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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2月 23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24 權能威榮之復還（7）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2020年 2月全球蝗蟲之災 

2020年 2月 2日，東非索馬里爆發蝗蟲之災，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警告， 

這波蟲害面積恐持續擴大，對當地糧食和生計造成前所未見的威脅。 

 

近數個月，非洲東北部降雨量出現異常，自上年 12月傳威牧師離世後， 

索馬里（Somalia）因旱災導致沙漠蝗蟲（Schistocerca gregaria）孵化量暴增，數十億隻蝗蟲肆虐。 

 
蝗蟲在東非肯亞、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等地，經已吃光成千上萬英畝的農地。  

聯合國指，這是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 25年來最嚴重的一場蝗蟲入侵， 

至於肯亞，更有 70年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蝗害， 

當局曾出動小飛機，企圖在蝗蟲肆虐地區噴灑殺蟲劑，阻止蝗蟲擴散。 

 

新聞片段： 

Well, it’s a swarm of enormous proportions. 

這確是一個龐大的蝗蟲群， 

 

Desert locusts are eating their way across large parts of East Africa. And it’s the worst outbreak some 

countries there have seen in 70 years. 

沙漠蝗蟲在東非廣泛肆虐，吞噬沿路的糧食，這是一些國家 70年來最嚴重的爆發。 

 

Now, here are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at are most affected by those locu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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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些受蝗蟲影響最大的國家， 

 

Somalia, Ethiopia, and Kenya are the worst affected, and Uganda is bracing for an invasion too. 

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和肯亞受災最嚴重，烏干達也準備遭入侵。 

 

Authorities have advised citizens to stock up on food, as the insects approach the border with Kenya. 

隨著蝗蟲接近連接肯亞的邊界，當局建議市民增加食物儲備， 

 

Now researchers say they pose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to food 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研究員說，蝗蟲對最脆弱的國家的糧食保障，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They eat and destroy everything on their way. 

他們吃掉並摧毀途中的一切， 

 

One swarm measured 60 kilometers long and 40 kilometers wid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cres of crops 

destroyed. 

蝗蟲群長 60公里，寬 40公里，摧毀了數十萬英畝的農作物， 

 

People fight back with whatever means they have. 

當地人以任何手段進行反擊。 

 

We are more than 200 herders here and we all depend on this land for grazing. Now it will be disastrous if 

we all perish without getting any help. 

我們 200多個牧民，都是依靠這片土地放牧的，沒有幫助下我們將損失慘重。 

 

This swarm came from Yemen, then down from the Red Sea to the Horn of Africa. 

這群蝗蟲來自也門，然後經紅海來到非洲之角， 

 

The unusual warm temperatures off the coast are partly to blame. The recent heavy rainfall has created the 

perfect breeding conditions. 

沿海地區出現異常溫暖的氣溫是原因之一，加上近期的強降雨造就了完美的繁殖條件， 

 

The greenery that has sprung up is now fueling them. It has almost become a desperate battle. 

這片茂盛的植物叢林就提供了能量給牠們，這已成了一場苦鬥。 

 

And it i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or mockery to intelligence of humankind, that this one can be used to 

control swarms of billions of insect that are destroying our crops. 

有點智慧的也知道這根本就不現實和可笑，靠著它來應對數以十億計，正在破壞著農作物的蝗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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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s big business in the region. 

農業是這地區的主要產業。 

 

Here the Kenyan national government is now increasing their efforts and spraying from the air. 

肯亞政府正在加緊應對蝗災，並從空中噴灑， 

 

The swarms are spreading fast up to 150 kilometers a day. 

蝗蟲正以每天 150公里的速度迅速蔓延。 

 

The U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is raising the alarm, now calling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出警告，呼籲國際援助。 

 

It's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Ethiopia and Somalia in 25 years, and the worst that we've seen in Kenya in 

over 70 years. 

這是 25年來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最壞的情況，也是 70多年來肯亞最壞的情況。 

 

The fear is that the locusts' numbers could increase 500 times in the next few months. 

令人擔憂的是，蝗蟲的數量可能在未來數月增長 500倍。 

 

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 

這波蝗蟲災情已經快速擴散至整個東北非，離烏干達和南蘇丹不足 200公里， 

繁殖率已達「數量激增」（upsurge）等級，估計約有 4,000億隻蝗蟲，  

若果接下來的一年裡，仍無法控制災情，蝗災將對當地糧食和生計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脅。 

 

索馬里位於東非「非洲之角」地區，是第一個因蝗災進入緊急狀態的國家， 

正傾全國之力救災，並請求國際救援， 

但索馬里因政局不穩定，無法徹底圍堵蝗蟲肆虐與繁衍， 

有專家指出，這波蝗蟲已超出單一政府能處理的規模。 

 

新聞片段： 

In Ethiopia, Kenya and Somalia, a swarm desert of locusts threaten to ravage the entire East Africa 

subregion. 

在埃塞俄比亞、肯亞和索馬里，一大群沙漠蝗蟲威脅整個東非次分區。 

 

Recent weather conditions in the region have creat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rapid reproduction of 

crop pests. 

該地區近來的天氣，為害蟲的快速繁殖製造有利條件， 

 

If nothing is done, their numbers could increase 500-fold by June, according t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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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若不加以遏制，在六月底前蝗蟲的數量會增加 500倍，這是聯合國糧農組織作出的預測。 

 

Efforts to control the insects are already underway in the region, but the organization is calling for 

additional emergency grants of 63 million euros for urgent pest control, and to help those whose livelihoods 

have been destroyed. 

該地區已經採取措施控制蝗災，但組織呼籲動用 6,300 萬歐元額外緊急撥款，以控制災情，並幫助

那些生活受蝗蟲摧毀的災民。 

 

The FAO said Ethiopia and Somalia have not seen locust swarms of this magnitude for 25 years. 

糧農組織指出，埃塞俄比亞和索馬里，25年來從未遭受如此大群的蝗蟲侵襲。 

 

Kenya, it said, has also not faced a locust threat of this magnitude for 70 years. 

肯亞則 70年來沒有經歷如此嚴重的蝗蟲威脅， 

 

South Sudan and Uganda are not currently affected, but they risk the threats. 

南蘇丹和烏干達尚未受災，但卻面對同樣威脅。 

 

沙漠蝗蟲是全世界最具破壞性的遷移害蟲， 

一群約 1平方公里的沙漠蝗蟲，每日平均可飛行 150公里及吃掉約 3.5萬人份量的作物。 

聯合國糧農組織專家警告：若無法控制蝗蟲數量， 

今年 6月旱季開始後，蝗蟲數量將會再暴增 500倍， 

屆時，東非地區將會全面陷入嚴重饑荒。 

 

2月 17日，沙漠蝗大軍肆虐東非之後， 

4,000億隻蝗蟲進一步蔓延至巴基斯坦及印度等國，正造成當地嚴重農業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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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蝗災已越過阿拉伯海，入侵亞洲第一站的印度及巴基斯坦，已有 16.8萬公頃農田受害， 

其中，印度拉賈斯坦邦（Rajasthan）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受災最嚴重。 

 

根據英國農業雜誌《農民周刊》（Farmers weekly）報道， 

蝗蟲入侵印度，造成 33% 農作物損失。 

農業部長托馬爾（Narendra Singh Tomar）指： 

旁遮普邦（Punjab）和哈里亞納邦（Haryana）也發現蝗蟲。 

 

聯合國糧農組織向全球預警， 

希望全球高度戒備正在肆虐的蝗災，防止國家被入侵後出現糧食危機。 

 

新聞片段： 

近期，大規模蝗災正在爆發。 

在 1月中旬，總重量達到數十萬噸的 3,600億隻蝗蟲衝進肯尼亞， 

僅僅一個蝗蟲群就長 60公里，寬 40公里， 

每個蝗蟲種群包含數億隻成蟲，每天可以飛行 90英里以上。 

聯合國警告說，如果災情得不到控制， 

這些蝗蟲在幾週內將到達非洲和亞洲的 30多個國家。 

現在，剛剛 15至 17天，蝗蟲已經出現在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黎明報》報道，蝗蟲已經擴散到了整個巴基斯坦全境， 

正在瘋狂地吃糧食，啃食草木。 

 

巴基斯坦糧食部長表示，此次蝗蟲襲擊是史無前例的， 

蝗蟲正在侵略肯尼亞、索馬里、埃塞俄比亞， 

以及整個東部非洲，現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也都淪陷。 

雖然大批飛機，那怕是軍用飛機也起飛噴灑農藥，但是收效甚微。 

專家表示，如果這些蝗蟲得不到控制，到 4月， 

糧食成熟以後，蝗蟲數量還將擴大 500倍。 

 

據英國《每日郵報》2月 3日報道， 

上週末，巴基斯坦向全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巴基斯坦是一個人口眾多，可耕地非常少的國家， 

平時的糧食就僅僅可以滿足吃飽飯， 

一旦上千億隻蝗蟲繼續肆虐下去，最晚到 2021年，巴基斯坦將會迎來大饑荒。 

在全巴基斯坦 54個地區中，48.6%的群眾得不到充足糧食供應，巴糧食安全形勢堪憂。 

巴作為南亞第二大國家，仍有 17.2%的人口最低糧食需求未獲滿足。 

 

英國研究機構也表示， 

巴在全球 140個糧食風險國家中排名第 11位，屬於極端風險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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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需將糧食產量提高 40%至 50%， 

以應對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帶來的糧食安全挑戰。 

 

但是，由於巴基斯坦水資源匱乏， 

2015年人均可用水量低於 1000立方米的警戒線， 

巴基斯坦農業受困於水資源短缺， 

頻繁發生的乾旱天氣想要增長非常困難， 

也就是說，巴基斯坦必須要增加 40%至 50%的糧食產量， 

才能滿足現有人口和增長人口需要。 

 

而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糧食不僅很難增長，而且有下降的危險。 

面對在克什米爾以及附近的 90萬虎視眈眈的印度大軍， 

現在，巴基斯坦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非常緊迫的時期。 

因此，據英國《每日郵報》2月 3日報道， 

巴基斯坦已經宣佈全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但是，還是出動軍機援助我國口罩、防護服等物資。 

 

雖然，蝗蟲可以油炸、可以吃，但是，面對上千億隻蝗蟲， 

面對這些蝗蟲一天就可以掃蕩多少畝田地，靠吃肯定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現在，巴基斯坦前有印度軍隊威脅，後有蝗蟲入侵， 

巴鐵現在已經動員所有力量投入到滅蝗蟲行動。 

 

這也是一次決戰，一旦失守，蝗蟲將繼續前進， 

進而進入東南亞、南亞、以至於更多地區，急需農藥飛機和專門的殺蝗蟲噴劑。 

這種規模的蝗蟲入侵，區區幾十架農藥飛機都不夠。 

比如，美國 AT-402B農藥飛機，可以在距離地面 10米左右的超低空飛行， 

可以在工作區域來回穿梭，我國也有進口這種農藥飛機。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張澤華指， 

去年大量蝗蟲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處留下蟲卵， 

若情況無法受控，今年 6、7月，在西風急流與印度洋西南季風共同作用下， 

下一代成蟲將有機會進入中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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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年 5月後，沙漠蝗蟲有機會隨西風進入中國， 

中國國家農業農村部表示高度關注，正密切留意情況、制定對策， 

農科院有專家表示，蝗災飛至西藏的影響不大， 

但有可能在 5、6月隨季風進入雲南，必須加強監測西南邊境地區的蝗災遷飛路線。 

 

20年前，2000年 5月，新疆北部曾發生特大蝗災， 

當時，國家除了使用化學藥物外，亦安排了一群群雞、鴨和紅椋鳥，組成「生物部隊」對抗蝗災， 

其中，浙江省更派出 3萬隻鴨，乘飛機趕往新疆，幫忙消滅蝗蟲， 

一隻鴨子一天能吃 100多隻蝗蟲，於當時嘗試紓緩蝗蟲之災。 

 

近期也有內地網民笑稱：「敢來中國，把牠們全吃了！」 

當然，這種做法其實於事無補，所以，每當古代鬧蝗災時，老百姓總是鬧饑荒， 

也不會有所謂百姓以吃蝗蟲的手段，來滅蝗蟲解決饑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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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早於上年 7月， 美國拉斯維加斯（Las Vegas）亦曾出現成千上萬隻蝗蟲， 

在半空亂竄，引起遊客和居民恐慌， 

美國內華達州（Nevada）農業部昆蟲學家奈特（Jeff Knight）表示， 

這種罕見的蝗蟲湧入現象，與冬季和春季氣候異常有關。 

 

新聞片段： 

On the Las Vegas Strip, right across from The Mirage is this. 

