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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3月 22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28 權能威榮之復還（11）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疫情封城事件蔓延至全球 

自 2019年 12月底，中國湖北武漢市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後，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 

2月 2日，日華牧師完成今年郵輪旅程回港後， 

隨即，世界各地也相繼發現新型冠狀病毒及確診個案， 

這些國家確診案例的發生時間，分別為： 

 

2月 2日，即日華牧師回港的同一日， 

中國國家衞健委累計通報中國大陸確診 17,205例、死亡 361例， 

死亡人數超越 SARS事件裡，中國大陸的死亡總數。 

 

2月 4日，比利時、埃及出現確診。 

同日，鑽石公主號爆發感染個案， 

郵輪停留在日本橫濱港大黑埠頭，船上人員進行個人艙房隔離 14日， 

截至 3月 2日，船上已有 705人確診，其中 6人下船後死亡。 

 

2月 19日，伊朗發現首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2月 21日黎巴嫩和以色列； 

2月 22日伊拉克； 

2月 24日阿富汗、科威特、巴林、阿曼； 

2月 25日奧地利、克羅地亞、阿爾及利亞、瑞士及巴西； 

2月 26日巴基斯坦、喬治亞、羅馬尼亞、北馬其頓、希臘、挪威等。 

 

截至 2020年 3月 18日早上，全球超過 161個國家或地區發現確診個案， 

中國內地個案總數 80,894宗，3,237宗死亡； 

其他國家或地區個案總數至少 109,969宗，4,601宗死亡。  

其中，南韓、意大利、伊朗為活躍傳播地區， 

確診病例，分別為南韓 8,320宗、意大利 27,980宗及伊朗 14,991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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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爆發，2020年 1月 23日， 

武漢市政府宣佈採取疫區封鎖隔離措施， 

這是近代公共衞生史上，第一例於 1,100萬人口的大城市採取封鎖措施。 

隨後，意大利、南韓及美國等地，也相繼效法武漢市封城。 

甚至，3月 10日，意大利更出現全國封鎖措施， 

全國 6,000萬人需要滯留家中，民眾擁到超市採購隔離期間的物資儲備。 

 

早於全國封鎖前， 

2月 28日，米蘭球場上，著名意大利足球聯賽，更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繼續賽事。 

 

新聞片段： 

Yes, that’s right, T. J. Some pretty extraordinary pictures. 

不錯，T. J. ，好些非常精彩的畫面， 

 

An important game for international powerhouse Inter Milan. 

世界級強隊國際米蘭的一場重要賽事， 

 

And take a look as some of their fans unable to see them beat this Bulgarian side 2-1. 

球迷卻未觀看他們以 2比 1擊敗來自保加利亞的對手。 

 

An empty stadium because Italian health officials are taking every precaution, as the country now has 

reporting 600 cases of coronavirus. 

空蕩蕩的球場是因應，意大利衞生部所採取的一系列預防措施，該國現時已有 600 宗新冠肺炎的確

診個案， 

 

Upcoming games are also going to be played to empty st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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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球賽也將以閉門形式進行， 

 

The virus continuing t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local and global economies. 

新冠肺炎繼續對當地和全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由於意大利封鎖措施，習慣湊熱鬧的市民被逼滯留家中， 

市民發起在家居露台與其他鄰居大合奏。 

 

正當中國新增病例不斷減少之際， 

另一邊廂，卻輪到歐洲疫情日益嚴重，由於疫情肆虐歐洲， 

3月 13日，北歐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宣佈暫時封關，只准國民入境； 

中歐波蘭實施全面邊境管制，對入境國民及外國人士實施 14天隔離， 

除非遇上緊急情況，否則，非丹麥公民均不能在這段期間進出該國， 

國防部會負責守衛邊境，拒絕任何未獲官方批准的外國人入境。 

禁令不適用於貨物，送貨的貨車司機仍能入境。 

首相呼籲國民，避免在接下來的復活節假期長時間外遊。 

 

然而，丹麥人民對政府的封城政策深感懊惱， 

因為，縱使新冠疫情在全球鬧得如火如荼， 

但丹麥 800多個確診個案中，卻連 1個死亡個案都沒有， 

換句話說，丹麥是在 0死亡的情況下，仍要進行封城措施。 

 

及至 3月 14日，即頒佈封城政策後翌日， 

丹麥才證實出現了第一宗肺炎死亡案例，死者為 81歲長者。 

 

與此同時，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宣佈，未來至少 10天實施全面邊境檢查， 

所有入境公民及外國人士必須隔離， 

為減少風險，邊境亦停止向外國人士開放； 

 

此外，政府禁止舉行超過 50人的公眾集會活動， 

餐廳、酒吧只能提供外賣，購物商埸關閉， 

所有國際航班及列車於 3月 15日起全面暫停。 

 

新聞片段： 

The Polish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the state of epidemic threat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波蘭政府宣佈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以限制新冠肺炎的擴散， 

 

This means that we’re closing our doors for the pandemic. 

這代表我們對疫情的蔓延關了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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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so close our doors to danger, and in this way, we protect Polish citizens. 

亦同時向危險關了門。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波蘭公民。 

 

Border controls will [be] reintroduced at midnight between Saturday and Sunday. 

邊境管制將於星期六和星期日之間的凌晨恢復， 

 

Controls at all borders will be restored together with an entry ban for foreigners. 

邊境管制全面恢復的同時，亦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All Poles returning to Poland will have to undergo a 14-day quarantine, at homes or in a place indicat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所有回國的波蘭人必須在家中或省政府所指定的地方，進行 14天隔離檢疫。 

 

All international air and railway passenger transport has been suspended. 

所有國際航空和鐵路客運暫停， 

 

However, the borders will remain open for the flow of goods to continue. 

但跨境貨運則不受影響。 

 

Once in Poland,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travel within the country. 

在波蘭境內，出行卻沒有任何限制， 

 

The governmen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flag carrier LOT Polish Airlines will organize special 

flights back to the country for Poles currently abroad. 

波蘭政府正與國家航空公司 LOT合作，安排包機接載海外的波蘭人回國。 

 

身處歐洲中心地帶的捷克，為阻止疫情擴散， 

宣佈 3月 16日起實行全國封鎖，禁止外國人入境，公民也禁止離開捷克領土。 

內政部長表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但此舉卻有助於從根本阻止新冠肺炎散播。 

 

然而，當時捷克境內，僅 117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如丹麥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在政府實施全國封鎖時，全國尚未有任何死亡病例，事件實在極之奇怪。 

 

3月 15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宣佈封城， 

由 3月 15日至 4月 14日，晚上 8時至凌晨 5時實施宵禁， 

民眾不得外出，工人及必要醫療人員可獲豁免，違令者會被勸籲回家， 

若不從則會被捕。更要求區內所有商場關門 30日， 

超級市場、雜貨店、醫療設施、銀行、藥店、有外賣服務的餐廳，則照常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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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方面，亦宣佈禁止過去 14日內，曾到訪歐洲 27國， 

包括英國的旅客入境，外交或公務原因的旅客則不受影響。 

 

而印尼雅加達則關閉學校 14日。 

 

由於英國有近 800宗確診個案，雖然英國政府仍未宣佈停課， 

但倫敦區內大學已自行停課，或改為網上教學， 

5萬名英國的香港留學生為避「疫監」瘋搶機票， 

令直航機位近乎「絕跡」，甚至索價 7萬港元， 

部分高達 2萬多元的機位，更需要兩日轉機三次，才能回到香港。 

至於中國內地留學生，亦加入搶票行列，甚至豪擲 20萬天價，乘搭商務飛機趕回中國。 

 

除此之外，自 2月中旬， 

英國藥房已無法購買口罩，不少留學生靠網購或香港家人郵寄送遞， 

倫敦超市的白米和衛生紙，亦被搶購一空。 

網上一袋衛生紙被炒高至 90英鎊，折合約 800多港元， 

單單一卷衛生紙已經需要 5英鎊，折合約 50港元。 

沒錯！一卷衛生紙的售價經已是 50港元，並且同樣被搶購一空！ 

 

及至 3月 18日，英國政府終於宣佈， 

自 3月 20日起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另取消 5月及 6月的升學試， 

停課預料會對英國的經濟造成極大衝擊。 

受停課影響的 900萬學童，其家長們或被迫請假，留在家中照顧子女， 

事實上，在教育大臣正式宣佈停課前，蘇格蘭和威爾斯已率先宣佈 3月 20日起停課。 

 

由於英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千例，英國多地超市出現恐慌性搶購， 

衛生紙、洗手液及生鮮食品的貨架，全都被搶購清空。 

 

新聞片段： 

For days shoppers have been urged not to stockpile but if scenes like these filmed this morning are anything 

to go by, the message isn’t getting through. 

連日來消費者被鼓勵不要囤積，但今早的情況顯示，呼籲似乎不湊效。 

 

Items like toilet roll, hand sanitizer and pasta are now increasingly hard to come by, as coronavirus-linked 

panic buying continues. 

衛生紙卷、潔手液、意粉等物品，越來越難買到，受疫情帶動的恐慌購物持續。 

 

And despite assurances that stockpiling isn’t necessary, shoppers we spoke to today said they found it hard 

to re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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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一再保障大家不須囤積，購物者說他們很難控制自己。 

 

I have done tins and toilet roll and I have done pasta, non-perishables, and I have filled a freezer. Full. 

我買了罐頭、衛生紙卷、意粉…不易腐爛的食物，我塞滿了冰箱，全滿。 

 

Hand sanitizers, toilet rolls, tissues, things like that. 

潔手液、衛生紙卷、衛生紙諸如此類。 

 

As soon as you see some people buying more than they need to, you start thinking will there be enough for 

me. 

當你看到別人買多於他們所需時，你開始會想，到底我自己夠不夠。 

 

And when you’re in the shops yourselves, you can see that people are panicking, so you’re starting to panic 

as well. 

當你親身在店內，你看到別人恐慌，你自己也開始恐慌起來， 

 

It’s more of a follow the crowd sort of thing. 

就像羊群心理一樣。 

 

To control shortages, some supermarkets have already introduced limits on the numbers of specific items 

that can be bought. 

為了控制短缺，有些超市對某些貨品實施限購。 

 

And today, in a bid to both reassure the public and to encourage restraint, the UK’s 12 biggest supermarkets 

came together, issuing a joint letter in a plea to customers. 

今天，為向公眾保證供應和鼓勵克制，英國 12家最大型超市發出聯合聲明，請求顧客合作。 

 

They said: We need your help... 

他們說：請顧客幫忙…… 

 

There is enough for everyone if we all work together. 

如果大家共同努力，每人都會得到足夠的供應。 

 

Major food retailers coming together in this way is unusual. 

主要食物零售商這樣合作，是很罕見的。 

 

It shows that they’re trying to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ir customers to be considerate of each other when 

it comes to buying, particularly when the most vulnerable in society might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items that 

they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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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他們嘗試對顧客發出清晰的信息：當購買時，請考慮別人，特別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可能

會買不到他們的必需品。 

 

This is really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for the country. 

