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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9 年 12 月 15 日分享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14）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您剛才提到香港和中國的角色，並當中的走勢是怎樣的。其實，神在香港和中 

    國的佈局，同樣顯出了祂的心意。尤其是香港這部分，在 96 年當時代的人，包括我們的新 

一代，他們已經是喪失了的一群。在審判中，那些越固執的，便越埋沒良心，不認同我們。 

相對，原來在香港，存在著一些中國的富戶，並一些政治上的第二代。這樣的佈局，是否 

有神的心意？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2019 年 11 月反常天氣 

過往數個月，香港爆發史上最嚴重及最長久的黑衣人暴亂事件，重創本港經濟， 

甚至引發全球超過十多處大型示威抗議及警民衝突事件， 

完全應驗日華牧師的警告，世界多地正因為香港的暴亂事件， 

觸發黑馬的審判，使暴亂蔓延至全世界，令四馬審判於遍地走來走去，引發全球經濟崩潰！ 

 

另一方面，近兩個月來，按著「2012 信息」的警告， 

全球持續發生破紀錄的反常天氣，包括：水災、旱災、極端天氣和風災， 

破紀錄的自然災難，令全球滿目瘡痍， 

正好應驗日華牧師過往「2012 信息」前瞻性的分享。 

 

其中，2019 年 10 月 19 日，俄羅斯西伯利亞第三大城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一座水壩突然崩塌， 

導致附近兩個員工臨時宿舍被淹沒。 

 

事發於當日凌晨約 2 時，據報大量泥漿在清晨 6 時許沖至宿舍， 

多名正在熟睡的員工走避不及，官員指，涉事水壩屬於一間金礦公司， 

水壩突然崩塌實屬極不尋常。 

俄羅斯總統普京已下令徹查事故成因，並派員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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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造成至少 15 人死亡及 14 人受傷，另有 13 人失蹤，生死未卜。 

  

10 月 25 日，中國江西及湖南多地，自 7 月起出現乾旱， 

降雨量比多年同期均值偏少近七成，部分地區旱情嚴重。 

贛江、撫河、信江、樂安河等乾支流中，有 17 個儲水位出現歷史新低， 

鄱陽湖更提前進入枯水期，人畜飲水困難。  

10 月正是多地晚稻收割期，但無法抽穗灌漿， 

大部分稻田淪為乾地，農作物葉子捲曲，根部發白，盛產白茶的宜春亦有失收情況。  

江西省應急管理廳指，至今已有至少 440 萬人受災， 

農作物受災面積逾 42.4 萬公頃，全省農業損失佔比 95%以上。 

鄱陽湖指標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已降至 9.99 公尺， 

相較多年同期平均水位顯著減少超過 5 公尺以上， 

水位迅速下降，令淹沒在湖底過千年歷史的仙女橋和石島落星墩「重見天日」。 

  

除此之外，中國安徽沿江地區出現 30 至 50 年一遇特大乾旱， 

據安徽省氣象部門消息，自今年 8 月中旬到 10 月底，省平均降水量僅 83.9 毫米， 

省內 51 個市縣維持重等以上氣象乾旱，應急響應等級提至Ⅲ级， 

而長江沿線大部分地區，則出現 50 年一遇的特大乾旱， 

安徽省氣象局已緊急調購補充了火箭彈和煙條，並開展人工降雨作業。 

  

12 月 3 日，中國應急管理部獲悉，11 月份中國自然災害以乾旱災害為主， 

另有不同程度的地震、地質、風雹、低溫冷凍、雪災和森林草原火災等災害發生， 

共造成 180.3 萬人次受災，一千餘人次緊急轉移安置。 

 

單單 11 月份，農作物受災面積 250.4 千公頃，其中 38.1 千公頃絕收， 

直接經濟損失 22.9 億元人民幣，截至 11 月 30 日統計， 

7 月以來旱災共造成江西、安徽兩省農作物受災面積 1,174 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 8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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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11 月 10 日，中度颱風布爾布爾（Bulbul）在孟加拉西南及印度邊境地區登陸， 

風速達每小時 120 公里，等同大西洋二級颶風， 

為沿海地區帶來較正常潮汐高 1 至 2 米的大浪，孟加拉當局疏散 210 萬名受影響市民， 

狂風暴雨造成塌樹、塌房及水浸，超過 6 萬間房屋損毀。 

  

大家沒有聽錯，確實超過 6 萬間房屋損毀， 

印度氣象局將布爾布爾評為「非常嚴重氣旋風暴」（Very severe cyclonic storm）， 

是有紀錄以來，第 4 次西太平洋熱帶氣旋跨過東南亞陸地， 

重新在東北印度洋安達曼海發展的風暴， 

更是唯一跨區後，強度達颶風以上的風暴。 

而上一次，則要追溯至 1960 年。  

布爾布爾造成孟加拉及印度兩地，合共至少 22 人死、20 人傷。 

  

至於，南半球國家澳洲， 

新南威爾士省自今年 10 月 8 日夏季，發生世紀山火後， 

截至 12 月 7 日，超過兩個月仍未受控， 

悉尼周邊更出現巨大火勢，令城市繼續受濃煙濃霧籠罩， 

北部有大批野生動物園要緊急撤走。  

新南威爾士省全省進入緊急狀態，並提高至「災難性」（catasrophic）等級， 

是山火危險等級制中，最高的一級， 

也是澳洲 2009 年引進新山火危險等級制後，悉尼首次被評為這個等級。 

  

當局呼籲受影響地區的居民疏散， 

當地消防部門表示，若然沒有下大雨的話，相信很難撲滅大火。 

 

新聞片段： 

We know the weather forecast for tomorrow is at catastrophic levels, and based on that, plus the conditions 

we’ve experienced in the last few days, I’ve accepted the advice of Commissioner Fitzsimmons,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cross New South Wales.  

我們預測明天的天氣是災難性的，因此，加上過去幾天經歷的情況，我接受了菲茨西蒙斯專員的建

議：宣布新南威爾士州進入緊急狀態。 

  

We’ve got to keep reminding ourselves that catastrophic is off the conventional scale.  

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災難已經超出了常規等級， 

  

We are talking about indices that go well beyond the old scale of 100.  

其中的指數遠遠超過以往的 100 水平。 

  

Homes that are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built to withstand bushfires are not done so for catastrophic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4 

conditions.  

那些專門設計和建造來抵禦山火的房屋， 並不能抵禦災難性情況。 

  

Catastrophic conditions are where lives are lost, it’s where people die. The risk is absolutely real.  

災難性情況是會有人命傷亡，有人會喪命的，危險是實際存在的。 

 

This is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out at Bobin.  

現在是凌晨一點，在波賓， 

  

Got a two-storey house, fully involved.  

這是兩層樓的房子，完全被火吞噬。 

   

We are literally ringed by fire. Everywhere you look, it’s just fire. Fire, fire, bloody everywhere, fire. 

我們真是被火包圍了，目光所及之處都是火，火，火，到處都是火。 

  

We also identified and brought on our third large air tanker over the weekend. It’s now up and operational 

and available for deployment. So we’ll have three here in New South Wales at the moment.  

在周末，我們亦啟用了第三架大型滅火飛機，現時已經可以運作，隨時候命，目前新南威爾士州將

有三架飛機。 

 

I also want to assure the community that Commissioner Fitzsimmons and all of our agencies have authority 

to undertake and utilize any resource they need. 

我亦希望向公眾確保，菲茨西蒙斯專員和我們所有的機構，都有權力動用任何他們所需的資源。 

  

I’ve said to them as the premier. “You do what you need to do and we’ll sort out the details later.” 

作為州總理，我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需要做的事，我們會解決之後的細節。」 

 

Tomorrow is about protecting life. This fire has been so intens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明天是保衛生命的日子，這場大火是如此猛烈，前所未見。 

  

Under catastrophic conditions, the safest thing you can do is not be in an at-risk area. 

在災難性的情況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要身處危險地區， 

  

Under catastrophic conditions, the focus is principally and foremost on life safety.  

在災難性的情況下，人身安全是重中之重， 

  

Life is at risk when it comes to catastrophic conditions.  

在災難性情況下，人命是受威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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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爾士省農村消防局（Rural Fire Service，RFS）局長菲茨西蒙斯（Shane Fitzsimmons）指， 

美國與加拿大派出的消防員，已抵達新南威爾士省協助滅火， 

以減輕澳洲當地消防員，沒完沒了地與山火搏鬥的壓力。 

  

以下，是 12 月 5 日，新南威爾士省世紀山火，兩個月仍未受控的新聞報道。 

 

新聞片段： 

As we go to air tonight, fire crews are scrambling to contain six bushfires, now burning at emergency level 

across our state. 

今晚為大家報道，消防員正在奮力遏制六場山火，本州各處火勢已達緊急級別， 

 

Two fire fronts are in Sydney, one in our southwest, and one on our northwestern outskirts. 

其中兩場火災發生在悉尼，一場位於西南部，另一場則於西北部郊區。 

 

This is a live shot from our Nine News helicopter of that huge fire burning near Colo Heights. 

目前畫面是本台直升機現場拍攝，大火頻頻逼近科洛高地。 

 

But the worst is at Bawley Point on the South Coast, where homes have been lost and firefighters hurt. 

但最惡劣的火勢位於南岸的波爾利角，當地家園被毀，消防員亦受了傷。 

 

Nine’s Eddy Meyer, begins our coverage. 

本台記者 Eddy Meyer 為大家報道， 

 

It’s a frightening but all too familiar scene. 

這是既可怕又熟悉的畫面， 

 

Fire crews driving headlong into a blazing tunnel. 

消防員正駛入熾烈的隧道。 

 

Bawley Point is prime holiday territory on the South Coast, halfway between Ulladulla and Batemans Bay. 

波爾利角是南岸的主要渡假區，位於阿勒達拉和巴特曼斯灣之間， 

 

Orange is not its usual color. 

但瀰漫著的橘色並非其本貌。 

 

Homes have been lost here - how many is still unclear. 

無數家園被毀，實際數量仍是未知之數。 

 

This fire is at emergency warning level, out of control and moving fast right on the edge of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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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勢處於緊急危險級別，已經失控並快速蔓延至市區邊界。 

 

With early warning this morning that the afternoon would be bad, residents tried to prepare for the worst. 

當局於今早警告，下午的火勢將持續惡化，市民只能作最壞打算。 

 

On the outskirts of Sydney, three remote-area firefighters suffered minor burns to their neck and hands. 

三名消防員於悉尼郊區滅火時，頸部和手部輕微燒傷。 

 

They’ve been working on the Green Wattle Creek fire 30 minutes, West of Camden. 

他們在卡姆登以西的綠荊溪中，滅火了超過 30 分鐘。 

 

They were wrenched out of the fire by a national park helicopter, and transported to hospital in stable 

condition. 

傷者被國家公園的直升機接走，送往至醫院時情況穩定。 

 

That fire has crossed Lake Burragorang, and it’s spreading east towards Nattai and Oakdale, where 

residents have been advised to seek shelter as the fire approaches. 

火勢橫跨布拉格蘭湖，並往東面蔓延至拿泰及奧克戴爾，隨著火勢逼近，當局呼籲居民尋找避難處。 

 

Those in the Hawkesbury  

同時亦建議霍克斯伯里市， 

 

and southwest of Warragamba Dam have been advised to evacuate if they aren’t staying to defend their 

homes. 

及瓦拉甘巴大壩以西南的居民，若非留下來保衛家園，就應盡快撤離。 

 

新南威爾士省世紀山火，由多處山火聚合而成， 

至今造成至少 4 人死亡，燒毀超過 680 間房屋， 

當地政府已疏散數千名受影響居民， 

並向他們發放最高 1000 澳元（約 5368 港元）的援助金。 

  

除此之外，澳洲新南威爾士省近萬名民眾聯署， 

要求悉尼政府取消今年除夕煙花匯演，改為援助在旱災及山火中損失慘重的災民， 

請願書提到：「澳洲面對乾旱及災難性的大火，毀滅城鎮及撕裂我們的國家， 

而數以百萬的澳元，原是可以用於支持及重建國家的資金。」 

  

另外，由於澳洲南部阿德萊德氣溫升至 42 度，逼近該市歷來最炎熱， 

1962 年的 42.7 度，極端危險天氣下，澳洲南澳省消防部門罕有提早 24 小時， 

針對全省發出全面禁火令，呼籲居民做好萬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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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澳洲除了東岸的新南威爾士省受野火侵襲外， 

另一邊的西澳省也受高溫、雷擊、陣風來襲， 

西澳省政府對澳洲西部 4 個地區的山火警報，提高至「災難性」等級， 

省內多地氣溫升至最高攝氏 40 度，令火災警報再升級， 

省消防及應急服務部門周日提醒民眾：「今天又是一個嚴重及極端火災危險日子，請保持警惕。」 

  

11 月 12 日，意大利著名旅遊名勝威尼斯， 

遇上自 1923 年有紀錄以來，第二最高漲潮，出現 1923 的共同信息。 

市長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警告水浸勢必帶來嚴重破壞，呼籲民眾留神。 

當地潟湖水深一度高達 1.87 米，多個歷史悠久的教堂和廣場被淹浸， 

其中一個重災區，是最低點的著名景點聖馬可廣場，水深達 1 米， 

管理局指，廣場建成近 1200 年，歷史記載，只發生過 5 次漲潮氾濫， 

但其中 3 次，都發生於近 20 年內。 

  

於威尼斯運河接載旅客來往各酒店的水上的士， 

因為停泊的碼頭與酒店之間的通道被水淹浸， 

船伕可以直接將船駛至酒店旁，攙扶旅客從窗戶爬入酒店上落， 

商戶及餐廳索性關門，部分戶外茶座的桌椅在水中浮沉漂流。 

遊客被迫在水深及膝的街道涉水而行，最少一人觸電而亡， 

市長布魯加洛（Luigi Brugnaro）形容情況嚴峻， 

已動員所有人應對大潮，並會要求中央政府協助。 

  

今次，是自 1923 年有紀錄以來，第二最高的大潮， 

而最高漲潮紀錄達 1.94 米，發生於 1966 年。 

雖然，威尼斯自 2003 年起，已推行多項改善水道工程， 

包括建造 78 個浮閘以應付特大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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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次漲潮仍造成全市近 80%被淹。 