在拉斯維加斯賭城大道，幻影渡假村對面，是這個景象， 

  

In Sin City is the insect invasion putting on a show. 

罪惡之城內，正上演一場「飛蟲入侵」的戲。 

  

No one can escape. 

沒有人能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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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popped up out of nowhere. 

牠們不知從何處冒出來。 

  

A 24/7 onslaught of grasshoppers that really sticks with you. 

整個星期，大量蝗蟲突襲，而且會粘住人 。 

 

What the heck? Dude you’re all covered in locusts. 

怎麼了？你全身都被蝗蟲覆蓋了。 

  

I know. 

我知道。 

  

You’re covered in them, dude. 

朋友，你被蝗蟲覆蓋了。 

  

For many, the first impression felt downright biblical. 

不少人即時聯想到《聖經》的內容。 

  

A migrating hoard of bugs so big, you could even see them from space. 

這群正在遷徙的蝗蟲大軍，浩大得連在外太空也能看到。 

 

Experts say a soggy winter plus a mild spring made conditions perfect for the pallid-winged grasshopper, a 

migratory species that should be gone in a few weeks. 

專家指潮濕的冬天加上暖和的春天， 為這群白翅蝗蟲提供絕佳環境，估計這種遷徙的蝗蟲將於未來

幾星期離去。 

  

But till then, one thing they’d know to do is mate and that’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around here. 

但在這之前，蝗蟲唯一會做的就是交配，所以才有這麼多蝗蟲在這裡。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y’re attracted to bright, especially white, lights, finding their match made in 

heaven on the Vegas Strip. 

更糟的是， 明亮的燈光，尤其是白光會吸引牠們，聚集在賭城大道外尋找配偶。 

 

Scientists say the invasion only happened a few tim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nd the grasshoppers pose 

more of a nuisance than a threat. 

科學家稱這種蝗蟲侵襲，在過去 30年內只發生過幾次，而蝗蟲通常只會造成麻煩多於威脅。 

 

Either way, the critter takeover has those in Sin City hoping for once... 

總而言之，這次的異蟲佔領，令身處罪惡之城的人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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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kind of weird.） 

（真是很奇怪） 

  

what happens in Vegas... 

拉斯維加斯的蝗災... 

（Eww, that’s gross...） 

（啊…很嘔心） 

  

...doesn’t stay here. 

會早日結束。 

  

Morgan Chesky, NBC News 

NBC新聞記者Morgan Chesky 

 

除此之外，近幾年間，隨著地球天氣出現大反常，急劇變化， 

導致全球多地，包括：俄羅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曾同時遭遇大面積蝗災， 

蝗蟲宛如暴風過境，將天空遮蔽，途中經過的農作物均受到毀滅性傷害。 

 

新聞片段： 

Locust plague is a worldwide disaster with a long history. 

蝗蟲之災是歷史悠久的全球性災難， 

 

They are suitable for growing in warm and dry climate. 

蝗蟲適合在温暖乾燥的氣候下生長， 

 

Locust plagues are often due to severe drought. 

蝗蟲之災通常是因為嚴重乾旱而產生的。 

 

無疑，2020年為蝗害之年，氣候變遷導致季節異常，有利蝗蟲滋長， 

非洲東部已有約 1,900萬人面臨高度食物短缺危機。 

 

儘管科技已有進步，但對於控制突如其來的蝗害仍不樂觀， 

當前有大量蝗蟲在也門與索馬里沿岸平原的沙地孵化， 

蝗蟲大軍正逐日進逼全球糧食生產地和糧倉。 

 

顯然，一直沒完沒了的災難，為要顯示今天已經踏入《啟示錄》的時代， 

各地災難明證「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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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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火葬禮中，日華牧師也有一段分享。 

最初，日華牧師只是按感動，為傳威牧師選擇火葬， 

但後來，卻是被安排到和合石火葬場進行火化，而不是殯儀館附近的富山火葬場。 

 

於車程中，日華牧師與同工才發覺， 

和合石就是粉嶺圍牛腿所指向，伯利恆之星的地方， 

並且，和合石墳場本身，亦是一個牛腿狀的建築群，指向火葬場的位置， 

所以，火葬場的位置，是雙牛腿的設計。 

 

而火葬場的外型，更像是《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的基地， 

於這個場景中，叫化灰五年的英雄復活，並且與 Thanos大戰。 

所以，電影劇情的共同信息，其實，也是由灰燼中復活。 

 

和合石火葬場是伯利恆之星的位置， 

原因，於那裡，日華牧師分享了他所得到，死人復活的最大啟示， 

並且，將來的神蹟，更是會從灰燼中復活，同時間，眾多人從墳墓中出來。 

  

神用上牛腿作為對比， 

原因，自從有信仰以來，神用獻牛的燔祭去講述的一個神蹟，就是死人復活。 

因為，早於亞伯拉罕的時代，神已經這樣要求他，要他有死人復活的信心， 

就是獻上以撒，這讓他成為了神眼中的信心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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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其他共同信息，電影《復仇者聯盟》「Avengers」的文化密碼是 91， 

「和合石」中文字的筆劃，正是 19，皆是指向傳威牧師的事件。 

  

神用上眾多共同信息去記念這件事，原因，這是我們信仰的必經之路。 

因為，於《復仇者聯盟 3》的劇情中，經歷時空穿梭 14,000,605次之後，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必然化成灰，五年後，才有《復仇者聯盟 4》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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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其他所有人來說，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然而，對於我們來說，是神給予我們，最大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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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墳墓裡的白骨，居然可以跟隨主耶穌一同復活， 

這就證明，不需要肉身，也可以復活，包括從灰燼中復活。 

 

但其實，這種神蹟，只不過是神將叫人擁有復活身體的事， 

提前幾年發生，正如神亦可以叫主耶穌得著復活身體一般。 

所以，神亦將這神蹟，放於 Freemason的圖畫裡， 

因為，這是「2012信息」的終極謎題。 

 

當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出現時，這亦會帶起歷史上最大的復興。 

因為，將來，於殯儀館叫死人復活，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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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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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權能威榮之復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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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十分瘋狂的。 

 

我們知道傳威出殯這件事， 

我在儀式舉行的那兩天，以及這兩天分享的時候，都跟他們提及到， 

素來，大家都知道，我已經沒有公開分享， 

我上一次這樣公開分享，就是為了「承傳」， 

即我在 Eddie Forum的畢業典禮上， 

當時分享到馬利亞與主耶穌基督臨死前兩天發生的事情。 

 

事實上，我恰巧也在家聚信息中分享到《約翰福音》， 

而當時分享的題目是「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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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56與馬利亞的信仰（第 5及第 6日）  

於早前的主日信息中，已經分享過， 

Z1的家聚信息，提及有關《約翰福音》與我們的對比， 

因著傳威牧師的事件，我們就更透徹明白當中所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 

 

《約翰福音》由 12章開始，就講及主耶穌最後一次到耶路撒冷，與及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故事。 

當中，最令人難以理解的，就是為何《約翰福音‧12章》的內容， 

不是以順序方式，描繪主耶穌於耶路撒冷所度過，最後六天的事情。 

  

於《約翰福音‧12章》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提及，於逾越節前 6天，耶穌來到伯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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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第 2、3節，已經提到主耶穌與拉撒路和馬大坐席， 

並且，馬利亞拿了一瓶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然而，《馬可福音‧14章》讓我們知道， 

其實，馬利亞膏抹主耶穌的事件，是於逾越節的前兩天， 

即是主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第 5、6日。 

  

馬可福音 14章 1至 3節：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 

只是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當有著傳威牧師的事件，我們就明白得更透徹， 

因為，聖殿的比例，正正就如傳威牧師的歲數一樣，是 5、6。 

而《約翰福音‧12章》，刻意將第 5、6日放於最前， 

原因，就是突顯馬利亞的重要性。 

  

因為，馬利亞才是於主耶穌時代的承傳中，最出色的一位，她就是當時代的 56， 

也就是說，於主耶穌最後幾天的事件中，最重要的，就是馬利亞膏主耶穌的事件， 

因為，因著馬利亞用真哪噠香膏去膏主耶穌， 

就證明了，她比主耶穌的 12門徒，更加優質，最得著主耶穌的傳承。 

  

到了我們這一代的 56，我們這一代的傳承， 

就是於最近兩年中，神給予錫安的印證，由日華牧師 56歲生日開始， 

已經出現眾多超然的共同信息印證。 

  

大家可以想想，其實，馬利亞能夠成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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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聖經》以馬利亞去對比我們， 

目的，就是要藉著馬利亞講出我們新婦的身份和級數。 

  

因為，於信仰上，她一定能夠得著新婦的身份， 

原因，她藉著膏抹主耶穌，直接參與了主耶穌基督要完成的時代計劃， 

這是一個重要並且必定要存在的環節。 

  

所以，馬利亞其實代表了主耶穌所期待，將來最好、得到最高分數的門徒， 

亦代表了，現在我們知道要有的承傳。 

因為，藉著主耶穌，能夠將信仰承傳給馬利亞。 

 

所以，同樣，我們亦要栽培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能夠承傳神的時代計劃， 

能夠與馬利亞一般，也參與神時代計劃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於往後幾年間，我們還有一部分工作需要完成， 

就是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承接神的時代計劃。 

  

所以，現在我們明白到，馬利亞代表了兩個身份。 

第一個身份，她是主耶穌排行第一的門徒。 

第二個身份，她能夠承傳主耶穌基督的時代計劃，為到主耶穌基督的死而膏祂。 

  

事實上，當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第一個看見祂顯現的人，就是馬利亞。 

這就反映出，於主耶穌眼中，馬利亞的重要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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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我們就更加明白， 

