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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1月 19日分享 

 

第一章：星際啟示錄 477 天馬座行動 254 權能威榮之復還（2） 

 

影片：時事追擊：澳洲世紀性山火與「品種滅絕」的生態災難 

澳洲自 2019年 9月開始，一直山火不斷， 

火勢已蔓延至超過 4.9萬平方公里土地，數千民眾不得不逃離家園， 

目前，山火更有惡化蔓延之勢，多個地區頻頻傳出災情。 

 

除高溫外，強烈風勢也令救火工作更為困難， 

其中，記錄到最高火舌高達 70米，比 65米高的悉尼歌劇院還要高， 

足以將整座悉尼歌劇院陷於火海之中， 

消防部門一度曾將該州火災級別提升至「災難級（Catastrophic）」。 

 

整個澳洲至少有 500萬公頃土地遭山火影響， 

單單在新南威爾士州，燒毀面積已超過 400萬公頃， 

當中，藍山世界遺產地區已有超過 20%被燒毀， 

對比之下，較早前發生的亞馬遜世紀性森林大火，只燒毀了 90萬公頃， 

而 2019年加州大火，亦只是燒毀了 180萬公頃， 

然而，今次澳洲世紀性山火，卻驚人地波及了多達 500萬公頃土地。 

 

這場天災不僅影響人類，更令不少澳洲野生動物陷入山火， 

生態學家估計，單單是新南威爾士州，至今已有至少 5億隻動物死亡， 

當中，包括袋鼠、哺乳類、鳥類及爬蟲類生物， 

全都彷彿剛剛經歷了一場「大屠殺」。 

 

至於澳洲獨有的國寶級樹熊，情況就更為慘烈， 

牠們不會飛、不會跑，唯一的自救方法，就是爬到樹頂， 

相信，居於新州中北部海岸約 8,000隻樹熊，已被大火燒死， 

即使未被燒死，其棲息地亦已遭山火破壞，難以生存。 

 

新聞片段： 

澳洲山火持續 4個月， 

除了居民痛失家園外，動物的棲息地亦遭大火摧毀。 

有專家估計，單是新南威爾士州就有近 5億動物被燒死， 

至於南澳洲坎加魯島，島上的特有物種包括袋鼩，正面臨絕種風險。 

 

在澳洲山火災區的新南威爾士州，上周末遭到大火洗禮的巴特洛， 

沿路兩旁滿是一具具被燒死的樹熊和袋鼠等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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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飼養的牛和羊即使走出圍欄， 

但最終都敵不過無情的大火，死在路邊。 

 

保育部門和民眾開始擔心，澳洲特有物種會否因此而滅絕， 

特別是南澳洲坎加魯島，有近三分之一面積被焚燒。 

有報導指，山火可能燒死了島上 25,000隻樹熊，相當於總數的一半， 

而島上的樹熊是澳洲唯一未感染衣原體的一群， 

在昆士蘭和維多利亞州的樹熊， 

大部分因感染衣原體而失明或不孕。 

有動物專家表示，在島上逃過火海的樹熊大部分都受傷， 

接下來牠們要面對饑餓的問題。 

 

大火也摧毀了瀕危物種袋鼩，在坎加魯島西面的棲息地， 

由於島上大部分監控鏡頭已被燒毀， 

難以估計島上 300隻袋鼩的傷亡情況。 

袋鼩猶如一隻老鼠的大小， 

專家指，牠們遇上大火也難以在高溫中逃走， 

現在失去了棲息地，更容易被其他動物捕獵。 

由於大火仍在島上燃燒，島上其他野生動物， 

如針鼴、澳洲袋狸、黑鳳頭鸚鵡等都備受威脅， 

不少人都試圖伸出援手， 

除了有消防員細心餵袋鼠喝水，還有拯救動物的手藝工會， 

呼籲義工加入製作袋、毛毯、手套給受大火影響的動物， 

讓因大火失去父母的年幼袋鼠，都可以靠這些布袋保暖。 

 

除此之外，新南威爾士州一個農場，飼有 20隻牛，同樣受山火波及而陷入火海， 

多隻牛隻被嚴重燒傷、皮膚破損，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部分更已斷氣， 

最終，農夫在獸醫的建議下，決定以槍結束牠們的痛苦， 

農夫跪下輕撫牛隻後，含淚完成「安樂死」的過程，其後仍在現場哭了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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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為避免野生動物被活生生餓死，新南威爾士州環境部派出直升機， 

運載多達 2,200公斤的蔬菜、紅蘿蔔及番薯， 

於當地 6個國家公園等地方，空降食物餵飼當地的野生動物。 

 

澳洲山火肆虐數月仍未撲熄，濃煙四處飄散， 

連 2,000公里外的新西蘭法蘭約瑟冰川（Franz Josef）都受影響。 

當地原本白茫茫的冰川和蔚藍天空，被澳洲吹來的煙霧污染至焦糖色， 

令現場人士恍如置身塵沙滾滾的沙漠地區，現場更傳出濃烈燒焦味， 

有專家更擔心，新西蘭受澳洲山火影響導致氣候變天，或許會加速冰川融化。 

 

截至 1月 9日，澳洲山火進一步擴大面積超過 1,030萬公頃， 

比起早前公佈的 500萬公頃，再增加一倍之多， 

大小相等於 93個香港，或是整個南韓的面積。 

 

有生物學家保守估計，全澳洲超過 10億隻動物會葬身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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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前估算的 5億，增至一倍， 

甚至，這場大火，有機會出現一場「品種滅絕」的生態災難， 

剎那間，徹底摧毀整個澳洲的動物生態，情況令人擔憂。 

 

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澳洲分會估計， 

山火已導致全澳洲約 12.5億隻動物及本土鳥類喪生， 

數字不包括蝙蝠、蛙類、昆蟲及其他無脊椎生物。 

悉尼大學生物學克里斯‧迪克曼（Chris Dickman）教授重申， 

其團隊已經使用了非常保守的統計方法，所以，真實資料預計會遠遠高於他們的統計。 

 

受山火影響，新南威爾士省累計已有 2,079間房屋被焚毀， 

其中，1,163間，是於今年首 10日內遭燒毀，另有 830間受損， 

由於短期內，澳洲不會下大雨，預料山火仍會持續燒數周。 

 

澳洲保險理事會估計，單單山火相關的賠償申索， 

已高達逾 7億澳元，約 37.73億港元，並且，預料索償金額將進一步增加。 

 

事實上，澳洲山火嚴重波及大量依賴天然種植的農夫和畜牧業， 

將會對澳洲經濟造成 50億元直接損失，令 GDP增幅下跌 0.2%至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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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Sometimes the struggle of many can be best told through the battle fought by one family, like the bushfire 

ordeal at the Bilpin Fruit Bowl. 

有時，一個家庭所經歷的難關，說明了許多人的奮鬥故事，就像比爾平果園經歷山火一樣， 

 

Farmers can’t afford to stand around and moan and mourn their losses. 

農民不能光站在那裡抱怨和哀悼損失， 

 

Their only choice is to get back into it. 

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回去。 

 

Fruit pickers back in the orchard. 

果園再次接待摘水果的遊客。 

 

Very nice. 

很好。 

 

It's a sight Margaret and Simon Tadrosse have never been more grateful to see. 

泰德斯夫婦感恩能夠再次看見這景象， 

 

Though we've got beautiful white flesh peaches available for picking. 

我們有美麗的白色果肉桃子可供採摘。 

 

The doors at the Bilpin Fruit Bowl open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ky turned black and fire roared up the 

valley on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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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六天空變黑、大火肆虐山谷以來，比爾平 Fruit Bowl果園首次重啟。 

 

The flames wiping out a third of their trees row after row of apples and figs. 

大火燒毀了他們三分之一的樹木，一排又一排的蘋果和無花果， 

 

Trying to save the farm on that Saturday afternoon was sort of um… a bit hard, a bit emotional. 

試圖在那個周六下午拯救果園⋯⋯有點悲慘。 

 

Now they've had time to assess the damage. 

現在他們有時間評估損失， 

 

The Tadrosse family estimates the fire has cost them up to a million dollars. 

泰德斯一家估計損失達一百萬元。 

 

But today they're choosing to focus on what's left.  

但今天他們選擇注目在剩下的。 

 

It's been a little bit gut-wrenching.  

這有點讓人揪心！ 

 

My husband has been very upset. 

我丈夫很傷心， 

 

He puts a lot of time, effort, love into these trees.  

他為樹木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愛心， 

 

So it's been very upsetting for him. 

所以這讓他很苦惱， 

 

But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soldier on. 

但你知道，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 

 

Many residents lost something when the Gospers Mountain blaze hit over the weekend. 

戈斯伯斯山大火在周末發生，為許多居民帶來損失。 

 

The Tutti-Fruitti cafe burnt to the ground, so this reopening is a symbolic step for the entire community. 

Tutti-Fruitti咖啡館被夷為平地，所以這次重啟，對社區來說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一步。 

 

澳洲總理表示，政府會向每一位受災民眾發放救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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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及兒童，分別會獲得 1,000及 400澳元。  

  

其中，位於昆士蘭州和南澳大利亞州阿德萊德山的葡萄酒產區災情尤其嚴重， 

特別是昆士蘭州更面對水源短缺的問題， 

預計，2020年葡萄酒產量，將會較去年大幅下降。 

  

而阿德萊德山，葡萄酒產量預計將下降三分之一， 

大火徹底掠過災區，79.4萬箱價值 2,000萬澳元的葡萄酒。 

  

該地區大約 3,300公頃的葡萄園中，約有三分之一， 

即 1,100公頃土地，受山林大火直接影響，  

部分葡萄園被山火燒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全恢復，產量也會受到影響， 

另外有部分葡萄園則受煙塵污染，葡萄酒業或損失逾 1億澳元，約 5.37億港元。  

 

1月 14日，美國太空總署（NASA）衞星圖像顯示， 

澳洲山火產生大量濃煙，煙塵不但飄向鄰國新西蘭， 

甚至橫跨了南半球另一端的陸地 —— 南美洲國家智利， 

專家預計，煙塵或會環繞地球一周。 

研究人員又指，煙霧飄進平流層，達到海拔 17.7公里， 

而濃煙，目前已飄離澳洲約 6,500公里。 

 

新聞片段： 

Australia wildfire update 

澳州山火消息 

 

Now NASA using their satellites tracking the smoke from the air. 

美國太空總署利用人造衛星追蹤煙霾， 

 

The agency says the smoke has actually traveled around the globe now, and is now back to skies over 

eastern Australia. 

總署指煙霾已經環繞了整個地球，現在回到澳洲東部的上空。 

 

NASA says the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combined with historic dry conditions have also led to the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fire-induced thunderstorms, and the smoke has had a dramatic impact on New 

Zealand as well, causing severe air quality issues. 

總署指前所未見的情況和乾燥天氣，亦使由火災誘發的雷暴異常的多，煙霾亦對新西蘭造成戲劇性

的影響，引發嚴重的空氣污染。 

 

大家可以細心留意以下人造衛星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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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持續超過 4個月的澳洲山火，產生大量濃煙， 

從外太空，竟然都可以清楚看見濃煙飄散到南半球的幅度，覆蓋範圍實在前所未見。 

無庸置疑，今次澳洲世紀性山火，絕對是一場生態滅絕的自然災難。 

 

除了澳洲，地球另一個秘境天堂新西蘭也陷入火災， 

火場位於新西蘭北島一個熱門旅遊城市，納皮爾（Napier）的霍克灣 Hawke's Bay附近。 

2020年 1月 6日，火場面積僅僅 10公頃， 

但半小時後，伴隨現場每小時 120公里的猛烈風速，山火焚燒面積轉眼間達到 15公頃。 

 

新聞片段： 

A fire in north of Napier has burned through 350 hectares of pine forest. 

內皮爾北部的大火燒毀了 350公頃松樹林， 

  

Heavy winds hampered firefighters overnight. 