  

11 月 13 日，非洲國家辛巴威陷入乾旱危機， 

自 9 月以來，乾旱情況嚴重，當地上一次降雨出現在 4 月，  

由於進入嚴重乾旱，長時間沒有降雨，造成農作物欠收， 

當地有 350 萬人，急需糧食援助。  

首都哈拉雷（Harare）與第二大城布拉瓦約（Bulawayo）均已開啟限水計劃， 

當地 200 多萬居民，每週只能使用一次自來水。 

  

其中，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馬納波爾斯國家公園」中， 

四處水池已有兩處乾涸，而僅存的兩處，分別只剩正常情況下的 5％及 30％水量。 

  

根據辛巴威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管理局指出， 

當地的野生園區，至少累積超過 200 頭大象因缺糧及缺水而死亡。 

此外，亦有不少動物無法抵受飢餓和口渴，紛紛逃出公園或乾渴而死。 

11 月 13 日，辛巴威的野生動物機構計劃， 

將當地 600 隻大象和數十隻獅子等動物，遷移至其他地區， 

避開乾旱造成的食物和水源短缺。 

 

至於，非洲南部另一個遭嚴重旱災的國家贊比亞， 

贊比西河（Zambezi River）水流量降至 1995 年以來最低， 

乾旱導致當地農作物失收，約 4,500 萬人需糧食援助。 

其中，接連贊比亞和辛巴威交界，全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維多利亞瀑布（Victoria Falls）， 

原本高 108 公尺、寬 1,708 公尺，被認為是非洲最大的瀑布，吸引無數遊客一睹奇景， 

現今，卻因氣候變遷危機嚴重縮水，有機會完全乾枯，從地球上消失， 

當地官員表示，今年水位下降程度是前所未見。 

 

新聞片段： 

維多利亞瀑布寬度 1708 公尺，水流氣勢磅礴，是全世界最大的瀑布， 

也被聯合國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但現在水怎麼都不見了？ 

水流量降至 25 年來新低。 

原來非洲南部近期嚴重乾旱，維多利亞瀑布所在的贊比西河中游， 

今年的平均水流量和過去相比，下降了 50%，沒有水。 

 

...has fallen to its lowest level in about 25 years. 

水流量降至 25 年來新低。 

 

壯麗的瀑布美景也就大大縮水。 

雖然瀑布景色依舊令人震撼，但就怕美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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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still one of the most spectacular visual feasts you’ll ever see, but it seems to be disappearing.  

雖然瀑布景色依舊令人震撼，但就怕美景不再。 

 

媒體搭乘小飛機從高空鳥瞰，更明顯看出維多利亞瀑布缺水有多嚴重！ 

專家表示，當地的旱季每年從 4 月下旬到 9 月， 

過了 10 月左右就開始下雨，12 月更會大量降雨，但今年，降雨一直沒消沒息。 

尚比亞人必須鑿更深的井尋找水源。 

 

Zambians are desperate, forced to dig deeper and deeper to find water. 

尚比亞人必須鑿更深的井，尋找水源。 

  

另外，在亞洲方面， 

11 月 22 日，自今年 6 月以來降雨量低於預期， 

亞洲南部國家主要河流，湄公河水位已降至 60 年來的歷史新低， 

嚴重影響柬埔寨、老撾、泰國及越南等四國。 

根據湄公河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大部分平原地區從 6 月以來，水量就異常偏低， 

除了因為雨季降雨量嚴重不足，亦與季風降雨「遲到早退」， 

及極度高溫造成河水大量蒸發等，多種不利因素有關。 

  

泰國和柬埔寨的乾旱情況較嚴重， 

柬埔寨金邊市旱澇管理中心負責人指， 

今年的乾旱將影響四國明年的農作物收成，若情況延續， 

連民生用水都可能面臨短缺，而缺水情況，將持續至明年 1 月。 

 

新聞片段： 

The Mekong River has fallen to a critical level. 

湄公河已降至臨界水平， 

 

There are now worsening fears of a major drought along part of the crucial waterway. 

當地越來越擔心這關鍵的水道，會有一部分出現大乾旱， 

 

A security expert is warning the river is on the brink of an environmental disaster. 

專家警告河流正處於環境災難的邊緣。 

 

In the Northern Thai province of Nakhon Phanom, water level has been recorded at just 1.5 meters, the 

lowest in nearly a century. 

在泰國北部的那空拍儂府，水位據記錄僅為 1.5 米，近一個世紀最低， 

 

And it is low enough for sand dunes to be exposed along many sections of the river, so that make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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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 for cargo vessels and fishing boats to navigate. 

甚至沙丘在河的多處露出，令貨船和漁船都很難航行。 

 

The Mekong stretches more than 4,000 kilometers, and it is the longest riv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12th 

longest in the world. 

湄公河綿延 4 千多公里，是東南亞最長的河流，也是世界第 12 長河。 

 

And it flows through Vietnam, Thailand, China, Laos, Cambodia and Myanmar, providing livelihood for 

fishermen and farmers, and serving as a lifeline for communities living along its banks and tributaries. 

流經越南、泰國、中國、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為漁民和農民提供生計，而沿河岸和支流生活的社

區也賴以為生。 

 

But water levels in major reservoirs have dropped to just 10-20% of capacity, affecting rice crops that are 

close to being harvested. 

但是主要水庫的水位已降至容量的 10-20%，影響接近收成的水稻。 

 

11 月 23 日，一個熱帶擾動在馬紹爾群島附近海域生成， 

隨後，更形成今年另一股達超強颱風級數的颱風北冕（Kammuri），國際編號為 1928， 

是 2019 年太平洋颱風季第 28 個被命名的風暴。 

名字「北冕」由日本提供，即北冕座，即北半球星空中唯一冠冕形態的星座， 

而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務管理局，則將其命名為 Tisoy。 

 

12 月 2 日晚間 11 時，菲律賓大氣地球物理和天文服務管理局宣佈，北冕於索索貢省的古巴特登陸， 

最低氣壓為 950 百帕（hPa），瞬間最大陣風每小時 240 km， 

菲律賓對東薩馬省、北薩馬省、比利蘭省， 

及位於呂宋島的卡坦端內斯省、阿爾拜省、索索貢省發出風暴信號， 

風暴潮高達 3 米，襲擊巴坦加斯、民多羅省等沿海地區， 

約 22.5 萬人在地方政府的命令下強制疏散。 

  

北冕挾帶狂風豪雨侵襲菲律賓，造成部分地區停班停課， 

不少樹木及電線桿倒塌，部分地方水深甚至到達屋頂， 

隨著水災和土石流警示發佈後，再有約 50 萬人撤離。 

國家災害管理機構發言人坦巴爾（Mark Timbal）表示， 

當局已預先疏散位處颱風路徑的地區： 

「我們希望沒有損失，但考慮到北冕的強度，損失是不能避免的。」 

 

新聞片段： 

Alright, we move to some crazy weather. 

好了，我們講一些瘋狂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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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werful destructive typhoon ripping through the Philippines with winds topping 150 miles per hour. It’s 

leaving half a million people in evacuation centers and one person dead. 

一場破壞力強勁的颱風橫掃菲律賓，強風時速高達每小時 150 英里，50 萬人須留在疏散中心，1 人

死亡。 

  

Our Becky Perlow is on the ground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more. 

本台 Becky Perlow 在菲律賓報道詳情 

  

Becky? 

Becky？ 

  

Good morning Kimberly, we are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we are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where a powerful 

typhoon has just ripped through the coastal town of Legazpi. 

早上好 Kimberly，我們正在菲律賓， 強大的颱風吹襲黎牙實比市沿海的城鎮， 

  

And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a little bit of what happened to our hotel last night. 

讓我展示一下昨晚我們酒店發生的事情。 

  

Around midnight, 11 pm, midnight, right before the eye of the storm hit us in Legazpi, this window in our 

hotel came flying out, sending the typhoon winds flooding into our hallway. 

大約半夜，11 點，就在風眼吹襲我們之前，酒店的窗戶飛了出去， 颱風繼而湧進走廊。 

  

We had ceiling panels coming down. 

天花板上的嵌板掉下來了， 

  

We had electrical fixtures swinging from the ceiling. 

有電力設施從天花板上掉下來。 

  

People were poking their heads out their hallway. 

人們從走廊裡探出頭來， 

We’re getting met with flying ceiling panels hurdling down that hallway. 

還有飛起的天光板穿越走廊。 

  

That, that window that came out earlier today.   

今天較早時分這隻窗戶飛了出來。 

  

If you look over here, you’ll see, we have quite a bit of glass, that came shattering when that came down.  

看這裡，有相當多玻璃，在吹走的時候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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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the typhoon known locally is Typhoon Tisoy, damaging homes, toppling trees, flooding streets, 

leaving many without shel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颱風於當地稱作「北冕」， 房屋被毀，樹木翻倒，街道被淹，許多人在半夜時分無處容身。 

  

Weather reports say sustained winds reach 96 miles per hour and gusts up to 180 miles per hour. 

天氣預報說持續強風達到每小時 96 英里，陣風則高達每小時 180 英里。 

  

And in our hotel, many of the guests were local residents who haven’t seen typhoons pummel their homes 

in the past, 

在我們酒店，很多住客都是當地居民， 他們以往未曾見過颱風襲擊家園。 

  

They fled to higher ground and thought they’d be safe in a hotel room that is situated on a hill here. 

他們到高地去躲避颱風， 以為位於山上的酒店會安全， 

  

A lot of people came here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this hotel room would keep them safer. 

許多人來這裡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家酒店較安全， 

  

But we were actually evacuated from our room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fter that large window blew out 

from the top floor. Those strong winds were sending ceiling panels down the hallway like I told you. 

但當大窗在半夜從頂樓被吹走後，我們便要疏散了，強風把天花板吹到在走廊上，如我之前所說。 

  

And families were forced to sleep on makeshift beds rather than brave for flooded hotel rooms. 

許多家庭被逼睡在臨時搭建的床上，避開水浸的房間， 

  

Now the residents in this community are venturing outside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to survey the damage and 

see what they can save of their property and their livestock. 

現時居民冒險到外面，首次查看破壞的情況，看看他們能挽回多少財產和家畜。 

 

I will tell you, we spoke to multiple evacuees who told us that despite facing about 20 storms and typhoons 

a year, these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is is perhaps one of the worst storms they’ve seen in recent memories.  

我告訴你們，我們與多名撤離的人談過，他們說，儘管每年都有大約 20 場風暴和颱風，他們說今次

是最近記憶中最嚴重的風暴之一， 

  

But the Filipinos are resilient and they tell me that they are going to rebuild. 

但菲律賓人的適應力很強，他們說將會重建家園。 

 

首都馬尼拉國際機場基於安全理由而關閉， 

北冕共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菲律賓財產損失多達 1,6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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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內蒙古根河大幅降溫，最低溫至-43.9℃，大家沒有聽錯，確實是-43.9℃！ 

被喻為在中國開啟「冰河模式」，市民呵出的空氣轉瞬變霜花！ 

  

同日，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發佈， 

東部非洲近幾個月發生的洪災，已導致至少 280 人喪生，超過 280 萬人受影響， 

持續強降雨在東非多國引發洪水、泥石流和山體滑坡。 

 

肯雅、坦桑尼亞、布隆迪、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吉布提、蘇丹和南蘇丹等國， 

均受洪災嚴重影響，許多城鎮被完全淹沒，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生計受破壞， 

強降雨仍將會持續一段時間，肯雅、坦桑尼亞和烏干達等國的降雨可能加劇， 

在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房屋、基礎設施等遭到嚴重破壞， 

霍亂等傳染病風險正在增加。 

 

新聞片段： 

This is what the eastern town of Pibor in South Sudan looks like now. 

南蘇丹東部小鎮皮博爾現時的情況， 

 

Homes and schools nearly fully submerged. 

房屋和學校幾乎被淹沒， 

 

People trying to salvage what they can, and mourn what they can’t. 

居民試圖搶救財物，同時為所失去的感到哀痛。 

 

It’s the aftermath of weeks of heavy rain since October.  

這是自 10 月以來持續數周的暴雨所致， 

 

George says he had to leave Pibor, and come to South Sudan’s capital Juba for refuge. 

喬治說他必須離開皮博爾，到南蘇丹的首都朱巴避難。 

 

Back home, very little has been spared by the floodwaters. 

他的家園差不多全都被洪水摧毁。 

 

People here say it’s the worst they have experienced in more than 20 years. 

居民說這是 20 多年最糟糕的情況， 

 

A state of emergency has been declared in 27 of the country’s 32 states. More than 900,000 people have 

been affected with almost half of them displaced. 

全國 32 個州中，27 個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超過 90 萬人受災，其中近一半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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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bor residents say they are concerned there will be outbreaks of waterborne diseases. 

皮博爾居民擔心會爆發水傳播疾病， 

 

And they say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y will have to wait in camps or in the open, before the water 

level recedes enough for them to be able to go back home. 