這是國家前所未見的挑戰。 

 

I mean it’s a generational issue, so we do understand the concerns, but I think what we’re hoping for now, 

particularly as people see their shelves being restocked regularly, is that people understand that food and the 

other products do come through the supply chain 

是這一代面對的難題，所以我們明白大家的顧慮，但我們希望，當大家看到貨品持續補充上架，就

會明白食物及其他用品的供應正常。 

 

so we’re just acting really for a little bit of caution. 

我們只需謹慎地預備多一點就可以。 

 

Supermarkets say they are working round the clock to fill their shelves. 

超市說他們正日以繼夜去填滿貨架， 

 

They’re asking us to be more considerate when we fill our trolleys. 

他們請求顧客在購物時多為別人著想。 

 

3月 17日，英國一名 56歲男子，於超市成功搶購最後 2條衛生紙， 

剛離開超市回家時，竟被人從後方搶走，他當場氣得大罵， 

並表示：「我在意的並非衛生紙本身的價值，但我感到非常震驚！」 

 

3月 15日，非洲逾 20多個國家有確診病例， 

外界憂慮西方國家正急於自救，對於他們或許已愛莫能助。 

 

新聞片段：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非洲亦不能倖免， 

目前已有超過 20個國家有確診病例。 

有專家擔心，非洲有不少愛滋病毒感染者， 

如果兩種病毒一同感染，恐怕造成更多人死亡。 

非洲國家盧旺達剛剛確診首宗新型冠狀病毒個案，為防控疫情， 

首都基加利這個巴士站安裝了洗手盤，乘客上車前必須洗手。 

當局宣佈學校停課兩周，呼籲婚禮、體育賽事等人多聚集的活動延期。 

同樣有病例、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亞， 

在首都拉各斯，進出銀行、餐廳等公眾地方， 

都必須量體溫和消毒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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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加強衞生、限制人流的防疫措施，在非洲多國都已實行。 

 

非洲已有逾 20個國家遭新型冠狀病毒入侵， 

其中 14個國家是在過去一周內錄得首宗確診個案，不少都是輸入個案。 

非洲疫情相較亞洲和歐洲輕微，有人認為可能與熱帶氣候有關。 

但專家稱沒有證據支持這理論，反而認為非洲人口主要是年輕人，抵抗力比較強。 

不過，非洲有數以千萬計人口是愛滋病毒感染者， 

有專家憂慮，新型冠狀病毒會與愛滋病毒或肺結核、瘧疾， 

這些非洲常見的疾病出現共同感染，造成更多人死亡； 

加上非洲很多國家醫療基建非常差，邊境管制疏漏， 

甚至戰亂頻仍，國民營養不良，一旦再爆發疫情，情況不堪設想。 

而與 6年前西非爆發伊波拉時，西方多國出手支援不同， 

現時不少國家已自身難保，恐怕沒有餘力再幫助非洲。 

 

同日，西班牙成為「第二個意大利」， 

單日急增 2,000宗新冠肺炎，累計逾 6,200宗，120人死亡， 

連西班牙首相夫人也確診，另有至少兩名內閣官員亦先後確診。 

 

西班牙進入緊急狀態後，當局宣佈進一步封城， 

要求全國 4,700萬人留在家中，如非必要不可外出， 

並表示會監察全國糧食和其他基本服務的供應。 

 

除了外出購買糧食、藥物，上班、去醫院、銀行或照顧老幼之外， 

所有學校、餐廳、酒吧和非必要商舖須關閉， 

長途巴士和火車則削減班次，公共生活大面積陷入癱瘓。 

 

然而，西班牙當局早前已禁止 100人以上聚會，又建議國民減少社交活動， 

但總理菲利普表示，仍有不少人外出聚餐，情況不理想，所以要擴大禁令， 

他相信國民會作出負責任和文明的行為，共同渡過難關。 

 

至於，法國方面， 

由於法國確診數量達 4,500宗，當局同樣加強限制社交活動。 

法國總理菲利普宣佈關閉全國所有餐廳、酒吧等非必要商業場所， 

大多數商店、餐館和咖啡廳被要求停業，並逐步縮減城際陸路交通， 

而供應食物的店舖和藥房則繼續營業。 

 

3月 16日，由於德國確診人數飆高，達 4,547例，其中 8例死亡。 

德國聯邦內政部、聯邦衞生部及各州一致決定， 

關閉德國與法國、奧地利及瑞士之間的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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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的酒吧、電影院和劇院亦要關門， 

醫院和養老院等機構，則幾乎全面禁止探病。 

 

同日，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州州長索德爾正式宣佈︰ 

該州由於新冠肺炎迅速傳播，進入災難狀態， 

形勢非常嚴峻，傳染鏈已無法如數周前完整追溯， 

因此，必須升級應對措施。 

 

同日，3月 16日，澳洲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一日內增至 377人， 

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省及西澳省等三個地方進入緊急狀態。 

聯邦政府醫療高層警告，最壞情況，可能有 15萬名國民死於新冠肺炎， 

呼籲民眾履行社會疏離措施，醫療總監有權下令指定人士及地點隔離， 

並禁止 500人以上的集會、強制海外入境人士自我隔離 14天， 

違反隔離令，最高可罰款 8,000澳元（約 3.8萬港元）。 

 

於全國中，新南威爾斯省的疫情最嚴重， 

周一破紀錄增加 37人染病，其中 6人曾出席同一場婚禮， 

該省累計病例 171宗。 

 

新聞片段：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澳洲維多利亞州和首都領地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維多利亞州政府發聲明，宣佈維州在當地時間周一凌晨起， 

進入緊急狀態 4星期，以阻止疫情進一步蔓延。 

 

州長安德魯斯表示， 

如果有需要，會將緊急狀態令延期，直至疫情緩和。 

澳洲早前已宣佈周日凌晨起，所有入境旅客要自我隔離 14天， 

及禁止所有外國郵輪停泊在澳洲港口 1個月。 

 

澳洲疫情引發恐慌情緒，大批民眾湧往超市搶購物資， 

防護裝備、食物及衛生紙被搶購一空，廚房紙、餐紙巾亦是爭奪目標， 

有民眾訴苦︰「無米、無意大利粉、無麵粉。」 

 

新聞片段： 

Shoppers face new restrictions at Coles, the grocery giant tonight confirming it will now be rationing the 

sale of mincemeat. 

超市巨頭 Coles今晚證實，將對碎肉食品實行配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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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omes after another chaotic day at supermarkets right across the city. 

在此之前，整個城市的超市又經歷了混亂的一天。 

 

At Aldi West Footscray today, it was every shopper for themselves. 

今天在富茨克雷西的 Aldi超市，每個購物者都在為自己著想。 

 

There was almost two punch ups in there, because, between two old ladies, 'cause somebody came in to go 

to Aldi and wasn’t in the back of the line. 

裡面幾乎有人打架，在兩個老太太之間，因為有人進來了 Aldi，但他不排隊。 

 

Customers running to ditch the toilet paper in their cars only to return for round two. 

顧客跑著把衛生紙扔進車裡，只為再買第二輪。 

 

Panic, that’s what we’re all doing. 

恐慌，我們所有人都在恐慌。 

 

Shoulder to shoulder, shoppers swarm as this Coles opens its doors. 

當 Coles開門後，購物者肩並肩蜂擁而至， 

 

A security guard watching carefully as staff hand packs of toilet paper to customers. 

一名保安仔細地看著員工把衛生紙遞給顧客。 

 

In Sydney's western suburbs, violence broke out at the checkout. Police now investigating the incident. 

在悉尼西郊，收銀處發生了暴力事件，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Fueling the rush to the shops, the state's chief health officer Dr. Brett Sutton, advising Victorians to have 

two weeks’ supply of food in case of isolation. 

維州首席衛生官員 Brett Sutton的言論，更是刺激居民恐慌性購物，他建議居民準備兩週的食物以防

要隔離。 

 

I would just make the point though, if everybody goes out and buys not two weeks’ worth of staples, but 

two months’ worth, the shelves will be empty, and the only people who suffer then are vulnerable people.  

我想說的是，如果每個人買的不是兩週的必需品，而是兩個月的，那麼貨架就會空空如也，那些弱

勢群眾就會遭殃。 

 

This elderly couple made the trip to the shopping center needing to purchase staples like flour, but they left 

empty-handed. 

這對老夫婦去購物中心買麵粉之類的必需品，但他們空手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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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thing was empty, sold out. 

所有東西都清空了，賣光了。 

 

My poor mother couldn't get milk, she couldn't get bread, you know, essential things but I feel sorry for 

them because I haven't, they can't get out to the shops every day. 

我可憐的母親買不到牛奶，買不到麵包，這些必需品，我為他們感到難過，因為我沒有……他們不

可能每天去商店。 

 

Now it appears that mincemeat is vanishing from the shelves. 

現在，碎肉食品似乎正在從貨架上消失。 

 

This is the fourth supermarket we've been to today, where it's been sold out. 

這是我們今天去過的第四家超市了，已經賣光了。 

 

We can't get mincemeat at Coles, anywhere. It's chaotic. 

我們在 Coles買不到碎肉，其他地方也沒有，很混亂。 

 

A short time ago, Coles confirmed new mincemeat restrictions on cuts, including beef, pork and lamb. 

不久之前，Coles證實對肉製品實施新限制，包括牛肉、豬肉和羊肉， 

 

From now, there's a limit of two packs per customer. 

從現在開始，每位顧客只能買兩包。 

 

Rush hour at Coles in Elwood. 

埃爾伍德 Coles超市的繁忙時間， 

 

But before anyone could put a foot through the door, staff were pleading for patience. 

但在任何人踏進店內之前，職員懇請顧客忍耐。 

 

The toilet paper is not going anywhere. 

衛生紙是不會周圍走的， 

 

We just would like everyone to come in calmly and no one gets injured. 

我們只希望每個人冷靜地進來，並且沒有人受傷。 

 

It didn’t stop this senior stampede. Pushing and shoving. 

但也未能阻止長者們爭先恐後，你推我撞。 

 

We’ll jus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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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等吧！ 

 

We will wait! 

等一等！ 

 

There we go. Thank you. 

好了，謝謝你！ 

 

The line outside leading to a line inside for... you guessed it. 

人龍由店外排到店內，因為⋯⋯你猜對了。 

 

I’ve got plenty of toilet rolls, but just in case if we have to stay three months inside the house. 

我有很多卷衛生紙，但以防萬一我們要留在家中三個月。 

 

Joan Thompson, one of many to miss out. 

Joan Thompson就是其中一位錯過機會的人。 

  

Well, I’ve been through the lot, 91 years of age. 

我經歷了很多，91年的歲月。 

 

You know, years ago. 

很多年前， 

 

But, even with the end of our recession, people were very good years ago. It’s just unlucky sometimes. 

