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105   www.ziondaily.com 
 

 
 1 

錫安教會 2020 年 1 月 5 日分享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17）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你提及軍法統治，以軍隊鎮壓，相信會令許多香港人記憶猶新，30 年前，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當時示威浪潮席捲全中國，但仍未到香港現今的恐怖階段，中國 

已出動軍隊鎮壓和清場，但於短短幾年間，中國已回復正常狀態。牧師，對於中國當時這 

種處理方式，你認為是否最佳的方法，以及最能夠幫助這個國家呢？ 

問題二：牧師，早於五年前，你已在信息提及狙擊手的出現。其實，當時你已能預見，於政局混亂 

的時候，不知道香港哪一個貨櫃或哪裡，其實早已暗藏美國的軍備，預備策反一個地方。 

所以，按現時的走勢，牧師你預計美國或整個暴動，將會有的走向呢？ 

問題三：請問日華牧師，現在我們看見整個走勢，看見警員所謂「落單」，只要他們單獨行事，就已 

經會被人圍攻。若果一直演進，有狙擊手或更多暴力出現；事實上，香港仍未將我們教會， 

放在解決這狀況的崗位或角色中。那麼，當弟兄姊妹看見越多暴力，甚至槍殺和謀殺的事 

出現，弟兄姊妹應該如何理解？或是如何保護自己及身邊的家人呢？ 

 

影片：時事追擊：2019 年 12 月澳洲世紀山火及智利森林大火 

踏入 2019 年 12 月，南半球國家澳洲山火持續， 

蔓延至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西澳洲和南澳洲， 

其中，新南威爾士州及維多利亞州成為重災區。 

 

自今年 9 月起，澳洲逐步進入夏季開始， 

持續飽受山火影響，造成至少 10 人死亡，數以千計房屋被燒毀， 

截至 12 月 31 日，全國多個州份的山火仍未受控， 

火災面積達 46 萬公頃，燒毀了無數樹木及房屋， 

當地消防人員正奮力控制火情，避免造成更多財產損失及人員傷亡。 

 

新聞片段： 

 A mad scramble in the middle of Lithgow. 

利斯戈市中部雜亂不堪， 

 

In this onslaught, a garden hose was the best weapon they have. 

在大火中，庭園水喉是最好的抵禦之器。 

 

As the monster from the Blue Mountains roared down the range, immediately family homes went up. A 

town of more than 20,000 under a brutal ember attack. 

隨著怪獸山火從藍山熊熊地衝下山脈，一家家房子隨即被焚毀，小鎮上 2 萬多人遭受餘火殘酷的攻

擊。 

 

I am very afraid for all of us.  

我替大家感到很擔憂。 



20200105   www.ziondaily.com 
 

 
 2 

Police turning firefighters to try to save their community. 

警察變成消防隊員試圖拯救他們的社區。 

 

The streets, fires just popped up out of nowhere, and before you knew it another house was engulfed. 

火頭在街道上四處突然冒起，還未意識到之前，另一所房子已被火吞噬了。 

 

Once one fire was out, another had already started. 

一個火頭被撲滅，另一個就冒起來。 

 

This mining town having its mettle severely tested. 

這個採礦之鎮的奮鬥精神正受到嚴峻考驗。 

 

They told us it would be catastrophic, and on cue the Gospers Mountain mega fire woke up. There is a 

heightened risk of a fire-generated thunderstorm. 

他們說今次將是災難性的，同時，哥斯伯斯山的大火復燃起來，由火災引發雷暴的風險增加了。 

 

In Bilpin, firefighters walked into the gates of hell. 

在碧爾平鎮，消防隊員走進地獄之門， 

 

Scorching heat and gusty winds, a mixture for mayhem. 

灼熱和陣風，是帶來混亂的組合。 

 

...further up there...this way 

再往上走，這邊。 

 

For our already weary fire crews, conditions don't get worse than this. 

對已經疲憊不堪的消防隊員來說，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The blaze that hounded the communities on the city's southwest outskirts pushed into the town of Hill 

Top, a new target for this hungry fire.  

大火包圍了西南城郊的社區，向山頂村推進，是這場熊熊大火的新目標。 

 

If it gets too close, we're out of here.  

如果火勢來得太近，我們就離開。 

 

They knew it was coming.  

他們知道它會來到。 

 

It's not far.不是太遠。 



20200105   www.ziondaily.com 
 

 
 3 

But it's hard to prepare for this. 

但卻是很難準備得當。 

 

I just don't want no one to get hurt. 

我不想任何人受傷。 

 

Further south just off the Hume, Yerrinbool, a platoon of fire trucks were ready for the flames to run up the 

hill. 

沿休謨公路南下，在耶林布爾村，隨著火焰往山上蔓延，消防車隊已準備好。 

 

It's a shocking start to the Christmas break. 

這是一個聖誕假期不好的開始， 

 

Sydney is virtually barricaded in by road. 

悉尼四周的道路幾乎被堵住。 

 

There's no way to get over the Blue Mountains, with both the Great Western Highway and Bells Line of 

Road shut in both directions, the train line blocked at Mount Victoria as well. 

沒有辦法越過藍山，西邊的高速公路和鍾樓線，首尾方向都已關道，火車線路在維多利亞山區亦不

通行。 

 

The Hume Highway is closed between Sutton Forest and Narellan and so is Picton Road. 

休謨公路在薩頓森林和納瑞蘭之間被封閉，皮克頓公路也被封閉。 

 

Today is not the day to start your holiday. 

今天不是開始假期的一天， 

 

There’s never been a deployment of emergency service workers this large ever before. 

從來沒有如此大規模的緊急服務人員部署。 

 

An extra 250 trucks which is about another thousand firefighters are stood up and deployed. 

新增 250 輛消防車，也就是額外大約 1 千名消防隊員， 

 

But such is the sheer size of these fire fronts, they can't be everywhere. 

但山火的勢頭實在大得很，他們不可能達遍各處。 

 

We can't guarantee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a fire truck. 

我們不能向你保證會派到一輛消防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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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lderly have been evacuated from Blue Mountains nursing homes, hospitals are on standby with 

paramedics under the pump. 

500 名長者已經從藍山療養院撤離，醫院已在待命，急救人員火速地效勞。 

 

The busiest season on record for this organization. 

這是本組織有史以來最繁忙的季節， 

 

RFS is warning the two fire fronts surrounding Sydney could get even bigger, potentially into Warragamba 

and Luddenham, even North Richmond. 

新南威爾士州農村消防局警告，悉尼周圍的兩場大火可能會增強，威脅瓦拉甘巴和路德丹姆市，甚

至北里士滿市。 

 

Yes, that's right Jayne, I have just had confirmation from firefighters that tonight one person is unaccounted 

for. 

是的，Jayne，我剛從消防隊員那裡得到確認，今晚有一人下落不明。 

 

 A man from the Dargan area is missing right now. 

一名來自達根地區的男子失踪。 

 

Fire crews are out there battling to save homes. 

消防隊員正在奮力搶救家園。 

 

Sadly here in Lithgow, several properties have been lost. 

不幸的是，在利斯戈市，幾處房屋已經被毀。 

 

As you can see, the one behind me here is still smoldering. 

如你所見，我身後的一所仍在悶燃著， 

 

We don't know the exact number just yet. 

我們還未知道確實的數字。 

 

Residents out here are in disbelief at how quickly this massive bushfire tore through the town. 

居民難以置信今次山林大火，是如此快速地把城鎮撕得四分五裂。 

 

This afternoon and tonight, they are still on high alert. 

今天下午和今晚，他們仍然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We've seen several spot fires flaring and the winds continue to be unpredictable. 

我們看到有幾處火光閃閃，而風勢仍然無法預測， 

 



20200105   www.ziondaily.com 
 

 
 5 

Many people have already chosen to evacuate. 

許多人已經選擇撤離。 

 

But for those that have chosen to stay, it's looking like it's going to be a long night ahead. 

但對於選擇留守的人，眼前將會是漫長的一夜。 

 

12 月 30 日，一輛消防車在維多利亞省邊界前往救火時，車輛被強風吹倒翻側， 

28 歲的義務消防員麥保羅（Samuel McPaul）傷重不治， 

是第三位因撲救今場森林大火而殉職的消防員。 

 

每年夏季，澳洲各處都會發生大火， 

因為澳洲地大物博，面對山火往往需要「自己社區自己救」， 

因此，由當地人組成的義務消防隊亦應運而生。 

其中，號稱「世上最大志願消防組織」的新南威爾斯鄉郊消防局（NSW RFS）， 

在今年的森林大火中，每日派出近 3 千名消防員， 

當中近九成都是無償的義務消防員， 

這些志願者不但要離開原本的工作一段時間，更要支付自己的生活開支。 

這項艱鉅的任務，引起全國討論， 

有人向這班無名英雄捐贈食物及用品，亦有人希望政府能投放資金支援。 

  

為了增強滅火人力，不少年齡介乎約 60 歲的退休民眾，也加入義務滅火隊， 

主要工作是熄滅殘餘野火，防止死灰復燃， 

在這場世紀性山火中，為社區提供實際和有意義的貢獻。 

 

受山火影響，全國多個城市， 

包括首都坎培拉（Canberra）已經取消除夕倒數煙花匯演。 

而悉尼（Sydney），雖然有近 30 萬人聯署，促請市政府取消煙花匯演， 

並將有關開支用於支援義務消防員撲滅山火， 

但當局仍決定如常舉行，惹起民眾爭議，紛紛指責總理莫理遜（Scott Morrison）。 

 

新聞片段： 

澳洲山火繼續肆虐，至少造成 9 人死亡， 

維多利亞州當局更連發多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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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多處火勢已經失控，當地人要撤離已經太遲。 

因應風險太高，首都坎培拉在除夕夜舉行的煙花匯演將會取消。 

在其中一個重災區維多利亞州東吉普斯蘭郡， 

山火持續燃燒，攝氏超過 40 度高溫， 

加上強風和雷暴，都加劇了火勢，甚至導致新火頭出現。 

政府連發多個緊急警示，指多個火頭已不受控， 

消防員都要撤走，並向整個州下達全面禁火令，希望阻截大火蔓延。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嚴重，威脅生命安全的情況。」 

 

主要出入東吉普斯蘭地區的高速公路暫時關閉， 

當局前一日已經呼籲超過 75,000 名居民和遊客， 

在情況惡化前離開，否則可能會因為封路被困，但不少人沒有理會。 

 

「3、4 萬人一次過走上公主高速公路，這才是混亂，早晚會發生意外， 

救援人員不能跟上，道路也不能（負荷）。」 

 

有當地人批評遊客無視警告，無疑是自殺。 

不過，即使他們現在想走已經太遲，當局改為勸喻他們留在室內躲避。 

 

維多利亞州這場災難性山火，是 2009 年造成 180 人死亡的一場山火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連同維多利亞，澳洲有 5 個州受山火影響，燒毀 500 萬公頃林木，並造成多人死亡。 

考慮到公眾安全，當局決定取消首都坎培拉的除夕煙花匯演。 

 

災情同樣嚴重的新南威爾士州，首府悉尼被霧霾籠罩， 

大批義務消防員長時間與山火搏鬥，但市政府仍然堅持如期舉行除夕煙花匯演， 

慶祝新一年到來。新南威爾士州副州長直指，山火帶來的風險實在太高， 

敦促當局取消煙花匯演，他認為這樣才能表達到對義務消防員的尊重。 

 

悉尼除夕倒數煙花匯演主辦單位表示， 

由於悉尼的除夕倒數煙花匯演，預計能吸引 100 萬人到當地海灣兩岸觀看， 

並為新南威爾士州帶來 1.3 億澳元經濟收入，若取消活動，將嚴重傷害悉尼經濟， 

主辦單位就這場澳洲山火，已向受影響社區捐款 62 萬澳元援助。 

另一方面，今場澳洲世紀性大火， 

單單悉尼西北地區，已有多達 20 座房屋被大火吞噬， 

一名災情攝影師表示︰ 

這是他近十年來，拍攝過最嚴重的森林大火， 

現場真的沒有空閒時間來說話，消防員全都已經筋疲力盡了， 

剛撲滅完一場火，就被叫到別處去救另一場火。 

火牆朝新南威爾士州藍山地區快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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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的餘燼在大火映紅的天空中漂浮著，彷彿世界末日降臨。 

 

新聞片段： 

Good evening! 

晚上好！ 

 

We’ve thought we've seen the worst of it. 

我們以為已經見證了最壞的時刻， 

 

But today the state bushfire crisis hit a dangerous and frightening new level. 

州山火危機卻在今天更趨危險和可怕， 

 

Pictures pouring in from the fire-ravaged South Coast we could barely believe. 

南岸被山火蹂躪的照片湧現，令人難以置信， 

 

As we go to air, eight fires are still burning at emergency levels. 

此時八場大火正在燃燒，達到緊急級別。 

 

The South Coast alight. 

南岸火光熊熊。 

 

Exploding gas bottles blowing apart a home on the outskirts of Batemans Bay. 

有氣瓶發生爆炸，炸毀巴特曼斯灣郊區一座房屋。 

 

A firefighter overwhelmed. 

一名消防員不支倒地。 

 

Residents realizing they can’t be here anymore. 

居民意識到須要撤離了， 

 

The bushfire ripped over the mountains and straight towards packed holiday spots. 

大火撕裂山嶺，直逼密集的渡假勝地。 

 

Here we are.  

我們在這。 

 

New Year’s Eve. 

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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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ay in Batemans Bay. 

巴特曼斯灣的中午。 

 

The sky just getting darker and darker It’s not looking good. 

天空越來越昏暗，情況並不好。 

 

People were told to evacuate and get to the water. 

居民被指示要撤離到海上。 

 

So quickly I can’t believe it. 

快得令我難以置信。 

 

This is midday in the middle of Batemans Bay. 

這是巴特曼斯灣的中午。 

 

What should be one of the busiest times of the year ending up in confusion and chaos. 

本來是每年最繁忙的季節之一，如今卻在混亂之中。 

 

Extraordinary scenes because over there, over to my left. 

非比尋常的景象就在我左邊，本來是沙灘。 

 

That would be the beach here at Batemans Bay. 

本來是巴特曼斯灣的沙灘， 

 

That is now orange, it almost looks black in some parts.  

現在卻是一片橘色，有些地方幾乎是黑色。 

 

Fears more than a dozen homes have been destroyed. 

恐怕十多間房屋已被焚燬。 

 

The local Bunnings gone too. 