居民不知道要在營地或野外等多久，水位才降低到足以讓他們回家。 

  

除此之外，非洲南部地區同樣遭遇洪災， 

南非首府開普敦、豪登省、林波波省、北開普省等省份， 

近期遭持續降雨引發洪澇災害，部分道路及生活居住區受到洪水侵襲，有酒店受洪水圍困， 

南非空軍出動軍用直升機協助酒店人員撤離， 

當地至少 700 個貧民生活的棚戶區被洪水沖走， 

受影響地區的居民，生活出行都受到嚴重影響。 

  

12 月 7 日，新西蘭南島遭受大雨、泥石流和洪水衝擊， 

位於南島西海岸中部的海克力斯山，發生大面積泥石流， 

導致三條幹道交通中斷，數百名遊客滯留，受影響的蒂馬魯區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顯然，全球多地除了爆發黑馬審判之外， 

反常天氣帶來的災難，亦一直沒完沒了地遍地展開， 

明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問題一：牧師在五年前香港「佔中事件」中，已前瞻性地製作了兩個精華短片（VO），包括「美國 

佔領一個國家的 12 個步驟」與「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 10 個步驟」，藉著這兩個 VO， 

當時可說是解救了香港的災難。牧師揭露美國陰謀時，會否對自己的人身安全作出考慮呢？ 

此外，當時牧師如此前瞻性地分享這些信息，會否想過，會教懂了香港那班策反、搞亂香 

港的人士呢？ 

 

答：先回答第二點， 

如果主日信息要教懂他們如何策反的話， 

那麼，一定要全香港、全世界也接納，才可能做到。 

但其實，這些步驟，一早被 Freemason 重複用過， 

他們反而不想這些步驟被其他人知道，因為，其他人知道後，就可以阻止他們。 

  

至於分享這些信息，有否生命危險這方面，其實，當年，神藉著「雙氧水事件」， 

讓我們的分享，雖然是最理性、最合乎邏輯、最有前瞻性， 

然而，卻是因著我們被逼迫，而變得最沒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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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縱使「佔中事件」分析，是神給予我們的信息，並且，有著眾多印證， 

甚至乎，讓我們明白到，所有的事情，也是由時空穿梭後的我們去做。 

  

但是，當其他人並不相信時， 

他們會覺得我們沒有影響力而不會加害我們，甚至忽略我們。 

但於將來，錫安擁有瘋狂的影響力，是剎那之間的事， 

所以，到時，就算是惡勢力，也不會危害我們的生命安危。 

正如約瑟也是一天內出監至成為宰相。 

   

所以，「雙氧水事件」是神刻意的安排，讓我們維持著這個人數，去面對今次的事件。 

再者，「雙氧水事件」亦是 4794 的開始，讓我們解開末後日子的謎題，開始「2012 信息」。 

  

問題二：牧師之前提到美國製造動亂的資金，主要來自兩個渠道，一是販賣毒品的黑錢，二是以操 

控經濟金融市場上的炒賣，賺取金錢資助這些動亂。請問牧師是如何理解末世中黑馬的經 

濟審判，與這些動亂有甚麼關係呢？ 

  

答：Freemason 所做的策反工作，目的就是要收割當地的經濟。 

而這些步驟，亦已經於過去不斷重複， 

只不過，今次是要將香港，成為引爆全世界混亂的黑馬， 

之後，有白馬出來抗衡，而經濟破壞，警隊瓦解之後，就是代表紅馬的軍隊出來鎮壓。 

 
當然，對於 Freemason 手下而言，他們以為，這次是用香港來打擊中國， 

藉著貿易戰打擊外匯市場，並且，以操控股票市場，導致他們能夠在華爾街賺大錢。 

  

而香港與中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承認這次是屬靈事件，用信仰去解決， 

這樣，才能夠扭轉整個局面之餘，亦讓錫安成為全世界導航的星光。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16 

 

之後，就是復興披覆全世界！ 

因此，神是藉著這次的事件，讓我們成為約瑟。 

並且，我們亦透過約瑟的故事，知道將來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現時，神給予我們的視點，是唯一正確的視點。 

當中，涉及 Freemason 於背後策動所有事情，這是其他人沒有想過的事。 

  

然而，當大復興出現後，Freemason 亦會調轉整個計劃。 

當全世界繼續策動黑馬，他們也會將解決問題的權力和權柄，再次交給神。 

而這個解決方法，是歷史上，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的。 

就算是主耶穌時代，也沒有出現過， 

但當聖殿完成後，這件事，卻會出現，因為，連萬國都會帶來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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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藉著錫安，向萬國證明了祂自己的真實性。 

之後，他們就會前來親近神、向神獻祭，學習神的訓誨。 

這就是末後日子將會出現的事情，而這就是錫安的最終定命。 

對於我們而言，過去的訓練、過去的成長， 

就是讓我們裝備好，完成今天將要發生的事情。 

 

而現時，就是如《聖經》所記，是黑暗遮蓋萬民的時候， 

所以，我們於現時，更要專注於信仰，讓我們經歷神的真實，建立真實的信心。 

 

因為《約翰福音‧16 章》，就是提及 2018 年後所發生的事情， 

並且，就如主耶穌及《啟示錄‧12 章》所提及「時候已經到了」。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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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14）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您剛才提到香港和中國的角色，並當中的走勢是怎樣的。其實，神在香港和中 

    國的佈局，同樣顯出了祂的心意。尤其是香港這部分，在 96 年當時代的人，包括我們的新 

一代，他們已經是喪失了的一群。在審判中，那些越固執的，便越埋沒良心，不認同我們。 

相對，原來在香港，存在著一些中國的富戶，並一些政治上的第二代。這樣的佈局，是否 

有神的心意？ 

 

影片：聰明的中國富二代處身在香港 

主日的提問中，提到於神的佈局裡，香港的獨特地位。 

因為，於神的設計中，對比中國十幾億的人口，香港真的就像一顆東方之珠。 

其實，對於很多人而言，他們也希望來到香港定居。 

 

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於「反修例」風波中，新一代的年青人， 

紛紛變成了黃絲、黑衣人，成為破壞的主力。 

這就是因著他們的父母，於 23 年前，「雙氧水事件」中逼害錫安。 

因此，造成這些上一代，於今天，失去了一代年青人。 

  

然而，香港除了有著本地的年青人外， 

其實，亦匯聚了中國高官、大商家的富二代。 

  

所以，對於這批中國富二代而言， 

他們沒有落入因為逼害錫安所帶來的審判，並沒有成為黃絲、黑衣人， 

反之，他們將會成為於錫安中，得著救恩，甚至影響中國大陸的一群。 

  

因為，其實香港一直都是一個難民的逃城。 

自開埠以來，每次中國有著大動盪，人們就會由大陸走難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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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於文化大革命後，改革開放，中國經歷高速增長， 

與此同時，造就出一群高官及大商家。 

他們自己會透過各種渠道，包括過往的投資移民、專才計劃、家庭團聚來香港， 

甚至乎，他們的下一代，亦會以留學的方式來到香港。 

  

例如：有傳媒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姊齊橋橋及外甥女張燕南， 

皆擁有香港身份證及香港物業。 

國務院前副總理張高麗家族，其女兒以港為家， 

與夫家擁有 20 幢元朗加州花園及加州豪園洋房。 

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女兒栗潛心，亦是居於香港。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女兒汪溪沙，亦是持有香港身份證及居於香港。 

 前中國國家總書記江澤民的長孫江志成，亦是居於香港，從事金融行業。 

  

因此，有傳媒更透露，在香港定居的中共高官、前高官及太子黨，至少有 1.3 萬人， 

所以，香港可說是中國紅二代、官二代，甚至是富二代最集中的城市。  

透過單程證及留學來到香港讀書、畢業後工作的就更多， 

據統計處資料顯示，目前在香港 15 至 24 歲的青年共有 77.7 萬人， 

當中，有 21.2%於中國內地、澳門或台灣出生，人數達到 16.4 萬， 

這可能反映出過去單程證的數量。 

  

而現時，於八間大學留學的內地生，就有 1 萬 2 千人。 

大量內地生，於香港八間大學就讀，並於畢業後，留在香港工作， 

因此，我們亦可以常常看到，有關他們租屋令租金上升的新聞。 

  

因此，有報道更稱，於香港的大學畢業後， 

留港工作的「港漂」，數目更達 16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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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讓香港成為於福音上，影響中國大陸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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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其實，為何《聖經》常提到這是迷失的一群？這些羊是迷失的？ 

《聖經》亦提到主耶穌來，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那麼，我們來，是為甚麼呢？ 

我們來，是向全世界最後一批迷失的羊作出呼召。 

 

最後經文提到，很有趣的，在這復興中，你要「興起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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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興起發光？你所發的是甚麼光？所用的，又是甚麼光？ 

《聖經》提到，當我們擁有復活身體的時候，義人要發光如星。 

原來，我們要興起發光如星！ 

 

那麼，星是甚麼？ 

我們知道真正的星，不是指流星；它們自古以來也是用作導航的。 

它們為身邊的人導航，為每一位在晚上黑暗中的人導航。 

 

為何經文的前文後理提到， 

當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時候，你要興起發光？為什麼？ 

因為，他們需要星光，星光能成為他們的導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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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新婦成為晨星興起發光導航末世的時代 

以賽亞書 60 章 1 至 3 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

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

光輝。」 

 

過去 100 年的靈恩教會歷史中，很多基督徒都喜歡引用《以賽亞書‧60 章》， 

指出神所應許，末世最後大復興時，世界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景象， 

當世界被黑暗遮蓋時，屬神的教會就會被神高升，並且興起發光， 

從此，活在黑暗的萬民，就會被新婦的光輝所照耀。 

 

日華牧師指出，很多時靈恩教會都有一個基本的誤解， 

以為屬神的教會被興起而發光的時候，遮蓋世界的黑暗就會被照亮而驅散， 

全世界的人就會一同歡欣雀躍地參與最後大復興，然後一同被提。 

 

其實，經文所講的意思，當末世屬神的教會被神高升， 

興起發光，當然會照亮黑暗中的萬民， 

但是，並不代表世上的黑暗會就此消失， 

相反，世上的黑暗，會與屬神教會所發出的光輝並存， 

並且兩者都會一路擴大。 

 

當復興到達一個階段，屬神的教會就會被提， 

這一個龐大的光輝消失後，世界就會陷入最後三年半的全面黑暗裡， 

屆時，無法被提的所謂基督徒，只能藉著新婦留下來的信息， 

以當中如星光般微弱的光輝，在敵基督製造的龐大黑暗中尋找神的路徑。 

 

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整卷《啟示錄》的架構，都是以天上的星座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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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信息」之《星際‧啟示錄》和「天馬座行動」信息的內容一樣， 

並且，這一套「2012 信息」，在新婦錫安教會被提後， 

就會成為世上一切未能被提的人的引路星光，讓他們在遍地的黑暗中尋找到神。 

 

所以，為何神自 2015 年開始，感動日華牧師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並且，以伯利恆之星星圖，指出香港的錫安教會， 

就是伯利恆之星所指向，末後 Tav 唯一的真命天子。 

 

就如救贖計劃 Alef 的時代， 

當主耶穌在伯利恆的馬槽中出生時，就有星光引導東方博士朝拜主耶穌， 

然而，大家可以想想，為何神選擇以星光為東方博士引路呢？而不是以其他方式呢？ 

 

明顯，神在 2000 年前，救贖計劃 Alef 的時候， 

已是刻意使用星光，作東方博士尋找主耶穌的指引，並以此成為一個預表， 

因為，神早已預設，主耶穌出生後的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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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會以星座的排列、名字和背後的神話故事，寫成指向末後 Tav 的《啟示錄》。 

 

所以，為何主耶穌出生時，一開始已經會有星光出現呢？ 

為何這幾位東方博士，會因為看見這顆星，而找到主耶穌呢？ 

 

主耶穌並非突然間在馬槽裡發光， 

令東方博士看見馬槽的光，然後才來到耶路撒冷， 

而是天上的星，導致他們從遠方來到伯利恆的馬槽。 

 

其實，這是神一個非常明確的提示，指出預言末後的《啟示錄》， 

當中所有經文和內容，都是以主耶穌的出生來解釋， 

並且，星光就是解釋《啟示錄》所有經文的鎖匙。 

 

現在我們就會更加明白， 

為何《以賽亞書‧60 章》會用「興起發光」來形容被神高升的新婦教會。 

因為，我們不單會在世界陷入全面黑暗時，興起發出光輝，甚至，我們會被提到天上， 

而我們留下來的「2012 信息」，更會完全解通《啟示錄》， 

成為三年半大災難裡的星光，指引未能被提的人成為毛衣人， 

在遍地黑暗的三年半裡，持續以微弱光輝，成為世人的導航。 

 

正因為新婦錫安教會，這一個照亮世界的大光會忽然被提， 

而我們留下來的信息，就會成為星光指引地上的餘數， 

所以，在最後三年半大災難中，世上的黑暗不單不會被光所照亮， 

甚至，黑暗會越發在全球擴散。  

 

神就讓留在地上的毛衣人，倚靠這星光， 

在地上面對神預設的大災難和敵基督的磨煉，在大苦難中急速成長。 

 

在神的眼中，即使毛衣人面對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災難和逼迫， 

但是，他們所發出的光輝，並不會如新婦一樣，他們只能在黑夜中發出點點星光。 

 

因為毛衣人與新婦不同，新婦是在平安穩妥的時候，主動去愛神， 

但毛衣人卻是在不能被提的情況下，被迫去尋找神， 

在逼迫和災難中，因為求生的本能，被動地去跟隨神。 

 

對比大災難前就被提的新婦， 

毛衣人為神所付出的愛，完全及不上新婦對神的愛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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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25 

在 1996 年，我們撒出了一顆怎樣的種子？ 

我們成為全世界、全香港的導航。 

 

很多教會會說：「你不好這樣，不要做吧，你該走回下來，不要作星光」。 

但是我們有否堅持？我們豈只於 1996 年堅持，直到連 4794 也出現了。 

隨後，神也印證了我們。神用了甚麼來印證我們？ 

神用上了香港的地圖，每一樣事情，也是伯利恆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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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新婦成為伯利恆之星明證主耶穌的真實 

透過上一個精華短片（VO）「新婦成為晨星興起發光導航末世的時代」， 

我們明白了神的命定，是讓新婦錫安教會成為晨星，照亮這末世， 

我們會於被提前留下「2012 信息」，成為大光驅散黑暗， 

指引地上的餘數認識神，得著永生。 

  

因此，我們終於理解，過往 10 年間的「2012 信息」， 

為何神不斷藉著「伯利恆之星」的教導， 

讓我們明白新婦錫安教會的永恆身份，就是伯利恆之星的終極成品呢？ 

  

日華牧師進一步細緻分析， 

原來過往我們誤以為伯利恆之星代表主耶穌，其實不是的！ 

這星指向了主耶穌的出生之處，指示世人救主的所在，讓東方博士能夠尋找到祂。 

  

因此，伯利恆之星並非代表主耶穌， 

反而，它的存在是為了成為一道星光，指引世人主耶穌的所在， 

明證主耶穌就是神，是整個世界的救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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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道理，《聖經》中的聖殿，主耶穌曾說會拆毀它，並於三日後再重建， 

這聖殿，我們當然可以看為主耶穌，但是，主耶穌其實是這聖殿的房角石。 

真正的屬靈聖殿根本不是主耶穌，而是末世建造完成的新婦教會， 

主耶穌是新婦教會這屬靈聖殿的房角石，是屬靈聖殿的開始 Alef， 

新婦教會才是這所屬靈聖殿的終極成品。 

 

