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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 年 5 月 17 日分享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36 終極之名（2） 

 

時事追擊︰新冠肺炎疫情重啟封鎖 

早於兩個月前，2020 年 3 月 17 日， 

日華牧師經已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前瞻性預告當前的肺炎疫情，其實是各國政府， 

為了預備之後的 Planet X 重臨及第四馬瘟疫，而作出的事前部署。 

  

因此，兩個月前，日華牧師已警告， 

各國政府和世衞（WHO）必定會以疫情再度爆發為藉口， 

藉著所謂的第二波疫情，借故重啟封鎖及隔離措施，繼續拖延下去，  

好讓世人習慣一種災難式生活，為 Planet X 和第四馬瘟疫做足預備。 

  

隨著「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發佈後， 

我們有目共睹，整個世界確實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明證「2012 信息」的真確性。 

  

故此，最近一、兩星期，整個世界時局的事件，及疫情發展的走勢， 

世界各國和世衞等，仍繼續大肆渲染這場疫情， 

如「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所預告，各國計劃重啟封城措施，刻意為世人製造恐慌， 

背後用意，就是帶領世人為 Planet X 和第四馬瘟疫做足預備。 

  

歐洲方面︰ 

5 月 6 日，正當德國總理默克爾，屈服於十六個州的領袖施壓下， 

宣佈放寬措施，重新開放社交生活及重振經濟，讓更多店鋪重開、允許學生逐步返校。 

  

然而，解封社交限制的 4 天後，即 5 月 10 日， 

德國多地疫情迅即反彈，爆發規模達過百人的集體感染。 

其中，德國數間屠宰場，近日出現大規模達 600 人的集體感染，成為疫情熱點， 

原因是屠宰業大量僱用東歐及南歐的工人， 

他們住在無法保證人際距離的狹窄宿舍內， 

加上，每天乘小巴集體上下班，很容易就造成聚集性感染。 

  

來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幕後策劃者有意隨著解封城市，進行他們早已預定的下一步計劃， 

就是教育全世界，需要正視及處理所有暫時居留的外地傭工， 

即是，並非出生於這個國家的非本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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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留意到，新聞裡，各國政府在第二波部署上， 

不斷透過傳媒大肆渲染輸入個案、非本土個案及外地傭工確診個案等， 

目的，就是於接下來，Planet X 來臨令海陸空交通， 

包括飛機、火車、船等交通完全斷絕之前，先使人民各歸各城，返回自己國家。 

 

換句話說，當前各國政府需要在 Planet X 來臨前， 

引導那些因為商務工作、旅遊或任何僱傭性質的非本土居民， 

甚至是其他國家的移民等，各歸各城、返回自己國家。  

這就是當前，我們從各國政府第二波部署中，所看見的線索和計劃。 

  

然而，大家都會有疑問，為何政府需要這樣做呢？ 

竟然連外地傭工，甚至其他國家的移民，都需要將他們引導回自己本土本國， 

究竟，為何當前各國政府需要做到這種程度呢？ 

  

答案非常簡單，大家只要細心想一想， 

當 Planet X 來臨後，各樣災難及氣候變化， 

將會令全球有 3 至 7 年時間，完全斷絕海陸空交通的往來， 

甚至，向來依賴進口物資的國家和地區， 

在失去物流後，很快就會出現斷糧及斷物資的情況。 

  

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當一些地區缺乏食物，甚至需要「人吃人」的時候， 

究竟，甚麼人種，是本土居民優先考慮吃的目標呢？  

當然就是「非本土的人民」！ 

  

故此，大家可以輕易理解， 

隨著一些國家的第二波部署，藉口所謂解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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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將矛頭焦點，指向輸入個案、非本土個案或外地傭工確診個案等， 

根本是有意引導「非本土人民」返回本土本國。 

 

就如德國，解封後，多地疫情迅即反彈，爆發集體感染。 

5 月 10 日，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ordrhein-Westfalen, NRW）宣佈恢復封鎖措施， 

沒錯！德國政府宣佈，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恢復封鎖措施。 

  

除了上述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肉類加工廠爆發集體感染之外，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一間屠宰場， 

以及圖林根州的格萊茨市多間老年護理中心，亦相繼爆發集體感染。 

  

德國總理默克爾決議口罩強制令繼續有效，人際接觸禁令延長至 6 月 5 日， 

德國政府成立應急機制，以每個縣市平均 10 萬人計算， 

若一個縣市解封後，連續 7 天內新增確診人數超過 50 人， 

則需要再度實施一系列封城措施，阻止病毒傳播。 

  

沒錯！只要連續 7 天內，新增確診人數超過 50 人，就需要再度封城， 

當前，德國另外兩州的確診人數，也正在不斷增加，很可能同樣需要重啟封鎖。 

  

然而，柏林、法蘭克福、慕尼黑等主要城市， 

仍出現數以千計的人集會，抗議政府防疫限制措施。 

多蒙特的示威活動，更發生暴力襲擊事件， 

雖然政府以防疫為由，禁止主辦方的示威活動申請，但仍有約 150 人聚集。  

  

另一方面，同日，5 月 10 日，英國首相約翰遜發表電視講話， 

宣佈未來數個月，有條件分階段解除封鎖，包括放寬市民戶外活動限制， 

並將疫情警戒分為 5 級，疫情最嚴重為第 5 級， 

目前，英國正處於第 4 級，當局會根據警戒等級，考慮放寬哪些地區或封鎖措施。  

約翰遜警剔民眾，仍要保持警覺︰ 

「如果這時隨便捨棄過去抗疫的努力，任由疫潮第二波發生，無疑是瘋狂。」 

  

在他發表講話前，英國政府的社交網站已換上新的抗疫口號， 

由原先的「留在家中」，改為「保持警戒、控制病毒、拯救生命」。 

 

不過，方案不獲英格蘭以外的地區支持， 

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指不會理會，呼籲蘇格蘭人繼續居家避疫。 

威爾斯衞生部長格辛指，約翰遜的方案未取得共識， 

部分地區「留在家中」的建議，暫時亦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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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英國政府建議民眾乘搭公共交通， 

或進入難以保持兩米社交距離的封閉空間時，應佩戴口罩， 

這是英國出現首宗確診後，第一次建議民眾佩戴口罩。 

  

過往兩星期，西班牙一直計劃逐步放寬限制， 

但 5 月 12 日，西班牙政府突然下令， 

於 5 月 15 日起，強制隔離所有國外入境旅客兩周，即 14 天， 

隔離期間，只限「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才准外出，包括購買生活用品或前往醫療機構。 

 

正當西班牙人民希望擺脫全國封鎖之際， 

此舉，將會令深受疫情衝擊的旅遊業雪上加霜， 

強制隔離令和緊急狀態，將會一起延長， 

這是自 3 月中實施禁制令以來，西班牙第四次延長緊急狀態。 

  

中國方面︰ 

5 月 9 日，中國吉林省舒蘭市，早前發現一宗本土確診病例，但患者的感染源頭成謎。 

 

由於出現本土確診病例，吉林舒蘭上調風險等級， 

由低風險調整為中風險，是內地現時唯一的中風險區域， 

即日起，全市實施嚴格管控措施、嚴控人員外出，暫時關閉所有公共服務及娛樂場所， 

5 月 10 日起，所有巴士停運，所有的士不准出城營運，直至另行通知。 

  

通告指，城區將以居民小區為單位， 

進行原則上封閉管控，外來人員及車輛一律禁止進入， 

每戶家庭，每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員外出採購生活物資， 

除疫情防控工作、生病就醫、突發事件之外，其他人員原則上不得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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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所有路口，原則上設置專人看護，嚴控人員外出， 

居民除了工作、生活、就醫等必要需求外， 

原則上，要做到不出門、不上街、不串門、不聚集。 

  

假如拒絕聽從工作人員的管理和勸阻，甚或聚眾鬧事， 

將由公安機關予以嚴厲打擊。 

  

5 月 10 日，中國東三省黑龍江、吉林及遼寧， 

短短兩天內，均有本土新增確診， 

其中，遼寧省新增的本土確診病例，來源於瀋陽市， 

值得注意的是，該病例曾有吉林省吉林市旅居史。 

截至 5 月 10 日下午 3 時，遼寧省累計確診病例 147 例、死亡 2 例。 

  

5 月 11 日，吉林省舒蘭市公佈，自從中國逐步解封後， 

舒蘭市突然出現 13 宗本土確診病例，打破了全省 73 天無本土新增病例，持續向好的局面。 

下一步，按照高等級風險防控要求，將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採取最嚴格管控。 

  

值得留意，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因，是一種稱為 Corona-virus 的新冠病毒， 

而「Corona」，正是上年 10 月 6 日精華短片（VO）「War Robots 遊戲的獅子王共同信息」提到， 

日華牧師於上年他 58 歲生日時，決定教授策略家一套嶄新的「War Robots 戰略課程」。 

  

當時更提到，War Robots 於 9 月 23 日，923 當天， 

推出了一款帶著共同信息的限量版武器 Corona。 

而「Corona」這個名字，就是天文現象「日華」的意思，即日華牧師的名字。 

 

然而，今次轟動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名字正正就是 Coro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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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吻合上年 2019 年，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展開「War Robots 戰略課程」。 

 

而 Corona 2019，又稱為 COVID-19， 

19，正是印證日華牧師 9 月 1 日生日， 

以及小獅子熾焮現時 19 歲的歲數， 

甚至，吻合玉珍師母上個月 19 日的生日日期。 

 

除此之外，正因今場 COVID-19 的疫情， 

引發各國推行「戰時動員令」（Wartime Mobilization）及「進入戰時狀態」， 

進一步明證，日華牧師的確是按著神的感動，而決定教導「War Robots 戰略課程」， 

因為，遊戲 War Robots 的名字，正正就是戰爭、戰時的意思。 

 

吉林省舒蘭市全面進入戰時狀態後，於防控期間，全市所有診所及零售藥店， 

一律停止銷售發熱類藥品及診治發熱病人，防止病毒以不明方式在社區裡傳播。 

有報道指，這次吉林省及東北地區出現疫情反彈的苗頭， 

說明全球率先扭轉疫情的中國，仍面臨疫情反彈及爆發的巨大風險。 

  

5 月 6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表示， 

當前，境外疫情擴散蔓延的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 

國內個別地區更出現聚集性疫情，顯示疫情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國家衛健委赴東北三省疫情防控情況指導組，及國家疾控中心流調專家， 

已於 5 月 10 日，先後抵達吉林市及舒蘭市應對疫情，慎防疫情出現所謂「第二波爆發」。 

  

5 月 11 日，武漢相隔一個月後，再有確診個案， 

患者居住的小區，近 5,000 人需要進行檢測。 

  

新聞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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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增 14 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當中 12 宗為本土確診病例。 

吉林舒蘭市發生聚集性疫情，武漢相隔 1 個月後，亦再次出現確診病例。 

  

「舒蘭的出租車現在已經停運，街上現在空曠無一人。」 

  

吉林省舒蘭市出現聚集性疫情後，當局即時採取管控措施， 

出入舒蘭的火車和客運，與市內的巴士、的士都要停運。 

當局亦加派人員，在高速公路上截查車輛，市內所有小區要封閉， 

每戶家庭每日只可以派一人外出採購生活物資，如非必要，所有人原則上不得外出。 

公共服務和娛樂場所暫時關閉，餐廳不准提供堂食，所有聚集活動一律禁止。 

  

舒蘭市是全國現時唯一一個被列為高風險的地區， 

當局證實，當地一名 45 歲市公安局洗衣女工， 

上周四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後，再傳染給 11 人， 

包括她的丈夫、姊姊和姊夫等 5 名親屬。 

患者沒有離開過吉林省，亦沒有接觸從省外返回吉林的人，未知感染源頭。 

  