強風導致消防員工作連夜受阻。 

 

And while they managed to contain the blaze, they are not celebrating just yet. 

儘管火勢已經受控，但他們仍不敢懈怠。 

  

Wilhelmina Shrimpton reports 

Wilhelmina Shrimpton報道 

 

This is about as close as you can get. 

這是最近距離的現場情況， 

  

A forestry contractor and volunteer firefighter captured the crackling flames that sweep through hundreds 

of hectares of pine forest. 



20200119   www.ziondaily.com 
 

 
 9 

一位林業承辦商兼義務消防員，捕捉了火焰劈啪作響的畫面，火勢延綿數百公頃的松樹林。 

  

It moved through quite quickly so. 

火勢蔓延得很迅速， 

  

it’s still going to affect, maybe 50% of the crop. 

估計會波及大概 50%的農作物。 

  

Fire crews have spent two days battling the blaze from both the ground and the air. 

消防員用了兩天時間，陸、空兩路與大火搏鬥。 

  

Seventy firefighters fought the flame with eight helicopters with monsoon buckets dropping water and two 

planes spreading retardants. 

當局派出 70位消防員救火，以及 8架直升機投擲水彈，和 2架飛機噴灑阻燃劑。 

  

Bulldozers had been building containment lines but crews say the fight is far from over. 

堆土機到現場構築防線，但消防員表示滅火工作尚未結束。 

  

The cause isn’t yet known but heavy winds have continued to keep it alive. 

大火的起因仍需確實，但強風令大火仍持續地燃燒。 

  

Dangerous conditions forced fire crews to pull back last night and a flare-up threatened this property. 

昨晚高危的情況令消防員不得不撤走。突然變旺的火焰威脅到這棟住宅。 

 

截至 1月 8日，納皮爾火災面積已蔓延超過 300公頃，情況令人擔憂。 

 

無疑，今場澳洲世紀性山火，確實是一場大自然界「種族滅絕」的生態災難， 

為 2020年，揭開《啟示錄》級數災難的序幕。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開始分享， 

有關傳威牧師離世的號外信息「權能威榮之復還」。 

  

這段信息，包括了日華牧師於傳威牧師安息禮、出殯禮與及火化禮當中的分享。 

  

因為，傳威牧師的事件， 

亦成為了上一年，神給予日華牧師「還有一年」信息的印證， 

而這「還有一年」的信息，正正就是指向傳威牧師的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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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共同信息，更是包括 Freemason的圖案， 

甚至是電影《復仇者聯盟 4》和《Ready Player One》的內容。 

所以，這個喪禮，可以說是自古也被紀念， 

亦因此，今次的分享，也成為了「2012信息」的一部分。 

 

既然，這次的喪禮，是被神所命定，必然發生，沒有人可以制止， 

所以，當我們參與的時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能夠合神心意。 

 

亦因此，於 12月 16、17日兩天，日華牧師亦作出了分享， 

於適當的時間，打開了神所埋下的時間錦囊，揭示出「2012信息」的重要部分。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權能威榮之復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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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權能威榮之復還（2） 

我先會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十幾分鐘的說話， 

然後，我會帶大家作一個宣告，只是十幾句說話而已。 

 

其實這一段說話，本身在十日前，當傳威離世， 

Eddie問我：「在聚會中，有沒有甚麼想分享？」 

我的回答是：「沒有。」 

 

這十天裡，我也不斷思想， 

因為，如果不是神要我分享的，我一句也不會說， 

但這十天裡，我亦會思想關於今次這件事。 

 

神提醒我一件事，在一年前，神已經提醒我們教會， 

我們今日會有這一個光景、這一個聚會，為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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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日華牧師對邵傳威牧師離世領受啟示的進程 

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早上 6時 7分， 

教會透過 Sync Calling向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發佈通告， 

我們所愛的威爸 —— 邵傳威牧師， 

已於 12月 5日凌晨約 2時 44分返回天家。 

並透過《錫安日報》的《給邵傳威牧師悼念回憶錄》，  

好讓弟兄姊妹透過文字，記述邵傳威牧師捨己愛人的一生。 

 
同日下午，一方面，教會同工陪同邵傳威牧師的家人， 

安排接下來安息禮拜的事宜，訂於 11日後，即 12月 16日， 

於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分兩個時段舉行安息禮拜， 

好讓全教會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同參與。 

 
另一方面，Eddie策略家得知日華牧師於安息禮拜中，暫定沒有任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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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同日下午，相約了展鳴策略家、輔政策略家、細 K策略家及西緬策略家， 

商討當日安息禮拜的程序，並且初步構思了整個流程。 

 

與此同時，同日晚上 7時 23分， 

日華牧師向「極速回應特別行動組」同工宣佈， 

決定透過《回憶栽種恩 ── 梁日華牧師自傳》， 

詳盡分享邵傳威牧師的生平敘述。 

 

以下，節錄自 2019年 12月 5日， 

日華牧師關於敘述錫安教會兩位創辦人之一，邵傳威牧師生平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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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牧師分享： 

首先在這裡讓大家知道，我跟西緬正在構思， 

《回憶栽種恩》會有一段頗長，應該數以星期計， 

分享我整個事奉過程中遇到傳威， 

每一年與他一起商量、處理、過程中的回憶， 

裡面主要針對講出傳威的優質，如何真正成為我的涼水。 

 

因為其實從我認識他那天， 

他一生都在做這件事，直至他離世。 

所以，我成為最有資格，複述這個過程， 

也會講述這麼多年的難處。 

 

所以他離世，我的責任一定要講他多年來的貢獻，以及他的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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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日華牧師分享的《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 

也正式於 2019年 12月 9日，開始透過《錫安日報》公開發佈，一直分享至今。 

 

隨後，第二日，即 12月 6日晚上， 

日華牧師向策略家和邵傳威牧師的門徒宣佈，於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當日， 

日華牧師會按著神的感動，在第一堂為邵傳威牧師從死裡復活作禱告。 

 

以下，節錄 2019年 12月 6日，日華牧師的錄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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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牧師分享 

好，這裡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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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威的喪禮時，我一定會做一件事，讓大家知道。 

簡單來說，我會按照現在這段說話宣佈出來， 

如無意外，我應該會在第一堂做，是甚麼呢？ 

 

我認識傳威已經 30多年，34年了， 

認識更是不止，開始事奉 34年。 

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如果讓傳威選擇， 

他一定選擇在他的喪禮時， 

整間教會一起相信他從死裡復活。 

這個一定是他的心願！ 

他一定不會甘心，在他這個情況下，不經歷這個奇蹟。 

他一定，就算離世前，他一定用信心相信這件事！ 

我們只不過做一件事， 

同意（agree）他這個信心， 

同意（agree）他這個心願， 

然後我們整間教會一起為他宣告。 

我就會做這件事。 

 

所以到時，基本上我怎麼做呢？ 

第二堂都一樣是這樣做。 

簡單來說，我們同意傳威， 

因為就算有任何一個人沒有信心， 

但是，關於死人復活的信心，傳威一定有！ 

特別是關於他自己。 

所以，我們是同心同意，不是同意我的禱告， 

最重要是同意傳威的禱告。 

無論是傳威自己本身， 

還有我們整間教會，這麼多人受他的恩惠， 

其實就讓我們一起將這份恩惠化為我們的信心，為他祈禱， 

所以，到時我一定會做。 

 

所以，這裡預先讓你們知道， 

無論你們是策略家，還是傳威的門徒。 

簡單來說，可以肯定傳威希望我們整間教會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以我們認識身邊的人當中，傳威一定是這樣的人， 

他一定很希望我們能夠為他做到這一步， 

總之來參加這個喪禮的人， 

每一個都有機會可以同心合意，一起同意（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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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籌備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 10多天過程裡， 

日華牧師除了會按著邵傳威牧師的信心， 

作簡單的前言及禱告外，就一直再沒有從神而來的啟示和教導， 

所以，在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當晚，亦沒有任何作分享的計劃。 

 

故此，截至 12月 16日安息禮拜早上，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原定流程， 

除了播放邵傳威牧師《他和他的星光人生》短片之外， 

就是安排了展鳴策略家和玉珍師母，分享邵傳威牧師的生平敘述， 

最後，由日華牧師帶領作禱告就結束，進行散會禮儀等事宜。 

 

這是 12月 16日安息禮拜早上，既定了的流程安排。 

及至安息禮拜當天下午 12時 13分，日華牧師終於從神領受到啟示， 

明白神設計邵傳威牧師離世及從死裡復活的用意， 

並且，向全會眾解說 Freemason圖畫隱藏的意義。 

  

以下，節錄 2019年 12月 16日下午，日華牧師的錄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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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牧師分享： 

來到這一刻，我終於明白為何這麼多安排， 

神從上年直到今天。 

因為這 10天，我都在想這件事， 

在傳威安息禮拜，我們要做甚麼？ 

並且，最重要的是，神做這麼多事情是為了甚麼？ 

 

其實神佈置一個，我們應該是全人類歷史中第一個， 

為死人復活祈禱而沒有壓力的狀態， 

稍後我會把這個概念（concept）在安息禮拜裡分享出來。 

Eddie策略家，我的部分應該是最後， 

在瞻仰遺容之後的最後部分，對不？ 

應該放在那部分，完結後， 

我宣告完下台，再交給你，應該就結束。 

這個時間就會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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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結束的當晚， 

在日華牧師的思想裡，除了解說 Freemason圖畫隱藏的啟示之外，就再沒有從神而來的進一步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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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原定流程，翌日 12月 17日， 

供教會全職及家聚負責人參與的出殯禮，及和合石火葬場的火化禮， 

日華牧師並沒有預計作任何特別的信息分享，一切都是按著簡單的傳統禮儀進行。 

 

只是，到了火化禮當日，早上 8時 43分出殯禮之前， 

日華牧師突然按著神的啟示，以《約翰福音》的角度， 

明白了主耶穌釘十字架、從死人復活與燔祭的教導， 

甚至，吩咐「2012小組」錄影當日早上 10時 30分出殯禮的整段分享教導， 

以便成為「權能威榮之復還」第二部分主日信息的內容。 

 

以下，節錄 2019年 12月 17日早上 8時 43分，日華牧師吩咐「2012小組」錄影出殯禮的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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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牧師分享： 

我想大概知道稍後的儀式，先在禮堂一段時間， 

接著是否才上山去火化爐那邊？兩邊的時間分別是怎樣？ 

我多數應該會在禮堂時，想分享幾分鐘，還要錄影， 

因為那段有機會在主日播放， 

這是另一段在 2018年，我知道「圓規角尺」之後，所理解的一件事。 

這個一定將來會在主日播放，所以就要錄影。 

 

甚至，出殯禮結束後， 

當日華牧師乘車從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 

前往和合石火葬場的過程中， 

日華牧師從神那裡，繼續明白到， 

邵傳威牧師火化禮與和合石火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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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隱藏了聖徒復活的另一層意義， 

這是接下來「權能威榮之復還」第三部分主日信息的內容， 

大家請拭目以待。 

 

無獨有偶，除了今次日華牧師親身公開分享信息之外， 

大家還記得，上一次日華牧師親身公開分享信息的時候嗎？ 

沒錯！正正就是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中， 

日華牧師得著「還有一年」的信息。 

 

當時，日華牧師原定只是以觀禮的嘉賓身份出席，沒有預期向會眾分享特別的教導。 

只是，正正在前往畢業禮之前，按著神的感動，分享了長 13分鐘， 

同樣以《約翰福音》的角度，理解拉撒路的姊姊馬利亞信仰躍進的教導。 

  

詳情，可以重溫 2018年 4月 1日的精華短片（VO）「馬利亞信仰的躍進成為新婦影兒之活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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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上次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的公開分享， 

與這一次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公開分享， 

都早已於《約翰福音》，被主耶穌離世前的各種活劇預言了， 

是創世之先，已經預定了的救贖計劃的一部分， 

是千古預定必然會發生的指定劇情， 

為要向世人揭示永恆新婦終極的定命。 

  