我們稱屬靈聖殿是新婦，並非褻瀆神， 

因為《彼得前書》正是說明這個屬靈的真相， 

我們都是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成為這所屬靈聖殿的終極成品。  

 

彼得前書 2 章 5 節：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所以，在二千年前，伯利恆之星的出現，是一個開始 Alef， 

為了提示世人，到了末世 Tav 的時候，真正的伯利恆之星就會出現， 

為世人指向主耶穌就是全地的救贖主。 

  

如《以賽亞書‧60 章》預言， 

當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時候，他們就是這星光， 

這伯利恆之星要興起、發光，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他們； 

神的榮耀要現在他們身上，甚至萬國要來就光，君王要來就伯利恆之星發現的光輝。 

 

原來，二千年前伯利恆之星的出現，是要成為一個提示、一個 Alef 活劇。 

因為，到了歷史結束 Tav，伯利恆之星的終極主角，即新婦錫安教會將會塑造完成。 

 

原來，伯利恆之星的實體，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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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這並不是一種褻瀆，因為，這是神命定我們的身份， 

要成為伯利恆之星，使世人認知主耶穌的真實！ 

  

來到這裡，我們就可以進深發現， 

過往四年間，為何所有伯利恆之星的地標， 

都是指向日華牧師的住處，以及錫安教會曾使用過的場地， 

 

事實上，於二千年前，伯利恆之星的出現，是為了指向主耶穌的降生， 

然而，眾所周知，主耶穌經已完成了神預定的救贖計劃，  

只不過，為何這二千年間，世上仍然持續不斷，出現眾多伯利恆之星的星圖和地標呢？ 

 

其中，包括日華牧師在加拿大讀書時，有如鐘樓的住處， 

或是元朗公園牛腿指向，4794 柏麗豪園的住處。 

  

上述所有伯利恆之星的地標，其實都不是指向主耶穌， 

而是指向伯利恆之星的角色 —— 錫安教會， 

為了在黑暗的末世裡，成為大光照耀在幽暗裡的萬民。 

  

情況就如二千年前，伯利恆之星是指引當時的東方博士前來尋找主耶穌， 

同樣，神預定了最後新婦的出現，就是要成為伯利恆之星，指引世人尋找到神！ 

因此，我們所見的共同信息，都有伯利恆之星， 

其實，這並非指向主耶穌的本體，反而是指向基督身體的新婦教會， 

新婦錫安教會才是伯利恆之星的終極完成品！ 

  

最初，伯利恆之星指向主耶穌的所在，證明主耶穌的存在，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新婦錫安教會就是這星， 

這並非宣揚我們的榮耀，而是宣揚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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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工作，與 2,000 年前的伯利恆之星一樣， 

就是成為明亮晨星來指向主耶穌、榮耀主耶穌的名字，這目的從來都沒有改變！  

因此，新婦要興起發光，讓世人在黑暗中找著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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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興起發光，要從星光中學懂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已經興起發光，成為導航的時候，你不要走回來，在別人的掌握之中。 

 

故此，我提到，當真正的大復興時，我會繼續講道。 

屆時，你不要阻礙我，不要進來我們的教會， 

錫安教會的人數上限只有五千人而已。 

我做回我的事情，繼續作星光，成為導航。 

 

我不會被掌握於他們手中，你們所謂的領袖所說：「日華，你不如當特區首長吧！」 

我哪用當特區首長，特區首長算得上甚麼？ 

你算是甚麼呢？對吧？簡直連提我的一根鞋帶也不配。 

雖然我於主日講道時所穿的鞋沒有鞋帶。 

 

然而，我想讓你知道，我的價值就是成為星光。 

既然我興起發光，神要我和教會成為導航，而不是巴結他們。 

 

所以，在你們聽這篇信息前的數星期，我就提到， 

當他們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做？ 

我們要成為他們的星光和導航，而不是巴結他們。 

 

可是，現在你卻看見香港很多的教會， 

哪一間教會，在他們的情操上能夠成為星光？究竟有哪一間？ 

他們有否這樣的 backbone（骨氣）？他們哪有這份骨氣去做呢？ 

 

相反，我們一直也是證明，我們持著道德勇氣去作事。 

現在我們就知道，神訓練我們，及後也收種了。 

並且，也不用再想，這件事必定是與 4794 有關的。 

今年證明，全都是說到，我們要興起發光。 

 

但是，要謹記！當提到這個 backgroud（背景）是黑暗遮蓋大地， 

幽暗遮蓋萬民的時候，而要你興起發光的話， 

其實，神那時要提醒他們，全球都需要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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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伯利恆之星和所有古文物， 

它們不是用來印證全世界其他的教會，而是印證錫安就是這顆伯利恆之星。 

這就如當時主耶穌基督成為引路明燈。 

這些博士來到，是證明祂於 Alef 的時候，成為星光的開始。 

然而，星光真正的結束，才是真正整個救贖計劃的 production（成品）。 

 

主耶穌來到是為了將教會誕生出來，成為全世界的星光。 

祂再不是一個人能做到，而是一個群體也能做到。 

我們 proven（證明）了，整個群體在這一刻也證明做到了。 

因此，我們屆時會成為星光和引路明燈。 

 

所以，我們亦會明白，這些內地的富二代會於香港。為什麼？ 

因為我們最先照到的是近處，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會有他們的位份和做到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近年最精英、最特別、最富庶、最驕傲、最聰明的中國人，也在香港。 

但是，當我們成為他們的導航，願意興起發光的時候， 

我們就能給予他們方向，繼續將神的話發放出去。 

然後，我們會成為中國的星光，變成全世界很多的博士、君王也會來就這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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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光的恩膏改變人的生命（逆向恩賜運作） 

日華牧師分享到，大復興誕生時，會如《以賽亞書‧60 章》所形容， 

新婦級的教會，會發出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光輝， 

世上一切的君王、元首和萬民，就會被這一個龐大的光輝吸引，來到當中就神的光。 

 

藉著過去五年多，神給予錫安教會的眾多共同信息印證， 

已證明《以賽亞書‧60 章》所形容的教會，就是香港的錫安教會。 

 

事實上，約 30 年前， 

日華牧師已經於 1990 年 2 月至 3 月，「跟進行列」之「光恩膏的秘密中」， 

即「加拉太書」第 109 至 111 篇，五旬職事之教師（4）、先知（1）及（2）的信息中， 

為大家初步分享過，這一個可以吸引君王和萬民的光輝。 

 

原來，神賜予教會的恩膏，分三個層次， 

就如會幕和聖殿是分開三個層次，外院、內院及至聖所， 

是由外至內，一級比一級更神聖，又如同被提上天堂， 

有資格參加羔羊婚筵的基督徒，亦分為三個級數：賓客、童女和新婦，也是一個比一個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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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賜給教會的恩膏，同樣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級是油的恩膏、第二級是酒的恩膏、第三級是光的恩膏。 

當中，第一級油的恩膏和第二級酒的恩膏， 

日華牧師於 31 年前，即 1988 年 6 月分享的「跟進行列」之「寶血的七個秘密」， 

即「加拉太書」第 23 至 24 篇，已經為大家詳細分享過。 

 

這三種恩膏，油的恩膏、酒的恩膏和光的恩膏， 

無論在能力級數、彰顯級數、醫治能力、擴散速度、爆炸性及對別人的影響力， 

都是一級比一級增強和加速十倍，甚至百倍。 

 

簡單而言，自二千年前，所有新約教會使徒離世及消失後， 

教會就開始完全失去這三種來自神的恩膏，慢慢被假宗教的儀式和規條取替， 

進入了 1500 年的黑暗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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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歷史學家，將這 1500 年稱為黑暗時期， 

因為，這段期間，教會失去了神的光輝， 

沒有再為神發光、也沒有得著從神而來的光的恩膏。 

 

然而，到了 500 年前，由馬丁路德建立信義會開始， 

神的同在和恩膏，再一次在教會中出現，不過，由 500 年前的馬丁路德開始， 

至 119 年前神復還五旬節靈恩教導，這期間，教會一直只擁有油的恩膏。 

 

就如聖殿和會幕的外院，祭司只擁有從獻祭得來的祭牲脂油， 

而馬丁路德至五旬節靈恩復還之間，教會的真理復還，一直只是外院級數， 

所以，這段時期的宗教，最多都只會有油的恩膏， 

這是一種相對地不強烈、彰顯得很溫柔和緩慢的神能力級數。 

 

所以，過去的教會歷史中，所有沒有靈恩教導的基要教會裡， 

即使他們當中，有一些牧師的確是被神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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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最多亦只能擁有油的恩膏，就是一種相對不強烈、緩慢、很溫柔的感力， 

能夠使人信主，生命慢慢被改變，但過程是相當緩慢，不會令人的生命產生突變， 

即使經歷重生，都需要一段長時間，在不知不覺間誕生， 

就如動物的脂油般，人吃了之後會得到能量，但卻不是立即能夠產生變化。 

 

然而，119 年前的 1900 年， 

神再一次向教會賜下聖靈，並復還九大恩賜及五旬職事， 

教會能夠得著的恩膏就提升了一級，由油的恩膏，變成酒的恩膏。 

 

就如一個人喝了烈酒後，這個人的身體、思想和情緒，都會產生劇烈反應， 

情緒變得極為高漲，性格亦會變得大膽和主動。 

 

所以，當基督徒經歷了聖靈充滿後， 

就會如喝了烈酒般，對神和信仰有極為高漲和興奮的反應， 

願意作出快速、主動和大膽的回應及行動。 

 

就如《使徒行傳》所記載，當馬可樓上的 120 人得著聖靈充滿並說方言之後， 

其他人就形容他們「莫非是新酒灌滿了」，以此形容他們經歷的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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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正正是第二級能力，酒的恩膏產生的現象， 

是一種劇烈、迅速、感染力極強，並且會令人情緒高漲的能力。 

 

就如過去 119 年的靈恩運動，我們會見到， 

他們的復興，在傳福音的速度、對人的改變、對世界的影響力， 

都比基要只擁有油的恩膏，更快和更劇烈十倍至一百倍， 

並且，他們的能力，能夠以世界看得見的聖靈恩賜和行神蹟的能力，改變更多人的生命。 

 

然而，神賜予教會的恩膏， 

還有第三個級數，就是光的恩膏，比酒的恩膏更上一層樓， 

並且，所帶來的感染力、影響力，甚至神蹟級數， 

都要再強和更快捷十倍，甚至一百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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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早期開始錫安教會時， 

已經從佈道家 Kathryn Kuhlman 和 Benny Hinn 的神蹟佈道會中， 

初步看見他們身上擁有光的恩膏的雛形。 

 

因為光的恩膏，就如現實的光線般，是一種擴展性的物質， 

例如︰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裡，只要有一盞燈， 

房間內所有人都可以看見這一盞燈所發出的光芒，甚至被照亮。 

 

對比油和酒的恩膏，就如現實中的油和酒， 

是必須以身體直接接觸，塗抹油或喝下酒，才能感受到它們的功效。 

光卻不需要如此，只要你的眼睛能夠看見，光就可以產生它的龐大感染力和影響力， 

所以，當有人擁有光的恩膏，從他身上散發出來後， 

於一刻間，所有人都能看見，而且被影響， 

甚至，沒有人能夠阻止自己不被這光芒感染。 

 

所以，當一位佈道家擁有初階光的恩膏，如 Benny Hinn， 

那麼，他在一場過萬人的聚會中，就能夠使在場所有會眾， 

同時感受他感受到的神的同在，以及他對神的愛、委身和熱心。 

 

因此，Benny Hinn 的聚會中，會眾之所以能夠即時作出生命上的改變， 

並非因為 Benny Hinn 的講道技巧，或是他說話的說服力， 

而是因為他身上擁有光的恩膏，如光一樣， 

將他生命中，對神的一切感覺和情緒，一模一樣地投射到會場所有會眾身上， 

使他們一同感受 Benny Hinn 所感受的神的真實。 

 

這就是日華牧師曾經分享， 

當人擁有第二級能力和光的恩膏後，能夠在聚會中產生「逆向恩賜運作」的現象。 

 

甚麼是第二級能力呢？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甚麼是第一級能力。 

第一級能力，是聖靈的九大恩賜，例如︰恩賜運作、說預言、神蹟醫治， 

當我們對一個人，或極少數人使用這些恩賜，就是第一級能力。 

 

例如︰一位佈道家於聚會中，逐一為有病的人禱告， 

或是我們在街頭佈道中，為一位被傳者恩賜運作，都屬於第一級能力。 

 

任何已信、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 

只要願意順服教會的指引、在屬靈領袖的帶領下，再加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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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都會接近無條件地，將第一級能力給予任何願意操作和實行的事奉者。 

 

所以，當日華牧師授權錫安教會的門徒， 

在家聚、街頭佈道、PZ「完美音色」講座及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中， 

為未信主的參與者恩賜運作時，每一位門徒都能準確說出對方的性格、內心， 

甚至這人的過去和現在。 

 
又例如︰主日聚會後，教會領袖會個別為有病的人禱告， 

我們都會見到，大多數病人都能夠即時，或短時間內得著神蹟醫治。 

這就是第一級的能力，任何聖靈充滿的基督徒，都可以輕易得到，而條件就是信心和順服， 

甚至，神不會要求運作第一級能力的人，必須擁有很好的性格或結出很豐富的聖靈果子。 

 

然而，第二級能力，就是光的恩膏所產生的能力， 

神對運作這種能力的事奉者，有著極高的要求。 

例如︰Benny Hinn 之所以能夠在過萬人的聚會中 Call 位， 

是因為他在生命、性格、內涵，以及事奉神的委身和撒種上，達到了某一個神指定的級數， 

所以，神才會將第二級能力賜給他，讓他擁有光的恩膏的能力。 

 

同樣地，為何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一眾策略家， 

能夠在「說的聚會」及「新酒恩膏音樂會」， 

這一類數千人的聚會中 Call 位或巡行式恩賜運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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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日華牧師能夠在「說的聚會」中，為病人作出集體醫治， 

而不是單單為個別病人祈禱得醫治呢？ 

 