本地零售商 Bunnings 也不能倖免， 

 

Population 776 Turn-of-the-century buildings and historic town， 

人口 776，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和市鎮。 

 

A quaint main street now hardly recognizable with rubble everywhere. 

古色古香的大街面目全非，一片頹垣敗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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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been confirmed today that there are two deceased persons in Cobargo.  

今天我們確認有兩人在科巴戈喪生。 

 

The police have confirmed that and a third person is missing. 

警方已經確認，另有一人失蹤。 

 

We have grave concern for their safety. 

我們非常擔心其安全。 

 

The two killed, farmers Robert Salway and his son Patrick died while trying to protect their home and 

livelihood. 

遇難的是農民 Robert Salway 和兒子 Patrick，當時他們正奮力保護家園和生計。 

 

It’s a feeling of surreal.  

感到很超現實。 

 

What’s left of these homes point to the ferocity of the bushfire. 

房屋損毀程度顯示火勢是何等猛烈。 

 

The heat and the wind that was coming through from it. 

穿越大火的灼熱和陣風。 

 

And yeah, it was enough to give me a bit of adrenalin . 

是的，令我緊張起來。 

 

And it didn’t take a whole lot of talking me around to get back in the car and shoot out of here.  

不用多說我就回到車子上，趕緊逃生。 

 

Further north of Lake Conjola, in Milton it was clear just how big this blaze is Almost looking like a 

nuclear bomb as it incinerated the forest.  

在康喬拉湖北部，火勢之大顯而易見，在焚燬森林時猶如核爆。 

 

A tiny dose of water turning into a steam. 

一點的灑水瞬間蒸發。 

 

The beach became a fallout shelter. 

沙灘變成避難所。 

 

Scared residents lined up like ants across the sand as they watch the inferno roll towards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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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驚的居民在沙上如螞蟻般列隊著，看著熊熊烈火席捲而來。 

 

Further inland at Mogo, the main street was ablaze. 

在內陸的摩哥，大街燃燒起來。 

 

Hey hurry up. 

快點。 

 

The situation getting desperate. 

情況變得危急。 

 

Coming up here. 

到這裡來。 

 

The world famous Mogo Zoo was evacuated but the animals were locked up with sprinklers their only 

defence, remarkably saved. 

世界聞名的摩哥動物園被疏散，動物卻被鎖起，因著噴水裝置的保護牠們倖存下來。 

 

but nearby homes, gone. 

周圍的房屋卻遭焚燬。 

 

Nowra was hit by an ember attack. And the airport caught on fire. 

諾拉遭野火餘燼攻擊，機場火光熊熊。 

 

The winds changed and pushed the blaze towards HMAS Albatross. 

風向改變，把火焰推向信天翁軍事基地， 

 

That wind changed, they were rushing. 

風向改變，風勢猛烈。 

 

Rushing in pitch black in the middle of the afternoon. 

猛烈得令下午變成漆黑一片， 

 

Some fireries abandoned their trucks and left them to the mercy of the bushfire. 

有消防員棄掉消防車，任由山火將之吞噬。 

 

Morning at Bermagui, more like midnight . This was 7 am.   

伯馬吉的早晨猶如午夜，這是早上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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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sports ground, an evacuation centre.  

當地的運動場用來作疏散中心。 

 

Narooma is usually a glistering blue this time of year. 

納魯馬每年這個時候總是藍盈盈一片， 

 

Instead the showground was where hundreds packed to keep safe.  

這時展示場卻是數百人的避難所。 

 

4am, my sister woke me up and said, we have to get out now.  

早上 4 點，我姊妹把我叫醒，說要立即離開。 

 

The Princes Highway shut in various places from as far north as South Nowra to the Victorian border.  

王子公路多處封閉，包括，從北面的南諾拉至維多利亞州邊界。 

 

悉尼郊外的世界遺產藍山國家公園也慘遭火舌吞噬， 

大火在懸崖上燃燒不斷，形成「火瀑布」的景象。 

這是該區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災，已經燒了近一個月， 

現在的山脈就像是鬼城般，人們臉上充滿了絕望與恐懼， 

目前，園內已停止所有活動，並禁止旅客入內。 

  

除此之外，持續多時的澳洲山火，同時導致大量野生動物無家可歸， 

包括︰大批國寶級的樹熊和袋鼠， 

全國火場面積超過 300 萬公頃，比整個荷蘭國土還要大。 

 

12 月 30 日早上約 7 時，由於新南威爾士州慘遭大火肆虐， 

濃煙籠罩，蒙埃羅（Monaro）地區罕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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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數百隻袋鼠驚魂逃命，試圖集體逃出生天。 

  

當地人表示︰ 

這數百隻袋鼠可能不知道怎樣躲避汽車和人群， 

但可以肯定，當前牠們知道必須盡快遠離這場大火。 

無疑，全澳的大火已造成數百萬動物喪生。 

  

此外，位於阿德萊德（Adelaide）的消防隊（Eden Hills Country Fire Service）， 

在 Facebook 上載了一張照片，消防員與旁邊的樹熊一起站著， 

彼此深感無助地望著一片火海，大批網民均表示場面令人心碎。 

 

澳洲山林大火持續 3 個月，大批樹熊無家可歸，被迫在路上向人類討水喝， 

一名單車愛好者安娜赫斯勒（Anna Heusler）出遊時，遇見一隻樹熊坐在路邊， 

當她拿出水壺讓樹熊飲水時，樹熊立即爬上單車喝水，可見牠缺水缺食物的情況多麼危急。 

安娜驚訝表示：「從未見過類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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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萊德樹熊救援隊表示， 

火勢蔓延燒毀附近近八成的樹熊棲息地， 

現時正在照顧 46 隻失去家園的樹熊。 

 

他們正在關注樹熊快要餓死的問題， 

那裡已經沒有食物，但他們通常要數天時間才能找到牠們， 

此外，還有許多樹熊因為嚴重燒傷，不得不進行安樂死。 

專家估計，已有超過一千隻樹熊葬身火海，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澳洲山火持續，已造成過千隻國寶級樹熊喪生。 

  

面臨「功能性滅絕」（Functional extinction）威脅， 

樹熊不單喪失維持繁殖的能力，甚至喪失了維持生存的能力。 

  

澳洲樹熊基金會（Australian Koala Foundation, AKF）主席塔巴爾（Deborah Tabart）指， 

樹熊主要的食物來源是尤加利（Eucalyptus）樹葉， 

這些樹木一旦被燒毀，需要幾個月才能恢復生長， 

她敦促澳洲總理莫理遜盡快採取行動拯救樹熊，  

基金會估計，現時澳洲全國只剩下不足 8 萬隻野生樹熊。 

  

12 月 31 日，澳洲山火已蔓延至南北沿海城市， 

維多利亞州海岸小鎮馬拉庫塔（Mallacoota）亦難以倖免，天空被灰燼籠罩，陷入漆黑一片， 

隨後因大火快速接近，熾熱的餘燼從天上不斷墜落，導致天空變成一片血紅色。 

  

馬拉庫塔每年聖誕假期，都會吸引大批遊客前往渡假， 

但近日馬拉哥塔海灘卻成了遊客及居民逃離大火的避難所， 

目前已知逃難人數近 5,000 人，居民和遊客身穿救生衣，準備隨時逃難至海中， 

另外，有不少民眾攜家帶眷，駕駛私家船往海上避難， 

但仍然因大火濃煙導致呼吸困難。 

  

當局表示，馬拉庫塔目前正受野火侵襲，社區內不少房屋遭損毀， 

在大風和雷擊助長下，大火一夜之間燒毀東吉普斯蘭 20 萬公頃土地，5,700 處房產斷電， 

另外，維州東北部另外 1,800 處也因此停電。 

  

新南威爾士州農村消防局發佈聲明， 

呼籲民眾不要走近大火蔓延的街道，盡量往較大型的城鎮或海灘尋求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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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澳洲山火蔓延到大城市，悉尼西區市郊亦有火頭失控， 

而維多利亞州東部的山火直迫沿海小鎮，數千人要疏散到海邊，當地有 4 人失蹤。 

維多利亞州東部的山火迫近沿海小鎮馬拉庫塔， 

天空染成紅色，約 5,000 名居民和遊客湧到海邊，部分人跳上小艇暫避， 

有人穿起救生衣，準備隨時跳海逃生。 

 

總理莫理遜應州政府要求，同意部署戰機和軍艦，支援消防和協助居民疏散。 

由於風向改變，山火相信暫時不會吹向馬拉庫塔， 

但消防敦促居民和遊客繼續保持警覺。 

威脅馬拉庫塔的火頭， 

星期日起焚燒，迅速蔓延至海邊，主要幹道封閉。 

維多利亞州周一已有超過 200 處火頭， 

一夜之間更急增約 60 個，燒毀大量房屋。 

在新南威爾士州南岸，山火現場一度傳出爆炸聲。 

「我們疏散到海灘，呼吸一下潔淨的空氣， 

我們坐了幾小時，風突然減弱，甚麼都看不到。」 

 

新南威爾士一輛消防車遭強風吹翻，車上 28 歲義務消防員麥保羅當場死亡， 

莫理遜向其家屬致以慰問。「消防員決定撤離該處，突然意想不到地颳起極端強風， 

只能以『火龍捲』來形容，把消防車尾部吹起，完全翻轉、四輪朝天。」 

消防車上另外兩名分別 39 和 52 歲的消防員受傷。 

 

短短一星期內，單單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的森林大火， 

經已摧毀超過 250 間房屋，場面滿目瘡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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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 月 1 日，澳洲山火持續肆虐， 

山火相關死亡數字增至 18 人，並有 4 人失蹤。 

山火產生的濃煙令澳洲多個大城市空氣污染嚴重， 

其中，坎培拉有監測站錄得的污染讀數達 4,394 單位， 

比危險有害水平的 200 單位，驚人地多出 21 倍，沒錯！確實是多出 21 倍。 

並且，濃煙逐漸越過塔斯曼海，隨風飄到 2,000 公里外，另一個國家新西蘭南島。 

  

除了澳洲之外，12 月 24 日，南美洲國家智利海邊城市瓦爾帕萊索（Valparaiso）發生聖誕森林大火， 

超過 150 間房屋被大火燒毀，過百個家庭在聖誕日無家可歸。 

  

當地媒體報道，不少房屋被燒剩支架，殘骸雜物散落地面， 

有居民指，事發時他們正準備開聖誕派對， 

但山火突如其來，來不及收拾細軟就要逃生。 

有人因家園在自己眼前付之一炬而落淚： 

「看見我的家和鄰居的家被燒毀，很恐怖，不幸地，我們都無家可歸了。」 

 

200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擁有許多歷史悠久、色彩繽紛的木構房屋、陡峭街道和樓梯， 

並以波希米亞風格，藝術氛圍和迷人景觀聞名的「文化首都」舊城區，同樣被這場大火波及。 

 

新聞片段： 

A fire in the poor neighbourhood of the coastal Chilean city of Valparaiso destroyed dozens of houses on 

Tuesday and firefighters struggled to control the blaze. 

大火於周二發生在智利沿海城市瓦爾帕萊索貧民區，焚毀了數十間房屋，消防員努力嘗試控制火勢。 

 

A Reuters witness who spoke to residents learned many fled their homes in the middle of Christmas Eve 

festivities some losing all their belongings and even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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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的目擊者從居民口中得知，很多人在平安夜的慶祝活動中慌忙逃生，有人失去所有財物，甚

至寵物。 

 

Local firefighters wrote on Twitter, quote. The entire Valparaiso Fire Department with support from 

neighbouring units is deployed. 

當地消防員於 Twitter 留言：整個瓦爾帕萊索消防部門及鄰近隊伍都參與救災 

 

The fire has consumed about 50 homes. 

大火焚毀了約 50 間房屋， 

 

They said two nearby neighbourhoods were being evacuated. 

他們說鄰近的兩個社區需要疏散， 

  

The blaze, fed by high Southern Hemisphere summer temperatures and strong winds, started in a forested 

area and spread to the city. 

大火受南半球的夏季高溫和強風所影響，從森林區曼延至市區。 

 

Valparaiso, known for its colourful wood-frame houses is popular among tourists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 

瓦爾帕萊索因擁有色彩繽紛的木建小屋而聞名，在智利很受旅客歡迎。 

 

市長夏普在火災後宣佈緊急狀態，表示顯然有人蓄意縱火， 

由於當地正值暑熱盛夏，加上吹強風，助長了火勢，火舌由山崗蔓延至兩個住宅區。 

  

當地民防組織表示，火場面積近 120 公頃，相當於 140 個足球場， 

政府已為受災居民準備臨時住所，救災物資將陸續送到災民手中。 

 

無庸置疑，隨著 2019 年結束， 

過去一年災難頻生、野火燎原，全球瘟疫及風災肆虐， 

甚至，世界各處出現史無前例的示威和暴動， 

明證 2019 年，是神審判列國的一年！ 

 

影片：Music Trip ── 主題經文印證篇 

雖然 Music Trip 到 2020 年 7 月才舉行， 

但是相關的工作，早已密鑼緊鼓地進行。 

更厲害的是，原來從構思今次的 Music Trip 開始， 

那些厲害的印證就經已不停出現。 

 

今次，我們先會集中跟大家看看大會主題經文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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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位弟兄姊妹看完之後，除了大大讚歎和感謝神之外， 

還一定會起來行動，回應神給予錫安的 Oracle！ 

好！那就開始吧！ 

 

Part 1 - 大會主題經文：《詩篇‧49 章 4 節》的出現： 

當大會決定在 2020 年 7 月舉辦海上音樂營的時候， 

第一件事要考慮的，就是大會的主題了！ 

我們知道，音樂營不是單純一個全教會活動那麼簡單， 

就正如 2018 的音樂營， 

大家除了能夠享受敬拜讚美、沉浸在神的同在之外， 

還有就是，明白了一個有關音樂的啟示！ 

 

當年我們明白到，原來神的詩歌，會為我們帶來力量， 

透過《聖經》出現了三次的「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 

麻麻牧師更加剖析到，這個不單只是一般的力量， 

更加是審判的力量啊！厲害！ 

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 2018 音樂營的印證， 

可以重溫 Deepro. 的「我們的文化密碼」。 

 

好！那麼 2020 的 Music Trip 又如何呢？ 

到底今次，神要為我們開啟一個有關音樂的什麼啟示呢？ 

當一開始構思的時候， 

大會經文就出現在眼前了！ 

 

詩篇 49 章 4 節： 

「我要側耳聽比喻，用琴解謎語。」 

I will incline mine ear to a parable:  

I will open my dark saying upon the harp. 