但即使在當年經濟衰退結束時，人們仍是很善良，只是一時不幸運而已。 

 

Widespread shame at the shopping hysteria. 

歇斯底里的購物潮遭廣泛批評， 

 

It’s a chaos. It’s really a nightmare, really. 

一片混亂，簡直是一場噩夢。 

 

Coles is cracking down on more products. 

Coles超市現正限制更多產品。 

 

Two per person for long-life and chilled milk, canned tomatoes and liquid soap. 

每人限購以下產品兩件：常溫和冰鮮奶、罐頭番茄和洗手液。 

 

At Woolworths, the same applies to frozen and canned veg, cereals, oils, most cleaning and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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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long-life milk and mince. 

Woolworths 超市也實施同樣政策，對於冷凍和罐裝蔬菜、穀物、油，大部分清潔和個人用品、常溫

奶和碎肉。 

 

Day two of special trading at Woolies in Crows Nest There were winners. 

位於烏鴉巢的Woolworths超市特賣日， 有贏家。 

 

Hey, don’t have to use the hose anymore. 

嗨，不需再用水管了。 

 

And losers. 

和輸家。 

 

A never-ending train of trolleys at Aldi Chatswood. 

在車士活的 Aldi超市，沒完沒了的手推車隊。 

 

Highway patrol on hand at Costco in Casula But at least this bumper-to-bumper traffic was on the move. 

卡蘇拉 Costco超市一帶有公路巡邏隊，但至少這樣人貼人的人龍仍然是有移動的。 

 

The shelves in many stores may be empty, but 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are full. 

許多貨架或許已被搶購一空，但分銷中心的貨量卻很充足， 

 

Driv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as fast as they safely can. 

司機們正竭盡所能、盡快及安全地運送。 

 

Restocking should get a little easier soon. 36,000 people applying for the 5,000 casual jobs at Coles. 

補貨應將會更容易，有 3.6萬人申請 Coles超市的 5千個臨時職位。 

 

悉尼有 3名女子在伍爾沃斯超市（Woolworths），因搶購衛生紙大打出手， 

一對母女聲稱在超市開門前已到場排隊，並成功搶購 4袋衛生紙， 

其後，一名黑人女子企圖從她們的手推車搶走一袋，因而引起衝突。 

 

影片在網上瘋傳，引起多國網民熱論，有人形容疫情已經令人瘋狂。 

 

甚至，澳洲更出現一宗衛生紙爭奪案， 

當時超市內有一男一女因衛生紙問題發生爭執， 

女子亮刀威脅，其餘民眾嚇得四處逃跑。 

警方指，涉事本地澳洲女子為聾啞人士， 

因無法清楚表達而產生誤會，故不會檢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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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因應「衛生紙荒」，當地報業特地加印 8版空白頁，供讀者當「衛生紙」使用，滿足大眾需求。 

 

至於美國方面，由於疫情持續擴大，確診個案已突破 3,000宗， 

最少有 3,485個病例，死亡人數達 65人。 

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表示，聯邦政府正與各州政府商討細節， 

3月 16日稍後時間，將會公佈新一輪抗疫措施指引， 

當中可能包括宵禁、關閉餐廳等。 

 

根據美國國家和地方衞生機構、政府及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數據， 

各地政府已實施停課及關閉餐館等商舖，阻止疫情進一步擴大。 

同日，美國各地因擔憂新冠肺炎疫情，出現恐慌性搶購， 

紐約市、加利福尼亞州等多地，出現生活物資搶購潮， 

民眾一大早已於超市門外排隊，隊伍猶如「長龍」，超市許多貨架被搶購一空。 

 

新聞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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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ere at a pharmacy in North Yonkers. 

我們在北揚克斯的一家藥房， 

 

You can see, they have tissue, they have cleaning products, and they have toilet paper but it is limited to 

one per customer. 

你們看，他們有紙巾，有清潔用品，也有衛生紙，但每位顧客限購一件。 

 

And the people we’ve talked to about stocking up. 

我們訪問了一些囤積的人。 

 

We asked them, do you have inventory? 

我們問他們家中還有庫存嗎？ 

 

They said, yes. 

他們說：有。 

 

Their fear is if they run out, then they can’t find it. 

他們擔心，一旦售罄了就再買不到， 

 

That is what’s driving them out. 

這是驅使他們出來搶購的原因。 

 

The lines outside Costco from Yonkers to Union snake the length of the building, as much as an hour wait 

to get inside. 

由揚克斯到聯合區的 Costco超市外，都出現人龍沿著整座建築物，需等大約一小時才能內進， 

 

So make space for others to come through. 

請騰出空間給其他人通過。 

 

One single line. 

單行排好。 

 

And once you get in, another line. 

進入後，又是另一條隊伍， 

 

It was all to get bottled water. 

都只是為了購買瓶裝水。 

 

Why do you need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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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甚麼買那樣多呢？ 

 

You know,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But if you’re looking for perhaps the toughest item to find, bathroom tissue, you’re out of luck. 

但如果你想尋找最高難度的物品：衛生紙，你不走運了。 

 

It was a track to find TP, and all we went to are five places over three hours, everything from supermarkets 

like Kings, to pharmacies like CVS, we even hit convenience stores. 

這是尋找衛生紙的過程，我們在三小時內去了五個地方，包括超市例如 Kings，又或藥房如 CVS，

我們甚至去了便利店。 

 

No dice at seven-eleven. 

就連 7-11也沒有。 

 

Finally, at our last stop, ShopRite in Millburn, we were going home empty-handed until we spotted this. 

最後一站，米爾本一間 ShopRite店舖中，正準備空手而回的時候，我們發現了這個。 

 

The Holy Grail! Stacks of TP! but made from bamboo. 

皇天不負有心人，幾層的衛生紙！但卻是用竹造的。 

 

特朗普因應各地搶購潮，呼籲民眾放鬆一點， 

表示各大零售商保證會加班，滿足公眾需求，希望大家保持冷靜。 

 

北達科他州法戈（Fargo）的超市 Costco， 

剛收到一大批衛生紙，規定每人限購 1公斤，但 90分鐘內仍然售罄， 

民眾在超市內為衛生紙大打出手，超市需要急聘額外保安人員看守衛生紙貨架， 

以免再因搶衛生紙而發生任何紛爭。 

 

美國俄勒岡州紐波特（Newport），許多人因為無法搶購衛生紙而報警， 

當地警察在 Facebook發出帖文，呼籲市民不要再因無法搶購衛生紙而報警， 

並「貼心地」提供多種代替品供民眾參考。 

 

除了瑪雅人會用粟米芯之外，又指以前農民會用年鑑或免費郵購商品目錄當作衛生紙， 

提議大家可以選用早前收到，比一般商品目錄厚 4倍的聖誕節商品目錄， 

應該已足夠一家三口用數個月， 

此外，他們還建議可以用報紙、樹葉、衛生紙筒、雜誌等作為代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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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特朗普於周一敦促國民，在未來 15天內停止大部分社交活動， 

停止光顧酒吧、美食廣場或健身室，取消所有 10人以上的聚會及非必要外遊， 

他預計全美國的新冠肺炎緊急狀態，將會持續至今年夏季末，甚或更長時間。 

 

3月 17日，美國唯一未有新冠肺炎病例的西維珍尼亞州宣佈失守， 

州長賈斯蒂斯（Jim Justice）表示當地出現首宗確診病例。 

 

3月 18日，特朗普表示，美國與加拿大已同意關閉邊境， 

禁止非必要交通往來，貿易則不受此限。 

 

除了澳洲和美國之外，加拿大多地亦出現搶購潮， 

大型超市 Costco及 Real Canadian Superstore大排長龍， 

衛生紙及洗手液等上架後被迅速搶購。 

 

新聞片段： 

Public health experts urge everyone to avoid contact. 

公共衛生專家敦促所有人要避免接觸。 

 

Yeah, seems we've gone a little bonkers in there, now, today. 

是的，似乎我們今天有點瘋狂。 

 

There’s lots of people, and more than normal, even on their busiest day. 

很多人，比平日多，甚至比最忙的日子還要多。 

 

I saw people with like five, six packages of toilet paper. 

我看見有人拿著五六袋衛生紙， 

 

Indeed, with so many users sharing pictures online, showing toilet paper shelves empty, unfounded fears of 

a shortage run rampant. 

的確，有如此多的用戶在網上分享照片，顯示空置的衛生紙貨架，沒有事實根據的缺貨恐慌便肆虐。 

 

Toilet paper isn’t the only thing running low in some stores, like non-perishable food items, tomato sauce 

and pasta in this store, it’s nearly all gone. 

在一些商店，衛生紙不是唯一缺貨的貨品，例如這店的不易腐壞食品，番茄醬和意粉，都幾乎賣光

了。 

 

But stores are restocking every day, and officials across the country promise: 

但是商店每天都在補貨，全國各地的官員都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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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now, all trucks are delivering goods and we don’t expect any shortage 

目前所有貨車都在運送貨物，而我們不預期出現任何短缺。 

 

So, what’s driving the panic? 

那麼，是什麼引起了恐慌呢？ 

 

This medical anthropologist blames the fear of a mysterious virus and the nee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這位醫學人類學家歸咎於對神秘病毒的恐懼，以及想做點事情來幫忙的感覺。 

 

Hoarding behaviors, in the context of an outbreak, are not helpful. 

在疫情爆發之時，囤積行為是無濟於事的， 

 

Problem is overbuying prevents others from grabbing their own supplies. 

過度購買反而會妨礙他人購得所需的物資。 

 

In Canada, stocking up may be helpful but buying all in sight makes a crisis worse. 