又為何錫安教會眾多家聚負責人，都能夠在百人家聚的「說的聚會」中， 

Call 出需要得醫治的人，使他們得著醫治呢？ 

 

這就是光的恩膏所帶來的第二級能力， 

如光一樣，是一種擴散和放射式的能力。 

主耶穌在世時，亦曾多次示範這種能力， 

例如︰當數以萬計的人聚集時，他用一句說話，就能夠醫治當中所有疾病， 

亦可以用一句說話，從所有被鬼附的人身上，趕走污鬼， 

更可以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甚至，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時候， 

同樣只用一句說話，已經令所有來捉拿祂的羅馬兵丁退後跌倒在地上。 

因為主耶穌擁有第二級能力，就是光的恩膏所帶來的能力。 

 

光的恩膏所帶來的「逆向恩賜運作」是甚麼呢？ 

相信，所有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經歷過恩賜運作的能力和方式， 

我們可以一個人或一群人，為某個對象恩賜運作， 

對象可以是街頭佈道未信主的陌生人，也可以是教會中某一位門徒。 

 

我們可以從神接收他生命中的各種資訊， 

例如︰性格、為人、處事、個人資料、家庭、工作、過去的經歷等， 

不單 100%準確，甚至可以說出一些連被運作者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然而，「逆向恩賜運作」是一位擁有第二級光的恩膏能力的領袖， 

將自己身上所擁有，對神和信仰的感受、情緒、性格、委身，以及對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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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神在他身上的同在，投射到聚會中所有人身上， 

讓所有會眾一同以「逆向恩賜運作」的方式，感受台上帶領者的內心， 

於短時間內，迅速改變聚會中每一位參與者的內心，完全改變他們的生命和人生目標。 

 

我們都能看見，日華牧師身上正好擁有光的恩膏所帶來， 

第二級能力的「逆向恩賜運作」的能力。 

他不單能夠將自己生命中所擁有，對神的愛和能力， 

傳遞到所有個別近距離接觸他的人身上， 

甚至，能夠如光一樣散發，將改變人生命的能力， 

頃刻間在過千人的主日聚會，或數千人的「說的聚會」中， 

投射到每一位參與者身上。 

 

然而，日華牧師開始教會時， 

是於甚麼情況下，初次接觸這種「逆向恩賜運作」的能力呢？ 

同樣是因為 Benny Hinn！ 

 

日華牧師指出，他初信時，無論看了多少專門教人長時間禱告的書籍或信息， 

例如︰趙鏞基的信息，或是 A.W. Tozer 的書籍，即使疊起來，這些書都已超過一尺高， 

但是，日華牧師仍然無法自律自己，每日禱告一小時， 

更遑論是如 Paul Cain 等先知般，每日禱告三至四小時。 

 

可是，日華牧師聽完一篇，由 Benny Hinn 分享有關禱告的信息後， 

就在當時，已經立即改變了他的一生， 

由那時起，日華牧師就能夠自律自己，每天禱告三至四小時， 

現在，甚至可以與聖靈時刻常在，沒有一刻離開神的同在。 

 

正因為 Benny Hinn 擁有光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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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接觸他的人，生命都會立即被改變，並且，是即時、永久性的改變。 

所以，Benny Hinn 擁有的能力，不是人的說服力，也不是第一級能力， 

而是光的恩膏，第二級的能力。 

 

自從日華牧師接觸 Benny Hinn 的分享後，就一直以此成為自己信仰上的標準， 

藉著每天親近神、行真理、順服神的帶領、義無反顧地完成神的計劃和異象， 

藉此賺取神的認可，使自己同樣可以得著第二級光的恩膏的能力， 

可以如 Benny Hinn，甚至主耶穌一樣，改變所有凡接觸他的人， 

讓他們的生命立即被改變，成為新造的人。 

 

現在，大家都有目共睹， 

日華牧師絕對擁有光的恩膏所產生的第二級能力，亦能夠產生「逆向恩賜運作」的能力。 

無論是聽他分享「2012 信息」或《栽在溪水旁》的弟兄姊妹，甚或只是網上的聽眾， 

所有凡接觸他的人，生命都會立即得到永久性改變， 

並且，是一種由酒的恩膏所帶來，更迅速、更劇烈的改變。 

 

外間的人看來，所有接觸過日華牧師信息的人，就如被洗腦般，甚至是著了迷一樣， 

當中所產生的生命改變，是任何學校、父母、課程和訓練都無法複製和仿傚。 

 

為何法利賽人會誣衊主耶穌和保羅，是宣揚異端邪教， 

同樣，我們亦會明白，為何不理解錫安教會的基督徒， 

都會以為我們是以旁門左道的洗腦方式，強迫人參與錫安教會。 

 

真正原因，是因為日華牧師擁有光的恩膏，一種能夠一刻間改變人心的能力。 

並非因為日華牧師說話的聲線吸引，也不是因為他選擇的字眼獨到， 

更不是別人在這些領域不及日華牧師，而是因為日華牧師在生命、性格和內涵上， 

到達某一個極高的領域，被神認可，可以得著歷史上極少人擁有的光的恩膏。 

 

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以賽亞書‧60 章》形容， 

當神的家發出屬神的榮耀和光輝後， 

全世界的君王、元首和萬民，都會如飛蛾撲火般，飛撲至光源的所在地， 

因為，他們是不能自制地，渴望來就神的光。 

 

這就是光的恩膏的特性，任何人接觸過這一個光芒，生命都會被改變， 

甚至，超出他們自己的預期和想像， 

因為，這種光為人帶來的內心震撼，實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對於從未接觸過的人來說，根本沒有人可以抗拒這個光芒的威力。 

 

而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就擁有這一種前無古人、最大的光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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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亦會明白，為何神於 2015 年開始， 

不斷以天上的星宿、伯利恆之星的星圖，指向和印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及「2012 信息」。 

 

因為，我們就是世上唯一擁有最大光的恩膏的群體， 

亦是《以賽亞書‧60 章》所形容，發光的教會， 

這一點，神已經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為何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是如此愛神、如此委身、 

如此願意行真理、如此願意不畏艱巨，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因為，日華牧師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愛主和委身的人， 

當神給予他光的恩膏，我們就會被他的生命感染和改變，擁有他生命中的特質。 

 

並且，光的恩膏，與油和酒的恩膏不同， 

光的恩膏有一種特性，是沒有人數限制的影響力。 

例如︰當我們將一瓶油或酒分給別人，分給十個人和分給一千人， 

每個人所得到的份量，是有一百倍的分別， 

因為，油和酒的份量是有限的，所以，油和酒的恩膏同樣有人數限制。 

 

一位只擁有酒的恩膏的佈道家，於聚會中，只能逐一個別地為病人祈禱， 

直到聚會結束，他能夠為多少人祈禱，就只有多少人能得醫治。 

 

但光的恩膏卻截然不同，擁有光的恩膏的神人，只需要作一個禱告， 

就可以藉集體醫治的方式，叫在場所有病人一次過得醫治。 

 

就如上述曾提及的例子，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裡， 

無論裡面有多少人，一個人也好、一萬人也好， 

但只要亮燈的話，所有人都會一同得到光的照耀，不會因為人多而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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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有一日，香港人願意向錫安教會真誠道歉， 

改變對錫安教會的態度，不再因「雙氧水事件」逼迫錫安教會， 

甚至，一同表揚錫安教會以往對香港的貢獻。 

那麼，神就會讓我們向全香港人發光，讓這光的恩膏改變香港人的心， 

全香港的人，就會在一時之間，如同我們初信接觸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的信息一樣， 

有同樣的反應和感受，趨之若鶩地要聽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信息」。 

 

屆時，所有香港人都會因為願意打開自己的心，虛心聆聽日華牧師的分享， 

令他們的心，被日華牧師身上光的恩膏照耀，生命立時得到改變，即時為自己的罪而痛悔， 

他們亦會感受到日華牧師對神的愛，以及日華牧師身上神的同在， 

即是之前所提及的「逆向恩賜運作」。 

 

如此，全香港的屬靈氣氛，只需要短短幾日，就會完全改變， 

屆時，我們走在街上，都會隨時隨處， 

看見大量人群跪在地上向神禱告、聽錫安教會的信息， 

以及一同頌唱或聆聽錫安新歌。 

我們亦會見到，大量人四處尋找錫安教會的聚會地點， 

一同湧到我們的 Base，希望參與我們的聚會。 

 

當香港被神賜給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光的恩膏，完全改變及歸向神之後， 

全世界的焦點，都會聚焦在錫安教會身上， 

接著，世界各地都會有很多君王、元首和精英， 

帶著金銀財寶來到香港，要尋找這個光的恩膏， 

就如當年主耶穌在伯利恆出生時， 

東方博士帶著黃金、乳香和沒藥等，上等貴重禮物去朝拜主耶穌一樣。 

 

大復興時，全世界的君王、元首和精英，都會帶同萬國的珍寶，要來就神的光， 

就是因為這個光的恩膏，對全世界所有人都有著無可抵禦的感染力。 

 

所以，弟兄姊妹之前經常聽見，日華牧師不斷重複提到， 

我們會改變全香港，甚至改變全世界， 

有時，大家也會覺得這句話，可能有點誇張，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原來世上有這種級數的恩膏， 

一種能夠「逆向恩賜運作」的光的恩膏。 

 

部分弟兄姊妹可能誤以為，他們的生命被改變， 

單單是因為日華牧師的分享很精彩、很有吸引力， 

然而，這一份精彩和吸引力的背後， 

其實是源於日華牧師身上，隱藏著一份極為稀有的光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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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現在日華牧師身上擁有的這一份光的恩膏， 

已經遠遠超越 Benny Hinn 所擁有的級數。 

所以，將來當神為我們打開香港人的心，甚至全世界人的心， 

我們的影響力，就不只在數萬人的大型聚會中出現， 

而是比 Benny Hinn 的恩膏龐大上百倍，足以影響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現在，我們亦會明白， 

為何聖殿和會幕的至聖所約櫃，會以一層厚厚的幔子遮蓋， 

因為，這是一個預表，神至聖所的榮光，一直被神刻意隱藏和遮蓋著， 

未到時候，神是不會把幔子挪開，但到了時候，就是神的僕人預定要得榮耀時， 

就會如主耶穌即將得榮耀一樣，幔子就會裂開，世人都能一同觀看約櫃發出的榮耀。 

 

錫安教會亦一樣，我們一直擁有如約櫃般的光的恩膏的能力， 

只是，神在 23 年前，刻意藉「雙氧水事件」，將我們從世人中隱藏， 

直至我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並得著新婦的位份， 

那時，神就會將幔子挪開，讓世人一同看見我們生命中所發出的光輝， 

他們的生命就會被改變，成為天國的賓客。 

 

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證明這個時間已經到了，義人將發光如天上的星， 

並且，不單是日華牧師，而是每一位願意藉著神的話和信心改變自己， 

越發似神的錫安教會弟兄姊妹，都可以如日華牧師一樣， 

得著神的認可，得著光的恩膏，可以光照和改變整個世界。 

 

但以理書 12 章 3 節：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神在創世之時，其實早已經把末後日子的最後大復興裡， 

得著最大並且唯一、最榮耀光恩膏的人物身份，以共同信息隱藏於整個世界裡。 

 

因為，人類肉眼所能看見最大的光輝是甚麼呢？豈不是太陽嗎？ 

然而，現今被神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能夠成為新婦的真命天子錫安教會， 

其創辦人和主任牧師，及「2012 信息」的唯一分享者， 

名字豈不就是代表太陽發出光華的日華牧師嗎？ 

所以，其實神早已經藉著日華牧師的名字， 

隱藏了誰是唯一能夠得著這光恩膏的人物和群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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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來到所就的，是甚麼光？ 

這是義人的光，因為義人會發光如星。 

為何《但以理書》刻意提及此事，對嗎？ 

《但以理書》提到，最後義人會發光如星。 

 

因為，最主要是神最後給予全世界一個的明證和救贖計劃作為結束。 

因為，伯利恆之星的真正產品已經誕生了。 

她完成最後的工作，成為全世界的星光。 

當然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的印證已經明證，一定就是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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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司法出賣執法應驗篇 

今年 2019 年 10 月 20 日 「圓解香港亂象（6） ── 神之視點看棋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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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日華牧師於今年 9 月 9 日的前瞻性分析： 

現時，香港已經到了「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 10 個步驟」的第七點 ── 內戰當民主及警隊瓦解。 

警隊之所以瓦解，是因為司法界成為內奸出賣警隊。 

   

故此，日華牧師警告，當前香港出現的問題， 

是香港的法官違背了中立立場，一方面，沒有肩擔嚴正執法職責之餘， 

反之，另一方面，還縱容及偏幫黑衣人的暴行。 

法官判案不公，出現警察捉人，法官放人，成為了壓毀警隊的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當日華牧師分享兩個月之後，12 月 8 日，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遊行， 

期間，金鐘高等法院及中環終審法院分別被暴徒投擲汽油彈縱火， 

其中高院更被掟至少兩個汽油彈。 

高院外牆及終院對開路牌均被噴上「司法已死」、「法治已死」等字句。 

  

縱使律政司發聲明，指有人在終審法院及高院外縱火， 

擾亂社會安寧，更損害本港法治之都的良好聲譽，強調絕不姑息任何違法暴力行為。 

  

12 月 9 日，有學者指出，司法縱暴，自作自受。 

 

律政司過往對示威暴徒檢控時阻嚇力不足，法庭輕判示威暴徒，自以為寬宏大量， 

但暴徒毫不感激，更以縱火行動來反對有暴徒被判刑，表達仇恨。 

學者指出，高院及終審法院被縱火，是自作自受、「自作孽」，認為律政司應反思。 

 

事件完全印證日華牧師兩個月前的前瞻性警告， 

當前香港的問題，來自司法偏幫及縱容黑衣人的暴行，司法界成為內奸出賣警隊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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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12 月 10 日，香港《文匯報》報道， 

暴徒火燒法定古跡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令社會震驚。 

然而，絕大多數煽暴派的立法會議員，仍然不肯譴責暴徒行為。 

甚至，有人以網上留言，為暴徒暴行開脫。 

  

多名具法律背景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 

煽暴派立法會議員和司法界代表的議員，為求一己政治利益，盲目包庇， 

完全是蛇鼠一窩，以「攬炒」手段把香港拉入政治漩渦，令香港沉淪於魔咒之中。 

  