原來，2018年 3月，日華牧師在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中， 

從神領受啟示，按著《約翰福音‧12章》「主耶穌最後 6日的事蹟」， 

讓我們明白，拉撒路的姐姐馬利亞以香膏去膏抹主耶穌， 

這正是馬利亞在信仰的躍進，成為隱藏在《聖經》中， 

主耶穌身邊最出色的門徒，是馬利亞在信仰上的屬靈畢業， 

事件完全印證當年錫安教會一同參與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的大事， 

成為錫安教會一個超然的印證。 

  

意想不到，經過「還有一年」之後， 

當我們進到 2019年 12月，透過《約翰福音》第 16至 19章「主耶穌的離世」的敍述， 

原來，《約翰福音》同樣指向錫安教會會來到這一步。 

  

當時，門徒經歷了「主耶穌的離世」，內心感到憂愁， 

但是，當他們再看見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他們內心的喜樂，也沒有人能夠奪去。 

 
然而，透過《約翰福音》「主耶穌的離世和復活」， 

其實同樣是印證錫安教會來到 2019年 12月這一步， 

我們必須經歷邵傳威牧師的離世和他的復活。 

  

實在意想不到，《約翰福音》的寫成，竟然就是一個完整的預言和活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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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示錫安教會在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所經歷的大事， 

以及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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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神預定了，是沒有人能夠制止這件事，但是，為甚麼呢？ 

這十日，我正不斷思想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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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傳威離世的處境與神的心意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到， 

傳威牧師的事件，是神給予我們於這個時候必然經歷的處境， 

並且，成為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考驗， 

就是考驗我們每一個，會否趕得上神的時代計劃， 

讓我們藉著撒種，可以收割死人復活的恩膏。 

 
這件事，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考驗， 

原因，是因為我們於人生中，對於別人的離世， 

已經建立出一個固有、特定的想法和價值觀， 

而這種來自我們內心的個人思維，往往會影響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 

未能夠於今次的事件中，得著神的觀點角度。 

  

例如︰於這件事裡， 

很多人會覺得，傳威牧師不應該這麼早就離世。 

因為，隨著他的離世，人們自然會有著一種完結的感覺， 

覺得世事無常，甚至覺得以這種方式完結，是一種悲劇。  

然而，當我們有著眾多想法的時候， 

我們又有否考慮過，其實，我們的想法，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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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是否希望我們這樣想呢？ 

這就是日華牧師希望我們能夠明白，擁有神的視點的地方。 

  

在於很多人而言，他們連自己的寵物貓狗離世， 

也會感到傷感，這是正常人會出現的現象和反應。 

  

但是，當我們面對傳威牧師的事件， 

我們要明白到，傳威牧師的離去，不是一種平凡、簡單的離去， 

而是有著神各種「還有一年」的印證及共同信息，明證這是神的旨意。 

  

因此，我們不應該擁有一般人面對死亡的反應， 

感到非常悲傷，覺得他不應該這麼短命、不應該在大復興未發生前死去等等， 

因為，這種自憐、憂傷，會改變我們內裡的價值觀。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思考，我們這種反應，是否神的心意，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假如我們沒有從這方向去思想的話，那麼，我們就只會繼續傷心下去， 

不會發掘到，圍繞著這件事的眾多共同信息， 

背後隱藏甚麼含意？神的心意是甚麼？ 

  

既然，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件， 

而是神用上眾多共同信息去印證，一定會發生的事件， 

那麼，最重要的，就不是傳威牧師離去的事實， 

而是於離去的背後，所隱含的重要目的。 

  

因為，對於人類幾千年的歷史而言，除了主耶穌之外， 

任何人的離去，其實也沒有成就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相反，是終止了一些有意義的事奉， 

正如傳威牧師的事奉，亦隨著他的離世而終止了。 

  

但歷史上，唯一一次， 

就是主耶穌的事跡，讓我們明白到，祂的離世， 

反而成就了一件大事，也就是成就了新約教會的開始 Alef。 

也就是說，沒有主耶穌的離世，新約教會就不能開始， 

正如主耶穌提到，假如祂沒有離去的話，聖靈保惠師就不會來。 

  

既然，主耶穌的離世，是為了新約教會的開始 Alef， 

那麼，傳威牧師的離世，於意義上，有機會是完成了新約教會的最後一步， 

就是讓我們可以復還聖殿最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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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得著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完成聖殿的建成。 

  

所以，在這件事裡，既然是有神的心意，人們無法阻止的話， 

那麼，我們就應該在這裡研究，究竟，神想我們的心，是怎樣的呢？ 

因為，傳威牧師已經離世了，他的心，再不會改變。 

  

相反，神是要藉著這一件，於我們人生中非常獨特的事件，去改變我們的內心， 

改變整間教會所有弟兄姊妹的內心，讓我們變得有著信心。 

  

因為，面對這次事件，我們的內心，必然會作出改變， 

但當中，只在乎於我們是任意地改變自己的內心、 

隨遇而安去改變、因著情緒去改變，還是隨著神的方向而改變呢？ 

  

正如《約翰福音‧16章》，主耶穌教導門徒要懂得怎樣面對自己的內心。 

當時，祂亦同樣預早作出提示，要求門徒們， 

不要隨著往後數天所發生的事情，去破壞自己的內心，亦不應因為見不到主耶穌而憂愁， 

就算全世界的人嘲笑你們，你們亦要感到開心， 

因為，當中的目的，就是為著讓門徒可以開始建立聖殿，也就是建立新約教會。 

這才是使徒們的內心應該有的走向。  

 

約翰福音 16章 19至 22節： 

「耶穌看出他們要問他，就說：『我說“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你們為這話彼此相問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

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婦人生產的時候就憂愁，因為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

不再記念那苦楚，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

樂了；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 

  

於這裡，主耶穌用了生產的婦人作為比喻，去安慰身邊的門徒。 

所有人都會明白，生產的婦人，必然會經歷憂愁， 

但最終，當孩子出生後，眾人的心內也會喜樂， 

並且，沒有人會再記掛之前的憂愁。 

  

因為，對比小孩子現時所擁有的幸福，小孩父母、親友的快樂， 

其實，生產的憂愁，只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同樣，神要我們知道，傳威牧師的事件，於多方印證下，是必然要發生， 

也就是為著將來的快樂和幸福，而經歷這短暫的苦楚。 

  

於主耶穌 Alef的時代，門徒都明白這教訓， 



20200119   www.ziondaily.com 
 

 
 21 

並且，真的於主耶穌復活後，聖靈降臨，開始了新約教會。 

  

只不過，於 Tav的時代，我們沒有想過， 

原來，於聖殿結束的時候，我們的內心，也要像門徒般被改變， 

就是神藉著傳威牧師的離世，讓我們進入一個，如同門徒面對主耶穌離世的光景。 

  

現在我們就明白了，原來，過去眾多 Freemason的圖案中，也有著棺材， 

目的，就是要表達現時發生於我們當中的事情，就是指向死人復活。 

並且，是一套有關死人復活的教導。 

  

因為，棺材的信息讓我們知道， 

當中，一定有人會離世，亦因此，才會用上棺材。 

而這位離世的主角，將會引發出一套信息， 

正如「2012信息」般，導致我們的內心可以再次昇華，提升一個階段， 

於今次事件中，我們的內心，不再是放縱、任意、隨遇而安、憂愁、流離浪蕩。 

  

事實上，於主耶穌的時代，不是所有門徒，也有這份醒覺， 

相反，有好些門徒於主耶穌被釘死之後，信心於短時間內崩潰，再次返回世界，成為漁夫。 

甚至，當主耶穌復活時，他們也不信，只有馬利亞相信。 

  

日華牧師分析，這就是神於安息禮當日，給予日華牧師的啟示， 

也是神於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中，給予眾多共同信息的原因。 

目的，是為著讓我們可以檢視我們的內心、我們的信仰， 

並且，於這特定處境中，可以讓信心再昇華多一步。 

 
因為，對於日華牧師而言， 

傳威牧師的離去，對他內心的影響和打擊，應該是全教會當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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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這幾十年間，傳威牧師是盡心竭力輔助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 

一生服侍日華牧師，而不是服侍傳威牧師自己的太太和兒女。 

所以，於情緒上，日華牧師應該是教會中，最波動、最覺得惋惜， 

甚至乎，最感嘆傳威牧師突然離去、英年早逝的人。 

  

原因，傳威牧師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在建立教會， 

所以，日華牧師所失去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一生中，也不可能有第二位。 

 

這就是為何日華牧師在傳威牧師離世後， 

於《栽在溪水旁》加插了新的段落，回顧他與傳威牧師的「相遇相知」， 

目的，就是讓所有弟兄姊妹理解到，假如以平常人的觀點角度來說， 

於日華牧師的思維中，有著比其他人更多的理由， 

去讓他的思維放縱、憂傷、痛苦或者自憐。 

 
但當日華牧師回看自己的思念、概念、回憶和印證， 

卻發現，其實，《約翰福音》的共同信息，已經成為了提示， 

就是讓日華牧師明白到，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其實沒有人能夠阻止， 

甚至，他的復活，亦一定會發生，因為，這也是神的旨意和命定， 

只不過，當中的分別，就是我們有否成為其中一名參與者。 

  

原因，無論是主耶穌的 Alef，或是我們的 Tav，神也不是為著建造一個地上的建築物， 

因為，就正如一個建築物，不是藉著主耶穌被釘死而建成。 

神所建立的聖殿，是一個由聖徒的靈魂所建造而成的靈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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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耶穌於 Alef的時候，已經作出了示範， 

藉著祂的死亡，導致祂的一眾門徒和馬利亞，於生命中完成了一些事情，接收到一段信息。 

  

同樣地，當傳威牧師離世的時候， 

我們也要於心態上，懂得面對和經歷這件事，包括當中的信息和衝擊， 

並且，明白到，這是為著於我們的內心和信仰上，完成一些事情。 

這才導致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很有理由、很應份、很有信心、 

很合理和需要地，為到傳威牧師從死裡復活而禱告。 

  

這就是為何，日華牧師於安息禮中分享的第一點， 

唯獨傳威牧師的喪禮所製造出來的處境， 

才讓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很有理由、很應份、很有信心地作出死人復活的禱告。 

  

因為，過往，我們看到身邊的親人、朋友，甚至動物離世時， 

我們不會覺得自己可以很合理、很理直氣壯地，為他從死裡復活祈禱， 

並且，不會有著一份強烈的感覺，驅使你就算沒有信心，也希望可以試一試。 

  

但對於傳威牧師而言，我們卻會有著這份強烈的感動。 

原因，錫安教會所有弟兄姊妹，其實，都是虧欠了傳威牧師， 

因為，是他建立錫安教會，讓我們每一個也得著祝福， 

並且，他的醫治、神蹟事奉中，更是為過無數人祈禱得醫治， 

所以，所有人也虧欠了他，應該為他從死裡復活去禱告。 

 

並且，於神的設定中，傳威牧師是於大復興開始前，就已經早逝， 

假如，神是揀選了錫安，去將末後大復興帶給這個世界的話， 

其實，傳威牧師是最有資格，應該親自見證、並且親身參與整個末後大復興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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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一生中，也是等候著大復興的誕生，而成為參與其中的領袖。 

所以，他不應該於很多事情尚未成就的時候，就已經離世， 

對比很多其他人而言，他是最不值得於這段時間離世。 

 

然而，大家亦可以回想， 

其實，神的計劃，正正就是刻意為之，讓這種級數的領袖離世， 

為的，就是讓我們可以更理直氣壯、更同心合意、清心地相信他能夠從死裡復活。 

  

因為，假如神讓今次的事件，發生於一個不斷攻擊教會、十惡不赦的壞學生身上， 

讓他離世的話，我們一定不會為他死人復活禱告。 

相反，今次，神是用上最挑動我們內心的處境，最能夠發揮我們死人復活信心的事件。 

於錫安中，除了日華牧師，就必然是傳威牧師。 

  