在加拿大，儲備物品可能會有幫助，但買盡所見的物品會令危機變得嚴峻。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超市早已聘請持槍保安員保護衛生紙的供應。 

 

3月 17日，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佈全面封關， 

除了加拿大及美國公民外，禁止其他人士入境， 

18日起，將限制所有飛往當地的航班，只能前往四個主要城市。 

總理杜魯多的妻子，於 3月 13日確診新冠肺炎，夫婦兩人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杜魯多呼籲所有國民盡量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經濟方面，3月 16日，美國三大股指開盤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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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 500指數跌逾 7%，觸發熔斷機制，停盤 15分鐘， 

這是美股兩周內第 3次熔斷，也是歷史第 4次觸發熔斷機制的股災， 

而其中 3次，就發生於最近兩星期裡。 

當天，科技、能源、金融板塊大幅走低， 

埃克森美孚石油跌 10%，蘋果跌近 13%，投資機構對市場前景紛紛表示悲觀。  

美國股市大幅受挫，陷入恐慌性拋售， 

道指和標指創自 1987年 10月 19日「黑色星期一」股災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另一方面，3月 16日，北歐航空宣佈︰ 

為應對需求急降的慘況，臨時裁員九成。 

沒錯！是即時裁員 90%員工！ 

 

新聞片段： 

全球多個國家在疫症大流行下，收緊出入境管制措施， 

航空業首當其衝，要大幅削減航班和節省成本， 

北歐航空更加宣佈，臨時裁減 9成員工。 

北歐航空今次裁員涉及約 1萬人，但強調只是臨時措施。 

公司解釋，需求幾乎消失， 

星期一起削減大部分航班和相關運作，只是保留接載滯留人士回國的航班。 

 

丹麥政府早前推出措施， 

援助私人公司員工七成半人工，希望緩解裁員潮。 

芬蘭航空則在 3個星期內發出第二次盈警， 

由於 4月 1日起，會削減 9成運載量，預計跟去年比較，收入會銳減。 

歐洲第二大的漢莎航空，據報向德國國營銀行尋求援助貸款， 

第三和第四大的英國航空和易捷航空， 

在歐洲封關鎖國和不同程度的旅遊限制下，都要停飛航班應對。 

 

英航母公司、國際航空集團行政總裁沃爾什， 

押後退休數個月，穩定軍心， 

集團在 4月和 5月的運載量至少減少七成半。 

英國首相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 

稅務及海關總署準備好向商界，包括航空業提供協助。 

法荷航集團未來數日削減最多 9成航班， 

停飛載客量大的 A380和波音 747客機， 

今年會採取措施節省 2億歐元，及減少 3億 5千萬歐元的資本開支。 

公司表示，傳染病流行，導致經營環境和財務惡化。 

 

有航空顧問公司的報告顯示，客運需求面臨前所未有的枯竭，且未見到回復正常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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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和業界如果不合作挽救，全球大多數航空公司將會在 5月底破產。 

 

澳洲航空公司（Qantas）將於 5月底前， 

削減九成國際航班及六成國內航班，相當於 150架飛機面臨停飛。 

 

3月 17日，據《彭博》報道， 

航空顧問機構 CAPA Centre for Aviation（CAPA）警告， 

受疫情影響，大部分航空公司或於今年 5月底破產， 

各國政府和業界必須即時採取行動協調。 

 

CAPA解釋，在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下， 

多個國家實施旅遊限制，多間航空公司相繼宣佈停飛或削減大量航班， 

令現金儲備迅速消耗，許多航空公司或已陷入技術破產，或違反債務契約。 

這場危機會令航空業有如步入血腥戰場、傷亡無數。 

 

至於本港方面，3月 16日，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憂慮， 

近期多宗從外國傳入個案，在香港引發隱形傳播鏈，認為 4月復課並不樂觀， 

假如要復課，香港必須連續 28天，無不明源頭的本地感染。 

然而，這亦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此外，亦要確保穩定的口罩供應，並強制學生戴口罩。 

 

隨後，3月 17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表示︰ 

按目前情況，4月 20日全面復課經已是不可能，最多只能分階段復課。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84430&fbclid=IwAR2hugvShNOlgYoxBh4afgxPnVkxGIfQTkfcrRaIsR44efsmidpsIO9V5WQ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84430&fbclid=IwAR2hugvShNOlgYoxBh4afgxPnVkxGIfQTkfcrRaIsR44efsmidpsIO9V5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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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向傳媒表示， 

復課視乎疫情發展、學校的準備工作和防疫物資供應是否充足等， 

中學文憑試的各科筆試，將如期在 3月 27日開考， 

只有少量科目受影響，希望減低對考評局及學生的影響， 

而放榜日期，則延後至 7月 15日。 

屆時，應考生會獲派口罩，如報考 10科，將獲派 10個口罩，共 50萬個口罩。 

 

口罩已於 3月 3日送交考評局， 

學校於 3月 5日起，到荃灣及新蒲崗 2個中心領取考生准考證時，可一同領取。 

 

此外，教育局強調，如考生有家人感染，應盡快通知當局， 

並提醒工作人員注重衛生，考生及工作人員進入試場前， 

必須戴上口罩及使用酒精搓手液，如果有考生患上呼吸道感染，就不應去試場。 

 

此外，學校亦不需要改變原有的暑期安排， 

但假如有需要，學校亦可自行安排暑假補課。 

 

3月 17日，南韓京畿道城南市的恩典之河教會，爆發新冠病毒集體感染， 

當地官員指，截至 3月 17日，已有最少 51宗相關確診個案，包括教會牧師夫婦。 

 

衞生官員研究發現，染疫的信徒曾出席 3月 1日及 3月 8日，共兩星期的周日崇拜， 

在翻查教會閉路電視中，發現教會誤信了錯誤的防疫資訊， 

當會眾出席聚會時，竟然用噴壺強行將鹽水逐一直接噴到會眾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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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每次噴灑後，都沒有妥善消毒噴嘴， 

因此，相信病毒是從其中一名信徒身體或口腔，散播到噴嘴上，再經噴嘴傳播。 

沒錯！他們誤以為鹽水足以有效殺死新冠病毒， 

卻反而令「噴鹽水」的做法，成為直接散播大量病毒的導火線！ 

的而且確，這些教會就是如此無知！ 

 

官員表示，信徒誤信鹽水能夠有效殺滅病毒， 

形容這次是由於假消息的流傳，引起疫情大規模集體感染的慘劇。 

 

另一方面，由於每位出席的信徒都有噴灑鹽水， 

官員估計，將會有更多人確診， 

令事件成為南韓首都圈第二大宗的集體感染。 

 

甚至，韓國《亞洲日報》報道，當恩典之河教會的牧師確診後， 

他每天午飯前都用酒精全身消毒，並且仍然堅持向口中噴鹽水， 

後來醫護人員表明這些做法對病情無益，這位牧師才肯收手。 

 

最後，3月 18日，歐盟各成員國領袖召開視像會議， 

一致通過封閉歐盟對外邊界，禁止非歐盟公民進入各成員國，為期 30天。 

這項史無前例的封關措施，除了歐盟 26個成員國外， 

還有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在新禁令下，除了在歐盟成員國內擁有長期居留權、家屬、外交人員、 

跨境上班人士、醫護人員及運輸貨物的司機及工人外， 

一律禁止非歐盟公民進入歐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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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世界各國應對今次疫情的反應，實屬前所未有，堪稱史無前例！ 

 

然而，當弟兄姊妹觀看到這裡， 

大家都能夠輕易發現，全世界政府、官員、醫護人員及市民， 

應對今次新冠肺炎時，種種錯誤和不合理做法， 

造成更大量交叉感染，更多老弱、長期病患及已患上流感的病人， 

相繼染上肺炎而引起併發症死亡。 

 

又例如：各國政府處理今次死亡人數遠遠低於美國流感的新冠肺炎時， 

盲目地採取大舉封城及封關等措施。 

 

至少，在同一時期，單單今年美國已超過 3,100萬人感染流感，超過 1.2萬人死亡， 

但全球政府都沒有對於流感採取相同程度的大規模封城和封關措施。 

 

又例如：世界各地因為今次肺炎疫症，大量搶購衛生紙及生活物資， 

甚至，有教會誤信鹽水有效殺滅新冠肺炎病毒，引發集體感染的慘劇等等。 

 

正在觀看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都會輕易發現， 

上述這些做法確實非常無知，大驚小怪，且不合常理，正確嗎？ 

我們有如擁有鐵杖權柄一樣，可以輕易定奪這些總統、政府、官員和醫護人員， 

在處理疫情上的嚴重錯誤。 

 

大家可以試想一想，如果今次肺炎疫症是發生在 1996年「雙氧水事件」之前， 

換句話說，我們尚未擁有「氧份療法」信息的智慧， 

也未曾擁有過往 10年「2012信息」的教導， 

尚未有來自「雙氧水事件」後，神於過往 24年間給予錫安教會的預備。 

 

試想，尚未擁有上述裝備的錫安教會弟兄姊妹， 

又能否擁有當前的知識和智慧，能理性分析及面對這場疫情呢？ 

 

弟兄姊妹又能否有當前的安心和平安， 

一方面，隨身攜帶臭氧機和負離子防疫消毒， 

另一方面，又如隔岸觀火般，觀看世人面對這場疫情呢？ 

 

若然沒有 1996年「氧份療法」信息的智慧，以及過往 24年間，神給予錫安教會的預備， 

顯然，答案就是我們的心態，都只會與世人一模一樣，不知所措、人心惶惶。 

正因為神超然帶領錫安教會，經歷「雙氧水事件」和過往 24年間的預備， 

所以，來到這一刻，安在家中觀看這篇主日信息的弟兄姊妹， 

我們內心的確擁有一份榮耀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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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世界政府、總統和市民面前，我們就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新婦， 

因為透過「氧份療法」信息、「2012信息」及過往 24年間神給予錫安教會的預備， 

其實，神已經裝備好我們，去教育及帶領整個世界， 

因為，當前錫安教會所認識的知識，經已遠遠超越全世界， 

世人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也無可比擬。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今年郵輪共同信息之旅。 

 

於新加坡的時候，正值新年時間，因此，設立了花市， 

而商販也是售賣數十年前的懷舊產品，整個市面，也充滿懷舊的氣氛。 

 

到第二日上郵輪，除了行程的安排，與上一次是鏡面倒置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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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有著共同信息的事件，就是傳奇球星，Kobe Bryant的離世。 

497個月零 4日，也就是 4794的鏡面倒置， 

 

甚至乎，當日環球影城的車牌，亦已經隱藏了 Kobe Bryant死亡歲數 41歲。 

 

並且，他最後一場 NBA賽事，離場時間亦是最後 4.1秒。 

 

神用上一個球星的死亡，去成為這次旅程的共同信息， 

那麼，神一定有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嚴重的信息去給予我們。 

因為，神是命定了 Kobe Bryant的出生及死亡日期， 

並且，連今次郵輪旅行的日期，亦已經預定了，才會出現時間上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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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次，第二次天馬座行動的信息， 

是要比上一次的信息，更為針對性和嚴重， 

所以，我們更加要尋找出神的心意。 

 

其實，今次 Kobe Bryant的死亡，是與傳威牧師的事件類似。 

第一、兩人也應該開始享受退休的生活； 

第二、兩人的離世，也是神所預定，無法改變的。 

 

並且，兩人亦像是副手般， 

Kobe Bryant一生效法Michael Jordan； 

而傳威牧師則一生效法日華牧師。 

 

然而，兩者亦有鏡面倒置的地方。 

Kobe Bryant乘坐天空上最小型的飛行交通工具，於直升機遇上意外， 

傳威牧師則乘坐海上最大型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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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天、一個海；一個最小、一個最大。 

 

傳威牧師一生只坐過一次郵輪，但直升機則是 Kobe Bryant最常坐的短程交通工具。 

再加上鏡面倒置的 4974，當中的共同信息，必然是神所預設。 

 

神於過去一年，強調的共同信息，除了「綻放」之外，就是「承傳」， 

因此，Kobe Bryant所帶出的共同信息，就必然與「承傳」有關。 

 

