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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 年 2 月 16 日分享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23 權能威榮之復還（6） 

 

影片：時事追擊：2020 年 1 月全球極端天氣 

2020 年 1 月中旬，澳洲東南部熱浪持續，氣溫仍然超過 40 度，山火至今仍未完全撲熄， 

悉尼的限水措施周五（31 日）起將進一步升級。  

 

新南威爾士省的消防員繼續撲救山火，保護火場一帶的關鍵基建設施， 

包括通訊塔、太陽能發電站等。 

其中，新南威爾士省仍有 71 處火場，維多利亞省有 38 處，南澳省也有 11 處， 

高溫夾雜風速每小時達 35 公里，使澳洲世紀山火一直沒完沒了。 

1 月 30 日，新南威爾士省有消防員在執勤期間，被大樹倒塌砸中一輛消防車， 

數名消防員跳車時受傷。 

 

2 月 2 日，由於山火逼近澳洲首都坎培拉，首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全境實施禁火令， 

奧羅拉爾谷山火（Orroral Valley fire）於短短兩日，燒毀首都領地 5 分之 1 土地。 

當局警告，山火蔓延的路線恐威脅人命安全，呼籲民眾及早避難。 

 

澳洲山火自去年 9 月以來，已燒毀全國超過 1,700 萬公頃土地， 

造成 33 人死亡，摧毀 6,000 多間房屋。 

規劃、工業及環境部門發佈健康警告： 

指空氣質素惡劣，對敏感、肺病及心臟病患者不利，可能引發症狀。 

 

另一方面，新南威爾士省消防部門公佈： 

經已累計收到 5,000 萬澳元，約 2.65 億港元的捐款，支援消防員拯救這場世紀山火。 

 

然而，正當澳洲東南部熱浪及山火持續， 

1 月 26 日澳洲國慶日，澳洲另一邊東北部的昆士蘭省， 

卻下起反常暴雨，部分地區的降雨量，更是全年平均降雨量的 25%。 

沒錯！竟然於一日之間，降下全年平均總降雨量的四分之一。 

 

龐大暴雨引發洪水氾濫，受影響地區，包括： 

昆士蘭省西北部芒特艾薩（Mount Isa）、卡穆威爾（Camooweal）， 

暴雨導致房屋及道路損毀，街道被洪水淹沒，部分天橋及堤道關閉。 

芒特艾薩市長麥卡洛克（Joyce McCulloch）表示， 

河床上前一天一滴水都沒有，但一夜之間水位暴漲。 

 

除此之外，1 月 20 日下午，澳洲新南威爾士州及坎培拉一帶受大型冰雹暴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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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大小如同網球，如雨般不斷落下，擊中國會大樓、街上大量汽車及路邊樹木， 

當地緊急服務部門已接獲逾 1,200 宗求助個案，其中兩人受輕傷，有獸醫接收了不少受傷雀鳥個案。 

澳洲政府表示，冰雹及暴雨可能會為近月火災地區帶來新一波危機， 

雨水可能會將灰燼土壤沖到馬路， 

除了減低道路磨擦力影響行車安全之外，亦可能流入河流影響當地生態。 

 

新聞片段：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humongous hailstones hammering down at Parliament House, smothering the 

Senate courtyard. 

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巨型冰雹擊打在國會大廈上，覆蓋著參議院庭院， 

 

It wasn’t safe to be outside or in the car. 

在室外或在汽車內皆不安全。 

 

On every corner, cracked windows and windscreens, but still it was the only way home.  

每一個街角，都是破裂的窗戶和擋風玻璃，但這是回家的唯一方法。 

 

The hail even finding its way inside. 

冰雹甚至溜進室內， 

 

I’m hearing glass breaking. 

我聽見玻璃破碎聲。 

 

It smashed through skylights, clearing this doctor’s waiting room. 

冰雹打碎天窗，清空了這位醫生的候診室。 

 

…look at that one. 

看看那個。 

 

Nobody could believe their eyes.  

大家都無法相信眼前所見的。 

 

I have never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That is absolutely astonishing. 

在我有生之年從未見過，實在太驚人。 

 

Manuka Oval looked more like Switzerland. 

麥盧卡橢圓體育場看起來更像瑞士， 

 

Most afternoon activities abandoned, aside from one dedicated postie still making deli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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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午間活動被中止，除了一位敬業的郵差仍然在派遞。 

 

Poor old posties. 

可憐的郵差叔叔。 

 

The nation’s capital was belted just after midday for 45 minutes. 

國家首都於正午後遭受冰雹痛擊達 45 分鐘， 

 

Already there had been thousands of calls for help. 

求救電話便已經有數千個。 

 

Two people are recovering in hospital; our wildlife suffering too. 

兩人在醫院康復中，野生動物也受傷了。 

 

As the storms swerved towards Sydney, our southwest copped every element. 

隨著風暴轉向悉尼，西南部則面對大自然的每種威力， 

 

Rain. Hail. Lightning thunder. And roof-lifting wind. 

大雨，冰雹，雷電，以及吹起屋頂的強風。 

 

The ceiling peeled off Bringelly shops and crashed onto cars. 

布林杰利店鋪的天花板脫落並撞向汽車。 

 

2 月 7 日，隨著熱帶氣旋達敏（Damien）在澳洲西北岸登陸， 

為澳洲東岸帶來近 20 年來破紀錄的極大暴雨， 

其中，遭山火摧殘、燒焦的悉尼等地出現水浸、交通受阻， 

氣象局更警告，暴雨將令部分地區進入「危險狀況」。 

豪雨令東岸多地淹成澤國，除水上電單車外， 

新南威爾士省亦有人划船出行，可見水浸之嚴重。 

 

一連四日暴雨，為悉尼帶來累計近 400 毫米降雨量， 

為該市自 1990 年，30 年來降下最多的雨量， 

再加上，夾雜時速 90 公里強風，當地已發出水浸及山泥傾瀉警報。 

 

新聞片段： 

They’re conditions we haven't seen in more than 20 years. 

這樣的狀況我們 20 多年來沒有見過， 

 

Sydney lashed by torrential rain, raging floods and destructive w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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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遭受暴雨、洪水和毀滅性的風暴襲擊。 

 

While the low-pressure system is now slowly moving south, it’s caused havoc in almost every suburb it 

smashed into.  

當低壓系統正緩慢向南移動，它幾乎對所有區域都造成了嚴重破壞。 

 

Day three and the worst yet, every inch of Sydney, not just soggy but soaked. 

第三天，也是最糟糕的一天，悉尼每一寸土地，不僅濕了而是被淹了， 

 

Rain coming down in every direction. Trees falling like dominoes. 

雨從四面八方落下，大樹像骨牌般倒下， 

 

This home in Bayview split down the middle. 

這個位於灣景的平房被一分為二。 

 

It was too dangerous to cross the Yarramundi Bridge closed to traffic as the Nepean River burst its banks. 

橫過亞拉姆迪橋非常危險，交通已封閉，因尼潘河決堤了， 

 

The Hawkesbury gave way too, leaving the North Richmond crossing barely recognizable.  

霍克斯伯里河也垮了，使橫跨北列治文的通道接近淹沒。 

 

It's been an incredible spectacle.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the Parramatta River is also on flood watch. 

不難理解帕拉馬塔河也處於洪水警戒的狀態。 

 

Some of the heaviest falls were in the Blue Mountains.  

好些最大的瀑布出現在藍山， 

 

A welcome sight at Wentworth Falls, but not at Katoomba where a mudslide left this mess. 

溫特沃斯瀑布出現了美麗的景象，但卡托姆巴卻有地方遭泥石流破壞。 

 

Our coast copped its fair share. 

我們的海岸也不能幸免， 

 

Collaroy Rockpool resembling a washing machine, while just north of Narrabeen, the kids were making the most 

of it. 

克拉羅伊岩石泳池如同洗衣機一般，在納拉賓的北邊卻有孩子趁機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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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ar, going for a swim in the local lake.  

這輛車正在湖裡游泳。 

 

It is the triple whammy lashing Sydney right now, relentless rain, gusty winds and hazardous surf conditions. 

現在悉尼遭受三重打擊，連綿不斷的大雨、陣風和危險的海浪， 

 

The Bureau says we haven't seen a weather event like this since 1998. 

氣象局表示，自 1998 年以來，從未見過這樣的惡劣天氣， 

 

That weather event whipping up our surf, the highest wave recorded off Sydney a monstrous 13.9m. 

這次惡劣天氣打破了悉尼最高海浪拍岸紀錄，浪高達到 13.9 米， 

 

It was even swell at harbour beaches like Balmoral. 

海港的沙灘如巴爾莫勒爾也同樣出現巨浪。 

 

另外，美國方面，  

2 月 6 日，從墨西哥灣沿岸到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 

遭遇殘酷的冬季天氣，數百萬人遭受冰雪、暴雨和龍捲風侵襲。 

極端天氣和冬季風暴，席捲美國東北部大部分地區， 

其中，阿拉巴馬州馬倫戈郡的龍捲風，導致一人死亡，摧毀了兩座移動房屋， 

密西西比州的龍捲風，亦為該州造成重大損失， 

惡劣天氣，導致美國最繁忙的機場之一， 

哈茲菲爾德—傑克遜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大範圍航班延誤。 

 

氣象學家戴夫‧亨寧說： 

「洪水將繼續從墨西哥灣沿岸北部蔓延到紐約市， 

在東北地區，冰雪一起侵襲新英格蘭地區，使旅行變得危險。」 

 

新聞片段： 

A weeklong storm strengthened today, burying parts of New England in up to two feet of snow. 

