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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3月 15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27 權能威榮之復還（10）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肺炎進一步蔓延至美國 

截至 2020年 3月 10日，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人數已突破 11萬人， 

遍佈 10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超過 3,800人死亡。 

 

疫情在中國境外的擴散速度，超越世人所想像， 

自 2月 2日，即日華牧師完結新年假期旅程回港的同一日， 

感染新冠肺炎人數最多的泰國、新加坡及香港三地，即日華牧師當時旅程途經的地方， 

之後，便迅速擴散至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法國、德國及美國。 

其中，韓國確診病例累計 7,478宗，累計死亡人數 53人， 

統計顯示，約 79.7%確診患者屬於集體感染。 

 

3月 9日，南韓政府宣佈， 

開始實施「分五批限號購買口罩」制度，每人每周只能買兩個口罩。 

人民依照出生年份的末位數，分為五批︰ 

星期一是末位數 1和 6；星期二是 2和 7； 

星期三是 3和 8；星期四是 4和 9；星期五是 5和 0， 

星期六、日，則留給期間未能購買的民眾。 

網路上亦開始發起禮讓運動， 

鼓勵大家將口罩，留給真正有需要的醫護人員及弱勢社群。 

 

新聞片段： 

With protective face masks in short supply,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is limiting the number of masks 

each person can buy to two per person per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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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防護口罩供應短缺，韓國政府限制每人購買口罩數量到每週兩個， 

 

That takes effect Monday, but there will be some exceptions for senior citizens and children. 

從星期一開始生效，但老年人和兒童則會另有安排。 

 

Our Eum Ji-young has the details. 

記者 Eum Ji-young有詳細報道， 

 

Starting Monday, mask purchases at pharmacies will require ID, because a five-day rotation system will 

take effect, under which only two masks can be bought per person per week, and only on designated days. 

從星期一開始，在藥房購買口罩需要提供身份證明，因為五天輪流制將會生效，每人每週只能購買

兩個口罩，並且只能在指定日期購買。 

  

First vice finance minister Kim Yong-beon, at a press briefing on Sunday, mentioned some exceptions 

though, saying pharmacies will be allowed to sell masks to people buying them for others, if the other 

person is 10 or younger, 80 or older, or if they have a disability. 

不過，財政部第一副部長金容範，於周日的發布會上，提到會有一些例外情況，表示藥房將容許市

民代購口罩，如代購對象是 10歲或以下、80歲或以上，或是有殘障。 

 

People can buy masks for someone else, if their family registration says they live with someone who is 10 

or younger, or 80 or older, but they can only purchase the masks on that person's assigned date. 

代購口罩是可以的，前提是戶籍資料顯示， 他們與 10 歲或以下、80 歲或以上的人同住，但亦只能

在該人士的指定日期購買口罩。 

 

Under the five-day rotation system, the day for buying mask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st digit of a person's 

birth year. 

根據五天輪流制度，購買口罩的日期，是按照購買者出生年份的最後一位數字來決定。 

 

People born in a year ending with either 1 or 6, can buy masks on Mondays. 

出生年份最後一個數字為 1或 6的人，可以在星期一購買口罩， 

  

Those ending in 2 or 7 can buy on Tuesdays, 3 or 8 on Wednesdays, 4 or 9 on Thursdays, and those born in 

a year ending in 5 or 0 can buy their masks on Fridays. 

結尾是 2或 7的可以在星期二購買，3或 8的可以在星期三購買， 4或 9的可以在星期四購買，5或

0的則可以在星期五購買口罩。 

 

People unable to purchase masks during the week can do so on the weekend. 

平日無法購買的人可以在週末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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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o further relieve the shortage, 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make it easier for ordinary 

people to buy masks from overseas. 

為了進一步緩和短缺，韓國政府訂出措施，讓大眾能更便利地從海外購買口罩。 

 

According to the Korea customs service, when buying masks, hand sanitizers and thermometers, there will 

be no import duties, or special paperwork to file until the end of June, but this only applies to items for 

personal use. 

根據韓國海關，購買口罩、搓手液和溫度計，將不須繳付進口關稅，或申報特殊文書，直到 6 月底

為止，但這僅適用於個人使用的物品。 

 

People will be able to import an amount worth up to 150 US dollars or 200 dollars, when bough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由美國進口的相關物品，價值可達 150至 200美元。 

 

至於意大利方面︰ 

意大利確診病例累計 9,172例，累計死亡人數 463人。 

繼 2月 24日，意大利宣佈： 

北部超過十座城鎮封城，5萬名居民未經許可不得出城。 

另外，3月 8日，意大利總理將隔離檢疫的範圍， 

擴大至倫巴底大區（Lombardia）所有省份，及最嚴重的 14個省份， 

包括︰威尼斯、帕爾瑪（Parma）、摩德納（Modena）、佩薩羅（Pesaro）、 

帕多瓦（Padova）、里米尼（Rimini）、特雷維索（Treviso）等城市及周邊等地區， 

受影響人數多達 1,600萬人。 

 

此舉被稱為歐洲史上規模最大的封城措施， 

許多民眾如中國武漢封城的情況一樣，陸續趕著乘搭交通工具急忙離開封城地區。 

 

意大利取消了所有文化體育及教學活動，米蘭關閉了多個熱門的旅遊景點， 

考慮到員工的安全，IBM、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普華永道和沃達豐等國際企業公司， 

允許員工在家工作。 

 

新聞片段： 

With a quarter of Italy’s population in quarantine,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is grinding to a halt this 

morning. 

由於意大利有四分之一人口需要被隔離，今早經濟和社會生活逐漸陷入停滯， 

 

They’re testing more here, and finding that the virus is more widespread than expected. 

當局正進行更多檢測，發現新冠病毒比想像中擴散得更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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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as the scene at Milan’s main train station as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is weekend it was sealing 

off several of its industrialized north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這是米蘭中央車站的情況，當地政府於週末宣佈，將封鎖數個北部及中部的工業化省份， 

 

No one wanted to miss the last trains out. 

沒有人想錯過最後一班火車。 

 

Public gatherings, including funerals, are now discouraged or outright banned. Museums closed. 

當地不鼓勵或禁止進行任何公眾集會，包括葬禮，博物館關閉， 

 

Some church services conducted in the open air. 

不少禮拜改為露天進行。 

 

To limit the crowds in Saint Peter’s Square, the Pope delivered his Sunday Angelus online, only appearing 

briefly in his window at the Vatican. 

為避免人流擁擠在聖伯多祿廣場，教宗以直播方式進行週日的三鐘經祈禱儀式，只短暫現身於梵蒂

岡宗座大樓的窗口前。 

 

Prisoners afraid they are trapped in with the coronavirus rioted in one city. 

囚犯擔心受困於囚室而被新冠病毒感染，因而引起騷亂。 

 

受疫情影響，3月 10日，意大利政府決定將緊急支出增加至 100億歐元， 

補救受疫情衝擊的經濟，並徵召 2萬名醫護人員投入抗疫。 

  

意大利總理進一步簽署法令， 

禁止全國舉行集會、體育活動，並宣佈全國封鎖至 4月 3日， 

如非必要，須停止外出。 

 

當人們以為逃出被封城的米蘭疫區，結果，不足兩日後，大家都在疫區了， 

因為全國已一同被封鎖。 

 

腦筋動得快的人，立即出門搶購糧食和物資， 

新法令實施前一晚，3月 9日午夜時分， 

各大賣場、超商大排長龍，比平時看足球賽還要瘋狂， 

口罩、酒精、搓手液等醫療物資早已缺貨， 

此外，有傳薑黃素可抗病毒，亦引發許多中國大媽於各大超市瘋搶生薑。 

 

新聞片段： 

Italy has expanded its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by locking down the entir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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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擴大對新冠病毒疫情控制，實施全國封鎖， 

 

Italian Prime Minister Giuseppe Conte says that as of this morning travel restrictions will apply to the 

whole of Italy, and not just the north as before. 

意大利總理 Giuseppe Conte表示，今早開始實施全國旅游管制，不再只限於在北部實施， 

 

More than 9,000 ar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and more than 460 people have died across the country. 

現時全國逾 9,000人確診，超過 460人死亡。 

 

Empty restaurant chairs a common sight now in Italy, which has extended its emergency coronavirus 

measures to cover the whole country. 

餐廳空置座位比比皆是，意大利已經擴大防疫措施至覆蓋全國， 

 

Public gatherings are banned. 

禁止公眾聚會。 

 

Only bars, restaurants and cafes that guarantee customers can remain at least one meter apart can open and 

all must close at dusk. 

酒吧、餐廳及咖啡廳必須確保，客人之間可以保持至少 1 米距離的，才能營業，並且到黃昏時必須

關門。 

 

The measures also restrict people to all but essential travel. 

當局亦禁止所有非必要的外遊， 

 

Commuting for work is allowed if people have documentation proving it’s necessary.  

通勤上班亦須提供文件證明其必要性。 

 

By telling the nation's 60 million people to stay at home until at least April, 

透過強制 6千萬國民在家隔離，直到最早四月。 

 

Italy, the country worst hit by the coronavirus after China, is hoping it can finally turn the tide. 

意大利，這個繼中國之後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希望能力挽狂瀾。 

 

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絕大多數集中在米蘭為首府的倫巴底大區， 

因患者人數太多，醫療照護系統「離崩潰只差一步」， 

據報道，病人如海嘯般湧入，意大利北部多處醫院床位告急， 

前線醫師表示，因為呼吸器等設備不足， 

醫師必須痛苦決定拯救或放棄哪些病人，情況宛如戰場。 

如果疫情繼續擴散，預料 3月底，需要入院的患者將激增至 18,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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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當地八成急重症病床，已用作治療新冠肺炎患者， 

再加上，加護病房有限，醫師面對肺炎病患， 

必須迅速決定是否讓他們住進加護病房， 

而相關決定，可能攸關患者的生死。 

 

米蘭一間醫院，已動員腸胃科等其他科別醫生，協助處理肺炎患者， 

只是，情況仍不足以應付激增的需要。 

 

3月 9日，因抗議意大利政府的防疫措施，意大利多所監獄發生暴動事件， 

意大利南部福賈監獄，有 50名囚犯在騷亂中逃出， 

其中，30名囚犯成功被制止，另有 20名在逃。 

同時，首都羅馬兩所監獄，及普拉托省一所監獄，因囚犯暴動發生火災。 

意大利各地監獄暴動，已造成 7名囚犯死亡。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在美國擴散的情況： 

2020年 1月 21日，香港時間 1月 22日， 

即日華牧師展開今年郵輪度假之旅的同日。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在華盛頓州斯諾霍米什縣， 

確認了全美國首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人，患者是一名 30多歲中國籍男子， 

由武漢市出發，於當地時間 1月 15日抵達斯諾霍米什縣。 

 

隨後 1月 24日，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證實第二宗確診個案。 

患者是芝加哥一名 60多歲女性，曾前往武漢，並於 1月 13日返回美國， 

其後出現症狀，在芝加哥確診，她回國後，未乘坐公共運輸或參加公眾集會。 

同日，美國宣佈暫停美國駐武漢總領事館運營， 

並安排包機，將外交官和美國公民從武漢接回美國。 

 

1月 26日，加利福尼亞州橙縣衛生保健局宣佈， 

確診全美第 3宗個案，患者來自中國武漢。 

 

2月 2日，日華牧師結束新加坡旅程回港的同日， 

美國一日間新增 3宗確診個案，累計共 11人確診新冠肺炎。 

 