因為，Kobe Bryant的女兒，也是一名籃球員， 

本來，他可以將自己所學到的，傳承給女兒， 

然而，因著他們兩人一同於意外中離世， 

所以，這份「承傳」，就變成了遺憾。 

 

因此，神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就是相反 Kobe Bryant， 

有著鏡面倒置的結局，就是成功地完成這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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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當中，不是承繼，單單重複傳威牧師舊時的工作， 

而是承傳，讓錫安可以能夠繼續擴展下去。 

 

而 Kobe Bryant所效力的湖人隊， 

更是與熾焮所拍攝的《Project Pegasus》，有著其他共同信息的印證。 

並且，當中的標誌，也是一隻翅膀，對比藍寶石公主號的 Logo。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今年郵輪共同信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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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28 權能威榮之復還（11） 

大家知道，我們接著去泰國，疫症就去到泰國； 

然後我們去到越南，已經覺得不對勁， 

發現香港如是、新加坡如是、泰國如是，連越南也如是， 

這豈不是第四馬、飛馬座，對不？ 

可是，這次是特別針對「承傳」，指向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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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五年後「天馬座行動」信息灰馬審判的印證 

日華牧師分享到，五年前，於 2015年初，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一同乘搭藍寶石公主號， 

錄製「天馬座行動」信息第四至十篇， 

開始得著神的啟示，知道錫安教會是天馬座所代表， 

《啟示錄》所預言第四馬灰馬騎士的時候。 

 

其實，當時日華牧師只知道錫安教會的身份， 

是第四馬灰馬騎士，錫安教會當時仍未真正擁有第四馬灰馬的能力， 

可以向全世界發出來自神「死亡」的審判， 

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啟示錄 6章 7至 8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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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觀看，見有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 

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或譯：死亡）、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直至五年後，今年 2020年，當日華牧師再次乘搭五年前同一艘藍寶石公主號， 

卻發現神在今次郵輪旅程中，不斷提示他鏡面倒置的信息。 

 

例如︰五年前的郵輪旅程，是以逆時針方向， 

先去越南，後去泰國，最後才是新加坡。 

但是，今年卻是先去新加坡，後去泰國，最後是越南。 

 

又例如︰五年前，當日華牧師一行人遊覽新加坡環球影城時， 

是以逆時針方向，逐一遊覽環球影城的遊玩設施， 

但是，今年卻是以順時針方向遊覽。 

 

 



202003022   www.ziondaily.com 
 

 
 31 

對比五年前與五年後的兩次郵輪旅程， 

上一次是傳威牧師一生中，唯一一次的郵輪旅程， 

同時，也是他與日華牧師唯一一次一同乘搭郵輪， 

而當時的郵輪，就是藍寶石公主號。 

但是，今年日華牧師再次乘搭藍寶石公主號時，傳威牧師卻已經離世。 

 

所以，原來神是刻意，在兩次前後相隔五年的藍寶石公主號郵輪旅程中， 

隱藏有關「鏡面倒置」的共同信息。 

 

此外，這兩次郵輪旅程，還隱藏了甚麼鏡面倒置的信息呢？ 

五年前，日華牧師在藍寶石公主號，錄影「天馬座行動」第四至十篇時， 

錫安教會只知道自己是第四馬灰馬騎士的身份。 

 

但今次郵輪旅程，日華牧師卻是帶著灰馬的能力， 

讓神以瘟疫審判今次郵輪所到之處，並且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在郵輪泊岸的同一日，當地就會開始出現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 

 

事實上，五年前，日華牧師尚未知道，灰馬的灰色代表甚麼意思， 

但五年後的今天，日華牧師已經明白當中的意義。 

因為，灰馬的灰色，就是灰燼的意思。 

 

一、指向神感動日華牧師， 

以火葬方式處理傳威牧師的遺體，使他成為灰燼， 

其後，神再多次多方，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傳威牧師將會從灰燼中復活。 

 

二、指向香港於過去九個月，因黑衣人動亂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 

不論經濟繁榮或過去的成功，都已化為灰燼， 

不過，當大復興誕生於香港，香港就會從灰燼中復活。 

 

三、五年前與五年後的今年，日華牧師所乘搭的藍寶石公主號， 

原來曾經歷被大火焚燒後再重建，就如從灰燼中復活一樣。 

 

所以，神以灰色來標誌《啟示錄》第四馬， 

原來不只是因為牠的顏色，而是指向灰燼的「灰」， 

指向錫安教會將會得著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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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跟他們「腦震盪」（brainstorm）。 

現在，我們就明白了。 

 

我們在談論《復仇者聯盟 4》，它就像有一個錯誤（bugs）， 

如果你是一位導演，讓你拍攝一齣電影， 

你不會想到「復仇者聯盟」需要用五年時間來拯救那些化灰的人。 

如果你是一位導演，可以要求在五個小時後拯救那些人，也可以吧？ 

 

在那個故事中，提到 Tony Stark成長後， 

他就找到時空穿梭的秘密，所以他們在五年後時空穿梭，去解決這件事， 

讓這些人從灰燼中復活，最後 Tony Stark也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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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電影《復仇者聯盟》劇情中的五年後 

日華牧師分享到，五年前 2015年與今年 2020年的兩次藍寶石公主號郵輪之旅， 

正好對比電影《復仇者聯盟》劇情中， 

「五年前化為灰燼」與「五年後從灰燼中復活」的共同信息。 

 

首先，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當大奸角 Thanos使用了集齊六顆無限寶石的無限手套， 

並打響指後，全宇宙一半生命就因此化為了灰燼。 

 

電影劇情繼續發展，主角之一的蟻俠 Ant Man， 

因女主角黃蜂女的父母被化為灰燼，沒有人幫他操作機關，因而被困於量子空間中， 

 

直到五年後，一隻老鼠的出現，在偶然的情況下， 

打開了機關，終於令蟻俠由量子空間回到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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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蟻俠回到現實世界，知道可以利用量子空間進行時空穿梭， 

於是，一眾英雄就展開了回到過去的行動， 

計劃取回過去未被 Thanos毀滅的六顆寶石。 

 

所以，《復仇者聯盟》的故事中，令一眾英雄可以拯救五年前死去的人， 

將他們由灰燼中復活的契機，其實是由一隻老鼠所引發。 

 

然而，今年 2020年 1月 26日農曆年初二，日華牧師開始乘搭郵輪之際， 

時間上，剛好踏入了中國農曆新年十二生肖的「鼠年」，正好對比電影《復仇者聯盟》， 

由一隻老鼠將蟻俠帶回現實世界，開始了英雄們五年後的復仇故事。 

 

不單如此，五年前，2015年 2月 18日， 

日華牧師於藍寶石公主號錄影「天馬座行動」信息， 

開始談及天馬座即灰馬，是指向錫安教會的這一天， 

正是 2015年農曆新年的前夕，即年三十晚，第二天就是農曆大年初一。 

 

那麼，當年的農曆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國農曆上仍然是屬於甚麼生肖呢？ 

正正就是「馬年」的最後一天，驚人嗎？！ 

正好對比當天日華牧師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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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五年前 2015年 2月 18日， 

日華牧師在藍寶石公主號上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解說有關灰馬的信息時，當天，正是「馬年」的最後一日。 

 

而五年後，今年 2020年， 

當日華牧師再次踏足藍寶石公主號的時間，竟然剛好是「鼠年」的開始， 

對應《復仇者聯盟》中，蟻俠因為一隻老鼠而由量子空間回到現實世界， 

令所有被化為灰燼的人，可以藉著時空穿梭找回無限寶石，得以從灰燼中復活。 

 

但是，電影《復仇者聯盟》，有沒有留下線索， 

證明蟻俠因為一隻老鼠而回到現實世界， 

因而尋找到時空穿梭的秘密，成功使英雄從灰燼中復活， 

是指向現今 58歲的日華牧師呢？ 

 

沒錯，蟻俠用作時空穿梭的客貨車， 

其車牌上，正好就有著數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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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大家有所不知，這一部客貨車第一次出現於漫威電影宇宙， 

是早於五年前 2015年 7月 16日，《蟻俠》第一集上映時。 

 

但是，由《蟻俠》第一集開始，至其後所有的漫威電影宇宙裡， 

這一輛後來可以用作時空穿梭的客貨車車牌號碼， 

卻一直被刻意隱藏，從來沒有顯示過。 

 

直至上年 2019年，上映《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這一個有著數字 58的車牌，才僅僅在畫面中顯示了三秒。 

 

正因為這輛能夠時空穿梭的客貨車車牌，是如此隱蔽， 

所以，日華牧師與資料員，是直至今年 2020年 2月 12日， 

距離電影《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上映後約一年， 

才於日華牧師 58歲時恰巧發現。 

 

明顯，這是神一個刻意安排的設定， 

留待一個適當的時間，才向我們打開這一切共同信息， 

為要印證錫安教會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無獨有偶，這次郵輪旅程的其中一晚， 

郵輪所播放的電影，竟然就是《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並且，日華牧師一行人在郵輪上，收到一個教會消息， 

竟然再次指向《復仇者聯盟》與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 

這事件是錫安教會 Z6C家聚負責人之一的許鴻儀 Tony Hui弟兄， 

於今年 2020年 1月 29日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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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這一件發生於日華牧師郵輪旅程期間的事件， 

是神所預定，指向《復仇者聯盟》和傳威牧師的共同信息呢？ 

 

首先，電影《復仇者聯盟》中，Dr. Strange經過 14,000,605次時空穿梭後， 

只發現唯一一次，可以打敗大奸角 Thanos的機會， 

所以，他才願意將自己手上，曾起誓以性命保護的「時間寶石」交給 Thanos， 

換取 Thanos不殺 Iron Man，保留 Iron Man的性命。 

 

到了大結局，我們就知道五年前， 

為何 Dr. Strange不惜一切代價，都要保存 Iron Man的性命， 

因為，Iron Man是五年後，他們能夠打敗 Thanos，勝出的必備條件之一， 

是 Iron Man解決了時空穿梭的技術難題，令回到過去取回寶石這件事，變得有可能。 

 

並且，最後大戰中，亦是 Iron Man在 Thanos得到無限手套的一刻，拼命奪回無限手套， 

再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動用六顆無限寶石，打響指消滅 Thanos和他的軍隊， 

於是，英雄們才能夠真正永久戰勝 Thanos。 

 

所以，Dr. Strange所看見，唯一一個打敗 Thanos的可能性中， 

唯一最重要的主角和關鍵，就是 Iron Man， 

而 Iron Man 在電影中的名字，就是 Tony St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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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華牧師郵輪旅程期間離世的許鴻儀弟兄， 

自返錫安教會開始，直至離世，他唯一一個英文名字就是 Tony， 

這亦是錫安教會肢體對他的唯一稱謂， 

從來沒有人會用他的中文名字或其他名字稱呼他，人人都是稱他為 Tony。 

 