暴風持續一週，今天增強，使新英格蘭淹沒在達兩英尺的積雪下， 

 

Buffalo, New York woke up this morning to icy conditions. 

紐約州水牛城今早遭冰封， 

 

The ice is the hardest part. 

冰是最難處理的。 

 

Maryland and Virginia whipped by high winds. The damage so widespread, the storm system could be link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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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adoes. 

馬里蘭州及維吉尼亞州受強風吹襲，破壞十分廣泛，風暴系統可能與龍捲風有關， 

 

And more extreme weather out west. 

西部的天氣更惡劣， 

 

Avalanche warnings issued in Utah. Parts of the south taking a hit, too. 

猶他州發出雪崩警告，南部某些地區都一樣受災。 

 

The severe weather outbreak killing at least five. 

嚴峻天氣導致最少 5 人死亡， 

 

In Florida, trees crashed into homes sending one woman to the hospital. 

在佛羅里達州，樹木倒塌壓毀民宅，導致 1 女子受傷送院。 

 

Relentless rain also turning roads into rivers. 

暴雨令道路變成河流， 

 

The high water trapping people and pets in South Carolina. 

在南卡羅來納州，洪水圍困人及動物， 

 

A family in Virginia had to be rescued by boat. 

維吉尼亞州一個家庭需要以小艇救援。 

 

2 月 9 日，美國整個東南部均下起傾盆大雨，成千上萬人受到洪水氾濫警告， 

連日降雨，令俄勒岡州東部大量積雪融化，引致河水氾濫，多人被圍困， 

其中，當局已成功救出 50 多名被困人士。 

 

烏馬提拉（Umatilla）縣部分地區嚴重水浸，多名居民被困在家中或車內， 

洪水沖毀當地多處橋樑和道路，部分地區停電， 

84 號州際公路因水災損毀而持續關閉，民眾出入需繞道而行， 

州政府宣佈烏馬提拉縣、猶尼昂及瓦洛瓦縣進入緊急狀態，呼籲民眾撤離。 

 

新聞片段： 

Closed highways, washed-out roads and evacuations. 

公路封閉、道路沖毁以及災民撤離， 

 

Flooding in Eastern Oregon wreaking havoc on people living and travelling through the area Friday. 

俄勒岡州東部的洪災在周五造成嚴重破壞，影響居民以及路經該地區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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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one point, crews shut down Westbound I-84 from the Idaho border near Ontario to the Hermiston area. 

工作人員一度關閉西向 I-84 公路，由安大略省鄰近的愛達荷州邊境，到赫米斯頓地區的路段， 

  

Other truck drivers, though, weren’t so lucky. 

其他貨車司機則未有如此幸運。 

 

I am actually looking at a mobile home community park that’s completely overtaken by the river. 

我現正看著一個住房拖車的停泊社區，已經被河完全淹沒了。 

 

KTVB's sister station in Portland - KGW, captured this footage from up above. 

本台在波特蘭的姊妹電視台 KGW，從空中拍下這段畫面。 

 

Water for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Even cattle knee deep in it. 

洪水一望無際，連牛群也是水深及膝。 

 

Jeff Lupar took this video of the high waters in Pendleton. 

Jeff Lupar 拍攝到在彭德爾頓市上漲的洪水， 

 

There’s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that someone would have in a normal house and it’s all under water. 

見到一些一般家庭會有的物件，全部都被水淹浸。 

 

Jeff is from Idaho but in Pendleton for work. 

Jeff 來自愛達荷州，但在彭德爾頓市工作， 

 

I drive past this area all the time and it’s just a real calm stream flowing through, and now it’s a, I mean, it’s 

nearly a large river. 

我經常駕車經過這地區，這裡本來是平靜的小溪水流，但現在已變成⋯⋯近乎一條大河。 

 

And the aftereffects of Friday’s flooding is far from over. 

而洪水由周五帶來的後續影響，更是遠未結束。 

 

2 月 9 日，7 年來最大風暴「西亞拉」（Ciara）吹襲歐洲多國， 

為英國、愛爾蘭、瑞典和歐洲其他國家，帶來強風暴雨， 

並為沿岸地區帶來極多海洋泡沫。 

 

英國氣象局發出警報： 

西亞拉帶來時速超過 145 公里的狂風及暴雨，部分地方有洪災， 

多個地區停電，超過 9.2 萬人受影響，倫敦 8 個皇家公園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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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拉亦打亂歐洲航空交通， 

數百班來往英國及歐洲各地的航班及鐵路要取消， 

強大風力令多個航機降落時，險象環生， 

其中，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機場及英國希斯路機場， 

均有航機取消或延誤，部分更超過 100 次航班。 

 

新聞片段： 

Easy. Whoa! Yeah! 

輕而易舉，哇！耶！ 

 

Oh, touch and go! Touch and go! Touch and go! First ever touch and go! 

啊！觸地重飛！觸地重飛！首次觸地重飛！ 

 

無疑，剛剛踏入 2020 年， 

全球破紀錄災難和極端天氣重創澳洲、美國及歐洲等多個先進國家， 

顯而易見，2020 年將會是災難頻生，生靈塗炭的一年， 

為要明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權能威榮之復還」信息。 

 

於出殯禮中，日華牧師分享，不論是亞伯拉罕或是主耶穌於聖殿山上， 

也是指向聖殿的建立，是需要一個人離世，成為燔祭， 

並且，再由一個死人復活，甚至是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去開始聖殿。 

 
正如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後，很多聖徒亦從墳墓裡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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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當聖殿完成之日，亦是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誕生之日， 

他們亦會遇見同一個處境，一個生命結束，讓人憂愁的處境， 

只不過，於憂愁中，亞伯拉罕成為信心之父、主耶穌的門徒開始新約教會。 

 

到末後日子，我們同樣會面對這個挑戰和考驗， 

只不過，亞伯拉罕有這份信心，但不需要真的實行出來， 

 
而主耶穌，亦只是死人復活，未到從灰燼中復活的程度， 

所以，主耶穌說：「將來你們所作的事，必比我所作的更為大。」 

也就是指向我們需要行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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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於 Freemason 的圖畫中， 

他們最喜歡以「鳳凰從灰燼中復活」，去講述聖殿的完成。 

 
所以，假如錫安能夠做到，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 

那麼，錫安的每位基督徒，也絕對有信心去叫死人復活。 

  

然而，聖殿，就是神立名的地方，以燔祭作為開始， 

神所給予我們，包括家聚分享《約翰福音‧16 章》的共同信息， 

就是預備我們去面對今天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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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這個處境，是我們不能夠阻止的， 

那麼，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也是我們無法阻止， 

然而，我們卻可以選擇參與，成為當中的一部分。 

就正如 Freemason 的圖案，於棋局以外，就是棺材，代表死人復活。 

 
當我們選擇參與，撒出種子的時候，我們不單只可以叫人從死裡復活， 

這亦會導致全世界的大復興爆炸性出現。 

  

所以，於 Alef 的時候，主耶穌的離世，會為門徒帶來憂傷。 

因為，當時門徒沒有信心讓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然而，到了 Tav 的時候，神用上《約翰福音》去對比我們今年的處境。 

就是我們已經預備好，於信仰上更進一步， 

成為可以叫人從灰燼中復活的新婦教會，完成聖殿的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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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之後，永恆裡面所有的燔祭，也是為著建立我們所行的大事， 

就是記念於人類歷史中，信仰由所謂精神寄託，會有朝一日， 

信仰竟然可以建立到可以使人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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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榮耀盼望 Vol. 523 權能威榮之復還（6） 

好，在感言部分，大家聽完首兩篇信息， 

接下來這一段，其實是來自去火葬場的期間。 

同樣，我連程序也不知道，所以，我同樣沒想過會在火葬場作任何分享， 

所以，這個 Time Capsule（時間錦囊）， 

甚至是 Last Minute（最後一分鐘）的級數。 

 

到達火葬場的時候， 

你能夠想像，當時 Last Minute（最後一分鐘）的級數， 

本來，傳威的喪禮，按著我們策略家的做法，很多時，都會選擇土葬， 

所以，最後問我意見的時候，我臨時在土葬與火葬之間， 

突然間，對於火葬有更強感受，所以，我就與 Eddie 說︰「火葬吧。」 

 

如果火葬的話，照理應該是去富山，根本不可能去和合石，有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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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來，根本是預期土葬，又怎會去和合石火葬呢？ 

二、即使火葬，也會去更近的地點，就是富山火葬場， 

因為，就在殯儀館旁邊而已。 

 

結果，我們卻去了和合石， 

在車程上才說起，因為我們想要的時間，無法提供場地給我們， 

所以，最後才會去了和合石。 

 

在車程上，大家才記起，咦？和合石，不就是伯利恆之星， 

即是粉嶺圍所指向伯利恆之星的位置嗎？ 

 
是我們主日曾分享，並非我們臨時才這樣說，而是數年前已經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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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傳威牧師火葬禮和場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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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下午，教會同工陪同傳威牧師的家人，安排接下來安息禮拜的事宜， 

由於考慮到千多位弟兄姊妹，將會出席傳威牧師的安息禮拜， 

所以，場地的選擇就變得非常有限， 

最終，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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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讓全教會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同參與。 

 

決定了舉行安息禮拜的場地之後， 

接著，就需要考慮安息禮拜後翌日，舉行火葬禮的場地， 

但因為某些原因，地點一直未能落實。 

 