新聞片段：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擴散， 

美國再新增 3宗確診個案，累計有 11宗。 

為防範疫情，美國加強入境限制， 

曾到中國的美國人都要在指定機場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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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過疫情重災區湖北省的人，更要接受強制隔離。 

美國新增 3宗確診個案都在加州， 

其中一名女患者住在聖克拉拉縣，近期去過武漢， 

現時正與家人留在家中隔離。 

衛生部門表示，這宗個案與早前縣內的另一宗病例無關。 

另外兩名患者是聖貝尼托縣一對夫婦， 

丈夫近期去過武漢，懷疑染病後再傳染妻子。 

為應對疫情，美國在當地時間周日起實施新的入境規定， 

國民在過去 14天曾到中國，要轉到 8個指定機場入境， 

周一起會再增加 3個指定機場。 

到過重災區湖北省的美國人要接受強制隔離， 

到過湖北省以外地區的就自行在家隔離。 

2月 15日，美國政府宣佈以兩架包機， 

協助滯留日本橫濱市鑽石公主號的 338名美國公民進行撤離， 

所有撤離人員於特拉維斯空軍基地、聖安東尼奧聯合基地， 

及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進行隔離。 

 

2月 21日，於特拉維斯空軍基地隔離的 5名鑽石公主號乘客， 

被檢測為陽性，即確診新冠肺炎。 

 

2月 29日，美國首次出現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患者， 

死者是華盛頓州一名 50多歲男子，本身患有慢性病。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 

「沒有證據表明，患者與其他感染者有密切接觸或相關旅行史」。 

故此，表明該患者是因美國本土社區傳播而生病。 

 

當時，由於華盛頓州是全美國確診病例最多的州份， 

所以，華盛頓州州長隨即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州政府各機構，動用「所有必要資源」，為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做好準備， 

並授權必要時可動用州內國民警衛隊。 

 

3月 1日，美國再出現第二宗死亡病例。 

3月 1日，佛羅里達州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3月 4日，加州出現該州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71歲死者與另一名感染者，證實曾於 2月 11日至 21日期間， 

乘搭過至尊公主號（Grand Princess）郵輪。 

船上有 21名乘客和船員，出現疑似病徵， 

數以千計乘客及船員被困於加州外海等候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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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公主號與日本引起軒然大波的鑽石公主號， 

同樣屬於嘉年華集團（Carnival Corporation & plc）公司， 

與日華牧師今年假期所乘搭的藍寶石公主號，屬同一個集團。 

 

新聞片段： 

Now to the West Coast, where we saw that cruise ship dock before in the Port of Oakland. 

在西岸，該郵輪早前已停泊在奧克蘭港， 

 

2,400 passengers and 1,100 crew members who need testing after at least 21 people on board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virus, but so far, only 46 have been tested. 

2,400 名乘客和 1,100 名船員需要進行檢驗，船上最少 21 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然而現時只有

46人被檢驗。 

 

Now with passengers heading to four different US military bases on chartered flight for quarantine, some 

passengers are able to leave now, but others have to potentially wait two or three days to pass the time. 

有些乘客會乘坐包機，前往 4 個美軍基地接受檢疫，部分乘客則可以離開，但其他乘客可能仍需等

待 2到 3天。 

 

After being barred from coming to shore and circling off the California Coast for days, the Grand Princess 

today finally slipping under the Golden Gate Bridge, and into San Francisco’s harbor to dock in the city of 

Oakland. 

至尊公主號郵輪被禁止靠岸和漂泊加州海岸數天後，今天終於經過在金門大橋下，進入三藩市港，

停泊在奧克蘭巿。 

 

Some of the 3,500 people on board watching from the balconies. 

船上載有 3,500人，部分乘客從陽台上觀看， 

 

One passenger waving a white flag, as that colossal public health operation unfolded below. 

一名乘客揮動白旗，這項巨大的公共衛生行動隨之展開。 

 

More tents and ambulances lined up. 

更多的帳篷和救護車在排列， 

 

Two passengers and 19 crew testing positive for the virus; ambulances rushing the sick to the hospital; the 

captain explaining to those on board just how it would work. 

2名乘客和 19名船員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救護車接載病人去醫院，船長向船上的乘客解釋如何

運作。 

 

Priority disembarkation today will be given to guests with more urgent med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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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緊急醫療需求的乘客會今天優先登陸， 

 

The State Department now urging Americans, especially those with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to avoid 

cruise ships. 

美國國務院要求國民，特別是有病患的國民避免乘坐郵輪， 

 

No large crowds, no long trips, and above all, don’t get on the cruise ship. 

不要聚集，不要去長途旅行，最重要的是不要上郵輪。 

 

And the CDC still holding another cruise ship at sea off the Cayman Islands.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禁止另一艘在開曼群島海上的郵輪靠岸。 

 

Two crew members on the Caribbean Princess had worked on the Grand Princess earlier, and are now being 

tested. 

加勒比公主號有兩名船員早前在至尊公主號工作，現時正接受檢測。 

 

同日，加州確診病例達 60例，至少出現了 5宗社區傳播，州長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3月 5日，馬里蘭州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隨著美國多個州份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多地，如早前的香港及南韓一樣，出現搶購潮， 

當地 Costco等超市，有大批市民大排長龍， 

搶購日用品、廁紙、水和食物，不少貨架已被清空。 

 

新聞片段： 

Good morning everyone, welcome to Costco.  

大家早上好，歡迎來到 Costco， 

 

Hundreds of shoppers rush into a Los Angeles Costco this morning with this warning - supplies are being 

rationed to keep up with the unprecedented coronavirus panic shopping. 

今早，數百名購物者湧入洛杉磯一家 Costco，面對這樣的警告：供應須定量配給，以應對前所未有

的冠狀病毒恐慌購物。 

 

Customers run down store aisles at full speed and then quickly start loading up their carts. 

顧客以最快的速度跑過商店的過道，然後迅速地把商品裝滿購物車。 

 

Within moments of this Costco opening, a sea of shoppers came back to this area where the water and paper 

goods are stored. 

Costco開門後不久，一大群購物者又回到這個存放水和紙製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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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amera crews were allowed exclusive access inside the store before it opened. 

我們的攝製組獲准在開門之前進入店內。 

 

This Costco is getting deliveries around-the-clock . 

這家 Costco 24小時不停地送貨。 

 

as you can see a lot of water and paper goods, and within an hour all of this will be gone. 

你可以看到很多水和紙製品，一小時內這些東西全都會消失。 

 

All part-time employees are working full-time shifts. 

所有兼職員工現時須全職工作。 

 

Merchandise stocker Hector Flores says he's never seen demand like this, even on Black Friday. 

商品存貨員 Hector Flores表示，他從未見過這樣的需求，即使是在黑色星期五。 

 

It’s just hectic, as you can see them stack in this high,it's never been this high. 

只是有點忙亂，你可以看到貨品堆得這麼高，是前所未有的， 

 

These pallets have come from the dock, were back-up just a bit.  

這些貨盤是從碼頭運來的，只是備用的。 

 

At checkout, hundreds of shoppers, some wearing masks, are eager to take their ration supplies home. 

在收銀台，數百名購物者，有些戴著口罩，急於把他們的配給品帶回家。 

 

Why you stocking up? 

你為什麼要囤積？ 

 

Are you concerned?  

你擔心嗎？ 

 

Very. 

非常。 

 

So what have you come here to buy? 

那你來這裡買什麼？ 

 

Water, toilet paper, hand sanitizer, can goods.  

水、衛生紙、洗手液、罐頭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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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月 11日，美國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達到 989例， 

其中，46宗來自鑽石公主號，21宗來自滯留加州外海的至尊公主號， 

全美累計已有 31人死於新冠肺炎，共 13個州針對疫情爆發，升級為緊急狀態。 

 

除此之外，美國著名國際企業，包括 Apple和 Microsoft紛紛宣佈， 

受疫情影響，供應鏈中斷，因而降低預期營業收益。 

 

3月 9日星期一， 

由於市場擔心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經久不息的打擊， 

新一輪恐慌進一步擴大，導致全球股市崩盤。 

 

美股開盤暴跌，甚至開盤不足 10分鐘， 

大量拋售觸發了自動熔斷機制，導致交易暫停。 

這是史上第二次觸發熔斷，上一次已是 2008年的金融危機， 

與此同時，也是 12年來最壞的局面。 

 

道瓊斯服飾收盤時暴跌 7.79%，達 23,851.02點，一日損失超過 2,000點； 

納斯達克科技股暴跌 7.29%，以 7,950.68收盤； 

標準普爾損失 7.60%，以 2,746.56點收盤。 

 

投資者擔心可能發生經濟衰退，油價曾下跌超過 31%， 

這是自 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29年來最大跌幅。  

 

無疑，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在中國早已顯現， 

只是初期全球市場反應並不強烈，以為只是中國區域性問題， 

然而，隨著疫情在全球擴散，對經濟的打擊也開始被市場重估。 

一系列最新數據，都在揭示一個邁向衰退的趨勢， 

石油、美股等風險資產，以「跳水」和「雪崩」的姿態下跌， 

美國國債收益率跌破 1%，創下史上最低。 

 

顯然，當前全球遭遇疫情衝擊，經濟衰退已是不可逆轉之勢， 

全球經濟經已站在崩塌邊緣。 

 

3月 12日，美國標準普爾 500指數於香港晚上 9時 36分跌逾 7%， 

一周內第二次觸發「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 Mechanism），須暫停交易 15分鐘。 

遭遇自 1987年股災以來最大跌幅，納指收市報 7,201.80點，跌幅 9.43%。 

標普 500指數收市報 2,480.70點，跌幅 9.51%。 

歐洲股市重線下滑，英、德、法收市跌最少 9%。 

英國富時指數報 5,299.84點，跌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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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DAX指數報 9,246.99點，跌 11.42%； 

法國 CAC指數報 4,044.26點，跌 12.28%。 

意大利及西班牙股市分別重挫 16.92%及 13.33%。 

  

同日，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因球隊爵士中鋒戈貝爾（Rudy Gobert）確診， 

宣佈全面無限期停賽，初步估計門票損失高達 5億美元，商品銷售等收益亦會受到衝擊。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MLB）早前也宣佈， 

春訓賽事全部取消，開幕戰將至少延後兩星期。 

 

新聞片段： 

Announcement from the NBA overnight, suspending its season until further notice. 

NBA昨晚宣布停賽，直至另行通知， 

 

The news coming shortly after a Utah Jazz player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此前有消息稱，一名猶他爵士隊球員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Also the NCAA also announcing that fans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March Madness games. 

全美大學體育協會亦宣布，取消今年「NCAA三月瘋」所有賽事。 

 

T.J. Holmes is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for us this morning. 

今早 T.J. Holmes在麥迪遜廣場花園。 

 

Good morning T.J. 

早安 T.J. 

 

Hey there, Robin. 

Robin你好！ 

 

The NBA season might have ended last night, and what an abrupt and shocking ending it would be, after 

the NBA found out one of its players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and found this out just moments before 

that player was set to take the court and play in a game. 

NBA 賽季可能於昨晚結束了，真是結束得非常突然和令人震驚，這是因為 NBA 發現了一名球員，

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發現的時候，該名球員正在球場上準備出場作賽。 

 

An unprecedented move from the NBA, suspending the season indefinitely after Utah Jazz center Rudy 

Gobert reportedly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NBA史無前例地中止賽季，是由於猶他爵士隊中鋒 Rudy Gobert，據報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The NBA discovered Gobert has tested positive, moments before the Jazz and the Oklahoma City Th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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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et to tip off. 