只不過，假如「還有一年」時間的共同信息， 

最終不是應驗於傳威牧師身上，而是日華牧師身上的話，那麼，日華牧師死後， 

其實，教會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不能承擔這份打擊，不能提起信心。 

並且，大部分人也會不斷向神呼喊，祈求神給予一個解釋。 

  

但現在神給予我們的處境，當傳威牧師離世時， 

日華牧師就可以將「2012信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分享出來，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世界上，除了日華牧師之外， 

沒有人能夠掌握到如何分享死人復活的教導。 

  

並且，同時間，神亦於環境上， 

設定出一個挑動全教會所有人，擁有一個大無畏精神及一個最足夠的理由， 

於人生中，作一次最認真、最有信心的死人復活禱告，作出最優質的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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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算是你最好的朋友、同學、同事，甚至親人、父母， 

都不可能讓你的內心，擁有足夠的理由，去作出這個死人復活的禱告。 

但當這人是於三十多年間，努力建立錫安的傳威牧師的話， 

所有人於道義上、資格上、真理上、期望上，都虧欠了他一個復活禱告。 

  

然而，於安息禮中，絕大部分人都只會看到傳威牧師的離世， 

而不會看到這是神所設定，給予我們所有人的場景。 

就是於人類歷史上，再一次，一個人的死亡，會帶來極大的意義和建立。 

而當中，讓我們得著祝福與否，就視乎我們對這個場景，有著一個怎樣的回應。 

  

原因，當一個人離世的時候，人們自然會感到矛盾， 

覺得這個人不應該英年早逝，對於他而言，所有美好的事情彷彿也終結了一般。 

亦因此，人們對內心這份矛盾，也會各有各尋找自己的解釋。 

有些人因此而改變他的價值觀、有些人因此而在信仰中興起，但有些人甚至是軟弱了。 

  

這就是死亡所帶來的效果，這亦是主耶穌的死亡，為門徒所帶來的效果。 

只不過，於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馬利亞， 

於這個場景中，她作出了一個遠比一眾門徒更為優質的回應。 

 

而日華牧師，就是看出這個安息禮拜的場景，與其他場景的分別， 

並且，尋找出神於這個設定中的心意， 

就是於其他人死去時，我們不會很理直氣壯、很有信心，去撒出死人復活的種子。 

但今次，即使我們當時沒有信心，但我們亦會覺得理直氣壯， 

有著足夠的理由，去付出我們的一部分，撒出這死人復活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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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內心中，亦肯定這次撒種，我們必定能有著歡呼收割。 

因為，這是神安排我們在這田地上撒種，而這種撒種，只得一個場景可以做到。 

  

正如日華牧師所提及，早於一年前，神已經對他作出警告， 

必定會有一件事，是無法阻止的。 

既然是無法阻止，神提前警告的目的，就是讓我們也可以參與。 

  

而日華牧師，就是於安息禮中，帶領所有弟兄姊妹進入這個心情去參與這件事。 

就是於聖殿最後的真理，在執行上一同參與， 

這一個最後的真理，就是死人復活，甚至是從灰燼中復活。 

而安息禮當天，就是先開始相信從死裡復活， 

到第二日，火化禮當中，神就再提升，讓日華牧師擁有從灰燼中復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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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於任何一個喪禮完結後， 

如果是基督教，通常他們都會這樣說， 

以傳威為例，會說︰「傳威，天家見。」 

 

但今次這一句說話，在我們離開這個喪禮、瞻仰遺容之後， 

神要我說，接下來這一番說話，以及用以下的一節經文。 

讓大家理解，我們現時處身於甚麼光景，為何神將我們放於這一個光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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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共同信息（2）錫安教會內部與電影及歌曲印證篇 

上星期主日信息，為大家分享到， 

有關傳威牧師的離世與安息禮拜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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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會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指向傳威牧師的共同信息。 

 

第一個共同信息，是有關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和出生日期， 

首先，傳威牧師出生的日期，是 1963年 6月 3日，而他離世時的歲數，就是 56歲。 

 

然而，當我們將傳威牧師的歲數和出生日期， 

變成以下的算式，就是 56 x 6 x 3，得出的結果就是 1008， 

而神給予錫安教會最傳奇的共同信息拉線數字 4794， 

每個數字相乘，即 4 x 7 x 9 x 4 ，就等如 1008。 

 

上星期精華短片（VO）亦曾提到， 

傳威牧師離世前最後一條 IG 貼文，就是第 1008條， 

並且，傳威牧師的直屬門徒之一黃文偉， 

自 2009年「2012信息」開始，一直沿用至今， 

已使用超過十年的車牌號碼 LE 1008， 

不單同樣指向以上，傳威牧師歲數和出生日期相乘的數值 1008， 

而且，LE就是代表 12和 5，同樣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的日期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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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將傳威牧師的名字「邵傳威」，加上這一個車牌號碼「LE1008」， 

即「邵傳威 LE1008」，計算當中的中文字筆劃、英文字母次序及數字的數值， 

其文化密碼數值，正正就是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56」。 

 
這就證明，無論是傳威牧師出生的年月日， 

或是他離世的年月日，並他一生的歲數，全都是神所預定，一日也不偏差， 

他的一生，由開始至終結，絕對都是神所掌管。 

 

第二個共同信息，是關於現今由日華牧師所分享，傳威牧師離世與安息禮拜的信息， 

傳威牧師離世的日期是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 

安息禮拜則是 2019年 12月 16日，火葬則是 12月 17日。 

 

日華牧師分享完三篇，有關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信息後， 

就決定要盡快在主日中播放這三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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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弟兄姊妹的信心，可以立即得到建立，一同相信傳威牧師會從死裡復活， 

於是，「2012小組」於安息禮拜和火葬禮過後，就立即開始信息的製作。 

 

兩個多星期前，西曆 2019年 12月 30日， 

日華牧師與 2012小組，校對關於傳威牧師離世的第一篇信息， 

即上星期主日播放的「權能威榮之復還（1）」的時候， 

原來，當天正正就是中國農曆的 12月 5日， 

這農曆日期，與傳威牧師離世時的西曆日期完全一樣，都是同一日 12月 5日。 

 

完全印證日華牧師的一系列決定， 

包括︰於安息禮拜、出殯禮及火葬禮三個場合分享的三篇信息， 

及其後，決定將這三篇信息變為主日信息，於主日播放， 

全都是神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帶領，完全是神的旨意和掌管。 

 

第三個共同信息，傳威牧師在世時， 

曾參演錫安教會電影部，於 2012年拍攝及首播的感人短篇《她和她的大大隻天使》， 

並擔演主角之一的「威天使」， 

而當中所隱藏有關傳威牧師的共同信息，已於上星期播放的精華短片詳細分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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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傳威牧師亦曾客串錫安教會電影部， 

另一齣於 2010年至 2011年拍攝及首播的感人短篇《我真的很趕了》，在當中客串一位醫生， 

而電影的內容，竟然同樣指向傳威牧師的離世，以及「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因為，電影一開始，就是由傳威牧師飾演的醫生，告訴男主角︰「你只剩下一年命。」 

 

 

我們一同看看以下片段： 

我真的很趕了 ── 2012感人短篇 ep.2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信息， 

因為，由前年 2018年 3月開始，神就以連串共同信息，提示日華牧師「還有一年」的信息， 

如物理學家霍金的離世、Eddie科林舉行的《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 

主耶穌釘十字架前六日的事蹟、電影《挑戰者一號》（Ready Player One）， 

並 Freemason所有圖畫中的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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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示日華牧師，「還有一年」，教會中一位極為重要的人物就會離世。 

 
現今，謎底已經揭曉了，這一位人物就是傳威牧師。 

原來，神早於 8年多前的 2011年， 

已經藉著傳威牧師當時於電影《我真的很趕了》， 

客串擔任的醫生角色，說出「只剩下一年命」的台詞， 

隱藏「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並且，這一句對白的主題， 

已經是傳威牧師在電影中所有對白的唯一題目， 

電影中，他沒有再說過其他題目的台詞了。 

 

所以，這絕對是神一個超自然的印證， 

日華牧師於前年 2018年所接收，「還有一年」的信息， 

必定是指傳威牧師，不會再有別的可能性。 

 

此外，《我真的很趕了》在錫安教會主日首播的日期，是 2011年 6月 26日， 

而 6月 26日的英式寫法，是「266」， 

與 2016年 6月 26日，舉行 SingSongZion十周年慶典是同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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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66，正是一位嬰孩由成孕至出生的平均標準日數， 

並且，一年的第 266日，不計算閏年，就是一年的 9月 23日， 

所以，這齣由傳威牧師客串的電影《我真的很趕了》， 

其實就是指向傳威牧師，正是其中一位成為《啟示錄》被提的男孩子， 

並登上信仰巔峰黑門山 923的新婦級人物。 

 
第四個共同信息，當傳威牧師於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離世後， 

日華牧師立即決定，與大家分享他自 1984年認識傳威牧師後，至今 35年間的一切經歷， 

目的是希望讓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更認識傳威牧師的為人，令下一代能夠傳承他的優質。 

 

就如上一集的「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共同信息（1）」所提到， 

日華牧師分享的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之「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中， 

第一篇上載至《錫安日報》的日期和時間，是上年 2019年 12月 9日的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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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的第一篇，上載至《錫安日報》的同一日， 

幾乎同一時間，YouTube上載了兩齣將於 2020年上映的電影預告片， 

內容竟同樣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並日華牧師分享「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的共同信息。 

 

12月 9日，於 YouTube發佈的第一齣電影預告片， 

是《神奇女俠 1984》（Wonder Woman 1984）， 

顧名思義，《Wonder Woman 1984》，就是指一個發生於 1984年的故事， 

然而，日華牧師分享的「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 

豈不正是分享他與傳威牧師，自 1984年相識， 

至傳威牧師離世前的一切事蹟和經歷嗎？ 

兩者都是指向 1984年。 

 
首先，將於今年 2020年上映的電影《神奇女俠 1984》， 

其實是《神奇女俠》系列的第二集，延續第一集的故事。 

第一集故事，發生於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結局時，神奇女俠一生中，唯一所愛的男主角 Steve Trevor， 

為了從大奸角 Ares手中拯救全世界， 

所以獨自駕駛運輸機，將大奸角 Ares研製的生化武器運載到天空中引爆及銷毀， 

但男主角卻因此而死亡，令女主角神奇女俠痛苦萬分。 

 

而第二集的故事，根據 12月 9日發佈的預告片中得知， 

女主角神奇女俠，是一位永恆不死的超級人類「亞馬遜人」Amazons， 

所以，60多年後的 1984年，她的樣貌和身體仍然保持年輕， 

完全沒有變老，但是，她亦沒有再結識第二位男士。 

 

然而，上一集已經死去的男主角 Steve Trevor， 

在這一集不單彷彿從死裡復活般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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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彷彿是時空穿梭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1910年代， 

到達 1984年，與 40年後的神奇女俠見面， 

所以，男主角對 60多年後，1984年的世界極之陌生。 

 

這豈不是一個指向「死人復活」和「時空穿梭」的共同信息嗎？ 

 
並且，電影預告片中，更宣佈電影將會於今年 2020年 6月 5日首映， 

同樣是一個指向屬靈聖殿比例 5和 6，並傳威牧師 56歲離世的共同信息。 

 

電影片段： 

My life... hasn't been what you probably think it has. 

我的生活……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樣， 

 

We all have our struggles. 

我們都有各自的難處。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妳談過戀愛嗎？ 

 

A long, long time ago. 

很久很久以前。 

 

You? So many times. Yeah. All the time. 

妳呢？很多次了，一直在戀愛。 

  

Think about finally having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想像一下，最終，擁有你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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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ave today... but you can save the world. 

我可以拯救今天，但你可以拯救世界。 

 

Steve... 

史提夫 

 

Diana... 

黛安娜 

 

It's all art. 

一切都是藝術。 

 

Uh, that's just a trash can. 