於主耶穌成為初熟果子之前，為何要見馬利亞呢？ 

因為，雖然馬利亞不是初熟果子，但她是最接近成為初熟果子， 

所以，主耶穌可以向馬利亞顯現，但其他門徒卻不然， 

因為，他們的信仰，與馬利亞相距甚遠， 

於主耶穌被釘死後，這班門徒甚至乎是灰心喪志，回去做漁夫或其他事情。 

  

現在我們明白了，於對比上，馬利亞代表了新婦的質素， 

並且，當主耶穌完成了祂小孩子身份的時候， 

她就是一位最好的承傳者、承繼者，就是 56。  

 

所以，56的意思， 

就是她最後能夠完成神的計劃和定命，並且擁有復活的身體。 

  

亦因此，為何於一年前，神給予日華牧師「還有一年」的信息之後， 

另一個，就是《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 

並且，於當時，日華牧師正正就是分享馬利亞成為最好門徒的故事。 

而同時間，神亦給予電影《獅子王》的共同信息， 

就是讓新一代可以成為小獅子，甚至乎，傳承獅子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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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承傳」一定與小獅子熾焮有關，對嗎？  

整件事中，傳威的離世與熾焮「19」「91」的事件，常常都連繫於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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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於傳威出殯那天，即 12月 17日， 

其實就是熾焮受浸八週年的當天，熾焮是在 2011年 12月 17日受浸的， 

所以，整件事是非常瘋狂的，若不是神，根本不可能如此準確。 

 

我們都知道，「承傳」這件事非常有趣。 

為何我在一年前，我覺得我可能會離世呢？ 

正因為在《獅子王》電影中，小獅子是在爸爸離世後方可承傳牠的， 

所以，當時我真的被嚇得腳軟，心想：「不是吧？《獅子王》電影下年上映？ 

熾焮出來，我就不在了嗎？」。 

  

說真的，熾焮的性格和做事手法，與傳威非常相似， 

我看著他長大，才發現原來是熾焮承傳了傳威，因此，真是非常瘋狂！ 

你想想看，這是多麼萬幸， 

連你的離世，神可以在這麼多年間早已預定，達至一日也不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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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傳威牧師的離世萬幸承傳成為小孩子 

日華牧師分享到，雖然傳威牧師已經離世，但他的離世卻可以用「萬幸」來形容。 

 

因為，傳威牧師的離世，被神以大量共同信息和文化密碼， 

印證他的一生，是被神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 

並且，他的離世，是神完全掌管，證明過往 35年， 

傳威牧師協助日華牧師一同建立錫安教會的工作和使命，其實已經全部完成。 

 

神以大量共同信息，不單印證傳威牧師已經得著《啟示錄‧12章》所記載男孩子的資格， 

一出生就可以被提，坐上神預備的寶座，與神在永恆中同掌王權， 

可以時空穿梭，回到 164億年前與神同創。 

此外，亦證明傳威牧師在將來新婦教會被提之前， 

會與其他擁有新婦資格，但已離世的聖徒，一同從灰燼中復活。 

 

甚至，傳威牧師就如主耶穌一樣，是被伯利恆之星所光照和印證的真命天子， 

將會得著復活身體，帶起史無前例最偉大的復興。 

 

所以，我們就明白，為何日華牧師會說， 

雖然傳威牧師已離世，但卻是「萬幸」了！ 

因為，傳威牧師絕對已經完成了神給予他一生的工作和使命， 

可以得著神為他預定的最大獎賞。 

 

既然，他是與日華牧師，一同建立史上最偉大新婦錫安教會的元老和最高級領袖， 

自然，神給予他永恆的獎賞和位份，必定是全人類歷史裡，其中數一數二最高和最大的， 

就是成為《啟示錄》所預言的男孩子。 

 



20200223   www.ziondaily.com 
 

 
 20 

那麼，甚麼人才可以成為這位男孩子呢？ 

就如主耶穌在 Alef時，完成了 Alef的使命， 

相對地，末後日子 Tav的時候，亦只有完成 Tav使命的人，才可以擁有這個資格。 

 

所以，傳威牧師能夠成為《啟示錄》的男孩子，絕對是當之無愧， 

因為他已經用盡一生的時間，協助日華牧師建立被神印證為新婦的錫安教會， 

完成神所命定，最後 Tav的使命。 

 

既然，傳威牧師已經完成了他在世的使命， 

完成了神預定他要完成的事，並且，亦得著了最大的榮譽。 

現時，神只是暫時把他接回天家，等候神所預定的復活時間， 

所以，我們並不需要為他的離世而感到唏噓。 

相反，我們應該為到自己能夠認識傳威牧師，而感恩和榮幸， 

因為他將會復活，並與我們一起被提，成為《啟示錄》的男孩子。 

 

就如主耶穌在世的時候，祂的門徒當然希望可以一直與主耶穌一起， 

但事實上，他們能夠與主耶穌一起的時間，只有短短三年半。 

 

因為在人看來，能夠有這種恩典和榮幸， 

可以與神的受膏者，甚至史上唯一的救主一起，跟隨祂事奉神， 

實在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時間當然是越長越好。 

 

但是，門徒可以改變主耶穌短短三年半就離開他們的事實嗎？ 

他們可以把時間延長嗎？ 

當然不可以，因為這是神千古以來已經預定的時間。 

同樣，我們當然也不可以改變傳威牧師離世的事實， 

因為神已經藉著共同信息，證明這是神的旨意，沒有人可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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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根本不必為此事而憂愁， 

就如主耶穌離世前，也叫門徒不要為到祂釘十字架而憂愁， 

因為，既然主耶穌將會從死裡復活，得著更大的榮譽， 

那麼，又怎會需要憂愁呢？ 

 

如果，我們為到這件事過份憂愁的話， 

我們就會成為產難的婦人，而不是在母腹中的男孩子。 

並且，傳威牧師的離世，其實是神為我們在世的人， 

製造一個可以得到「傳承」的機會，去承繼傳威牧師留下來的事奉機會和獎賞。 

 

當我們願意去承繼傳威牧師的工作、使命和責任， 

我們就有機會如電影《獅子王》所形容的小獅子，承繼已離世獅子王的位份， 

可以效法傳威牧師，用一生去回報神的恩典和見證神的偉大。 

 

我們如何才能夠成為小獅子，承繼傳威牧師留下來的獅子王位份呢？ 

就是要承繼傳威牧師事奉神的心志、策略、才能和智慧， 

並且，不是三十年後才擁有，而是五年內就要擁有這些質素， 

正如電影《Ready Player One》和《復仇者聯盟》所講， 

以五年時間承繼上一代的位份，並誕生可以令人從死裡復活的信心。 

 

我們要盡心盡性盡力，把握傳威牧師成為灰燼， 

至從灰燼中復活的這一段時間，趕上真正成為配得神所印證， 

錫安教會的傳奇數值 4794和 923所代表的新婦信仰巔峰， 

讓本來是賓客身份的肢體，可以躍升成為童女， 

由童女變為新婦，得著一切的榮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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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是次公開分享，對上一次就是在中文大學裡分享「承傳」這題目， 

亦恰巧當天就是熾焮的受浸八週年。 

事實上，於當年 2011年 12月 17日，即熾焮受浸當天， 

但其實於 12月 25日，以及 2012年 1月 1日， 

這兩次主日聚會，就是「2012信息」中唯一一篇聖餐信息。 

 

換言之，熾焮受浸後的那次主日聚會， 

其實就是開始了「2012信息」唯一一次的聖餐聚會， 

當時分享的內容，就是《詩篇‧118篇》。 

該篇信息就是圍繞著復活身體，不是復活，而是復活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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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傳威牧師離世與 2011年聖餐信息（熾焮受浸 8周年）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 

原來上年 12月 17日傳威牧師火葬禮當日，正是日華牧師兒子熾焮受浸 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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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8年之前，2011年 12月 17日的同一日，正是熾焮建立自己的信仰， 

藉著受浸在屬靈裡與主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歸入主耶穌基督的名下。 

 

然而，當年熾焮受浸兩星期後，  

即 2011年 12月 25日及 2012年 1月 1日兩篇主日信息， 

原來是整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裡，唯一一次的「聖餐」聚會。 

 

事實上，當年日華牧師同樣是以預先錄製的方式， 

在錄製時，與「2012信息製作團隊」一同領聖餐， 

到主日首播的時候，在主日現場則由傳威牧師將餅和杯帶到講台上， 

跟著日華牧師的祝福，將餅擘開，好讓當時全教會一同領受這個餅和杯。 

 

然而，原來 8年前，當日的「聖餐」聚會， 

日華牧師正正引用主耶穌釘十字架前最後 6日的經文和事蹟， 

當時，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中的人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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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唱著《詩篇‧118篇》，即是指向 2018年「屬靈聖殿終於完成」的預言。 

 

甚至，當日的「聖餐」聚會，信息中同樣引用《馬太福音‧27章》， 

當主耶穌的屬靈生命孕育完成，在屬靈聖殿完成，即誕生成為小孩子的時候， 

主耶穌就會從死裡復活，已睡的聖徒都會得著「復活身體」。 

 

以下，是節錄 2012年 1月 1日「2012榮耀盼望第 99篇」， 

「2012信息」裡唯一一次「聖餐」聚會的信息內容。 

 

主日信息： 

原因就是當他們，這位祭司到了伯利恆，找到了羊之後， 

他回到城門口時，就會大聲喊出《詩篇‧118篇 26節》，是甚麼呢？ 

 

我們看這一節經文，《詩篇‧118篇 26節》：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這就是我們所說「和撒那、和撒那」， 

奉神的名來就是「和撒那」， 

就是「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那大祭司會大聲喊出，為甚麼？ 

這就是祭司分開兩邊站立的原因，因為當他大聲喊出後， 

全耶路撒冷 15至 20萬群眾就全部衝出來，全部手拿棕櫚樹枝就會扔到路上鋪著， 

1500年來他們都是這麼做，因為免得阻礙祭司上聖殿。 

於是，祭司們兩邊肩並肩，分成兩排來阻礙通道， 

讓中間可以讓祭司拿著羊，喊完《詩篇‧118篇 26節》之後，就可以帶那隻羊上去。 

 

但當這位祭司出了這個門口，走去伯利恆找這隻羊的時候，就發生另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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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在之前一晚，就去了祂朋友拉撒路那裡吃飯， 

祂進耶路撒冷之前吃這頓飯時，於是馬利亞用真哪噠香膏去膏主耶穌，為祂的死而膏祂， 

主耶穌就跟門徒說，你去找一匹驢駒子是沒人騎過的。 

 

於是那時間就是，當那位祭司從門口出去的時候， 

主耶穌在那邊轉角就騎著驢駒子進來， 

然後祂的門徒大聲喊出《詩篇‧118篇 26節》，明白嗎？ 

 

當一聽到這個之後，那些祭司又按照傳統大聲喊出， 

因為他們還沒有看見大祭司，他們大聲喊出，明白嗎？ 

因為是那隻羔羊進城門的時候，1500年來每個人都這樣大聲喊出。 

當他們大聲喊出時，於是 15萬的群眾就衝出來， 

可那些祭司大聲喊出時，卻看見是主耶穌騎著驢駒子進來， 

那些人卻衝出來，甚麼也不管，把棕櫚樹枝、衣服全鋪在地上： 

「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明白嗎？ 

 