然而，Tony弟兄的離世，不單指向《復仇者聯盟》中， 

有關 Iron Man Tony Stark的共同信息， 

印證神將時空穿梭和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賜給錫安教會， 

並且，Tony弟兄的離世，亦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並將會從灰燼中復活的共同信息。 

 

因為，傳威牧師的離世，是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 

而 Tony弟兄的離世，則是今年 2020年 1月 29日， 

兩個日期剛好相差 56日，而 56正正就是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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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Tony弟兄的安息禮拜，於 2月 24日晚上舉行， 

出殯禮和火葬禮，則在翌日的 2月 25日上午舉行。 

而 2月 25日，正正就是一年的第 56日， 

再一次指向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 56。 

 

所以，Tony弟兄的離世，不單日期上，與傳威牧師的離世相差 56日， 

甚至，Tony弟兄的火葬日期，也正好是一年的第 56日。 

 

可見，Tony弟兄的離世，就如傳威牧師的離世一樣， 

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一個共同信息，為了指向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解決時空穿梭的難題，成功回到過去取回寶石，將五年前離世的人從灰燼中復活， 

並打敗最後大奸角 Thanos的最重要人物 Iron Man Tony Stark， 

將兩件事共冶一爐的共同信息。 

 

並且，若果日華牧師接收 Tony弟兄離世消息的地點，不是以寶石命名的藍寶石公主號上， 

那麼，日華牧師也無法將電影中，得到六顆無限寶石的 Iron Man Tony Stark， 

連繫到這四艘以寶石命名的郵輪，解開當中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神的目的已明顯不過，就是要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不要因為傳威牧師和 Tony弟兄的離世而傷感， 

要確知這一切都是神為新婦出場，而刻意製造的劇情， 

因為，如果沒有人離世，又怎能產生死人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需要呢？ 

 

並且，Tony弟兄的離世事件和日期， 

原來還隱藏著不同的文化密碼和共同信息， 

印證這是神一日也不偏差，預定要發生的事件， 

亦指向 Tony弟兄將會與傳威牧師，並錫安教會過去已離世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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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從灰燼中復活，完成神救贖計劃的終極使命。 

 

例如：當計算傳威牧師的出生和離世日期，數字 19630603和 20191205， 

再加上 Tony弟兄出生和離世的日期，即 19610421和 20200129， 

所得出的數值，就是指向錫安教會得著時空穿梭的數值 88。 

 
又例如：當計算傳威牧師和 Tony弟兄的中文名字筆劃，即邵傳威和許鴻儀， 

再加上兩人的離世日期，即 20191205和 20200129， 

得出的文化密碼，竟然就是日華牧師生日的數值 901的鏡面倒置 109， 

完全印證他們二人的一生，都是為到完成神給予日華牧師的時代計劃， 

並且是一日也不偏差。 

 
又例如：今年第 56日，即 2月 25日出殯當日， 

乘載 Tony弟兄遺體的靈車車牌號碼，就是 TH2468， 

不單字首 TH，隱藏了 Tony弟兄英文名字 Tony Hui的字首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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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將 Tony弟兄的中文名字許鴻儀的筆劃， 

加上隱藏了他英文名字字首的靈車車牌號碼， 

計算當中的文化密碼，得出的結果，就是 91， 

同樣指向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9月 1日的數值 91。 

 

就如電影中，正是 Iron Man Tony Stark，導致時空穿梭變得有可能， 

從而得著寶石，使人能從灰燼中復活。 

 

而現實中，亦因為 Tony弟兄的離世， 

讓日華牧師解通了以寶石命名的四艘郵輪，隱藏著數值 1465， 

正是指向得著時空穿梭和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資格，即 4794和 923的共同信息。 

 

所以，電影《復仇者聯盟》的設定中， 

令 Dr. Strange所見，14,000,605次時空穿梭中，唯一能使他們成功， 

並打敗大奸角 Thanos的最關鍵英雄 —— Iron Man Tony Stark， 

絕對是神所刻意隱藏，印證無論是傳威牧師或是 Tony弟兄的離世， 

都是神的預定，為要讓他們得著更美的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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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在船上才想起，我們剛剛有一個 Tony死了，對不？ 

事實上，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究竟是甚麼呢？ 

電影中所提到的五年會否是一個信息呢？ 

 

它所提及的那個五年，是來自一組 number（數字）， 

就是 14,000,605次 —— 14,000,605次 —— 14,000,605次， 

當中只有四個數字，其餘都是零， 

是哪四個數字呢？1465，倒過來就是 56和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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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就是 Kobe Bryant死亡的歲數，對不？ 

 

接下來，我們感到害怕，因為 Kobe Bryant去世的時候， 

我們在上一次郵輪旅行就得知， 

我們的郵輪在每一晚都會在泳池旁邊播放一齣電影， 

我最深刻記得的是，我和傳威很舒適地躺在沙灘椅上觀看螢幕， 

品嘗一些免費的飲料，蓋上一張毛毯， 

非常「心涼」（意指內心欣喜）地觀賞電影《飢餓遊戲》。 

 

可是，在 Kobe Bryant死亡時， 

在船上的那個戲院，當晚播放的電影就是《復仇者聯盟 4》。 

當我們查考時，真的覺得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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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2020年郵輪旅程與電影《復仇者聯盟 4》 

早前透過精華短片（VO） 

「回憶 2015年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唯一一次的郵輪旅程」， 

經已介紹過，今年春節期間，日華牧師與 10多位全職， 

一同乘搭嘉年華公司旗下的藍寶石公主號郵輪。 

而船上其中一大特色，就是有一個露天電影院， 

在早上、下午及晚上，都會分別播放不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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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旅程中，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一行人， 

晚上曾於露天電影院前，點了一些美味薄餅和精美飲品，臥在沙灘椅上欣賞電影節目。 

 

然而，今年 2020年 1月 26日星期日中午，日華牧師一行人於新加坡碼頭， 

正要登上藍寶石公主號（Sapphire Princess），展開一段東南亞的郵輪之旅。 

 

意想不到，於美國時間的同一日， 

即 1月 26日星期日早上 9時零 6分（January 26, 2020, at 9:06 a.m.），共同信息 96， 

著名籃球巨星 Kobe Bryant乘搭直升機發生意外，他與 13歲女兒及隨行人員一同罹難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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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 Kobe Bryant身亡的時間是 1月 26日，即日華牧師登上藍寶石公主號的同一日， 

但由於地域時差的理由，所以，當時的時間， 

變成了香港及新加坡的 1月 27日星期一清晨 1時零 6分， 

即剛剛踏入日華牧師郵輪旅程的第二日！ 

 
所以，若不計算時差的話，Kobe Bryant離世的日期 1月 26日， 

與日華牧師登上藍寶石公主號，是同一日。 

 

然而，新加坡時間 1月 27日，即日華牧師郵輪之旅的第二日， 

原來，當日下午 3時，郵輪的露天電影院， 

正播放隱藏大量印證錫安教會共同信息的電影《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Avengers:End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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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按著郵輪公司的安排，每天的電影經過露天電影院播放後， 

就會編排到房間的電視節目頻道，供遊客在房間重溫。 

 

所以，於當天下午後， 

電影《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就加載至房間裡的電視節目頻道， 

甚至，相約一起重溫這齣帶著大量共同信息的電影， 

更成為今次郵輪旅程中，全職同工們的消遣之一。 

 

只是，原來日華牧師今年的郵輪旅程、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 

Kobe Bryant的離世，及電影《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卻構成今年郵輪旅程的一個重大啟示， 

揭示錫安教會下一代小獅子，必須把握接下來五年的時間， 

承傳上一代的屬靈祝福，展開屬於小獅子們的事奉， 

透過這五年的超頻成長，努力趕上，於屬靈生命裡孕育成為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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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今年日華牧師乘搭郵輪的最後一日海上行程，即 2月 1日， 

當天早上 10時，郵輪的露天電影院， 

正好播放同樣隱藏大量共同信息的電影《獅子王 2019》（The Lion King 2019）。 

 

在神極之巧妙的安排下，在郵輪最後一日的行程中， 

正好播放電影《獅子王 2019》，成為一個超自然的雙重印證， 

明證日華牧師今次在郵輪旅程上領受的啟示， 

就是關於錫安教會下一代小獅子與承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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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所說的 14,000,605次， 

竟然有 Kobe Bryant離世時的歲數，也有傳威離世時的歲數。 

這四個數字的組成，這是唯一的可能性，在五年後讓一群人從灰燼中復活。 

這讓我想起，這正是講述承傳，因為我信主五年後就開始了錫安教會， 

 

如果我們這一代全都成為了新婦，而下一代從育嬰（兒童教會）出來， 

對比馬丁路德、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他們真是沒臉說自己是新婦，別人真是拼命過， 

對比十一門徒，有的被釘死，有的落油鑊，有的被推落獅子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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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來說，這一代做過甚麼呢？ 

沒錯，原來真真正正從灰燼中復活，是在這件事的五年後發生，這就不一樣了！ 

 

在承傳中，承擔這個責任五年是絕對足夠， 

我自己就證明了這件事，我在沒有任何支持、支援、幫助、供應之下， 

甚至一直只有缺乏，沒有人教導我，也沒有任何正確的道理下， 

我由信主變成建立錫安。 

 

你們都聽過我的第一篇和第一個題目的信息， 

自問你們現在也未必能夠分享出來。 

 
所以，五年對下一代來說是足夠的。 

我們所說的「承傳」，就如 Kobe Bryant再次提醒的「承傳」， 

在這件事件中，再次提醒傳威的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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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給予一個空位，讓下一代可以承接他自己一向的工作， 

如果他不離開這個崗位的話，根本沒有人可以取代他， 

或者沒有那麼多工作可以交付給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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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錫安教會下一代「五年承傳」的信息 

現在，我們已經明白到，神是刻意強調「五年」這個共同信息， 

除了突顯兩次郵輪假期，是相隔五年之外， 

還要加上《Avengers 4》與及《Ready Player One》，也是突顯「五年」這個信息。 

 

不單讓日華牧師於郵輪上，回顧五年前，與傳威牧師的旅行， 

並且，亦是指向兩次相隔五年的 Project Pegasus， 

因此，這個共同信息，絕對肯定是神的安排，當中更涉及指向往後五年的「承傳」。 

 

假如是要拼入「承傳」這個共同信息的話， 

那麼，一定不會是五年前，熾焮 15歲的時候，已經開始「承傳」， 

因為，當時仍未發生傳威牧師與及 Kobe Bryant的事件。 

甚至乎，Eddie Forum的「傳承」畢業禮，也尚未發生。 

 

所以，這五年的「承傳」，必然是指傳威牧師與及 Kobe Bryant的離世事件後， 

才會開始五年的「承傳」。 

 

就正如電影《Avengers 4》， 

必然是發生了英雄化灰的情景後，才出現往後五年等待的時間， 

同樣地，電影《Ready Player One》， 

James Halliday也是死後五年，主角才開始尋找到第一條鎖匙。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 