啊，那只是一個垃圾桶。 

 

It's just a trash can. Yeah, yeah, yeah. 

只是一個垃圾桶，沒錯。 

 

此外，預告片的結尾， 

電影公司有意將電影的英文名字《Wonder Woman 1984》，簡稱為WW84。 

但是，WW84，豈不正好對應，與發佈預告片同一日， 

幾乎同時上載於《錫安日報》《栽在溪水旁》的第一篇「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嗎？ 

 
因為，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首次相遇的年份，就是 1984年， 

並且，他們中文名的最後一個字， 

「華」和「威」的英文廣東話拼音「Wah」和「Wai」，正是「W」字頭， 

不但如此，日華牧師的英文名字「Wind」，第一個字母同樣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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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對應電影《神奇女俠 1984》的簡稱「WW84」。  

 
第五個共同信息，如以上所述， 

「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第一篇上載至《錫安日報》的同一日， 

幾乎同一時間，YouTube竟然發佈了兩段電影預告片， 

除了上一個共同信息的《神奇女俠 1984》電影預告片之外， 

另一個，則是新一集的《捉鬼敢死隊》（Ghostbusters）。 

 

然而，將於今年 2020年夏季上映的新一集《捉鬼敢死隊》（Ghostbusters）， 

副標題卻是形容人死後的生命「Afterlife」， 

這豈不是對應幾乎同時間上載至《錫安日報》的「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 

傳威牧師離世，並進到死後生命 Afterlife嗎？ 

 

並且，這齣電影，是《捉鬼敢死隊》系列的第四集， 

而最原始的第一集，正正就是 1984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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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對應「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一開始的內容， 

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在 1984年相遇的事蹟。 

 
第六個共同信息，分享至今已超過 10年的「2012信息」， 

日華牧師由第一篇開始，已經提及一個與「2012信息」息息相關的題目， 

就是「最後一個聖誕節」（Last Christmas）。 

 
例如︰2009年 12月 13日分享「2012榮耀盼望第一篇」時， 

已提及 The Simpsons Code的密碼中，隱藏了大量有關聖誕節的信息， 

並且，當中一個最主要的信息，就是提到「最後一個聖誕節」（Last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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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日華牧師亦曾為大家分享過， 

2015年的聖誕節前，天主教教宗於演說中，亦曾使用「Last Christmas」的字眼， 

印證「2012信息」提及關於「Last Christmas」的信息。 

 
然而，過去 10年，神一直沒有向我們打開「Last Christmas」的真正意思， 

直至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傳威牧師離世後，這個謎底終於為我們打開了。 

 

原來，「Last Christmas」的真正意思，不單是指「最後一個聖誕節」， 

按英文的原意，其實可以有另一個意思，就是「上一年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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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一年的聖誕節」，為何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的共同信息呢？ 

因為，傳威牧師離世時，正是 12月，即聖誕節的月份， 

而按照這個月份去計算，對傳威牧師而言， 

他在世的最後一個聖誕節，就是整整一年前，2018年的聖誕節。 

 

所以，對他而言，前年 2018年 12月 25日的聖誕節， 

不單是他在世的「最後一個聖誕節」，亦是他「還有一年」就離世的聖誕節。 

 
但是，原來神早已將「還有一年」的信息， 

隱藏在「Last Christmas」的信息裡，為要指向傳威牧師的離世。 

 

因為，當你在網上搜尋字串「Last Christmas」， 

第一個出現的搜尋結果，必然是 1980年代，著名英國二人流行樂隊組合Wham!， 

於 1984年聖誕節所推出的歌曲《Last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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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出現 1984年，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首次相遇的年份， 

並自此展開過去 35年，二人一同創造的傳奇經歷！ 

 

至於這一首歌曲《Last Christmas》的內容， 

是提及主角在聖誕節，與一大群朋友在雪山上遊玩， 

卻遇到他上年聖誕節結識的女朋友， 

雖然，上年聖誕節過後，他被這位前女朋友抛棄了，  

但一年後的聖誕節再看見這位前女朋友，亦令他再次勾起上一年聖誕節的快樂回憶。 

 

然而，這豈不是一個指向「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嗎？ 

因為，上一年的聖誕節，與今年的聖誕節，正好相差一年。 

 

MV片段內容：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在去年聖誕節時我把心交給了妳，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但隔天妳竟然就丟掉了，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而今年我收起了我的淚水，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 

我要把我的心交給一個特別的人， 

 

Once bitten and twice s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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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過傷心裡總是有陰影。 

 

I keep my distance. 

我變得相當保守。 

 

But you still catch my eye. 

但妳還是相當吸引我。 

 

Tell me baby. 

告訴我寶貝。 

 

Do you recognize me. 

妳還記得我。 

 

Well it's been a year. 

一年過去了。 

 

It doesn't surprise me. 

這件事已經不會讓我放在心上了。 

 

事實上，《Last Christmas》的主唱歌手，就是已離世的 George Michael， 

關於他的離世，以往的主日信息亦曾分享過， 

因為，他正正就是於 2016年 12月 25日的聖誕節離世。  

並且，George Michael與傳威牧師，是同年於 1963年出生。  

 
所以，這一首於 1984年聖誕節前推出的歌曲《Last Christmas》， 

不單是一個指向 George Michael自己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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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早在 35年前，1984年的聖誕節， 

神已經預定要成為傳威牧師於 2019年聖誕節前離世的共同信息， 

及應驗日華牧師在 2018年 3月所接收，「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假如仍有人以為「Last Christmas」的共同信息，只是一個偶然的話， 

大家可以繼續看以下更進一步的印證。  

 

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正正是傳威牧師離世的同一日， 

香港竟上映了一齣，以上述 1984年推出的歌曲《Last Christmas》為主題的同名電影《Last Christmas》。 

 
沒錯，正正就是傳威牧師離世的同一日， 

就剛好上映這齣以 1984年歌曲《Last Christmas》為主題及主題曲的電影， 

這絕不可能是一個巧合，而是神刻意的精心安排， 

為要將「還有一年」和「Last Christmas」的信息， 

指向在聖誕節月份時離世的傳威牧師。 

 

並且，這一齣電影的內容，亦完全是指向傳威牧師的離世， 

因為，電影講述住在英國倫敦的女主角，在聖誕節臨近的時候， 

遇上一位神秘的亞裔男士 Tom，他來無跡去無蹤、卻滿有愛心， 

令女主角慢慢被吸引，甚至，性格亦因對方的良好品行而被改變。 

但故事的結局卻出人意表，原來 Tom於一年前的聖誕節，早已因車禍離世， 

同時，女主角在上一年的聖誕節，卻因為心臟病，接受了 Tom的心臟移植。 

 

一年後的聖誕節，女主角開始出現幻覺， 

看見這位素未謀面，且一年前已經離世的 Tom。 

 

女主角終於明白，為何從一開始，Tom已經不斷叫她望向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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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位滿有愛心的 Tom，早已於一年前離世上到天堂， 

女主角只是因為移植了他的心臟，所以才開始感受到男主角與她內心的對話， 

甚至，產生看見他的幻覺。 

 

電影片段： 

What? 

怎麼了？ 

 

Jesus. Where'd you come from? 

天哪，你從哪來的？ 

 

Well,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你在看什麼？ 

 

Look, look. 

你看，你看。 

 

There. You see it? 

那裡，你看見了嗎？ 

 

Oh. 

噢！ 

 

Just above the lip of the roof there. 

就在屋頂邊緣上面。 

 

It's quite unusual to see a bird like that in town. 

這種鳥在城裡很少見。 

 

Blimey. 

哇塞！ 

 

Here. Uh, I think it just pooed in your eye. 

給你。呃，它應該在你眼裡拉了粑粑。 

 

Yeah, I think so. 

對，我想是的。 

 

Why are you always danc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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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總要跳舞？ 

 

Look up. 

看上面。 

 

Oh, wow. Are they mice? 

噢！哇哦是老鼠嗎？ 

 

Yeah, I think so. 

我覺得是。 

 

There must be a story attached to them. I'll have to find out one day. 

他們一定有個故事, 我得弄清楚。 

 

Seen this. 

看這個。 

 

Seen what? 

看什麼？ 

 

Oh, my God. 

噢！我的天！ 

 

Yeah. 

是啊！ 

 

I've walked down this street so many times. I've never seen that before. 

我走過這條街無數次了, 我從來沒見過那個。 

 

Like I say. 

我說了吧！ 

 

大家有否留意，以上片段中， 

當男主角 Tom叫女主角向上望的時候，正好看見一個牌，寫著數字「63」， 

而傳威牧師的出生日期，正正就是 1963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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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Your chariot awaits. 

你的馬車等著的呢！ 

 

Indeed. 

是啊！ 

 

I'll see you at the store. 

我會去店裡找你。 

 

Okay. 

好的。 

 

And don't forget... look up. 

還有，記得抬頭看。 

 

Oh, for God's sake, shut up, will you? 

噢，閉嘴，行嗎？ 

 

那東西真的有營養嗎？ 

Is that really a good nutritional choice? 

 

Oh, God, don't you start. 

噢，上帝啊！你閉嘴！ 

 

Where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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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 

 

Look up. 

抬頭。 

 

Yeah. 

對。 

 

I'm not sure if I've still got a job. Santa kind of hates me. 

我都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工作，聖塔有點恨我。 

 

Maybe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nice for Santa. 

或許你應該對他好。 

 

Good luck. 

祝你好運！ 

 

Look up. 

抬頭看！ 

 

It's all that probate stuff that stops us from getting on with our jobs. That's the prob... 

遺產認證耽擱我們，繼續我們的工作，那真是。 

 

遺產認證？ 

"Probate"? 

 

Yeah, you know, when someone dies. 

對，有人死了，然後。 

 

It's a pain in the fundament. 

真的很麻煩！ 

 

誰死了？ 

Who's died? 

 

Oh, previous owner. 

噢，這裡過去的所有者。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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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Uh, someone Webster, I think. Uh, youngish bloke. 

呃，什麼韋伯斯特，好像，唉，年輕的小伙子。 

 

Sad, really. 

挺慘的！ 

 

It was last Christmas, by all accounts. 

聽人說，是去年聖誕。 

 

這豈不是另一個共同信息， 

同樣指向傳威牧師，在聖誕節快要臨到的時候離世嗎？ 

並且，傳威牧師為我們所留下的，正是一個愛神愛人的心，成為我們眾人的榜樣。 

 

此外，電影《Last Christmas》，是非常刻意地， 

以十字架及主耶穌的名字，貫穿整齣電影的內容。 

 

例如︰電影一開始，第一個鏡頭就是教堂內的一個十字架。  

又例如︰電影中不同角色表示驚訝的對白， 

多數都是「God！」、「Jesus！」、「Christ！」等字眼， 

其中，「God」出現了 29次、「Jesus」出現了 2次，而「Christ」則出現了 8次， 

次數之多，於近代電影中可說是非常罕見， 

明顯，是編劇有意為之，令人將聖誕節，連繫到神、主耶穌基督和十字架。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早在 10年前，2009年 12月 13日的聖誕節前夕， 

在日華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望第一篇」的時候， 

神已經刻意讓我們細心留意「Last Christmas」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而過去 10年，神從未停止，仍一次又一次以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 

提示我們「Last Christmas」的信息。 

 

上年 12月，神終於向我們揭示「Last Christmas」的真正意思，就是指向傳威牧師的離世。 

 

極可能，上年 2019年的聖誕節，就是錫安教會在世所度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 

因為，我們極可能於今年，親眼見證傳威牧師和錫安教會一眾已離世的肢體從死裡復活， 

因而產生歷史上最龐大的復興，而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亦會在復興中得著復活身體，然後一同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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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早在「2012榮耀盼望第一篇」的時候， 

已藉著「Last Christmas」的信息，指向「2012信息」的結束， 

就是 Freemason圖畫的棺材，正是描繪傳威牧師的離世，並將會從死裡復活。 

 