 

經文最吸引的字眼，必然是這個“dark saying”了！ 

dark saying 可以譯作謎語，亦可譯作千古之謎， 

如果大家記性好，應該記得主日曾經有一個「神的謎語隱藏在歷史之中」VO， 

內容就分享到：  

「將事隱祕乃神的榮耀；將事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而君王，就是要察清由神親自隱藏的 dark sayings.  

 

回看詩篇 49 章 4 節：「我要側耳聽比喻，用琴解謎語。」 

啊！原來透過音樂，可以打開 dark saying 的？這麼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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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問題就在這裡了， 

為什麼是“open my dark saying upon the harp”，而不是 praise， 

或者 worship，又甚至不是 music。 

而是 upon the harp 呢？ 

是否必須一定要有一個琴， 

也就是一定要有一件樂器，才可以打開 dark saying 呢？ 

 

還有！經文是講到“open my dark saying”。 

咦？原來個 dark saying 還是跟我有關的！ 

就算我們看另一個譯本 NIV：“with the harp I will expound my riddle” 

都是有“harp”這個字，亦有「我的謎語」的意思啊！ 

 

接著呢？ 

隨後，領袖們才將這節經文藏在心裡，反覆思量， 

經文的解釋不能苟且的！唯有等候神的啟示吧！ 

 

Part 2 - 智能 ukulele 的出現： 

在一個好偶然的情況底下， 

我們在近期錫安弟兄姊妹的大熱點 ── 深圳萬象天地裡面的小米之家， 

發現，咦？！為何這裡竟然有一個 ukulele 的呢？ 

研究之下，先知道，原來學彈樂器，經已發展到可以用 app（智能電話程式）， 

使到學習過程充滿趣味性，事半功倍， 

亦可以理解為，近期麻麻牧師經常提到的， 

要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啊！ 

 

經過一輪了解之後，可以認定，透過這種嶄新的學習方式， 

就算從來不懂彈奏樂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很快上手， 

學會他人生中第一件伴奏樂器。 

 

咦？我一向都懂搖沙鎚的啊！ 

啊 ── 沙鎚算不上伴奏樂器呀…… 

它只是增加拍子感的節奏樂器而已。 

 

對！雖然弟兄姊妹都很熱愛敬拜讚美， 

但是，懂彈伴奏樂器的，在教會人數比例上，其實又不算很多。 

如果，全教會上上下下，男女老幼，每一個都懂得彈一樣伴奏樂器， 

每一個人在家都可以隨手就拿起一件樂器敬拜神， 

嘩！這個美麗的景象真是不得了呀！ 

 



20200105   www.ziondaily.com 
 

 
 19 

最重要是， 

大家學習這麼簡單的 ukulele，不需要特別參加音樂班， 

而只需要跟著 app 的教程學習，經已能夠達成心願， 

那真是太好了！ 

 

還有還有！若果在 Music Trip， 

能夠在郵輪上來一次千人 ukulele 大合奏， 

嘩！場面一定很震撼啊！ 

 

不過，其實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我們都相信， 

如果一個人，為了能夠更經常可以敬拜讚美親近神， 

而決定委身突破自己，去學習樂器的話， 

其實，經已是向神獻上一個馨香的祭， 

若果教會過千人都透過今次機會，一起向神獻上這個祭的話， 

神一定會非常悅納！ 

 

正是因為以上的原因，一向負責製作骨骨產品的同工， 

就展開工作了！ 

 

Part 3 - 智能樂器的印證： 

為了能夠訂製錫安專屬的智能 ukulele， 

第一件事，就是要確認， 

到底小米在賣的智能 ukulele， 

是否真的由小米自己生產的呢？ 

還是由其他小米周邊公司生產的呢？ 

 

正因為這個尋索的過程， 

我們不單只找到背後生產智能 ukulele 這間公司， 

而且，還竟然被我們找到一個音樂秘密的線索， 

請聽我們娓娓道來吧！ 

 

原來在市場上，用新方法解決舊問題，以 app 去輔助學習樂器， 

除了這間生產智能 ukulele、智能結他的公司之外， 

還有一間歷史更悠久，規模更大的公司，是專門生產智能鋼琴的， 

這間公司的名字，竟然是叫做「小葉子」， 

嘩！麻麻牧師的名字啊！ 

 

而他們這個智能鋼琴的系列名叫什麼呢？ 

叫做「The One」，真係暈得一陣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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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厲害的，就是因為找到智能鋼琴， 

於是，就被鋼琴的結構提醒了我們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一個標準的鋼琴，是有 88 個琴鍵！ 

不錯，在這一刻，你是否好像恍然大悟呢？！ 

我們一向都知道鋼琴是有 88 鍵， 

但是從來沒將這個代表穿梭時空的數字， 

跟音樂的隱藏功能連上關係， 

這隱藏功能就是 ── 超越時空呀！ 

 

大家還記得？麻麻牧師曾經分享過，為何掃羅王被鬼附，導至他頭痛的時候， 

只要找大衛去彈琴，那些鬼就會走呢？ 

因為大衛當時是透過音樂超越時空，支取了新約時代才出現的聖靈能力。 

就能夠為掃羅趕鬼和醫治呢！ 

 

就是這個超越時空， 

原來鋼琴的 88 鍵，早就隱藏了這個音樂超越時空的線索， 

大家一定要知道，鋼琴只有 88 個鍵， 

不會再增加到 89 或者更多的琴鍵，這並不是一種傳統來的， 

而是建基在它構成聲音的物理性質。 

就算坊間真的有特製，多於 88 鍵的鋼琴， 

其實多出來的琴鍵，都只是為了某種震動的效果， 

但是在聲音、音感上，是無意義的。 

 

即是說，原來神限制人類的聽力在 20-20000 HZ 之內， 

再在音樂理論上，由西方巴洛克時期的巴哈， 

奠定了十二平均律的普及性。 

亦是今時今日大家熟悉的 do re mi fa so la ti七個音。 

從而在物理性質上，限制了琴鍵只能夠停留在 88 鍵， 

這所有加起來，就是要留下線索讓我們知道， 

透過音樂真是能夠穿越時空。 

 

不過，今天多了一個理解， 

就是，「透過彈奏樂器」演譯音樂， 

就能夠穿越時空，支取身處時空以外的能力， 

甚至能夠達到更多未知的領域。 

 

Part 4 - 《詩篇‧49 章 4 節》的極大隱藏奧秘： 

與大家繞了一轉，看了彈奏樂器與得著穿梭時空能力的關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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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再回來看看那段大會經文吧。 

 

其實，當大家看著這節經文的時候，會怎麼想呢？ 

詩篇 49 篇 4 節： 

「我要側耳聽比喻，用琴解謎語。」 

I will incline mine ear to a parable:  

I will open my dark saying upon the harp. 

Psalm 49:4 

 

剛才提過，第一樣想到的就是：「要打開 Dark Saying 

是否必定要有一個 Harp，即是一定要有一件樂器呢？」 

第二樣會想到的，就是「哎吔！這經節，少了一個 7 字……否則就可以湊夠 4794 了！」 

不錯，真是會這樣想的，看著確是有些可惜。 

 

好了！當我們嘗試理解，「用琴解謎語」這句的時候， 

“I will open my dark saying upon the harp” 

當中 harp 的 strong number 是 3658 

嘩！有 58 呀！太棒了！ 

原來這個字，可以譯作 harp，即是豎琴！ 

但是，亦可以譯作 Lyre。 

上網查一下，Lyre —— 里拉琴，是古希臘的弦樂器， 

特點是細小，便於携帶。 

還有！它的主要作用是伴奏用的樂器。 

咦？這些特性，很像 ukulele 呢？ 

 

還有，不由你不服，由於真是很遠古時代的樂器， 

琴弦的數目是沒有很嚴格規定的。 

所以，琴弦數目是 5 弦至 8 弦不等， 

喂 ── ？！又來 5、8？！ 

 

不過，最驚人是這裡，大家要坐穩啊！ 

如果你上網搜尋，又或者你將 Lyre 放上 Google 翻譯查一下的話， 

就會發現，原來 Lyre —— 里拉琴，還有另一個名字，就是叫做七弦琴。 

 

嘩！嘩！嘩！《詩篇‧49 篇 4 節》 

我們一直看著，覺得少了一個 7， 

原來就隱藏在我們一直思考的 harp 這個位置！ 

只要加上一件細小，便於携帶、伴奏用的樂器，就能夠湊成 4794。 

「用琴解謎語」open my dark saying upon the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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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我們打開了第一個 dark saying， 

亦因為這樣，製作自家的智能 ukulele， 

就好肯定不是 Good idea 這麼簡單，而是一個 God idea 了！  

 

Part 5- 其他小插曲，與及 923 的加持： 

當我們開始研究不同規格的 ukulele 之後， 

就發現，原來這個小小的 ukulele 都有好幾個不同規格， 

上維基找一下就會知道，至少有七款。 

 

了不起的，在於，生產智能 ukulele 的廠方，就在這麼多個規格當中， 

特定只是生產 Super Soprano，琴身係是 23”，亦即係 58cm。 

嘩！連同 strong no. 3658 里拉琴的 5 至 8 弦， 

今次經已是第三次出現 58 的組合，真厲害！ 

 

另外，講起 strong number 3658，又再看看這個字吧！ 

如果將這個希伯來文譯為 harp 的話， 

按今時今日對 harp 的定義，豎琴其實是一種大型樂器來的， 

我想大家都曾見過了！ 

 

換言之，當日大衛牧羊的時候， 

他彈的，會不會不是 harp，反而更大機會是 Lyre 呢？ 

還有，如果大衛本身是 Lyre 高手的話， 

那麼，他當日彈琴幫掃羅趕鬼的時候，是否更大機會是彈 Lyre 呢？ 

雖然，這些暫時也未找到方法確定， 

不過，Lyre 這個字，確實提供了更大的尋索空間讓我們發掘。 

 

假如，我們用 Lyre 在不同譯本搜尋的話， 

咦？！竟然找到一個很特別的經節，就是《詩篇‧92 章 2 至 3 節》了！ 

在這節經文中，當然同樣出現 3658 了！ 

而這個，可以說是另一個瘋狂的印證。 

我們知道，《詩篇‧92 章 2 至 3 節》，亦即是我們所理解的 922、923 這樣吧！ 

 

為何這裡會是 2-3 節呢？ 

對聖經翻譯有基本認識的都會知道， 

聖經偶爾會寫著「併入上節」。 

意思即是說：「其實這兩節本來是一起的~」 

對了！92:2-3 就是這樣的 case。 

亦即是說，第 2 節與第 3 節應該是連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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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是最瘋狂的地方了！ 

 

922、923 

大記還記得，對上一次一起出現， 

而我們又覺得兩個數字都是有意義的，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 626，SingSongZion 十周年！ 

由於當日同時派發第一代藍牙「錫安劍」， 

所以，才會誕生了弟兄姊妹訂黑白兩色的藍牙數目， 

分別是 922 與 923。 

我想，以上的數字印證，大家都應該記得， 

但是，在 626 當日就提到 922 與 923，在當年的特別意義。 

 

我們知道，923 之所以說是預表小孩子誕生， 

因為 9 月 23 日是一年的第 266 日。 

不過，非常恰巧地，626 那一年是閏年， 

所以，那年的 922 就經已是第 266 日， 

使到當年就算是 922，都可以是預表小孩子誕生。 

 

厲害之處在於，2020 年，我們舉辦 Music Trip 的今年， 

再次回到四年一度的閏年循環，亦即是說， 

2020 年的 922 同 923，都同樣可以預表小孩子的誕生。 

完全對應《詩篇‧92 章 2 至 3 節》兩節是連在一起的， 

亦連繫了我們今年舉辦 Music Trip 的特別意義。 

瘋狂厲害！感謝神！ 

 

好吧！今天分享有關 Music Trip 主題經文的印證，也分享了好久！ 

其實，關於 Music Trip 的印證還有很多很多， 

例如，雖然《詩篇‧49 章 4 節》， 

經文中間隱藏的那個 7 經已找到出來了，湊成了 4974， 

哎！為何會是 4974 而不是 4794 呢？ 

 

原來都是神給予錫安一個很巧妙的印證來的， 

至於謎底是什麼呢？ 

來臨的 Music Trip ── 郵輪印證篇， 

再為大家詳細解釋啦！ 

 

最後，回應一開始所講，我們相信每位弟兄姊妹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除了大大讚歎和感謝神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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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一定會起來行動，去回應這個 Oracle 的。 

 

那麼，大家是不是經已預備好訂購一個骨骨 lele 回家練習呢？ 

不用焦急，最重要有行動就可以了！ 

 

衷心相信，未來，全錫安上上下下都懂得自彈自唱，敬拜讚美神！ 

還有就是，一起用琴解謎語呀！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問題：五年前，因著「佔中事件」而分享「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但五年過去後，香 

港人，以至香港政府，仍然像是一無所知般，不曉得如何回應；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 

切？ 

 

答：承接上一篇信息。 

當聯合國負責人公開發言，要求香港政府聽人民的說話， 

其實，就正正煽動人民繼續暴亂。 

因為，這等同於指責政府做得不好，沒有聽人民的聲音。 

所以，對於現時的局勢而言，聯合國的發言，正正就是火上加油。 

當各地都出現軍法統治鎮壓時，也就是紅馬橫行的時間。 

 

假如香港亦出現軍法統治的話，香港已經完了。 

需要一百年，經歷一、兩代人，洗清仇恨，才可以恢復民主。 

我們能夠避開，是因為我們有著真知識的教導，沒有被洗腦和煽動。 

  

但香港人和中國人，卻會被武俠小說所影響，比其他人更易被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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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武俠小說，也是說武功最強、殺人最多的人，可以作主， 

全世界也按著他的標準而轉變，也就是中國人潛藏「強者主導」的思維。 

於武俠小說中，沒有民主，只有暴力主義。 

 

事實上，美國終極的目標，就是要煽動整個中國。 

所以，於這場運動中，暴亂示威者是以「義士」和「烈士」為稱呼。 

原因，正正是因為他們被武俠小說所影響。 

亦因此，黑馬的審判，可以於香港開始，並且，全世界也會效法。 

  

甚至乎，武俠小說中，只有主角的親戚，他所保護的人，才不會死。 

但對他們有敵意的，卻是要死光、滅族。 

西方國家沒有這種想法，但中國人卻會有， 

所以，出現一些大公司、商店，會因著言語上不支持黑衣人而被破壞，也就是滅族式的破壞。 

 