吉林省省委書記巴音朝魯說，舒蘭市的疫情形勢非常嚴峻， 

需要按高風險防控，進入緊急戰時狀態，又指市內出現聚集疫情， 

暴露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方面，仍然存在漏洞， 

強調要堅決克服麻痺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 

紮實做好舒蘭市防疫工作保障。 

  

至於一度是疫情重災區的湖北省武漢市，連續 36 日零確診的走勢告終， 

當地衛健委通報一宗本地確診個案， 

患者是一名 89 歲老翁，本身有高血壓等長期病患。 

當局指他農曆新年後，一直沒有離開過居住的東西湖區三民小區， 

這個小區曾有 20 宗確診病例， 

專家估計病源，應該是過往的社區感染。 

  

當局將東西湖區調升至疫情中風險等級，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聯絡組，下午到場檢查防控工作， 

強調要堅決避免疫情反彈，決不能前功盡廢。 

   

來到這裡，大家可以試想想， 

世上有哪一種能稱得上是「大流行」的傳染病， 

可以確保連一個感染者都沒有呢？ 

沒錯，是連一個感染者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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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前各國政府，是否緊急至一個階段， 

單單因為一個確診個案，就需要再度全面封城， 

影響數百萬市民的正常生活呢？ 

  

再者，當前這些只是確診個案，並非死亡個案， 

情況就如每年慣常約有 65 萬人死於流感，但各國政府卻從未為每年的流感， 

進行如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規模封城等防疫措施。 

  

顯然，這一場尚未及得上每年流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 

正如「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所警告般發生， 

世界各國和世衞等組織，大肆渲染事件、煽動世人恐慌， 

甚至不惜摧毀自己國家的經濟，也要限制人民接觸等行動，必定是另有內情。 

 

其用意，就是帶領世人，為著 Planet X 和第四馬瘟疫做足預備， 

這就是他們大肆渲染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正目的！ 

   

亞洲方面︰ 

5 月 9 日，南韓上周剛放寬社交疏離防疫措施， 

隨即新增 40 人確診，創近一個月新高，其中，首爾佔 27 宗。 

隨著首爾出現集體感染蔓延，市長朴元淳發出「無限期禁止聚集命令」， 

無限期關閉市內逾 2,100 間娛樂場所，包括夜總會、酒吧、的士高等。 

 

首爾市長朴元淳指， 

若娛樂場所違反規定，將被處以最高三百萬韓圜（約 19,000 多港元）罰款等； 

違反禁令到訪娛樂場所的人員，亦會面臨相同處罰。 

南韓中央政府也建議，全國娛樂設施暫停營業，為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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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是新冠疫情爆發較早的國家， 

至今累計確診個案達 10,840 人，256 人死亡， 

自 5 月 6 日起，已轉入生活與防疫並行的「生活防疫階段」， 

早前因疫情暫停使用的博物館及圖書館等設施逐步開放， 

學校亦於 5 月 13 日起，分階段復課。 

但不足 3 日，再次爆發集體感染，令人擔心爆發第二波疫情， 

目前，南韓尚未下調應急響應級別，仍保持最高級的「嚴重」預警。  

  

新聞片段： 

A new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South Korea has sent officials scrambling to stop its spread in the 

densely populated capital city of Seoul. 

韓國新爆發新冠病毒病例，官員急於阻止病毒在人口稠密的首爾市傳播。 

  

Officials reported over 30 new infec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s of midnight on Sunday the highest daily 

numbers in more than a month. 

官方報告，截至週日午夜，全國新增超過 30 宗病例，是超過一個月以來單日最高數字。 

  

The country has been lauded for its early action in slowing the pandemic but on Sunday, President Moon 

Jae-in warned of a second wave. 

韓國在抗疫方面的早期行動備受稱讚，但在週日，總統文在寅警告可能會出現第二波疫情。 

  

Most of the recent infection cluster was linked back to a slew of clubs and bars in the popular nightlife 

district of Itaewon. 

最新的感染群組，大都與流行夜生活的，梨泰院區域的俱樂部和酒吧有關。 

  

Seoul Mayor, Park Won-soon, has pleaded with club-goers to be tested warning that anyone avoiding 

testing could be fined. 

首爾市長朴元淳呼籲去夜總會的人接受檢測，警告任何逃避檢測的人都可能被罰款。 

  

The next two or three days will be a critical moment which decides if Seoul will be infiltrated or not. 

未來兩三天將是決定首爾是否被滲透的關鍵時刻， 

  

If Seoul was infiltrated,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be infiltrated. 

如果首爾被滲透，韓國也會被滲透。 

  

The outbreak has prompted Seoul to impose an immediate temporary shutdown of all nightly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疫情爆發促使首爾立即臨時關閉所有夜間娛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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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s the country began easing some social distancing restrictions last week. 

與此同時，韓國上週開始放鬆一些社交距離限制。 

  

And authorities have proposed to delay the reopening of schools which was scheduled to begin on 

Wednesday. 

有關部門現時提議推遲週三復課的安排。 

 

由於確診個案一度大幅回落的武漢及南韓， 

連日來都相繼出現新增本土病例，顯示疫情呈現反彈跡象， 

令人憂慮是否應該放寬防疫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5 月 9 日，早前日華牧師春節旅行到訪的新加坡，疫情仍未放緩， 

新增 753 宗確診病例中，大部分來自外籍勞工宿舍，包括 9 名本地人。 

不經不覺，新加坡全國累計逾 2.2 萬人染疫，共 20 名患者死亡。 

  

同日，今年日華牧師春節旅行到訪的另一個國家泰國， 

自 1 月爆發疫情以來，迄今累計確診 3,004 宗、56 人病逝。 

沒錯！死亡人數竟然正正是共同信息 56，即傳威牧師離世時的歲數， 

泰國歷經數周封城狀態後，泰國政府仍謹慎恢復部分商店活動及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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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0 日，泰國再度新增 5 宗確診，累計 3,009 例， 

緊急狀態法和宵禁，將延長至 5 月 31 日。  

  

泰國自 3 月 26 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並 4 月 3 日起實行全國宵禁後， 

晚上 10 時至凌晨 4 時，所有民眾必須留在家中， 

只有必要人員可以出行，包括醫務人員及運送物資等。 

雖然 5 月有多個假期，不少民眾計劃到外府旅行，或是組織親朋聚會， 

但泰國政府仍要求民眾減少出行、避免聚集，防止疫情反彈。 

  

此外，泰國為了防止境外輸入病例增長， 

由 4 月 4 日起至 5 月 31 日，暫時禁止所有國家的客運航班入境，同時關閉所有邊境口岸， 

只允許經批准的泰國公民回國，回國後亦必須無條件接受集中隔離 14 天。 

  

此外，亞洲其他國家，5 月 7 日，越南衛生部消息指， 

新增 17 例確診，所有患者都是由阿聯酋歸來， 

其中 3 例，與迪拜一名越南感染者為親屬關係。 

截至當日，越南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增至 288 例。 

  

同日，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公佈： 

尼泊爾新增 2 宗確診，全國累計突破 101 例， 

近期新增的病例顯示，尼泊爾南部與印度相鄰的地方，是疫情的高危地帶。 

  

為了抗擊疫情， 

尼泊爾政府將全國性封鎖延長至 5 月 18 日，國際航班禁令則延長至 5 月 31 日。 

  

5 月 8 日，由於尼泊爾於 3 月底暫停所有國際航班升降，更延長至 5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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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首都加德滿都有數十名滯留的中國公民示威， 

並試圖接近總理辦公室，要求允許他們回國， 

警方到場指示威者闖入了禁制區域，要求他們離開， 

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石頭，衝突造成 6 人受傷，45 名中國公民被捕。  

  

5 月 9 日，印尼衛生部官員艾瑪德指， 

印尼新增 533 宗確診、16 宗死亡，是單日新增確診數量最多的一天， 

累計 13,645 宗確診、959 宗死亡，顯示疫情未有任何放緩跡象， 

衞生部呼籲民眾繼續遵守居家令，防止疫情擴散。 

  

5 月 11 日有報道指， 

馬來西亞自 3 月 18 日起實施「居家限行令」， 

除了售賣必需品的商店外，很多大型購物中心都暫停了營業。 

 

雖然，5 月 4 日起，放寬了部分管制措施、逐步重啟經濟社會活動， 

但是，封城措施已實施了約兩個月， 

當地有購物中心重開後，發現商店內的皮製產品，包括鞋、手袋、 

皮包等，均嚴重發霉，情景猶如世界末日。 

 

原因，可能是居家限行令期間，商場關閉了冷氣，導致空氣不流通、環境潮濕， 

令皮革製品全都發霉了，百貨公司表示商店專櫃在重新開張前已經消毒。 

  

只不過，放寬部分管制措施後， 

5 月 11 日，馬來西亞衛生部發佈疫情數據，再度新增 70 例確診， 

累計 6,726 宗確診、109 人死亡，行動管制令將延長四周，至 6 月 9 日。 

 

同日，5 月 11 日，印度新增 4,213 宗確診，創單日新高，新增 97 名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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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累計約 6.7 萬宗確診、2,206 名患者病逝， 

總理莫迪將與多邦首長開會，討論全國解封議題，預期會逐步分階段重啟國內經濟活動。 

  

印度鐵路公司宣佈，國內多條線路 5 月 12 日恢復運作， 

出發前，會先為旅客檢測體溫，拒絕任何出現病徵人士登上列車， 

並強制旅客佩戴口罩或以物件遮蓋面部。 

  

5 月 12 日，菲律賓境內新增 264 宗確診、25 人不治，累計 11,350 人確診、751 人死亡。  

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宣佈，將首都馬尼拉封鎖措施效期延長至 6 月， 

當地封鎖將長達 80 天，成為全球實施社區隔離時間最長的地區之一。 

  

總統杜特爾特表示，其他低風險地區可解封， 

當局將會放寬部分限制措施，包括重啟部分經濟活動， 

但強調，放寬限制並不代表疫情已過去， 

菲律賓亦無法承受第二或第三波疫情，呼籲民眾必須佩戴口罩。 

 

俄羅斯方面︰5 月 9 日，俄羅斯新增 10,817 宗確診， 

已是連續 7 天新增破萬宗確診，累計數字逼近 20 萬關口。 

5 月 11 日，俄羅斯單日新增 11,656 例確診，累計 221,344 例， 

總數已超越英國和意大利，成為全球確診人數第三高的國家， 

而第一高是美國，第二高則是西班牙。 

 

俄羅斯 3 月 2 日，才出現第一宗本土確診，3 月中旬，俄羅斯確診人數仍停留在三位數。 

但兩個月後，俄羅斯確診人數卻已激增超過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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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俄羅斯通報進一步新增 10,899 宗確診、107 宗死亡， 

累計 232,243 宗確診、2,116 人病逝， 

正式超過西班牙，成為全球染疫人數第二高的國家。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是全國疫情重災區，確診人數超過 115,000 人， 

市長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宣佈， 

自 3 月 30 日起的防疫封鎖禁令，將延長至 5 月 31 日。 

同日，總統普京的新聞秘書及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亦確診，需要住院接受治療。  

 

此外，早於 4 月底，俄國總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已確診，暫時擱下職務休養。 

5 月初，俄國文化部長柳比莫娃（Olga Lyubimova）、 

建設和住房公用事業部長亞庫舍夫（Vladimir Yakushev）和一名副手，亦先後確診。 

  

至於總統普京的健康問題，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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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有著俄國最好的醫療支援，他的健康受到嚴格保護。 

  

