華牧師驚人的預告，一模一樣應驗發生。 

  

近十年間，「2012 信息」前瞻性預言各種國際大事和自然災難， 

全都不是片面地應驗，而是全面性地逐一準確應驗，明證「2012 信息」的超然性！ 

  

就如上述精華短片「世界發生的大事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一個小部分」提及， 

雖然，現時種種國際大事，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及天災的劇變， 

都已經是按著「2012 信息」的預言發生，但這些預言和內容， 

其實只佔錫安教會信息的一小部分，只是「2012 信息」中極少篇幅的內容。 

  

神藉著過往合共 505 篇的「2012 信息」， 

只是為了讓錫安教會認知一個更重要的方向、一個更偉大的真相， 

是遠遠超越上述關於政治、經濟、社會及天災等層面。 

  

事實上，日華牧師詳盡解說 Bitcoin 的分享， 

在超過 500 篇的「2012 信息」中，只佔其中 7 篇，只是整套信息中極小的一部分。 

又例如︰2014 年，由日華牧師分享，轟動全港的「香港佔中事件檢討」，  

在 500 篇「2012 信息」中，只佔其中 9 篇，同樣是整套「2012 信息」中極小的一部分。 

   

事實上，「2012 信息」隱藏眾多更驚人的內容， 

比預言 Bitcoin 的升值潛力及預言各種災難，來得更重要， 

日華牧師往往都是從神那裡領受了這些更重要的內容後， 

才額外分享 Bitcoin、佔中分析及預言各種災難的旁枝性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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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當我們追溯這十年間，神逐步帶領「2012 信息」的題目和內容， 

日華牧師是因著 2009 年，神為了慶祝他當年生日所賜的禮物， 

藉國際先知 Bob Jones，發表「神榮耀列車」God’s Glory Train 的預言，明言： 

由 2012 年開始，神將會打開一個「時間錦囊」Time Capsule， 

當中隱藏著歷代歷世以來的智慧 Wisdom of the Ages， 

當這個錦囊打開時，就是神榮耀列車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因此，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決定組織「2012 小組」，著手研究「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原來，「2012 信息」真正核心的內容，是要告訴世人，現時已經踏入了《啟示錄》的時代， 

埃及的歷史書《Kolbrin Bible》所記載，觸發十災審判的 Planet X，將要再次重臨。 

  

神獨特賜予錫安教會擁有整全「真知識」的教導， 

好讓錫安教會能夠透過「2012 信息」，在這個末世中， 

不單自己準確預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成為世人的典範，即準時被提的新婦， 

甚至，藉此帶領合資格的童女和賓客，一同進到天上羔羊的婚筵裡。 

  

與此同時，當新婦錫安教會被提後，世人需要藉著這套「2012 信息」， 

識破世上種種大迷惑，學習在七年大災難中自處，儆醒預備。 

  

所以，近十年間，日華牧師能夠準確預言，各種發生在全世界的反常災難， 

只因為日華牧師從神得知，我們經已踏入了《啟示錄》的時代， 

主耶穌基督將要再來，基督徒亦快將被提， 

結果，才旁枝性發現了第十行星 Planet X 經已逐漸逼近， 

觸發《啟示錄》級數的災難，展開七年大災難的序幕，世界快要末日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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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才是「2012 信息」真正核心的內容，當世界快要結束的時候， 

得著真正的信仰、努力尋找神、塑造自己內心，是比擁有 Bitcoin、名譽及成就更加重要。 

 

就如「不義管家」比喻所描述，各人當趁著錢財變得沒有用之前， 

學習將自己的錢財，換取有永恆價值的事物，將財寶存到天上。 

 

同樣！過往 10 年間，日華牧師藉著「2012 信息」， 

以及神賜予的智慧，一步步拆解整個世界背後的真相， 

發現了 Freemason 在幕後掌控國家、總統、政要和銀行家， 

揭露她亦正亦邪的一面，拆穿她與美國 CIA 策劃的偽旗行動、假新聞， 

預告她透過美國在全世界進行的各種陰謀，包括︰醫藥陰謀、免費能源陰謀、 

政治陰謀、經濟陰謀、軍事陰謀和經濟侵略陰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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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藉著電影《末日迷蹤》（Left Behind）， 