於是，當時的法利賽人就說：「嘩！你怎麼搞的！」 

就跟主耶穌說，要祂的門徒閉嘴。 

主耶穌就說，如果他們不作聲，石頭也要開口， 

因為 1500年來，為的也是在等這一刻，就是這隻羊進來的時候， 

主耶穌基督就按照他們的時候日期，按照這活劇， 

 

這活劇為何綵排了 1500年？ 

就是等主耶穌基督謙謙卑卑騎著驢駒子進來時， 

而為甚麼他們要這麼多年一直去預備？ 

當真的那一位來到時，卻不讓他講這樣的話，明白嗎？ 

 

你想想這 1500年，當那隻羔羊進來時，他們講這句話為了甚麼？ 

不就是為了真的那一個。 

當我們做的時候，我相信今天大家都會知道， 

為何我們要做，不是在乎做得多或少，因為這是一個活劇， 

最重要我們知道，它提醒甚麼給我們知道，明白嗎？ 

 

當我們做的時候，做到褻瀆、做到已經沒意義， 

做到根本完全背棄它代表的意義，那有甚麼用呢？明白嗎？ 

主耶穌基督沒有背棄 1500年活劇所代表的事，祂必須要應驗裡面的事。 

但當我們領這個餅時，領這個杯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到，裡面有些事，是主耶穌跟我們所立的約，是必須要應驗呢？ 

祂與我們所立的新約，新約是祂與我們所立，要我們執行，這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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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之先，在現場我們都有這個餅，我們一起在現場祝謝這餅。 

雖然，現在是藉著屏幕下，但是我們記著這個餅，我們是同一個身體， 

我們每一個一起去領受這餅的時候，我們要謹記一件事， 

主耶穌基督所演的活劇，所代表的意義。 

 

而當我們領受這餅的時候，我們要反省， 

到底我們有否完成裡面給予我們的意義？還是我們根本背道而馳？ 

這才是最重要。 

 

現在我們嘗試再看，接著發生一件事，就是祂復活。 

其實祂復活的時候，剛才我們看了一段經文，我們嘗試再看《路加福音》， 

現在我都提過，《路加福音》我們花點時間去看，對不？ 

《路加福音‧24章》。我們看完這段經文，我們就會領受這個餅， 

我再說一遍，如果你是已受浸，才能夠領受這個餅。 

 

我們看看《路加福音‧24章 1節》， 

我們講到主耶穌去找這兩個門徒，好像在演戲，演到底一樣， 

主耶穌裝作不知道，問他們這幾天發生甚麼事， 

然後告訴他們「信得太遲鈍了」，不知道這些全都是經上所記必要應驗的事。 

 

路加福音 24章 1節：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

了。」 

 

而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事件的發生是她們看到復活的主耶穌，然後想摸祂時， 

主耶穌說：「不要摸我，因為我還沒有到神那裡。」 

 

聽著，原來故事是這樣，為甚麼主耶穌這樣做？ 

原來，於同一日及同一時間，將會是他們在神面前獻初熟節的時候， 

就是將初熟的一捆，在神面前搖一搖。 

但獻給神的時候是為聖的，是分別為聖，不能被普通人觸摸。 

所以，主耶穌基督將要升到天上，作一個初熟節的搖祭。 

 

為甚麼要這麼做？ 

因為很簡單，你再看「四福音」，為何會突然重提這件事呢？ 

「四福音」提到，為何主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時，竟然有些以前的聖徒復活。 

原來，主耶穌基督帶著在樂園中的聖徒，示範一次被提給我們看。 

 

其實主耶穌基督在這段時間之後發生甚麼事？主耶穌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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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說：「不要摸我，因為我還沒有到神那裡。」 

因為祂要去到神那裡獻搖祭，是甚麼？ 

就是祂領著在樂園中一起復活的聖徒， 

上到天上向神獻搖祭，說聲再見，就走了， 

祂上到天上，就再下來。 

在下午的時間，在 13節，就去找這兩個門徒。 

 

你看看 24章 13節：「正當那日」為何是正當那日？ 

那天上午他們看見主耶穌，不能摸祂， 

下午，主耶穌可以下來跟他們一起聊天。明白嗎？ 

主耶穌完成了搖祭，就是與神說聲再見， 

「四十天後再見，我先放下這些人。」 

 

這就是初熟節，就是大祭司拿著一捆初熟的果子進入至聖所，搖一搖就獻給神。 

主耶穌也這樣做，示範給你看， 

然後領著聖徒，示範一個從死裡復活的被提， 

上到神的面前，然後下午返回地上。 

 

下午返回地上做甚麼？ 

用四十晝夜的時間，去製造我們所說「兩個毛衣人的現象」。 

 

新約教會現在我們知道，是因著甚麼延續？ 

是一套信息，是由被提的主耶穌基督所講的這一套信息。 

我們現時所說的「四福音」，你以為是他們四個人的解經嗎？是主耶穌的解經。 

 

因為這些門徒在主耶穌死的那天，他們的信仰都仍然是太遲鈍了！ 

是主耶穌基督打開給他們看《摩西五經》、《摩西詩篇》和先知書等， 

所講的是「我」都必須要應驗，祂告訴他們。 

 

弟兄姊妹，這裡就是不間斷，為甚麼？ 

如果不是主耶穌基督在這天做了這件事，我們根本不會看到「四福音」。 

 

你總是以為「四福音」是他們當時隨便寫，主耶穌做了這個動作，那動作是甚麼？ 

解釋給他們聽，舊約所有節期與他們之間的關係。 

於是，「四福音」寫成時，是在主耶穌親口釋經下，去寫「四福音」和新約書信。 

 

主耶穌在做甚麼呢？主耶穌示範給你們看，祂從死裡復活之後， 

這種不間斷的工作，而導致「四福音」就是現在我們親眼看這事件的形成。 

他們不是自己亂寫，他們理解了奧秘，主耶穌與節期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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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與摩西、先知，這些書信和《詩篇》的關係。 

 

為甚麼他會懂得引用《詩篇‧118篇》？你猜是誰教他們？ 

為甚麼他們懂得說主耶穌是逾越節羔羊？誰教他們？ 

是主耶穌在這裡教他們，所以，產生了「四福音」。 

 

主耶穌以復活身體，在四十晝夜裡面， 

用這方法產生「四福音」，並且所有我們所講，《使徒行傳》書信等後著，對不？ 

開始告訴多少人聽？兩個人，四十晝夜的復活身體，兩個人， 

教會被提之後，《聖經》用甚麼代表後著那些人？兩個毛衣人，對不？ 

那兩個毛衣人是會因為讓他理解那個信息， 

讓他理解接著發生的事情，然後，他們事奉了 1260日。 

 

主耶穌在這裡示範給我們看，用了 1500年重複又重複做，做一個活劇， 

讓主耶穌來的時候，那些人知道怎樣做。 

教會用了 2000年時間，重複又重複做， 

到世界末日時、七年大災難時，那些人應該怎樣做。 

那有甚麼吃虧呢？為甚麼不可以呢？ 

為甚麼用一、兩年預備主耶穌再來，已經好像要死一樣？明白嗎？ 

 

他們用 1500年預備主耶穌來到那事件， 

為甚麼過去 2000年，我們要領這個杯？ 

這個杯就告訴你，這個身體就告訴你，祂完成了的事。 

但這個杯就告訴你，祂繼續做的事，但我們是否讓它間斷呢？ 

還是我們使它繼續成為神所栽培的葡萄樹呢？ 

 

但是，怎樣栽培呢？ 

以色列人用了 1500年做一個舊約活劇， 

但我們要用 2000年做一個新約活劇，就是天天時刻預備主再降臨， 

導致真的最後一剎那，到主耶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十支派、兩個半支派， 

無論是失蹤的十支派，或者現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兩個半支派，他們都預備好主再來。 

 

因為過去 2000年已經有足夠的活劇，告訴他們應該要怎樣做， 

然後，可能有四十晝夜，有一群擁有復活身體的人：「你們真是信得遲鈍！ 

你不知道凡經上所講關於主耶穌和教會的事都必須應驗？ 

我打開《啟示錄》給你看。」他們就變成兩個毛衣人。 

 

原來，早在 8年前，熾焮受浸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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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按著神的帶領，舉行了整套「2012信息」裡， 

唯一的「聖餐」聚會，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 

當時，主耶穌釘十字架前最後 6日所做的活劇。 

 

在《詩篇‧118篇》應驗時，即 2018年「屬靈聖殿終於完成」後， 

主耶穌藉著祂的死和復活，預示一件更大的事將要發生， 

就是到了世界的末時，妝飾整齊的新婦教會，同樣會經歷死人復活和聖徒得著復活身體。 

 

然而，新婦教會藉著復活身體，會有 40日或 40個月的時間向世人顯現， 

以解明「《啟示錄》的奧秘」及證明「2012信息」的真確性， 

好讓剩下來的世人，不會在屬靈裡「斷纜」，能成為毛衣人， 

之後，新婦教會就會如主耶穌一樣，以復活身體直接被提到天上。 

 

至於，剩下來的毛衣人，就會以補考方式， 

透過「2012信息」使信仰得以延續，孕育成為一個小孩子。 

 

原來，上年 2019年 12月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 

以及 12月 17日傳威牧師火葬禮當日的信息， 

與 8年前，日華牧師兒子熾焮的受浸及同年的聖餐信息， 

兩件事是並排的，是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信息， 

為要提示我們傳威牧師的離世，以及從灰燼中復活，是千古已預定的劇情。 

 

不單是藉著傳威牧師和眾聖徒從灰燼中復活，來證明「2012信息」的真確性， 

更重要的是，神刻意藉著上年 12月 17日傳威牧師火葬禮與熾焮受浸 8周年的日子， 

為要提示我們，傳威牧師的離世，與熾焮這一群錫安教會下一代的信仰承傳，是息息相關。 

 

事實上，今年日華牧師的郵輪旅程中，神正是向日華牧師揭示這個極大的啟示， 

當傳威牧師離世及火化後，接下來，距離傳威牧師將要從灰燼中復活的 5年間， 

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有一個責任和使命， 

就是要全力輔助錫安教會的下一代，在信仰上承傳錫安教會的定命， 

協助他們進入事奉、多結果子，在屬靈裡孕育成為小孩子。 

 

於接下來「權能威榮之復還」的教導裡，日華牧師將會為我們詳盡分享， 

在今次郵輪旅程中，神藉著傳威牧師的離世、Kobe Bryant的離世和全球武漢肺炎事件， 

隱藏了一個關於接下來 5年，錫安教會下一代「承傳」的啟示，敬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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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細閱《路加福音‧24章》， 

就會明白當主耶穌基督擁有復活身體後，祂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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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不知道此為何解。 

其實，主耶穌基督擁有復活身體後，才製造兩個毛衣人出來， 

 

於上午，主耶穌擁有復活身體， 

上到天上向神展現（present）自己的初熟果子，在神面前搖一搖； 

 