電影裡「五年」的共同信息，其實，不是指向五年前的「天馬座行動」， 

而是第二個 Project Pegasus後，於今年才開始往後五年的承傳， 

也就是說，於往後五年，熾焮這群小獅子所要成全的創舉。 

 

正如電影《復仇者聯盟》提及到，於 2018年，所有英雄變成灰燼之後， 

於五年後的 2023年，他們才能夠從灰燼中復活，並且，真正打敗 Thanos。 

 

神選擇這齣電影，成為共同信息的原因， 

就是指向自上年 7月 7日開始，直至熾焮的生日，9月 30日， 

當中所印證的承傳，就是對於這一代，神有一個「五年」給予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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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是用我們過去的五年，成為榜樣， 

去對照接下來這班年青人，往後的五年。 

 

因為，過去的五年，神已經認可這群成年獅子， 

也就是我們過去所成就，灰馬的事奉， 

並且，當中的災難，到現在，更是越演越烈， 

越來越似「2012信息」開始之初，各種天災人禍大集合的情景。 

 

並且，於今次的郵輪上，除了印證小灰馬的 Project Pegasus之外， 

郵輪於船上，剛好，亦是播放《Avengers 4》，用來印證小灰馬的五年。 

並且，正正是因為這套電影，才出現 14,000,605這個數字， 

包括了傳威牧師與及 Kobe Bryant的歲數，成為共同信息， 

所以，當中必然是指到兩者的死亡，標誌了這個共同信息數字， 

也就是將來這五年，小獅子如何承傳上一代的優質，如何繼承。 

 

事實上，當我們提及「承傳」這個字的時候，必定是指向將來，一定不會是指到過去。 

並且，是對照我們過去五年的榜樣，然後，小獅子是要接著承傳。 

 

所以，過去的五年我們做過些甚麼，這一代也要在接下來的五年承接， 

亦因此，神才會用這種方式去作出印證， 

就是讓日華牧師及熾焮一同經歷這次郵輪之旅， 

並且，相隔五年，也是叫做「Project Pegasus」，同一個名字。 

 

神是刻意將兩者放在同一個事奉裡，就如以利亞和以利沙， 

以利亞是上一半的事奉，而以利沙是承接以利亞，去完成下一半的事奉。 

所以，他們的事奉，是二而為一，是同一個事奉。 

正如神於開始時，是先呼召以利亞，但後來，卻是由以利沙所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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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過去的「天馬座行動」， 

神將灰馬的力量給予日華牧師，去向世界作出審判， 

但到今日，當小獅子成長之後，我們更看見，灰馬的審判，更是越演越烈， 

印證灰馬的威力，與及對世界的審判，是不斷延續，並且，不斷加增。 

 

不同於四馬的其他馬，於星宿中，唯有天馬座，是有兩隻馬，分別是大馬與小馬。 

 

所以，現時我們所看見的，是兩隻馬加起來的威力。 

原因，神是刻意安排這個共同信息，就是兩個 Project Pegasus的總和。 

不單是天馬座，獅子座亦有大小獅子座， 

並且，於郵輪上，其中一晚的電影，亦是《獅子王》。 

 

所以，於這件事裡，神將大馬與小馬，加起來，變成同一個行動和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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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兩者更會結合成為一個完整聖殿的榜樣。 

原因，一個優質的信仰，絕對是能夠複製， 

並且成功傳承給下一代，讓下一代也有一個優質的信仰，然後，才開始被提。 

 

所以，無論我們處於甚麼年齡，整個聖殿的榜樣， 

都能夠讓任何年齡的人，去示範一個成功的信仰，完成整個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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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讓我們知道，似乎真的在這趟旅程（trip）中，所有事都是預定了， 

就是讓我們留意 —— 還有五年的時間， 

就如電影中，這些 number就是為了告訴你， 

唯一的方法就是，五年後才可以讓這些人從灰燼中復活， 

這就是《復仇者聯盟 4》所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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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14,000,605與五年後英雄的復活和 Kobe Bryant對比傳威牧師 

日華牧師分享到，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指向錫安教會共同信息的神奇數字 14,000,605， 

在電影中代表甚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對錫安教會來說，又有甚麼意義呢？ 

 

電影中，這一個數字， 

代表英雄們必須先經歷失去一半宇宙生命，包括他們的同伴， 

五年後，才可以補償這個損失，令化為灰燼的生命，包括所有英雄，從灰燼中復活。 

 

電影提及這一個數字，就是代表唯一一個，可以真正打敗大奸角 Thanos的可能性， 

但要導致這個可能性誕生，就必須先作出犧牲，讓一半英雄化為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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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按著常理，當人死去，甚至化為灰燼後，根本不可能令他們復活。 

 

就如現實中，整個人類歷史， 

甚至連主耶穌基督，都從未試過叫化為灰燼的人， 

從死裡復活，而主耶穌自己，亦未曾試過從灰燼中復活。 

 

雖然，主耶穌曾說自己就是這所屬靈聖殿，但祂卻未曾試過從灰燼中復活， 

而末後的屬靈聖殿，卻是會由灰燼中復活。 

 

但神卻以電影中這一個神奇數值，讓我們得知有這一個可能性， 

可以讓人從死裡復活，甚至從灰燼中復活。 

因為，數字「14,000,605」，正是指向 4794， 

一個印證錫安教會，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的傳奇數值 4794， 

並且是登上信仰巔峰的新婦的數值 923。 

 

所以，這是第一個，神在電影所埋藏最重要的意義， 

就是錫安教會並「2012信息」，是被神所認可，以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新婦。 

而錫安教會，就是神向全世界人所展示的信仰唯一典範， 

是世上所有信主的人，甚至全世界，在現世中，應當效法的唯一榜樣。 

 
為何主耶穌基督，沒有將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用在自己身上， 

卻把這個能力交給登上信仰巔峰的錫安教會呢？ 

 

因為，主耶穌當時只是救贖計劃 Alef的一個示範， 

主耶穌在世時的見證，從來都不是代表信仰能夠達到巔峰的終極榜樣，只是為信仰巔峰而鋪路， 

所以，主耶穌在世時已經清楚預言，信祂的人要做比祂在世時更大的事， 

而使人從灰燼中復活，肯定是其中一件最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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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耶穌在世時未曾行過，卻留給末後 Tav登上信仰巔峰的新婦去做， 

而這一位新婦，正是得著 4794和 923印證的錫安教會。 

 

然而，上年 2019年 12月 5日傳威牧師離世， 

以及今年 2020年農曆年假期間，日華牧師踏上藍寶石公主號，作東南亞海上之旅後， 

我們才發現，數字 14,000,605，原來有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 

 

以上兩件事發生前，日華牧師並不知道， 

因為，當數字 14,000,605，去除所有沒有數值的「0」字後， 

就只剩下「1465」，這四個數字。 

 

然而，早前日華牧師已於主日信息為大家分享過， 

這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 56，並指向日華牧師今年郵輪旅程期間， 

因直升機意外墜毀而死亡的 NBA籃球明星 Kobe Bryant，他離世時的歲數正是 41。 

 

並且，是以鏡面倒置的方式作對比，證明神是用 Kobe Bryant的一生和離世， 

成為傳威牧師一生的對照，要我們用 Kobe Bryant的一生，去理解傳威牧師。 

並且，Kobe Bryant的一生，由出生至墜機死亡的當日， 

我們都可以肯定，這是神的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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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 Bryant必須在日華牧師登上郵輪後的 24小時內離世， 

是神早已預定，要在這一天將他的生命奪去。 

 

為何日華牧師會斷言，Kobe Bryant的離世， 

是神所預定，甚至是神刻意令他在 2020年 1月 26日遇上墜機死亡呢？ 

因為，Kobe Bryant由出生至離世，一生的年日，總共是 497個月零 4日， 

正正是錫安教會最傳奇數值 4794的鏡面倒置 4974。 

 

以往，日華牧師亦已分享過，當我們由海上方向， 

望向東涌擁有拉線數值的四組住宅建築群，它們正正組成 4794鏡面倒置的 4974。 

當 Kobe Bryant離世時的一刻，日華牧師正踏上郵輪不足 24小時， 

而郵輪，正是在海上，所以，按照在海上是代表鏡面倒置的原則， 

那麼，神就是以 Kobe Bryant一生的 4974，指向錫安教會的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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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可以想深一層， 

為何日華牧師在海上時，神會用鏡面倒置，去印證日華牧師的郵輪旅程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地球上的海洋，正是整個世界最大的一面鏡子， 

但這面鏡子，是映照甚麼的呢？豈不是天上的星宿嗎？ 

而天上的星宿，豈不是在訴說神對錫安教會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和傳奇嗎？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神要製造傳威牧師和 Kobe Bryant離世的事件， 

並用他們的歲數 41和 56，指向電影《復仇者聯盟》的神奇數字 14,000,605。 

 

因為，這是一個來自神，最明顯不過的信息， 

我們當中，將會發生如電影《復仇者聯盟》的情節， 

所有錫安教會已離世，但合資格成為新婦的信徒， 

都將會從死裡復活，甚至是能夠從灰燼中復活。 

 

這就是神用 Kobe Bryant的離世，以及今次郵輪之旅， 

成為日華牧師於傳威牧師安息禮拜、出殯禮和火葬禮中， 

所分享三篇信息的一個共同信息印證， 

印證神要我們去相信一件人類歷史從未發生過的事， 

就是錫安教會將會得著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這一切印證，是要讓我們知道， 

原來，要得著這種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並非空想的神話傳說，亦不是要尋找神秘的「賢者之石」或神燈， 

相反，是絕對有跡可尋，的確存在一種方法，能讓神將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交給我們。 

 

這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在有生之年裡， 

做到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這亦是 4794所代表的意思， 

並且，要如日華牧師和傳威牧師一樣， 

能夠登上信仰巔峰，成為合資格的新婦，即 923所代表的意思。 

 

當有人能夠做到，他就配得神賜予使人從灰燼中復活和永遠審判的能力。 

而主耶穌基督就是第一個做到這種級數的信仰榜樣， 

但是，祂卻將這種能力，留給我們錫安教會去完成。 

 

所以，在這一齣充滿共同信息的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神奇數字 14,000,605，是要帶給我們兩個極為重要的信息。 

 

第一個信息，能夠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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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數值 14,000,605所指向的 4794和 923， 

而現在已證明，世上唯有錫安教會這一個群體，能夠達到這種領域。 

 

第二個信息，如果日華牧師沒有順服神的感動， 

分享有關傳威牧師將會從灰燼中復活的信息， 

並鼓勵全錫安教會的肢體一同去相信。 

 

那麼，我們就無法一同發掘出，神早已隱藏的大量共同信息， 

使我們在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中，能夠有充足的信心， 

相信我們能夠得著，這種自創世以來最偉大的神蹟能力。 

 

除此之外，為何日華牧師一行人登上藍寶石公主號時， 

神要在船上公開播放《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呢？ 

 