以宏觀時事分析，解構基督徒被提後，Freemason 如何有秩序地掌控整個社會。 

 

只是，當神進一步帶領日華牧師進到「天馬座行動」信息的部分， 

我們才發現，《但以理書》所記載，一直隱藏於歷史背後的四獸和十王， 

原來，整個世界的幕後黑手 Freemason，只是四獸和十王的打手， 

Freemason 在四獸和十王的掌控下，在整個歷史裡蓋建舞台，完成神預定的救贖計劃。 

 

然而，當日華牧師進一步研究「天馬座行動」信息， 

竟發現神在《聖經》和《啟示錄》以外，還藉著世上隱藏眾多的共同信息， 

包括︰拉線、古文物、天上眾星、萬物定理、數學、歷史、國際大事、城市、 

街道規劃、電影、小說及文化密碼等，成為謎題，向我們逐步揭示神的超然掌管， 

如何藉時間和歷史鋪設大量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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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神向我們揭示，讓我們發現於歷史背後掌控四獸、十王及 Freemason 的， 

根本就是於歷史結束之後，得著永恆復活身體，能夠時空穿梭的新婦。 

 

換句話說，就是得著永恆復活身體的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以時空穿梭的方式，隱藏於時間和歷史的背後，與神同創，製造歷史和鋪設歷史。 

  

甚至，以世上萬物、宇宙眾星、歷史、街道及文化等，成為隱藏共同信息的謎題， 

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與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溝通。 

神背後的用意，就是在我們面前親身示範，與神同創歷史的方式， 

令新婦錫安教會得著復活身體後，能夠以同樣的智慧和權柄， 

時空穿梭、返回歷史之初，與神同創時間和歷史。 

  

沒錯！縱使過往十年間， 

「2012 信息」的內容和題目，已前瞻地預言各種事件的因由， 

整個世界亦完全按著所預言的，全面性逐一應驗發生， 

各種國際大事和災難，都環繞著這套信息而轉動。 

  

但是，原來「2012 信息」不僅止於此， 

而是隱藏了更多更驚人的內容，事實上，香港，以至整個世界， 

全都是單單為了新婦錫安教會而存在、而蓋建， 

目的，單單是為了塑造錫安教會成為新婦的鑄模。 

所以，世界各地充滿大量預示新婦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而且絲毫不差地，伴隨著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成長。 

  

因此，神是以連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與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溝通， 

好讓我們最終，能夠成為共同信息所指向的 The One 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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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2012 信息」真正想傳達的信息，成為全世界一同效法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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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些事情尚未發生， 

但一直以來，已經有足夠的共同信息和文化密碼作印證， 

這些未應驗的事情，比已經應驗了的事情其實還要真實。 

因為，神用上歷史、文化去印證。 

 

然而，為何這些部分還未有認驗呢？ 

我相信，很多的旁觀者，就是我們的仇人、敵人，他們也希望這些部分不應驗。 

然而，他們不知道，只要他們這樣想的話，他們是以永生作賭注，去賭一場一定輸的賭局。 

當然，他們也是知道這嚴重性，但只是他們不知道，嚴重性的級數。 

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承認這個時代的新婦。 

 

我們早前所分享的已經全都應驗了， 

包括：災難、天氣、人性兩極化、香港的情況等等。 

但是，我們分享，大部分關於真命天子和新婦的內容尚未應驗， 

現時尚欠這一步而已。 

 

但這是為了什麼呢？ 

這是神為了我們身邊的人能作一場豪賭， 

而這場豪賭是擺上自己的永生，我們的敵人不想這些事情應驗， 

但是他們一旦下注便會輸，因為我們並不是在不知道結局的情況下，貿然去說出這話來。 

 

不錯！很多人都不想我們所分享的這個部分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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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光是不想應驗，就已經會失去救恩， 