此外，自從 10 月 20 日，日華牧師作出警告之後， 

近一個月裡，陸續有不少報章印證日華牧師的分析： 

  

11 月 19 日，《新民晚報》批評香港高等法院， 

到底是想「止暴制亂」，還是想「縱暴添亂」？ 

躲在幕後的人，與那些民主派縱暴議員，究竟有何關係？ 

他們與街頭上的法西斯暴徒，又到底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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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中國日報》（China Daily）社評： 

香港高法判決縱暴，有濫用司法之嫌。 

  

11 月 22 日，《東方日報》抨擊香港三權「縱暴促亂」， 

香港司法經常充當反中亂港分子及其活動的「保護傘」， 

令暴徒不受法律懲處，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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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局勢發展，進一步明證「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能夠準確分析香港當前形勢，是香港亂象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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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就會明白，為何神會十分在乎，不斷地印證我們。 

因為，我們的工作尚未開始。我們所撒的種已經親眼看到了收割，正在來了。 

 

然而，最後真正形成，如眾多地方所指向，我們是擁有伯利恆之星的身份， 

這將會成為我們最後一段的事奉。 

 
因此，我提到，那段時間，如果成為星光的話，其實也是一段非常短暫的時間。 

這可能是以星期計，最長也不會超過三年半的復興， 

我們會以星光的身份，成為全世界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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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在這事件中， 

我們一定要以這屬靈的方法，讓人理解，並用此方法來解決。 

原因，這個問題是會由 Freemason（共濟會）複製於全世界遍地遊行， 

他們也會用同一種方法來解決。 

不過，他們不會用那地方沒有骨氣的教會，只能夠用錫安教會。 

 

所以，神很有趣地用了一個方法， 

將這個復興有形有質地帶到全世界，並有形有質地作出指引， 

亦讓全世界知道一個 model answer（標準答案），於最後的補考中，也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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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接下來復興的進程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末後復興的形態，將會是如何， 

讓我們可以同心相信，這個進程，將會於我們當中誕生。 

  

原因，末後大復興的現象，是前所未有，是過去的復興所不能對比， 

因此，我們不能以過往對復興來理解，而限制神將要於我們當中的工作。 

  

因為，當我們依賴過去對於復興的認知和做法， 

一定不能夠於三年半裡，完成末後復興。 

但唯有我們認知光的恩膏，認知神給予我們這個時代的裝備， 

我們就定必能夠完成 Tav 的復興。 

  

事實上，大家可以用過往的復興形式作理解。 

假如，我們仍然是保羅的時代，於沒有網絡的情況下， 

那麼，我們如何將神的復興，帶給 70 億地球人呢？ 

  

不要說，二千年前的保羅時代，其實，只要於 iPhone 智能手機出現前的時代， 

就是於「2012 信息」分享前，大家仍然用 Motorola 手提電話的時代。 

如果要帶起一個全世界的復興， 

其實，也只能夠用上二千年前，同一個舊思維、舊模式策略的差傳方式。 

  

也就是說，復興的源頭， 

首先，要有一間過萬人教會，去成為整個全球性復興的源頭和心臟。 

人數要過萬的原因，是因為它不是帶起一個城市或是一個國家的復興， 

而是要帶起一個世界性的全球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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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中，一定要有足夠的人數，成為根基。 

因為當復興開始後，下一步，就是要於這一萬人中，不斷訓練可以差傳出去的領袖。 

並且，還要有足夠的財力，去支援差傳的事工。 

不但是訓練領袖的過程，或是於各國建立差會的過程， 

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是財力，才可以支撐整個復興， 

假如是要建立一個全球性復興的話，當中所涉及的人力和金錢，甚至乎是無底深潭。 

  

事實上，日華牧師就見證，這個舊復興思維模式的缺陷， 

如何反而將母會吞噬，甚至讓這個復興的源頭終止。 

 
原因，當日華牧師於加拿大升學的時候，就親眼見證 1948 年， 

後雨運動的加拿大喜信會（Glad Tidings Church），是如何因為差傳而由盛至衰。 

  

日華牧師憶述，當他到達加拿大，開始參與喜信會的時候，接待他的，就是 Dorothy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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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喜信會很多優秀的神學院教師，最優質的領袖，被差到世界各地不同地方。 

當中，包括差去烏干達的 Dorothy Williams、差去北極圈的 Kayy Gordon， 

Kayy Gordan 就是《God's Fire on Ice》等書籍的作者。 

  

此外，還有被差到美國加州建立示羅教會，與及示羅神學院的 Violet Kiteley， 

以及被差去多倫多，開設 Mananetta Church 的 Hugh Layzell。 

 

他正是「後雨運動」發起人，雷齊爾 Reg Layzell 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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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日華牧師是於 80 年代，才留學加拿大， 

然而，當時距離 1948 年的復興，已經超過 40 年， 

他們才差傳出幾位領袖，但已經是當時他們最優質的領袖。 

甚至乎，當他們被差出去之後，加拿大母會反而支撐不住， 

因此，將 Dorothy Williams、Kayy Gordon 召回來， 

而這正是日華牧師參與喜信會的時間。 

  

甚至乎，日華牧師見證，當其他領袖被差傳出去之後，喜信會是變得如何的冷清， 

雖然，喜信會擁有 2000 人，有著幾十年的歷史， 

但到最後，當雷齊爾走後，Gaglardi 接任， 

其後，她更犯上了同性戀。自此之後，喜信會就一落千丈。 

 

因此，日華牧師深深體會到，舊式復興的限制，以及當中所產生的後果。 

不單只要於擴展中，不斷訓練領袖、不斷差傳出去， 

並且，財政上的需要，亦像是無底深潭。 

到最終，喜信會甚至需要借錢建堂，導致債台高築、借債度日。 

  

事實上，不單是金錢上的問題，就算神給予我們無限金錢， 

但大家可以想想，於一間一萬人的教會中， 

亦不是每一位信徒也可以被栽培成為領袖，甚至可以被差傳出去。 

  

當中所花的時間、心血、精神，是無法以金錢衡量。 

甚至乎，不是有無限金錢，就等於可以訓練出一批又一批， 

可以合資格被差傳出去全世界的領袖。 

  

事實上，很多時，一個復興中，當開荒的領袖，訓練出第一批領袖之後， 

他們的跟從者，已經是第二代，這已經是極限， 

再下一批的第三代領袖，很多時，更是無以為繼。 

  

而日華牧師分析，當時，他就是由第二代的領袖， 

也就是 Kayy Gordon、Dorothy Williams 的徒弟訓練出來。 

他們的質素，已經是非常平庸，那麼，又怎能承接到一個復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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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舊式的復興，是不可能出現《啟示錄》的現象， 

就是以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將歷代歷世以來，最優質的福音傳給 70 億人。 

因為舊式的復興，是要靠人傳人的方式，藉著訓練領袖外出差傳，去建立教會。 

 

然而，這種方式，是不能夠將當時的復興開荒者， 

Pastor Layzell 所擁有的屬靈優質，直接注射到每一個城市當中。 

 

他們最多只能夠差派自己的徒弟出去， 

一方面，自己的徒弟，可能要被訓練多年，才成為合格的差傳者， 

另一方面，這位徒弟去到一個新地方建立差會時，更是要用上數以十年計的時間。 

  

因為，第一，這些徒弟，並不如開荒者一般，擁有強勁的恩膏。 

第二，他們沒有工具去複製他們的信仰。 

於幾十年前，他們需要個別的與人交流、聚會中分享， 

然而，由於沒有錄音，因此，聚會分享完，甚麼也沒有留下。 

他們是要生命感染生命，才能夠栽種當地人的信仰，慢慢成長。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我們的主日並沒有放上 YouTube，不能夠重複的話， 

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本事可以看一次主日， 

就能夠明白當中所有內容，亦記得所有內容？ 

  

所以，不單只差會當中的弟兄姊妹，需要長時間，才能夠學習到差傳者的優質， 

甚至乎，這班差傳者，本身就已經不能夠複製開荒者的所有優質。 

  

大家可以想想，當年，1948 年所誕生的敬拜讚美「後雨復興」， 

其實，是由 Pastor Layzell 所開始。  

神就是因著 Pastor Layzell 的優質，因而讓大復興可以從他的手中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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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能夠完整複製 Pastor Layzell 的優質，才是繼續這場復興的最重要因素。 

因為，唯有原裝的開荒者，才有光的恩膏，帶著改變的大能。 

  

但可惜的是，日華牧師分析，就算是全世界當中， 

最接近他的 Violet Kiteley，她已經是 Pastor Layzell 的女徒弟， 

然而，他們也是沒辦法複製出原裝的優質。 

 

於幾十年前，落後的科技中，就算他們願意改變自己，希望擁有領袖的質素， 

也需要多年的學習，才能夠盡量複製 Pastor Layzell 的優質。 

但很多時，就算經歷多年的虛心學習、改變自己，也未必能夠完全複製到領袖的優質。 

這就是使徒彼得為何不能超越主耶穌的原因。 

 

並且，假如是以這種方式差傳的話，當一批門徒被訓練幾年，接著出去差傳後， 

母會又要花幾年，重新再訓練另一批領袖出來，差傳到其他地方， 

所以，母會的分享，每幾年就由最根基的部分，重複一次的話， 

那麼，當中的信息，又怎會分享得深入、母會又怎會於信息的質素上成長？ 

亦因此，他們以幾年時間訓練出來的領袖，只能夠是信仰膚淺的一群。 

僅僅成為一位穩定的基督徒，就已經要外出差傳， 

那麼，又怎可能承接神的復興呢？ 

  

大家可以想想，就算於錫安被訓練三年， 

當中，亦只能夠成為可以被考慮接受門徒訓練的初信。 

 

所以，當這個原則套用於錫安的時候，我們就更能夠體會到，當中的難處。 

原因，就算我們是從 80 年代開始，我們已經有卡式機，可以輕易錄製講道帶， 

讓弟兄姊妹於家聚、主日後的一個星期內，不斷重聽該星期的信息。 

但亦不等於可以短時間，訓練出一批又一批的領袖。 

  

因為就算有簡單科技的輔助，亦講求弟兄姊妹是否擁有成為領袖的心志。 

所以，於舊式的復興而言，就算有無限的人力和物力，也要讓時間，去產生功效。 

也就是說，就算有無限的人力和物力，但也需要無限的時間，才能夠改變全世界。 

甚至乎，你更不會知道是哪一代的領袖，才能夠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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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日華牧師設立對一系統後，當去到第四代的時候，已經察覺到當中的問題和極限。 

亦因此，當出現蘋果手機後，日華牧師就明白到，這是神給予末後復興的工具， 

發展出一種前所未見的新型復興模式， 

當中，甚至可以繞過第一代領袖，不需經過策略家， 

藉著每日靈修分享節目《栽在溪水旁》， 

已經可以直接訓練全教會的所有弟兄姊妹，將這份優質，每天灌注給全教會。 

  

原因，神所給予錫安的使命，是要解開神所設計的千古之謎， 

是要如 Bob Jones 榮耀列車預言一般，得著歷代歷世智慧的總和， 

這種託付，是要新婦級教會，才能夠擔當得了。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就算如傳威策略家和展鳴策略家， 

他們加起來，也未學到日華牧師的百分之一。 

所以，客觀的效果，就是他們只能夠將日華牧師的百分之一分享教導出去。 

 

因為就算是每星期的主日信息，對於策略家而言，也是全新的信息， 

他們也需要時間去學習、消化，因為這不是他們的專長， 

亦因此，日華牧師只能夠以簡單的遊戲，去將戰略、戰術等心法教授給他們。 

 

因為，對於任何一個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的題目， 

也是需要過去的根基，加上專業的研究精神， 

再花時間研讀大量資料，才能組織成一篇主日信息。 

所以，這並不是其他人，甚至策略家可以完全複製。 

  

亦因此，藉著蘋果手機，就能夠將日華牧師的分享，原裝複製給所有弟兄姊妹， 

任何人只要願意花時間去聽，就一定能夠聽到原裝的分享。 

不需要透過不同代數的對一，一層又一層地人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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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不同人有不同的知識背景、屬靈程度、對真理的理解程度也不同。 

 

那麼，當一個傳一個的時候，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對一時， 

當中的內容，就會變形走樣。假如是沒有卡式帶的 80 年代， 

就會更像「以訛傳訛」的遊戲般，當這句說話和動作，一個傳一個的時候， 

到第十個時，不論是說話和動作，已經跟第一個原裝的版本完全不同。 

  

然而說話和動作，已經是十分簡單，但是，也可以變形走樣， 

那麼，傳遞生命也就更困難 100 倍、1000 倍了！ 

  

因為，我們作為領袖的時候， 

又怎能夠保證，我們的下線，有著完全複製領袖優質的質素呢？ 

甚至乎，怎能夠保證，他願意於信仰道上全速前進， 

有能力之餘，亦願意完全忘掉自己的自我，願意完整複製領袖的質素呢？ 

答案，當然是不能夠。 

  

因為，就算是一個父親， 

也不能夠保證自己的兒子可以成為一個比自己更偉大的領袖。 

因為，兒子也會有他的自由旨意，可以選擇於信仰道上跑多快、跑多遠。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又怎能夠保證於三年半裡，完成全世界的復興呢？ 

當從這個角度去想，我們就會明白到， 

其實，以舊有的模式，其實，是不能夠完成這個末後大復興。 

原因，就算開荒者的領袖，擁有光的恩膏， 

但當這份恩膏，傳到下面，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領袖時， 

這份光的恩膏，還能夠保持嗎？還是連這種恩膏，亦早已經失傳了。 

  

然而，「2012 信息」就是為著裝備我們，能夠完全地駕馭這種新型模式大復興， 

就是一種可以達到《啟示錄》的果效，於三年半中，將復興帶給地球上每一個人。 

原因，這種方式，就是可以讓光，毫無阻隔地，直接照射給所有人。 

所以，我們再不需要擁有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財力，才可以帶起整個復興。 

  

情況，就如今次的「反修例」風波中， 

年青人只要懂得使用網絡，他們已經比政府更優勝。 

因為他們能發出感染力、改變力，甚至能將一件事扭曲、傳揚假資訊、 

煽動人們上街暴動，這些他們全部都能輕易做到。 

  