事源，一向用作舉行火葬禮的場地， 

即鄰近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旁邊的富山火葬場， 

車程約 2 分鐘，步行亦只需要 5 分鐘， 

但是，富山火葬場於 2019 年 12 月 8 至 21 日期間， 

這 14 天內都完全額滿，沒有空檔， 

無法在 12 月 17 日，安排傳威牧師的火葬禮。 

 

及至 12 月 7 日下午 6 時 32 分， 

基於考慮到日期、時間和安息禮拜的地點等因素， 

最終，決定於 12 月 17 日早上，於粉嶺和合石火葬場， 

一個對有份出席的全職和家聚負責人而言， 

完全陌生、未曾到過的火葬場，舉行傳威牧師的火葬禮。 

 

然而，雖然教會早於 12 月 7 日當日， 

已落實選址在和合石火葬場，舉行傳威牧師的火葬禮， 

只是，當時日華牧師、策略家和資料員，都未有察覺到， 

原來和合石火葬場，隱藏了關於傳威牧師離世，另一個層次的共同信息和啟示。 

 

直至 12 月 17 日，傳威牧師的出殯禮結束後， 

日華牧師與資料員及幾位全職，在駕車到和合石火葬場的途中， 

日華牧師在車程上才忽然發現，原來傳威牧師在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絕非一個偶然， 

而是繼安息禮拜和出殯禮後，在火葬禮隱藏第三個層次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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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接下來的信息部分，日華牧師將會為我們揭示，這一個千古預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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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我們到達和合石，就越發震驚，為甚麼？ 

因為有兩點，和合石的火葬場位置，本來就位於和合石的牛腿位置， 

而牛腿指向的地方，就是火葬場，我們進行按掣儀式的地方。 

 
那裡的建築物，即是和合石本身的建築物群， 

因為，粉嶺圍的建築物是指向和合石， 

所以，和合石就成了牛腿所指的伯利恆之星。 

但是，到了和合石自己的建築群中， 

牛腿盡頭所指向的，正是當時我們進行按掣儀式的地方。 

 
然而，那裡的建築物， 

根本就是電影“Avengers 4: Endgame”（《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裡面的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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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Avengers 4” 的劇情，最後經過了 5 年，打響指叫人復活的一幕， 

正是這個建築物裡打響指，並且，在這裡與 Thanos 大戰，正是這個位置。 

 
當日的早上，我們才分享復仇者聯盟中，正分享由灰燼中復活，對不？ 

突然間，對《復仇者聯盟》加深了很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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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Avengers 與傳威牧師火葬場的共同信息（灰燼中復活） 

日華牧師分享到，傳威牧師上年 2019 年 12 月 5 日離世後， 

安息禮拜定於同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晚，於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 

隨即，於翌日 12 月 17 日早上舉行出殯禮， 

並於粉嶺和合石火葬場舉行火葬禮及火化。 

 

有關傳威牧師離世的共同信息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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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早前已於「權能威榮之復還」信息中， 

藉不同精華短片（VO），為大家詳盡分享過。 

 

原來，為傳威牧師舉行火葬禮的地點，就是和合石火葬場， 

當中，竟隱藏著指向傳威牧師離世、舉行火葬， 

甚至，他將會從灰燼中復活的共同信息印證。 

 
過往，按照慣例，假如有教會全職領袖離世的話， 

一般日華牧師都會安排為他們的遺體進行土葬。 

但是，今次當有人詢問日華牧師，是否作同樣安排時， 

日華牧師卻突然有感動，要為傳威牧師進行火葬。 

 

現今看來，這一切，原來都是神刻意感動日華牧師所作的安排， 

因為，將來神要為傳威牧師所行的神蹟， 

並非單單叫他從死裡復活，而是史無前例地，叫他從灰燼中復活。 

 

以下，將會為大家一一詳細分享。 

第一個關於火葬禮的共同信息︰ 

上年 2019 年，即傳威牧師離世的同年， 

剛好有兩套科幻電影系列，上映結局篇。 

 

第一套，是擁有大量指向錫安教會共同信息的《漫威電影宇宙》第 22 齣電影，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Avengers: End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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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套，則是《變種特工：黑鳳凰》“X-Men: Dark Phoenix”。 

 
首先，早前主日信息已為大家分享過， 

這兩齣同年於 2019 年上映的電影結局篇，其電影副標題組合起來， 

與錫安教會電影部 2009 至 2010 年所拍攝和首播的連續劇， 

《Zeitgeist File》Season1 ─「Endgame Phoenix」的副標題完全一樣， 

而兩齣電影的內容，都與成為「灰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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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的內容， 

是延續 2018 年上映《復仇者聯盟 3：無限之戰》， 

講述大奸角 Thanos，集齊了六顆無限寶石，然後使用無限手套， 

藉著打響指的方式，於頃刻間將宇宙一半生物化為灰燼。 

 

第四集的結局篇，則描述留下來沒有化灰的英雄， 

在五年後，藉時空穿梭方式回到過去，收集已被 Thanos 毀滅了的無限寶石。 

由 Hulk，用 Iron Man，即 Tony Stark 製造的無限手套， 

以打響指方式，復活五年前，包括英雄在內， 

已化為灰燼的宇宙一半生命，並帶回五年後的當日。 

 

結局時，2014 年的 Thanos 帶著他的軍隊， 

以時空穿梭方式，來到九年後的 2023 年， 

Iron Man 再次使用自己製造的無限手套，將他們全部化為灰燼。 

 

所以，無論是 2018 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 3》， 

或是 2019 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 4》，主要內容都是環繞「被化為灰燼」， 

以及五年後由「由灰燼中復活」。 

 

另外，2019 年上映的電影《變種特工：黑鳳凰》， 

內容同樣與將人變為灰燼息息相關， 

講述女主角 Jean Grey 擁有黑鳳凰力量，有能力在一瞬間將人化為灰燼。 

 

電影的結局，同樣形容女主角為了打敗奸角，與奸角同歸於盡，自己亦自爆化為灰燼。 

 

電影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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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夠了。 

琴，你錯了，情義使我無所不能。 

 

所以，上年 2019 年上映，兩齣最受歡迎的科幻電影系列的結局篇， 

其實都與使人變為灰燼，甚或是叫人從灰燼中復活，作為核心內容及主題， 

正好指向傳威牧師離世、經歷火葬，並將會從灰燼中復活的共同信息。 

 

第二個關於火葬禮的共同信息︰ 

傳威牧師的火葬禮，地點是和合石火葬場。 

 

眾所周知，傳威牧師的安息禮拜和出殯禮，都是在沙田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 

所以，火葬禮本應是在附近的富山火葬場舉行， 

但由於那段時間，富山火葬場的火化爐已經滿額， 

最終，只能改為租用粉嶺和合石的「和合石火葬場」。 

然而，這一個變動，卻成就了另一批共同信息。 

 

首先，早前已為大家分享過， 

「和合石」三個字的筆劃總數，就是「19」 劃， 

正好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 月 1 日。 

 

而電影《復仇者聯盟》的英文「Avengers」，其字母排列總數是「91」， 

內容又與「化為灰燼」，並從「灰燼中復活」有關， 

正好與傳威牧師火化地點，「和合石」的文化密碼形成鏡面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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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共同信息，正是指向傳威牧師的遺體，雖然已火化成為灰燼， 

但卻會如電影《復仇者聯盟》所形容般， 

化灰的過程會被完全逆轉，由灰燼中復活。 

 

第三個關於火葬禮的共同信息︰ 

同樣與和合石火葬場及《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息息相關。 

 

傳威牧師火葬禮當日，日華牧師與資料員並部分全職同工， 

一同乘車由大圍寶福紀念館，去粉嶺和合石火葬場， 

途中，忽然想起「2012 信息」曾分享過和合石這個地點， 

因為香港有四個牛腿形狀的伯利恆之星星圖， 

印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就是七姊妹星所指向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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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個伯利恆之星星圖， 

分別是九龍公園、元朗公園、外形如橡樹島的天水圍，以及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 

 
有關粉嶺圍的伯利恆之星星圖的共同信息， 

可重溫 2018 年 1 月 18 日所播放的精華短片「粉嶺圍與橡樹島的共同信息」。 

 
上述精華短片，提到粉嶺圍所形成的牛腿形狀， 

正是指向傳威牧師舉行火葬禮的地點和合石。 

沒錯，和合石就是粉嶺圍伯利恆之星星圖所指向的伯利恆之星， 

即真命天子的所在位置。 

 

然而，當我們以鳥瞰方式，觀看整個和合石墳場， 

再加上和合石火葬場的外形，正正就是一個牛腿形狀。 

而這幅牛腿形狀的星圖，牛蹄指向的位置， 

即伯利恆之星的位置，正正就是和合石火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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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整個粉嶺圍加上和合石，是兩個一大一小的牛腿伯利恆之星星圖， 

而所指向的地方，就是傳威牧師被火化為灰燼的和合石火葬場。 

 

但是，雙重牛腿伯利恆之星的設定，代表甚麼意思呢？ 

如果，粉嶺圍的牛腿，是指向錫安教會的發源地， 

而傳威牧師，在錫安教會建立的 Alef， 

正是當年錫安教會其中一位，最早遷入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人。 

 

到了現時 Tav 的時候，粉嶺圍牛腿所指向的地方， 

竟是和合石牛腿伯利恆之星的位置，即傳威牧師一生終結，化為灰燼的地方。 

 
眾所周知，伯利恆之星是代表真命天子，那麼，這個信息已明顯不過， 

傳威牧師將會如二千年前被伯利恆之星光照的主耶穌一樣， 

將會從死裡復活，更會史無前例地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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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是否還記得， 