NBA發現 Gobert的測試結果，是在猶他爵士和奧克拉荷馬雷霆準備開球前。 

 

The game tonight has been postponed. 

今晚的賽事會延期舉行， 

 

You are all safe and take your time in leaving the arena tonight. 

大家都很安全，請慢慢離開會場。 

 

According to ESPN, the Jazz will be quarantined in Oklahoma City for now, while Oklahoma City players 

were sent home. 

根據 ESPN報道，爵士隊員會在奧克拉荷馬市接受隔離，雷霆隊的球員會回家。 

 

隨後，爵士明星後衛米歇爾（Donovan Mitchell），成為第 2名確診案例。 

  

此外，著名國際巨星湯漢斯（Tom Hanks）夫婦亦證實確診， 

目前正在澳洲黃金海岸大學醫院隔離觀察。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電視講話時宣佈， 

3月 13日起，禁止除英國以外的歐洲申根國家旅客入境美國，禁令持續 30天， 

稱歐盟在對抗疫情上，未能採取與美國相同的防疫措施。 

另外，美國國務院亦提高了全球旅遊警示，呼籲公民重新考慮海外出行。 

 

這次美國對待歐洲的做法，實在是史無前例， 

突顯國際間對今次疫情的重視程度。 

然而，特朗普頒佈旅遊禁令，此舉令人震驚， 

包括駐美國的歐洲國家大使、航空公司及白宮官員都嚇了一大跳。 

  

除此之外，意大利全國報業聯合社報道指， 

倫巴第大區瓦雷澤市醫療協會會長羅伯托‧斯特拉（Roberto Stella）， 

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出現呼吸衰竭，於科莫的醫院逝世，終年 67歲。 

隨即，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托·斯佩蘭薩（Roberto Speranza）為此深表哀悼， 

表揚他對國家的醫療貢獻。 

 

同日，意大利疫情繼續惡化，全國封城後確診人數仍然繼續急增， 

當局採取進一步行動，下令全國除藥房及糧食店外，所有商店停業， 

咖啡廳、理髮店等日常光顧的店舖均全面關閉，以阻止疫情繼續散播。 

  

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顯示，截至香港時間 3月 11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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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歐洲區，已有 49個國家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病例達到逾 2.9萬宗，死亡人數接近 1,200人。 

 

從歐洲新冠肺炎疫情分佈圖可見， 

深紅色地區代表確診至少 1,000宗； 

鮮紅色至少 100宗；橙色至少 10宗；黃色至少 1宗或以上。 

   

西班牙疫情越來越嚴重， 

確診人數突破 3,000人，死亡人數急增累計 84人，已封鎖加泰地區 4個城鎮， 

更有機會繼意大利，成為第二個大規模爆發感染個案的國家。 

  

3月 12日，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宣佈，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於全球大流行， 

以前從未出現過由冠狀病毒造成的大流行。 

  

就此，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 

截至 2020年 3月 13日，據中國網站最新的即時統計確診病例， 

中國（不含香港、澳門）達 80,809例確診，死亡 3,176例， 

全球累計共 137,179人確診，5,073人死亡。 

   

換句話說，扣除最先爆發的湖北省和中國境內的統計， 

全球約有 56,370人確診，僅僅只有 1,897人死亡，   

這 1,897名死者已經包括韓國、日本、意大利、美國、西班牙及香港等世界各地的統計數字， 

而且，死者大部分是長者、長期病患者，或同時患了流行性感冒、抵抗力較弱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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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今年同一時期在美國爆發的流行性感冒，即流感， 

截至 2月 12日，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發佈最新統計， 

單單美國今次流感季，已激增至多達 3,100萬美國人感染流感，並且超過 1.2萬人死亡。 

沒錯！同一時期，今年美國流感經已造成超過 1.2萬人死亡， 

美國疾控中心（CDC）估計︰今季流感死亡人數可增至 3萬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年單單美國一個國家，因流感死亡的人數，經已超過 1.2萬人， 

相比今次新冠肺炎全球累計死亡人數 5,073人， 

甚至不及美國同期發生流感死亡人數的一半， 

就如很多人抱有的疑問，為何美國流感死亡的傳染病，卻無人理會呢？  

  

誠如 2月 8日星期六，日華牧師與資料員舉行的座談會中， 

曾針對今次新冠肺炎作出結論︰ 

第一個可能性，由於當時全球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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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遠低於同一時期美國因流感死亡的人數， 

所以，日華牧師分析是中國和外界對疫情反應過度。 

  

就如座談會的 18日後，2月 26日星期六， 

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呼籲美國民眾，只要將今次新冠肺炎，當作流感處理就可以了。 

  

特朗普指出，美國上年有 3.7萬人死於流感， 

但也沒有關閉任何設施及活動，生活仍一切如常，暗指外界對疫情反應過度。  

 

至於，第二個可能性， 

當時中國迅速採取封城措施，可能是因為生化武器病毒洩漏。  

只是，座談會的一個月後， 

疫情蔓延至韓國、日本、意大利、美國、西班牙， 

死亡人數仍遠遠低於同一時期在美國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 

但全球也如同中國般，採取大規模封城的過度反應手段。  

 

甚至，韓國、日本、意大利及美國， 

不單與湖北省武漢市一樣，因為種種過度反應的手段， 

導致大量長者、長期病患者，或同時患了流行性感冒、抵抗力較弱的病人湧進醫院， 

最終，也如湖北省武漢市醫院一樣，增加了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直接導致死亡人數劇增， 

令這段時期在醫院裡患上感冒的人，額外增加了感染肺炎的風險， 

令數以千計的病人最後因為肺炎而死。 

  

在這裡，大家可以試想一想，早前我們透過日華牧師的分析，已經得知， 

為何湖北省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遠遠超出中國其他省份及大部分國家。 

 

 



20200308   www.ziondaily.com 
 

 
 17 

因為，湖北省的「過度反應」， 

在防護裝備不足及錯誤處理當前疫情的情況下， 

令大量本來只是患了流行性感冒的病人及長者， 

因為曾經到過醫院，突然間與大量感染肺炎的病人， 

及防護衣上帶著其他傳染病的醫護人員密切接觸，最終構成交叉感染。 

  

當這些早已缺乏免疫力、患上感冒的病人， 

突然間再要面對肺炎病毒的入侵， 

因交叉感染肺炎而死亡，使肺炎死亡人數大增。 

  

結果，就發生湖北省比中國其他省份及其他國家， 

出現更多死亡個案和更大死亡率的慘況， 

令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由原本的 0.1至 0.2%，  

激增超過 20倍，死亡率變成超過 2.1%。 

 
讓我們看一看，歐洲方面，當前德國的疫情狀況， 

截至 3月 11日，全德國超過 1,500多人確診， 

但僅僅出現 2個死亡人數，死亡率僅 0.13%。 

   

我們有目共睹，當前德國的情況，正吻合早前日華牧師在座談會上的分析。 

當時，2月 8日中國公佈： 

廣東累計 1,095人確診，全廣東省亦僅僅只有 1人死亡而已，死亡率同樣低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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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因為外界及湖北省政府， 

對於今次新冠肺炎出現「過度反應」，強制進行封城及錯誤處理疫情， 

導致這段時間裡，大量原本只患上普通感冒的病人， 

在醫院裡缺乏衛生防護和適當照顧的情況下，突然間再要接觸大量感染肺炎的病人。 

 

最終，透過交叉感染，出現併發症死亡， 

令今次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由原本低於 0.1%，大幅增加 20倍，變成超過 2%的慘況。 

  

故此，大家可以試想，就以今年美國多達 3,100萬人患上流感為例。 

若果美國政府與湖北省一樣，以這種「過度反應」的錯誤做法， 

處理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這 3,100萬本來已患上普通流感、免疫力低的病人裡， 

只要有 1%因交叉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 

那麼，這 1%數字的死亡人數，已經高達 3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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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美國和全世界各國政府，根本沒有必要冒上這種風險， 

以這種「過度反應」的錯誤做法，來處理當前的新冠肺炎。 

因為，這種「過度反應」，必然會導致更多病人和長者， 

因交叉感染而死亡，令死亡率大幅增加 20倍以上。 

   

只不過，為何全世界政府，即使眼見湖北省武漢市， 

因「過度反應」的錯誤做法而產生的後果，卻仍然寧願使用相同的過度反應手段， 

增加病人交叉感染的風險，導致死亡人數劇增呢？ 

  

整場疫症背後，會否有更驚人的理由， 

導致全世界各國政府，只能冒上這個風險， 

在自己國家，強行採取如湖北省這種「過度反應」的做法， 

強制封城，甚至，大舉撤回海外國民、限制人民活動等， 

究竟，背後會否存在其他更重要的理由呢？  

 

因此，於座談會的一個月後， 

日華牧師按著當前的疫情，發現了第 3個可能性。 

 

關於第 3個極之驚人的可能性，日華牧師將於稍後時間，與我們詳盡分享， 

明證過往十年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敬請拭目以待！ 

 

影片：網絡生活 2.0：比特幣巨額失竊與保安方法 

踏入 2020年，隨著疫症的出現，現鈔被認定為病毒散播的媒介之一， 

令大眾更加明白以電子支付及數位貨幣取代現鈔的好處， 

為數位貨幣的交易和流通，帶來更大的普及空間， 

所有人已被動地進入了網購及電子支付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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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電子支付的使用漸趨普及，但市民對其保安及安全使用的意識仍然非常薄弱， 

故此，大家亦需要善用電話密碼、 

Face ID（面孔辨識功能）或 Touch ID（指紋辨識感應器）等保安工具。 

 

直至今時今日，很多用家對於電子貨幣的個人應用、 

儲存和交易平台保安，仍不求甚解，以致出現被盜及遺失等問題。 

2020年 2月，一名毒販因遺失了密碼，損失了 6,000枚比特幣 Bitcoin。 

該名罪犯曾將這 6,000枚 Bitcoin，分散存放至 12個帳戶以策安全， 

並將密碼全數列印在一張 A4紙上，存放於一個釣竿盒內。 

 

可惜，他入監服刑後，房東將他所有物品一併丟棄， 

當中，就包括了這張 A4紙，隨著遺失了密碼，這 6,000枚 Bitcoin就不翼而飛了。 

所以，CCAP課程內容提及， 

如果你需要以文字方式記錄你的恢復短語、戶口資料及密碼，必須以一個安全方式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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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存放於保險箱內，或以不同方式將恢復短語分開存放， 

在使用時才將其組合起來等等，亦不應只存放一份備份資料， 

要有兩份或以上，並分別存放在不同的安全地方，才算妥當。 

大家必須高度重視，避免此類遺失恢復短語的問題。 

 

另外，2月 23日，有新聞報道，一名持有 Bitcoin的富戶高調炫富， 

以致價值 4,500萬美金的 BTC和 BCH遭竊。 

大家需要知道，高調炫富會令自己成為賊人的目標，這是一件相當愚蠢的事情。 

 

今次事件的成因，主要來自兩個錯誤： 

一、將資產存放於網上交易平台或線上錢包； 

二、雙重認證認定為以「手機短訊密碼」執行交易。 

 

文中指出，這名富戶的失竊，是由於個人電話 SIM卡被駭客（Cracker）複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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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提醒大家，你的個人流動裝備，包括電話和電腦，必須妥善存放， 

同時，大家需要建立一個正確的觀念， 

在任何公共場所，你的個人流動裝備亦不應離開你的視線範圍，貴重物品必須貼身保管， 

因為，賊人只需要數分鐘時間，已可以取走你的電話 SIM卡並進行複製。 

 