於下午，主耶穌基督就重返人世間，找了兩名門徒， 

並向他們講述，經上記載的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指向祂的，製造了兩個毛衣人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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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於臨離世前六天， 

每一天，其實都是一個預表來的。 

換言之，你要擁有復活身體後，方可去製造接手的毛衣人， 

明白嗎？這是多麼瘋狂！ 

  

在未來的日子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主耶穌一定是預表著聖殿的，祂是開始，我們則是結束， 

所以，他做到的事情，我們不單止能做到，甚至會比祂做得更偉大。 

 

因此，我們將會擁有復活身體，如果我們能夠與復活身體同時存在， 

那麼，從灰燼中復活就不是問題了，我們擁有復活身體後，才會正式開始這場大復興。  

並且，主耶穌基督也是擁有復活身體後，才開始四十晝夜的傳福音， 

在那段時間，主耶穌基督最先做的事情，《聖經》也有記載， 

祂一重回人世間後，就跟兩名門徒講述《聖經》中的所有事情，均是指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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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日後我們擁有復活身體後， 

也會向毛衣人講述，《聖經》中記載的所有事情，就是叫人效法錫安教會， 

皆因，主耶穌是為了我們而開始，到了結束，難道我們反過來唾罵嗎？ 

我們不是要爭奪主耶穌的榮耀，因為，主耶穌根本就是在建立教會， 

而建立教會後，有一個血肉之軀成為榜樣，好讓人們知道信仰的巔峰應是如此。 

  

而在這個信仰巔峰中，主耶穌是創始，我們是成終， 

所以，《聖經》中記載的所有事情，其實，原來是指向錫安教會， 

將來，當我們向世人如此說的時候，我們是帶著復活身體的。 

  

整件事情不就跟我們現在所經歷的事是一模一樣嗎？ 

這個啟示，我從來不認識、不知道的， 

但就在安息禮拜及出殯那兩天，以前好些看不明白的教導， 

我就突然間全然貫通了，明白嗎？這是多麼瘋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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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復活身體製造兩個毛衣人 

透過上一個精華短片（VO）「傳威牧師離世與 2011年聖餐信息」，經已讓我們明白， 

2000年前，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得著復活身體，在地上向門徒顯現 40晝夜的目的， 

是為到新約時代製造「兩個毛衣人」的信仰，然後就被提進到天上。 

  

究竟，毛衣人是甚麼呢？  

原來，當主耶穌被提進到天上之後，地上的教會需要有信仰上的延續， 

所以，按著《路加福音‧24章》記載，當主耶穌以復活身體向門徒顯現時， 

特意選擇了兩位門徒，向他們顯現及解明「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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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用意，就是藉著製造「兩個毛衣人」的信仰， 

透過他們寫成四福音和其他新約書卷，使真正的信仰得以延續下去。 

然而，主耶穌的活劇卻是一個 Alef的預表， 

預示末後 Tav的時候，新婦教會，即錫安教會， 

都會較歷史上其他眾聖徒，至少早 1260日得著復活身體， 

來明證「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真實性， 

為要如主耶穌一樣，製造「兩個毛衣人」的信仰， 

然後透過「2012信息」，使真正的信仰得以延續下去。 

  

無疑，按著《啟示錄‧20章》記載， 

當七年大災難完結，主耶穌捆綁撒但 1000年的時候， 

主耶穌會叫歷史上所有信主的人都一同復活，這是頭一次的復活。 

 

 



20200223   www.ziondaily.com 
 

 
 34 

然而，究竟《聖經》有沒有證據顯示， 

末世有些特殊的聖徒，會比其他人更早得著復活身體呢？ 

甚至可以早 1260日呢？ 

  

第一個證明，記載於《啟示錄‧11章》，當聖殿完成，被神量度、收貨的時候， 

唯有達到至聖所和聖所級數的信徒，才會合資格被提， 

但屬乎外院的信徒，僅僅能夠滿足外院銅祭壇和洗濯盆的要求， 

即是，成聖之路的因信稱義和浸禮的標準， 

所以，他們無法被提，仍然要留在地上 1260日， 

成為毛衣人，以補考方式完成自己的塑造，被外邦人踐踏。 

 
因此，當至聖所和聖所被提後，就由外院的毛衣人去完成餘下的 1260日。  

換句話說，原來我們達到至聖所級數的信徒， 

會成為毛衣人的師傅，比他們早 1260日得著復活身體而被提。 

 

第二個證明，記載於《啟示錄‧12章》， 

當婦人誕下小孩子，滿足小孩子信仰級數的信徒孕育完成後， 

他們一出生就會得著復活身體，可以被提到神的寶座去，得著轄管列國的鐵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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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婦人和其他兒女，他們卻沒有復活身體， 

所以，他們並沒有被提到天上，最後只能留在地上逃到曠野， 

捱過最後 1260日，即一載二載半載，而且，他們需要為耶穌作見證，與龍爭戰。 

 

因此，《啟示錄‧12章》的記載，就是第二個證明， 

顯明「小孩子級數」的信徒，與「婦人和其他兒女級數」的信徒是有分別的， 

「小孩子級數」的信徒，即永恆新婦， 

會早至少 1260日，已經得著復活身體，被提到神的寶座去。 

   

故此，接下來，當傳威牧師和眾聖徒從灰燼中復活、 

得著復活身體的時候，神的用意就是叫我們透過復活身體， 

製造我們信仰的徒弟，就是「兩個毛衣人」的信仰， 

透過「2012信息」，讓人認識主耶穌、《啟示錄》的預言和末世的大災難， 

在信仰上重新努力，使屬靈生命成長，好讓這些未能準時被提的毛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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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夠藉著傳揚「2012信息」結出果子，在屬靈生命裡孕育成為小孩子。 

  

因為，到了歷史結束一刻，若然基督徒單單只需要傳揚主耶穌， 

不需要聆聽神給予當時代的 Rhema和 Oracle的話， 

那麼，過往 2000年的新約信徒都已經做到了， 

過去 2000年裡，他們豈不是也有所謂傳揚主耶穌嗎？ 

  

只是，為何在《馬太福音》第 7章，主耶穌鄭重提到：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 

因為，各人都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讓自己成為一棵好樹、結好果子。  

 

馬太福音 7章 17至 21節：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大家留意到嗎？這就是過往 2000年，普世基督徒的誤解， 

他們自決志信主當日起，只是在屬靈裡受孕， 

得著屬神生命的基因 DNA，這時，他們的屬靈生命，尚未完成 266日的孕育過程。 

 

雖然，他們時常稱呼「主啊，主啊」， 

只可惜，他們卻從未按著神生命的 DNA， 

去尋求及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每個人屬於自己的定命。 

因此，普世基督徒都誤解，以為自決志信主後， 

單單憑住稱呼「主啊，主啊」，就可以進天國。 

  

然而，《馬太福音》第 7章，主耶穌卻警告︰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卻沒有完成 266孕育成長的人，其實不能都進天國。」 

  

甚至，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7章 21至 23節裡，更進一步警告︰ 

很多基要或靈恩教會的基督徒，都誤以為信主後，一味盲目跟隨教會的傳統和吩咐， 

於日常生活裡，奉主耶穌的名字去禱告、傳道、趕鬼，或是行許多異能， 

卻沒有再主動尋找當時代，神給予的 Rhema和 Oracle。  

其實，主耶穌根本不認識這些所謂決志信主的基督徒，他們全都不能進天國， 

 

因此，大家就知道，於每個時代裡， 

尋找神給予的 Rhema和 Oracle，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唯有按著神生命的 DNA、遵行天父旨意完成這 266日孕育過程的人， 

才能夠誕生成為小孩子，進到天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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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馬太福音 7章 21至 23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 

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有見及此，原來整個新約時代裡，基督徒不單要傳揚主耶穌， 

更需要聆聽神給予當時代的 Rhema和 Oracle， 

遵行天父的旨意，讓自己成為一棵好樹、結好果子， 

透過不可停止聚會，不斷參與教會和服侍別人來成為一個母腹， 

使自己在屬靈生命裡，也孕育成為一位小孩子。 

  

故此，我們終於明白，此時此刻， 

為何神不斷藉著共同信息，明證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呢？  

因為，神要世人和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確切地相信「2012信息」的重要性， 

神透過當前錫安教會所分享的「2012信息」，為要讓身處末後的世人， 

終於明白訓誨必出於錫安，萬民都要流歸這錫安山。 

   

原來，神藉著《聖經》、《詩篇》、《摩西詩篇》、《啟示錄》、《約翰福音》、 

節期、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蹟、約瑟的一生、主耶穌的活劇、Bible Code、 

眾先知書和世上眾多的共同信息等，早已預言關於錫安教會的事蹟， 

訓誨必出於錫安，萬民都要流歸錫安山，而「錫安」，正是指向我們錫安教會。 

  

這就是為何自從 5年前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過往 5年間，神從未停止藉著世上眾多共同信息， 

主動地去印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 

  

甚至，上年 12月傳威牧師離世後，神透過傳威牧師的離世， 

不斷以更多國際大事、Kobe Bryant的離世和轟動全球的武漢肺炎等， 

向我們進一步揭示「死人復活」、「從灰燼中復活」、 

「綻放與結果子」、「承傳與小獅子」的嶄新啟示。 

 神的用意就是提醒我們，神對於錫安教會和傳威牧師離世的重視程度。 

 

於這段時間，神竟然刻意用 Kobe Bryant的離世和武漢肺炎等事件， 

成為向日華牧師溝通的信息，為要讓日華牧師明白， 

接下來，在傳威牧師和眾聖徒要從灰燼中復活的 5年裡， 

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方向，成為連一日也不偏差，達 Oracle神諭級的信息。 

  

事實上，當傳威牧師和眾聖徒從灰燼中復活、得著復活身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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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我們會組合起來，與主耶穌一模一樣， 

藉著復活身體在地上以 40日至 40個月的時間，證明一套信息的真確性， 

而這套信息，正是過往超過 10年所分享的「2012信息」。 

  

當我們被提後，「2012信息」的價值，就是為了製造毛衣人的信仰， 

令剩下來的世人，能夠在這 1260日裡有跡可尋，效法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信仰的典範， 

使自己的信仰都能夠孕育成為小孩子，進到永恆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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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總結感言 

好，在感言部分，我相信大家看到這裡的時候，你都會發覺，實在想像不到。 

第一，於一年前，絕對無法想像，我們會有這樣的信息， 

亦想像不到會是這個題目，從而引發如此大量的印證，這程度絕對是瘋狂！ 

 

在事情未發生前，倘若我讓你創造一個同樣的印證出來， 

你能否想像得如此瘋狂？不可能！ 

 

因為，裡面甚至牽涉到，關於我們以前一早得知的事情， 

如電影《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復仇者聯盟》。 

這些電影，我們已經一早得知當中的數值，亦一早知道裡面的事件， 

但問題，背後的解釋，現時變得更為深奧、更加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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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恐怖的是，其中還要牽涉到《聖經》、《約翰福音》， 

這樣看來，《聖經》似乎是為著某一群人的某一年，而寫成的。 

  