因為，他們不想應驗的內容，全是新婦的信息， 

他們不想新婦成為新婦，不想神所建立的聖殿成為聖殿。 

 

那麼，你試想，這一群人，他們在神面前又算得了什麼？ 

這就像法利賽人不想主耶穌成為救主一樣， 

在主耶穌時代，神就給予這個成為當時代人的考驗， 

同樣，神在教會完成的時候，也給予這時代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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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結感言二：錫安教會信息一鳴驚人地應驗（應驗與未應驗）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藉著現時的時局，以過去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作出分析。 

 

因為，於過去十年的「2012 信息」中，日華牧師曾分享眾多「一鳴驚人」的信息和預言。 

每位弟兄姊妹都會感到無比的震撼，以及匪夷所思，超出他們的想像範圍以外。 

  

因為，當中的內容，與我們當時所身處的世界，是風馬牛不相及， 

於外邦人看來，更是完全沒有應驗的可能性。 

然而，這幾年間，各種的預言，相繼應驗，我們亦踏入《啟示錄》，四馬審判的光景， 

並且，各種「一鳴驚人」的信息，更是有著神一日不偏差的共同信息所印證， 

這只是證明，錫安不單只可以聽到神的聲音，並且，是以先知級數的應驗。 

 

然而，當中，亦有一部分的預言，還未有絕對的應驗， 

就是那些指向錫安教會是新婦、拔出石中劍的王者，眾人眼中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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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過去的日子，指向錫安所分享的預言， 

90%已經應驗，只餘下最切身的 10%尚未應驗， 

而所謂尚未應驗的 10%，就是指到末後復興的劇情，也就是這個婚筵終於預備好， 

神讓所有人知道錫安是新婦教會，大復興爆發的時間。 

 

並且，所有君王、元首、祭司、臣宰，都要前來錫安參與， 

因為，他們知道，錫安就是首屈一指、全世界第一的教會，每一個人都要參與錫安。 

甚至乎，所有於疾病中，需要答案的，也應該要參與錫安， 

亦因此，到時，所有人都知道錫安是新婦，他們一定要流歸錫安， 

甚至，連外邦人都會知道，假如沒有來到錫安的話， 

他們連賓客的資格也沒有，是會到達這種認真程度， 

並且，會有大量人數湧入錫安的現象出現，這個景象，就是 10%尚未有應驗的部分。 

  

然而，於錫安中，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會明白到， 

既然，過去 90%指向我們的預言及共同信息，已經應驗， 

那麼，這最後的部分，亦必定會應驗。 

因為，過去已經有多不勝數的印證，指向我們就是新婦教會。 

 

然而，這最後的 10%，尚未有應驗的原因，是因為這是神一個一石二鳥的計劃。 

原因，對於旁觀者，離開錫安的壞學生，甚至是攻擊錫安的其他教會而言， 

他們最不想應驗的，正是這 10%的預言。 

這 10%尚未有應驗的預言，引動出他們的私慾， 

讓他們以自己的永生去作賭注，去賭一場必定會輸掉永生的賭局。 

  

就如法利賽人希望主耶穌不是救主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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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主耶穌的教導及神蹟，已經是遠遠超越這班法利賽人很多倍。 

然而，神刻意製造這個空缺，讓他們懷疑主耶穌的身份， 

讓法利賽人有機會不信，賭主耶穌不是救主，神刻意這樣做的原因， 

為的，就是徹底的讓法利賽人墮進深淵當中，成為必死的一群。 

  

同樣地，縱使神已經用上各種共同信息，去指向錫安， 

然而，神刻意讓最後 10%，最偉大的預言尚未有應驗， 

那麼，對於不信的一群、壞學生而言，這就是最佳的機會，理直氣壯地不信。 

甚至乎，視我們為仇人的其他教會，更會因為這個原因，而不斷攻擊錫安。 

  