中東、非洲及南美洲方面︰ 

早前伊朗的疫情逐漸受控，當局於 5 月 8 日起逐步放寬封鎖令， 

包括重開 132 座清真寺、在 180 個城市恢復禱告。 

 

然而，兩日後，即 5 月 10 日，伊朗西南部胡齊斯坦省阿巴丹縣（Abadan）， 

因為確診個案急增而封鎖，附近 9 個縣亦受到影響， 

辦公室及銀行關閉、民眾出行受到限制，連接阿巴丹縣北部及東部的通道亦已經關閉。 

 

胡齊斯坦省省長沙里亞提（Gholamreza Shariati）表示， 

民眾未有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定，導致省內確診患者急增 3 倍、住院人數上升 60%。 

伊朗累計超過 10 萬人染病，其中 6,640 名患者死亡。  

 

同日，5 月 10 日，西非迦納總統阿庫佛艾杜（Nana Akufo-Addo）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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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城市蒂瑪（Tema）的魚品加工廠內，有 533 名工人確診， 

全部來自同一個人的傳染，成為「超級播毒王」。 

 

沒錯！大家確實沒有聽錯，533 名確診工人均來自同一個人的傳染。 

這波群聚感染，令全國累計 4,700 人確診、22 人死亡。 

 

迦納已進行逾 16 萬人次篩檢，並增設七個檢測中心， 

阿庫佛艾杜總統表示︰ 

「由於篩檢技術的改進，病例數目將持續增加， 

我們篩檢的人數越多，發現確診的人數亦將會越多。」 

  

自 3 月 17 日起，迦納已擴大現行公眾集會的禁令，全國學校和邊境亦將持續關閉。  

5 月 10 日，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佈新冠疫情數據顯示， 

非洲各國累計確診人數已突破 6 萬人，達 60,657 例，累計死亡 2,223 例。 

一些非洲國家要求，貧窮的民眾在公共場所也必須佩戴口罩。 

其中，北非是非洲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埃及累計確診 8,964 例、摩洛哥累計確診 5,910 例、阿爾及利亞累計確診 5,558 例。  

而南非，則是目前非洲累計確診病例最多的單一國家， 

累計確診數目已突破 10,015 例、累計死亡 194 例。 

  

非洲剛果衛生部門發佈數據顯示，全國累計確診增至 1,024 例、死亡 41 例， 

自 3 月 24 日起，剛果進入全國緊急狀態， 

及至 5 月 7 日，該國通過決議，第二次延長緊急狀態。 

  

5 月 6 日，非洲尼日利亞政府宣佈，將 3 月 23 日起的航班禁飛令延長 4 周， 

這是尼日利亞第二次延長全國機場禁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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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預測，若非洲防控失敗， 

疫情可能導致非洲高達 19 萬人死亡、4,400 萬人受感染。 

 

無疑，事件正應驗早前日華牧師的警告，非洲將會是下一波疫情大爆發的地方。 

 

5 月 6 日，土耳其衛生部長克扎（Fahrettin Koca）指， 

對抗新冠肺炎的第一階段工作已結束，大流行暫時已「獲得控制」， 

但同時警告民眾，抗疫將進入第二階段，仍須進行必要的防疫措施。  

克扎警告，第二階段成功與否，視乎民眾是否遵守外出佩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等規定。 

購物中心暫時可以恢復營業，但須限制顧客人數， 

但購物中心內的餐廳和小餐館，仍不可營業。 

 

由於世界各地許多城市實施封城令， 

其中，5 月 3 日，土耳其北部沿岸薩姆松市（Samsun）有逾百隻綿羊， 

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大搖大擺列隊操過，場面壯觀有趣， 

甚至，有人指羊群遇到一輛汽車駛至時，竟懂得停下來， 

有網民打趣稱︰「市內遭封城令影響的人不怕睡不著了，因為可以數綿羊。」 

  

5 月 11 日開始，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的尼泰羅伊（Niteroi）和聖貢卡洛市， 

自凌晨起開始封城，非本地居民車輛禁止入城， 

持本地身份證的人士，則需要在入城前測量體溫， 

個人違反封城令，將被處以 180 雷亞爾，約 250 港元的罰款，多次違反將面臨刑事拘留， 

而商舖和企業，假如違反禁令營業，同樣需要罰款。  

截至 5 月 11 日，巴西實施封城令的城市，已增至 20 個， 

封城令可能會根據最新疫情不斷延期。 

  

澳洲方面：5 月 8 日，疫情漸見平穩， 

澳洲總理莫里森宣佈，全國分三階段放寬部分限制措施， 

南澳省允許民眾在餐廳及咖啡店的露天座位堂食，用餐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 

而首都坎培拉民眾，亦可出席婚禮等室內外聚會，但每次不可超過 10 人。 

  

然而，新南威爾士省及維多利亞省，尚未開始放寬商業活動限制，  

新南威爾士省衞生部長哈扎德（Brad Hazzard）指， 

省內感染率下降，但政府目前仍以民眾安全為首要考慮，會保持各方平衡。 

  

美國方面：5 月 9 日，美國紐約州州長科莫表示， 

該州有 3 名兒童疑因新冠肺炎併發症死亡，包括一名 5 歲兒童。  

累計有 73 名兒童，確診類似川崎病，一種黏膜皮膚淋巴結症候群病症，  

大部分兒童入院時，並無新冠肺炎症狀，但其後均確診新冠肺炎，情況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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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肺炎疫情仍然持續，增至超過 8 萬人染疫死亡， 

護老院為疫情重災區，約有 25,600 名院友和職員染疫死亡，佔全美死亡病例約三分之一， 

外界批評科莫抗疫不力，科莫亦承認在阻止疫情於療養院爆發的工作失敗。 

  

養老機構死亡率的攀升，在州一級表現得更為明顯， 

在賓夕法尼亞州、科羅拉多州、麻薩諸塞州等十幾個州， 

老人及護理人員死亡數目，超過了該州總體的一半。  

疫情最為嚴重的紐約州，養老機構已報告 5,292 例死亡病例， 

而西維吉尼亞州養老機構的死亡佔比，竟然達到 81%。 

 

一個月前，4 月 12 日，美聯社報道， 

全美已有 2,755 宗，來自養老院及相關護理機構的死亡病例， 

但一個月後，這數字已激增 9.3 倍。 

  

《紐約時報》指：這些機構面臨的健康威脅， 

不僅僅是自身免疫系統薄弱的老年人，還有為他們提供服務的工作人員。 

  

在紐約經營五間護理機構的 ArchCare 指， 

工作人員每周只能得到一個 N95 口罩，因此不得不重複使用。 

除此之外，工作人員在輪班期間，每人只有一套一次性防護服，穿上後就沒有後備可換，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需要在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和普通病人中「穿梭往返」。 

  

一名護理人員無奈地說： 

「我們怎可以只有一套防護服？ 

我們為老人清潔、擦嘴，自己身上沾滿了東西。 

我覺得自己就在傳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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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前副州長麥考伊指： 

「養老院是死亡之地，這裡已很擁擠，而且不堪重負， 

人手不足。療養院中，一人感染病毒，已相當於大屠殺。」 

  

無疑，當前美國護老院的慘況，完全應驗 3 個月前， 

於 2 月 8 日，日華牧師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的分析。 

  

當時，日華牧師於「新冠肺炎座談會」中提到， 

相比其他地區，中國湖北省及武漢市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明顯較多， 

正因為醫療裝備短缺、醫護人員錯誤使用防護裝備及處理疫情， 

導致醫院裡出現大量交叉感染，將肺炎病毒傳播到體弱的流感及其他長期病患者。 

 

甚至，醫療裝備短缺的醫護人員， 

更是主要傳播病毒，及令其他病人交叉感染的「病原體」， 

成為湖北省感染率及致命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導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大增。 

  

然而，當前美國三分一死亡病例，均發生於護老院， 

正正是重蹈覆轍，重演湖北省的慘況， 

如美國護理人員自述的無奈：「我覺得自己就在傳播病毒。」 

令美國的死亡率大增，成為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事件進一步明證，3 個月前，於 2 月 8 日， 

日華牧師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的前瞻性分析， 

甚至，進一步印證 3 個月前，2 月 2 日， 

日華牧師透過教會內部 Sync Calling 發通告，特別提醒弟兄姊妹， 

這次新冠肺炎對於老年人、體弱及幼童而言，是特別易受感染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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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的肺部一旦受感染， 

很多時，都會因為其他器官較弱，導致身體未能救回肺部， 

最終，因肺部嚴重感染，導致不能呼吸而死亡。 

  

故此，當時教會決定暫停所有家聚及主日聚會，直至如今， 

主要就是避免人群聚集，出現大大小小集體交叉感染的情況， 

尤其避免老年人、體弱及幼童遭感染。 

  

 事隔 3 個月後，顯然，已足以明證， 

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智慧，是超越全世界， 

比當前各國的政府、官員、世衛或任何醫療專家，更有智慧和更有常識。 

  

5 月 10 日美聯社報道， 

「可能是全美最安全的地方」的白宮，也接連出現新冠病毒感染者， 

白宮新冠疫情應對工作組 3 名成員，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哈恩， 

因為接觸過新冠病毒感染者而開始隔離。 

此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彭斯身邊，均有人確診。 

 

5 月 8 日證實，副總統彭斯的新聞秘書凱蒂‧米勒（Katie Miller）確診，  

同時，她是特朗普高級顧問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妻子。 

  

據悉，白宮要求所有進出人員每日檢測體溫，並建議工作人員保持社交距離， 

同時，所有與特朗普或彭斯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人員，均被要求每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5 月 9 日，美國加州隆波克市一所聯邦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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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的服刑人員增至 792 人，竟然高達 70%，成為全美疫情最嚴重的監獄大災難。 

 

經濟方面： 

5 月 7 日報道，深受美國民眾喜愛的連鎖餐廳湯工廠（Souplantation）宣佈永久關閉所有餐廳， 

湯工廠總部位於加州聖地牙哥，於 1978 年成立， 

自成立起，健康的飲食理念深受美國民眾喜愛，於全美開設了近 100 多間分店。 

 

餐廳發言人約翰·海伍德指， 

受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該公司至今已關閉了 8 周， 

終無法克服財政困難而宣佈永久停業，事件造成 4,400 名員工失業。 

  

5 月 8 日，美國勞工部公佈四月失業資料， 

最新資料顯示，今年四月美國失業率達 14.7%，遠高於三月份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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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經濟顧問補充： 

當前失業率達到紀錄性的 14.7%，但仍未能反映實際的真實慘況， 

因為很多州的失業登記系統不堪重負，可能會造成統計資料的延遲， 

近期美國就業形勢嚴峻，截至 5 月 2 日的一周內，美國失業人數另外新增 317 萬人， 

在此之前，美國全國失業人數已創出約 3,300 萬人的紀錄。 

白宮經濟顧問預測，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 20%，成為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景況。 

  

5 月 10 日，世界主要航空公司之一、阿聯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line）表示， 

疫情於三月份對公司收入造成了超過 34 億迪拉姆，約 71 億港元的損失， 

至少要過 18 個月，才能恢復正常。 

 

5 月 11 日，疫情令航空服務需求大減， 

澳洲航空宣佈，已通知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與波音公司， 

短期內不會接收兩間製造商交付的任何新客機， 

又稱因為市場環境非常不明朗，不會為接收客機而定下具體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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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當前全球疫情的發展， 

完全吻合兩個月前，日華牧師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前瞻性預告，各國政府必定會以各種方法，以疫情反彈或疫情出現第二波等藉口， 

有意將全球的隔離措施拖延下去、重啟封鎖， 

   

故此，當「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分享完結後， 

為何主日信息仍有大量新冠肺炎疫情的精華短片呢？ 

  