「伯利恆之星第一篇」的首播日期，是何年何日呢？ 

正是 2011 年 1 月 9 日，再次隱藏指向日華牧師生日，9 月 1 日的數字「19」， 

並且，亦指向中文筆劃總數是「19」的「和合石」。 

 
所以，傳威牧師的遺體，被安排在和合石進行火葬， 

絕對是神刻意的安排和帶領。 

 

第四個關於火葬禮的共同信息︰ 

日華牧師與一行人到達和合石火葬場時， 

突然有全職同工發現，由車路的入口處方向觀看， 

和合石火葬場的外形，竟與電影《復仇者聯盟 4》中， 

復仇者聯盟基地的外形非常相似。 

 

大家可以看看， 

圖中左邊，就是《復仇者聯盟 4》復仇者聯盟的基地。 

而右邊，就是傳威牧師遺體進行火葬的和合石火葬場。 

 

首先，左圖復仇者聯盟的基地， 

從正面看，建築物右邊，有一個圓形的直升機場。 

而右圖的和合石火葬場，右邊亦有一個半圓形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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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左圖復仇者聯盟的基地， 

從正面看，建築物的設計分兩部分， 

左邊是突出來，前面有一排玻璃窗， 

右邊是凹進去的地方，亦有一排玻璃窗。 

 

而右圖的和合石火葬場，建築物設計同樣分兩部分， 

左邊是突出來，前面有一排玻璃窗， 

右邊是凹進去的地方，亦有一排玻璃窗。 

 
兩者的建築物外形，不單設計非常相似， 

並且，電影《復仇者聯盟 4》中，英雄就是在這裡進行時空穿梭，取回無限寶石， 

並以打響指方式，叫五年前全宇宙化為灰燼的一半生命，全部從灰燼中復活過來。 

 

而大奸角 Thanos，利用英雄製造的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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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年前的 2014 年，來到當時的 2023 年時，立即以飛彈毀滅這個基地。 

最後，則由 Iron Man 從 Thanos 手中奪回無限手套， 

再以打響指方式，將 Thanos 及他的軍隊全部化灰。 

 

所以，和合石火葬場，絕對是神所指定的地點， 

為要讓電影《復仇者聯盟》的基地，成為共同信息，印證傳威牧師將會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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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沿路去的時候，再看他們的短訊，大家討論的時候發現， 

嘩！原來這麼瘋狂，原來我們來的這個地方，都是神早已預定。 

 

因為早年，我們並不知道， 

為何粉嶺圍所指向的伯利恆之星，竟是和合石？ 

真是「大吉利是」。 

 

當年沒有想過為何如此，當然，當時至少也知道是關於死人復活， 

但從未想過，多年來，我對於死人復活的最大啟示，竟發生於當天的早上。 

我知道了關於死人復活最大的啟示，並非叫一個死了數天的人從死裡復活， 

甚至，是大於從墳墓裡，叫墳墓打開，然後死人從那裡復活走出來， 

是比這些都更大，就是將一個人，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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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Avengers 隱藏「5 年後復活」的共同信息 

過去的主日信息已經分享到，近十年裡， 

全球最受注目的電影系列「Marvel 電影宇宙」（MCU）， 

隱藏著眾多指向錫安的共同信息。 

  

當中，最令人難以想像的，就是電影《復仇者聯盟 3》， 

奇異博士計算出打敗奸角 Thanos 的唯一可能性， 

就是於 14,000,605 個結局當中，只有一個結局能成功。 

 

如果以每個結局為《復仇者聯盟 4》電影長度的三小時來計算， 

他花上 4794 年加上 266 日觀看不同結局。 

266 日，亦即是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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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現這個共同信息後，已經可以肯定，這個數字，一定不會是純粹的巧合， 

必然是將來的我們，給予我們的提示。 

  

然而，當時還未有發生傳威牧師的事件，仍未有日華牧師於安息禮拜的分享， 

因此，電影橋段所指向的內容，我們還未完全理解，只是當作一般與我們無關的劇情。 

  

現時，我們卻發現， 

我們身處今年的處境，原來真的指向《復仇者聯盟》的故事設定， 

就是我們確實進到一個英雄變成灰燼的光景。 

  

劇情當中，打敗奸角 Thanos 的方法，只有一個， 

就是藉著時空穿梭，使所有英雄從灰燼中復活。 

 

當我們觀看這齣電影的時候，很容易就會聯想到我們現時的光景， 

也就是建立聖殿，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也就是 4794、923、266 所指向，小孩子出生的共同信息。 

當我們得著死人復活的能力時，同時間，我們亦差不多被提，成為得著時空穿梭能力的小孩子。 

 

然而，大家有否想過，我們看為非常順理成章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們有著「2012 信息」成為我們的根基。 

因為，全世界，不會有其他教會，會教導弟兄姊妹，他們將來可以時空穿梭， 

甚至乎，亦不會有教會，在解釋《啟示錄》12 章的時候， 

會分享這名剛出世的小孩子，會藉著時空穿梭轄管列國。 

 

所以，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理解，是一個非常嶄新的概念， 

於 2015 年分享的時候，是一個劃時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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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因著多年前的分享， 

認知《啟示錄》所發生的進程，包括我們可以時空穿梭的秘密， 

於是，當我們觀看《復仇者聯盟》的時候， 

就能夠輕易理解當中隱藏的共同信息，與我們這一刻的關聯。 

  

這種巧合的程度，就正好印證， 

《復仇者聯盟》的共同信息，真的是與我們溝通， 

向我們確認，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與及我們能夠時空穿梭的教導， 

雖然在其他教會看來，是匪夷所思，但事實上，卻是神給予我們的帶領。 

  

再加上，上星期，有關籃球巨星 Kobe Bryant 的共同信息， 

更確認 14,000,605 這個數字，是與人的死亡有關， 

將傳威牧師與及 Kobe Bryant 的死亡扣連作對比。 

所以，電影裡從灰燼中復活的橋段，絕對是指向我們現時的處境。 

  

而於《復仇者聯盟 3》的尾段，奸角 Thanos 使世上一半人口消失，成為灰燼。 

到《復仇者聯盟 4》，主角尋找出解救方法，得知時空穿梭的秘密， 

那時，已經是一半人口被消失的五年之後。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你是這齣電影的導演， 

為何於劇本的設定上，要於五年後才讓化了灰的角色復活呢？ 

其實可以是五星期，或者五個月也可以， 

這對於劇情的推進來說，也是沒有絲毫的影響。 

  

然而，為何導演要刻意將他們從灰燼中復活的時間， 

設定於他們變成灰燼後的五年呢？ 

 

這又會不會是再一次，將來的我們，給予現在的我們，進一步的提示呢？ 

也就是說，我們亦同樣要經歷堅持多五年， 

才可以見到傳威牧師與及眾多領袖從灰燼中復活呢？ 

  

原因，假如這個數字，只是出現一次的話，也可以說是巧合， 

然而，神將傳威牧師的離世、Kobe Bryant 的離世， 

與日華牧師今次的郵輪假期串連於一起。 

而今次的郵輪假期，是與傳威牧師上一次的郵輪假期， 

錄製「天馬座行動第一篇」，剛好相差五年。 

  

錫安一向也是被神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 

所以，這次相距五年的郵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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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間上，亦一定不是巧合，而是神刻意的安排， 

為的，就是要突顯出五年這個時間。 

  

既然《復仇者聯盟 4》，是指向我們身處的處境， 

那麼，讓人從灰燼中復活的時間，會否又是五年之後呢？ 

因為既然是從灰燼中復活的話，其實，就已經不同於主耶穌，三天後從死裡復活。 

  

從死裡復活的話，最起碼也要有一個肉身。 

但從灰燼中復活的話，就不只限於三日後，五年之後也可以復活的。 

就如電影當中，半個地球的人類，也可以於五年後才從灰燼中復活。 

  

所以，如果是死人復活的話，就可能會有時間上的限制， 

但當屍體已經化成白骨，甚至被燒成灰的話， 

那麼，就不單止是死人復活了，而是另一種，從灰燼中復活。 

而這種復活，就不會再有時間上的限制。 

  

假如是按著劇情的提示的話，奇異博士是於 14,000,605 次的時空穿梭當中， 

只看到唯一一次的成功，就是劇情需要五年後，才出現復活事件。 

 

那麼，反過來說，五分鐘、五天、五星期復活的情況， 

就不可能出現，亦不可能成功。因為，唯有五年後復活的一次， 

才能夠真正打敗 Thanos，得著真正的勝利。 

  

而這五年所達到的目的，可能，就是之前「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所指向，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 

與及《獅子王》故事所提及，錫安下一代的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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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當天的早上才理解這一點， 

之後，我們在去和合石的路程上，沒有預期要分享任何信息， 

但去到的時候卻發覺，不能不說， 

因為，到了這裡之後，這裡已經是雙牛腿，是牛腿之中的牛腿。 

 

來到這裡，大家都知道已經不是土葬，對不？ 

原來，和合石被設計出來，正是要說明一個啟示，是從灰燼中復活的一個啟示。 

牛腿中的牛腿，是講述世上最大的一個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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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自從有信仰以來，神用燔祭講述的一個神蹟。 

 
但這一個神蹟的 Demand（要求）， 

早在亞伯拉罕的時代，神已經這樣要求他， 

原來，神要求他獻以撒的時候，已經有這一種信心， 

懂得找到這一個 Topic（題目）去相信，神就看他為信心之父。 

 
雖然，他兩者也沒有做，他沒有叫兒子從死裡復活，也沒有叫兒子從灰燼裡復活， 

但是，他是因此而稱為亞伯拉罕，這是《羅馬書》所說，是《聖經》所說。對不？ 

 