任何人接觸他們的資訊，也像是著了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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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得著改變，變得完全站在他們的立場， 

不信任政府、警方之餘，甚至會出來抗爭。 

 

而政府、警方，只能夠將這種影響力，歸咎於「假新聞」、市民被誤導。 

然而，他們沒有尋找出當中的根源， 

就是為何黃絲、黑衣人有著這種改變人內心的感染力，這才是政府大敗的原因。 

所以，現時，黑暗那邊的感染力，是這個時代前所未有的。 

亦因此，《聖經》才提及，末世的時期，是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的時間。 

 

因為於這個時代中，只要有網絡、有 YouTube、有 Facebook、有 Telegram， 

每一個人都可以將他們內心的黑暗，藉著網絡，無限量地擴大，以及傳遞給其他人。 

他們只要擁有黑暗，就能夠互相傳染和扭曲， 

再加上遇到眾多「志同道合」的人，就可以互相鼓勵， 

將這份黑暗以幾何方式遞增，甚至乎，成為民意的主流， 

讓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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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這時候，卻是我們發光的時間。 

因為於全世界被黑暗所籠罩時，只要有一顆星光，就足以成為全世界的引路明燈。 

對比過往的復興，無錯，於復興出現時，會有光的恩膏出現， 

正如末後大復興，《聖經》也記載，是由光的恩膏去誕生出來， 

  

然而，於過去的復興當中，雖然有光的恩膏出現和存在，去帶起復興， 

但是，卻沒有可以傳遞光恩膏的工具。 

但於網絡時代，我們就有這個可以傳遞光恩膏的工具， 

這就是我們跟以往不同的地方。 

  

亦因此，我們帶起大復興之後，同時間，教會亦會建立一個光恩膏的系統， 

讓光的恩膏，能夠藉著這個工具和系統去存留。 

  

然而，我們亦親眼見證，這個網絡系統，是用於黑暗方面， 

也就是說，現時，幽暗得以遮蓋萬民， 

是因為這份黑暗的恩膏，有著這個前所未有的黑暗工具去傳遞， 

形成一個黑暗的系統，去披覆全地，並且，將香港政府打得落花流水。 

  

然而，這個時代才出現的網絡工具、系統， 

其實，應該是為到我們，為到末後的復興而存在。 

所以，到時，我們就是用上這個工具，這個系統，去將光照遍黑暗。 

  

所以，既然，我們於過往的半年，看見黑暗是可以這樣傳揚、披覆， 

那麼，更何況，神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所能夠製造出，真正的星光？ 

 

但不同於黑暗，只要一顆星的星光，已經足以照亮整個世界， 

亦因此，神只要塑造一間教會，有著足夠完成每星期主日製作的規模， 

就已經足以完成末後大復興。 

  

當中，不需要無限的人力、物力， 

亦不需要差出無限的差傳者、建立無限的分會， 

才可以將神的影響力，帶給不同的國家或城市。 

這種舊模式，已經完全被新模式所取代， 

我們現時所使用的網絡工具，已經是另一個時代。 

  

而這個時代，不單止是比上一個時代厲害 100 倍， 

而是 100 倍乘 100 倍，再乘 100 倍，一直下去。 

因為，對比過去建立教會、訓練領袖、建立分會， 

再將福音廣傳，現時這種工具的速度和果效，是快得無可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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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是像以往，以訛傳訛一般，藉著網絡，以多媒體及其他方式， 

是原汁原味的原裝分享，直接影響及複製到這個時代。 

所以，「2012 信息」的設計，其實，是為著我們的成長而預備。 

  

大家可以想想， 

對比「2012 信息」之前，我們已經沿用了舊模式二十多年， 

然而，當中的果效，當然與「2012 信息」不能對比。 

現時，單單是主日 YouTube 的訂閱人數，已經是 32,000 人， 

對比錫安的 2,000 人，訂閱人數是我們的 15 倍。 

  

所以，我們過往做不到的事情，於將來，其實，只要一天就能夠做到。 

因為，這種新模式的復興系統，是度身訂造地去為我們預備、安排。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明白， 

為何於現時還四處「走埠」，收錢分享的巴蘭牧師， 

他們的影響力會越來越細、果效會越來越低。 

  

原因，黑衣人的例子，就讓我們明白到， 

於現時，改變世界的，永遠不會是賣錢的方式，而是免費的方式。 

  

大家可以想想，他們所做， 

所有的文宣、所有的 YouTube 片、所有的歌曲，全部都是免費， 

就是因為免費，才會傳遞得更廣、更遠、更影響人的內心。 

所以，既然這一代是免費的一代， 

那麼，規模並不是越大越好，成本不是越高越好。 

相對，質素越好、越簡單，就越影響到人的內心。 

  

所以，既然黑衣人是以烏合之眾的力量，也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那麼，我們作為一間二千人的教會，當然可以組成一個 600 人的「2012 小組」， 

每個星期，同心合意的，製作出一篇優質的主日信息， 

而亦因此，我們教會的規模，不需要成為過萬人教會，才可以帶起全球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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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往後，我們所走的方向，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因為，當我們有著神給予我們的新科技時， 

其實，弟兄姊妹，甚至策略家要做的， 

就是第一，將每星期的信息聽熟為止，這是最直接支取恩膏的方式； 

第二，就是幫助和教育弟兄姊妹懂得如何運用這些工具， 

讓他們直接被這些信息影響，這已經非常足夠。  

原因，正如之前所提及，最能夠讓一個復興延續的要素， 

就是讓開荒領袖身上，光的恩膏去完整複製。 

 

然而，於「2012 信息」之後，錫安的主日信息，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每一篇對外發放的信息，都沒有日華牧師的樣子， 

也就是說，日華牧師的樣子，像是蒙住幔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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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然，《啟示錄》提及，於末後日子，這個幔子將會打開。 

也就是說，當大復興臨到，約瑟出監，甚至乎，我們被提之後， 

所有公開的信息，全部都會出有日華牧師樣子的版本。 

  

因為，過去，是因著 1996 年的「雙氧水事件」， 

導致向外發放的主日信息，不能夠出日華牧師的樣子。 

然而，當有一天，人們於主日信息中，看見日華牧師的樣子， 

那時，他們被信息改變的程度，才是最厲害。 

  

原因，這就是光恩膏的秘密。 

就是人們要看見領袖的樣子，才會被劇烈改變。 

 

正如《聖經》提及，有神的手和神的面。 

並且，神的面上有臉光，所以，我們就是要學習神的特質。 

  

而摩西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證明一位親近神、面見神的人，會得著臉光。 

於《出埃及記‧34 章》提及，摩西到西乃山，於神的面前，取律法版， 

當他落山時，臉上滿有榮光，人們都驚恐不已，因此，摩西只能夠以帕子遮面，掩蓋面光。 

 

出埃及記 34 章 29 至 33 

「摩西手裏拿著兩塊法版下西乃山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華和他說話就發了光。亞倫和

以色列眾人看見摩西的面皮發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們來；於是亞倫和會眾的官長都到他那裡去，

摩西就與他們說話。隨後以色列眾人都近前來，他就把耶和華在西乃山與他所說的一切話都吩咐他

們。摩西與他們說完了話就用帕子蒙上臉。」 

  

所以，將會有一天，當我們出監的時候，復興才會出現， 

因為，人們終於可以於講道錄影中，看到日華牧師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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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摩西一般，將帕子挪開。 

藉著這種光的恩膏的最大傳遞，人們的內心立時改變。 

  

那時，我們將會看見，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復興，將會於香港出現。 

而這亦將會是全人類的轉捩點。 

這種臉光的恩膏，對世界所帶來的改變和影響程度，是我們現時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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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十分聰明和智慧的做法。 

當我看到這些事不斷地演變時，很明顯地，發現這是一個佈局，直到現在。 

 

然而，請謹記！ 

你千萬不要想，單憑現時的證據，跟那些人分享來說服他們； 

用 4794 的共同信息與別人分享，cause（導致）這些事發生。 

 

不是的。 

其實，還有一大批將要爆發出來的共同信息， 

使聾的、瞎的、啞的，都會接受我們就是那顆伯利恆之星。 

那一批人，還未出現的。 

 

這塊拼圖，於今年神似乎要讓我看見， 

就是藉著電影《獅子王》、獅子山的這塊拼圖， 

使到眾人將會在某一個角度下，看到那隻獅子。 

 

影片：獅子座與黑馬的審判 

過往的「2012 信息」，經已多次按著《星際啟示錄》詳盡解說，自 2012 年後， 

於四個節令當日，太陽正好於獅子座、金牛座、天蠍座和水瓶座前面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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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星座，正好對應《聖經》中的四活物， 

而四活物，則會呼喚出四馬， 

因為，這四個活物的星座，明顯對應《啟示錄》裡， 

呼喚出天上四個以馬為形態的星座。 

 

春分時，對應人活物的水瓶座，會呼喚出第四匹灰馬， 

就是水瓶座旁邊的天馬座； 

夏至時，對應牛活物的金牛座，會呼喚出第二匹紅馬， 

就是金牛座旁邊的獨角獸座，又稱麒麟座； 

秋分時，對應獅子活物的獅子座，會呼喚出第三匹黑馬， 

就是獅子座旁邊的半人馬座； 

冬至時，對應鷹活物的天蠍座，會呼喚出第一匹白馬， 

就是天蠍座旁邊的人馬座，又稱為射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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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趣地，日華牧師曾為大家分享過，關於現今在香港橫行的黑馬， 

四活物中呼叫出黑馬的活物，正是對應天上的獅子座。 

而一年中，獅子座代表的日期，是每年的 7 月 23 日至 8 月 22 日。 

 

然而，今年 2019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22 日期間， 

不單是香港示威和警民衝突最白熱化的時間， 

亦正好是日華牧師於 2019 年 8 月 18 日， 

藉精華短片（VO）「《獅子王》與《王子復仇記》的共同信息」， 

分享電影《獅子王》隱藏了眾多指向錫安教會、 

日華牧師和牧師兒子熾焮的共同信息，完全應驗獅子座對應的時間。 

 

此外，現今香港發生的黑衣人事件，亦與《獅子王》隱藏的共同信息有關， 

因為，今年 8 月 23 日晚上，上萬計黑衣人發起一次全港黑衣人手拉手的人鏈活動「香港之路」， 

於獅子山上形成了一條發光的人鏈，成為了今年日華牧師生日與《獅子王》的共同信息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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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黑馬就是對應獅子座旁邊的半人馬座。 

自古以來，神話裡的半人馬，大多都是代表粗野、狂暴和蠻不講理。 

 

正好對比當前的黑衣人，同樣是一群粗野、狂暴和蠻不講理的人， 

完全應驗獅子活物的獅子座，呼喚出第三匹黑馬，成為列國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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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批多不勝數的共同信息，甚至是外邦人發現和尋找。 

你試想一下，不是主耶穌出生後，去找那些博士。 

相反，是那些博士在主耶穌出生後去找祂。對嗎？ 

 

換句話說，即是有一個的共同信息， 

是那班將要來就光的君王和首領，專屬他們看到。 

他們會走來跟你說：「你知不知道，有一樣東西指著你？ 

你知不知道，在我的國家自古以來， 

有提到於這年、這月、這日的你這個人，你知道嗎？」 

 

相反，他們會轉過來問我。 

因為，正是博士前來，甚至用不著主耶穌說服他們的父母， 

也用不著主耶穌說服這些博士。 

這些博士帶著所擁有的東西，從遠方前來朝拜主耶穌。 

 

影片：君王藉另一批更強勁的共同信息尋找到新婦 

日華牧師分享，過去四年，神給予錫安教會眾多源源不絕的共同信息， 

明顯，這些共同信息都是神以祂的全能和主權製造出來， 

甚至，何時、何地，由何人親手發掘，亦是由神全權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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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部分共同信息，其實神早於創世時已經設定，於歷史中一直存在， 

例如︰文化密碼、大城市建築、天上星宿和萬物定理。 

 

但是，無一例外，都必須由神啟動，讓我們經歷過去 34 年的教會歷史， 

才能夠將各個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一一發掘出來。 

 

當我們綜合後，就得出以下結論︰ 

一、共同信息是真真實實、確切存在，並且，是指向唯一的新婦錫安教會。 

 

二、這個世界確實有一位神存在， 

並且，這一位神，是創造世界、掌控一切事物走向的全能神， 

而這一切印證錫安教會，就是新婦和真命天子的共同信息， 

就是這一位獨一無二、唯一的真神所製造。 

 

三、我們能夠尋找到這些共同信息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神的設定和允許，當時候到了，神就讓我們把一切謎題打開。 

 

然而，這些共同信息印證，絕大部分， 

神都只讓一直參與錫安教會，或一直收看「2012 信息」的人，才能夠體會和明白。 

 

為何神要這樣做呢？這與《以賽亞書‧60 章》所講， 

將來，君王和元首都要來就神的大復興，又有甚麼關係呢？ 

 

當神預定的大復興來到，就是神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時候， 

屆時，神只需要將做在我們身上的事，再一次做在世上一切君王和元首身上， 

令他們同樣發現大量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並且，所有共同信息的內容， 

都是指示他們要來錫安教會就神的光，來香港尋找新婦， 

那麼，他們自然就會蜂擁到錫安教會，一同參與這一場，神於創世已經命定的大復興。 

 

我們如何證明，將來神會以同樣方法， 

製造共同信息指引君王和元首來到錫安教會呢？ 

 

其實，早在 2000 年前，主耶穌在伯利恆出生時， 

神已經藉伯利恆之星的星光，指引東方的博士去以色列尋找救主。 

 

為何這些東方博士，單單看見一顆星光的指引， 

就已經會長途跋涉，遠赴千里之外的地方呢？ 

他們是如何得知，這星光與救主的出生有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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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們的故鄉裡， 

有一個千古以來人所共知的傳說和預言，即是類似錫安教會擁有的共同信息， 

所以，當他們一看見天上這星光，就不惜一切代價， 

帶著貴重的珍寶，一同來到伯利恆朝拜剛出生的主耶穌。 

 