因為，當日華牧師為神頒佈「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後， 

整個世界確實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全世界的時局，正不斷按著「2012 信息」的預告逐一應驗發生， 

就連世界各國和世衞所做的各項工作， 

也是全數按著日華牧師警告的內容，一模一樣地應驗發生， 

明證「2012 信息」的真確性。 

  

只是，來到這一刻， 

大家可以更加肯定「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的準確性， 

因為，我們親眼見證當前各國政府，確實是為著 Planet X 的重臨而加緊預備。 

  

有見及此，日華牧師提醒弟兄姊妹， 

接下來，全世界時局的發展，將會驅使海陸空交通及物流中斷， 

故此，假如弟兄姊妹的工作或日常生活中，需要從海外訂購各種物品或儲糧的話， 

就需要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完成，否則，一切都將會為時已晚。 

  

無疑，透過「2012 信息」的教導，幫助我們察清時局， 

使我們成為智慧人，避免與世人一同墮入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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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普世基督徒相信當前是《啟示錄》應驗的時代 

早於兩個月前，2020 年 3 月 17 日， 

日華牧師經已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前瞻性預告當前的肺炎疫情， 

其實，是各國政府為了 Planet X 重臨及第四馬瘟疫，而作出的事前部署。 

 

然而，世界各地絕大部分基督徒， 

因為沒有跟隨神的步伐，亦從未擁有新婦級的傾聽。 

 

所以，他們仍然一如既往，以陰謀論的角度， 

解讀全世界政府，為新冠肺炎疫情所實行，一切前所未有的嚴厲措施， 

包括︰各種封關、封城、停市、停課、禁止人群聚集和家居隔離令等等。 

 

因為上述各種措施，令世界各地教會無法正常聚會， 

與此同時，他們大部分都只懂得固守傳統， 

沒有錫安教會向來「網上直播主日」或「錄播主日」的經驗， 

所以，當各地政府禁止所有教會聚會時，這些措施就直接刺中他們的要害。 

 

他們起來反抗，美其名是要遵守新約「不可停止聚會」的命令， 

但實際上，他們最害怕的，卻是教會無法在所謂的教堂裡聚會， 

令奉獻收入大幅下降九成以上。 

 

因為，當所有基督徒，都無法照常在星期日於教會建築物聚會， 

那麼，這些所謂的基督徒，就會因為各種不同原因和藉口， 

不再向這些教會納任何奉獻。 

 

這些理由和藉口，可能是沒有人當面傳奉獻袋給他們，迫他們在壓力下奉獻； 

又可能是因為不用上教會，自然就認為不用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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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一直將奉獻，當作繳交教會入場費一樣； 

又可能，已沒有人能看見教會的奉獻名單或公開收支表， 

所以，他們也不用為了向其他人交代而奉獻等等。 

 

可是，一旦沒有人上教會、繳納奉獻， 

這些教會立即就會陷於巨大的經濟危機中！ 

 

因為，普世絕大部分教會，都會向銀行借貸，用作建造或購買所謂的教堂建築物， 

目的，就是用華麗的教堂建築物，吸引人群來聚會，令教會欠下巨額債務。 

 

當這些教會無法舉行聚會，就無法收取奉獻， 

自然亦沒有足夠金錢，繳交每月的銀行按揭供款。 

短短數個月，就可能會被銀行收回建築物， 

甚至，連教會牧師和其他全職事奉者的薪金，也無法支付， 

如此，他們所建立的所謂教會，最終就會因為破產而倒閉。 

 

然而，世上仍有少量教會和基督徒， 

是真心認為現今的所謂新冠肺炎疫情，是撒但的工作， 

故意製造瘟疫阻止基督徒上教會敬拜神。 

 

另一邊廂，亦有不少基督徒認為，這是敵基督製造的陰謀， 

藉著一次誇大的疫情，順理成章地從人民手上收回民主自由， 

下一步，就是藉著軍法統治，讓敵基督上台， 

以及強制全世界接受新研發的新冠肺炎疫苗， 

迫使全人類植入 666 獸印晶片，使所有人都被敵基督控制。 

 

所以，現今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基督徒遊行示威， 

反對當前封城和限制人群聚集的政策。 

這些示威群眾，更有不少是基督徒， 

特別是以基督教文化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澳洲等等， 

均爆發大規模的反封城（Anti-Lockdown）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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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美國，已幾乎每一個州都曾出現反封城示威， 

而參與者，很多都高舉「重開教會」或「教會（聚會）是必要」的抗議字牌， 

更有人高舉「不會接受獸印晶片」的標語。  

 

2020 年 4 月 27 日，據報道，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一間靈恩五旬節教會的牧師 Tom Spell，多次違反禁令舉行聚會， 

每星期約有 100 人參與聚會，全都沒有戴上口罩， 

亦沒有跟隨政府指引，實行社交安全距離， 

因而被警方拘捕，並指控他毆打反對教會進行聚會的示威者。 

 

新聞片段： 

Just hours after Pastor Tony Spell of Life Tabernacle Church in Central was charged with six misdemeanor 

counts of disobeying the powers of the Governor. 

中央城生命帳幕教會，Tony Spell 牧師因違反州長的行政命令，被控犯六項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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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rvice was still on schedule. 

然而數小時後，星期二聚會仍如常進行， 

 

Maybe this will be the step that actually get his attention and brings him into compliance. 

也許這會使他正視並遵從限聚令。 

 

That wasn’t the case as hundreds entered into Life Tabernacle, their temperature was checked and a metal 

detector was used to make sure no one had any weapons on them. 

不過情況並非如此，數百人參與生命帳幕教會，在門外經過體溫和金屬探測器檢查，確保沒有人攜

帶武器進入教會。 

 

This is an affront, an attack on all Christians across the world. 

這是對全世界基督徒的冒犯和攻擊， 

 

That was Pastor Spell right after he was charged saying he will still continue his services regardless. 

Spell 牧師被控違令後，隨即表示，他仍會繼續舉行聚會。 

 

If they are to arrest me and take me out of this congregation, my Assistant Pastor will step in immediately. 

如果他們要逮捕我，迫我離開教會，我的助理牧師會即時接手牧會， 

 

When he is arrested, the third man will step in. 

當他也被捕時，便由第三副手接任， 

 

And my entire congregation stands in solidarity with me as their shepherd. 

全會眾與我同一陣線，支持他們的牧者。 

 

Tuesday night, dozens of cars with people lined Hooper Road in front of the church to watch and see if 

anyone would stop the pastor from holding services. 

星期二晚上，數十輛車停泊在教堂前的胡珀路，留意會否有人阻止牧師舉行聚會。 

 

I have an 18-year-old that’s trying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that she can’t because of the social 

distancing that they keep telling us that we need to have. 

我 18 歲的孩子未能高中畢業，因政府要求我們保持社交距離。 

 

And I have to look at her while she’s looking at the news and saying well if he’s defying the odds,  who is 

going to step up for us? 

她看新聞時說若牧師也挑戰政府權威，還有誰敢接手牧會？ 

 

District attorney says right now, the Parish Prison is not taking in anyone unless they are a violent of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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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地方檢察官說，因新冠疫情關係，除非是重犯，否則 Parish 監獄暫不收新罪犯。 

 

Just like a protective order, doesn’t stop an abuser, obviously, the Governor’s orders has gone unheeded. 

保護令顯然不能阻嚇濫用者，他沒有理會州長的限聚令。 

 

And we’ll see again, maybe tonight, whether he complies with the Governor’s order or not. 

今晚再看他會否遵從州長的命令， 

 

And we’ll see whatever action has to be taken after tonight or next Sunday. 

我們考慮會否在今晚或下週日，採取其他行動。 

 

When you close every door in this city, we’ll close this door and we’ll go underground. 

當你堵住這城市的每一扇門，我們就關門轉「地下」聚會， 

 

But we are going to assemble and congregate as God-fearing Christians. 

作為敬畏神的基督徒，我們會繼續聚集。 

 

5 月 7 日，有數以百計基督徒， 

於美國加州薩克拉門托州議會門前聚集，進行示威活動， 

聲稱政府正在剝奪憲法給予他們的自由， 

認為疫情的封鎖政策，比瘟疫本身更可怕， 

標語上，則寫著「主耶穌能醫治」及「不自由毋寧死」等等。 

 

亦有一群基督徒或牧師，沒有神的智慧，以為單憑一個「勇」字，就是信心， 

事實上，即使是一般肺炎病毒，都要極小心處理，但他們卻完全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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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日華牧師，當這一次所謂疫情，在香港剛開始出現小規模爆發時， 

已立即果斷且有智慧地，暫停錫安教會的一切群眾聚會， 

包括︰主日、家聚和科林活動， 

以免有老弱年幼的肢體，因為身體免疫力低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那麼，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再加上，在教會舉行聚會期間，萬一有人直接或間接被感染， 

那麼，媒體必定會煽風點火，指責教會如韓國新天地教會般， 

成為所謂傳播瘟疫的千古罪人。 

 

正當全世界對疫情和群眾聚集極度敏感，風聲鶴唳的情況下， 

假如教會仍繼續聚會，極可能都會被誣衊，指控教會要為疫情擴散負上責任。 

 

現時，美國正傳出不少新聞，關於不同教會抗衡政府的限聚令和社交距離限制令， 

導致接連有牧師和會眾，因新冠肺炎而死亡。 

 

維珍尼亞州一名 66 歲牧師 Gerald Glenn， 

於 3 月時表示，不會因政府的限聚令和社交距離限制令的指引，而暫停主日聚會， 

除非他因此而入獄，或受感染而入院，否則都不會暫停聚會。 

 

最終，不足一個月後， 

這一位年老的牧師，於 4 月 11 日，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 

 

新聞片段： 

This pastor in Virginia died from the coronavirus after telling his church to ignore physical distancing 

orders. 

這位牧師在維珍尼亞州死於新冠肺炎，此前他告訴他的教會不用理會限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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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old my children: Don't be afraid Don't be neurotic. 

我告訴我的孩子：不用害怕，不用神經過敏。 

  

Yes, it's out there but God is out there, too. 

是的，病毒處處皆是，但神也同樣處處皆是。 

 

Gerald Glenn began New Deliverance Evangelistic Church in 1995 and presided over the congregation 

with his wife Marcietia. 

杰拉爾德‧格倫於 1995 年創立新救恩福音教會，與妻子瑪西蒂亞領導信眾， 

 

He died on April 11 at the age of 66. 

他於 4 月 11 日逝世，享年 66 歲。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the following morning during Easter Sunday service. 

他逝世的消息於次日早上的復活節主日宣佈， 

  

Our bishop has been a friend as well as a spiritual shepherd to so many of us here at New Deliverance  and 

around the country. 

主教一直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屬靈牧者，對我們這裡新救恩教會很多人，以及對於本國各地

而言， 

  

He will be missed by us all. 

他將會被我們紀念。 

  

Saints: Don't stop praying 

眾聖徒：不要停止禱告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 church will send out information in respect to the final arrangements in this season 

of social distancing. 