截至上年 2019年，數位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仍是駭客（Cracker）最常入侵的地方， 

例如：2019年 5月 8日，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Binance遭到駭客（Cracker）攻擊， 

失竊共 7,000枚 Bitcoin，損失估計超過 4,000萬美元。  

 

又例如：2019年 7月 11日， 

日本東京加密貨幣交易所 BITPoint Japan，被竊 35億日圓加密貨幣， 

包括：比特幣 Bitcoin、比特幣現金 Bitcoin Cash、以太幣 Ethereum、 

萊特幣 Litecoin和瑞波幣 Ripple等。 

 

所以，你的數位加密貨幣， 

必須小心存放於自己的硬件錢包，如 KeepKey和 Trezor等等。 

 
因為，於往後日子，交易平台被盜和失竊事件，必定會更加頻繁。 

故此，除非你需要於交易平台進行交易， 

否則，絕不應將資產長期存放於任何交易平台， 

假如掉以輕心的話，你必定會蒙受損失。 

 

在此，亦順帶一提， 

過往所提及的線上錢包供應商 blockchain.com， 

前身為 blockchain.info，現已轉為數位貨幣的兌換平台。 

由於它的帳戶資料和存放密碼的保安，已大不如前， 

故此，已不建議大家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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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快將當中的數位加密貨幣，轉回個人硬件錢包妥善保管。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權能威榮之復還》信息中，今年的共同信息之旅。 

 

於旅程中，除了因著五年前的行程， 

令日華牧師不斷記憶起當年與傳威牧師的行程。 

 

然而，今次與上一次，甚至過往到訪新加坡的不同之處， 

就是今次的旅程，是吃到最多美食的一次外地遊， 

當中包括香港機場的 Burger King、加拿大有名的 Church's Chicken，亦即是德州炸雞， 

以及新加坡的得獎酒店餐廳等等。 

 

餐廳裡，更因為新年的緣故，安排了唱一些「夜上海」年代的懷舊歌， 

也就是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出生的年代，並且，上海亦是傳威牧師的故鄉。 

 

其他共同信息，則包括酒店附近的 Zion Road。 

 

參觀環球影城當日，酒店大堂的電視裡， 

剛好播放︰「新加坡有第一宗確診感染。」 

印證灰馬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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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環球影城裡，不單讓日華牧師記起上次與傳威牧師一同遊覽， 

當中更有一間懷舊餐廳，擺設了三輛車， 

車牌也是指向日華牧師、傳威牧師與及熾焮歲數的共同信息數字。 

這就證明，神預定日華牧師相隔五年後，將會再次來到環球影城， 

 

此外，環球影城的 Elmo景點，則對應電影《回到未來》的其中一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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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今次遊覽環球影城，是以順時針參觀不同景點， 

與上次逆時針方式遊覽，形成了鏡面倒置。 

 

事實上，今次旅行，亦像是鏡面倒置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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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斷回憶上一次旅遊的情景，仿似電影《挑戰者一號》的劇情， 

主角要以倒車的方式，去解決過去的遺憾，從而勝出這個遊戲般。 

  

此外，對比五年前，開始錄製「天馬座行動第一篇」， 

而今次旅程的幾個月前，熾焮生日時， 

他所進行的計劃，也是名叫「Project Pegasus」， 

因此，這次旅程，是印證了大小飛馬的「Project Pegasus」， 

兩個計劃，也是神所重視、神所悅納的。 

 

因此，當中是強調傳承，大天馬傳承給小天馬， 

就正如電影《挑戰者一號》的內容，是上一代，傳承給下一代。 

 
所以，於旅程中，日華牧師除了回憶傳威牧師之外， 

神所給予我們的另一個託付，就是於接下來的五年， 

我們要照顧下一代，完成他們小獅子的成長歷程。 

而行程的第二天，是參觀濱海灣花園，就更印證日華牧師的想法， 

因為，當中最令人深刻的裝飾，就是一個「小孩子」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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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今年的共同信息郵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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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權能威榮之復還（10） 

於這個行程結束後，到了夜晚，就更明顯，亦挺有趣的。 

那晚，猶如返回數十年前的香港， 

因我們於回程中，經過那些正在擺花市的唐人街， 

販售一些好像數十年前的懷舊產品。 

 

同行的人問我會否去閒逛一下， 

而我回答不去了，反正那裡只是出售一些古舊的東西。 

結果，他們有部分人晚上真的去看了， 

直情是剛過午夜 12時，正在放鞭炮的時候去了，發現商品亦真的非常古舊。 

 

總言之，很有趣，整個過程都很懷舊，亦只能用「懷舊」這個字詞形容。 

因本身，沒辦法，我們最深刻仍是對傳威的事。 

 

我甚至一直帶著筆記本在身，預備隨時寫下一些資料， 

完成《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的內容。 

 

直至星期日，我們正式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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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政叔叔（輔政策略家）夫婦和德昌剛到達新加坡， 

在早上和他們集合之後，下午便正式上船。 

 

一踏上這郵輪，簡直是瘋狂！ 

因為，對於今次的旅程，我是當時才真正清楚，甚至連這艘船的行程， 

上次（五年前與傳威牧師一起的行程）是逆時針，今次是順時針。 

 

所以，今次她先去泰國，其後才去越南， 

這經已很瘋狂了，在上船之後便開始很神奇，非常神奇。 

 

當然，我們已是駕輕就熟，做與之前相同的事， 

同樣買了很多特價飲品，不斷喝那裡提供的免費飲品， 

如老馬識途般，遊走了所有指定的地方、吃東西之類。 

 

意想不到，很多事情開始陸續發生。 

當我們上船後，便開始這趟沒有Wi-Fi —— 沒有網絡的旅程， 

一離開港口，沒想過世界就變了！ 

因為在第二天，當我們能夠接收到信號之後， 

最轟動世界的消息，便是 Kobe Bryant離世。 

 

當然，於我們教會中，好些喜歡打籃球的人非常傷心， 



20200308   www.ziondaily.com 
 

 
 29 

其中一個便是我兒子：「怎會這樣？這樣就死了？ 

41歲如此年青，正是享受退休生活的時間，便突然死了！」 

 

於當時來說，我完全未有想過，這與我們有任何關係。 

因我完全沒想過，正是同一天， 

我在環球影城的時候，會發現有我歲數的那個車牌， 

上面其實同樣是 Kobe Bryant離世時的歲數！當時我仍未發現。 

 

若你現在查看那張相，會看到那張我蹲下來與車牌一起拍的照， 

我並未想過與 Kobe Bryant的死亡時的歲數合照， 

而是想與我現今的歲數及生日日期合照。 

 

我並沒有想過，這一次旅程會如此瘋狂！ 

直至，有人計算出 Kobe Bryant 41歲離世， 

連一日也沒有偏差，是 497個月零 4日。 

即是，4794的鏡面倒置！ 

 

因此，我發覺很不尋常，是極之不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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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覺得於邏輯上，有件事未能說清， 

然而，我知道神是從來未用過這種方法與我們講說話。 

而這牽涉到一個邏輯。 

 

因為我通常是一個執行者，當執行的時候，會遇上一些問題。 

因為，我當這是共同信息，其實也沒可能不當作是共同信息， 

但當你要執行一件事，有些事情你必須考慮才實行。 

 

所以，聽到這消息後，我返回房間休息時思考， 

神從未用過這種方式去印證，讓我們看見一個共同信息， 

因此，裡面必定蘊含了很多事情，要我們於這趟旅程中留意。 

 

接著，便於 Kobe Bryant一生中，發掘出很多事情，令我非常震驚。 

十分震驚的是，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嚴格來說，Kobe Bryant是被謀殺的， 

不過是被 Freemason級數的我們，時空穿梭回去謀殺的。 

 

何解呢？因為，如果這樣計算，我們必須認可一件事，  

使這件事發生的神，其實於 Kobe Bryant出生那天， 

已經預定了他離世當天，一定是我上郵輪的第二天，是一定的！ 

 

但是，Kobe Bryant出生那一天，我們也未知道世上會有這麼多郵輪！ 

更無法肯定在 2020年的 1月 20日左右，我會乘坐郵輪！對不？ 

這個旅程根本還未定。 

 

但是，由他出生那一天，神甚至已預定、考慮了他的離世是在哪一天， 

還要在他離世的那一天，正是 497個月零 4天，一天也沒有多，一天也沒有少！ 

而且，他離世的那一天，就是我坐郵輪的翌日。 

 

這就完全符合這件事必定要完全執行的時候，真正的意思、真正的意義。 

而且，神是否向來也達到這種預知？是！ 

在這種情況下，那就非常恐怖了！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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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歷史共同信息與 Kobe Bryant離世的超然性 

現時，我們已經明白到，Kobe Bryant的事件，並不是偶然， 

並且，大家可以想像，於神的眼中，神是要何等的重視我們， 

才會用上全球最著名籃球巨星的殞落，去成為我們的共同信息？ 

  

當然，過去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已經是非常超然，讓人難以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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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是於創造地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鋪設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 

於歷史一路推進的時候，慢慢的鋪陳與及隱藏，到了近十年，才給我們逐一揭示。 

  

其實，就算是「2012信息」開始之初分享的金字塔和拉線， 

就已經是沒有人類可以做到。因為，金字塔固然不是人類可以建造得到。 

 

並且，拉線之所以能夠出現，就必定需要知道地球的大小和尺寸、 

人類使用的度量衡單位，與及歷史大事將會發生的日期和地點， 

這三個元素加起來，才可以於聖殿被建立以先，已經拉好數以十計的拉線個案。 

因為，假如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尺寸，固然不知道距離是多少， 

但若然沒有正確的度量衡單位，也是不能做到。 

  

而我們亦親身經歷這份震撼。原因，神所給予我們的拉線數字 —— 4794， 

當中，並不是一個年份，而是發生於錫安的大事所相隔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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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一般的拉線，也是指向一件歷史大事所發生的年份，等於與聖殿的距離。 

然而，神所給予我們的拉線，是更上一層樓， 

因為，神不是單單知道發生於一個地方的歷史大事。  

神是要讓我們知道，我們所經歷的每一天，神都知道、神亦鑑察和每天數算， 

所以，才會出現 4794對比日數的拉線。 

  

並且，4794這個共同信息數字， 

不單出現於拉線中，更是出現於各種不同事件、 

不同的共同信息，才令這個代表錫安的拉線數字，如此經典。 

  

並且，足以讓我們明白到，於歷史的長河中， 

神是一邊推進歷史，一邊為我們預備共同信息， 

為的，就是讓我們於這短短十年間，一一發掘出來， 

從而尋找出我們的身份。這就是神給予我們的心意。 

  

所以，當 Kobe Bryant的事件出現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尋找出神的心意。 

因為，他的一生，也是指向錫安的數字，一日也不偏差， 

並且，他的離世，是這一次被神設定以回顧為主軸的航程的第二天發生。 

  

大家可以想想，有甚麼事件，比一個人的離世，更讓人去反思和回顧呢？ 

所以，Kobe Bryant的離世，是讓全世界所有人，一起去回顧和反思。 

  

事實上，神是掌管人生存氣息的神，祂可以收回任何人的氣息。 

然而，若果那個人的死亡，是要造成一個我們能察覺、能留意到的共同信息， 

那麼，這個人一定要是名人，否則，我們就不會多加留意。 

  

然而，要將生命的日數，成為共同信息數字， 

那麼，要控制的，不單是死亡的日期，還要加上出生的日期，才能夠做到。 

  