當這種情況形成風氣的時候，就算這次事件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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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亦會因為下一次事件而煽動其他人出來破壞， 

例如：因著違例泊車罰款增加，而要殺光所有交通警。 

於這種情況下，香港將會走進永遠沒有民主的光景。 

  

而香港的情況，甚至會出現軍法統治，將會導致中國政府也輸掉， 

香港需要兩代人，才能化解仇恨，重拾民主。 

 

除非我們被授命去解決這件事，才能夠短時間解決。 

因為，當信主的一刻，就已經可以化解所有的仇恨。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當香港實行軍法統治時，不只香港人輸了，連中國也會輸掉。 

 

原因，假如中國派解放軍來香港， 

有些香港人，甚至會被煽動，以「烈士」的方式，跟中國死拼， 

甚至乎，中國境內，也會有人效法這種做法。 

 

因為，新一代以網絡方式，是很輕易可以煽動群眾和教育群眾， 

當香港出現玉石俱焚的方式，全世界也會出現民眾跟政府拼個你死我活。 

伴隨著軍法統治的，就是經濟崩潰和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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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有屬靈的復興，才可以解決。 

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是因為他們看到，當香港出現復興時，君王也會來就光。 

世界上，要令君王及首領的心回轉，是最難的。 

但當「光的恩膏」出現後，情況就大大不同，只要一段對話，已經足以改變他們的生命。 

  

原因，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也是於生命中尋找珍寶。 

但當他們知道，錫安有著這份珍寶的時候，他們也會前來。 

並且，這份珍寶，不單止是於在世的時間尋找到神， 

而是，尋找到神，得著永生後，為到永生打算， 

積攢財寶在天上。這才是真正的永恆價值。 

 

當人經歷「光的恩膏」時，就會見到真正的現實， 

甚至乎，整個人也會即時的改變， 

願意一生努力奔跑於信仰道上，也就是積攢財寶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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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自我跟進，找一份可以參與教會的工作。 

甚至乎，明星、君王、祭司，他們也會珍惜這上好的福份，希望留在錫安， 

建立他們的 266 日、923，就是希望可以成長至成為小孩子。 

  

這亦是為何於主耶穌時代， 

人們會因著主耶穌而改變生命、價值觀、職業，一生奔跑於天路。 

當最後復興，聖靈充滿凡有血氣時，這個現象又會再一次誕生。 

  

今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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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17）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你提及軍法統治，以軍隊鎮壓，相信會令許多香港人記憶猶新，30 年前，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當時示威浪潮席捲全中國，但仍未到香港現今的恐怖階段，中國 

已出動軍隊鎮壓和清場，於短短幾年間，中國已回復正常狀態。牧師，對於中國當時這種 

處理方式，你認為是否最佳的方法，以及最能夠幫助這個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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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其實，當時若果沒有我們這種級數的教會存在，那麼，那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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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明顯，那一次同樣是美國煽動的一場暴亂！ 

所以，為何中國無論在銀行界、學術界、宗教界，也很防備美國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美國非常懂得以這種方法製造混亂。 

 

當然，中國以「國家」的身份這樣做， 

即使出動軍隊鎮壓，也不需要演變為軍法統治。但香港這個城市卻需要。 

因為她不承認自己屬於中國國家的一部分，並且，中國亦強調了一國兩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定要等香港的暴亂程度，到達大家心知肚明， 

變成「三不管」的地方，如此，中國才會實施軍法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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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中國軍隊介入香港局勢的時機 

日華牧師分享到，按照現今香港的局勢發展， 

黑衣人的暴亂事件，必定會沒完沒了地發生，並且，最後中國也要實施軍法統治。 

 

假如沒有神的介入，香港和中國政府必定會落入美國早已埋下的圈套， 

最後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能夠以壓箱底的最後招數，實施軍法統治來平息今次動亂。 

 

然而，如果香港和中國政府沒有按照神啟示日華牧師的方法， 

平息這些年間，神對香港人因「雙氧水事件」無理逼迫錫安教會的怒氣， 

那麼，即使出動軍隊，這個動亂的根源仍是永遠無法去除。 

 

其實，即使中國想用軍隊介入來平定黑衣人的動亂， 

當中亦隱藏一個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甚麼呢？就是時間性的問題。 

如果中國太早引入軍隊到香港平亂的話， 

必定會挑動大量香港人的神經和情緒，被 99%香港人反對，將解放軍視為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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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相令更多香港人加入動亂，令黑衣人數目呈幾何級數激增壯大， 

甚至，他們會不惜犧牲性命，以武力和早已隱藏在香港的軍火還擊。 

 

到了這個田地，中國軍隊亦只能以強力軍火還擊，造成大量香港人傷亡， 

屆時，香港的反對派、美國和西方國家，必定會大造文章， 

以「屠城」、「大屠殺」或「軍隊入城殺害大量手無寸鐵的平民」等字眼，形容中國軍隊和中國政府。 

 

如此，不單無助於香港平亂，甚至會令事件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令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在全世界人面前名譽掃地，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能夠修復， 

就如中國政府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所面對的局面一樣， 

甚至，這一次會更嚴重十倍以上。 

 

因為今次事件的核心，是一個國際化金融大都會的香港， 

亦是一個曾被英國殖民統治了超過 150 年的地方， 

所以，在國際社會眼中，假如香港真的被中國軍法統治，出現大量人傷亡的話， 

情況必定會比當年 1989 年，北京鎮壓動亂後所面對的國際譴責和制裁嚴重一百倍， 

甚至，可能會令中國和香港陷入永不翻身的光景， 

永遠被標籤為恐怖的獨裁政權，後果非常嚴重。 

 

所以，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必定要等待一個合適時機，才可以出動軍隊， 

就是等到香港有半個城被毀滅了，才可以出兵。 

 

事實上，黑衣人動亂至今已超過半年， 

香港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平民，已無法接受香港繼續每星期、每天暴動下去， 

至少，即使當中有不少人對香港政府感到不滿， 

甚至，因為歷史緣故，對中國政府有著不明的恐懼， 

但卻不會接受黑衣人暴力破壞香港秩序和設施，甚至以私刑對付手無寸鐵的反對者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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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所謂「沉默的大多數」，現時只是因為怕事、怕麻煩，所以未有公開表態， 

因為，現時香港的情況，尚未嚴重至一個階段， 

讓這些「沉默的大多數」覺得要冒生命危險去表達自己的呼聲。 

 
所以，中國必定會等待香港有超過一半的平民百姓， 

願意公開為反對暴徒而發聲、主動走出來公開反對暴動、 

公開表達自己對香港動盪局勢的不滿， 

認為反對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已經被人嚴重騎劫後， 

中國政府才會考慮動用軍隊介入香港的局勢。 

 

原因很簡單，當香港仍然有一半人反對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但另一半，其實並非真正支持政府， 

他們本來就對政治沒有特別意見，只是想安居樂業的一群。 

 

假如中國貿貿然派軍隊來平亂，實施軍法統治的話， 

就會完全改變香港一直以來的面貌和社會氣氛，令香港完全失去安居樂業的環境。 

如此，在這一半本來對政治沒有特別意見， 

只想安居樂業的一群，立即就會有一半以上的人變成反對派。 

 

所以，如果中國現時派軍隊平亂的話， 

就會令香港本來只有一半人反政府，變為有七成半的人反政府， 

只會令局勢更超頻地急速升溫，使香港的動亂更沒有方法真正平息。 

 

因為，軍隊是被訓練來殺死敵人，而不是平定動亂， 

當軍隊進入香港平亂，必定會造成香港人死亡， 

假如數量不是一、兩個，甚至是一、二百個的話， 

事情就更嚴重，整個香港大部分人只會更加仇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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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一定要等香港被滅了半個城， 

令只想安居樂業的所謂「沉默大多數」，都按捺不住， 

主動公開大聲疾呼，要求中國政府出動軍隊來香港幫手， 

否則，中國是絕對不可能，亦不敢動用軍隊。 

 

因為三十年前的 1989 年，中國已經一度中過美國的圈套， 

以軍隊鎮壓當時發生於北京的大型示威和騷亂，引來國際間的制裁， 

令中國的經濟和各方面的發展，於往後幾年間完全停頓。 

 

到了香港今次的黑衣人動亂，中國絕對不想再次陷入美國的圈套， 

令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成果和所累積的國際形象，化為烏有。 

 

然而，即使香港七成半平民百姓發出極大呼聲，要求中國出動軍隊到香港平亂， 

而另外兩成半人，仍然支持所謂的黑衣人對抗政府。 

其實，對中國政府而言，出兵仍是兵行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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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真正實施軍法統治後，部分本來支持中國出兵的平民百姓， 

眼見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因為實施軍法統治而受到嚴重重創， 

極可能，他們又會轉軚變為反對派。 

 

因為這一群人所著眼的，從來都只是香港的繁榮穩定為他們帶來的經濟利益， 

他們本來就是一群見利忘義的敗類。 

所以，當軍法統治帶來的經濟損失，遠大於暴動時， 

他們就會改變立場，甚至認賊作父。 

 

種種因素和考慮下，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如果他們要出兵的話， 

最好，就是香港有九成以上的平民，都極度歡迎軍隊入城平亂， 

甚至，有數百萬民眾在街上夾道歡迎軍隊進駐。 

 

然而，軍隊入城後，可能又會變成另一個景象， 

因為，只要軍隊進行鎮壓，使用了可殺人的武器，導致任何黑衣人或反對派暴徒死傷的話，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必定會大造文章，在國際間陷中國於不義。 

 

因為，即使香港大部分人支持中國出兵，美國仍會將事情「戾橫折曲」，即扭曲事實， 

令全世界的所謂民主國家，一同強力制裁中國和香港， 

並且，亦會煽動更多所謂「死士」， 

以自己的生命，抹黑入城的軍隊是極權政府，是殺害自己人民的魔鬼。 

 

另一方面，即使現在中國未派軍隊出動， 

但香港已經有這麼多不理智，以暴力破壞社會，所謂爭取五大訴求的人， 

如果中國真的出動軍隊，這一群早已被美國洗腦的年青人，就會變得更瘋狂， 

甚至會效法中東極端回教的恐怖分子，以自殺式襲擊來對付中國軍隊，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復仇而已。  

 

所以，為何日華牧師早於五年前，分享「佔中事件」時， 

已藉「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提到美國必定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引誘中國出兵平定暴亂， 

因為，這是美國所設的圈套中，最終極的陷阱， 

只要中國一出兵，中國和香港就會立即落入萬劫不復的必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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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美國煽動香港動亂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以破壞香港的經濟，來掠奪中國四十年來開放改革的經濟成果， 

並以此拖慢中國的發展，令中國無法成為美國將來的對手， 

要中國如日本、南韓及台灣般，永久臣服於美國的霸權下，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這就是美國一直以來最厲害、最毒辣的招數，美國不需要動用一兵一卒， 

單單煽動自己對手的人民與政府對抗，就可以掠奪對方的經濟， 

甚至，將戰場設於敵方陣地，自己，就能永久立於不敗之地。 

 

無論後事如何，對方是否出兵平亂， 

但美國一旦成功煽動對方的平民反對政府，其實，就已經能奠定勝利的結果。 

 

所以，無論對於中國或香港來說，中國出兵平亂，都絕對是雙輸的結果。 

所以，為何日華牧師會認為，中國只會等香港有半個城被毀了，才會考慮出兵， 

因為屆時，香港的存在價值已經蕩然無存， 

無論是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美食天堂，或是最佳旅遊城市等美譽，都已經一去不返。 

 

那時，為了香港人能夠過正常生活而出兵， 

已經是「再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再輸」的地步。 

 

就如一個饑荒中的城市，已經沒有任何食物可以吃， 

這時，假如有人送來大量發霉的食物， 

那麼，城裡的人都只能選擇接受，並吃下這些發霉食物， 

因為，再差的食物，也總比餓死更好。 

 

同樣，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香港的動亂不可能永久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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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二十年了，生於 1997 年後的香港年輕一輩， 

理應會比於英國殖民統治下成長的上一代更愛國，對中國更有感情。 

 

但事實卻剛好完全相反，生於回歸後的新一代，竟然比上一代更討厭中國， 

更不願與中國接軌，甚至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在中國政府眼中，長此下去，香港人只會越來越遠離中國，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就只會更堅持兩制的分別，完全無視一國的前提， 

甚至如現今很多黑衣人的心態，痴心妄想地想脫離中國而獨立。 

 

既然，問題拖延下去，只會越來越嚴重， 

但中國過早出兵，亦只會引來香港人更大反抗， 

並且導致國際間的強烈制裁和譴責，拖垮中國的經濟。 

所以，中國必定會等到「輸無可輸」，香港人自殘至只剩下半個城的情況下， 

大部分香港人都認為不可以繼續再暴動下去，中國才會考慮出兵。 

 

然而，這樣的話，中國亦需要冒一個極大的危險， 

如果中國軍隊需要殺死大量陷入瘋狂狀態的黑衣人，才能平定暴動的話， 

極可能，會令中國國內很多大城市，因同情香港而相繼引爆全國性示威和暴動， 

令中國由本來想救香港，卻變為引火自焚。 

 

大家試想想，香港本來是世上最繁榮、最富庶、最頂級的先進大都會， 

但就連香港，都會有一大群黑衣人，在美國的煽動下， 

以極度暴力和極之吹毛求疵的方式，以破壞自己家鄉的手段，所謂爭取民主自由， 

更何況，中國內地成千上萬，遠遠不及香港先進的大小城市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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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實施，最開始時，只會是軍隊鎮壓， 

但我是說終極一步，因為終極而言，也一定要軍法統治。 

 

因為普通的軍隊鎮壓，只會令軍隊面對大量暗殺， 

你也能夠想像，他們由 2 人編制，慢慢變成 20 人編制地四處巡查。 

那麼，下一步就是戒嚴，以免人們晚上自由活動，找藉口殺軍隊。 

所以，相對地，從一隊隊軍隊巡查、維持香港秩序， 

至到戒嚴，最後，不就成了軍法統治嗎？ 

 

中國軍隊一開始進入時，絕對不會以此成為口號，是一定不會的。 

甚至，其實中國也未曾想過，這樣做，要用上「軍法統治」，但她會一直被推進。 

只是，由開始進入香港，以軍隊鎮壓後，就會急劇走向這方向， 

為甚麼？因為中國將會受到更激烈的對待，遇上更激烈的暗殺和屠殺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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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軍法鎮壓、戒嚴與軍法統治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繼續分析香港的時局， 