在往後的數天，教會將會發放消息，關於在現時社交隔離期間，喪禮的安排事宜。 

 

此外，還有 3 月 30 日，密芝根州中部一間教會的長老，在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後， 

相隔一星期，他的兒子亦因感染新冠肺炎而相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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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紐約市哈林區的 Mount Neboh Baptist Church， 

牧師 Johnnie Green 表示，教會裡有 9 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 

 

4 月 20 日，新奧爾良一間教會的牧師，於 2 月的「懺悔節」（Mardi Gras）中， 

無視限聚令和社交距離限制令，照常舉行聚會，最終，導致一名會眾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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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紐約曼哈頓區的天主教教會 Saint Peter’s Church， 

一名神父稱，早前他的教會沒有遵守限聚令和社交距離限制令， 

最終，他的教區共有 44 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 

很多病逝的會眾，都曾於疫情期間參與教會彌撒。 

 

5 月 5 日，紐約布朗克斯區的 Promised Land Covenant Church， 

牧師 Mike Carrion 稱，他的教會共 13 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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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紐約兩間教會，共 100 人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有 19 人因而死亡。 

 

報道更稱，另有兩間天主教教會， 

一間有 40 人因新冠肺炎死亡，另一間更多達 63 人因此而死亡。 

 

其實，日華牧師早已料到會有以上問題，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群眾聚會對於年長的一輩， 

特別是年長的教會領袖而言，是特別危險， 

因為，長者一旦感染肺炎，將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再加上，年長的牧師，在一個聚會中，往往要接觸上百， 

甚至上千人，就更容易感染病毒。 

 

所以，日華牧師早在疫情爆發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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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立即有智慧地，果斷暫停錫安教會一切群眾聚會， 

包括︰主日、家聚和科林活動， 

以免老弱年幼的肢體，因身體免疫力低， 

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此外，不少基督徒聲稱， 

這一次所謂的疫情，是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的陰謀。 

 

例如︰1996 年，曾來港舉行大型聚會的佈道家 Rodney Howard-Browne， 

在今年 4 月初，因違反美國家居隔離令及社交距離限制等措施，被當局拘捕。 

 

另一名意大利天主教神父， 

同樣於今年 4 月初，稱新冠肺炎疫情，是撒但瘋狂的工作， 

呼籲民眾在主日進行大規模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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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網上有大量基督徒發表文章， 

指冠狀病毒的英文 Corona Virus 的「Corona」一字， 

以文化密碼計算，數值是 66， 

同時，「Corona」有 6 個字母，組合起來就構成了「666」。 

 

所以，他們認為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敵基督和 Freemason 的陰謀， 

為要控制全世界，奪去所有國家的民主自由，並強迫所有人植入獸印晶片。 

甚至，世界各地有不少基督徒正在盛傳，新冠肺炎病毒是由於 5G 網絡輻射而產生。 

 

當然，事實並非他們所想，不過，也可能永遠無法證實。 

這些基督徒對於是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看法，有一部分是正確的， 

因為，這一次疫情，絕對是全世界步入《啟示錄》所預言，大災難的最後階段， 

然而，他們卻未能解讀現實的真正狀況，亦未能完全正確解讀神的心意。 

 

並且，更顯示出，現今絕大部分教會的牧師和基督徒，信仰與現實生活是嚴重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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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他們根本沒有神的智慧，實在是非常愚昧。 

 

藉著過去五年，神給予日華牧師有關「天馬座行動」信息的啟示， 

我們明白到，這是神一箭雙雕的計劃。 

 

一方面，神當然是藉著 Freemason 的手，利用一次子虛烏有的所謂疫情， 

預備敵基督掌控全人類，這是神用作審判世上不信之人的工具。 

 

另一方面，這次所謂的疫情，其實是被提後的新婦， 

在時間流以外控制 Freemason 製造出來，為要讓全人類預備， 

將來第四馬灰馬災難之一，真正能夠殺死地上四分一人的瘟疫。 

 

明顯，現今的疫情，真正的死亡率只有 0.2 至 0.3%， 

即使全球所有人口都受感染，但真正死亡的人數，亦只有千分之二至三的人口。 

 

對比第四馬災難之一的瘟疫，將會殺死地上四分一人，即 25%人口， 

是一種死亡率比現時疫情多出約 100 倍的瘟疫。 

 

假如 Freemason 是藉著新婦而預知未來， 

並且，第四馬的災難，已迫在眉睫的話， 

那麼，幕後策劃者就必須先利用一次假疫情， 

讓全世界預備好進入《啟示錄》的第四馬災難， 

以免真正大瘟疫爆發時，全人類措手不及，最終無一生還。 

 

影片：膠質銀機的實戰應用篇 

上一篇精華短片（VO）已介紹過銀離子的功效，以及如何殺掉所有細菌和病毒， 

今篇將會簡介，如何使用教會所研發，新一代的膠質銀製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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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當中的步驟，是大家未有接觸過的， 

因此，希望大家可以重溫這段精華短片的內容，一步一步處理。 

 

首先，製作前， 

先預備一個清潔的器皿，大口徑的玻璃瓶，可以裝 1.5 公升的蒸餾水， 

假如沒有 1.5 公升瓶的話，最低限度，也要用 1 公升瓶，不能太小。下面會解釋原因。 

並且，加水時，謹記，水不要裝得太滿，否則會浸壞機件。 

 

至於蒸餾水，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原因，市面上，蒸餾水為統稱，泛指所有瓶裝水。  

然而，有一些品牌，其實不是蒸餾水，而是礦物質水， 

例如：可口可樂旗下的飛雪。  

或是屈臣氏旗下的清涼水，其實都是礦物質水。 

  

但是，人們也可能誤以為是蒸餾水， 

所以，大家購買前，一定要看清楚， 

然而，我們製造膠質銀的時候，一定要使用蒸餾水，而不是礦物質水。 

並且，是沒有添加任何礦物質的蒸餾水。 

 

至於大口徑、闊身的玻璃瓶， 

是指到瓶口較闊，可以將兩根銀棒順利放入之外， 

銀棒與玻璃瓶的兩邊，應該也要預留一些距離，不要太貼近， 

最好，就是玻璃瓶邊與銀條，各自保持 1/3 的距離。 

  

理由，大家可以想像得到，於電解的過程中， 

當銀離子從銀條脫離的時候，會溶入水中， 

假如太貼近玻璃表面的話，就會依附在玻璃瓶壁上，令玻璃瓶被電鍍上一層白銀。 

 

之後，將盒中的兩根銀棒取出，插在正負極， 

銀棒之間的距離，是會影響電解效能。 

太近，會令機器短路；太遠，則會影響電解效能。 

 

要留意，我們隨機配備的銀棒是微彎的， 

當銀棒是彎曲時，就造成兩條銀棒末端的距離最近。 

由於電流會隨著最近的路徑跑， 

所以，假如銀棒末端距離是最近的話， 

那麼，所有電都會聚到銀棒末端， 

亦因此，只有銀棒的末端會進行電解， 

銀棒其他地方卻無法產生電解，或是功率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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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導致銀棒不能均勻進行電解，最終，影響膠質銀，使濃度變低。 

 

所以，要盡量將兩根銀棒弄直， 

並且，將銀棒垂直放置於機身的塑料柱上。 

 

然後，將機體倒轉，將銀棒插入蒸餾水內， 

而蒸餾水不要滿至一個程度，使沾到機體的塑料柱上。 

  

由於機體開著的時候， 

銀離子會於銀棒表面電解出來，溶於周圍的水中， 

所以，假如希望銀離子的份量較為均勻的話， 

可以加入一個打泡機，製造微量氣泡， 

導致膠質銀溶液，於玻璃瓶中，有輕微的流動。 

這樣，除了令銀離子更均勻之外， 

亦可避免銀棒的周圍，出現二次電解的現象。 

 

至於打泡機，可以於淘寶，購買如上圖的打泡機。 

但要注意，只需要把塑料管放進水中， 

不需要於末端吊上任何重物，像魚缸內的氣石等等， 

因為，這必然會影響電解的質素。 

並且，打泡機的速度，可以很慢，不需要快。 

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氣泡，已經可以了。 

 

當做好所有預備功夫之後，就可以開著機體，12 小時後，就可以完成。 

  

如之前所提及，陽光的紫外線 UV，會與水中的氧發生化學作用， 

將銀離子變成氧化銀，失去功效， 

所以，於製作時，需要用鋁箔紙包著機體及容器遮光。 

 

既然，陽光是會影響膠質銀的話，縱使我們用上鋁箔紙遮光， 

但其實，我們製造膠質銀的時間，可以選擇於太陽下山後開始， 

那麼，12 個小時後，早上就可以看見成品了。 

來到這裡，還有一個小智慧。 

大家也看見，機體要放在大口徑的玻璃瓶上， 

並且，要有鋁箔紙遮光， 

所以，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將整部機推入水中， 

那麼，膠質銀機就會報廢了。 

 

要解決這個風險，方法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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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有一張硬卡紙，上面開兩個小孔，讓銀棒通過。 

那麼，這張卡紙，就如玻璃瓶蓋般， 

令膠質銀機不會因意外而掉進水裡。 

 

此外，我們使用膠質銀機的電源，亦要考究。 

今次，我們不是用 9V 電池，而是用 USB 電源。 

  

原因，9V 電池作為膠質銀機的電源，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於開始時，9V 電池的電量最充足。 

但多用幾次後，電量用至只剩一半，或是最後時，已經變成微弱， 

但電量減少，我們亦不會知道。 

而當 9V 電池的電量降低的話，當然是會影響到電解的效能。 

  

但若使用 USB 電源，就可以確保任何時候，電量都會非常均勻。 

然而，當使用 USB 電源時， 

大家要切記，不可用變壓器，直接由電插座取電。 

  

因為，我們手上，會有一些充電座，可以插入 USB 線， 

例如：一些手提電話的充電座。 

這些充電座，是將 220V 電，降壓給手機使用。 

  

那麼，假如變壓器壞了、膠質銀機又壞了的時候， 

有機會，220V 的交流電， 

就會直接傳到兩根銀棒上，與及整瓶銀離子水裡。 

  

原理，就如一些人於浸浴時，使用充電中的手機， 

當手機滑入水中，自己被電死一般。  

所以，為著安全起見，使用膠質銀機時，一定要用充電寶為電源， 

當然，充電寶本身，亦不可以一邊充電、一邊供電。 

  

而膠質銀機所消耗的電量不多， 

所以，一般滿量的 5000mAH 充電寶，已經足夠供膠質銀機 12 小時的運作。 

製作完成後，大家可以看見，蒸餾水會變成輕微透明的暗黃色， 

再用儀器檢測時，可以看見濃度是 14-16ppm。 

 

當然，由於每次製作的環境不同， 

有機會影響製作膠質銀的濃度，有少許偏差，例如：12-18ppm 不等， 

然而，這也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 

大約 10ppm 的膠質銀，顏色應該是透明及微黃，隨著濃度越高，顏色亦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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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的精華短片 VO 已經解釋過， 

濃度 ppm 單位，就是一百萬分之一的意思。 

如果大家曾於 iHerb 網站，購買過 Silver Wings 的產品， 

他們所賣的產品，最低濃度的，就是 50ppm。 

他們所用的滴管，每擠一次，大概是 1 毫升，內含 10ppm。 

一茶匙，大概是 5 毫升，即 50ppm。 

以我們的濃度，即 15ppm 計算，擠一次，就是 3ppm， 

一茶匙，即 5 毫升，就已經是 15ppm。 

而 Silver Wings 提出，每日攝取量是 50ppm， 

以我們所製作的膠質銀計算，亦即是等於 3-4 茶匙。 

  

另一個較知名的品牌 Sovereign Silver， 

他們只賣 10ppm 的產品，相比我們製作的濃度為低。 

他們的食用建議： 

作為保健用途，大約一茶匙；增強抵抗力時，則每日三次。 

那麼，就已經是大約 30ppm。 

假如用作長期增加免疫力之用， 

就要將每日服用量，增加至 5 次； 

而短期增加免疫力，服用量則為 7 次。 

 

當轉換成我們所製造的膠質銀，依據他們的建議︰ 

作為保健用途，大約是一茶匙； 

要增強抵抗力，則每日 2 至 3 次； 

假如用作短期，或長期增加免疫力之用， 

那麼，每日服用量就是 4-6 次。 

 