所以，假如神是要限定於這次航程的第二天，出現 Kobe Bryant離世的新聞的話， 

那麼，這個計劃，於他出生的當天，就已經開始倒數了。 

所以，就連他出生的那日，其實，都是為了將來的死亡而生。 

因此，大家可以想像，神要我們看這件事的時候，是需要何等的認真和嚴重。 

  

神讓一個人的出生與死亡， 

目的，只是為著於指定的日子，給我們製造出一個共同信息數字。 

並且，這個人，並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全世界也認識的籃球界巨星， 

一個所有人都認為，還有大好前途的名人，他應該還有幾十年的光陰， 

去享受他的美好退休生活，甚至乎，是多活一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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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一生，只活了 497個月零 4日， 

就像被腰斬般完結了，甚至比 56歲離世的傳威牧師，更少活 15年。 

 
而目的，卻只是為了於郵輪第二日，給予我們一個共同信息。 

所以，這是一個何等鄭重、嚴重的信息？ 

  

因此，當日華牧師知道當中 4794的共同信息，與及 Kobe Bryant的歲數， 

竟然與傳威牧師的歲數，構成 14,000,605這個傳奇數字時，就更是膽顫心驚。 

 
因為，對比 Kobe Bryant的 4974共同信息， 

14,000,605，這個數字，本身，就已經含有 4794的共同信息， 

所以，當中是拼合出兩個 4794，所以，這一定沒有可能是偶然的。 

 

而這個來自球星死亡的共同信息， 

更讓日華牧師有一種「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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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只是旅程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必須認知道，當我們從這個邏輯去思考時， 

神是用上 Kobe Bryant的英年早逝，去成為我們的共同信息， 

為的，就是讓我們知道，這個信息的嚴重性，與及錫安的偉大程度。 

  

所以，我們更要於當中，像偵探般，搜查出更多的線索。 

就像是我們從過往的線索中，發掘出 Freemason，就是於背後建造共同信息的一班人， 

並且，是將來經歷時空穿梭的我們，指示他們去做。 

  

同樣地，於 Kobe Bryant的事件中， 

我們亦要從這些共同信息，尋找出更多線索， 

讓我們開啟另外一些大圖片。 

  

例如：於這次航程中，不單成為一次回顧之旅， 

並且，整個旅程，由一開始，所有事情也是鏡面倒置的。 

 

而這個鏡面倒置，正如指向 Kobe Bryant一個不能完成的心願， 

以及我們所要完成的心願。因為，這次旅程當中的共同信息， 

就是指向 19歲的熾焮，他將要成為承傳的小獅子。 

  

對比 Kobe Bryant，他卻是不能完成他承傳的心願， 

不能夠將自己的籃球技術，傳授給他的女兒，因為，他的女兒與他一起，撞機身亡。 

然而，於這次航程中，日華牧師的心願，卻是將他所認識的 —— 傳授給熾焮， 

這就是其中一個鏡面倒置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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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球星的離世，是為了給予我們這樣的印證！那便很嚴重了！ 

即是說，神告訴我們一個很嚴重（serious）的信息（message）。 

 

換句話說，我們首次於這郵輪上分享「天馬座行動」， 

其實也及不上第二次，神仍有想告訴我的針對性信息。 

於是，於過程中，我真正查找（check）Kobe Bryant的離世。 

因為，當時我沒有留意他的死因、離世時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然而，當我一看，便覺得非常恐怖！ 

 

因為，你也能夠看見，當時我在環球影城所發現的車牌， 

竟然有他離世時的歲數！然後就發現更多了！ 

包括：他最後一場籃球比賽，被調離場時的時間正正還有 4.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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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Kobe Bryant與 41的巧合 

日華牧師分享到，今年 2020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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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 Bryant與他的女兒，因直升機墜毀身亡的事件，隱藏了大量共同信息， 

不單是指向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離世的傳威牧師， 

亦是指向今年 2020年，日華牧師於農曆新年的郵輪旅程， 

以及五年前，2015年，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一生中唯一一次一同乘搭郵輪的旅程。 

 

當中，部分共同信息於早前的主日信息中，經已為大家分享過。 

例如：Kobe Bryant離世時的歲數是 41歲，而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是 56歲， 

兩者的年齡 41和 56， 正好以鏡面倒置方式，包含了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指向錫安教會最傳奇數值 4794和 923的「14,000,605」，當中除了零以外的有效數值。 

 

大家能夠想像，能夠將這一切本來毫不相干的事情， 

以這種極為超然的方式連繫起來，成為一個無可推諉的共同信息， 

根本是全人類智商和能力相加的總和，都絕對無法做到，甚至，連想像也想像不到。 

 

又例如：Kobe Bryant一生的年日， 

如果以月份數值計算的話，就等如 497個月零 4天， 

正好隱藏了 4794的鏡面倒置數值 4974。 

 

然而，Kobe Bryant離世時的歲數 41， 

原來早已隱藏在 Kobe Bryant的人生中，成為一個預言， 

證明 Kobe Bryan的一生，由開始至終結，每一日都是神所預定， 

為要成為一個共同信息，指向傳威牧師和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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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Kobe Bryant人生中最後一場賽事，是 2016年 4月 13日， 

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位於湖人主場史達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的賽事。 

 

當天的賽事，Kobe Bryant個人為湖人隊得到高達 60分的進球， 

湖人隊在賽事第四節，即最後一節的最後 4.1秒， 

叫了一個暫停，並將 Kobe Bryant換出場，正正對應他離世的 41歲，之後， 

Kobe Bryant便正式退休，結束了他一生共 20年的 NBA生涯。 

 

球賽片段： 

Magical Mamba takes us through as to Lakers lead it by one. 

魔術眼鏡蛇，帶領湖人隊以 1分領先。 

 

Oh my goodness! 

哦，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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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ve been trying to trap him, so he goes away from it and then pulls up and knocks down the long twos. 

他們一直試圖夾擊他，但他擺脫了他們，然後急停跳射，射入了一球遠程兩分球。 

 

He’s got 58. 

他已獲得 58分了。 

 

And the good news is the Lakers have a chance at the final shot because the game clock is at 31.6 so he has 

an opportunity to get six zero in the final game of his 20th season. 

好消息是湖人隊有機會投射最後一球，因為比賽時間仍有 31.6 秒，因此，他有機會在其第 20 季的

最後一場比賽中獲得 60分。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farewell performances for any athlete ever. 

史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運動員告別賽之一， 

 

Oh he pushed off Hayward with him, and he is fouled. 

他推開了正在防守他的希活，他被侵犯了。 

 

But does he have enough legs to give free throws. 

但是他有足夠的力量射入罰球嗎？ 

 

We’ll see. 

讓我們拭目以待。 

 

Two free throws for 60. 

兩罰全中便可得 60分。 

 

A 60-point game for Kobe Bryant. 

高比拜仁獲 60分的一場比賽。 

 

Lakers up by 3. 

湖人隊領先 3分。 

 

Don’t give up any fouls. 

不要有任何犯規。 

 

Hayward all the way. 

希活從後場直接運球到前場。 

 

Mi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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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籃不進。 

 

Taken by Randle. 

蘭度搶獲球。 

 

Bryant. 

傳給拜仁。 

 

Ahead with 7 seconds. 

還剩下 7秒。 

 

Clarkson. 

再傳給卡臣。 

 

Now the Lakers are going to win it! The Lakers are going to win it! What a performance! 

湖人隊將會取得勝利，湖人隊將會取得勝利，好一場出色的球賽！ 

 

What an exit for number 24! 

這是給 24號一場很好的告別賽！ 

 

You couldn’t believe this! 

你真的不敢相信！ 

 

You are watching one of the greatest performances in the history of this game, 

你正在觀看史上最偉大的籃球賽之一， 

 

because of what it means the significance of one of its greatest stars saying goodbye 

因為有其重大意義，就是史上最偉大的籃球明星之一，向大家道別。 

 

Here it is. Kobe Bryant. 

正是這刻，高比拜仁。 

 

Utah will inbound the ball. There are four seconds remaining. 

猶他將會開出界外球，只剩下 4秒鐘。 

 

It’s into Lyles. It’s on its way. 

球在萊爾手上，球已投出。 

 

The game is over and Kobe Bryant’s final memory for us is a 60-point game and a victory over the U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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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zz. 

比賽結束了，高比拜仁給我們的最後記憶，是獲得 60分的比賽，擊敗猶他爵士隊勝出。 

 

大家從影片可見，Kobe Bryant最後一場 NBA賽事， 

竟然正正就在距離比賽完結前的僅僅 4.1秒，被調離比賽。 

在退休球員最後一場賽事完結前，將準備退休的球員調離場， 

是很多球類運動賽事的傳統做法，目的是讓所有觀眾，全部單單為到這位退役球員歡呼。 

 

從以上片段，大家可以看見，最後這 4.1秒，是因為後場的 Kobe Bryant， 

為前場的隊友作了一個長距離傳球，當隊友進球後，賽事就停在 4.1秒， 

Kobe Bryant則在這一刻離場，因而造就了他在人生中最後一場賽事的 4.1秒離場， 

與他四年後，於 41歲離世的神奇對比。 

 

大家試想，要剛好在賽事完結前的 4.1秒，出現入球而暫停， 

這絕對不是人為所能夠製造，也不是甚麼人為的陰謀而導致， 

能夠製造這種印證和對比的，就只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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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開始發現，他這次的死亡，必然是預定的！為甚麼？ 

因為他的離世與傳威的離世非常類似： 

第一、他處於退休的狀態，本應是享受生活； 

而傳威，我一開始的時候，不正是說到這一點麼？ 

第二、我發現傳威的離世，根本無法改變，是預定的； 

原來，Kobe Bryant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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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發現，Kobe Bryant的情況全部也與傳威呈鏡面倒置。 

第一、他像一位副手（second man），他一生也是倣效Michael Jordan； 

而傳威一生也在向我學習。 

 

第二，他死於（與海上）鏡面倒置的天空上，最小型的飛行交通工具； 

然而，這次的旅程，我們乘搭的，是海面上最大的交通工具。 

 

事實上，Kobe Bryant死亡時所乘搭的直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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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他日常的遠程交通工具； 

但是，我不就是說，我乘搭的郵輪，傳威一生中只乘搭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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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Kobe Bryant乘坐直升機的生活習慣 

已退役的著名美國職業籃球聯賽 NBA球員 Kobe Bryant的離世， 

帶著大量指向傳威牧師和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他離世的原因，是因為他乘坐的日常代步交通工具直升機，遇上迷霧而失事撞毀。 

意外中，除了 Kobe Bryant，連同他的機師和 13歲女兒 Gianna都一同身亡。 

 

其實，美國的名人和富豪，常以直升機作日常短程代步工具， 

因為，直升機可以免除交通擠塞的時間延誤。 

Kobe Bryant曾在電視訪問中，提及到自己經常使用直升機代步， 

因為可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可以有更多時間訓練和陪伴家人。 

而 Kobe Bryant喜歡坐直升機代步，是一個在美國人所共知的事。 

 

訪問片段： 

Um…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routine, your Newport Beach and you’ll take a helicopter. 

跟我們說說你的日常生活吧，紐波特海灘，然後乘坐直升機， 

 

Walk us through it and why and how that started,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that story. 

告訴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怎麼開始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故事。 

 

Yeah, so um…I always get to practice really early. 

我總是很早就開始練習， 

 

My routine is always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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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常總是一樣的， 

 

I'd wake up 4 in the morning, and I'd lift weights, you know, really early 5 in the morning. 

每天早上 4點起床，然後舉重，很早，凌晨 5點。 

 

Get home at about 6:30, and time to wake up the kids for school. 