最後，關於「Last Christmas」，有一點非常有趣， 

上年 2019年的聖誕節，香港不同新聞媒體，都以「最後聖誕」的字眼， 

形容香港因為黑衣人暴亂，令很多商舖極可能在聖誕過後倒閉， 

令這個聖誕節，成為他們最後的一個聖誕節「Last Christmas」， 

再次印證以上所提及，指向傳威牧師離世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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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我們將會為大家分享更多， 

有關傳威牧師離世與安息禮拜的共同信息，敬請大家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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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要我們做一件事、支取一件事。 

首先，我讀這段經文，我想，從來不會有人在喪禮讀的一段經文。 

 

馬太福音 27章 52至 53節：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這段經文，是提及一大堆神蹟，是遠遠在瞻仰遺容之後， 

換言之，這一群人是聖徒，他們的喪禮已經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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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瞻仰了遺容，對不？ 

大家也知道，是多麼不可能？ 

一個人在死後，而且還過了那麼多天。 

 

主耶穌在三日後復活，還有人可以強行說祂是昏迷， 

但是，如果那人已經是瞻仰遺容之後， 

不單入了棺材，還入了墳墓呢？ 

並且，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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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已睡聖徒的復活與 Tav新婦教會的應驗 

馬太福音 27章 50至 53節：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

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

人顯現。」 

 

2,000年前，Alef的時候，主耶穌釘十字架離世及從死裡復活，當時，神刻意行了一個神蹟， 

是讓墳墓裡已睡，即死去已久的聖徒復活。 

 

那麼，這些聖徒死了多久呢？ 

事實上，他們的遺體，根本不是剛剛被瞻仰遺容， 

而是死去已有一段長時間，甚至已化為白骨， 

所以，他們絕不可能是昏迷，或是假死暈倒的情況。 

 

只是，當時這些已死的聖徒卻能夠復活，並且擁有復活身體， 

不再是枯骨，也絕非喪屍，是有靈魂及有意識的形態， 

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自己的親人顯現。 

 

這件發生於 Alef，前所未見的神蹟，就是當主耶穌離世及從死裡復活時， 

確實有一群已經離世多時、被埋葬了的聖徒，與主耶穌一同從死裡復活。 

只不過，過往 2,000年間，世人一直從未理解，為何會有這種光景呢？ 

為何會發生這件史無前例的神蹟呢？ 

 

我們可以肯定，2,000年前，當這段經文發生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人會明白， 

為何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時候，必須發生這件神蹟呢？ 

 

來到今天，我們終於明白， 

原來當時，主耶穌與墳墓裡眾聖徒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為要成為一個 Alef的活劇，指向於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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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已死去長時間的聖徒，甚至已被埋葬在墳墓裡的聖徒， 

都要從死裡復活，藉此成為歷史一個榜樣和先例。 

 

按著《約翰福音》的記載，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最後 6日， 

祂的所言所行、從死裡復活，其實全都是一個個 Alef的活劇， 

為要指向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新婦教會必然會發生及應驗的大事。 

 

所以，日華牧師為我們分析，按著《馬太福音‧27章》的記載， 

這裡帶出一種信心，是比普通三日後從死裡復活更大的信心。 

 

因為，神不是令一個剛死去的人得著復活， 

而是令一群已經死去很多日，甚至死去很多年，早已埋葬在墳墓裡的聖徒復活。 

這批已埋葬在墳墓很長時間的聖徒， 

很多都已經超過了三天，已經變成了白骨，但都可以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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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神刻意製造這件神蹟，其實不是單單為了當時代主耶穌的門徒， 

神的用意，是藉此成為一個榜樣和先例， 

讓我們知道，當時是一個 Alef的活劇， 

為要在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建立新婦教會必須擁有這種信心。 

 

不單相信剛離世的聖徒，可以從死裡復活，甚至，我們要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 

連那些埋葬在墳墓裡的聖徒，都可以憑著我們的信心，從死裡復活。 

而且，到了 Tav應驗的時候，我們錫安教會一定做得比 Alef的時候更好， 

因為，這是神所預定，在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新婦教會必然要達到的定命， 

是創世以先早已預定了的劇情，是沒有人能夠阻止，沒有人能夠干預。 

 

換句話說，新約教會的開始，是由主耶穌和眾聖徒從墳墓裡得著復活開始， 

同樣，到了新約教會結束的時候，也將會由聖徒從墳墓裡得著復活而引發。 

 

所以，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當日，神正是要求錫安教會能夠擁有這種信心， 

縱使一個人已死去超過 3天，身體經已被雪藏 11天， 

但我們仍要相信邵傳威牧師能夠復活！ 

 

因為，於 2,000年前 Alef的時候，神刻意讓一群埋葬已久的聖徒從死裡復活， 

以此神蹟成為榜樣和先例，叫我們可以擁有同樣的信心。 

 

故此，來到歷史結束 Tav的時候，身處世界末日的基督徒， 

都需要擁有這種程度的信心，就連那些埋葬了、所謂入土為安的聖徒， 

我們也應當相信他們的身體，都能夠從死裡復活。 

 

過往 2,000年，從未有釋經家按著《馬太福音‧27章》，解構出這段經文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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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末時，這節經文將會真正應驗， 

甚至，這神蹟是最後大復興誕生的爆發點，屬靈聖殿完成的最後階段。 

 

按著《馬太福音‧27章》，關於最後「死人復活」能力的復還，除了這是真實應驗發生之外， 

甚至，到了應驗發生的時候，「死人復活」是不需要計較這人死了多久， 

就算是埋葬了、進入墳墓的，其實都可以一同得著復活。 

 

因此，於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時， 

當日神刻意製造出來的處境，是要求我們有這個心境和信心， 

因為，我們有責任按著歷史結束 Tav的應驗， 

與日華牧師同心相信，撒出相信邵傳威牧師從死裡復活的種子， 

不單幫助邵傳威牧師從死裡復活，更是幫助所有其他聖徒從死裡復活。 

 

這是邵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當日， 

神期待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同心確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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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人在 Alef的時候，是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那一件事件裡， 

為何無緣無故，會牽連一群人，竟會發生這一件事呢？為甚麼？ 

當中的難度，甚至比主耶穌從死裡復活還要高，而且是高得多， 

因為，主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一個人，死了三日後。 

但是，聖徒們全都已進了墳墓，有些人，已經只剩一副骨頭，對不？ 

連肉也找不到了，怎復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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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段經文所說的，是否一件事實呢？ 

這段經文，在 Alef的時代，未到 Tav，因為 Tav的神蹟是更大，對不？ 

這件事，在 Alef的時代曾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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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新約已死並埋葬的聖徒和主耶穌一同復活 

日華牧師分享到， 

歷史上很多新神學派的所謂神學家或釋經家，都會以不相信任何神蹟的角度， 

試圖將《聖經》記載的一切神蹟，解釋成自然現象或誤會，甚至是人們編造的謊言。 

 

例如：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新神學派的所謂神學家，會發明很多似是而非的猜測， 

來挑戰使徒所記載，有關主耶穌基督曾經被釘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的神蹟的真確性， 

但是，他們的一切所謂理論，其實都經不起邏輯和歷史事實的考究。 

 

所以，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絕對是歷史上，一個無可推諉，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又例如︰有些新神學派的神學家會聲稱， 

抹大拉馬利亞告訴門徒，於主耶穌墳墓裡安放的屍體不見了， 

只是因為抹大拉馬利亞曾經被鬼附，所以精神錯亂、經常產生幻覺， 

加上，她極可能去錯了安葬主耶穌的墓穴， 

所以找不到主耶穌的屍體，就誤會了祂從死裡復活。 

 

然而，這些所謂的神學家， 

根本不知道曾否認真讀過《聖經》，所以才會得出如此可笑的所謂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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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20章》已清楚記載，當抹大拉馬利亞告訴門徒， 

於主耶穌墳墓裡安放的屍體不見了，並且，她見證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彼得和約翰已立即跑到主耶穌的墳墓，他們清楚看見主耶穌的屍體確實不見了。 

 

隨後，他們也親眼看見復活後的主耶穌， 

甚至與主耶穌一起共度了四十天，直至祂升天。 

 

難道，彼得和約翰也去錯墳墓嗎？ 

經文更清楚記載，約翰比彼得更快跑到墳墓， 

分開走的二人中，彼得亦沒有跑去另一個地方找主耶穌的墳墓， 

這就證明，無論是抹大拉馬利亞、彼得或約翰，三人都清楚知道主耶穌的屍體葬在哪裡。 

 

難道，三個如此親近主耶穌的人，全部都記錯主耶穌的墳墓在哪裡嗎？ 

這近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又例如︰有所謂的神學家聲稱，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只是一個傳說， 

只因以訛傳訛，謊話一個傳一個，後來的人就當成真了。 

 

但這一點並不成立，任何人都明白一個道理， 

當一件事發生時，最接近事發地點和時間的人， 

就是最有力的證人，可以證明事件的真相。 

 

如果，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並沒有從死裡復活， 

整個神蹟，只是一個由一群無權無勢，處於社會低下階層的門徒編造的謊言。 

那麼，這個謊言，其實很容易被當時的猶太人或羅馬人推翻， 

他們只要讓人看看主耶穌的屍體，自然就會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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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聖經》讓我們知道，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編造謊言的人，並非一眾門徒， 

而是猶太人和羅馬人，訛稱門徒把主耶穌的屍體偷走了。 

 

然而，他們的謊言，不單無法遏止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真相， 

相反，這件事如同野火燎原，在猶太地區，甚至整個羅馬帝國不斷廣傳， 

連羅馬皇帝都無法禁止，大量基督徒冒著生命危險， 

到處傳揚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事，直到主後三百年，最終連羅馬皇帝也改信基督教。 

 

所以，這些所謂神學家， 

稱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只是一個以訛傳訛的神話傳說， 

根本是一個站不住腳的假設。 

 

大家試想，現今世上擁有最先進科技、最高度文明的國家， 

都是以基督教為文化基礎的西方白人社會， 

如果，他們的一切文明和科學，都是建基於一個謊言之上， 

那麼，謊言又怎可能令他們領先世界呢？ 

 

又例如︰這些所謂神學家稱當時的羅馬兵丁沒有說謊， 

是門徒盜去主耶穌的屍體，編造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故事， 

然而，從現實來看，有可能發生嗎？ 

 

首先，當主耶穌被捉拿後，門徒已經四散， 

他們意志消沉，怯懦又懼怕，好些都做回老本行， 

以為過去三年，跟隨主耶穌的一切夢想都幻滅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會冒生命危險， 

為一個已經被羅馬殺死，亦沒有按照祂在世時的承諾，從死裡復活的人盜墓嗎？ 

 

況且，當時安放主耶穌的墓穴門口， 

封墳的大石頭重一噸半，要 25人合力才能推動， 

再者，正因為主耶穌曾對人說，自己會從死裡復活， 

羅馬恐怕門徒會將屍體偷走， 

因而佈下極為嚴格的防守，每更都有 16人在四面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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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門徒能夠盜走屍體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他們有這樣的勇氣嗎？ 

他們又用甚麼來對抗羅馬兵丁呢？有多少人手呢？用甚麼計謀呢？ 

甚麼情況下，令他們能夠偷偷進入墓地？ 

 

所以，將主耶穌的復活，說成門徒盜走屍體的假設，根本絕不可能成立。 

 

又例如︰好些所謂神學家，會說主耶穌釘十字架後， 

只是昏迷了，或是進入了所謂的假死狀態， 

三日後，祂在墳墓裡清醒過來，門徒卻以為祂是從死裡復活了。 

 

然而，這個說法當然是站不住腳， 

因為，將主耶穌釘上十字架的羅馬兵丁，是專業的劊子手， 

經常執行釘十字架的刑罰，並且，他們會檢查死囚是否已經死亡，確認過後， 

才會將死囚從十字架上放下來，再安葬在墳墓裡。 

 