包括軍法統治下，弟兄姊妹應該如何自處。 

  

很多弟兄姊妹，從未經歷過軍法統治、 

從未經歷過軍車於社區中佈防、沒有經歷過軍人站崗。 

因此，當發生的時候，未必能夠有充足的反應，認知當中的危險性， 

因而將自己置身於險境而不自知。 

 

事實上，我們距離軍法統治的時間，已經越來越近。 

經歷半年的衝擊事件後，警方對於連綿不斷的群眾事件，已經難以招架。 

再加上，自 12 月份開始，警方於社區中發現真槍及大量爆炸品。 

及至 12 月尾，更發現有 AR15 長距離步槍、P80 型號手槍及 200 多發子彈。 

 

這是我們從未聽聞過，真槍如此容易流入香港。 

但其實，日華牧師於五年前的「佔中事件」分析中， 

已經提及過，槍械的出現，是顏色革命進程的必然階段。 

  

美國不能於一開始的時候，已經供應槍枝，這只會令所有人知道美國的圖謀。 

然而，到現時，衝突已經超過了半年， 

黑衣激進分子，已經不斷將武力升級，投擲汽油彈、煙餅、弓箭等等， 

當衝突不斷加劇、仇恨不斷加劇的時候，已經蒙蔽了他們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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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提供槍械的話，他們也必然會使用。 

甚至乎，他們會感激這些槍械的提供者，讓他們可以展開仇殺。 

  

這時，中國政府亦只能夠讓軍隊介入、作出鎮壓。 

起初，中國政府只是希望派軍隊平亂，令香港能夠恢復秩序。 

因此，他們不是以軍法統治為目的。 

  

然而，當香港出現解放軍鎮壓香港人的時候， 

這將會刺激起黑衣人的仇恨，由警察，轉向解放軍。 

因此，很短時間之內，下一步，就會出現解放軍被暗殺。 

因為，就算解放軍的裝備是如何精良，總會有黑衣人能夠成功暗殺幾名解放軍， 

但當事情發展到這樣的時候，下一步，就只能夠進到軍法統治。 

  

原因，當香港不斷有槍械出現，解放軍被暗殺之後， 

大家可以想像，單單是倚靠警察的話，當然不能夠恢復秩序。 

 只能夠依賴武力更高一級的軍隊，於街頭巷尾站崗， 

並且，進行軍法統治。這是唯一的一條出路。 

屆時，軍人亦會進入緊張的備戰狀態， 

任何風吹草動，也足以讓他們開槍作出攻擊。 

 

所以，這就是日華牧師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地方。 

原因，當面對黑衣人與警察於商場對峙的時候， 

只要沒有穿著黑衫，人們還可以自由進出商場、購物， 

甚至圍觀、起哄、影相、拍片。 

他們以為，警察只是對付黑衣人，自己沒有犯法，就不怕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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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面對軍人的時候，就不是如此， 

因為，當他見到你的時候，就已經有危險。 

  

原因，你不知道當你進入商場之前，這些軍人遇到一些甚麼狀況。 

或許，他們正追捕一個殺人兇手，那麼，當你進入商場，推門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開槍， 

就算射死你，也沒有人知道甚麼原因、也不能追究， 

因為，軍人不同於社區維持治安、維持良好警民關係的警察， 

軍人的職責，就是面對威脅時，立即開火還擊，並且，必然是致命的攻擊。 

  

當他們面對四方八面而來，不斷的暗殺危險時，他們就更會毫不猶疑地開槍。 

所以，當軍隊出現，尤其是戒嚴的時候，弟兄姊妹一定不可以外出。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們的出現，是否因為，正在追捕一些犯人， 

當他們進到後巷中見到你的時候，就會以為你是同謀，正在埋伏他們， 

一個錯誤的意念，就足以驅使他們有開槍的決定， 

當他們手持致命武器時，這只是一剎那之間的事情。 

到時候，他們不會給予你任何解釋的機會，這就是軍人與警察不同的地方。 

  

或許，你甚至以為，他們見到平民時，最起碼會喝止， 

等他們喝止完，才停下也可以。 

但是，當軍人見到你的時候，可能，之前已經對兇手喝止了無數次， 

但追到轉角的時候，就以為你是那位兇手， 

所以，當你不停下的時候，就立即開槍。 

  

各種的情況，是千變萬化，沒有人可以計算得到， 

但一次的巧合，就足以致命。 

  

因此，於軍法統治戒嚴的時候，就一定不可以外出， 

不可以因著好奇而想著出外看看，那麼，就一定會出事， 

並且，一旦出事，必定會被打至重傷，甚或可能是死亡。 

 

亦因此，弟兄姊妹應該開始有著這份自覺，懂得應對於軍法統治下的香港， 

甚至乎，當局勢危急的時候，應該動身北上，直至香港的局勢穩定下來，才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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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警察是用於維持秩序，但要在民主的情況下， 

當失去民主後，就一定要出動軍隊， 

但軍隊，從來都不止維持秩序，而是殺人！ 

所以，他們配備不同裝備。 

 

你再想想，當軍隊來到，是為了殺人而來， 

但是，他們的武器和裝備，卻被人在暗殺後取去。 

於是，美國一早於香港很多貨櫃或某些私人地方裡， 

存放的大量軍事武器，就能派上用場， 

因為他們搶奪了軍隊，自然擁有許多武器。 

 

於是乎，你能夠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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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三十支軍隊，而非武警，他們的武器被人偷走、搶去， 

之後，你也能想像，多少軍人會因而喪命。 

 

事情就是如此，除非這批人不反抗，一旦反抗，你也只是一名普通人， 

當你的裝備被人奪走後，變相對方才是武裝。 

這就等於，軍隊在初期非軍法統治的情況下， 

謹記，是非軍法統治的情況下，為香港的動亂分子提供了武器。 

所以，到最後，他們唯有怎樣？ 

唯有進行軍法統治，而軍法統治則不會為暴亂分子提供武器。 

  

於中國而言，尤其是這一代，已經踏足社會的人， 

當然不懂得這種長遠思考，因為他們多想一步，已認為自己十分了不起。 

只不過，我早於數年前已分享到，為何軍隊一旦開始介入， 

我就說不只是軍隊鎮壓這般簡單，而是說他們會軍法統治呢？ 

原因是，只需要跨越兩、三個步驟（Steps），在兩、三星期內就會出現。 

  

因為對方也有 AK-47，明白嗎？ 

你在下面巡邏，豈不就變成標靶嗎？ 

他們可以在樓上逐一擊斃，只要他們擁有武器就能做到。 

  

所以，只有中國，才有能力單單執行軍隊鎮壓，而非軍法統治， 

因為，中國本身是一個國家，但香港卻不可以，單從反應來看，已是不可能。 

 

因為每逢中國出現暴亂，香港都會立即被孤立。 

相反，當香港發生暴亂，若果中國派軍隊下來鎮壓，卻是相反，是軍隊被孤立。 

所以，兩者不盡相同，事實上，其形勢、戰場，都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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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戰術和戰略來看，香港自然只能走這一步， 

只能用這種方式，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以中國的態度去愛香港」， 

防止香港暴徒與香港玉石俱焚。 

  

謹記，當人打算玉石俱焚， 

你別以為普通軍隊就能鎮壓，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他們賭上性命，也誓要搶走你的槍， 

你看現時，警察也開始被人強搶手槍等武器。 

 

他們搶了槍，打算怎樣？難道回家用槍畫畫、通渠嗎？當然不是。 

槍是用來殺人的，對嗎？故此，軍隊對他們來說是更好。 

當軍人死亡人數增加，數十人死亡， 

所謂的軍隊鎮壓，就會演變成軍法統治、戒嚴。 

但是，那時已沒有用了，因為，暴徒不會滿足於搶數根槍。 

背後，會有幾千、幾百支更精銳、更精良的手槍， 

等候他們成功發起暴亂，就有藉口在香港出現。 

屆時，他們會一概推說是搶回來，實情，卻是美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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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牧師，早於五年前，你已在信息提及狙擊手的出現。其實，當時你已能預見，於政局混亂 

的時候，不知道香港哪一個貨櫃或哪裡，其實早已暗藏美國的軍備，預備策反一個地方。 

所以，按現時的走勢，牧師你預計美國或整個暴動，將會有的走向呢？ 

 

答：如果以武器來計算， 

這是導致一個城市，正式倒退回野蠻人時代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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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我所說，本來美國提供武器的時候，或許，他們甚至未曾想過， 

香港因為有武俠小說，導致人的潛意識慢慢走進這種做法。 

原因，有一點，我們需要從心理上理解， 

每一次暴動，其實是怎樣製造一群這樣的暴亂者呢？ 

 

說實話，一個暴亂中，你要記得，是分兩種， 

一種暴亂，是純粹由領袖帶領；但我們將要進入一個時代， 

現時所有暴亂，是互相感染下，如喪屍般互相感染所產生， 

當中，並不需要有首領，只需要一件事物，是甚麼呢？ 

是一個能使他們滋生和互相感染的環境。 

 

何謂滋生和互相感染的環境呢？ 

環境導致他們越來越有膽量、環境導致他們越來越被訓練， 

在這種情況下做得更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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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所言，明顯地，現時香港的執法和司法，已成功地製造這環境。 

 

拘捕了一個 13 至 15 歲的小朋友後，先拘捕，帶回來，又再釋放。 

你試想想，釋放後，他當然有兩個選擇， 

釋放後，他選擇不再犯；第二個選擇，他會再犯。 

 

但是，若果他選擇再犯的話， 

他會比之前優勝 10 倍，有 10 倍的機智、有 10 倍的經驗。 

然後，再捉拿他，接著再被釋放。 

當然，他再次被釋放的時候，他又會有兩個選擇， 

他不再做，或是繼續做，但是，他會以倍數增加他的膽量、技術和經驗值。 

 

就如我們玩角色扮演遊戲（RPG, Role-Playing Game）一樣，最重要是打的怪獸夠多。 

怪獸是甚麼？警察。他們外出打怪獸，發現經驗值多了、晉級（Level Up）了， 

尤其是，每次他們被逮捕和釋放，也能收取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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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持續暴亂製造暴徒的經驗值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析到， 

今次「反修例風波」中，突顯了司法出賣執法和警察的問題， 

每次暴亂過後，往往發生「警察捉人、法官放人」， 

暴徒得到司法優待、被放生的情況。 

 

一方面，加深社會和黑衣人對警察的仇恨，批評警察濫暴，  

使情況越演越烈，變成大量消耗警力的局面。 

另一方面，變相亦構成法官不斷慫恿示威者，變本加厲使用暴力、破壞社會的局面。 

 

當示威者經過重重複複「暴動、拘捕、釋放、加薪、再暴動」的循環， 

製造出一群累積了大量暴動經驗的暴徒，隨著暴徒不斷累積經驗，他們就變得更專業。 

 

事實上，2019 年 12 月 19 日，警方公佈搗破一宗「洗黑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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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 4 名籌款平台「星火同盟」的成員，涉用空殼公司洗黑錢， 

行動中檢獲 13 萬現金、30 萬現金券、6 支箭、2 支鐳射筆、16 萬超市現金券收據及防護裝備， 

並凍結了「星火同盟」在匯豐銀行裡約有 7,000 萬元的戶口。 

 

警方指，涉事空殼公司有大量現金交易，部分資金投資在個人保險產品， 

另有不同資金及現金券，給予不知名人士，不排除用作支援年輕人參與暴力示威， 

某程度是年輕人出來活動的報酬，詳情仍有待調查。 

  

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署理高級警司陳偉基稱，警方發現一空殼公司接受大量現金交易， 

有關組織過去半年籌得 8,000 萬元，聲稱支援在示威或暴力活動中被捕人士。 

但部分資金卻轉為投資在個人保險投資產品，受益人為空殼公司的負責人，與公司報稱的業務不符。 

 

警方與律政司磋商後，展開行動及拘捕 3 男 1 女， 

年齡 17 至 50 歲，包括學生、空殼公司董事及股東， 

涉用空殼公司洗黑錢，並與一個名為「星火同盟」的組織有關。 

  

以下，是警方向外界發佈的新聞片段。 

 

新聞片段： 

在行動中警方檢獲 13 萬現金、6 支箭、2 支雷射筆， 

以及一張價值 16 萬元的超市現金券收據，還有大量個人防護裝備。 

過去這幾個月，我們見到一些被捕人士，身上有現金券，或是裝備及武器。 

而今天我們都發現一張收據，裡面牽涉 3,300 張超市現金券，以及箭、頭盔、個人裝備。 

所以，我們不排除這基金亦可能在某程度上，給年輕人出來活動，作為報酬。 

 

以下，是執業大律師龔靜儀，就今次「星火同盟」事件接受新聞媒體的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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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現階段警方發覺有一個情況，「星火同盟」基金聲稱用來支援抗爭者， 

基金的錢最近被轉到一間空殼公司戶口， 

空殼公司的持有人，其實只是一位董事兼股東。 

 

然後就發覺有大部分錢，用作購買保險產品， 

在這個情況下基金籌錢回來，究竟是用作甚麼？ 

如果真的純粹支援抗爭者，現在買保險產品作投資用途， 

而受益人是現在持有這些錢的（空殼公司）老闆。 

那會否有機會根本是不恰當、跟原來做法不同， 

有機會涉及盜竊等相關控罪，警方是要查證。 

 

另一方面，警方在搜查行動，一共拘捕了 4 人， 

找到大量超市現金券、弓箭、其他裝備、現金等情況， 

其實可以令人高度懷疑，如果有任何人在這情況下， 

明知道有機會發展至暴動的情況， 

你還提供支援，不管那些支援是甚麼，是一些現金券或裝備。 

 

你也知道會涉及違法行為而提供，這已經有機會觸犯洗黑錢的罪行。 

這條罪行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455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這條例其實已寫得很清楚， 

既然有一個這麼大的嫌疑情況下，警方現階段凍結了「星火」基金， 

看看是否有足夠證據檢控相關人士，可以說是完全恰當。 

警方現在的做法也是保護基金，實際上對整個社會來說徹底調查， 

保障社會四方八面的利益，這做法是完全適當。 

 

2019 年 12 月 20 日，《大公報》發表回應， 

由 2019 年 6 月「反修例」開始，坊間已一直流傳， 

每場暴動中的參與者，都可以任取任用八達通、超市現金券及麥當勞現金券。  

不少人拍照，看見整箱八達通放在港鐵站任取； 

也有人拍視頻，看見滿地擺滿各式現金券，作為暴動「酬勞」。 

 