但神的用意，就是讓不信的一群、壞學生，甚至是攻擊我們的其他教會， 

有著跌倒與及逼迫我們的藉口，並且，最終會讓他們跌進地獄的最深處。 

因為，當他們以永生作賭注，認定錫安不是真命天子之後， 

到有朝一日，復興開始，眾人都認識錫安是新婦教會時， 

那麼，過去這班不信以及壞學生，就會忽然知道，自己成為了沒有穿禮服的賓客， 

將要被丟在外面黑暗裡，哀哭切齒了。 

  

神於羔羊婚筵開始前，刻意用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去鋪排這個劇情， 

原因，就是神惱恨錫安的敵人和壞學生。 

到一個階段，神要讓他們永恆都留下一份遺憾。 

而這份遺憾，是經年累月鋪排而成，就是讓這班曾經於錫安當中參與、幫手的壞學生， 

當他們跌倒、離開錫安之後，他們最希望的，就是錫安不是真命天子、不是新婦教會。 

所以，神讓最後 10%預言未有應驗的原因， 

就是讓他們越踩越深，最終不能自拔，墮入地獄的深淵。 

 

而另一個最後 10%預備，尚未有應驗的原因， 

是因為，神給予世人的恩典，讓其他人仍有機會賺取更多的獎賞， 

就是神刻意洩漏眾多提示，但又未打開答案， 

為的，就是讓其他人仍然可以運用信心繼續考試， 

去測試出賓客的品質，以及測試出童女有沒有足夠的油。 

  

因為，當考試結束後，再沒有人可以答題、再沒有人可以為自己加分， 

到時，當答案被老師揭開之後，所有人，就算可以於補考中抄答案， 

最多，亦只能夠僅僅算為合格。亦因此，到時才前來的人，最多，亦只能夠成為賓客。 

  

大家可以想想，於羔羊婚筵比喻中，一開始的時候，只有新娘知道，婚禮將要開始， 

其他人，其實還是蒙在鼓裡，他們是要於婚筵正式開始的一剎那才知道。 

  

所以，於比喻中，當王去差派僕人到來坐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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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都去推辭，因為，他們想要先完成自己的事， 

也就像現時，人們街頭佈道傳福音的時候，大部分人也會推辭，說自己有其他事情做。 

  

因為，他們並不知道，現在已經差不多是世界將要結束， 

被提的日子，是羔羊婚筵將要開始的時間。 

他們不知道，神回來的日子，其實是那麼近。 

對他們而言，羔羊婚筵的日期，就像是一個祕密一般。 

 

路加福音 14 章 16 至 20 節： 

「耶穌對他說：『有一人擺設大筵席，請了許多客。到了坐席的時候，打發僕人去對所請的人說：“請

來吧！樣樣都齊備了。”眾人一口同音地推辭。頭一個說：『我買了一塊地，必須去看看。請你准我

辭了。』又有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你准我辭了。』又有一個說：『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於這段經文中清楚提到，當僕人到街上作出呼召的時候，眾人都有著眾多的藉口而不來坐席， 

所以，到王再差僕人到街上的時候，所邀請的，已經是一批品質較差的賓客， 

甚至，到最終，是勉強人進來，去坐滿王的屋子， 

因為這就是神最後的恩典，讓天國的位子，也填滿了。 

 

路加福音 14 章 21 至 24 節： 

「那僕人回來，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家主就動怒，對僕人說：『快出去，到城裏大街小巷，領那貧

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來。』僕人說：『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經辦了，還有空座。』主人對

僕人說：『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裏，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所請的人沒有

一個得嘗我的筵席。』」 

  

而這段時間，亦就是錫安餘下 10%預言也完全應驗， 

錫安成為被認可的新婦、以及眾人眼中的真命天子，興起發光的時間。 

然而，到那時，已經是婚筵正式開始的時間， 

人們就算回來，最多也只能夠於補考中，成為僅僅合格的賓客。 

  

而這些僅僅合格的賓客，他們全部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他們於最遲的時候，才突然知道有這個婚筵，以及突然間知道誰是新婦。 