我們有否發現，當這顆星突然出現在天上，並發出鐳射般的星光指向伯利恆時， 

其實，只有來自東方的博士，才知道星光指向甚麼人、代表甚麼意思， 

認知這是關於救主出生的共同信息。 

 

以色列人和希律王卻完全不知道， 

直至東方博士向希律解釋，希律才知道這是代表救主的出生， 

甚至，知道這件事之後，仍需要藉著幾位博士的協助，才能找出救主的所在。 

 

所以，神給予這個星光的共同信息啟示， 

一直都只有這幾位博士，才得知當中所代表的意思。 

 

當大復興來到，錫安教會同樣是剛出生的嬰孩，即將會被提， 

但是，在這一個時空中，介乎我們屬靈上剛出生， 

成為《啟示錄‧12 章》的男孩子，與被提之間， 

世上的君王和元首，同樣會得到神的指引，就是各種如星光般的共同信息， 

指示他們，錫安教會就是他們王族間，一直傳說的真命天子。 

 

可能，王室之間一直都擁有神給予他們的共同信息， 

例如︰王室之間一直流傳一個關於真命天子的預言， 

當某些印證，出現在某一個人物或地區，就說明他們就是全人類所等候的救主。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67 

現在，我們可以肯定， 

所有君王和元首一直等候的真命天子，必定就是錫安教會， 

因為，過去四至五年間，排山倒海的共同信息，已證明了這一個無可推諉的事實， 

並且，世上亦唯有錫安教會，擁有這一個身份。 

 

所以，我們無須逼他們做甚麼，更不用想方法去說服他們， 

這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會如時間錦囊一樣，到了時候，就會自然向這些君王打開， 

那時，他們就會看見我們所見到的事實。 

 

並且，我們亦可以肯定，神將要在這些君王和元首身上製造的共同信息， 

不單比二千年前，神為東方博士製造的星光龐大及明顯百倍以上， 

甚至，其震撼程度及數量，可能還遠超過去近五年，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如此，才有可能喚醒這些一生沉醉於榮華富貴及名譽地位的君王和元首， 

願意放下一切，奉上畢生的財寶，來到錫安教會朝聖，就神所發出史無前例的最大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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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個有趣的話劇，會於每年的聖誕節重複發生呢？ 

其實，這個話劇，是一幅將發生於錫安的圖片， 

 

當我們這個小孩子誕生之時，朝聖（的現象）就會出現。 

因此，我常以「朝聖」這詞形容將來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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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這件事先由中國內地開始， 

不知怎的，可能是他們突然在西安挖掘到一些東西， 

才發現，這些是跟所有的金字塔有關， 

是跟某年某月某日的日華牧師有關，是指向錫安的。 

的確能做到的，很簡單的。為何不能做到這些事呢？ 

 

我們既然能找到，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找到的東西， 

為何做不到，只有這些領導才能找到的東西呢？ 

 

其實，是法老主動去找約瑟，還是約瑟找法老的呢？ 

 
是因為有一些東西，只有法老才看得到的， 

難道當他來到之時，約瑟不感到驚訝嗎？ 

當然驚訝，這可不是約瑟報夢給法老，是神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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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於，為何尼布甲尼撒王會找到但以理呢？ 

因為，只有尼布甲尼撒王才知道自己發夢見到的事。 

 

至於現在全世界的這群博士，你可以什麼來理解這概念呢？ 

每個地方都有一群博士，而這些博士就是君王首領。 

 

他們將發現，自古以來的事。只有他們才看得到，是平民百姓不能看見的。 

是自古以來神秘的預言，突然間被人們看到而被解通， 

並確知一定是錫安教會，是一定。 

 

他們將前來，告訴我說：「我們是來錫安朝聖的， 

因為，我們終於看到自古以來，記載在經卷上、古文物的，講述的正是你。」 

 

所以，已不用我多作解說，也別想說服他們，完全不用的。 

我們就是那顆星，正是他們尋找的對象，是他們於幽暗時尋找答案的對象。 

 

所以，黑馬必定走遍全地，使全世界陷於幽暗、破敗之中。 

他們更確知，雖然，自己的城市將近滅亡， 

若他們不趕快把珍寶給我們，很快都會失去。 

過不多時，他們將不再是英女皇，過不多時，他們將不再是美國總統了。 

 

因此，你應當如此理解並釋放信心。屆時，我們要像現在這樣看戲的。 

試想，香港這件事與我們有什麼相關呢？ 

也不是我們弄出來的，當看戲一樣。這豈不正是神印證我們嗎？ 

 

現在，很多香港人看我們的 video（影片），聽回我們的信息錄音帶， 

已確知，這是我們幾年前的預知。他們會這樣告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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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止這些。合乎我們看的共同信息，已多不勝數， 

只有我們能看得懂的共同信息，都能夠做出來， 

其他教會看不到，只有我們才看得出的。 

 

那麼，神亦會按時候日期，所爆發的共同信息，只有這些君王才看得到。 

他們將看到一些事，是自古以來，將要發生在自己國家的。 

到時，將會出現另一個 signal（信號）， 

讓他們得知，所等候的復興已到，所等候的獅子王已出現。 

這是按我能夠理解分享給你們的。 

 

當這些事發生之時，你就會發現： 

「啊！原來，日華你早於幾年前、幾個月前已分享過，我真的看到了。」 

 

現在我很整全地，對於今年神給予我的碎件，能理解的層次。 

因此，所有共同信息都很合理了。 

 

為何要以伯利恆之星講述香港呢？為何用「牛腿」呢？ 

因為，所有「牛腿」都是伯利恆之星。 

 

為何一定是「牛腿」呢？ 

為何我們居住天水圍又是一個「牛腿」呢？ 

其實，全都是指伯利恆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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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一定是三個凱旋門呢？ 

正因為，三個凱旋門就是指著伯利恆之星的。 

 

為何神這樣不厭其煩去做呢？因為，這是我們身份的定命， 

不但 identify（鑑定）我們的 ID（身份），我們的做法也是如此。 

 

於別人看來，自古以來我們的將來，是被歷史永遠記載， 

我們便是這顆完成品的伯利恆之星，主耶穌基督是開始者、創始者。 

 

影片：預設君王和全世界看見的共同信息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君王來就光」的概念， 

也就是說，君王會因為一些發生於他們身上的共同信息而來到。 

  

雖然，這看似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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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於邏輯上，現在所發生，讓君王看見的共同信息， 

是比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容易得多。 

因為，神過去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是早已隱藏於歷史， 

並且，是留待於指定的時間，才被指定的一批人看到， 

其他人就算是身處其中，也看不見。 

  

大家想想，這種安排，當然要比一個能夠讓所有人看見的共同信息更難， 

甚至是難上千百萬倍。 

 

情況就如你有一個女兒，剛剛一歲，假如，現在給予你一個考題， 

就是讓你於香港，構思興建一個大型基建，是從來未有出現過的。 

而這個基建，是隱藏著一個你給予她的信息， 

這個信息，要到女兒 18 歲生日當天，她自己尋找到、看到， 

並且，知道隱藏對話的內容，而其他人是不知道的。 

 

大家可以想想，就算是現有的科技作為輔助，你絞盡腦汁也未必想到可以怎樣做。 

  

假如要你做一個共同信息建築物給你的孫子，就更瘋狂了， 

因為，女兒只是一歲，她會不會有孩子、幾時有孩子、 

於哪裡出世，也是未知之數。更加不會知道，孫子是幾時 18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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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作為公公，又怎能夠保證，女兒一定會有孩子， 

並且，孩子一定於 18 歲時，看見這個由公公給予他的共同信息呢？ 

這種難度，根本就等於沒有可能。 

  

然而，過去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豈不也是這個級數？ 

就是於我們還未出現的時候，所有共同信息已經放於眼前， 

只是留待於指定的某年某月某日，才讓我們看見。 

 

例如︰拉線 4794，就是留待我們於 2009 年才發掘出來， 

日華牧師不同舊居的各個共同信息，也是同樣被隱藏，這就是神為我們預備的級數。 

  

反過來，假如這個共同信息，不是給你還未出世的孫子， 

而是讓全香港也看到，不需隱藏，那麼，就輕易得多。 

  

例如︰只要用一些油漆，在香港政府總部的門常開，寫一個大字， 

那麼，所有人，甚至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因此，這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並且，你可以即日做，即時讓人看見，當中，不用計算時間、不用甚麼智慧。 

  

對比之下，神過去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真的要難上千百萬倍。 

原因，神於歷史中放下這些基建、這些信息時， 

祂已經預知、預計了我們的出生、錫安的建立， 

並且，我們會分享「2012 信息」，留意到神放下的線索， 

一步一步發掘出，神預定於某個時間給予我們看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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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共同信息，往往大得像一個城市般， 

但是，住在整個城市裡面的人，自己也不會察覺到， 

甚至乎，他們是有份興建這個城市， 

但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是興建出一個別具意義和價值的城市。 

  

所以，這個難度，是等於沒有可能，是人類一定無法做到。 

大家可以想想，如牛腿的耶路撒冷、整個香港的割讓、建立成東方之珠， 

甚至是 12000 年前建成的 Giza 金字塔， 

當中的共同信息，為何只有我們能夠看見？ 

 
因為這也是神的佈局之一，唯有被揀選成為解謎者的，才會看見。 

因為，當時隱藏的信息，正是給予 12000 年後的我們， 

大家可以想想，這個部分的共同信息，難度才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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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對，君王、元首，甚至全個世界所有人都看到的共同信息， 

知道當中意思的，反而是最容易做。 

亦即是說，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古文物，當中還有一批是被隱藏， 

只不過，這一批古文物，將會公諸整個世代， 

讓他們理解到，錫安是為了這個世代而存在， 

並且，錫安的獨特身份，是神所揀選的一群， 

我們會留待他們發掘出來，去讓我們知道。 

  

因為，有一天，全世界不同身份和位置的人， 

都將會看到這些給予全世界的共同信息， 

所以，既然神已經於過去的「2012 信息」中， 

向我們揭示，祂為我們已經完成了最瘋狂的難度， 

那麼，我們就應該更能釋放信心，去相信神為我們完成最易的部分。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於邏輯上，可以這樣理解， 

對比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是比中馬票還要難千萬倍，  

但後者給予所有人的共同信息，難度就像是買大小一般， 

並且，當中的賠率，不是普通情況下的 1 賠 1、1 賠 2，而是 1 賠 10,000， 

亦即是說，當你用 1 元買中的時候，莊家會賠 10,000 元給你。 

那麼，你一定會用 1 元買大、用 1 元買小， 

因為，無論哪一邊贏，你都可以用兩元的成本，去贏到 10,000 元，穩賺不用賠。 

 

相對，將要讓全世界，或整個城市和國家都能夠看到的共同信息， 

其實，是要比只有我們才能夠看到的共同信息，更加容易，並且是容易得太多。 

 

然而，神為了錫安，是一直在做最高難度的共同信息，並且從來沒有停止過， 

多至一個階段，是每天也會出現，到達一天也不偏差的程度，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76 

像是全個世界，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城市，都充滿著神為我們所隱藏的彩蛋。 

這種級數，真的只有神才能夠做到。 

  

既然，這種級數的共同信息也可以做出來， 

那麼，相對給予全世界都能夠看見的共同信息，其實，是容易得多， 

到一個階段，像是拿著噴漆，走去一個指定熱鬧、張揚的地方， 

寫一個大字，甚至乎，於獅子山上，掛一個直幡，已經可以給全香港人看到。 

  

情況，亦如一個人，如果要將一個訊號單單給予我們，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如果是給予全世界，就十分容易。 

因為，於科技上，假如你的聲音，只要讓一個人聽見， 

那麼，就算是通話機也不行，仍可以被相同的頻道截聽， 

所以，一定要有手提電話的科技，才能夠做到。 

  

但相對，要房間裡所有人都聽見的話， 

那麼，就不需要任何科技，喇叭也不需要，只要大聲喊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神一直給予只有我們看到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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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佈局上，是要比全世界所有人都見到的共同信息難得多。 

 

並且，神更是要於幾千年前，已經隱藏這些信息， 

當中是要確保幾千年間，這些建築物也不會倒塌、被破壞， 

幾千年間，所有蝴蝶效應都已經計算在內，才可以一日也不偏差。 

亦因此，只有創造宇宙萬物，並且全然掌管時間的神，才能夠做到，人類當然必定不能夠做到。 

  

所以，單單是 4794 這個數字，與五月花號停泊於鱈魚角，當中給我們的意義。 

其實，神要控制多少事情，才能夠讓我們看到這個共同信息呢？ 

  

首先，神要確定聖殿的位置。 

於上千年之後，美國的創設，就要由五月花號開始， 

並且，當時船上的人，並不知道他們會作出一件歷史上，被記下的創舉， 

他們只是一群逃走，希望展開新生活的人， 

於誤打誤撞下，停泊於鱈魚角，之後，展開了美國的歷史。 

然而，對於他們，甚至往後 400 年的美國人而言， 

五月花號停泊於鱈魚角，其實，是沒有甚麼特別意義。 



20191215   www.ziondaily.com 
 

 
 78 

 

幾百年後，就輪到我們陸續於香港出生， 

並且，日華牧師決定於粉嶺圍建立錫安，才會出現拉線的數字 4794， 

直到 1996 年，出現「雙氧水事件」，日華牧師決定接受電視台訪問，這才是 4794 日的開始。 

 

再到了 2009 年，神感動 Bob Jones 分享神榮耀列車的預言，引發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 

 

並且，世界上，要有人造衛星 Google Earth 的輔助，我們才可以揭示出 4794 的奧秘， 

之後，我們才可以發現出另一條到鱈魚角的 4794 拉線。 

得知五月花號停泊於鱈魚角的真正意義，而其他人卻發現不到。 

  

大家可以想想，我們過去已經看過海量的共同信息， 

但其實，當我們深思的時候， 

單單為著一個共同信息數字 4794 的其中一件事件，已經要做到這種程度， 

那麼，還有眾多其他 4794 的佐證，以及其他共同信息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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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一一仔細分析如何出現，那麼，我們就更驚嘆神為我們所做的作為， 

更相信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是神一日不偏差的帶領， 

這就是神看顧我們、塑造我們、為我們鋪排，對我們重視的程度。 

 

所以，我想每一個人都向三個人說：「我會絕對珍惜我的角色。」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都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