所以，到這裡就發現，實在太瘋狂， 

因為，再查看的時候，“Avengers”即是電影《復仇者聯盟》， 

其實，「Avengers」的文化密碼相加，就是 91， 

但是，「和合石」中文字的筆劃，正是 19， 

以上，兩者的關係也相當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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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與他們分享，很明顯，今次這件事，為何神會記念呢？ 

因為，這是必經之路。 

 
為甚麼？《復仇者聯盟》讓我們理解，原來，整個故事都在講述一件事， 

就是 14,000,605 次時空穿梭，是《復仇者聯盟 3》的劇情， 

然後，劇情講述甚麼事情？當時提到，只有一個方法，是唯一一個方法， 

然而，這唯一的方法是怎樣？就是人必須化成灰。 

 

人們必須化為灰，這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最後 Iron Man 看著 Dr. Strange，連 Dr. Strange 自己都化了灰， 

但是，他說這是唯一的方法，沒有其他方法，能夠阻止 Thanos 將其他人變成灰燼。 

而他的方法是甚麼呢？就是他們一定要化灰，並且從灰燼中復活， 

這就是《復仇者聯盟 4》講述的故事，不過，是發生於 5 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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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14,000,605 與 923、266 及死人復活的定命 

於過去的主日中，日華牧師已經分享到， 

近代基督教早已失傳，有關重生得救的真理。  

就算法利賽人尼哥底母亦明白到，重生得救， 

其實，只是信仰的開始，就是懷孕的一刻。 

 

因此，每一個時代，也有神的時代計劃，甚至乎，每一個基督徒， 

都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 266，成為小孩子，十月懷胎後出生， 

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神所設定，屬於他這個時代的信仰巔峰 923， 

因此，266、923，就是每一個人，得著救恩之後， 

由信仰受孕至完成神給予我們的定命，這才會讓我們有機會出生於天國裡。 

 
主耶穌亦於《聖經》中清楚指出，祂的時間到了， 

也就是代表，祂完成神使命的時間近了， 

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這個使命的時間近了， 

這就是主耶穌成為小孩子的方式。 

 

使徒行傳 13 章 33 節：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 

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希伯來書 1 章 5 節： 

「所有的天使，神從來對哪一個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又指著哪一個說：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透徹明白，神所給予我們現時的處境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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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是為著我們可以完成錫安的使命、錫安的 266 和 923， 

也就是完成最後的真理復還，死人復活與及永遠審判， 

成為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也就是錫安最後誕生的小孩子。 

  

所以，藉著我們的定命與及被神帶領、成長的程度， 

已經可以去到一個階段，能夠向全世界證明和示範， 

他們所以為的「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神學觀，必然是錯誤的。 

  

普遍基督徒誤以為，當他們信主的時候，就是重生的一刻， 

就等於小孩子已經出世，所以，他已經得救， 

既然他的屬靈嬰孩已經出生，那麼，他的救恩，亦一定不會失去。 

可是，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錯誤想法。 

他們自以為，信主一刻，就等於同一時間受孕、成長經歷完 266 日， 

並且，於同一刻出世。 

 

然而，大家可以想想， 

當然沒有人可以同時間受孕，亦同時間已經十月懷胎。 

其實，屬靈上，亦是沒有可能的。 

 

如果一個小孩子，一受孕，未有經過 266 日成長期就急著出生的話， 

其實，這就等同於墮胎和自殺。  

所以，當整個宗派相信「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謊話時， 

他們整個宗派，就是不斷集體屬靈墮胎和自殺， 

並且，他們的信仰，亦根本從來沒有成長過， 

所以，無怪乎，外面大部分基督徒，從來也不似神，甚至，似魔鬼多過似神。 

原因，他們的信仰，一直都未有孕育成長，一直是停留在受孕一刻的光景。 

  

而神給予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小孩子的定命， 

就是進到至聖所，得著亞倫發芽開花的杖。 

  

所以，Freemason 宣稱自己是建造聖殿的石匠。 

他們有三幅圖，描述 Freemason 三個階層的圖畫， 

分別代表外院、聖所及至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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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後第三幅圖，圖畫上的棺材，就是代表從死裡復活的意思， 

也就是代表著他們終極的信仰巔峰。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 

於傳威牧師安息禮拜所分享，另外兩幅 Freemason 圖畫中， 

處於棋局以外，最接近我們的，亦是棺材， 

原因，棺材一直不是指向死亡，而是指向死人復活。 

 
但這一切，也是於我們完成整個棋盤， 

也就是完成整套「2012 信息」，解說所有棋盤上的謎題時， 

我們就能夠進到棋局以外，死人復活的信息中。 

  

事實上，於 2018 年，藉著《詩篇‧118 篇》「全視之眼」的信息， 

神向我們開啟了 Freemason 圖案中的所有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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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Freemason 去到最後，亦是為著指向我們的定命，就是棺材背後的死人復活能力， 

這就是我們的終極定命，就是於聖殿完成的時候，新婦教會能夠行出叫人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加明白， 

《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Avengers 4: Endgame”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於這個終局裡，唯一可以打敗奸角 Thanos 的方法， 

就是藉著時空穿梭，叫所有人從灰燼中復活，這就是終局之戰的最後使命和任務。 

  

對比我們，神給予我們的終極任務，亦是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並且，電影中，能夠成功完成任務的數值，就是 14,000,605 分之 1。 

當中，隱藏 4794、923、266 這幾個數字。 

 
所以，沒有其他共同信息比這一個更為明顯， 

唯有通過 4794、923、266，甚至是傳威牧師的 56，與及 Kobe Bryant 的 41， 

我們才可以最終得著讓所有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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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完成神給予我們的使命，讓我們可以能夠孕育成熟， 

並且，時候到了，可以誕生成為小孩子， 

而這就是我們整間教會的唯一定命和方向。 

 

那麼，為何這是錫安的唯一定命和方向呢？ 

原因，既然，從灰燼中復活這個步驟是免不了的話， 

那麼，傳威牧師的事件，就必然會發生，因為，唯有傳威牧師的離去， 

才可以喚醒我們所有人也有著這份信心，去叫死人復活。 

  

正如於《復仇者聯盟 3：無限之戰》中，Iron Man 與其他英雄， 

也希望用其他方法去打贏 Thanos，避免他毀滅地球， 

然而，所有的方法，也只會是徒然， 

原因，於奇異博士作出 14,000,605 次時空穿梭之後， 

見證過如片名一般，無限個場景的《無限之戰》（Infinity war）的時候， 

最終的結果，也是要讓所有人先化成灰燼， 

那麼，到第四集，才有機會打敗 Thanos。 

  

所以，無論 Iron Man 如何守護著六粒寶石，奇異博士最後也交出了綠寶石， 

原因，讓 Thanos 獲得六粒寶石，毀滅一半的人口，這才是獲取勝利的唯一出路。 

  

電影片段： 

我尊敬你，史塔克，等我大功告成，半數人類還會活著 

希望他們記得你 

不要 

住手 

放他一條生路 

我就把寶石給你 

別耍心機 

不要 

就差一顆了 

他在哪？ 

我們輸了嗎？ 

你為什麼那麼做？ 

現在才要進入戰爭最後階段 

 

奇異博士當然知道，如果他交出綠寶石的話， 

Thanos 將會集齊所有寶石，然後毀滅宇宙一半生物， 

然而，奇異博士通過時空穿梭之後，知道唯有交出綠寶石， 

讓 Thanos 集齊寶石，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能夠走進 Endgame 終局之戰的必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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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進，才會於第四集中，可以讓所有人也從灰燼中復活， 

並且，讓 Iron Man 有機會從 Thanos 身上，搶回六粒寶石， 

藉著犧牲自己而戰勝 Thanos。 

  

電影片段： 

我是不可逆轉 

我是鐵甲奇俠 

  

同樣地，錫安如果希望完成神給予我們的定命，誕生成為小孩子， 

就一定要經歷傳威牧師的事件，不可能有其他方法， 

即使我們希望用其他方法，但是，最終亦只會失敗， 

這就是神藉著 Marvel 電影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到，神給予我們眾多共同信息所隱藏的含意和計劃， 

那麼，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配合神的計劃，努力去完成。 

因此，既然神早於一年前的信息，已不單預告「還有一年」這個題目， 

更是指向傳威牧師，他的離去，就是要完成他的個人使命。 

  

然而，神的共同信息中，更重要的，就是「承傳」（The Legacy） ， 

因此，我們就更應該努力趕上，就是成長到可以完成傳威牧師所留下的工作， 

並且，他的離去，目的，正正就是為了讓下一代能夠承傳， 

讓錫安新一代，以熾焮為表表者的年青人及下一代， 

也可以完成他們的 266、他們的 923， 

讓他們也可以於這段短時間裡追上，得著新婦的位份， 

讓我們與我們的下一代，一起誕生成為小孩子。 

 
 



20200216   www.ziondaily.com 
 

 
 38 

事實上，對於日華牧師而言，今日已經是錫安教會建立 35 周年， 

大半生的光陰，已經委身於神的事工裡，到達一日不偏差的地步， 

即使事奉多幾年，也不會有任何問題， 

然而，對於年輕一代來說，他們亦應該有著屬於自己的事奉、自己的委身。 

我們的責任，就是培育出一群可以成為屬靈領袖，能夠帶起大復興的下一代。 

  