因為，神要額外再加一重印證，成為指向傳威牧師將會從灰燼中復活的印證， 

事實上，五年前的 2015年，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 

亦曾在這艘郵輪的同一個位置，一同觀看電影，並且拍照留念。 

 

可見，這是神刻意的設定，令日華牧師今年再次登上這一艘， 

五年前，曾成為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唯一一次一同乘搭， 

甚至，是傳威牧師一生中，唯一一次乘搭的郵輪 —— 藍寶石公主號。 

 

並且，今年的郵輪旅程前夕，先是經歷了傳威牧師的離世， 

登船後，又在 24小時之內，接收到 NBA籃球明星 Kobe Bryant離世的消息， 

再於三日內，接收到 Tony弟兄離世的消息， 

甚至，在日華牧師一行人不可能控制的情況下， 

郵輪卻播放電影《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早於兩年前的 2018年，神已藉著「還有一年」，及 Freemason所有圖畫隱藏的啟示， 

讓我們知道圖畫中的棺材，是指向傳威牧師離世的事件。 

 

所以，這一切事件，要全部一同發生在日華牧師身上， 

並且，當中每件事，都隱藏大量一日也不偏差，且互相印證的共同信息， 

可見，絕對不可能是人為製造，能夠令這一切發生，只有唯一一個原因， 

就是神要印證錫安教會，將會得著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再加上，早前 2020年 3月 1日所播放的精華短片（VO） 

「2020年舊地重遊是新婦預定的計劃」中，已經為大家分享到， 

傳威牧師唯一曾乘搭過的郵輪藍寶石公主號，原來是嘉年華郵輪集團旗下的郵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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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四艘船，是以寶石命名， 

分別是藍寶石公主號、鑽石公主號、翡翠公主號及紅寶石公主號。 

 

這四艘以寶石命名的郵輪， 

竟然對應以色列大祭司胸牌上的寶石位置，一、四、五和六， 

 

正正就是電影《復仇者聯盟》中，指向錫安教會的神奇數值 14,000,605， 

以及指向 Kobe Bryant和傳威牧師離世的歲數 41和 56。 

 

試問，日華牧師於 30多年前， 

分享「天國比喻」的「十二粒寶石行列」信息時， 

日華牧師又怎會想到，講道中提及的這四顆寶石， 

會牽連將來一齣全世界賣座的電影，一場關於寶石的爭奪， 

最終，更是由這幾顆寶石，去決定誰生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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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e Bryant離世的歲數 41， 

對比祭司胸牌上第一顆和第四顆寶石，紅寶石和綠寶石， 

而綠寶石，即翡翠，對比這兩種寶石的翡翠公主號及紅寶石公主號， 

與錫安教會及近期的新冠肺炎事件，完全沒有關聯。 

 

但傳威牧師離世的歲數 56， 

對比祭司胸牌上第五顆和第六顆寶石，藍寶石和金鋼石，而金鋼石，即鑽石， 

對比之下，豈不就是指向傳威牧師，一生中唯一曾乘搭的郵輪藍寶石公主號， 

及近期因新冠肺炎，成為世界最熱門新聞的鑽石公主號嗎？ 

 
神的心意已非常明確， 

雖然神以 Kobe Bryant的出生和死亡，成為一個印證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但神真正著重和注目，神眼中的主角，卻是能夠成為新婦的傳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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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何神要用 Kobe Bryant這一位 NBA籃球明星， 

成為指向傳威牧師的共同信息呢？因為，Kobe Bryant由出道至退休， 

他一生的籃球風格，都是以所謂的「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成為他一生模仿的對象。 

 

雖然，Kobe Bryant出道時效力於湖人隊，而Michael Jordan則效力於公牛隊， 

但Michael Jordan卻看 Kobe Bryant如同自己的弟弟般， 

所以，Kobe Bryant的喪禮中，Michael Jordan聲淚俱下地稱︰ 

「Kobe Bryant的離世，就如同自己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 

 

然而，原來Michael Jordan和 Kobe Bryant第一次在籃球場上相遇，正是 1996年。  

 

米高佐敦： 

In 1996, our next speaker faced an 18-year-old Kobe Bryant on the court for the first time, midway through 

the game, while playing, Kobe asked him for tips on his jump shot. 

下一位演講者是在 1996 年，第一次在球場上面對 18 歲的 Kobe Bryant，比賽進行到一半時，Kobe

問他跳投的技巧。 

 

Kobe scored 33 points that game against his boyhood idol, Michael scored 36 and won the game too. 

Kobe在那場比賽中得到了 33分，Michael得了 36分，贏得了比賽。 

 

Please welcome Michael Jordan. 

請歡迎Michael Jordan。 

 

I would say good morning but it's afternoon. 

我想說早上好，但現在是下午。 

 

I'm grateful to Vanessa and the Bryant family for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day. 

我很感謝 Vanessa和 Bryant的家人，給我今天發言的機會， 

 

I'm grateful to be here to honor Gigi and celebrate the gift that Kobe gave us all. 

很感恩在這裡向 Gigi致敬，懷念 Kobe給我們所有人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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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e accomplished as a basketball player, as a businessman and a storyteller and as a father, in the game 

of basketball, in life, as a parent, Kobe left nothing in the tank. 

作為一個籃球運動員，一個商人，一個講故事的人，一個父親，在籃球比賽中，在生活中，作為父

母， 

 

He left it all on the floor. 

Kobe盡最大努力貢獻了所有。 

 

Maybe it surprises people that Kobe and I were very close friends, but we were very close friends. 

大家也許會很驚訝我和 Kobe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Kobe is my dear friend, he was like a little brother. 

Kobe是我親愛的朋友，猶如我的弟弟。 

 

Everyone always wanted to talk about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he and I. 

大家總喜歡拿我們兩人作比較， 

 

I just wanted to talk about Kobe. 

但這刻我只想專注在 Kobe身上。 

 

You know all of us have brothers and sisters, little brothers, little sisters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always 

tend to get in your stuff your closet, your shoes, everything. 

大家都知道兄弟姊妹之間的相處，尤其有弟妹的，無論什麼原因，他們總愛霸佔你的東西，你的衣

櫥、你的鞋子、你的所有。 

 

It was a nuisance, if I could say that word, but that nuisance turned into love over a period of time, just 

because the admiration that they have for you, as big brothers or big sisters. 

這是令人討厭的，容許我這樣說，但這份討厭會隨著時間變成愛，只因他們對你的敬佩，對你作為

他們的兄長和姐姐， 

 

The questions, they’re wanting to know every little detail about life that they were about to embark on. 

他們會有著許多問題，想知道生命前路上的各種細節。 

 

He used to call me, text me 11:30, 2:30,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talking about post-up moves, footwork, 

and sometimes the triangle. 

他以往會打電話或傳簡訊給我，晚上 11:30、凌晨 2:30 或 3:00，討論背身單打的動作，步法，有時

是三角戰術。 

 

At first, it was an aggravation, but then it turned into a certain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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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這是個煩擾，後來卻成為了某一種熱情。 

 

This kid had passion like you would never know, It's an amazing thing about passion. 

這小子的熱情是你意想不到的，熱情最奇妙的地方是， 

 

If you love something, if you have a strong passion for something, you would go to the extreme, to try to 

understand, or try to get it. 

當你喜愛某些東西，當你對某些東西是滿腔熱忱的時候，你會變得極端，會嘗試去理解，或嘗試去

爭取。 

 

Either ice cream, cokes, hamburgers, whatever you have a love for. 

可以是雪糕、可樂、漢堡包，任何你愛的東西， 

 

If you have to walk, you would go get it. 

只要想得到，無論多遠也要走下去， 

 

If you have to beg someone, you would go get it. 

縱然要低下頭來求人，你也會願意。 

 

What Kobe Bryant was to me was the inspiration, that someone truly cared about the way I either played 

the game, or the way that he wanted to play the game. 

Kobe Bryant讓我感受到，他是真的在乎我如何打籃球，又或是他自己該如何打籃球。 

 

He wanted to be the best basketball player that he could be, and as I got to know him, 

他想盡力成為最好的籃球員，當我真正認識他之後， 

 

I wanted to be the best big brother that I could be. 

我想盡力成為他最好的哥哥。 

 

To do that, you have to put up with the aggravation, the late-night calls, or the dumb questions. 

為此，你必須忍受他會不斷煩擾你，深夜的來電或一些愚蠢的問題。 

 

I took great pride, as I got to know Kobe Bryant, that he was just trying to be a better person, a better 

basketball player. 

我感到非常自豪，因我更深認識 Kobe Bryant，他只不斷希望進步成為更好的人，更好的籃球員。 

 

We talked about business, we talked about family, we talked about everything, and he was just trying to be 

a better person. 

我們會談論生意，我們會談論家庭，我們無所不談，他只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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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he's got me, I’ll have to look at another crying meme for the next. 

這次又被他害了，我又會有新的哭泣表情圖像了。 

 

如果大家記性好的話，應該都會記得，早在上年 2019年 12月 9日， 

即 Kobe Bryant離世前整整約兩個月前，在傳威牧師離世後四日， 

開始分享的《栽在溪水旁》之《我和傳威的相遇相知》， 

並且，2019年 12月 17日傳威牧師的喪禮中，日華牧師不只一次提到， 

傳威牧師不單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左右手，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而傳威牧師，自認識日華牧師開始，已認定日華牧師是他一生所效法的對象。 

 

此外，在問問題上，傳威牧師亦與 Kobe Bryant一樣， 

傳威牧師是不分晝夜、不斷詢問日華牧師屬靈上的問題， 

甚至，按日華牧師所說，有時他更會問一些愚蠢的問題 Dumb Questions， 

這一點亦與 Kobe Bryant相同。 

 

正如 Kobe Bryant與Michael Jordan之間，亦師亦友的關係， 

日華牧師與傳威牧師相遇相知的 35年間，也是如此， 

不單是最好的師徒關係，更是最好的知己，甚至情同手足， 

是日華牧師全職事奉神 35年歷程中，最好的朋友和拍檔。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神要用 Kobe Bryant的離世，去對比傳威牧師的離世。 

因為，正如 Kobe Bryant以他的一生， 

在籃球場上模仿他的前輩「籃球之神」Michael Jordan， 

亦以一生，證明自己已成功模仿和複製他的籃球技巧， 

在所有熱愛籃球的人心裡，Kobe Bryant絕對是已經做得極好，是Well Done。 

 

然而，在錫安教會全體弟兄姊妹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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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一同見證傳威牧師以一生效法日華牧師，以此成為生命裡最重要的目標， 

同樣地，在神眼中，傳威牧師在信仰上絕對是做得極好，是Well Done！ 

 

所以，神才會用 Kobe Bryant，去對比傳威牧師， 

成為我們全教會都需要認知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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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想每一個人，都與三個人說︰「我會成功提取這個資格！」 

 

Amen，感謝主，最後，假如我們學到任何事物，都一同歡呼鼓掌多謝主！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