反駁者說：「那是有心人主動捐獻，是支持者送給年輕人的物資。」 

示威者不斷強調：「我們沒大台！」 

只不過，沒有大台，不代表沒有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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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 90%參與暴亂和破壞的示威者，是所謂的自發性，所謂的「沒有大台」， 

只不過，在整場暴亂裡，無可否認，確實有外國勢力的介入和參與， 

並且，在幕後煽動和訓練無知的年輕示威者，肆無忌憚地破壞自己的城市， 

事實上，幕後煽動這場暴亂的外國勢力， 

正正就是美國派來策反香港政府的特務和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人員， 

甚至，他們是以報酬方式，鼓勵這小部分激烈的示威者，有組織地破壞社會、衝擊警察、破壞商店。 

   

無疑，過往半年，政府和警方都實在無法單憑一張照片、一段視頻作準， 

證實有大台大灑資金介入這場暴亂，甚至也難以成罪，將幕後黑手繩之於法， 

直至警方發現，「星火同盟」藏有 16 萬超市現金券，後台的狐狸尾巴終於被發現了。 

 

究竟，甚麼人會買 16 萬超市現金券呢？甚麼人會藏著 13 萬現金呢？ 

再者，作為一個所謂「人道組織」的星火同盟， 

購買一大堆弓箭、頭盔、鐳射筆，用途又是甚麼呢？ 

答案非常簡單，無論是現金券，抑或物資，這種數量都必定不會是自用。 

   

當前，透過「星火同盟」藏有 16 萬超市現金券， 

令人更加質疑，整場示威及暴動，一直存在後台， 

以八達通、超市現金券、麥當勞現金券等，作為酬勞，支援暴徒破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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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當前在「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的情況， 

當暴徒名單和身份，經司法的法官公開後，再由幕後黑手美國出錢保釋、被釋放後， 

到底，他們會重新選擇，繼續做？抑或從此收手呢？ 

 

可以肯定，大部分暴亂分子都會繼續做， 

甚至，會由幕後黑手出錢，給予更大額的薪金作為報酬，驅使他們繼續做。 

 

因為，幕後黑手發現，這些曾經被拘捕過的人，經驗豐富了，膽子也鍛鍊得更大了。 

對比那些從未被拘捕過、沒有經驗值的人，這些獲得保釋的暴徒，就變得更有價值， 

十個新人，都不及這一個積犯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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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法官公佈這些被拘捕及被撿控的暴亂分子身份後， 

幕後黑手就會主動聯絡及尋找這些合適人選，就是這些曾被拘捕，又有經驗的人。 

正因為他們富有充足的經驗值，幕後黑手就更願意保釋他們，給予他們更優厚的報酬， 

甚至，主動以豐富報酬，上門為這些所謂「英雄」提供訓練。 

  

事實上，「反修例風波」爆發兩個月後， 

即 2019 年 8 月 3 日，警方關注示威者衝突中使用的武器趨向激烈， 

兩日內，連破三個位於沙田、火炭及天水圍公屋的物資倉和煙霧彈工場， 

行動中，拘捕 11 名男女，包括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及學生， 

搜獲可致命武器，包括弓箭、汽油彈、煙霧彈、含大麻成份精油、大批自製武器及物資。 

 
另外，警方指天水圍天瑞邨瑞滿樓一單位，疑被人用作煙霧彈工場， 

警方在單位內，檢獲 30 個煙霧彈及大量原材料， 

包括硝酸鉀及鎂粉的原材料，還有多達 50 萬元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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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大家沒有聽錯，確實是在天水圍的公屋單位內， 

檢獲 50 萬元現金及製造武器的原材料。 

  

因此，大家就會明白，為何這群黑衣暴徒會變得這麼快、成長得這麼迅速、 

暴力行為越演越烈，更有膽量、經驗值更加豐富。 

  

日華牧師就此分析，當前因為香港政府無法看通整個棋局，未有即時作出最準確回應， 

再配合司法頻頻出賣執法，「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的時候， 

就會成為一個非常適合滋生這種暴動的環境，訓練出一群更有膽量和更有經驗的恐怖分子。 

 

只要「暴動、拘捕、釋放、加薪、再暴動」的循環持續下去， 

就能夠將這一代無知的年青人，訓練成為一群專業的暴徒。 

  

然而，當這個方法有效的話，世界各地的黑馬暴亂，都會爭相效法， 

幕後黑手可以用少十倍的金錢，製造出更大量、更有經驗值的暴徒，使暴力程度甚至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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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我所言，為何香港負責執法、司法或行政的人， 

現時所用的方法，根本等如潑電油進去， 

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根本是在滋生暴徒， 

只需要有些 app（應用程式）感染他們就可以了， 

給予他們一個藉口就可以了，然後有人派錢給他們就可以了。 

 

當然，美國在不斷對賭下，所賺取的金錢已難以計算，是數以千億、萬億計， 

她拋出數十億滅了香港，多麼容易的事！ 

即是說，我拋出數十億，卻在對賭中賺取數萬億，傻子才不幹吧？ 

她做了數十年，為何現時才放棄？她當然會繼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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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數十億元，已經可以導致這群人，這群所謂年青人，滅掉一個數萬億的城市。 

所以，在這過程中，香港正處於一個非常完美的環境， 

導致這場暴動，可以在五年後，比之前強勁 10 倍。為甚麼呢？ 

 

正是如我所言，香港的執法和司法，已成功培養出下一代暴動者， 

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不追究，甚至可說是善待他們， 

所謂善待他們，就是在整個程序中，導致他們的收入增加， 

那麼，他們站出來的經驗，就一次比一次更強勁。 

 

於是，他們捉拿多少次，就等同訓練這群人多少次， 

只不過是將這遊戲重玩一次，但經驗值提高後，下次沒有那麼容易被捉拿了。 

以此方法，導致香港現時能滋生出所謂的暴亂領袖， 

事實上，他們就會感染其他人，若是我說他們 1 人，能感染 10 人， 

大家也心知肚明，已經是說少了，是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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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過程中，其實，香港豈不是一個很好的溫床？ 

為何我常強調，他們不懂得處理這件事、不懂得處理這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不斷以潑電油的方式，在消耗警員、消耗經濟、 

消耗香港有的時間和前途下，培養和滋生這班暴徒出來， 

所以，他們只會越來越精明、越來越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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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黑衣人毀滅自己的幸福 

日華牧師分享，當香港有大量年青人，甚至未成年的少年人， 

走上街頭，成為黑衣人暴徒，每星期，甚至每天，目無法紀地不斷破壞香港的秩序， 

對異見人士行私刑，毀壞中資或反對者的商店，甚至無故破壞道路和各種交通設施時。 

黑衣人暴徒根本不知道自己現時的所作所為，將會導致一個何等可怕的後果， 

其代價，遑論是以他們自己的一生，甚至全香港人加起來，都無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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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著眼的，可能不單是所謂的爭取民主自由， 

更可能是每次上前線，都可以得到數千元，甚至上萬元， 

來自幕後不同背景人士的大額金錢贊助，對於一位來自低下階層、 

沒有收入的中學生或大學生來說，這絕對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所以，對他們來說，參與暴動可說是一舉兩得， 

一方面，可以在朋輩間炫耀自己是一位勇武的所謂義士或英雄， 

另一方面，又可以收取大量金錢，無須工作，只要破壞就有錢收，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這群黑衣人所造成的後果，以及將要付的代價， 

絕非香港一些設施被毀壞那麼簡單，而是徹底毀滅了將來要用上千億， 

甚至上萬億金錢才能重建的幸福，卻完全不自知。 

因為，人生中，很多我們正在享受或將來會臨到的幸福， 

其實不是單靠我們工作賺錢的收入，就可以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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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個香港人因工作移民到加拿大， 

可能他每月工作可以領取數千加幣的月薪，但這數千加幣的月薪， 

是否代表他靠自己賺取了加拿大的美好天氣、清新空氣、先進科技、風光如畫的生活環境， 

以及與一大群和藹可親的加拿大人生活的社區呢？ 

 

當然不可能，單靠他努力工作，根本無法換取他在加拿大擁有的一切美好事物， 

而是需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加拿大全國數千萬人的共同努力， 

甚至，是前人數百年所累積的財富和文化，才能夠得到現今的成果。 

 

要令整個加拿大擁有這種幸福的環境和成果， 

所付出的代價，絕對比一位香港人由香港移民至加拿大工作，超出億億萬萬倍。 

因為加拿大擁有的一切美好環境、新鮮空氣、美味食物、 

清澈河水、和諧氣氛、良好治安、純樸民風，都是加拿大人歷代努力累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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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年青一輩的黑衣暴徒， 

卻以為單靠他們的努力，就可以輕易從破壞中重建香港的幸福。 

 

事實上，香港過去的成功、過去的繁榮安定， 

是過去十幾代人，以過百年時間努力累積的成果， 

當香港的名聲和累積的成果，一下子被這些暴徒破壞後， 

即使這群年輕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再次重建。 

 

試想，現時任何一位香港人，如果每天努力上班工作，月薪可能有萬多元， 

但這萬多元的收入，卻可以讓他每天生活於幾億萬元建立的繁榮和幸福當中。 

 

但是，如果香港本身不是擁有過去百多年建立的成就， 

那麼，即使這位香港人有著萬多元的月薪，而且每個月都將薪水全部貢獻給香港的建設， 

他也不可能立即將一個被黑衣人破壞淨盡的香港，變回五光十色、滿街名店和遊客的都市。 

 

現時，數以千計、萬計的年青黑衣暴徒，以為破壞完香港，奪得香港控制權後， 

單憑他們這一群沒有學識、沒有資歷、沒有金錢的大中學生， 

就可以在頹垣敗瓦中，重建另一個繁榮的香港。 

 

事實卻完全相反，即使他們用盡畢生的力氣，都不可能在他們有生之年， 

再建造另一個如香港般的國際金融大都會。 

 

大家可以試想，假如讓一萬名黑衣人學生，去非洲或印度的窮鄉僻壤建設， 

即使給他們五十年時間，他們又可以製造另一個東方之珠嗎？ 

當然，發夢時或許有可能，然而，現實大家都知道是絕不可能。 

 

因為香港的繁榮，並非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建設出來， 

而是十幾代人、數百萬人的努力，還要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一同創造。 

 

年青的黑衣人暴徒對此卻一竅不通，還以為自己不斷破壞香港，是所謂除去惡勢力， 

以為破壞得越多，將來就會越幸福，當他們奪得政權後，一切就可以重新開始， 

甚至，所有美好的事物，如繁榮、經濟、和平、穩定，都能立即再次得到。 

 

殊不知，在全世界眼中，他們只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傻瓜， 

不知道自己正親手毀去自己的將來和幸福， 

所失去的，更是他們用盡畢生之力拚命都無法再賺取。 

在這群黑衣人的愚昧下， 

香港將會由一個世界最頂尖的金融國際大都會、美食天堂、購物天堂， 

變為一個比第三世界最平庸城市，還要更不如的動亂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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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香港甚至連可以正常生活的環境都沒有了， 

更遑論是要得到如同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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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以前他們是穿戴各自的普通裝備，現在不行了。 

現時富有的一群，是擁有大型車，一整輛貨車、貨櫃車，停在這裡。 

所有人上去，上面已有齊裝備，所有人一起穿戴好再下車，就可以直接去打鬥了。 

 

為何每一個人的裝備，都是清一色，那麼相似的呢？ 

正因為他們已經擁有貨櫃和貨車。 

這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們會越做越精良、越做越好，只是花錢而已。 

 

於是，就導致他們， 

第一，藉著不斷消耗香港的年青人，導致他們擁有策略、有方向、有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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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在這運動中培養這運動的領袖方式，來玩這場遊戲（Game）。 

 

所以，你試想一下，現在是五年後， 

五年前是 15 歲的人，現在已經是 20 歲； 

五年前是 20 歲的人，現在已經是 25 歲了。 

這個運動中，在本土就能訓練出這班暴徒， 

現在，甚至連所謂的領袖，也不再需要了， 

 

如我提到一點，為何他們會用狙擊手呢？ 

其實是為了製造第二點，就是互相的仇恨。為甚麼？ 

 

因為開始時，需要有理由和理智，對嗎？ 

大家也知道，就好像吵架般，開始時，要有理由， 

但如果吵架變成仇恨的話，這就是民主，基本上最杜絕的事， 

他們建立出民主，就是大家全都強調理智、強調理由，不要說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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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群傻子，根本完全不知道何謂民主，甚麼也不懂，假如提及共和， 

他們會反問︰「甚麼是共和國？共和國必定是一個不好的字眼！」 

明白嗎？他們是這種程度，連知識和常識也沒有。 

 

但是，問題在於，現在你已經能看見， 

由開始時大家爭吵，一轉就變成仇恨，就無話可說了， 

一旦變成仇恨，雙方任何一個即使覺得自己錯了，也會繼續做下去。 

 

仇恨，就等如吵架，吵架變成打架後，再要他們回頭說理由，怎可能？ 

你的拳頭正揮過來，你還要我說理由？怎麼可能？大家已經正在對打。 

 

其實，香港現在已經不是走「理智」的路線，是走「仇恨」的路線了。 

走「仇恨」路線的時候，當然，我曾經提過， 

他們有狙擊手，然後互相指責，就是這樣。 

 

已經不談理智，也不談理由，亦根本不再討論事實，因為那已經變成仇恨， 

能夠屈枉你就最好了，你遇到最多冤枉就好了，因為我仇恨你，對嗎？ 

 

當一個人面對另一個人的時候，如果是民主的話， 

即使對方是仇人，你也必定要用合法的方式去處理，對嗎？因為這是民主。 

 

但如果是仇恨的話，你就是不想他受到應得的制裁，你想親自操刀。 

仇恨，就是你希望他不會受到公平對待， 

你就是希望剝削他被公平對待，對嗎？ 

 

所以，他們在民主理智底下，已慢慢喪失理智， 

只要一進入仇恨，就會一直走下去，香港不就已走上了仇恨的概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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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他們以這種仇恨方式，引發警察仇恨， 

當警察仇恨，必定是錄影他的時候，選擇他正在說粗言穢語等行為。 

可以了，一定是警察的錯。 

 

即使他明知是自己引發警察這種行為，但是，他不會說是自己引發。 

「他在説出這句粗言穢語之前，已經聽我說了一千句；但是，他現在説了一句！」 

「這樣，你死定了！你是警察，你不能説的。大家來看看他可憎的面目， 

他說粗言穢語的時候，多麼兇惡！他是警察，他不可以說！」 

 