之前的 VO 已提及，由於美國法例有嚴格監管， 

因此，廠家亦只會建議一個絕對安全的低用量。 

此外，膠質銀對所有細菌也有傷害性，所以，可以用益生菌作為補充。 

 

完成膠質銀後，當我們將膠質銀的成品，放於鐳射光的照射下， 

 

大家可以看見，普通過濾水及蒸餾水， 

光線可以自由穿過，因此，看不見光柱。 

但由於膠質銀有銀離子溶入水中， 

光線被銀離子阻礙，因此，形成了光柱。 

 

最後，將做好的膠質銀，用咖啡濾紙濾掉微粒， 

以防一些較大的銀塊，會於電解過程中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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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就是將膠質銀輕輕倒入一個放上濾紙的三角杯， 

但要小心，不要將膠質銀倒得過滿，溢出濾紙外。 

經過濾紙而進入下方杯裡面的，就是純淨的膠質銀，可以使用。 

  

之後，再倒入一個完全遮光的棕色玻璃樽， 

或是以錫紙、黑膠袋包著的玻璃樽內。 

最好，甚至是存放於雪櫃裡， 

一來，膠質銀在低溫情況下會更穩定， 

二來，於雪櫃的密封環境內，亦不會有光線照射到。 

 

如果沒有玻璃樽的話，塑料瓶也可以，但切記不可以用金屬瓶。 

以免銀離子接觸金屬瓶後，影響膠質銀的品質。 

而一般來說，膠質銀是可以存放數個月至半年的時間。 

 

製作完成後， 

謹記，將所有工具及器皿清潔，留待下次使用， 

尤其是兩根銀棒，需要於清洗後抹乾，否則，銀棒很容易氧化。 

  

但要留意，清潔銀棒時，只需用清水加百潔布就可以了， 

不需要使用清潔劑，因為，假如用清潔劑的話， 

化學品就會填滿銀棒上電解後的小孔， 

那麼，當下次使用時，就會將清潔劑電解到膠質銀裡。 

 

此外，當電解後， 

我們可以看到，兩根銀棒的顏色，是不同的。 

這是因為兩根銀棒於正負極下，是有不同的電解表現。 

所以，下次再使用的時候，不妨將兩根銀棒調換。 

上次放置於紅色膠管的，今次就放置於黑色膠管。 

 

總括來說， 

當我們完成一次膠質銀製作時，我們可以看見： 

1） 膠質銀機的 LED 燈，長亮淡綠色； 

2） 膠質銀則呈透明淡黃色； 

3） 電解後的銀棒，會轉色； 

那麼，這次電解，應該就已成功製作出膠質銀。 

 

假如沒有出現上述的情況和變化，那麼，應該是製作時出現了問題， 

可以詢問科技部同工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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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膠質銀的使用方面，之前亦提到，膠質銀用途廣泛， 

除了在 iHerb，大家可以看見有口服、口腔噴霧之外， 

於醫療上，處理傷口消毒及燒傷，也有加快癒合的作用。 

  

此外，亦可以用作日常清潔， 

市面上一些網上商店，也可以買到。 

一般，100ml 裝的膠質銀，售價約$100 元。  

寵物用的，甚至要$300 元。 

但其實，內裡也是膠質銀。  

有一些 500ml 裝，則要$800 元。 

沒錯，一般膠質銀的售價，大約是 100 元，100 毫升。 

而 iHerb 所賣，食用級數的產品，價錢也是差不多。 

 

但既然，我們可以於 12 小時內，製造出 1 至 1.5 公升， 

即市價 1,000 至 1,500 元， 

新鮮，且沒有添加劑、穩定劑的膠質銀，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大量使用， 

用於日常清潔、抹物件，甚至，放入噴壺中，成為膠質銀噴霧。 

 

令每次製作的膠質銀，都盡量於幾個星期內用完， 

那麼，就不用擔心膠質銀會否因為儲存不當而失去效用。 

  

以下，是使用教會新版膠質銀機時，要注意的事項︰ 

一、器皿中的蒸餾水量，是會影響濃度， 

而教會膠質銀機的製作，是以 1.5 公升為單位。 

  

新版膠質銀機，是設計了特定的輸出程序，於 12 小時後，會自動斷電完成， 

當中，是不可以讓大家自行調較時間或輸出功率。 

  

因此，請參照教會指示，用 1.5 公升的蒸餾水製作。 

假如沒有 1.5 公升瓶的話，最少，也要用 1 公升瓶。 

 

因為，假如水量不足，可能會令水中的銀離子含量飽和， 

於電解後，又再聚在一起，出現二度電解的現象，影響膠質銀的品質。 

 

其實，於沒有加入添加劑的情況下， 

銀離子於蒸餾水中的溶量， 

大約於 14-16ppm 的濃度下，就會飽和， 

再繼續電解，也不可能提高濃度，只會不斷消耗及浪費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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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論 1 公升瓶，或是 1.5 公升瓶， 

以這部膠質銀機去製作，得出來的結果，也會是大約 14-16ppm。 

 

原理，就正如將白沙糖倒入一杯水裡，到某個階段，水中的白沙糖含量就會飽和， 

即使再加沙糖，亦不會將濃度提高。 

 

所以，教會設計的膠質銀機， 

會於 12 小時後自動斷電，亦是這個原因。 

因為，超過 12 小時後，即使繼續電解，也沒有用處。 

   

二、電解銀離子的原理，是要於銀棒表面，電解出銀離子， 

所以，電解時，最好用表面面積較大的純銀製品，令更大面積的白銀接觸到水， 

例如︰銀棒、銀筷子或銀幣等，而教會則選用了幼銀棒製作。 

 

一般來說，教會膠質銀機所附上的銀棒，已經可以製作上百次， 

假如用了一段時間，銀棒變得非常幼細的時候，就要更換新的銀棒。 

  

三、今次研發的新版膠質銀機，與以往舊版相比，相差了十多年的科技， 

因此，於各方面，都遠勝之前的膠質銀機， 

所以，雖然之前的膠質銀機，仍可以製作膠質銀，但質素上，與現時的新版已相距甚遠。 

 

四、教會研發的新一代膠質銀機，是非賣品，只會免費送出， 

現階段，基於產量，只能少量生產，免費送給教會全職及門徒。 

 

原因，教會信賴所有門徒， 

不單會將膠質銀機，好好運用於自己身上， 

並且，更會照顧身邊的弟兄姊妹。 

 

因為，整個製造膠質銀的過程，是需要少許技巧， 

因此，要仔細教育所有年紀的弟兄姊妹正確去做，是存在一定的難度。 

 

所以，教會才會將膠質銀機，免費送給門徒， 

由他們去照顧其他弟兄姊妹。 

 

因為，無論是膠質銀機，甚或是所需的銀條，也是教會白白付出， 

並且，自己用的話，每次製作 1-1.5 公升，一定用不完。 

所以，教會期望，門徒可以於這方面，作出相應的回應和付出。 

 

因此，教會會透過家聚，組織門徒去製作膠質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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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免費派發給弟兄姊妹作日常使用。  

  

下一個階段，教會亦會嘗試研發出簡化版的膠質銀機， 

送給有需要，並且向教會提出申請的平信徒。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的一個新段落《終極之名》。 

  

於今年郵輪旅程中，除了發現「承傳下一代」這個啟示之外， 

亦發現神所揭示，祂於歷史裡寫下的另一些說話。 

 

事實上，於《聖經》中，記載著神對不同人物所做的事， 

包括約瑟、亞伯拉罕、摩西等等，這都成為了我們的 Logos。 

 

然而，於這個年代，神亦有用另一些方法，去記下祂的作為， 

而我們，卻是有幸可以解讀得到，因為，這些說話是給我們的。 

 

就例如：拉線、4794， 

這都必然是神製造出來，不是人類可以做到， 

既然，這是涉及神的作為、神的話語，那麼，我們就一定要研究。 

 

於郵輪上，神用 Kobe Bryant、郵輪的旅程，去與我們說話， 

那麼，我們亦要切心研究這些說話。 

因為，這是與我們息息相關，並且，亦是神獨特給予我們。 

 

當日華牧師繼續研究的時候，竟然發現，這個啟示，是與一個名字有關。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終極之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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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7   www.ziondaily.com 
 

 
 45 

第一章：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36 終極之名（2） 

事實上，我認為整個啟示中， 

今次的郵輪，以及我們現時正在分享的「承傳」， 

我認為最驚人的啟示，是甚麼呢？就是關於名字。 

 

為甚麼？現在我們再追溯，神重複又重複， 

電影《Ready Player One》提到，要尋找三條鎖匙，解決這些問題， 

但《Ready Player One》其實很有趣， 

簡單來說，其實它是 James Halliday 的三個遺憾， 

但卻以鏡面倒置，或是回顧方式， 

就像我們今次的郵輪之旅那樣，以回顧方式，尋找這三個遺憾。 

 

按著他回顧的方式，雖然是排在第三條鎖匙， 

但也可說是他第一個最早的遺憾， 

因為是講述他童年時，講述他自己錯誤對待人生的經歷。對不？ 

 

他童年的錯誤，影響他一生的 Adventure（冒險），是他自己說這是遺憾， 

最後，甚至將這教訓告訴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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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彌補這個遺憾，關於這點， 

則相當奇妙，實在是很奇妙的遺憾，為甚麼？ 

 

因為，這似乎很合乎《聖經》，故事中第三條鎖匙，是要怎樣呢？ 

是要在 Dark Room（暗室）畫面裡，尋找出遊戲創作人的名字，對嗎？ 

那麼，這便相當瘋狂！為甚麼？ 

 

原來這裡提及，他以一個找不到遊戲創作人的名字，作為他的遺憾的話， 

同樣，若果我們的人生，找不到主耶穌基督的名字，你是否感到遺憾？ 

如果你找釋迦牟尼來取替，會否有遺憾？ 

 

事實上，神的名字是極其重要！  

不單止祂以前的名字，祂現在的名字也是相當重要。 

因為祂現在的名字，正代表祂現時所作的事，明白嗎？ 

 

舉例，於主耶穌時代， 

每個人都喊著：「耶和華！耶和華！」有用嗎？ 

若他們不信主耶穌的話，那是沒用的！ 

因為「耶和華」是神於舊約所作的事，  

甚至，他們把「耶和華以勒」搬出來也沒用。 

 

因為他們需要接受神現在的名字。 

當時神的名字，稱為耶穌； 

在祂受膏後，稱為耶穌基督； 

在祂離世後，稱為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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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將「耶和華」搬出來，他們也無法得到救恩、得到新約。 

因為，神於當時代的名字，創造這個遊戲（Game）的名字， 

是稱為主耶穌基督，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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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神以名字分別新約與舊約（新名字代表當時代的核心） 

日華牧師分享到， 

藉著今年 2020 年藍寶石公主號的郵輪之旅， 

加上由 2018 年開始至今，神啟示日華牧師有關「傳承」的信息， 

讓日華牧師得知一個極驚人的新啟示，有關神名字的奧秘。 

 

這個名字，不但超越神於新約所設立的名字「主耶穌基督」， 

並且，這一個名字，就是主耶穌在《啟示錄》所提及， 

囊括了神由創世至末日的一切名字，是神最終極的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究竟是甚麼呢？ 

在這一套《終極之名》信息中，日華牧師將會為大家詳細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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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我們回歸原點，為何歷史上，神會不斷為自己改新的名字， 

並且，向每一個時代裡，被神帶領的人揭示這些新名字呢？ 

 

就如舊約中，神一次又一次， 

向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等人，揭示自己的新名字， 

如「耶和華以勒」、「耶和華沙龍」、「耶和華尼西」、 

「萬軍之耶和華」、「以馬內利」或「自有永有」等。 

 