又如果︰主耶穌只是因釘十字架受重傷而暈倒， 

然而，《聖經》記載，主耶穌死後，是按著猶太人的傳統， 

用一百磅重的香料，連細麻布包裹在主耶穌身上， 

三日之久，這一百磅的香料，連細麻布包在他身上， 

亦絕對足以令祂窒息而死了。事實上，墳墓是以巨石封閉， 

一個身受重傷的人，又如何獨力推動墓石，並打倒守護墳墓的兵丁逃走呢？ 

 

並且，按《聖經》記載，主耶穌復活後，不單向十一個門徒顯現， 

甚至向其他一直隨行的人，如馬利亞及五百人顯現， 

正因如此，才導致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沒有人能禁止，反而迅速傳播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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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根據《約翰福音》所記載， 

當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後，甚至有很多在耶路撒冷已死並埋葬了的聖徒， 

竟然同時從死裡復活，並且由墳墓裡走出來，回到城中。 

 

馬太福音 27章 50至 54節：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

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

人顯現。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這真是神的兒子

了！』」 

 

為何馬太會特別記載這一件事呢？因為，我們可以肯定， 

這件事為耶路撒冷全城，甚至附近的居民，帶來何等大的震撼。 

 

你能夠想像，如果今天，這件事發生在香港，就是傳威牧師由死裡復活， 

並且，不單只有他一個人，更有數十位， 

曾參與錫安教會，但現已離世的肢體，都一同從死裡復活， 

甚至，在香港各處向不同群眾顯現的話， 

這將會為香港，甚或為全世界，帶來一個怎樣的震盪和衝擊呢？ 

 

甚至，這將會為香港，帶來一個怎樣的復興呢？ 

可以這樣說，必定是史無前例的程度， 

因為，這是如此絕對，而且無可推諉的神蹟。 

 

同樣，在 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當時，不止主耶穌一人得著從死裡復活， 

甚至有數十、數百人一同從死裡復活，並且回到城中，讓城裡的居民見證自己的復活， 

對於當時代，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件無可推諉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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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偽造一位主耶穌從死裡復活，還可以有藉口說是門徒編造的謊言， 

但是，數以十計，甚至百計的聖徒， 

與主耶穌一同復活的話，就絕對不可能是一件偽造的事。 

 

為何當時主耶穌要令大量在墳墓裡，已死去多時的聖徒， 

與祂一同從死裡復活呢？因為，當時的門徒， 

需要有這一種級數的神蹟，令他們的信心絕不動搖。 

 

大家可以想想，主耶穌以外從死裡復活的聖徒， 

並非在喪禮中復活，也不是死後第三日復活， 

而是屍體已經成了白骨，卻仍然能夠從死裡復活。 

 

所以，他們所經歷的從死裡復活， 

就更加證明，主耶穌從死裡復活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 

既然，死了很多年，已化成白骨的聖徒， 

都可以與主耶穌一同復活，並得著復活的新身體， 

那麼，主耶穌的復活，必定是真實無偽的。 

 

當時代的人必定也會想到，為何這種事，之前從未發生過，之後也沒有再發生， 

卻偏偏是在門徒見證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就同時發生多位聖徒從死裡復活的神蹟呢？ 

 

並且，主耶穌是按照舊約節期的預言，在被釘死後的第三天，成為初熟的果子， 

在指定的時間，就是逾越節被釘死， 

死後第三日，在初熟節的同一日，從死裡復活，並升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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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成為了一個鐵證，叫所有人都無可推諉， 

只有那些決心不信、硬著頸項的人，才會這樣埋沒良心。 

 

正是主耶穌與大量聖徒，一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令當時代的門徒，以這種無比的信心，正式誕生教會。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救贖計劃 Alef的時候， 

教會就是因為主耶穌從死裡復活而誕生，並有大量聖徒與主耶穌一同復活。 

 

到了現今這一個最後 Tav的世代， 

神同樣會為合資格成為新婦並將會被提的錫安教會，製造同一個處境， 

就是先讓傳威牧師，如同主耶穌一樣離世經歷死亡， 

隨後，再如同主耶穌般，從死裡復活， 

甚至，當傳威牧師復活的時候，亦會有大量以往曾參與錫安教會的事奉者和信徒， 

一同從死裡復活，從墳墓裡起來。 

 

所以，神將我們放在這個光景下， 

原來，是要提醒我們，祂用了一個預設和命定的死亡， 

提醒我們怎樣才算是完成整個「2012信息」。 

 

在最後，我們不單要相信，甚至要能夠叫人「從死裡復活」， 

才是真正完成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使命，成為神給予新婦的最後一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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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十日裡，我不斷去思想的時候， 

神就提醒我，其實在今次這件事情上，神想提醒我們三點， 

然後，要求我們整間教會，在知道神的心意後，作出這個宣告和禱告。 

 

我們現時的處境，錫安的處境，是神將我們放進去，對不？ 

如我所說，上年已經分享「還有一年」， 

但是，大家要知道，上一年我們分享的共同信息，是百多年前的一些圖片。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幅圖片。  

這就是我之前所分享的，對不？ 

是大家上年已經看見。 

 

如果在這幅圖片中，任何圖案都可以是一個訊息的話，那麼，最前面的棺材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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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訊息，一個「2012信息」必經的階段，這階段裡，神提醒我們， 

是唯獨我們教會有資格，以及需要作出待會的宣告。是甚麼呢？ 

 

第一個處境，我可說是世上其中一位，最認識傳威在屬靈信仰上的心志的人。 

我能夠知道的原因，是因為即使是我離世，我也希望這件事發生， 

我知道，他一定希望，如果他離世後，他能夠從死裡復活， 

這一點，一定是他的心願。對不？ 

 

誰同意、認同他確實會有這個心願？舉手。 

誰想認同，完成他這個心願？舉手。 

 

如果我離世，我都一定希望如此，因為，我不會捨得錫安，我不會捨得你們， 

我希望有人在我的喪禮，即使是我喪禮的 Last Minute（最後一分鐘）， 

即使這個喪禮已經過了半個月，即使，在我離世已經半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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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有人能夠在我的喪禮，給我多一次機會， 

一次不夠，最好有兩次，就如今天，會有兩次機會， 

我們這一堂有一次機會，我們下一堂也有一次機會。 

 

我一定希望，你們為我，能夠從死裡復活而禱告， 

至少，我希望你們 Agree（同意）我這個禱告，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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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第一個處境：同意傳威牧師的心願 

安息禮中，日華牧師分享了三個要為傳威牧師禱告死人復活的理由， 

第一個理由，就是作為一位於一生中，努力事奉、行神蹟的屬靈偉人， 

傳威牧師必然亦有著這個心願，希望自己可以從死裡復活。 

  

原因，大家可以想想， 

傳威牧師作為日華牧師的副手，建立錫安教會， 

於人生中，亦有著美好見證。 

  

就如日華牧師於「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中所分享， 

他與傳威牧師如何相識於年青時，並且，於傳威牧師初信時， 

已經願意為神破釜沉舟，放棄他的高薪厚職、安穩的教師生活， 

投入與日華牧師同甘共苦的信仰生活，一同開荒建立錫安。 

當中，無論有多大的難關，也願意一生仰望神、跟從神， 

這就是傳威牧師，與別不同的信仰底子， 

由他來到錫安的第一天開始，已經沒有停止過事奉神， 

在每一日、每一星期，只要他能夠張開眼，就只會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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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一生的事奉範疇，大部分也是與復興、醫治、神蹟方面有關， 

當中，更是不遺餘力地努力突破，希望幫到更多人、醫治更多疾病。 

  

當他自己或是別人患病時，他盡量都會祈禱醫治， 

如果可以用超自然方式解決的話，他就會用超自然方式去解決， 

如果信心暫時未足以處理時，他會去讀一些自然療法課程，使自己和別人得醫治。 

所以，他在自己和別人的健康上，都是不遺餘力地，希望自己和別人都得著醫治。 

  

那麼，當他自己面對疾病、死亡時，他亦期望別人會為他代禱代求， 

甚至，對於一位大半生為別人禱告的神蹟佈道家而言， 

當他真的要經歷死亡時，他更希望可以經歷死人復活的神蹟。 

  

但若然要經歷神蹟的話， 

其實，叫人從死裡復活的神蹟，絕對不及得叫自己從死裡復活的級數。 

因為，主耶穌就是第一個作出示範，示範祂如何叫自己復活。 

  

大家可以想想，於當時，主耶穌是於死後三天復活， 

對比那些與主耶穌一同復活的聖徒，他們已經埋葬多年，變成了白骨， 

所以，他們復活的神蹟，看似是比主耶穌死後復活還要難。 

  

然而，當我們從內涵的角度去看， 

是主耶穌先叫自己復活，再叫這班聖徒復活，從墳墓裡出來， 

所以，這是更難的一件事， 

當然，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衡量，死人復活，都已經是一件大神蹟。 

 

馬太福音 27章 50至 53節：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裡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 

 

於這裡，大家有否留意到，於 51節提及一個很特別的情節， 

就是於主耶穌斷氣的同時，聖殿裡，至聖所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並且，於之後，很多已死的聖徒，竟然亦同時間復活，進了聖城。 

  

明顯地，這是至聖所級數的能力，去讓已死的聖徒可以復活過來。 

然而，於主耶穌的時代，只是新約教會的雛型， 

也就是離開外院所預表的舊約，進到主耶穌時代的新約所預表的聖所， 

因此，於當時，其實，應該還未有到至聖所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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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幔子的裂開，就讓我們知道， 

其實，主耶穌是於當時 Alef的時代，作出一個示範， 

示範出至聖所級數，Tav的能力， 

就是當有朝一日，當新約教會塑造成功， 

神真正的聖殿真的完成，至聖所能力彰顯的時候， 

同樣的神蹟，也必然會發生。 

  

這就是為何於這裡，幔子必然要裂開的原因， 

也就是至聖所級數的能力可以彰顯， 

並且，幔子的裂開，亦標誌著這個遮蔽至聖所的幔子被揭開， 

也就是《啟示錄》被揭示的時代，因為，這種死人復活級數的能力， 

是專屬於這班能夠揭示、打開《啟示錄》的新婦教會。 

 

而至於復活的外觀上，主耶穌最多也是死了三天才復活， 

當然，實質的計算，是死了不足三天，所以，當時，還算是有血有肉， 

但相比那些已死多年的聖徒，他們一早已經埋在墳墓裡多時， 

以外觀而言，那些已死而復活的聖徒，好像比主耶穌的復活更厲害。 

  

但如果以實際內涵而言，主耶穌是叫自己從死裡復活， 

祂是示範了一個 Alef的級數。 

所以，主耶穌是叫自己復活，相比叫人從死裡復活，是一個更偉大的神蹟。 

  

因為，於舊約，以利沙的例子，就讓我們知道， 

以利沙的神蹟級數，不單止他可以叫人從死裡復活， 

甚至他於死後，他的骨頭，也可以叫人從死裡復活， 

就算出現這種難以置信的神蹟級數，然而，到最終，以利沙亦沒有叫自己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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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紀下‧4章 32至 37節》，就提及他行了一個神蹟，叫孩子從死裡復活。   

到了《列王紀下‧13章 21節》，則記載以利沙的骸骨，也可以叫死人復活。 

 

列王紀下 13章 21節： 

「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見一群人，就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裡， 

一碰著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復活，站起來了。」 

  

但最終，以利沙亦沒有從死裡復活， 

然而，主耶穌卻做到了，就是祂不單止跨勝死亡， 

甚至乎，叫自己從死裡復活才是最大的神蹟。 

  

當時，主耶穌就是我們的 Alef。所以，當我們經歷 Tav的時候， 

主耶穌所作的，我們也要作，並且，要作得更大， 

也就是說，我們所見證的神蹟級數，會比主耶穌的時代更多、更大。 

  