然而，當他們知道的時候，他們亦只能夠當上最劣質的賓客。 

因為，這是神給予他們，最後的恩典、最後能夠得救的機會， 

然而，他們卻是於當中，奪去了他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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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而言，神已經不斷做了很多的步驟和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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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尚未向全世界揭曉我們就是第一名（No.1）、 

我們就是信仰的顛峰、我們就是聖殿的根基石、「69」所指的「4794」。 

 

雖然，全都還沒有揭盅，但是我們都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不應驗的， 

只能肯定現時是尚未揭曉，不是因為不想我們知道，而是不許我們身邊的人知道， 

因為人在知道的情況下作反應，或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所作的反應， 

是會分辨出不同的賓客級數、童女的油是否充足。 

所以，神才會這樣做。 

 

但是，對於我們而言，當中兩批預言，全中的都是我們分享的， 

簡單來說，未應驗的預言，神所用的印證還多於全中的預言， 

比全中的預言更要瘋狂！只是，這卻成為了一個陪襯， 

讓我們在過程中，能夠慢慢找出我們的 ID（身份）， 

所以，2012 信息就提到我們的 ID。 

 

現時，我們看見未應驗前的最後一分鐘（last minute）， 

可說是最好形容現時這一刻，因為我們看見四馬已經開始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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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未應驗的預言是為了給那些仍持觀望態度的人，最後一刻的憐憫， 

當預言應驗後，全世界亦會知道，那時他們只能以賓客方式前來。 

 

《聖經》讓我們知道，當這個王前來舉辦這個婚筵時， 

就是在開始時，這個婚筵不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換言之，這是一個祕密。 

但是，甚麼時候全世界的人才會知道呢？就是婚筵正式開始的一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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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還有一群人持觀望態度的話，即是那些因為要買牛、買田而沒有時間前來的那些人， 

所以，有一刻是持觀望態度，亦有一刻是未知道，即全世界人也未知道有這個婚筵， 

而那一刻，就是現在寧靜的一刻，但當這一刻一轉變的話， 

即是婚筵將會讓全世界的人，由完全不知道變成知道的一刻， 

這讓我們知道，那時只有賓客。還記得那個比喻嗎？那時只有賓客而已， 

然而，那時是一個很有趣的轉接，就是全世界也知道。 

 

但那一刻告訴我們，何時才會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也正在等待，讓人知道我們就是神所印證的真命天子。 

但那一刻，便告訴我們，何時才是全世界也知道？ 

我們也正在等待，讓人知道我們就是神所印證的真命天子。 

然而，在那一刻知道的時候，我現在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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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刻是全世界知道我們興起發光的時候，君王要來就我們的光之時， 

其實那時就是婚筵正式開始，所以，神才容許這件事情發生， 

否則主耶穌基督也不會分享一個如此特別的比喻。 

 

如我所言，為何神不會用以利亞那種被提方式？ 

我們也知道《舊約》記載了以諾、以利亞的被提方式， 

但為甚麼神不用這兩種被提方式來說出新婦？ 

因為新婦的被提與他們的被提是不同的。 

 

新婦的被提好像一個筵席，讓全世界也知道，讓全世界最後作出在態度上的轉變。 

可是，在這一刻之前，能夠作出反應的，是有機會能夠成為賓客以上， 

或是早已請來的賓客，但在這個以後來的，一律只能成為賓客，並且是劣質的賓客。 

因為那裡提及，有殘疾的、有瘸腿的、瞎眼的也請來，這是甚麼品種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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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二種品質較為差的賓客。 

 

所以，我們正界乎這段時間。 

我們看見許多的共同信息的印證，並且是年年印證，歲歲來朝的印證。 

是多麼迫近，讓人知道神很快將我們的身份， 

將這婚宴對全世界揭盅。我們正處於這一刻！ 

 

事實上，這一刻打開時，要記著，當揭盅時，那些仍猶豫不決的，將遭到很大機會的損失。 

當揭盅時，劣質的賓客才被認可。當揭盅時，所有我們的敵人都會被判死刑。 

 