從這個角度，我們終於明白， 

為何《終局之戰》所設定的時間，會是英雄被燒成灰燼的五年後。 

 
原因，那五年的時間，其實不是為了已經化成灰燼的英雄， 

他們只是一起等待拯救的到來。 

  

所以，對於我們而言，這五年，不是為著傳威牧師而設。 

而是為著讓我們的下一代，可以承傳上一代的優質， 

也就是說，於世界還有最後五年就要完結的時候， 

究竟我們的下一代在做甚麼呢？ 

究竟這群年輕人有否配得所擁有的機會、資源和培植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可以做的事情。 

  

原因，傳威牧師的事件，已經證明他是活在神的使命中， 

一日也不偏差，他的定命，亦已經完成， 

所以，傳威牧師的事件，是不可以改變和攔阻。 

  

因為，這是神所設定，我們唯一完成的方法， 

事實上，正如之前主日信息所提及，自從燔祭出現以來，就已經是指向這件事， 

就是於聖殿被建成的一刻，一定要由死人復活的神蹟開始，並且，是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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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們跳過傳威牧師這件事， 

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完成自己 266 的成長過程，成為小孩子。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持守著這份信心，直至神蹟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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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特別的是甚麼呢？ 

最特別在於，我當時發現，如果是從灰燼中復活，豈不是很瘋狂嗎？ 

已經不是我們所想像的情況！ 

 

因為，如果是從灰燼中復活， 

是介乎於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及從灰燼中復活之間， 

曾出現過從墳墓中復活的神蹟。 

 
為甚麼呢？為何從墳墓中復活，會有很多人復活呢？ 

因為，這些人並不局限於在那數天裡死亡， 

即使他們死了多少年，已經變成了骸骨，還是可以復活， 

可以在墳墓中復活。對不？ 

 

所以，從灰燼中復活，已經沒有時間性，即是，將來，當這個能力出現時， 

當然，我們會即時看見傳威、慧芳、秀珍、威儀及阿賢，他們會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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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因為他們已經成了灰，不會說，這灰燒了後，三天才能復活， 

過了三天，就是 Expiry Date（到期日），不可以復活了，不會的。 

因為你已經成了灰。對不？ 

 

已經是完全由零去建立，甚至，連 DNA 也不可能有了吧？ 

你都已燒成了灰燼，DNA 都被燒光、破壞了，怎可能還會維持到當中的 DNA？ 

 

但是，這種情況還能夠復活，所以，屆時已不再有時間性， 

從灰燼中復活時，我們會看見一群人復活。 

 

這神蹟，只不過是甚麼呢？如我當時所分享，這神蹟， 

只是把神叫人擁有復活身體的事，提前了七年發生， 

神能夠叫人擁有復活身體嗎？當然可以，主耶穌自己已經證明了。 

 

但是，如果神叫人擁有復活身體， 

祂永遠也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 

所有火葬的人，都沒有身體能夠被復活。對不？ 

 

所有火葬的人，都已經變成了灰， 

甚至，在海中死亡的人，已屍骨無存。對不？還怎樣復活？ 

 

當神叫人從死裡復活，或是擁有新的身體，是必須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神必須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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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向來都能夠做到，也預期人能夠做到， 

即使在墳墓中變成了骸骨，神都能夠叫你復活， 

即使你變成了灰，神都能夠叫你有復活身體。 

只不過，神提早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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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新婦信仰巔峰的領域與復活身體 

希伯來書 6 章 1 至 2 節： 

「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 

就如那懊悔死行、信靠神、各樣洗禮、按手之禮、死人復活，以及永遠審判各等教訓。」 

  

按著《希伯來書》第 6 章記載， 

基督徒信仰的巔峰、進到完全的地步，就是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因此，很多人的思想裡，從未想過一件事， 

原來，每個人的屬靈生命，由決志信主一刻開始，其實只是於屬靈裡受孕， 

各人需要經過 266 及 923 的孕育過程，被聖靈帶領，擁有與神一模一樣的形像和內涵， 

才能夠於屬靈裡誕生成為小孩子。 

  

主耶穌正親身示範，在自己屬靈生命誕生的生日裡，叫自己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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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類歷史裡，主耶穌明證，屬靈生命唯一得以完成 266 及 923 的孕育過程， 

達到信仰巔峰的地步，就是叫自己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然後，基督徒需要行出比主耶穌更大的事。 

  

因此，自古以來，普世基督徒都誤解了，他們常以為到了人類歷史結束的一刻， 

死人復活及叫聖徒得著復活身體的工作，是由神負責做， 

而不是人類自己，在屬靈生命成長和躍進至這個信仰層次。 

  

在屬靈生命裡，真正能夠達到至聖所級數、923 信仰巔峰的新婦， 

他們就是能夠經歷整個信仰的考驗，努力撒出叫人從死裡復活、從灰燼中復活的種子。 

  

因此，達到 923 信仰巔峰級數信仰的新婦，他們在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 

最終能夠有權柄叫聖徒從死裡復活、從灰燼中復活，得著復活身體， 

甚至，如主耶穌所作的榜樣，有權柄叫自己得著復活身體。  

因為，這就是《希伯來書》第 6 章所記載， 

基督徒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就是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正如主耶穌在自己的生日裡，親自叫自己得著復活身體， 

明證這是信仰得以完全的地步，就是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原來，這就是《希伯來書》第 6 章記載，能夠符合成為新婦資格的信仰條件。 

只可惜！整個基督教歷史都誤解了，誤以為於人類歷史結束的一刻， 

是由神去叫死人復活，及叫聖徒得著復活身體， 

神喜歡在甚麼時候叫聖徒得著復活身體，神便隨自己意思，在哪個時候叫聖徒得著復活身體， 

接著，才是教會被提，人類歷史度過最後 1,260 日的補考階段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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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按著神創世的計劃卻是相反，原來，神一直等候人類在信仰上成長， 

唯有在人類歷史結束的一刻，終於有基督徒的群體， 

就是共同信息所指向的錫安教會，他們能夠在信仰上不斷躍進， 

在屬靈生命裡撒種和成長，最終能夠進到 923 信仰巔峰的領域， 

就是擁有充足的信心，得著叫人從死裡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歷史上，終於有一間教會，能夠導致「聖徒得著復活身體」這件事發生， 

因為他們的信心，能夠讓神為他們完成這件事， 

就是叫歷代聖徒都能夠得著復活身體，發生基督徒被提的事件。 

  

情況就如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及被提到天上的時候， 

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得著復活身體。 

   

原來，自古以來，由亞當開始， 

神能夠做到的工作，就如主禱文所說，是必須經過人的選擇和允許， 

願神的國降臨、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希伯來書》第 6 章的預言： 

最後兩個真理的復還，就是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事實上，這兩種權柄一直都並非留給神動用， 

反之，它們是神應許教會必然擁有的權柄和祝福。 

  

原來，神藉著《希伯來書》第 6 章，一直是預言到了歷史結束的時候， 

終於有教會能夠躍進至這種信仰領域，得著叫人從死裡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孕育完成、誕生成為小孩子，甚至，他們有權柄能夠審判天使， 

這是在獎賞台上，神可以如此獎賞我們。 

  

因此，《希伯來書》第 6 章預言，有教會將會完成整個成聖之路， 

由因信稱義、浸禮、靈恩、按手之禮， 

甚至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這都是與人類信仰成長有關。 

  

到了歷史結束的時候，有教會能夠滿足及完成最後兩個真理的復還， 

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然後，讓人類自己重新擁有這兩種權柄， 

能夠穿越時空、與神同創整個世界和歷史。 

  

這是整個「造神計劃」裡，由神創造亞當和夏娃開始， 

神一直等待基督徒能夠達到 923 信仰巔峰，甚至有權柄能夠掌控歷史、審判天使。 

  

因此，主耶穌藉著自己的一生，示範了這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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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耶穌降生在世的日子，親自藉著服侍當時代的門徒和跟隨者，成為一個母腹， 

讓祂的一生按著「造神計劃」取得滿分， 

叫自己從死裡復活，也叫已睡的聖徒從死裡復活。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藉著叫基督徒不可停止聚會， 

與主耶穌一同，透過服侍教會和弟兄姊妹，成為一個母腹， 

完成自己人生的定命，使自己的一生完成「造神計劃」， 

並且取得滿分、誕生成為小孩子。 

  

同樣！過往，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兩位錫安教會創辦人， 

他們的一生，就是透過建立錫安教會，服侍了弟兄姊妹， 

竭盡一生貢獻自己，透過這個群體的母腹，在屬靈生命取得滿分，誕生成為小孩子。 

  

同一原理，將要來臨的大復興中， 

弟兄姊妹也是藉著服侍接下來進到錫安教會的賓客， 

透過這個大復興的母腹，同樣在屬靈生命裡努力成長，使自己配得誕生成為小孩子。 

  

所以，到了人類歷史結束的審判台，主耶穌的信仰榜樣只是一個開始， 

之後，全人類歷史裡，會有一個最好的信仰榜樣， 

這就是共同信息所指向的錫安教會，神是以此定準，成為審判世人的標準。 

  

如當前香港的公開試一樣，為了公平的緣故， 

考試都是以拉曲線，俗稱「拉 Curve」的標準評分。 

若然某年的試題，比以往歷屆考試都要艱深和困難， 

那麼，整個得分的成績都會偏低。 

考核當局就會「拉 Curve」，在這次考試科目裡， 

找出最高分的一個，定為滿分的標準，並以此定準這條曲線上各個等級的分數， 

務求公平評核這個學期裡，每個等級成績的平均值， 

作為得分的標準，而不是一律以 100 分為滿分，50 分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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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於人類歷史結束的審判台，神同樣以此方法定準審判世人的標準。 