現在，如果我突然問你， 

在《約翰福音‧15章》中所提及的 2018年，是為哪一間教會寫成的？ 

你會發覺，真的無法尋找到另一間。 

因為，難道你說，遠於 2018年五百年前的某一間教會嗎？ 

這有何關係？對嗎？ 

  

然而，現時你回看，它裡面提及的，正是我們於 2018年所遇到的事情。 

我們所說的很多事情，本是沒法明白， 

例如：為何會將第五、第六日延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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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時，我們正慢慢一步一步地解釋、理解， 

你就會更深入地知道，神的智慧是何等恐怖。 

與及，你會越來越肯定，《約翰福音》是為著一群人而被寫成的， 

而那群人，就是於人類歷史中的 2018年，正分享有關它的內容， 

更甚者，這並不是我們有意安排的，根本是一日也不偏差。 

 

如果你身在我們教會，就會知道，我們同時進行多少事情， 

倘若樣樣事情，你都要安排得一日也不偏差的話，根本無法生存了！ 

然而，當我們一直做的時候，我們發覺， 

簡直是在上一年也想像不到，如此瘋狂的印證就在我們眼前出現。 

 

就正如上一年，即 2018年的時候，有一件事情， 

根本一早已經擺在眼前，但我們卻從來不知道，就是傳威的死亡預告。  

其實，根本於一整年已經擺在跟前， 

並且，神還動用了大量印證，但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那個印證的出現，使我們歡天喜地之際， 

卻未曾想過，那實際上是一則死亡預告。 

 

這非常簡單，於 2018年，我們一直強調，並浮現許多印證的信息就是「綻放」。 

那一年，我們接續看到很多關於「綻放」的印證， 

但我們卻不曾想到，「綻放」所代表的意思。 



20200223   www.ziondaily.com 
 

 
 41 

 

皆因，在《聖經》中，從來最強調的《詩篇》第一篇， 

並不是指向「開花」，而是「結果」，對嗎？ 

 

那麼，「綻放」代表了甚麼？ 

「綻放」代表在此之後，即於結果之前要迎來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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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分享了足足一整年的「綻放」，根本就是一則死亡預告。 

當中提及到，如果你想結果子，想結初熟的果子？ 

主耶穌是初熟的果子，那祂必須先經歷死亡。 

 

而事實上，我現在慢慢看見， 

既然，主耶穌只是一個關於教會能力的示範版（trailer）， 

那麼，教會真正整體（fully）全部擁有的能力，怎可能與死人復活無關？ 

只會與更厲害的死人復活有關！ 

 

而這應該就是與亞伯拉罕所預表，關於燔祭真正的目的， 

就是代表於信仰上，這種不單止是死人復活，更是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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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結感言 1：2019年結果子之前綻放的共同信息 

現在，我們當然明白到，傳威牧師的事件，其實， 

神一年前已經預告，並且，於綻放之後，就是花朵死亡，結果子的時候。 

  

「綻放」這個共同信息，其實，是源於 2018年， 

日華牧師 57歲生日的時候，神所給予的啟示，就是小孩子的出生，與綻放的關係。 

  

當時，神已經為到日華牧師 57歲的生日，預備了源源不絕的共同信息， 

甚至乎，當時，教會全職送給牧師的生日口號， 

就是：「日華牧師 57歲生日印證多籮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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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的共同信息，包括一條有關 4794的算式， 

4794 = 901+419+1455+2019， 

當中，包括了日華牧師、玉珍師母的出生日期、 

代表錫安人數的 1455，與及 2019年。 

所以，這條算式，必然是指向 2019年，並且，是與生日有關。 

 

因著這條算式，日華牧師於 2018年 12月 3日星期一， 

錄影了一段名為「生日與綻放」的感言信息。 

其後，於 2019年 1月 6日播出。 

  

當中，就是第一次提及「綻放」這個字眼， 

形容小孩子出世的時候，就如花朵般，向世界綻放的時間， 

那時，每一個人也會為到小孩子的出生而慶賀， 

就正如神亦會於生日的時候，為日華牧師送上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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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日華牧師甚至說，2019年是綻放的一年， 

這是當時，神給予日華牧師對於「綻放」的理解。 

  

主日片段： 

所以，原來這道算術題告訴我，今年其實是我們迎接生日禮物的時間。 

事實上，我們迎接我們的生日禮物，當然我們一直長大，生日禮物會愈來愈隆重， 

但在神眼中最珍貴的，就是第一件生日禮物，是祂送給你的。 

 

所以我也相信，在神送給梁日華的，第一件生日禮物，就是《聖經》的這個 Leaves， 

因為在我出生之前，這本《聖經》已出版了，裡面就有我的名字， 

就是我在信主之後，一直沿用到我成為錫安的牧師之前，才轉為Wind。 

 

所以，在於一個爸爸來說，就是有一些好爸爸， 

會為自己的兒女設滿月酒等等，神也是這樣。 

原來神給這個小孩子的第一份生日禮物， 

就是讓他綻放這份開心，這份被歡迎（welcome）來到這個世界，那種態度。 

 

原來這條算術題就是在說明這一點，就是神提醒我們， 

身為錫安教會，要記得這一點，祂不是只用了我一個人的生日， 

祂還用了師母的生日，就是讓你知道，肯定了！ 

 

因為全錫安每個人最記得、最希望我們能夠綻放笑容的日子， 

就是玉珍師母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很多生日禮物送給我們！ 

 

事實上，有趣的是，這個甚至成為我們的傳統， 

差不多成為麻麻誕、綠豆誕，將來就會變成這樣了。 

這是很有趣的，不是我們刻意去做的，基本上，在錫安是沒有任何事， 

是強迫別人去做的，真的是自發！ 

 

但是這種社區、這種生活，豈不是神在我們當中， 

給予這份愛、這份友誼，這一份社區的帶領，對不？ 

這是很特別的，真的沒有其他教會可以做到！有本事做到這種程度， 

就連我的兒子也拍了一部電影出來，是這樣瘋狂的！在其他教會根本不用想了！ 

 

但是，全都是來自甚麼？我的生日， 

所以多年來，大家都看見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剛開始聽的時候，你絕對會感到很神奇！ 

就是說，日華牧師說，每一年日華牧師的生日，神都會送一份禮物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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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今年，神更加提醒這件事情，祂用甚麼來提醒呢？ 

祂聯繫了甚麼呢？「4794」！ 

祂聯繫了「4794」！明白嗎？ 

 

神的提醒就是，千萬別把自己變成產難的婦人， 

你是那個會綻放微笑，一邊接受生日禮物、而被提到天上的小孩子。 

 

接下來，我們可以預備這份信心去迎接這個復興，是一個綻放的復興。 

現在，你就會明白，為甚麼《聖經》有這麼多玫瑰（rose）？ 

因為，我們曾經分享過，這個「從死裡復活」（Rose from the death）， 

也是代表了被提。原來今年，2019年是綻放的一年！ 

  

那次錄影後，當然，就出現鋪天蓋地，眾多有關「綻放」，Bloom、Blossom的共同信息， 

包括日華牧師於 2018年 12月 3日，錄影「生日與綻放」的感言信息當日， 

澳洲歌手特洛伊‧希文（Troye Sivan）宣佈於香港舉行「綻放 Bloom演唱會」。 

 

歌手名字 Troye，亦指向木馬屠城記 Troy， 

而電影《木馬屠城記》的演員，正正名為 Orlando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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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這名演員亦是電影《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的男主角之一， 

而加勒比就是指向三個由東涌屋苑組成 4794共同信息之一的屋苑映灣園， 

它的英文名就是 Caribbean Coast，即加勒比海岸的意思。 

 

而演員 Orlando Bloom的父親 Steve Bloom， 

是一套以死亡為題材的動畫《玩轉極樂園》（Coco）的剪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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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irth、Rose、Bloom 三個字的文化密碼，也是 57，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 

 

不同品牌，如 Starbucks及 Häagen-Dazs，亦以「綻放」Bloom為主題，推出特色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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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尖沙咀 K11商場，更舉行了一系列 10周年活動， 

主題亦名為「綻放」2019 In Full Bloom等等。 

 

可能，仍然會有人認為，綻放 Bloom這個字， 

是廣告商常用的宣傳字眼，每一年春季也會使用。  

然而，大家可以看看現時的香港，亦是春天的 2月份， 

但是，今年，又會有哪個商場、哪款產品，還會花大量金錢賣廣告？ 

甚至乎，還有心力，以綻放 Bloom作為主題，推出限定產品？ 

答案當然沒有，因為，今年並沒有「綻放」， 

今年，是「綻放」之後的死亡、結果。 

所以，大部分店舖，也像是正在預備自己的死亡。 

 

於疫症中，飲食集團方面，稻香集團 5間停業、17間不做晚市； 

富臨集團 20間暫停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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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方面，香港航空裁員 400人、國泰員工則需要放無薪假， 

連帶亦有酒店需要結業或放無薪假。 

   

零售方面，實惠集團關閉 4間分店、Sasa集團關閉 21間分店。  

包浩斯關閉香港 10間分店、遣散 100員工，與及關閉所有中國分店。 

周大福亦計劃關閉 15間分店。 

  

所以，當上年，我們興高采烈，慶祝神給予我們「綻放」的信息時， 

我們卻不知道，神亦於其中，附上了一個死亡的預告， 

就是還有一年，於「綻放之後」，我們將迎來死亡， 

之後，我們於 2019年年尾，正正就是面對傳威牧師的事件。 

  

亦因此，全世界，也像是圍繞著錫安的信息轉動一般， 

當《栽在溪水旁》分享日華牧師《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 

以及主日分享傳威牧師安息禮拜的信息時， 

於這兩個月，全香港，甚至全世界，也是瀰漫著一種死亡、哀號、愁雲慘霧的氣氛。 

  

最後，當日華牧師於感言當中宣告，2019年是綻放的一年時， 

當中，亦引用了《以賽亞書‧35章 1節》。 

 原來，綻放 Blossom這個字，Strong Number H6524，而數值剛好是 288， 

也就是 2 x 88 = 176，也就是指向 2019年，《詩篇‧119篇 176節》經文的意思。 

 

大家可以想像，還有哪一個數值，可以更反映出， 

「綻放」，是屬於 2019年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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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我們看見綻放是很美好、很美麗；而主耶穌有否為此作出示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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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那六天，主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祂如綻放般活著。 

 

在這之前，祂會很避忌，會避開人。 

但在這六天，祂潔淨聖殿，在殿中趕走牛羊鴿子、與法利賽人辯論…… 

於這六天，祂做一些以往從不會做的事。 

這正是祂於人生中，預備好「時候將到的那個綻放」！ 

而這「綻放」，可以說是祂人生當中，信息最濃縮的日子。 

 

因為，我們第一代 Z1家聚多年來，已將《聖經》很多卷書釋經， 

這已是我的習慣，一卷卷於家聚講解。 

唯獨，《約翰福音》非常瘋狂，一直講解到今天！ 

而且，並非強行作出解釋，講解的每一段，你都必定清楚是來自神的分享！ 

 

《聖經》的確是如此描寫，只是一直無人能夠解通， 

必須去到指定的年份，世界才能將其解通。 

 