到了新約時代，神就向門徒逐步揭示「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而這個名字，於過去 2000 多年的教會歷史中，一直被認為是最終極的名字， 

日華牧師也一樣，以為這已經是神最後向人揭示的名字。 

 

直至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信息」， 

特別是 2015 年的「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神向日華牧師揭示，新約《聖經》所隱藏， 

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名字——創始成終 Alef Tav。 

 

雖然，早在 2000 年前，使徒約翰寫成《啟示錄》時，已寫下這個名字， 

但過去 2000 多年的教會歷史中，從來沒有人留意到這個名字， 

更沒有人能夠明白當中的意思。 

 

過往，神從未向任何人打開過祂名字「Alef Tav」的啟示， 

甚至，讓所有人都如瞎眼般， 

即使這名字記載於《聖經‧啟示錄》，放於明處，人卻視若無睹。 

 

那麼，為何神要不斷向人啟示新的名字呢？ 

神的名字，又代表甚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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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聖經》一直存在一個非常有趣的分野，就是新約和舊約， 

但是，為何神要於《聖經》中，刻意區分新約和舊約呢？ 

 

會幕中的家具金燈臺，本身就是一個預言， 

在摩西尚未完成舊約首五卷書「摩西五經」之前， 

金燈臺的結構，已預言《聖經》是分新舊約，並合共 66 卷書。 

 

金燈臺的設計已告訴我們一個事實，《聖經》共 66 卷，並非一種偶然， 

早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並建立會幕時，已經確定了《聖經》是 66 卷書的設定。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這是一種必然，任何人與事也不能左右這定局。 

 

顯然，神是刻意將《聖經》，區分為新約和舊約兩部分， 

因為，我們單單看金燈臺的設計， 

主軸加其中一邊，共 39 個部件，而另一邊，則有 27 個部件。 

 

讓我們得知，神早已定下《聖經》新舊約每一邊的書卷數量， 

而且早在摩西開始撰寫首五卷書之前，已經有一個整全定案， 

沒有人可以在事後隨意更改。 

 

這就證明，不單舊約的 39 卷書，是來自神的啟示， 

並且，新約的 27 卷書，也是由同一位神啟示使徒寫出來。 

 

可是，在主耶穌的時代， 

這一點卻成為了猶太人和法利賽人等宗教家的絆腳石， 

使他們在信仰上失腳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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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當神向人啟示一個新的名字， 

就代表神向人指示一個新的帶領和方向，這就是神名字的一種特性。 

 

假如有人一直固守神昔日啟示的舊名字，遵行以往所有真理， 

卻不能接受神啟示新名字所帶來的改變， 

這人就等同離開神，立即失去永恆救恩，且要下到地獄去。 

 

所以，神在新約確立了新名字「主耶穌基督」後， 

當猶太人不願意接納這個新啟示，仍然固守神舊約的名字， 

他們就立即被神撇棄，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神當時代的帶領。 

 

只尊重神以往的名字，是絕對不足夠， 

如果是足夠的話，主耶穌就不會叫人奉祂的名字去禱告。 

 

因為，神過去的名字，是讓過去的人尊重； 

而神現今的新名字，是讓現世的基督徒去尊重。 

現今的基督徒，不應只尊重神的舊名字， 

卻相反藐視神新啟示的名字，這絕對是一個錯誤。 

 

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仍然用神以往的舊名字去禱告，神會否垂聽呢？ 

答案是絕對不會，神連一句也不會聽！ 

 

那麼，主耶穌叫人奉祂的名字，去向天父禱告，且不可再用神的舊名字， 

主耶穌如此行，是否大逆不道呢？當然不是！ 

然而，當時的法利賽人卻是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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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們上述曾討論過，神每一次向人啟示一個新名字， 

就代表神對當時代，有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新帶領、新動向和新計劃， 

甚至會衍生出新的真理，需要人遵守， 

而舊的名字，立即就會被取代。 

 

就如舊約《撒母耳記》中， 

當約櫃離開了摩西會幕後，大衛將約櫃移到大衛會幕， 

讓以色列人敬拜神，隨後，舊有的會幕就被廢棄了。 

 

之後，所羅門建立了聖殿，神將祂的名字立在其中， 

隨即，大衛會幕也立即被廢掉， 

所有人向神禱告，都要到所羅門聖殿，不能再回到舊有的大衛會幕。 

 

關於神新名字的啟示，更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每當神的新名字被啟示出來，新名字不單取代以往所有舊名字， 

甚至，會結合新舊名字的所有能力和祝福。 

 

所以，當神的新名字出現， 

將會是神以往所有名字的總和，亦超越了舊有名字的級數。 

 

新約時期，當主耶穌叫人用祂的名字禱告， 

法利賽人卻自恃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堅持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耶和華的名字禱告。 

 

然而，主耶穌的意思，並非要褻瀆耶和華、亞伯拉罕和摩西的名字， 

而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已經是神所有名字的總和，且超乎萬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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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2 章 9 節：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活在新約教會時期的基督徒，就應該承先啟後， 

接受「主耶穌基督」的名字，這亦是使徒們所做的事， 

因為，「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被啟示出來後， 

這一個名字，是超乎了舊約神所有名字的總和。 

 

並且，當「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誕生後， 

這個名字，代表神已經為人類， 

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時代計劃、信息、屬靈能力及祝福， 

神以往眾多名字也不能相提並論。 

 

舊約中神眾多名字所隱藏的祝福和能力， 

都已全部轉移至「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裡。 

當我們研究神這些舊有的名字，只需要知道它們所預表的祝福和能力， 

如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帶著哪些相同、且更大的能力。 

 

因為，整本舊約，只是新約的一個影兒，新約才是實體， 

包括舊約中神的名字，都只是新約中神名字的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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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人為到神舊有的名字，而摒棄「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他們就立即跌倒，而且是死不足惜。 

 

換句話說，每當神啟示一個新的名字，如「主耶穌基督」， 

那麼，舊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會過去，包括這個舊名字的本身， 

以及由這名字而立的會幕、聖殿、祭司、祭物、禮儀和節期，  

通通都會被新約取代。 

 

任何人若果不改變自己，迎合神啟示的新名字，都會一概被神廢棄。 

 

希伯來書 8 章 13 節： 

「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 

 

當神的新名字，即新約出現後， 

人就不能用舊約尋找神和事奉神，亦不能在舊約的聖殿中禱告神。 

 

而且，新約出現後，神新舊名字的對比， 

就如平面 2D 變成立體 3D，又如同模擬變為數碼， 

是一種超時空、劃時代的轉變，任何人都不能逆轉， 

兩者的差距，絕對等同踏進了一個更高維度的級數。 

 

事實上，舊約中，神的名字是固定在一個地點，如聖殿和約櫃， 

及至新約，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已經跳出了地點和空間的限制， 

神的名字，存在於我們每一位信徒的心中和口中。 

 

所以，新約時期信徒與神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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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由舊約受制於一個指定地點，即舊約聖殿， 

變為完全脫離地域和建築物的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敬拜神、禱告神、事奉神和建立教會， 

也不用固守在聖殿獻祭及守節期，也不必再回到耶路撒冷朝聖。 

 

就如以往，我們聽信息必須有一盒錄音帶在手， 

但現時，錫安的信息已上載至網絡雲端， 

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透過網絡隨時收聽。 

 

同樣，由舊約過渡至新約，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轉變， 

但凡不接受這種轉變的，都會被神廢棄及淘汰， 

也只有最冥頑不靈、最偽善的假宗教家和假信徒， 

才會執意堅守在神眼中早已過時的舊約。 

 

所以，現今仍然每年到耶路撒冷朝聖的猶太教徒， 

不論他們在哭牆前，如何「慘叫痛哭」，神也不會理會他們， 

這些行為，在神眼中簡直是一文不值，因為神的新名字早已不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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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前，當神啟示「主耶穌基督」這個新名字時， 

舊約的一切都經已被取代和廢棄，只能成為研究的對象， 

作為我們了解新約的基礎，而舊名字的本身， 

已經不能帶來神的同在，更不能幫助我們活得更似神。 

 

故此，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主後 70 年， 

神要將耶路撒冷、聖城，及仍住在該處的猶太人一併毀滅， 

因為，他們是死不足惜的，留在世上不單毫無用處，甚至只會害人害物。 

 

當舊約和猶太教，變成了神時代計劃的絆腳石， 

神當然會選擇廢物利用，成為新約信徒的磨練和考驗， 

但是，當神感動新約信徒離開耶路撒冷，轉向外邦人傳福音時， 

那麼，舊約和猶太教，就連當一顆絆腳石的功能都失去了。 

 

從以上例子，我們就能理解到，神的名字，永遠是推陳出新， 

而最新的一個名字，永遠是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名字， 

亦唯有認識神這個新名字的群體，才算得上是真正跟隨神和事奉神。 

 

這就是 2000 年前，主耶穌基督來到地上，想向猶太人展示的事實， 

就是神有一個新名字，而這個新名字，才是當時代最重要的名字， 

一切舊名字，只是「伴碟」而已，只是一種襯托， 

當時的新名字和十字架才是最重要。 

 

到了 2000 年後的今天，「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終於被世界所公認。 

但是，現今世代的人，卻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明白神於每個時代的新進程中，都會啟示一個新名字， 

但凡不認識這新名字的人，都會被一一淘汰。 

 

就如教會界過去 500 年歷史，我們一次又一次目睹同類事件發生， 

神的同在，由天主教，轉到信義會、浸信會、循道會、宣道會、五旬節會， 

最後，轉到日華牧師所建立的錫安教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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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日華牧師所分享的《星際‧啟示錄》， 

其實早已囊括了神由創世至末日終結的名字， 

「Alef Tav」不單早已記載於《啟示錄》，是主耶穌基督升天後的名字， 

同時，神亦早已預定，到了《啟示錄》所預言的世代， 

神會向末世的信徒打開。 

 

現今的錫安教會，正是神向世界打開這個新名字的群體， 

並且，「Alef Tav」這名字，已囊括了以往神所有名字的祝福和能力。 

 

所以，現今的教會，絕不能單單認識「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更要認識主耶穌在《啟示錄》親自揭示的名字「Alef Tav」， 

因為這個名字的價值，是遠高於「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但是，當神給予我們一個新名字時，我們又應該如何回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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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立即接受！ 

並且，按著神最新的帶領而行，並竭力傳揚這個新名字， 

如此，才是真正跟隨神和事奉神，並行在神的時代計劃裡。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過去五年間， 

神用如此多共同信息去印證「2012 信息」， 

因為，神將會藉著錫安教會，去啟示神新的名字。 

 

但是，Alef Tav 所代表的，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Alef Tav 囊括了神所有名字， 

由創世開始至末日終結，最早至最後一個名字， 

包括舊約中神一切的名字，以至新約「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然而，原來 Alef Tav 還隱藏了神最終極、最後的名字， 

預備在新婦被提前，賜給新婦的。 

 

關於這一個名字，日華牧師將會在這套《終極之名》信息中，為大家揭開。 

這時，Alef Tav 的名字終於全部完成。 

 

當這一個「終極名字」被打開的時候，亦是神去篩選祂子民的時候。 

面對神新名字所帶來的龐大改變或衝擊， 

人能否突破自我框架，付上一切代價去跟隨神呢？ 

 

抑或如瞎眼的法利賽人及舊有宗派般， 

寧可固守所謂傳統，也不願放下各種既有利益和安舒， 

被利慾薰了心，不願意跟隨神的帶領，即使要背叛神也在所不計呢？ 

 

作為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我們會否一如以往，義無反顧地緊緊跟隨神到底呢？ 

這就考驗我們，能否以信心和盼望，勝過神給予我們的一切試煉， 

完全拋開殘留的舊我，去迎接神最新、最重要的時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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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的名字，於每個時代中，也讓我們看見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故此，你會看見，於今次的郵輪事件裡，讓我再度 Backward（回顧）， 