所以，作為一位神蹟佈道家，傳威牧師一生也是與日華牧師一起並肩事奉神， 

那麼，當遇到這個機會，可以見證神的大能， 

甚至是 Tav的大能時，他一定會去做、一定會參與。 

 
因為，他亦早已知道，無論我們的生、我們的死，也是屬乎神。 

如果於在生的時候，相信會有這種級數的神蹟出現， 

並且，一直相信和事奉到離世為止的話， 

那麼，又怎會不相信自己可以叫自己從死裡復活呢？ 

  

日華牧師分析，他明白傳威牧師的為人， 

他的一生，就是要「傳揚神的威榮」，這亦是所有弟兄姊妹可以見證的一件事， 

所以，當日華牧師作為傳威牧師多年的良師益友、事奉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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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亦會知道，傳威牧師這個心願， 

就是希望在自己離世的時候，可以用最後的機會，去行這個神蹟， 

就是希望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甚至是，自己叫自己從死裡復活， 

這就是神所給予我們，於當天安息禮拜的處境。 

  

亦因此，於當天的喪禮中，日華牧師，以至一眾弟兄姊妹， 

也尊重傳威牧師的心願，甚至是他的遺願的話，所謂人死為大， 

那麼，我們亦必然會為他從死裡復活去禱告。 

  

因為，不同於其他人，他們根本不會有這個遺願， 

但傳威牧師的喪禮不是一個普通的喪禮， 

他定必會於這個處境中，希望以一個死人復活的神蹟去榮耀神。 

  

甚至乎，假如今次離世的，是日華牧師的話， 

傳威牧師亦必定會於安息禮拜中，作出同一個決定， 

就是去行一個死人復活的神蹟。 

 

所以，日華牧師所分享的第一個理由， 

就是按著傳威牧師的意願，於這個處境中， 

同心合意地相信，他的心願能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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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傳威有這個資格，是他開始這間教會， 

但是，這個復興只開始了一半，看見神的共同信息印證， 

他有資格去看另一半，他有資格經歷另外一半，對不？ 

我們同樣有這個責任，給他這個機會。這是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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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傳威牧師一生去完成錫安教會的定命（第一個處境） 

上一個精華短片（VO）「第一個處境：同意傳威牧師的心願」， 

分析到神透過眾多共同信息，悉心設下傳威牧師離世的處境， 

為了讓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終於來到這一步，透過「權能威榮之復還」信息， 

解開聖殿、燔祭、《約翰福音》、《詩篇》、Freemason圖畫及眾多隱藏在電影的共同信息中， 

一直指向新婦最後完成「死人復活」的奧秘。 

  

其中，在邵傳威牧師的安息禮， 

日華牧師分享了三個要為傳威牧師作死人復活禱告的理由， 

即是，神為錫安教會設立的三個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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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今篇信息裡，日華牧師分享到第一個理由，亦即是第一個處境： 

原來，傳威牧師必然有著一個心願，希望可以從死裡復活。 

 
在神悉心設下的處境裡，日華牧師有責任帶領錫安教會， 

共同完成傳威牧師這個心願，這就是第一個處境：同意傳威牧師的心願。 

  

顯然，過往超過 35年間，傳威牧師一生努力事奉， 

作為日華牧師最得力的副手，同心建立錫安教會， 

以一生的光陰和資源，協助日華牧師，共同完成錫安教會的定命， 

他的美好見證，支持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走到這一刻的光景， 

不斷出現神所鋪設的共同信息、認可錫安教會是永恆新婦。 

 

大家試想，世上無數人的一生，都是平淡地度過， 

一生從未聽過神的聲音，也未曾知道神的時代計劃， 

他們的一生，只是按著自己的喜好和滿足自己的意慾， 

庸庸碌碌地度過，這就是普世人的一生，也是他們生命裡的全部。 

 

然而，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的一生，卻是截然不同， 

他們一同開始了錫安教會，一間擁有神時代計劃和定命的教會。 

於過往 35年間，錫安教會集合了很多人的一生，按著神的聲音和吩咐，共同建造這所教會， 

為要完成錫安教會的終極定命，孕育成為永恆新婦。 

 

換言之，過往 35年間， 

錫安教會集合了日華牧師的一生、傳威牧師的一生、玉珍師母的一生、眾策略家的一生， 

與錫安教會 1455全體的一生，為要完成一個劃時代、歷史結束 Tav的定命。 

 

事實上，關於錫安教會 4794的終極定命，神早已用無數證據，不斷向我們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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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創世以先早已預定，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甚至，4794定命的龐大程度，是遠比生命、遠比現實、遠比歷史更加可貴， 

比整個歷史裡所有人類的生命累積，還要更偉大和更重要。 

 
因為，神以所有隱藏在古文物、宇宙繁星、萬物定理、歷史、建設及街道上的共同信息， 

顯明錫安教會 4794的終極定命，是比任何事物都更重要和更偉大， 

然而，這個定命，神獨獨給予了錫安教會，再沒有授權給其他人或其他教會。 

 

當傳威牧師離世，完結一生後，我們有目共睹，傳威牧師是由零開始， 

與日華牧師一同成為整個 4794終極定命的兩位創辦人之一。 

 

神沒有讓其他人創立錫安教會、打好根基後，才轉交給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神並沒有這樣做。 

  

反之，如《梁日華牧師自傳 ── 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所提及， 

於 1985年，神託付了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成為錫安教會的兩位創辦人， 

神揀選了傳威牧師，成為日華牧師身邊最主要的助力和支援， 

在眾多逼迫和困難下，誕生了錫安教會，開始了錫安教會 4794的終極定命。 

 

以下，是節錄《梁日華牧師自傳 ── 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的分享。 

 

《栽在溪水旁》片段：  

所以，這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其實去年神已藉共同信息講了。 

所以，2019年底開始講的一套信息，就是在《栽在溪水旁》跟大家分享， 

關於錫安的存在，以及我整個事奉的首 35年， 

傳威能夠在他一生中，事奉的見證和點滴，就是現在這個信息的內容。 

 



20200119   www.ziondaily.com 
 

 
 69 

而這信息內容，就如我開始所講，我會對我的子子孫孫，告訴他們， 

曾經有一個人，在梁日華的生命當中，是不可或缺。 

他們的認識，甚至事奉，誕生了錫安教會，讓這事奉確實能去蕪存菁， 

完全沒有人為，或者人的心意，完全能夠在神的帶領和神的心意下成長。 

 

所以這故事，傳威在世時，我們不需要講，因為我們真正看見這個人。 

但是，當他離開的時候， 

即使連我的兒子也不會知道這麼多事蹟，更遑論我的子子孫孫。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為到錫安的存在，及我首 35年事奉， 

留下這個很重要的線索、環節和榜樣，讓大家知道。 

   

我和傳威在那段時間，即我現在再分析 35年來， 

而我再分析希望讓你們理解一件事，我跟他就是那段時間的磨鍊，那種劇烈的磨鍊。 

當然，當時有好幾個跟在我身邊的人，也有同樣經歷，明白嗎？ 

 

只不過，我現在特別針對回憶傳威這時間。 

因為說實話，如果在磨鍊當中來說，我和傳威兩家人在當時是最苦， 

甚至現在經過 35年，經過 35年，其實縱觀整段歷史， 

我和他兩家人可說是在建立錫安當中是最苦，苦到甚至會被人嘲笑。 

 

35年前，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兩位創辦人，共同建立錫安教會時， 

神一直沒有給予共同信息級數的公開印證， 

即使，當時弟兄姊妹也知道錫安教會是來自神的命定， 

但仍然沒有如傳威牧師般，瘋狂地絕對相信錫安教會是真命天子，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甚至，歷史也是為了成為塑造錫安教會的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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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35年前，打從傳威牧師初認識日華牧師開始， 

他已是堅定不移、破釜沉舟地，相信錫安教會是真命天子的教會。 

  

35年間，最困難的前半部分，奠定錫安教會的發展經已完成了， 

並且，錫安教會已得著神源源不絕的超然印證， 

明證錫安教會是真命天子，是永恆新婦的教會。 

 
現在，正是最容易的後半部分，我們將會一同見證神親自為我們彰顯工作， 

讓我們一同享受最後大復興的階段，弟兄姊妹會進入龐大富足和經濟轉移， 

教會會一同參與郵輪Music Trip、認識海上學府的事奉模式， 

世上君王會一同來朝聖，就新婦教會榮耀發現的光輝等等， 

以上，都是接下來神將要做的事情，已不需要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去構思和付出。 

 
換句話說，過往 35年間，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已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逐一完成了最艱辛的部分，來到今天，已經是可以坐享其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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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日華牧師分析， 

一、若然換作是日華牧師離世的話，他也不捨得當中的弟兄姊妹， 

同樣，日華牧師明白傳威牧師的心願，也會不捨得弟兄姊妹， 

想繼續活下去，一同見證最後大復興、最榮耀的大豐收。 

  

二、論到進入最後大復興， 

其實，整間錫安教會裡，最有資格去享受收割期和豐收期的人， 

必然是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他們絕對是當之無愧的勞力農夫。 

  

是最有資格去享受接下來，下半部分的大豐收， 

因為，他們的一生，總是為著錫安教會的定命，不斷努力、不斷貢獻自己。 

  

對比一個平凡人，他們來到這個世界，匆匆度過一生， 

從未參與神的時代計劃就離世，只是白白枉過了一生。 

但錫安教會的建立，卻並非如此， 

我們這群人來到這個世界，決不是完結了我們的生命就罷了。 

 

反之，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的生命， 

是為了一個最偉大的終極定命，並不斷為此貢獻自己， 

親手建立錫安教會，走過最艱難的一段路。 

 

現在，終於到了收割期，對於傳威牧師而言， 

這不但是他的心願，希望與弟兄姊妹一同見證最後大復興， 

同時，他與日華牧師，亦是最有資格去享受後半部分的復興收成期。 

  

究竟，這是否一種妄求呢？這決不是一種妄求！ 

因為，傳威牧師是最有資格去祈求自己得著復活，去參與這個大復興， 

在當中，繼續照顧弟兄姊妹、見證這時刻， 

甚至，經歷這收割，幫助大復興裡的君王、元首及賓客等。 

 

故此，按著神的公義，當傳威牧師一生成為美好見證， 

不斷為錫安教會的定命去撒出種子，耕耘這定命的泥土。 

 

然而，當大復興應驗的時候，傳威牧師卻離世了， 

既然，傳威牧師離世的時候，有這樣的心願， 

希望弟兄姊妹同意他自己從死裡復活的信心禱告， 

能夠與大家一同見證最後大復興的整個過程。 

  

再者，眾所周知，傳威牧師一生致力為病人祈禱，使無數病人得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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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斷使人遠離死亡，得著完全健康的身體， 

即使是已經離世的病人，傳威牧師也願意為他們祈禱。 

 
因此，在神眼中，歷史上最有資格能夠從死裡復活的人， 

必然是那些不斷按著撒種定律，祝福別人得著醫治和健康的人， 

所以，傳威牧師必然能夠滿足這個要求， 

亦是在這個處境中，最有資格收回從死裡復活的祝福。 

  

同樣！這也是我們的義務，去為傳威牧師祈禱，祈禱他從死裡復活， 

事實上，我們有這樣的禱告，也絕不是妄求。 

始終，傳威牧師本身一定會有這個心願，再加上，他不單為別人祈禱， 

甚至，他去讀自然療法的課程，寫下無數祝福別人得著健康及保健的文章， 

照顧教會弟兄姊妹的健康。 

 

傳威牧師的一生，都致力於這些事情，從未停止， 

他不是懷著錯誤動機，也不是為了金錢及名利，去做這些祝福別人的事情， 

而是以不求別人回報的心志，主動站在日華牧師的身邊， 

不斷犧牲自己去完成錫安教會的定命， 

因此，當錫安教會按著神的計劃，得著共同信息，即將進入大復興時， 

傳威牧師絕對是最有資格一同見證這個復興的誕生， 

幫助大復興中，前來就光的君王、元首及賓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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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說：「那麼，我繼續相信威爸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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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Amen！最後，我們鼓掌、歡呼，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