 

當前眾多叫人匪夷所思的共同信息， 

正是一個極大、極令人震驚的證據，為要提示及忠告世人， 

神是以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成為一個終極的標準，以此審判全人類歷史。 

  

錫安教會就是全人類歷史滿分的標準，是小孩子得著鐵杖權柄的終極標準， 

因此，當神定了錫安教會是終極審判的標準，錫安教會就有了判定人類歷史的資格， 

可以為人類歷史改卷，甚至，有資格審判天使和以色列。  

 

哥林多前書 6 章 3 節：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路加福音 22 章 30 節： 

「叫你們在我國裡，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並且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因為，共同信息的出現就是一個提示，神是以錫安教會成為真命天子的標準， 

在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錫安教會能夠按著《希伯來書》第 6 章的預言，完成整個成聖之路， 

由因信稱義、浸禮、按手之禮，甚至得著死人復活和永遠審判的權柄， 

達到人類歷史 923 信仰巔峰的領域，完成屬靈聖殿終極的建造， 

叫聖徒和自己都能夠得著復活身體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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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想像，假如是這樣，為何神將這個神蹟，命定在 Freemason 的圖畫裡， 

因為，這是「2012 信息」的終極謎題，我們應該解開這一點。 

 
如果你想擁有歷史裡最大的神蹟， 

原來，就是最終教會有責任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然後，帶起歷史上最大的復興。 

 

你能夠想像，假如我們教會中，能夠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那麼，你去到殯儀館的喪禮中，叫人復活， 

或是剛剛瞻仰遺容後，叫人復活，簡直就是輕而易舉！明白嗎？ 

 

屆時，我們教會能夠做到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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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教會裡最不信的人，都已經能夠叫人從死裡復活， 

因為，他們的日華牧師，是可以叫人從灰燼中復活，你知道嗎？ 

 

事實上，更深刻的是甚麼呢？ 

為何到了我們這一代，要讓人從灰燼中復活呢？ 

因為，度過了這數千年後，很多人找了很多藉口「主耶穌只是昏迷了」， 

但是，如果你能夠從墳墓中復活，就已經證明，主耶穌不可能是昏迷。 

 

因為，這時代的西醫說︰「可能是假死了十數天。」 

就算是，當天傳威真的於殯儀館中，彈起來復活了， 

很多人也可以用各種說法，誣蔑他只是假死， 

因為，人類史上歷時最長的一次假死，足足長達 40 天，也能照樣復活， 

這才歷時十多天，才經過「瞻仰遺容」，算得上是甚麼？ 

他們能夠解釋到，世上不會因而掀起一場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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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假死與灰燼中復活 

日華牧師分享，為何神要錫安教會在 2019 年， 

經歷傳威牧師的離世，甚至經歷他的遺體被火化燒成為灰燼呢？ 

 

藉著過往四年，神給予錫安教會無數的共同信息， 

讓我們深切明白到，神是一位無所不能的神， 

並且，整個人類歷史所發生的每一件大小事件，其實都被神完全掌管， 

凡神所預定要發生的事，都沒有人能夠干預， 

包括天使或撒但，都沒有能力改變神在創世之時已預定的一切計劃。 

 

所以，既然傳威牧師的離世，神已經用上眾多共同信息，成為一個無可推諉的印證， 

證明事件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是任何人都不能改變， 

讓傳威牧師經歷火葬禮，同時亦感動日華牧師，要為傳威牧師作死人復活的禱告， 

更以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印證傳威牧師必定會從死裡復活。 

 

那麼，神的用意再明顯不過，就是要錫安教會誕生史無前例的神蹟， 

就是叫傳威牧師，以及錫安教會過往已離世的信徒， 

甚至，是歷史上已經離世，但合資格被提的眾聖徒， 

不單一同從死裡復活，甚至可以前無古人地，從灰燼中復活。 

 

這是《聖經》早已應許，凡信祂的人，絕對有能力可以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但另一方面，歷史上卻從未有人做到過；神將錫安教會放在這個處境， 

就是要從錫安教會當中，誕生和復還這一個神早已應許，卻從未發生過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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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神要末後教會復還死人復活的能力，不單是叫人從遺體中復活， 

而是如神在創世之時，用塵土造亞當，叫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呢？ 

 

因為，現今這一個時代，人類的科技是前所未有的先進， 

很多已死去一段短時間的人，都能夠被醫生用儀器救活。 

 
並且，由於資訊科技發達，過往已有不少新聞報導， 

指有人進入假死狀態，令人誤以為這人已經死了， 

卻在喪禮中，或下葬前的一刻醒來，震驚參加喪禮的親友。 

 

所以，在這個世代，即使傳威牧師真的在喪禮中從死裡復活， 

仍會有一個大問題，就是普遍現代人，必定會對此抱著極度懷疑的態度， 

因為，世人已不再輕易相信，一個死了 11 日、還有屍體的人從死裡復活的事件， 

即使真是一件神蹟，世人仍總會為自己找到不信的藉口。 

 

就如現今社會，都時有聽聞一些因假死或醫生誤判， 

令死了的人，突然再醒來的例子。 

 

所以，無怪乎，二千年前，即使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蹟， 

證據何等充足，如何無可推諉， 

但當時代不信的法利賽人和羅馬人，總能夠找到藉口不信， 

更何況，是二千年後的今天呢？ 

 

然而，如果有人可以從灰燼中復活的話， 

就算是最無賴、最不信的人，都不可能再強詞奪理，堅持不信了。 

 

假如在眾人的眼目下，遺體死後被火燒成灰燼， 



20200216   www.ziondaily.com 
 

 
 49 

仍有人能如同神從泥土中創造亞當一樣， 

叫大量人從灰燼中重新擁有一個新身體，並且從死裡復活， 

這絕對能令全世界任何人都信服，從而誕生一個前所未有， 

如很多先知曾預言，幾乎全世界所有人都會信主的復興， 

當然，到大復興的時候，真正能夠被提的，只佔少數。 

 

其實，死人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我們可以想像為， 

一條本來活著的龍躉被人劏開，在鑊中完全蒸熟，再給一枱人連皮帶肉全部吃掉。 

然而，這條龍躉卻在全枱人的注目下，連皮帶肉回復， 

並且從死裡復活，能跳能動一樣不可思議。 

 
但是，叫人從灰燼中復活，卻比以上例子更加奇幻， 

因為被火化了的遺體，甚至不存在一條完整的骨頭。 

 

然而，神在這末後世代，要讓新婦所行的死人復活神蹟， 

不單如主耶穌般，叫死了三日，還有遺體的人從死裡復活， 

也不是叫那些被埋葬在地下棺材裡，只剩白骨的死人復活， 

甚至，不單是叫一個人從灰燼中復活。 

 

而是叫歷史上所有合資格被提的人，無論只剩下白骨，或是只剩下灰燼的人， 

都能夠一次過從死裡復活，並擁有復活的身體， 

一同帶起有歷史以來最大的復興，然後被提。 

 

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在教會真理復還的道路上， 

在死人復活之後，還會有永遠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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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神將至聖所 Oracle 約櫃的所有能力，全數復還給新婦教會後， 

屆時，信仰仍不認真，甚至仍是不信的敗類，絕對不可能有資格被提， 

他們在神面前，就只能被永遠審判、永恆定罪， 

要在大災難中受苦，並且死後落到地獄受永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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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然，傳威是從灰燼中復活呢？你也能照樣解釋嗎？ 

你若選擇不信，你把任何一位親戚的骨灰拿來， 

我讓他在你面前復活，想必一定把他嚇壞了。 

  

這種神蹟是無從解釋的，是在末後復興中最強勁的神蹟， 

皆因，神本來就是用泥土造人，神一向具備這能力，可以把身體再造，對嗎？ 

為了這場復興，神只是把復活身體的神蹟，提前 7 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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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婦人度過 1260 日與復活身體 

日華牧師分享到，傳威牧師與一眾聖徒，一同從死裡復活的時間， 

距離主耶穌再來，叫歷史上所有聖徒復活的時間， 

最長可能是七年，最少則是三年半，即 1260 日。 

 

為甚麼呢？我們先看看《啟示錄‧20 章》， 

《啟示錄》記載，主耶穌再來地上，就會捆綁撒但， 

並叫歷史上所有信主的人一同復活，而時間，就是大災難全部結束之後。 

 

啟示錄 20 章 1 至 5 節：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

叫魔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

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

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

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這是

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原來，在這一次復活之前， 

其實在被提前，地上已經發生過另一次很龐大的復活事件。 

但是，被提前已經從死裡復活的人，與被提後才復活的人，有甚麼不同呢？ 

 

基本上，被提前已經能夠從死裡復活的聖徒， 

他們就是《啟示錄‧12 章》所記載，是一誕生就擁有鐵杖的男孩子，即新婦級聖徒。 

 
為甚麼被提前，神要讓已死，但擁有新婦資格的聖徒首先復活呢？  

因為，他們要在被提前，一同帶起史無前例的大復興，一場千古以來所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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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60 章》所預言，叫世上一切君王，都來到神的家就光的復興。 

 
所以，主耶穌再來地上之前，最長七年，最短三年半前， 

就會叫歷史上，擁有新婦資格的聖徒，即我們現時所知， 

包括傳威牧師，以及錫安教會以往已離世，但符合新婦資格的聖徒， 

將會一同從死裡復活，使這個復興誕生， 

然後與世上其他符合新婦資格的聖徒一同被提。 

 