問題是，他斷章取義，沒有讓你知道他已說了一千句粗言穢語。 

「他現在拿武器打我時，其實我向他吐唾沫，又打了他二百次！ 

但是，他舉起警棍，尚未打下來，他恐嚇我！他多可惡？ 

你是警察，竟然恐嚇我，你多麼暴力！」 

 

因為仇恨，如果要談論民主，這種事可以容許嗎？ 

談論民主，這種事是不可以、不應該。 

這就是民主建立的真正理由，導致不法的人會受到制裁。 

 

但是，當涉及仇恨，就兩回事， 

他們會不擇手段地，要你被屈枉，不擇手段地，要你被制裁。 

「甚至，那件事是冤枉你，我就更加心甜。」 

 

其實，很多武俠片中，為何某些人不會被法律制裁， 

就是為了讓主角心甜、「心涼」（暢快），由主角親自殺掉他！ 

所以，現時我們看見，情況已演變成仇恨， 

其實，已不需要再討論理據、民主、法律、道理等，將要全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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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時事追擊：香港社會仇警的狀況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析到，自 2019 年 6 月 9 日爆發「反修例風波」以來， 

香港社會不滿政府的情緒，經已變成一種失去理智、一味反抗政府及仇視警察的狀況。 

 

早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教育局公佈， 

反修例爭議持續多月，有教師被指網上發表仇警言論， 

單單 6 月至 9 月，已接獲 58 宗投訴，涉及近期社會事件的教師專業操守。 

 

其中兩宗被證實，曾向學生發佈恐怖仇警言論的個案， 

分別是前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科目委員會主席賴得鐘老師， 

以及另一宗，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老師，  

於 Facebook 詛咒警員子女「活唔過 7 歲」及「20 歲前死於非命」， 

惡毒仇警言論遭全城狠批，引起各界憂慮，擔心其言行會影響學子心智。 

  

除此之外，超過半年的反修例爭議中， 

示威者無數次包圍警署，向警署投擲石塊、雜物及汽油彈。 

 

6 月 26 日晚上，一批示威者圍堵灣仔警察總部， 

一名 43 歲示威者用噴漆噴污玻璃門，當警員試圖踢開鐵馬時，更向警員吐口水， 

最終，男子承認刑事毀壞、襲警及非法集結 3 項罪名， 

案件在東區法院判囚 10 個月，另須向警察總部賠償 1,670 元維修費。 

  

此外，示威者亦不時破壞警車、挑釁車內警察，甚至追打警察， 

當警員人數不足及裝備不足時，甚至需要拔槍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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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9 年 12 月 9 日，本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撰文表示， 

過往半年的動盪不安中，警隊一直堅守崗位，維護法紀， 

卻持續受到批評和抹黑，此舉，對警隊很不公道， 

網上充斥的大量仇警言論，更打擊了警隊形象。 

 

文章中，李家超引述 11 月 16 日前警務處長盧偉聰的報告， 

去年 2018 年警隊服務滿意程度調查中，84%受訪者表示滿意， 

是 2000 年以來，同類調查中最高，反映本港警隊的工作，一定能獲得廣大市民的認同，  

而且，2018 年的罪案數字跌至 54,225 宗，是 1974 年以來最低，這是警隊和市民共同努力的成果，

他讚揚警隊繼續以「以民為本」為目標，服務市民，令香港保持安全穩定。 

 

顯然，在 2019 年 6 月 9 日未曾爆發「反修例風波」前， 

香港社會對警隊的服務，一直都感到非常滿意，只是隨著「反修例風波」爆發後， 

負責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卻成為反政府人士與政府之間的磨心， 

反政府人士經已逐漸失去理智，只一味仇視警察。 

  

李家超在文章中以 831 事件為例， 

醫管局及消防處已多次公開聲明事件中無人死亡， 

但仍然有人「生安白造」，指事件中有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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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知專設計學院女學生的不幸死亡，即使調查中很多客觀證據都顯示是自殺， 

包括其家人的公開說明、學院公開的閉路電視，以及警方公開表明會建議死因庭公開聆訊， 

但是，仍有人不斷炒作，甚至，為到近期數宗自殺個案， 

繼續炒作及散播「被自殺」的謊言，製造社會不安， 

李家超期望社會放下政治立場，讓對立和謊言回歸和平及理性。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 

過往，全港每年約 900 宗自殺案，長者自殺率佔整體兩成半， 

而 24 歲以下人士自殺率佔整體 8.4%。 

 

所以，未發生「反修例風波」前， 

本港一直存在有人因鑽牛角尖而選擇輕生的情況， 

而所有自殺個案，都需經過死因庭， 

由法庭裁決個案是否屬於自殺，難以單憑表面證據作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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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亦在文章中補充，「世上沒有完美的人和事」， 

假如對警隊有任何不滿，可以按現有機制投訴，相關部門將會公平公正處理。 

 

但網上和社交媒體散播大量仇警言論，堆砌抹黑警隊的訊息， 

對警務人員的某些行為，定格於單一片段大肆批評，卻刻意不看前因後果， 

忽視這一幕，往往是警務人員與暴徒周旋了數小時後的一刻，形容網民是以偏概全，對警隊不公道， 

 

更甚是，網絡媒體充斥著偽造的攻擊， 

利用截圖，甚至捏造片段等，先入為主的手法，打擊警隊形象。 

 

其中，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反政府的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在 Twitter 上傳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一名小女孩身穿聖誕紅裙子，站在彷彿「凶神惡煞」的警員面前，顯得非常「渺小」， 

 

並附上文字「一圖勝千言」，意圖抹黑警隊濫暴，對弱勢市民使用過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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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客在推文下面附和︰「這個小女孩應該成為《時代雜誌》年度人物。」 

 

其後，反政府的公民黨主席、大律師身份的梁家傑，也將照片上傳到 Facebook， 

稱「要為相片中穿著聖誕紅裙的小女孩和她的一代， 

取回免於恐懼被剝奪人權和法治的自由和生活方式！」 

 

然而，這張照片背後的事實真相，又是甚麼呢？  

事實的真相是，當時這位女孩的父母，帶著孩子認識與感謝保護我們的警員， 

為小女孩拍照，實質是支持警員，網民同時批評公民黨議員抹黑警方。 

 

顯而易見，當前的香港社會，已經在不經不覺下，被教育得毫無理性、不講道理， 

盲目地針對執法的警隊人員及其家屬，增加對警察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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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種仇恨是永遠不會停止， 

因為，每次暴亂過後，往往發生「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的情況， 

變相，司法的法官不斷慫恿示威者使用暴力、破壞社會， 

從而製造出一群累積大量經驗的暴徒， 

透過重重複複「暴動、拘捕、釋放、加薪、再暴動」的循環， 

使這些重複被拘捕的暴徒，對於警察的仇恨，不斷累積及增加，而永遠不會停止， 

暴徒只會不斷累積經驗，變得更加專業。 

  

隨著社會仇恨警察的暴徒越發增多，仇恨越深， 

最終，只會變成大量消耗警察、癱瘓警力的局面。 

  

除此之外，近期「反修例風波」的發展， 

2019 年 12 月 21 日，警方追查「修例風波中的軍火庫藏械案」的目標人物， 

在大埔拘捕疑犯時遭反抗，疑犯向警察開了一槍實彈， 

慶幸沒有打中任何人，大批警員一擁而上，當場制服開槍男子。 

調查期間，疑有人從平台向下方警員投擲花盆， 

警方舉起藍旗警告不果，放射催淚彈。 

最後，警方檢獲一支半自動手槍及 15 發子彈。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警方在疑犯身上，檢獲一支真槍及 15 發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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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警方持手令進入大埔翠屏花園一單位搜查， 

屋內檢獲一支長距離步槍及大量子彈，包括 AR15 步槍， 

內有 211 發子彈，其中，61 發裝在一環形快速入彈器內，其餘子彈則分別已安裝在 5 個彈匣內。 

 

新聞片段： 

大埔開槍和藏槍案，被捕的 19 歲疑犯仍然被警方扣查， 

他涉嫌與本月初另一宗檢獲槍械案有關，本身亦正被通緝。 

警方也指這兩宗案，亦可能跟香港華仁書院發現炸彈案有關。 

星期五晚 9 時許，警方在大埔嘗試截查一名青年時， 

青年拿出一支 P80 半自動手槍，開了一槍，之後被制服。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曾到場了解。 

警方亦在大埔翠屏花園一個單位，搜出一支 AR-15 步槍及 211 發子彈， 

其中 61 發在一個環形快速上彈器內， 

其他子彈分別在 5 個彈匣內；另外有 44 發中空彈。 

 

警方相信該支 AR-15 步槍，是歹徒自行組裝。 

「全部槍械和彈藥都可供使用、性能良好。 

情報訊息顯示，應是希望在集會遊行時使用， 

製造混亂、傷害一些執勤的警務人員。」 

 

警方指，被捕男子去年除夕涉嫌藏有槍械被捕，之後違反保釋條件被通緝。 

他也涉嫌跟本月初，警方在北角等地點檢獲槍械的案件有關，當時亦檢獲 P80 手槍。 

警方相信，這兩宗案件跟本月香港華仁書院發現土製炸彈案有關，涉及同一個組織。 

消息指，組織中不少成員被捕，但不排除有人在逃。 

警方說 AR-15 有效射程達 800 米，威脅力大。 

「很多不法分子會利用這一類槍械在高位遠距離伏擊，令人防不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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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次事件，已非真槍首次流入本港，警方在本年內，共檢獲 8 支真槍。 

 
其中，2019 年 12 月 8 日，民陣組織舉行遊行前夕， 

警方於天后檢獲一支 Glock 9mm 半自動手槍、5 個彈匣、105 發子彈，另檢獲 3 把匕首及軍刀等， 

警方指，相信該批武器是用於當時的遊行集會活動。 

  

另外，灣仔克街一個懷疑行動集合點，檢獲兩件避彈衣， 

警方又於荃灣柴灣角街 77 至 81 號，致利工業大廈一單位， 

檢獲爆竹、9 支伸縮警棍、胡椒噴霧、護甲、避彈衣、防彈陶瓷板、對講機及刀等。 

  

行動中，警方合共拘捕 11 人，年齡介乎 23 至 63 歲， 

據了解，被捕者當中，部分人屬「屠龍小隊」成員， 

另有兩人為學生，分別就讀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公開大學。 

  

12 月 9 日，警方根據線報於天水圍流浮山深灣路，發現一輛於 2017 年 12 月份報失的私家車， 

私家車被發現時，匙膽已經被撬，車上亦被人掛上偽造的車牌及行車證， 

車上更發現 4 把牛肉刀、1 把斧頭、1 支鐵通及 1 支手槍， 

槍械鑒證科人員到場，於手槍彈匣內發現 4 發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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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警方在灣仔香港華仁書院山坡，發現兩枚共 10 公斤土製炸彈， 

內含烈性炸藥硝酸銨及鐵釘，倘若引爆炸彈，100 米範圍內也可致命。 

 
12 月 27 日，警方在 Facebook 發表一篇題為《槍，已經進入了社區》的帖子， 

指警方於 12 月檢獲多枝真槍，當中，包括有效射程達八百米， 

殺傷力大的 AR-15 自動步槍，以及過百發子彈和環形快速入彈器。 

警方擔心槍械已經流入社區，若有人在鬧市攜帶， 

甚或使用真槍實彈，將會對公眾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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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如 5 年前，2014 年 11 月 30 日， 

日華牧師於「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中分享， 

接下來，由幕後黑手美國所安排的狙擊手，將會出現清場， 

一方面，暗殺示威者及示威領袖； 

另一方面，又蓄意暗殺警察，使當前局面變得更混亂， 

然而，這走向已是志在必行，無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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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三：請問日華牧師，現在我們看見整個走勢，看見警員所謂「落單」，只要他們單獨行事，就已 

經會被人圍攻。若果一直演進，有狙擊手或更多暴力出現；事實上，香港仍未將我們教會， 

放在解決這狀況的崗位或角色中。那麼，當弟兄姊妹看見越多暴力，甚至槍殺和謀殺的事 

出現，弟兄姊妹應該如何理解？或是如何保護自己及身邊的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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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首先，我們必須知道，將來，這種情況是必定會出現。 

但是，如果弟兄姊妹的家人尚未信主，是不可能保護他們。 

簡直是不可能！尤其是，他們不是參與我們教會。是不可能的！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僅僅保護弟兄姊妹自己， 

而且，方法是必須行在神的旨意下，因為，這是《詩篇‧23 篇》所說。 

你不能說：「我可以自把自為。」或是「我現在參與錫安教會，我就等同受保護。」 

不是的！ 

 

你必定要行在神的真理下，神才會成為你的護盾、才會保護你。 

 

還如此「大想頭」（奢望），希望保護你那些不是參與錫安的家人。 

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可能注定要在這一場事件中死去。 

你沒有辦法保護他們，因為，這件事本身是真的，我們不是談論一個遊戲（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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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過程中，大家必須跟從教會的方向。 

我是指，弟兄姊妹如何保護自己， 

並非如何保護他們的家人、狗、寵物、壁虎或是蜥蜴。不是的！ 

 

弟兄姊妹要保護自己的情況下，教會教導的不同方式，他們必須遵行， 

舉例︰未來的日子，教會可能忽然在某個星期宣佈，我們一起去大旅行， 

那麼，我們就一起去做，盡力一起去做。 

至少你也盡力，那麼，你便列入被神保護之列。 

 

過程中，也許我們會突然取消一些聚會，或是建議大家收起所有黑色衣服； 

或是建議大家，在暴亂中，不要獨自走到街上，好奇地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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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個人安全的意識 

主日信息再進一步分享，假如於軍法統治下，弟兄姊妹需要注意的地方。 

  

原因，這種情況，於大部分人有生之年，都從未出現過， 

就是一個軍隊走進市民中，維持治安的狀態，甚至乎，是用盡所有方式，去止暴制亂， 

因此，不能靠過往的常識去應對，以為自己沒有犯法，做甚麼事情也可以。 

  

然而，當處身非常時期，政府就有可能用上非常手段，以各種方式，抽出暴亂分子， 

現時，我們於網絡上的蹤跡，就已經足以被誤認為是暴亂分子的證據。 

  

事實上，早於 11 月的時候，高等法院已頒下了禁制令， 

禁止所有人於網絡上，煽動暴力及教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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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單止於網絡上留言，甚至是轉載，也有可能惹上官非。 