大約 6:30回家，喚醒孩子上學， 

 

And then I take the kids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that's what I do. 

然後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這就是我的日常。 

 

I take them to school and then after I take them to school, I go to practice. 

我帶她們到學校，然後去練習， 

 

I drive to practice and this is when before people started really moving down south. 

我開車去訓練，這是在大家開始真正南下之前， 

 

So I can get down to LA in 30-40 minutes, right.  

所以我可以在 30-40分鐘內到達洛杉磯。 

 

So I practiced, I'd stay late after practice, get my shots up, treatment up, drive back and I can get back in 

time to pick the kids up from school, you know after-school activities, all that fun stuff, even on weekends. 

我練習，經常訓練到很晚，提升技術，好好治療，開車回來，我可以及時回來接孩子放學，課後活

動，玩樂，即使是在周末。 

 

But then, traffic started getting really, really bad, right? 

但是後來，交通開始變得非常糟糕，對吧？ 

 

And I was sitting in traffic, I wound up missing like a school play because I was sitting in traffic, and this 

thing just kept mounting. 

有天我正堵在路上，我最終錯過學校演出，因為我正堵在路上，而且這種情況不斷增加。 

 

I had to figure out a way where I could still train and focus on the craft, but still not compromise family 

time.  

我必須尋找出路，既能訓練，專注於這項技藝，又不影響與家人共處的時間。 

 

And so that's when I looked into helicopters and be able to get down and back in 15 minutes. 

於是我開始選擇直升機，我能在 15分鐘內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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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at's when it started, and so my routine was always the same. 

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所以我的日常都是一樣的。 

 

Weights early in the morning, kids to school, fly down, practice like crazy,  

一大早就舉重，孩子去上學，坐飛機下去，瘋狂地練習。 

 

do my extra work, media, everything I needed to do, fly back, get back in carpool line, pick the kids up. 

做額外的工作，媒體工作，所有要做的事情，飛回來，回到拼車隊伍，接孩子放學。 

 

And my wife was like, listen, I can pick them up.  

我妻子說：聽著，我可以接她們。 

 

I'm like no no no. 

我說：不不不。 

 

I want to do that because like you know, you have road trips and times you're not, you don't see your kids. 

我想這樣做，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出差，就沒辦法看到孩子。 

 

You know, so like every chance I get to see them and spend time with them, even if it's 20 minutes in your 

car, like I want that, right, so... 

所以每次我有機會見到她們，和她們呆在一起，即使是在車裡的 20分鐘，也是我想要的。 

 

無獨有偶，早於 3年前的 2017年，已經有一齣美國的低俗卡通片， 

恥笑 Kobe Bryant乘坐直升機代步的危險習慣，早晚會出現墜機意外。 

 
卡通片中，描述 Kobe Bryant在乘坐直升機時， 

遇到意外而墜機，彷彿就是 Kobe Bryant的死亡預告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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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通片段： 

It's Kobe Bryant! 

是高比拜仁！ 

 

Help me. 

救我。 

 

Just pass me the trophies and we'll pull you out! 

把奬杯給我，我們就把你拉出來。 

 

Pass? 

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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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天，這邊是海；那邊是最小型的，這邊是最大型的； 

那邊是日常，這邊卻是一生一次。你覺得恐怖嗎？ 

 

並且，連他的「4974」，也是我們「4794」的鏡面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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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看這個過程中，讓我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神藉他所引發的信息，是在表達甚麼？ 

 

Kobe Bryant是與女兒一同離世的， 

而他一直有意把自己所有學到的，承傳給女兒。 

但是，遺憾地，他與女兒一同離世。而傳威離世前的一年， 

除了「綻放」以外，便是「承傳」這個信息，與傳威息息相關的， 

 

事實上，我預備傳威回憶錄時，最後部分我也特別提到承傳。 

傳威的工作完結了，但是，他也留下一個空位， 

這個空位不是重複舊時的工作，但這個位份和責任仍然存在。 

所以，這不是一個承繼，卻是承傳。 

即不是照樣複製就能夠做到，不行， 

接下來錫安的擴展，其實需要承傳，而非承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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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Kobe Bryant及傳威牧師離世與承傳信息的嚴重性 

日華牧師於今次郵輪旅程中，串連眾多共同信息， 

包括 Kobe Bryant的死亡，令日華牧師不得不認真地思考， 

究竟，神用傳威牧師的事件、傳奇球星的死亡去成為共同信息的目的是甚麼？ 

究竟，當中要帶出一個甚麼的教訓？ 

當中，又為甚麼必定是鏡面倒置？ 

  

要尋找出答案，就必定要認知這些事件的屬性與及當中的碎件， 

除了 Kobe Bryant存活在世的日子，是與 4794有關， 

一日也不偏差之外，當中，亦有好些碎件值得留意。 

  

包括，對比 Kobe Bryant的 41歲，傳威牧師還要大 15年， 

然而，Kobe Bryant已經正式退休，並且，早於幾年前，已脫離籃球員生涯， 

對於一名退休人士而言，傳承的意義，就更加大。 

而他的女兒，就是將要承傳他的承繼者。 

 

所以，傳威牧師的事件發生時，我們下意識會想， 

我們應該承繼傳威牧師的志向，並且，整間教會一齊努力奔跑。 

而作為領袖的一群，就要更加倍努力，多跑一步， 

去填補傳威牧師的位置，承傳他未有完成的事工。 

因為，這是錫安一貫的專業事奉精神，拼盡自己每一口氣息，為神奔跑。 

這就是我們面對傳威牧師的事件時，會下意識有一個正面的反應。 

  

我們甚至覺得，自己仍然是年輕的一群， 

仍然有氣有力，可以於錫安繼續長青下去，每天努力事奉神， 

亦因此，我們就不會想到，要於往後的五年，花盡我們的努力去訓練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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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用 Kobe Bryant的死亡，帶出一個重要的信息， 

如果神於一年前，給予我們「傳承」這個共同信息的話， 

那麼，面對傳威牧師的事件，甚或 Kobe Bryant的死亡， 

其實，我們應該要看自己是一位退休的人， 

將我們所認識、所活出的信仰，整全地傳遞給下一代。 

  

因為，既然我們是鏡面倒置的話， 

Kobe Bryant沒法完成他的心願，培育自己的女兒，成為籃球巨星， 

那麼，對於我們而言，鏡面倒置，就是我們能夠完成「承傳」這個心願， 

於這短暫的時間當中，真的可以培育好我們的下一代， 

培養他們成為獨當一面的小獅子、達至新婦的資格， 

這就是作為領袖的一群，應該要有的態度。 

 

因為，於這個旅程中，神刻意讓日華牧師知道，神重視傳威牧師的程度， 

到一個階段，讓這次的旅行，成為傳威事件的延續篇， 

於下船後，就要立即錄製成主日信息。 

  

並且，神更是於旅程中，加上小飛馬「Project Pegasus」的信息。 

為的，就是要提醒日華牧師，這次傳威牧師的離世， 

同時間，亦是小獅子承傳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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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船程的第二天，神預定了 Kobe Bryant和他的女兒一定要離世，作為提醒。 

提醒日華牧師，傳威牧師的離世、與傳承的共同信息，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兩者也是同樣重要，也就是說，當我們重視得著死人復活的能力，相信從灰燼裡復活的同時， 

我們亦要相信，我們能夠完成「傳承」的使命。 

  

因此，作為領袖的一群， 

當我們不斷釋放信心，相信死人復活神蹟誕生的同時， 

我們又有否釋放信心，去相信「傳承」這個方向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能夠理解，Kobe Bryant事件對我們的意義， 

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正正就是給予我們最重要的信息， 

這個信息，就是我們要完成承傳下一代的使命， 

於這段時間裡，將更多的心力、時間、精神，放於下一代中。 

因為，假如我們沒有做好「承傳」的話， 

那麼，Kobe Bryant的遺憾，就會成為我們的遺憾。 

  

事實上，電影《Ready Player One》的劇情， 

正正就是讓男主角有機會去修補、挽回這些遺憾。 

所以，作為領袖，我們應該要懂得趁時而作， 

不要為自己製造 Kobe Bryant的遺憾。 

 

而這個重要信息，對於日華牧師而言，尤其重要， 

原因，對於 Kobe Bryant來說，他已經錯失了這份「傳承」，不能夠看著女兒成長， 

但日華牧師比 Kobe Bryant還要大 17歲，  

所以，他亦要更仔細地，調節錫安的方向，去完成這份「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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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對於領袖們而言，他們早已習慣奔跑於天路， 

他們甚至會覺得自己可以繼續長青，還有五十年的時間可以事奉。 

  

對於我們個人而言，當然可以這樣想。 

但是，假如神還有五年就回來呢？ 

並且，所有人於五年後從灰燼中復活，而他們復活後，就已經成為新婦， 

隨即進入三年半，或者七年大災難的開始呢？ 

那麼，我們又怎麼辦？ 

  

也就是說，假如我們沒有仔細栽培這班小獅子， 

五年後，我們的兒女，他們的屬靈光景，究竟又會怎樣呢？ 

他們又能否上到天堂呢？他們能否成為新婦呢，或是連賓客也不如呢？ 

  

所以，對於日華牧師來說，Kobe Bryant所帶出的信息，是遠超於 4794的巧合。 

因為，神是要藉著一個傳奇球星的英年早逝，去全然改變日華牧師的想法。 

因為，對於日華牧師而言，他已經事奉了 35年， 

假如再事奉五年的話，這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甚至乎，可以輕鬆地完成。 

因為，現時已經預先錄製，而未對外發放的主日信息，已經有一至兩年的存貨。 

那麼，五年的事奉時間，又算得上甚麼呢？ 

  

但是，對於以熾焮為代表的下一代而言，五年的時間，卻是十分重要。 

 

因為，如果神只有五年就回來的話， 

那麼，他們只有這五年的時間去事奉，這就是他一生事奉的全段光陰。 

所以，這五年間，他們要快速成長，甚至是青出於藍。 

  

因為，日華牧師於信主後五年，就已經開荒，建立錫安教會成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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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位道教徒，信主後成為大家的牧師，當中的時間，就剛好是五年。 

而恰巧，熾焮於五年後，亦會成長到 24歲， 

24，正正亦是 Kobe Bryant於湖人隊的球衣號碼。 

 

既然，日華牧師在缺乏幫助下，於 18歲信主後， 

23歲就成為錫安的牧師，這就是一個印證和見證， 

原來，五年時間，其實可以有很大程度的成長，並且，完成很多事工。 

  

所以，當我們的下一代，也懂得生性、願意跟隨、一起奔跑於這條天路，渴想成長時， 

那麼，我們就要檢討，我們有否花盡心思給予我們的下一代呢？ 

  

事實上，對於錫安的領袖群而言，面對現時的事奉，簡直是綽綽有餘， 

假如不需要計較建立下一代的話， 

其實，大家會有很多時間，甚至每年可以去一次旅行， 

不論是佛羅里達、加拿大、溫哥華，或是到和路迪士尼遊玩。 

這樣，我們的兒女亦會很快度過這五年時間， 

但最後的結果，就是去了五次長假期旅行而已。 

  

但假如，五年後，所有人從灰燼中復活呢？屆時，怎麼辦？ 

我們的兒女，又有否於這短短五年中，預備好，去承接這個大復興呢？ 

  

大家可以想想，於上一個五年，神開啟了日華牧師，去開始「天馬座行動」信息。 

但現在，於再接續的下一個五年，神是給予我們小馬的信息， 

就是小獅子要被建立，他們要興起的時間， 

那麼，我們又會否順服於神的帶領，願意肩負起建立小獅子的責任呢？ 

  