既然，被提前，會有一次大規模的聖徒復活， 

而被提後，地上仍要經歷三年半大災難， 

所以，傳威牧師與錫安教會已離世的聖徒， 

他們復活的時間，就介乎被提的三年半前， 

即距離大災難結束，最長仍有七年的時間。 

 

為何日華牧師會有這種估計呢？就正如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並非立即被提，而是留在地上 40 日之久，之後才於 11 位門徒眼前被提。 

 

而三年半，剛好是 42 個月， 

所以，這可能是 Alef 的預表，到末後 Tav 的日子， 

擁有新婦資格，但已離世的聖徒，極可能會在被提前復活， 

留在地上 40 至 42 個月，即三年半，與仍活著的新婦錫安教會， 

一同帶起前所未有的復興，之後才會被提。 

 

為何日華牧師會有這種理解，知道教會被提前一段時間， 

如傳威牧師，這種擁有新婦資格但已離世的聖徒，必定會復活， 

並帶起大復興，之後才發生被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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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4 章》提到，被提前，會有聖徒從死裡復活， 

而且比仍在地上活著的聖徒，早一點得著復活身體， 

之後，等活著的聖徒也得著復活身體，兩者才會一同被提，之後才發生大災難。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 13 至 17 節：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信

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

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

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

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而這一次復活，比上述提及《啟示錄‧20 章》的復活事件，早至少三年半發生。 

 

所以，我們就知道，《帖撒羅尼迦前書‧4 章》所說的復活， 

是一群有資格在災前被提，但已離世的聖徒， 

他們也是《啟示錄‧12 章》的男孩子，是歷史上的新婦級信徒， 

而傳威牧師肯定是其中之一。 

 

第二，按著日華牧師對《啟示錄‧12 章》，婦人和男孩子的身份的理解， 

得知傳威牧師這種新婦級但已離世的聖徒，極可能會在被提前三年半復活。 

 

因為日華牧師知道婦人和男孩子的身份， 

所以他能夠推斷，《啟示錄‧12 章》的男孩子，即新婦， 

會在大災難結束前復活，而時間最多是大災難結束的七年前。 

 

然而，現今普遍基督教界，或是絕大部分神學家和釋經家， 

都誤解了《啟示錄‧12 章》婦人和男孩子的身份， 

以為這位懷孕生下男孩子的人物，既然是一位婦人， 

就誤以為她是《啟示錄》所講的新婦， 

將婦人與新婦，視為同一位人物，但這明顯是錯誤的理解。 

 

他們一直無法正確理解《啟示錄‧12 章》所說的內容， 

自然亦無法解構婦人和男孩子是誰， 

不知道婦人並不是新婦，婦人所誕生的男孩子才是新婦。 

 

就如《約翰福音‧16 章》， 

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前，向門徒以婦人面對產難並生下孩子的預表， 

對比自己將會被釘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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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約翰福音‧16 章》的孩子，就是主耶穌自己， 

這個孩子的出生，是對比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約翰福音 16 章 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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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詩篇》第 2 篇所提及，有一日，主耶穌都會重生，成為神的兒子， 

其實，這裡是指主耶穌會從死裡復活，成為神的兒子， 

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所說的孩子，是指自己從死裡復活，成為神剛出生的兒子。 

 

詩篇 2 篇 7 節： 

「受膏者說：我要傳聖旨。耶和華曾對我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然而，日華牧師曾為大家清楚解說， 

主耶穌釘十字架前六日，並從死裡復活後的 40 天內， 

曾向 500 人顯現，證明祂的復活是千真萬確，然後才被提。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帶著復活身體在地上 40 日，然後才被提， 

其實是一個救贖計劃 Alef 的預表，指到 Tav 末後的世代， 

當新婦級教會出現時，會將主耶穌的事蹟，再一次複製到末後日子的新婦身上， 

並且，新婦教會會做比主耶穌更大的事。 

 

在被提前，可能長達 42 個月，已離世的新婦級聖徒， 

包括傳威牧師在內，會首先從死裡復活，並得著復活身體， 

以各種不可能推翻的神蹟，震撼整個世界， 

然後，與地上的新婦錫安教會，一同帶起史上最龐大的復興， 

隨後，再過 42 個月，即三年半後，就會一同被提。 

 

屆時，地上會發生另外三年半的大災難， 

過了整整七年，主耶穌就會從天上降臨，捆綁撒但一千年， 

這時，就會將其他已死的聖徒一同復活。 

 

但是，為何二千年前，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後， 

只以復活身體留在地上顯現 40 日，而不是 40 個月呢？ 

因為，當時是救恩的開始 Alef，當主耶穌被提升天離開後，教會仍有二千年歷史。 

但到了現今 Tav 時代，當教會被提後，世界只剩下三年半的大災難時間， 

所以，在這末後日子，極可能神會讓被提前復活的聖徒， 

可以在地上留一段更長的時間，甚至長達 42 個月，給予世人最後得救並被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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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天在和合石墳場，我已察覺到周遭的環境，甚至每一事物都是在印證這事。 

  

影片：共同信息 19 及 91 與得著復活身體 

透過精華短片（VO）「Avengers 與傳威牧師火葬場的共同信息」， 

我們經已知道在文化密碼中，傳威牧師舉行火葬禮的地點——「和合石」， 

其筆劃總數，就是 19 劃，正好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 月 1 日。 

 

除此之外，電影《復仇者聯盟》的英文「Avengers」， 

其字母總數正是 91，同樣指向日華牧師生日日期 9 月 1 日。 

於過往幾年間，我們時常發現大量共同信息， 

都出現「19」或「91」，直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 

 

 
然而，為何神常常以大量共同信息，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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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為何一定是日華牧師的生日呢？究竟，生日有甚麼重要呢？ 

 

原來，當我們重新理解主耶穌屬靈生命的生日， 

當祂完成一生的定命，服侍了祂的世代， 

然後，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神就向主耶穌說明：「祢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祢。」 

 

這是指主耶穌經歷屬靈生命的重生， 

在聖靈裡，由懷孕，至完成整個過程後，誕生成為小孩子，得著復活身體的生日， 

神親自明證主耶穌得著復活身體的出生，完成一生的定命，誕生在神的國裡。 

 

因此，我們有目共睹，自從 2017 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踏入 56 歲生日後， 

神藉著大量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當年 56 歲生日， 

包括超強颱風天鴿、颶風哈維（Harvey）、艾瑪（Irma）等， 

印證日華牧師名字，《啟示錄》四風級數的審判。 

 
甚至，在日華牧師 56 歲生日當天，Bitcoin 更首次出現 4,794 美元的歷史高位。 

與此同時，另一種錫安教會曾詳盡介紹過的數碼貨幣 Litecoin， 

同樣在日華牧師 56 歲生日當天，同樣出現 4794 的數值，達至 479.41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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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年一眾教會全職，與日華牧師歡度 56 歲生日的地點， 

正是尖沙咀栢麗大道對面的 The One 商場， 

隱藏了石中神劍 The One 真命天子的共同信息。 

 

事實上，日華牧師 56 歲生日後， 

神讓我們發現眾多 56 與聖殿建成的共同信息， 

數字 56，一直預示屬靈聖殿的建造完成。 

 
因此，自從日華牧師 56 歲生日開始，這兩年多，神不斷透過日華牧師的生日， 

突顯小孩子誕生和生日的信息，就連第一個音樂動勢（momentum）發展至今， 

大部分能夠被挑選成為錫安新歌的作品，都是來自生日詩歌投稿。 

 

其中，2017 年，有 40 首作品來自生日詩歌投稿，佔全年 76%。 

而 2018 年，則有 41 首，佔全年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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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2019 年，則有 33 首，佔全年約 69%，出現 33 與 69 的共同信息。  

顯然，神早已預知錫安新歌的發展，必然與生日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只是，值得大家思想，為何這幾年間，神一直念念不忘、不斷強調「生日」的信息呢？ 

為何會在現實中不斷出現 19、91 等生日數字呢？ 

 

正如傳威牧師的離世，神刻意藉著「和合石」和「Avengers」， 

出現 19、91 的文化密碼，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 月 1 日。 

顯然，在神眼中，有一個人的生日，一直最被神所重視，這人就是日華牧師。 

 

神的用意，是透過日華牧師的生日，讓我們能夠聚焦自己屬靈生命的生日， 

因為，當我們自己屬靈誕生的時候，就是我們得著復活身體， 

誕生進到永恆的日子，這是一個比肉身生日更為重要的日子。 

 
就如主耶穌降生在馬槽的生日，的確是重要的， 

但是，當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屬靈生命的誕生、得著復活身體的生日，卻顯得更為重要。 

 

所以，為何傳威牧師離世後，神讓我們發現「和合石」和「Avengers」， 

竟然都出現了日華牧師生日的共同信息呢？ 

 

神正是要讓我們知道，傳威牧師在 56 歲離世，是牽涉傳威牧師另一個生日， 

按著神的計劃，這個生日就是傳威牧師將會得著從死裡復活、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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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傳威牧師離世的歲數正是 56，一個隱藏聖殿建造完成的共同信息， 

傳威牧師的一生，正示範了一個人由重生得救， 

在聖靈裡受孕之後，完成一生的事奉，誕生成為一個小孩子， 

得著永恆復活的身體，來到神面前接受神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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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跟三個人說：「我相信，我都會擁有復活身體！」  

 

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