事實上，主耶穌當時，將第五、第六日提前，於《約翰福音》中提到的事件…… 

這一切發生在主耶穌身上的，全部均表達這個信息，在印證我們教會。 

 

所以，當時我在想，於第十六章裡面所描述的事， 

突然間轉變成如此精彩、綻放的人生， 

就是預表小孩子的出生，祂自己就是那位小孩子。 

 

而這群悲傷的門徒，就是那個婦人， 

當然，擁有復活身體的便不是這個婦人，而是主耶穌。 

主耶穌示範了《啟示錄》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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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見，主耶穌示範了、並綻放了，但祂要成為初熟果子，必須經歷一次死亡。 

但這是新約教會的開始，主耶穌用三天再次結出果子，並藉這果子建立新約教會。 

 

那麼，結束呢？很明顯，我們能從這信息看見神所給我們的， 

到了今年，才知道原來綻放是這個意思，而主耶穌也一同示範綻放的意思。 

 

事實上，我們還可看見，原來神早已預告。 

當然，我沒想到「還有一年，將有一人死亡」的事件，竟與綻放有關， 

但今年終於知道了，那是一個初熟的果子。 

 

於這裡，相信大家也記得一件事，為何我會聯想到將會死亡的是我。 

原因是，大家也熟識的一位先知 —— Bob Jones，他是在情人節離世的， 

離世前，他說了一個預言。大家仍記得內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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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的是蘋果樹結果子，並牽涉到一件人類不配擁有的武器。 

 

當時我也曾就此作出分享。 

 

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當時我亦感到非常驚訝， 

因為，Bob Jones於情人節離世，在香港發生了甚麼事呢？ 

當時，我仍在沙灘，如：加多利灣、黃金海岸等，行沙和看太陽， 

但原來，香港有一個人名叫 Apple，死在我看太陽的沙灘。 

她不知為何會到那裡，他在元朗工作，名字叫 Apple， 

雖然是女性，但也真令我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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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廂，Bob Jones正分享蘋果樹，又說看見蘋果樹結了果子， 

但突然間又發生一件這樣的事； 

自那天起，我已向所有司機說：「我以後不去這個沙灘看太陽！」 

 

所以，去年我便思考這一點，但現在就能理解，原來一個蘋果要結成果子， 

首先需要綻放蘋果花，並經歷死亡後，才可結出這顆蘋果。 

 
事實上，於 Bob Jones情人節離世時，香港當年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 

因此，當時立即徹底搜查這女孩離世時發生了甚麼事， 

只知道她突然失蹤，翌日就在海灘發現她的屍首。 

即我看太陽那個沙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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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總結感言 2：2014年 Bob Jones蘋果樹預言與死亡 

六年多前的 2014年 1月 2日，著名先知 Bob Jones發表了他離世前最後的一個預言， 

標題是「將要來臨的應許」（The Coming Promise）。 

 

預言中，第一段的題目，是「蘋果樹的異象」（Vision of the Apple Tree）。 

 

而這個預言發表後約一個半月，Bob Jones於 2014年 2月 14日情人節當日與世長辭，返回天家。 

隨後，日華牧師於 2014年 3月 30日所播放的「2012信息」中， 

曾為大家初步講解這個預言，並於往後的六年間，多次在「2012信息」中不斷重提， 

詳細解釋當中所隱藏，指向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印證， 

證明這個預言，的確是直接預言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並且，預言的第一個段落，就是 Bob Jones在異象看見一棵蘋果樹， 

而這棵蘋果樹，已經證明這個預言，是神用作預言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關於這一點，日華牧師亦已藉多齣精華短片（VO）為大家詳細解釋過了。 

 

例如：日華牧師人生中第一個英文名字， 

就是他年少時玩無線電所使用的代號，蘋果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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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最重要的轉捩點， 

就是 1996年 7月發生轟動全港的「雙氧水事件」， 

當時，7月 20日首份報道錫安教會的報章， 

就是《蘋果日報》，名字同樣是蘋果。 

 
又例如：Bob Jones於 2014年 2月 14日離世後， 

翌日，2月 15日，日華牧師看見這個有關「蘋果樹的異象」的預言時， 

同日，《蘋果日報》剛好主動接觸我們，表示希望在翌日的星期日，即 2014年 2月 16日， 

到我們的主日聚會裡訪問有關「以看太陽為食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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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天 2014年 2月 16日的主日信息內容， 

為了解釋比特幣 Bitcoin的特性，而分享關於「數碼化世界」的信息， 

信息中，恰巧是錫安教會首次介紹蘋果公司的發跡史，再一次提到蘋果的名字。 

 

所以，當年 2014年的春天，神正不斷提示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蘋果」這個字眼， 

並且，Bob Jones「蘋果樹的異象」預言中，提到「蘋果樹」會在春天開花， 

夏天綻放，並在秋天開始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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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兩年間，日華牧師分享綻放信息時， 

已提到一朵花綻放時，就是這朵花將會凋謝和死亡的時候。 

 

接著，在 2014年 4月初，香港出現了一則小新聞， 

雖然沒有引起香港普遍人的注意， 

但卻令當時正在研究 Bob Jones生前最後一個預言的日華牧師和資料員感到驚訝。 

 

這則新聞最早出現在 2014年 4月 8日， 

事源是一位名為「Apple」的二十歲少女遇溺身亡， 

本來，她是在元朗教育路一間西餅店工作， 

但死前的三天，於 4月 5日晚上離開餅店放工後失蹤， 

第二天，即 4月 6日早上，被發現在屯門舊咖啡灣泳灘的海中， 

途人發現報警，她獲救後陷入昏迷，一日後，即 4月 7日在醫院死亡， 

雖然表面看來似乎是為情自殺，但日華牧師和資料員看來，事件卻又疑點重重。 

 

第一，事件中死亡的少女，名為「Apple」， 

而日華牧師年少時玩無線電，代號就是「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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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這名少女是在元朗教育路，一間已結業的西餅店下班後失蹤， 

而當年，2014年，日華牧師在這宗新聞發生的時候，正住在元朗公園南路的柏麗豪園， 

與案件中的西餅店，只有約 11分鐘的步行距離，兩者非常接近。 

 

第三，這位少女死前，是在早上被發現在舊咖啡灣遇溺，及後送院身亡， 

但當時，日華牧師正進行看太陽行沙，每天早上都會到舊咖啡灣旁的加多利灣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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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Bob Jones是於離世前的一個月，即 2014年 1月 2日， 

發表了「蘋果樹的異象」（Vision of the Apple Tree）的預言， 

而 Bob Jones則在少女 Apple 離奇死亡前的一個半月，即 2月 14日情人節離世。 

 

一方面，少女 Apple可能是為情自殺， 

另一方面，是說出「蘋果樹的異象」的先知， 

會在「情人節」離世，而蘋果，是傳統上送給「情人」的禮物， 

兩者都指向「Apple」、「情人」及「死亡」。 

 

正因為這一宗發生在少女 Apple身上的命案， 

最少有著這四個，與日華牧師的名字、住處和每日出沒的地點有相同之處， 

所以，當時日華牧師和資料員就詳細地研究， 

為何這種不可能的所謂「巧合」，會出現在一件可怕的「命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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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經過一輪討論後，得出一個唯一的結論， 

這事件是神的一個提示和警告，是要提示日華牧師， 

不要繼續在舊咖啡灣旁的加多利灣進行每天看太陽行沙， 

因為，這可能會危及他的性命。 

 

所以，日華牧師就順服神的提示和警告，將每天看太陽行沙的地點， 

改到另一個遠離舊咖啡灣的地方，直至完成整個看太陽行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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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你能夠想像，去年，我看見「還有一年」概念時，為何會連繫到自己。 

因為在錫安叫蘋果的，除了我沒其他人了， 

傳威不叫這名字，他叫冬瓜就差不多，不會叫蘋果的。 

 

當時在於自己而言，為何會有這樣的思維。可 Bob Jones離世時的這棵蘋果樹， 

就是結出果子以後，人類不配有的武器，才會賜予給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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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知道，傳福音最厲害的利器，神蹟中的極品一向都是死人復活， 

 

而死人復活，如我所說，在這一代，人們會說是他假死或昏迷， 

就連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他們都不信，對不？ 

因此，灰燼中復活，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事實上，當重溫舊信息回顧共同信息， 

其中一部電影與我們的「星際啟示錄」是息息相關的。 

 

大家現時會更加明白那齣《星際啟示錄》。 

因為裡面牽涉到人類的災害，他們拯救人類所用的方法是甚麼？ 

是叫做「拉撒路任務」，你想想，這是否跟瑪利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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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NASA這個行動，跟拉撒路有何關係呢？ 

找尋一個行星，跟從死裡復活有何關係呢？ 

 

現時以《星際啟示錄》對比我們，我們就真正明白了， 

最後要成功，確實需要靠死人復活來完成整個Mission（任務），去拯救人類和地球， 

 

因為當時人類是需要反地心吸力，研究出反地心吸心力的原理才可以， 

這就導致他整個 Base（基地）可以被提。 

這故事中，是整個太空站被提來把人類拯救， 

男主角透過時空穿梭方式，告訴自己女兒，然後這事才發生。 

 

所以現在回看，過去很多解說不明白的舊有片段，反而變成爲最重要的線索。 

相信，在來臨的日子，我們會詳細跟大家分享， 

為何《復仇者聯盟會》與「5年」有關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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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結感言 3：電影《星際啟示錄》與「拉撒路計劃」 

於早前的主日信息中，已經分享過， 

電影《星際啟示錄》有著大量指向錫安的共同信息， 

不單電影名稱、上映時間，也是指向錫安， 

當我們經歷傳威牧師的事件，與及對比《約翰福音》馬利亞的故事時， 

就讓我們對於這齣電影的共同信息，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電影中，講及美國政府面對全球滅絕的危機時， 

NASA開展了「拉撒路任務」（Lazarus Missions）， 

就是派出 12名科學家，到外太空的 12個行星，尋找出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 

同時間，於地球的科學家，亦研究「反地心吸力」裝置， 

讓大量人類可以出發到適合居住的星球，脫離人類滅絕的危機。 

而名稱拉撒路任務，正正就是指向「死人復活」的事件。 

  

電影片段： 

我們是離開地球 

漫遊者號 

在天體軌道上 

最後的多功能太空船，永續號 

我們的最後探險 

你們派人上太空找新家？ 

拉撒路任務 

名稱還真討喜 

拉撒路死而復生 

是啊，但他得要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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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讓我們能到達有居住潛力的星球 

第一批探測器顯示有 12個 

你們送探測器進去？ 

我們 10年前送人進去 

拉撒路任務，12個可能居住的世界 

發射 12艘漫遊者號，載著史上最勇敢的一群人類，由傑出的曼恩博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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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就明白了，其實，對比 12個門徒， 

馬利亞可說是第 13個門徒，並且，是最優秀的一位。 

亦因此，於電影中，12名科學家也尋找不到答案， 

唯獨第 13個的男主角 Cooper，才尋找出答案。 

 

並且，他真的就如「死人復活」一般，將答案尋找出來， 

因為，他是穿越了黑洞，像是死了一般， 

但最後，卻是進到第五度空間，回到女兒Murphy的房間，像是重生一般， 

並且，最後更是於女兒的房間，以時空穿梭的方式，將答案傳給女兒。 

  