因在揭盅前，他們仍希望不要應驗。 

但稍為動一動腦筋，或即使沒腦袋的人，只要用最基本的常識理解， 

便知在他們有生之年，有曾見過、有曾認識過、有曾聽過， 

世界上有哪一位先知可以說出像錫安級數的預言， 

不要說用一點腦去思考，假設他們是沒有用腦去思考。 

 

只要用最基本常識去理解，在他們有生之年，是否見過、認識過和聽過， 

世界上那有一位先知可以說出像錫安教會級數的預言，有沒有呢？ 

這不是基督教先知，是神帶領，那會由甚麼帶領呢？ 

他們所說的基督教界，又是甚麼呢？還是比他們所說的邪教更加劣質嗎？ 

反過來再說，這反而證明整個基督教界的終極產品，就是錫安教會。 

他已存在，並且已作出最終通牒。 

 

影片：總結感言 3：離開錫安教會的壞學生不能成為最後的賓客 

 

感言部份，日華牧師分享，雖然主耶穌在四福音中，以娶親筵席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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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被提的最後一刻，會吩咐祂的僕人到大街小巷， 

勉強那些本來沒有被邀請參與羔羊婚筵的途人，前來填補座位的空缺。 

 

但日華牧師指出，最後一批趕上尾班車，被神勉強來參與羔羊婚筵的賓客， 

只會是那些以往一生從未聽過錫安教會的信息、從未參與過錫安教會聚會的人。 

 

馬太福音 22:8-10 

於是對僕人說：『喜筵已經齊備，只是所召的人不配。 

所以你們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見的，都召來赴席。』 

那些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見的，不論善惡都召聚了來，筵席上就坐滿了客。 

 

經文清楚指出，最後一批被勉強成為替補空缺位置的賓客， 

是那些之前從未被神邀請過的人，意思是，在被提前最後一刻， 

有資格被勉強成為最後賓客的人，只有外邦人的非基督徒。 

 

因為，這群人本來就不合資格成為賓客，所以從未被神邀請， 

意思是，他們本來是未信主的人， 

只是，很多本來合資格的賓客，自己放棄了資格，不肯參加羔羊婚筵， 

可能，是因為世務纏身，在信仰上倒退離開教會， 

或是因為他們自己成為了敵擋神的人，被神取消了資格。 

 

當神看見被提前仍有空缺，才吩咐僕人到街上， 

勉強凡願意，但之前從未信主，也未有資格的途人來赴宴。 

 

馬太福音 22:2-7 

「天國好比一個王為他兒子擺設娶親的筵席， 

就打發僕人去，請那些被召的人來赴席，他們卻不肯來。 

王又打發別的僕人，說：『你們告訴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經預備好了， 

牛和肥畜已經宰了，各樣都齊備，請你們來赴席。』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個到自己田裏去；一個作買賣去； 

其餘的拿住僕人，凌辱他們，把他們殺了。 

王就大怒，發兵除滅那些兇手，燒毀他們的城。 

 

所以，如果有人曾經是錫安教會的會員、門徒、領袖，甚至是全職， 

卻因為信仰後退而離開錫安教會，甚至成為曾攻擊我們的壞學生， 

那麼，他們當中就沒有一個能有資格，再次被神勉強成為最後的賓客。 

 

最多，他們也只能成為被提後，留在大災難時期的毛衣人， 

甚至，大部份曾明知故犯，攻擊錫安教會的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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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早已犯了褻瀆聖靈的罪，因而永久失去救恩， 

更遑論是在被提前，被神勉強成為能夠被提的賓客。 

 

這些曾離開錫安教會的人，甚或壞學生，是絕對沒有成為賓客的資格， 

再次重申，能夠成為最後賓客的人，只有那些以往從未信主、 

從未參與過新婦錫安教會聚會、從未聽過新婦錫安教會信息的人。 

 

最後，我們和三個人宣告：「這樣，我們要成為這命定的新婦。」 

 

 

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切鼓掌和歡呼，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