而軍法統治的情況下，就更加危險，可能會被人找出來。 

所以，我們不應於網絡上，寫一些讓人誤會你是支持黑衣人，或是轉載他們的文章。 

  

原因，因著「反修例運動」，我們現時的社會，已經不再是從前和平時的社會， 

假如，為著止暴制亂而要派解放軍到香港的時候， 

到時，就不會只是留下來幾天，如警察一般站崗。 

而是會配合政府，對付一切可能會威脅政府的市民。 

  

事實上，因著網絡的言論而被追究，不單止是刑事上的犯法，而是於其他層面被追究。 

例如：早前有數以十計的航空公司職員，因著於社交媒體中發佈反修例的言論而被辭退。 

 

再者，教育署亦公佈，於「反修例運動」中，有教師因參與而被投訴違反專業操守， 

經調查後，需要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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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上散佈不當言論，亦會被追究。 

 

從這個角度看來，當事情更白熱化的時候， 

因著網上留言而被追究，將會越發增加。 

而網上留言的特點，就是一旦留言後，就差不多永遠不可能收回。 

所以，弟兄姊妹於這方面，應該多加留意，不能太過掉以輕心。 

  

除此以外，弟兄姊妹亦應該避免出現於示威、人群聚集， 

甚或是警民衝突、解放軍出動的地點， 

甚至乎，不是穿著全身黑色，也應該避免前往這些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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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除了自身安全，免被傷害之外， 

另一方面，亦避免引起香港及中國政府的誤會， 

以為你是其中一名於現場的示威者。 

  

因為，正如早前主日所提及，中國政府除了要處理香港的示威外， 

更重要的，就是要杜絕顏色革命滲透到中國大陸，引發不同地方的人民有樣學樣。 

所以，中國政府會禁止所有他們懷疑為示威分子、黃絲、黑衣人回中國大陸。 

  

除了區議員被禁入境外，甚至乎，曾參與示威被捕，亦被禁入境。  

更有人稱，於示威中，曾被警察登記身份證號碼，亦被拒入境。 

 

事實上，不需要登記身份證， 

其實，警方早於三年前，已經購入澳洲一個支援人臉識別的人工智能軟件。  

而中國政府亦會派員監察示威情況及拍照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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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現時的科技，即時新聞片段或相片，再加上回鄉證照片的數據資料庫， 

已經可以辨識出，誰曾於香港參與遊行示威活動， 

當他進入中國大陸關口，就可以即時被扣查。 

 

因此，弟兄姊妹需要注意，不要抱著好奇的態度， 

自以為不穿全黑色衫，只是去示威現場觀察，甚或只是拍照留念， 

但其實，此舉不單令自己置身於一個危險的位置， 

並且，隨時被誤認為示威者、黑衣人，因而惹禍上身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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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深刻記得，自己還很年幼的時候，當時，我記得自己仍住在駿發街，  

當時，樓下有暴動，我嗅到催淚彈的氣味，  

還聽到父親說：「老婆，我下樓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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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母親不容許他這樣做， 

但他仍然跑到樓下，因為好奇，以為看看也不要緊。  

 

但弟兄姊妹謹記，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你就不會在神的保護裡， 

所以，暴動和暴亂期間，你必須避開那些地方、避開那些人，這樣才可以。 

 

因為這件事，其實就是七年大災難的前身， 

你還記得七年大災難是為了甚麼而發生嗎？  

是為了死人的，而不是為了保護人，是為了讓他們死去。 

 

所以，現在當我們進入七年大災難的前身， 你會看見它的影子。 

在這種情況下，你一定只能依靠神，才能保護你， 

你無法靠自己保護自己，也不可能靠你保護自己的家人。  

這實在是太大想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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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的家人，很可能本身就是暴亂分子， 怎樣保護他？ 

 

所以，在過程中，你一定要知道， 

神只是預備保護將會成為轉捩點的一群人，為他們行神蹟，  

甚至將殲滅敵人的能力，賜給兩位毛衣人，就是為了讓他們完成指定的工作。 

 

過程中，你要做的，是成為這個計劃中，神能夠使用的人。  

 

因為，我們任何一位，都並非一出生就成為神計劃中能使用的人， 

而是我們自己走進去，走進神的旨意中， 

並非你參與了錫安教會，就已經等同走進了神的計劃， 

不是的，就如猶大，難道，他被選為十二門徒之一，所以他就是使徒？ 

不是的，他可能是其中一位壞人。 

 

所以，在我們而言，我們要盡量泊入這計劃中，被神選擇我們成為這計劃的一員。 

既然，神有將來的計劃要託付給我們，我們才不會這麼早見主，對嗎？ 

 

情況等同 1996 年「雙氧水事件」時， 我隨時會失去性命， 

但是，假如我當時走進了神的時代計劃裡，我就無論如何也不會死亡， 

你是主角，很多責任等著你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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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神用了數百年時間，製造了那麼多印證，到了 2009 年開始，卻沒有人能被印證，  

連 4794 是甚麼意思，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因為根本沒有人分享先知 Bob Jones 的預言； 

也不可能有人分享「2012 信息」。所以，那時的我，是絕對不能死去。 

 

你們也一樣，你們只是來到錫安教會， 

每一個也是因為自己盡量參與，而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崗位， 

這個崗位是神所定，神會保護的。  

 

但是，如果你無法進入那崗位，只是周圍「遊離浪蕩」（意指︰無所事事，到處遊蕩）， 

神就不會確保你的性命，反正你也沒有用處，神就把你修剪了。 

如果你有用處的話，神就繼續讓你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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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七年大災難中修剪葉子為了基督徒多結果子 

日華牧師分享到，現今香港發生的黑衣人暴亂， 

其實是《啟示錄》所形容，大災難時代的一個序幕， 

當新婦錫安教會被提後，大災難時代臨到， 

全世界所有城市，都會如現今的香港一樣，每天發生暴亂， 

甚至比現今香港所發生的暴動嚴重十倍，甚至一百倍。 

 

因為，這就是神對世上一切不信之人的終極審判， 

然而，為何神要這樣做呢？如果神的目的，只是藉著災難消滅惡人， 

為何神不乾脆將惡人殺死，一了百了， 

卻要花盡心思，為他們製造一切災難，使他們受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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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目的，就如鍛鍊和塑造新婦， 

神將一切逼迫和艱難加諸在新婦身上，藉此鑄造新婦， 

使我們擁有似神一樣的勇敢、堅毅、純全和正直的性格， 

並且，在苦難中，看看我們能否作出正確選擇，活出擁有聖靈果子的生命。 

 

所以，神製造災難和苦困的最主要目的，不是為了審判我們， 

而是希望我們從中知道自己的問題而悔改， 

在進入永恆之前，去除我們生命中不良的性格。 

 

就如一位農夫，當他所種的果子將要收成的時候， 

所有農夫都必定會修剪果樹上沒有結出果子的枝子和葉子， 

為要將樹幹吸收的所有水份和營養，全部集中流到果子身上， 

讓果子在收割前的最後一刻，能夠吸收到最多養料， 

在它們長得最大、最美、最甜的時候，才去收割。 

這是一個基本的種植常識，所有果農在收割前，都會這樣做。 

 

然而，就如主耶穌在四福音分享的比喻，現今世代，神就是這一位最偉大的農夫， 

這一刻，亦是祂最後收割的時間，而祂所收割的，就是人類的靈魂， 

按著我們每一個人一生所結的果子，決定我們於永恆中的去處，以及所得的獎賞和位份。 

 

約翰福音 15 章 1 至 2 節：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馬太福音 13 章 38 至 39 節： 

「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 

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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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中最基本的身份和位份，分為兩大類，得著救恩的，就會上天堂得永生； 

沒有得到救恩的，就會永恆下到地獄受刑。 

 

能夠上天堂的人，又分三個等級，就是賓客、童女和新婦， 

 

唯有一生中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 

由信主第一日，至人生最後一刻或被提，仍是跟隨神的人， 

才能夠得到至高無上的新婦位份，就如錫安教會得著的共同信息印證一樣。 

 

所以，末世的《啟示錄》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 

沒錯，就是收割的時候，屆時，所有人都必定要面對神的修剪， 

神會將我們生命中一切妨礙我們結果子，以及結更優質果子的事物，全數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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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就是地上一切，我們無法帶進永恆的榮華富貴， 

所以，神會在世界末日前，修剪世上的一切繁華， 

讓我們能夠結出更多、更優美的果子，可以在永恆中得著更多獎賞， 

亦讓從未結過果子的人，反省自己的人生，把握剩下光陰為神結果子。 

 

所以，現今香港發生的黑衣人動亂，為何神會讓這些事情發生呢？ 

為何神要藉這件事，成為他們惡待錫安教會的審判呢？ 

 

其實，神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在被提前，給予全香港最後一次悔改回轉歸向神的機會， 

並認清他們曾經無故惡待的錫安教會，是神的新婦和受膏者。 

 

當香港人失去他們自恃的一切，包括安定繁榮、榮華富貴、燈紅酒綠時， 

就如一棵樹，被剪去不結果子的枝子， 

當一直以來，撒但用作蒙蔽他們眼睛的物慾被一一挪開，香港人才會反省， 

為何自己會失去這一切，為何自己會得罪了這一位神，被祂所修剪， 

因為，神要他們結出果子，才能夠脫離地獄，得著永生。 

 

所以，這次香港發生的暴動，甚或是被提後的大災難， 

都只是神修理我們生命中，使我們不結果子的枝子。 

 

當修剪完成，才會迎來大收割， 

就是《以賽亞書‧60 章》所預言，世上一切君王和元首， 

都會來就神的光的大復興，而第一批被提的新婦，就是向神獻上初熟果子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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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被提前未能被神修理乾淨，所有不願意被神修剪、不結果子的枝子， 

即是，沒有結出神預定的果子的人，就會失去被提資格， 

要留在大災難中，接受神第二次修剪。 

 

在神第二次修剪時，願意被修理乾淨的人，就能夠成為毛衣人，在大災難中為神結果子， 

得著神的認可，可以行使各種神蹟奇事，成為耶和華的刀，審判地上其他惡人。 

 

所以，按著神是一位農夫的原則， 

現今發生在香港的事件，就是神給予香港人的一個修剪，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在香港人沒有結出相應果子的同時，只有踏進神計劃當中的人，即錫安教會，才會受神保護。 

 

並且，因為親眼看見這些修剪，令我們的信仰更加成長、更加能夠結出果子， 

然後，在被提前踏出最後一步，為自己的永恆獎賞， 

做得更全面、更成熟，以最能夠榮耀神的姿態，進到天國裡。 

所以，世界結束時，全世界也會發生香港這種動亂， 

因為全世界都要被神修剪，預備最終的大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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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能夠想像，遑論是你的家人， 

或是那些不參與錫安教會的家人、親戚、朋友， 他們根本不可能得到神的保護。  

因為他們可能被預定是犧牲品，他們面前本來有一條生路可以走，自己卻要走一條死路。 

 

接下來，所有弟兄姊妹保護自己時，  

記緊，除了正常的方式之外，你必須要靠著超自然的方式，由神保護你， 

在這個時代，必須靠超自然方式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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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暴動的地方，你不要去，千萬不要因為好奇、更不要參與， 

或是在旁邊錄影、拍照、充當記者，這些一律都不要做、不要參與。 

最主要能夠保護你的，並非你所以為的方法。 

 
當災禍臨到時，在這個時代會成為一種急難，當急難來到，你是無法躲避的。 

 
如果你以為：「我用自己的方法，沒有事的。」其實是不行的。 

一定要神超自然保護，再加上你真的與神合作， 這樣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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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末世中自然方式與超自然方式的保護 

信息中，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的提問，似乎有很大機會，美國已經預先偷運武器到香港。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狙擊手出現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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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日華牧師的答案分為兩個層面，分別是自然方式的保護，以及超自然方式的保護。 

 無疑，當前正處於末世《啟示錄》的時代，基督徒必須從上述兩個層面去認識神的保護。 

  

第一個層面，自然方式的保護：隨著香港亂局不斷惡化， 

大家應懂得日常的常識智慧（Common Sense），保護自己。 

就如之前的精華短片（VO）「個人安全的意識」的教導，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必須認知法律， 

在言行及網上留言等層面中，必須小心謹慎，避免惹禍上身而不自知。  

甚至，當住所或工作地點附近，有黑衣人集會及破壞時， 

基督徒也需要有智慧地，遠離這些區域，不應湊熱鬧圍觀。 

一方面，早於三年前，警方已經從澳洲購入支援人臉識別的人工智能軟件， 

記錄暴動現場的所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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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有曾參與示威、暴動及被中國政府記錄的人士，都有機會被禁止進入中國境內。 

  

此外，隨著香港局勢發展下去，下一步必然是狙擊手進場， 

一方面，暗殺示威者、策動示威的領袖及圍觀民眾，藉此嫁禍警察濫殺無辜， 

另一方面，狙擊手亦會蓄意暗殺警察，嫁禍給黑衣人， 

使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仇恨，一直沒完沒了。 

  

有見及此，弟兄姊妹必須憑智慧行事，熟習「2012 信息」所教導的智慧， 

面對接下來瞬息萬變的社會狀況，這就是自然方式的保護。 

  

因為，即使是一個神蹟人，例如先知以利亞， 

他也需要嚴格遵守自然的定律和生活常識，否則，他的身體亦會受傷， 

若然經常粗心大意的話，即使是切生果，也有機會切傷手指，這是一個自然定律。 

  

同樣，即使是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憑智慧及生活常識行事，以免發生意外。 

加上，近期警力減少、罪案增加，日常生活中， 

弟兄姊妹也需要減少夜間外出、避免前往一些僻靜地方。 

  

第二個層面，超自然方式的保護： 

當我們做足了自然方式的要求後，也不等於一定能解決所有危機， 

因此，我們需要憑著信心，在自然方式保護以外，也相信有神超自然方式的保護。 

  

事實上，接下來這一個《啟示錄》時代的日子，世界將會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 

換句話說，將會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災難和審判中死去， 

這些人都是未能準時被提的世人和所謂基督徒。 

  

故此，當新婦被提之後，那些留下來的毛衣人，賓客級數的基督徒， 

就要懂得盡力做好所有自然層面的守則和智慧，做好自己本份。 

 之後，神才會以超自然方式，保護那些行在神旨意下的基督徒， 

使他們保存性命，安然過渡最後的 1,260 日。 

 因此，不論是自然方式的保護，或是超自然方式的保護，都是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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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說︰ 

「神給我的祝福和保護，是超出我所想所求。」 

 

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