這就是為何神要將 Kobe Bryant的死亡，放於郵輪上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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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要製造一件可以構成極大衝擊的事件，讓我們記住一個心思， 

就是我們懂得 Kobe Bryant事件所帶來的教訓和遺憾。 

  

因為，假如 Kobe Bryant沒有兒女的話， 

或者，他的女兒，不是出色的籃球員的話， 

那麼，人們就沒有這種強烈的遺憾感。 

 

Kobe Bryant有著極大的遺憾， 

正正就是因為他有機會可以完成這次承傳，但最終卻做不到。 

  

但對於這次郵輪假期而言，熾焮正正就是於郵輪上， 

並且，他亦是小馬信息的代表，因為，於上年的 9月 29日， 

「Project Pegasus」首映禮的內容，正正就是講述他的成長、他的承傳。 

 

因此，當中的強烈對比，就是為要讓我們理解到， 

其實，於今年，錫安亦有一個承傳， 

並且，我們不會有著 Kobe Bryant的遺憾， 

因為，我們汲取了他的教訓，並且，我們還有五年的時間。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其實，神用上 Kobe Bryant和他女兒的死亡， 

去給予我們一個何等重要的信息。 

於過去 19年間，其實，日華牧師已經盡力培育熾焮的成長，讓他可以承傳， 

甚至乎，希望藉著一套信息，去分享他過往養育兒女的心得， 

讓他培養下一代的方法，能夠傳承給教會所有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 

  

所以，於神的眼中，現在，顯然正正就是全教會也要做好承傳的時間， 

因為，假如我們全教會，一早已經有著建立年輕小獅去承傳這個概念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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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不需要讓 Kobe Bryant和他女兒的離世，成為我們的提示， 

甚至乎，說不定，Kobe Bryant和他的女兒，仍然可以快樂活下去。 

  

這就成為了日華牧師的提醒，如果我們一早已經有著正確的心態， 

做得正確、做好承傳的話，甚至，神可能根本不需要安排這個共同信息。 

  

既然，神刻意安排這個共同信息的話， 

那麼，就反過來，證明我們對於這個題目，還未有認真去對待， 

而對於日華牧師而言，這是一個何等重要的提醒。 

因為，神是用上一個球星的英年早逝，去傳達一個信息， 

這已經表明，這個信息，必然是十分嚴重和緊急。 

  

當中於時間性上的巧合，更是讓我們知道， 

這個鏡面倒置信息，必然是與我們有關。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雖然，我們是說，Kobe Bryant是於日華牧師第二日的航程中離世。 

然而，由於美國時間，比新加坡慢十多個小時， 

所以，當日華牧師於 1月 26日，與熾焮上郵輪的時候， 

其實，Kobe Bryant亦是於美國時間的 1月 26日早上，同樣出發去乘坐直升機。 

 

所以，兩件事，其實，也是於同一日發生， 

只不過，因著時區不同，變成了航程的第二天。 

  

但是，最終所出現的結果，卻是鏡面倒置， 

於郵輪上，日華牧師與熾焮一行人，是開心度假， 

但對於 Kobe Bryant與他的女兒和朋友，卻是一同踏上直升機死亡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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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上一次是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而今次，則是小馬的信息。 

所以，神必然是藉著今次的事件，去調節我們的方向，並且，讓我們針對性去做， 

就是印證我們有一些事情，需要去改變、去改好， 

為的，就是要避免這個遺憾的發生，甚至，將它相反。 

  

也就是說，對於所有人而言，他們亦會有這個遺憾， 

但我們卻不可以讓這遺憾發生，而我們去扭轉這個結局的時間，就只有這五年。 

這就是 Kobe Bryant事件所帶出的嚴重信息。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神曾經用上各式各樣，不同的共同信息，去與我們溝通， 

但從未試過，像是刻意讓一個人飛來橫禍般離世， 

以這種嚴重方式，去成為我們的共同信息。 

  

我們與其說，是神刻意令 Kobe Bryant離世， 

倒不如索性說，神為了創造一個給予我們有關「傳承」的共同信息， 

而創造出 Kobe Bryant這個人物，與及他的故事。 

  

因為，於近代籃球史中，沒有一個球星，可以對比傳威牧師的故事， 

正如傳威牧師一生的心志、事奉方向，就是要學習日華牧師，成為他的副手， 

一生也在日華牧師的身邊，成為他最好的徒弟，並且，不斷模仿日華牧師。 

 
同樣地，Kobe Bryant為眾人所認知，他就像是Michael Jordan的 Second Man般， 

從他出道開始，已經是因著模仿Michael Jordan， 

這位史上最偉大的籃球員而被人所認識， 

並且，他亦真的承繼了Michael Jordan的位置。 

由於他們相差 15歲，當Michael Jordan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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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皇朝瓦解的時候，Kobe Bryant所建立的湖人皇朝，就雄霸了 NBA。 

 

所以，Kobe Bryant的故事， 

絕對是考驗我們於未來的五年間，如何對待和訓練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我們要多花時間，給予他們機會、塑造、鍛煉。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其實，神可以讓 Kobe Bryant以另一種方法，去成為日華牧師的提示， 

並不需要用直升機，全機所有人撞機身亡這種劇烈方式，構成共同信息。 

  

既然，神可以全然操控 Kobe Bryant的生死，讓他於某一日的某一個時間身亡。 

那麼，神亦定必可以操控 Kobe Bryant的生活時間表， 

安排他有一些節目，需要去新加坡， 

甚至乎，乘坐直升機，與女兒一起降落於藍寶石公主號， 

之後，與日華牧師握手，這也必然可以是一個共同信息。 

因為，用這種方法，一樣會讓我們知道，是神參與， 

並且，是將我們成為主角。 

  

甚至乎，這種輕易 100倍、不需要製造傷亡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製造出 41歲，這個 497個月零 4日的共同信息， 

因為，日華牧師必然會查考當中的共同信息。 

  

但是，為何神沒有用這種輕易 100倍的方法呢？ 

當中的分別，就是 Kobe Bryant的死亡事件，會帶來一份震撼， 

以其他方式製造的共同信息，根本無法比較。 

  

日華牧師分析，其實，對他而言，由於他並不認識 Kobe Br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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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籃球明星的認識，亦只限於Michael Jordan的年代， 

所以，當 Kobe Bryant的死亡，成為共同信息時， 

其實，這份震撼，對於日華牧師而言，並不算是十分劇烈。 

  

然而，對於喜歡觀看籃球比賽的錫安小獅子而言， 

這個震撼全世界的消息，對於他們來說，就會變得十分劇烈， 

成為一個非常複雜的共同信息。 

  

原因，從傳威牧師，以至 Kobe Bryant的死亡所製造出來的共同信息， 

本身，就已經帶出了一個非常趕急的氣氛，就是讓人感到，人生短促無常， 

我們趁著還有氣息的一刻，就應該趁時而作，努力趕上。 

 

並且，小獅子更加要努力， 

因為，既然神已經印證，灰馬的能力，是大小馬結合產生的， 

那麼，大家又有否留意到，自從日華牧師完成這次郵輪之旅後， 

整個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並且，各方面也在急劇惡化中。 

那麼，小獅子的成長，又是否趕得上這種不斷急劇遞增的審判能力呢？ 

也就是鐵杖審判列國的能力呢？ 

  

這就是為何，神用上傳威牧師及 Kobe Bryant的事件， 

營造這份異常急促，需要我們立即去留意、作出反應的氣氛。 

不單是上一代，要作出回應，學習承傳； 

而下一代，亦要急速成長，盡快趕上。 

  

事實上，日華牧師與熾焮，就已經成為了初熟果子， 

示範出，當能夠做得好承傳、能夠完成這份承傳的時候， 

其實，不單上一代，可以成就「Project Pega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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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下一代，都可以有自己的「Project Pegasus」。 

所以，於神眼中，日華牧師與熾焮，已經成為了合格的一群。 

 
神刻意製造這份緊急、急促的共同信息， 

其實，是要帶給那些還未有趕上的弟兄姊妹， 

就是那班未有將信仰完全傳承給下一代的父母， 

或是為人子女，未有成為小獅子的一群，他們反而會更感受到這份震撼。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神是用 Kobe Bryant來到藍寶石公主號與日華牧師握手， 

去成為共同信息的話，這只會是錦上添花式的印證， 

並且，對於其他人而言，甚至不會覺得有非常切身的關係。 

  

但神用上 Kobe Bryant墜機身亡的話， 

越認識 Kobe Bryant的一群，感受就越深，他們的反思，就越劇烈， 

並且，神不單單挪去 Kobe Bryant，連他的女兒，也一同身亡。 

這種極端的方式，就能夠對所有人，製造出這份緊急、急促， 

甚至是「生與死」的感覺。 

  

事實上，教會在這一、兩年，亦於神的帶領下， 

開始整體有著籃球運動的氣氛，這是過去未曾發生過的現象，很多弟兄都會參與籃球運動。 

所以，Kobe Bryant這位籃球界傳奇巨星的離世，就能製造出最大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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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於灰馬下，不單球星離世，連 NBA籃球賽， 

亦像是死亡般，因著肺炎疫情而暫時無限期停賽。 

對比我們教會，亦像是雙子般，一生一死，鏡面倒置的結局。 

 

所以，作為錫安的領袖群， 

他們已經如傳威牧師般，成為了小孩子，通過了神的考驗， 

那麼，再多的時間，亦只會是增加我們的獎賞。 

 

就正如 Kobe Bryant死前，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傳奇籃球員，並且，他已經退休， 

所以，就算再多五年時間，其實，他都不需要再於籃球界中，爭取甚麼名份， 

唯一於籃球界中爭取的，就是為自己的女兒去爭取。 

  

同樣地，於神的眼中，我們已經是合格，並且得到大量獎賞的一群， 

但相對我們的下一代，他們卻是尚未完成考驗和試煉， 

尚未合格的一群，他們要於五年的時間中，完成他們的部分， 

所以，他們所需要的，就是我們的幫助。 

  

因此，對於日華牧師及錫安一眾的領袖而言， 

就算再多做五年，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了這班未合格的下一代，傳承給他們。 

  

所以，如果神還有五年就要回來，人們將要從灰燼中復活，有著復活身體的話， 

那麼，這五年的承傳，就比我們之前繼續維持所做的， 

更為重要，因為，對於年輕的一代而言，這就是勝敗關鍵的五年。 

 

這就是另一個原因，為何神為著弟兄姊妹的緣故， 

必須安排 Kobe Bryant父女一同死亡，去成為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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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要帶出，在祂眼中，最有價值的是甚麼呢？  

 

對於 Kobe Bryant而言，他一生不斷奮鬥，十年如一日地鍛鍊， 

目的，就是擊敗所有敵手，成為世界上最有名的傳奇球星， 

甚至乎，他的女兒，跟他一樣， 

於短短 13歲的人生中，就是不斷練球，希望於籃球界中，獲得成就。 

  

對於世人而言，他們會仰慕 Kobe Bryant與及他女兒的成就， 

覺得 Kobe Bryant是世界上，不可多得，偉大的籃球員。 

  

然而，神與世人的價值觀卻並不相同， 

相反，於神的眼中，Kobe Bryant的奮鬥，是完全沒有價值， 

就算神給予 Kobe Bryant的女兒，再多五年、十年的光陰， 

其實，也只會繼續維持現在沒有任何價值的生活。 

亦因此，神是輕易地，就將他們的生命氣息收回， 

目的，就是讓錫安的年青人看清楚，真正的人生價值是甚麼。 

  