電影片段： 

接近黑洞視界，左邊，沉入下方，進入，朝向……黑暗 

我看到視界了，一片漆黑 

塔斯，有聽到嗎？ 

一片漆黑 

塔斯，聽到請回答 

好 

螢幕，有干擾，太空船失去控制，我看到閃光 

忽明忽暗的閃光，重力的紊流正在增加，電腦故障了 

重力引力，太空船失去控制 

 

在某處，在他們第五次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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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救了我們 

是嗎？他們到底是誰？ 

他們為什麼要幫我們？ 

不知道，但他們在五次元的現實裡 

建立這個三次元空間讓你去瞭解 

那就沒轍了 

那可不 

你看到這裡的時間以物理次元呈現 

你想通就可以穿越時空產生影響 

重力，能寄送訊息 

沒錯 

重力 

能穿越次元，包括時間 

顯然如此 

你有量子資料了嗎？ 

收到，我有 

我用各種波長發送，但都出不去 

包在我身上 

包在我身上 

但那麼複雜的資料，小孩懂嗎？ 

她可不是一般小孩 

還有呢？ 

快點，爸 

大火蔓延了，快點 

就算傳達了，她要花好幾年 

才會瞭解其中意義 

我明白，塔斯 

但我們得想出辦法 

否則地球上的人會死，快想 

庫柏 

他們帶我們來這裡 

不是要改變過去 

再說一次 

他們帶我們來這裡 

不是要改變過去 

不，不是他們帶我們來的 

是我們把自己帶來 

塔斯，給我太空總署的二進制座標 

二進制，收到，輸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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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鬼 

是重力 

塔斯，你還不懂嗎？ 

我把自己帶來這裡 

我們來此與三次元世界溝通 

我們就是橋梁 

我以為他們選擇我 

但不是我，而是選擇她 

為什麼？ 

為了拯救世界 

這全在一個小女孩的臥房 

每一刻 

是無限的複合體 

他們存取無限的時空 

但不確定是哪個 

他們找不到特定的時空，無法溝通 

所以我來了，我要想辦法告訴墨菲 

就像我發現這一刻 

怎麼做？ 

愛，塔斯，愛 

就像布蘭德所說，關鍵是 

我與墨菲的感應能夠量化 

我們在這裡要怎麼做？ 

找到方法告訴她 

手錶 

手錶 

沒錯 

把資料編碼成秒針的動作 

塔斯，把資料譯成摩斯密碼傳給我 

翻譯資料 

庫柏，要是她沒回來呢？ 

她會的，她會的 

墨菲，我看到他的車了 

他來了 

好，我下來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是我給她的 

收到，摩斯密碼是點、點、線、點 

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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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點 

點、線、點、點 

點、線、點、點 

線、線、線 

線、線、線 

他回來了 

一直是他，我沒想到，是他 

爸會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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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否留意到，當我們於幾年後，再看這段結局的時候， 

對於整套電影，有著另一個層次、更深刻的理解。 

  

原因，對比 5年前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時， 

現在，我們對於時間、時空穿梭， 

甚至，對於新婦的身份、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也有著更透徹的理解。 

  

幾年前，我們也許不明白，為何 Cooper說，電影中整個故事、一切劇情， 

也是將來的自己，引導過去的自己，去參與整個計劃， 

並且，於第五度空間，以各種方式，去與第三度空間的自己溝通。 

  

然而，過去幾年間，我們豈不是親自見證， 

將來可以時空穿梭的自己，是如何於歷史中， 

藉著 Freemason，去放下各種共同信息印證， 

不斷與現在的我們溝通、不斷確認我們的方向？ 

  

情況，就像是電影裡的 Cooper，不斷介入第三度空間，與女兒溝通， 

原因，唯有他的女兒，可以成為整個地球的答案的真命天子。 

 

那麼，到現在，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所有的共同信息，也是指向我們、指向錫安？ 

因為，能夠時空穿梭、處於將來的我們認知道， 

唯有現在的我們、唯有錫安，可以成為地球的答案。 

 

而電影的結局部分，就更對應我們現在身處的處境， 

就是能夠解救世界的，不是男主角，而是他的女兒Murphy， 

是她承傳了父親的工作，設計出一種能夠「反地心吸力」的飛船。 

亦因為這個原因，父親才會穿梭時空於女兒的房間當中， 

為的，就是預備好女兒，可以承傳他的任務，成為地球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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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我發現了！ 

  

因此，這就是神透過電影《星際啟示錄》所給予我們，有關死人復活與及承傳的共同信息， 

就是於死人復活的同時間，我們亦要完成承傳這一部分的工作， 

才可以如電影一般，完成整套《星際‧啟示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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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事實上，這也牽涉到，過百年來， 

Freemason一向不是把棺材代表死亡，而是代表從死裡復活； 

 

我們現在才知道，為何 Freemason那麼多圖畫。 

 

以前你看 Freemason的標誌，一個標誌也覺得很煩惱， 

然而，他們一個圖畫中卻有著那麼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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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全世界只有我們才解釋得明白，其實他所有的標誌也是指向「2012信息」。 

當最後結局是棺材的話，那就更加明白了，就是所有這些信息，使我們慢慢成長， 

信仰更加合乎神的心意，並知道自己是真命天子的身份， 

所有信仰的信息，是導致整間教會都提升， 

而最後才可能在啟示上、神蹟上，踏進死人復活。 

 

死人復活不是突然的發生，這是不可能的， 

若是可以突然發生，神便不會把死人復活這個真理的能力，放在至聖所， 

那是一個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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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我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Freemason這麼怪異， 

其實，是在說明歷史上的一件事， 

這件事，原來就是在說我們，發生在我們當中的這個情況。 

 

事實上，傳威離世後，我們看到今年真的是 Last Christmas， 

等如由傳威離世那日開始，我們香港這個社會，都好像是進入一個死亡的氣氛， 

節日應該是慶祝的，但現在就好像在辦喪禮一般，新年和聖誕節也是如此。 

 

你會看到，去年周圍才在說「綻放」，但今年周圍也不說「綻放」， 

反而好像在強調：經濟死了、旅遊業也死了，瘟疫帶來死亡……  

 

今年，反倒像並排（parallel）了的。 

我說的是，現時所發生的。 

我們沒辦法做到這個時勢。 

但是，我們現時的時勢，是否像這事件一樣， 

平行了發生在我們身上所看到的？ 

都是一路印證發生在這教會裡，神安排在我們當中而出現的事情。 

 

從 2009年開始，我已說，我們慢慢進入 2020年， 

其實，這個 Last Christmas和鳳凰從灰燼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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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總結感言 4：「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與死亡 

早於 10年前，2009年 12月 13日「2012榮耀盼望第 1篇」， 

日華牧師已透過「亞森一族密碼」（The Simpsons Code）， 

提到「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與死亡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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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傳威牧師在上年 12月 5日離世後， 

2019年香港的聖誕節卻被廣泛傳媒形容為「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 

 

於 2019年 12月 25日聖誕節期間， 

本港因為「反修例風波」後遺症湧現，聖誕節市面氣氛淡靜， 

人流較往年減少，市民及旅客均稱消費意欲大減。 

 

原本熙來攘往的商場半數舖位待租，商戶指生意暴跌 90%， 

又有商戶營業額多月「捧蛋」，不少商鋪明言度過今年「最後聖誕」便結業。 

聖誕氣氛慘淡下，商戶完全感受不到快樂， 

餐飲業預計生意至少下跌兩成，單月跌幅或會達 35億元， 

酒吧業界坦言處於「捱打」狀態，恐觸發裁員倒閉潮。 

 

另一方面，餐飲業在過去「反修例風波」下，早已大受影響， 

除了生意額大跌之外，失業率亦升至 6.2%，為 8年高位。 

飲食業職工總會指，過去半年，有近 50間食肆突然倒閉， 

約千員工遭到欠薪，涉約 1,200萬元， 

預測聖誕節後的 2020年初，將會有 1,000間食肆結業。 

 

零售及批發從業員協會坦言，社會尚未回復平靜， 

聖誕氣氛不如往年，業界預期聖誕經濟表現疲弱， 

遊客區的商戶預期平均生意額較去年下跌 30%至 50%；非遊客區則下跌 20%至 30%。 

他指不少商戶雖然提早開始減價，但反應不似預期， 

加上內地客數目下挫，今年聖誕銷情實在不容樂觀。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稱， 

過往聖誕節是零售業旺季，員工不得放假，及常被要求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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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今年市道低迷，部分會員更在聖誕期間放假，單計員工的加班收入已較往年下跌 40%， 

平日收入亦較以往下跌約 20%，屬近年罕見的情況。 

 

除此之外，2019年 12月初，北半球溫帶地區亦爆發大規模季節性流感。 

其中，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公佈，美國在去年聖誕節爆發大規模流感， 

最少 370萬人受到感染，造成 2,000多人死亡。 

 

沒錯！單單在 2019年 12月聖誕節，就有超過 2,000多人死於流感， 

甚至，這次流感疫情爆發的時間比以往更早，是美國近 10年來，首次在 12月聖誕節前， 

感染率已超越全年平均最低值，而且，疫情擴散的速度也比以往更快。  

 

無疑，自上年 12月傳威牧師離世後的聖誕節期間， 

不論是香港或全世界，都瀰漫著一種死亡的氣氛， 

即使是節日應該慶祝的時刻，都變成辦喪禮般， 

整個社會再沒有往日歡騰、綻放、開心及和平的節日氣氛， 

反之，「死亡」卻變成去年聖誕節整個社會的主題， 

完全印證及應驗 10年前「2012榮耀盼望第 1篇」， 

給予「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 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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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神給我們所有的共同信息， 

其實，祂要我們相信、累積和期待，在這死亡之後所結出的初熟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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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説是，這聖殿完成的最後一個工作和啟示， 

這亦是為何聖殿用 5、6，以 56來作這個對比。 

 

因為，這是在我們的教會，不是將來五百年後，我們可能成為的一個宗派。 

是現在我們的教會，我們這一班人，一個接一個地完成最後的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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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神用上我們這一班人，而其中一個，很明顯，就是傳威要成為這個小孩子。 

我們身為教會的，也要努力成為這個小孩子， 

而不是成為那憂愁、哀傷的婦人。這樣，我們才稱得上是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也許你不會明白，為何傳威是這小孩子，而我們也可以是這小孩子？ 

你看看主耶穌便知道，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究竟是祂自己的信心能力，還是有祂門徒的信心參與？ 

沒有！全是主耶穌基督的能力！對不？ 

祂的門徒，簡直是四散、走了，他們哀傷，做回老本行去了。 

 

但是，我們怎樣？我們明明知道，這事情絕對不是單靠傳威的信心， 

是他和我們的信心，使這件事情發生，就如當日的主耶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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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的主耶穌基督，是祂一個人導致這事情發生。 

但是，現在將會是一所教會導致這事情發生，這就使我們整所教會成為這個小孩子。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説：「那麼，我要成為這個小孩子了！」 

 

 

Amen！Amen！Amen！ 

 

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