大家可以想想，作為全世界最偉大的籃球員， 

神沒有為他預備任何共同信息，甚至乎，他和他女兒的死亡， 

只是成為錫安的共同信息，並且，成為鏡面倒置的教訓。 

  

對比神給予錫安的共同信息，是多得不可勝數。 

這就證明了，神眼中的價值觀，是與世人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 

而小獅子就要於短時間之內，擁有這份覺悟，懂得選擇上好的福份， 

不要浪費餘下僅有的五年光陰。而對於教會年長一群的領袖而言， 

他們亦有這段時間要做的工作，就是協助這班年青小獅子去趕上。 

  



20200308   www.ziondaily.com 
 

 
 60 

亦因此，為何共同信息中，綻放後會提及到承傳？ 

因為，當綻放之後，就是結果子。 

正如主耶穌一樣，唯有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才會結出許多子粒。 

這就是主耶穌基督來到的目的，亦是我們效法主耶穌基督時，所要完成最後的功課。 

  

並且，於新約教會的時候，主耶穌的承傳，往後還有二千年， 

所以，眾人也可以慢條斯理。 

然而，到我們現在要完成「承傳」這個功課時， 

我們並沒有五十年的時間去等待我們，我們現在所有的，就只有這五年的時間， 

當一踏入七年大災難，之後再不會有二千年的教會時期， 

所以，這就是為何神給予我們，Kobe Bryant之死，如此嚴重的共同信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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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這過程中，我發現 Kobe Bryant的離世，是神藉著這個旅程讓我們知道， 

我們過份輕看了，神於一年前所講的一個重要信息。 

神讓我們知道這是第二次的「天馬座行動」。 

 

Kobe Bryant效力於湖人隊， 

而於「Project Pegasus」（2019年熾焮生日所拍攝的成長紀錄片）， 

熾焮生日時，其實弟兄姊妹送了一個籃球給他， 

那個籃球的顏色非常特別，正是湖人隊球衣的顏色！十分瘋狂！ 

即是隱藏在熾焮「Project Pegasus」的，是湖人隊（Lakers）， 

代表這個信息一直在熾焮的「Project Pegasu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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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次再看「Project Pegasus」，當以承傳的概念去看，便非常特別。 

如果大家有留意，當天熾焮製作的「Project Pegasus」， 

它的標誌（logo）也是一隻翅膀，是一條很長的線條，是翅膀的形狀； 

而我們乘搭的藍寶石公主號郵輪。 

當你看的時候，她的 logo像一名女性，旁邊有些頭髮飄揚似的， 

但你也可把它看作為一隻翅膀。 

而她的船頭，左邊有一個 logo，右邊則為鏡面倒置的 logo， 

連起來，船頭就像是擁有一雙翅膀。 

 

只是當我們第二次去同樣的地方，不是再說上一個「Project Pegasus」了， 

而是說接下來這個承傳的「Project Pegas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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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Project Pegasus」紀錄片 Logo隱藏的共同信息 

精華短片 VO「兩次「Project Pegasus」的信息」， 

介紹了錫安教會第二個「天馬座行動」信息，「Project Pegasus」。 

這是源於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希望在這段合適的時間， 

分享自己十多年間教養兒子熾焮的心得。 

  

其中，在第二個「天馬座行動」信息裡， 

除了日華牧師的分享之外，製作團隊也希望從熾焮口中， 

得知過去日華牧師是如何教導他，使他建立出優美的信仰和似神的內涵。 

 

於是，製作團隊透過一連串旅行和閒談訪問方式， 

理解熾焮作為錫安教會主任牧師兒子，他成長的心路歷程， 

再將日華牧師的分享，與熾焮的訪問，穿插製成一套「Project Pegasus」紀錄片， 

成為 2019年 9月 29日，熾焮 19歲生日前夕，送給日華牧師的禮物。 

因此，整個計劃，就是屬於熾焮作為小獅子的第二個「Project Pegasus」。 

  

然而，今年春節，日華牧師乘搭藍寶石公主號度假期間， 

神藉著傳威牧師的離世、Kobe Bryant的離世、 

藍寶石公主號及電影《復仇者聯盟》等共同信息， 

揭示了一個關於錫安教會下一代「承傳」的信息， 

而且，與兩次「Project Pegasus」的信息，更是息息相關。 

 

詳情，日華牧師將於接下來「權能威榮之復還」的教導裡，為我們進一步詳盡解說。 

  

值得留意，第二個「天馬座行動」信息， 

即上年 9月 29日，熾焮 19歲生日前夕所製作的「Project Pegasus」紀錄片， 

於首映禮當日的佈置，以及熾焮送給日華牧師的籃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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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印有今次「Project Pegasus」紀錄片的大會標誌。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這一個以線條構成的標誌，其實是一輛汽車的側面， 

這標誌，則再為這輛車添加了一隻翼。 

 

今年春節度假，日華牧師透過 Kobe Bryant因直升機意外而離世的事件， 

發現「承傳」的信息，而直升機，正是天上最小型的載人工具。  

再對比當時，日華牧師度假所乘坐的藍寶石公主號郵輪，則是海上最大型的載人工具。  

一個是天上，另一個則是海上；一個是最小型，另一個則是最大型。 

 

只是，除了直升機有翼之外，其實，藍寶石公主號郵輪在設計上， 

亦刻意在船上加了一個稱為船翼（Wing）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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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紀錄片「Project Pegasus」的標誌，正是一輛添了一隻翼的汽車，同樣都有翼。  

 

而汽車，正是介乎直升機與郵輪之間的交通工具， 

直升機是在天上，郵輪是在海上，而汽車則是在地上。 

可見，在神的帶領下，「Project Pegasus」的標誌，特意為汽車添加了一隻翼， 

正好構成今次春節旅程中，神啟示錫安教會下一代有關「承傳」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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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熾焮於生日時的這套「Project Pegasus」影片， 

主題正是承傳，就是分享我怎樣教他、如何把信仰傳遞給他， 

並且，他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能夠拿起（pick up）自己的信仰， 

向神負責任，本身正是講述這件事。但在第二次，神用一個明星之死來講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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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兩次 Pegasus信息的意義 

上星期，我們已經一步一步揭示， 

原來，今次的旅程中，神是將一連串複雜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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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信息的方式，向日華牧師揭示。 

  

當中，不單止包括綻放、還有一年、傳威牧師事件、Kobe Bryant，甚至是傳承， 

並且，於旅程中，是更進一步，以五年前， 

由日華牧師錄製的「Project Pegasus」，呼應今次熾焮的「Project Pegasus」。  

 

並且，於拍攝小獅子的「Project Pegasus」，更出現加拿大的共同信息印證， 

包括熾焮於香港時間 7月 7日，參觀日華牧師當年位於加拿大梳士巴利 Salsbury的宿舍時， 

同一日，香港就有 23萬名黑衣人示威者，以梳士巴利道作為遊行示威起點， 

 
對照同一個年紀的兩班年輕人，他們於人生道上，截然不同的選擇， 

像是雙子般，一個選擇生命、一個選擇死亡。 

而同一日，亦是 1995年，即 24年前， 

日華牧師經歷加拿大威士拿（Whistler）事件後，返回香港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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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複這一段共同信息， 

原因，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神超然的印證，一日也不偏差， 

因為，熾焮於人生中，是首次踏足加拿大， 

而日華牧師，亦是於同一日離開加拿大。 

 
然而，當這些共同信息串連起來的時候，我們又有否盡自己的責任， 

就是於神的作為中，歸納及推理出，神希望與我們溝通的信息呢？ 

也就是說，神製造這些超然的共同信息，目的，又是甚麼呢？ 

  

從熾焮接續日華牧師於同一日回到加拿大， 

與及兩次相隔五年的「Project Pegasus」， 

明顯地，神是為了塑造及突顯出「傳承」這個題目， 

就是神交給日華牧師的事奉和工作，將會由熾焮所代表的下一代繼續， 

原因，兩人相隔 24年，於同一天身處加拿大，一個是離開、一個是到達， 

明顯地，當中的信息，由下一代去承傳日華牧師離開加拿大後，未完成的工作。 

  

並且，於這兩次相隔五年的「Project Pegasus」當中， 

香港亦發生了兩件相隔約五年的大事， 

就是於 2014年所發生的黃絲帶佔中運動，與及 2019年的反送中黑衣人運動。 

而這兩件事，於時間性上，亦是發生於兩個「Project Pegasus」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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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知道，佔中運動是因著過往香港社會對於錫安的逼迫，因而引動了神的審判， 

當中不單讓上一代的香港人受害，並且，他們亦永遠失去他們的下一代。 

  

而今次的反送中運動，是另一波更大的審判和動亂， 

然而，黑衣人的出現，正正是於熾焮籌備「Project Pegasus」那段時間，才開始慢慢成形。 

  

正如 7月 7日，熾焮於加拿大的時候，才出現第一次九龍區的大遊行， 

年青人才慢慢開始全身黑衣人打扮，成為對抗政府的主力。 

所以，第二次的審判，就像是隨著熾焮的成長而出現。 

因著熾焮行於神的步伐中，從而引動神的回應。 

 

當我們繼續分析下去，從神的共同信息中， 

我們已經分不清，黑衣人事件和現在肺炎事件的審判， 

究竟是日華牧師所導致，還是熾焮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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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中亦有指向日華牧師的共同信息，所以，應該是兩者混合出來的果效， 

於是，就有著指向日華牧師，與及熾焮的共同信息，同時間出現。 

 

然而，這是神刻意為之，讓人分不清， 

因為，於環球影城的車牌中，有著眾多 19的共同信息。 

但今年，同時亦是熾焮 19歲的生日，那麼，於新加坡，19這個共同信息數字， 

究竟是神指向日華牧師 9月 1日生日，還是熾焮 19歲的生日，這已經分不清楚， 

因為，他們兩人也於同一時間，在新加坡的環球影城出現。 

 

這就證明，神是刻意為之，為要說明，神認同這是同一個事奉， 

只不過，日華牧師與熾焮，分別代表上下兩部分。 

正如，武漢肺炎與承傳，兩者是同時發生，當中更包括 Kobe Bryant的離世， 

這些信息，也是與熾焮的承傳，也就是「Project Pegasus」有關。 

  

從這個角度理解，我們就會明白到， 

既然，神第一次審判，是為著證明錫安行於神的計劃中， 

那麼，第二次審判，同樣，也是為著印證錫安， 

只不過，第二次，是牽涉熾焮，與他有關連。 

  

也就是說，這個共同信息，是為著讓我們明白到，神同意了這個事奉和呼召， 

然後，同時產生出這個審判，也就是印證承傳的信息。 

 

因為，7月 7日，除了是日華牧師離開加拿大，與 Gideon分裂的日子， 

同時間，亦是第二個「Project Pegasus」拍攝的日子。  

也就是說，於第二個「Project Pegasus」拍攝的同時， 

 
亦是香港遊行，於同一條梳士巴利道，對香港的年青人，展開四馬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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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神的信息讓我們知道，祂有意用這種方法去印證，並且告訴我們， 

於今時今日，與時並進的事情，其實是來自我們的事奉， 

包括承傳的事奉，會一直繼續下去，而審判也會因著這些事情，而不斷繼續發生。 

  

並且，這個對於世界的審判，更是有增無減，一直延續到現在， 

由上一年夏天的反送中運動，到郵輪上，武漢肺炎的擴散， 

這全都是神藉著審判全世界，去印證承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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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每一個也對三個人說：「那麼，我要接收這個 4794的承傳了！」 

 

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