所以，為何我與資料員傾談時，越討論、越覺得非常不對勁。 

 

因為，神要我們 Backward（回顧）的時候，是要用整齣《Ready Player One》。 

而《Ready Player One》Backward（回顧）的第一個是甚麼？ 

第一個，就是《回到未來》。 

 

那麼，當我們 Backward（回顧）， 

第一個，當然是五年前，講述《回到未來》那輛車的「天馬座行動」。 

 

但是，Backward（回顧）至最早的時期，是講述他童年的名字。 

你想一想，我們教會剛開始時，第一、二套信息的名字是甚麼？ 

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和《教會教義》。 

 

《主耶穌基督的名字》是講述神的名字，  

而《教會教義》則講述從灰燼中復活，亞伯拉罕級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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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Ready Player One》與人生遊戲的名字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提及過去曾分享， 

一齣含有大量共同信息的電影，《挑戰者一號》（Ready Player One）。 

  

電影中，主角之一的 James Halliday， 

將整個綠洲 Oasis，獎勵給尋找到三條鎖匙的玩家。 

而要尋找到這三條鎖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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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要解決 James Halliday 生命中的三個遺憾。 

 

但大家有否想過，劇情中一個不合理之處？ 

第三條鎖匙，也就是第三個遺憾， 

解決的方法，就是玩雅達利遊戲 Adventure， 

並且，不是要在遊戲中勝出，而是要發掘一個隱藏的彩蛋， 

尋找出電子遊戲世界中，第一隻廣為人知的彩蛋， 

即遊戲開發者的名字 Warren Robinett。 

  

電影片段： 

You see, Warren Robinett was proud of Adventure. 

事情是這樣的，華倫羅賓奈特以《冒險》為傲， 

  

He wanted people to know who was behind it. 

他要世人知道誰在幕後操舵， 

  

That is why he created the first digital "Easter egg ". 

所以他創造出第一顆數位彩蛋， 

  

And to find it you did not even have to win. 

根本不必贏就能找到。 

  

You just had to play searching around... in rooms for an invisible dot. 

只要隨意玩，到處找，在各個房間找無形的點， 

  

You took the dot back to the main screen and... 

再把那個點拿回主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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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when you found the 1st Easter egg ever put in a video game.  

就能發現電玩史上第一顆彩蛋， 

  

The creator's name. 

創造者的名字。 

  

而電影中，第三個遺憾， 

是指向 James Halliday 年青時，只顧著打遊戲機， 

成為宅男，忽略了人生眾多重要事情。 

 

然而，為何這個遺憾，會與尋找遊戲開發者有關呢？ 

為何尋找到這個名字後，就能夠令 James Halliday 不再遺憾呢？ 

難道，假如 James Halliday 年青時已尋到遊戲開發者的名字， 

那麼，就等於他會擁有一個成功人生嗎？ 

  

對於電影橋段而言，這裡彷彿上文不接下理。 

但當我們以信仰的角度去理解時，所有事情，就變得非常合理了， 

這亦正是電影這段劇情，真正想帶出的含意。 

  

因為，正如主角 Wade Watts 所說， 

整個過程，不是為了勝出這個遊戲， 

而是於遊戲中搜查，直至找到秘密的一點， 

之後，帶回主畫面，就是所有的開始， 

那麼，就會找到開發者的名字， 

並且，開發者是刻意製造這個彩蛋，為的，就是希望有人找到。 

  

其實，我們的人生，豈不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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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當日華牧師領受到《終極之名》的啟示時， 

就更加認知內裡的含意。 

  

我們存在於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其實，不是為著追逐各種名利， 

但對很多人而言，這看似是勝利的條件， 

擁有最多物質、最多愛情、最多享受，甚麼也要最多。 

  

但是，對於人生遊戲這個設計者看來， 

用人的方法，去勝出這個遊戲，其實，並不是祂的本意， 

祂的本意，是讓有心人，可以尋找到隱藏的名字。 

就是於我們的人生中，能否在這個時代，找到神的名字。 

這才是人生遊戲開發者的目的。 

  

因為，祂的名字，從來也是代表祂的計劃。 

情況，就像是 Adventure 這個遊戲般， 

遊戲開發者的名字，就代表了設計 Adventure 這個計劃般。 

 

所以，過去很多人找到神的名字， 

也就是尋找到神於那個時代所設計的計劃。 

並且，得著這個名字所隱藏的能力， 

神更將這些人的事跡，記載於《聖經》，成為教材。 

  

只不過，大部分人也沒有在意， 

因為，他們往往自以為是，只埋首於這個遊戲中，不斷希望勝出， 

所以，他們連開發者的提示，也未有留意。 

  

就如 Adventure 這個遊戲的設計者，不想玩家玩完整個遊戲之後，也不知道遊戲開發者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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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神亦不想人類只顧著埋首於人生這個遊戲中， 

於完結整個遊戲，離開世界之後， 

也不知道創造人生的神是誰，這是何等可悲的結果。 

  

亦因此，我們於現實生活中， 

唯有認識設計者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 

才可以挪去我們人生的遺憾，甚至乎，挪開我們選擇人生路向的遺憾。 

  

就如電影《Ready Player One》， 

當這個小朋友，沒有去尋找這個遊戲開發者的名字時， 

他只是繼續自以為是地玩下去，從來沒有考慮過，設計者於背後的心意。 

  

但於歷史上，我們看見眾多屬靈偉人，他們也是尋找到神的名字， 

因而導致他們參與入神的時代計劃裡，就如亞伯拉罕和約書亞， 

他們與其他人不同，不會只是埋首於自己的生活中， 

繼續以為自己正確、繼續為自己而活。 

 

當我們用這個角度，就會明白， 

電影《Ready Player One》，James Halliday 最後一句對白的意思：  

「謝謝，謝謝玩我的遊戲！」 

Thanks. Thanks for playing my game. 

  

原來，這是遊戲設計者對於玩家的回應， 

也就是 James Halliday，對於主角 Wade Watts 的回應， 

因為，世上眾多玩家裡，只有 Wade Watts 一人， 

是以一個正確的方法，去參與 James Halliday 的遊戲， 

也就是尋找到遊戲設計者的心意。其他眾多的參與者，其實也錯失了這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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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如玩 Adventure 這個遊戲時，很多人都參與去玩， 

但唯有真正的玩家，才是以正確的方式去玩，就是尋找到開發者的名字。 

  

亦正如人生中，很多人也是以自己的方法，以自以為是的方式去過人生， 

但唯有尋找到神的名字、能夠參與神計劃的一群，才是真正的玩家， 

而我們的神，就如 James Halliday 的回應般，感激我們參與這個遊戲， 

因為，唯有尋找到神名字的，才是以正確的方式，去完成這個遊戲。 

  

所以，就如使徒時代， 

當時的使徒，豈不亦是找到神隱藏的名字嗎？ 

名字，就是「主耶穌基督」，對嗎？ 

 

但相對，於他們的時代， 

其他絕大部分人卻找不到「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 

他們可能是舊約的以色列人，或是同時代，住在其他國家的外邦人， 

他們與我們這個時代一樣，不斷追尋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答案， 

但是，當年，唯有尋找到「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贏家。 

  

過去，錫安豈不也是不斷尋找這些隱藏的名字嗎？ 

這才讓我們與其他教會的基督徒不同， 

我們可以行神蹟、醫治、趕鬼、說方言，有著神多方面的祝福和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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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與其他人一樣，一起爭名奪利， 

相反，我們可以啟動眾多祝福，只因為我們尋找到神的名字。 

  

我們尋找到耶和華以勒，神成為我們的供應者， 

Jehovah-Rapha，神是我們的醫治者等等。 

  

這些名字，假如只成為書本的記載， 

如同歷史書，人們只看作一般知識的話， 

那麼，這些名字，並不會帶著能力。 

 

然而，假如我們是為了神的名字所代表的計劃，而付出和事奉的話， 

這些名字，就會啟動能力，神蹟亦會隨著發生。 

事實上，聖殿能夠成立，讓人可以在裡面事奉，都是因為神的名字。 

  

可是，一般人卻錯失了這一點， 

正如電影《Ready Player One》，James Halliday 的遺憾， 

他以為，玩完這個遊戲、勝出這個遊戲，就等於成功， 

然而，答案，卻不是這樣， 

真正的答案，就是尋找到開發者的名字。 

  

所以，這亦成為了他的遺憾， 

因為，他年少時，走錯了人生第一步的方向， 

而這個決定，令他往後的人生也不斷走錯， 

因此，這才成為了他第一個遺憾。 

  

唯有從這個角度理解，才能明白，導演到底想表達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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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於很多人而言，Adventure 只是一款電子遊戲， 

為何一位小孩玩這個遊戲時，沒有找出彩蛋， 

竟成為他人生中最大的遺憾，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對於普通人而言，James Halliday 因財失義， 

為著生意，而與拍檔 Ogden Morrow 決裂，失去了友誼， 

這成為了他的遺憾，我們可以理解。 

 

又例如︰他因為自己性格內向，不敢向 Karen 表白， 

令他錯失這段愛情，成為他的遺憾，我們也可以理解。 

 

但是，為何他年少時，沒有尋找出這個彩蛋，也會成為他的遺憾呢？ 

於人情事理上，這是難以理解，但於信仰上，卻百分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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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當回顧錫安，其實，我們就正正解決了這個遺憾。 

因為，日華牧師最早期的分享，正正就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這套分享，早於 1984 年，錫安尚未成立之前， 

日華牧師從加拿大回港後，已於觀塘顯恩堂中分享。 

 

當時，觀塘顯恩堂是一間幾十人教會，有神學的教導， 

甚至，展鳴策略家及玉珍師母也參與其中。 

  

日華牧師因著當時顯恩堂湯師母的邀請，希望他在顯恩堂教幾節神學課， 

於是，日華牧師就決定分享「主耶穌基督的名字」這套信息。 

  

日華牧師決定分享這套信息的原因，正正是因為他認為， 

於事奉中，最能夠幫助所有人、最重要的一套信息， 

必然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因為，神每一個名字， 

背後，也代表著神於那個時代的計劃、神的帶領，以及神特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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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除了剛才提到的兩個名字，代表著神的供應及醫治外。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這個名字出現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人被約書亞帶領，進入迦南美地前的第一場仗，所揭示出來的名字。 

因為，於第一場仗開始時，神揭示了祂的名字，就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所以，早於 1984 年，日華牧師捕捉到神名字的重要性， 

並且，他是為到神的名字，而返回香港事奉神， 

而於這幾十年間，亦是因著神的名字，繼續去事奉、發掘出不同啟示。 

 

正正就是因為尋找出神名字的重要性， 

甚至乎，影響我們有否正確地參與人生遊戲。 

  

那麼，我們就會明白到， 

對於世界上，眾多教會而言，他們的錯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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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也知道，無論哪個時代的教會和基督徒， 

都要奉神的名字去事奉神、去被差遣、去受浸、去行神蹟、去使萬民作神的門徒。  

 

然而，假如哪個時代中，基督徒錯失了神的名字的話， 

大家可以想像，他們又在做甚麼呢？ 

 

因為，於神不同時代的計劃中，會有祂不同的名字。 

當神的計劃已經轉變了，由舊約變成新約了， 

神的名字「主耶穌基督」，亦已經揭示了， 

那麼，法利賽人在做甚麼呢？ 

他們又是否仍然行在神的計劃中呢？ 

還是他們已經枉費了他們的人生，甚至乎，成為了主耶穌的敵人呢？ 

  

亦因此，於過去 2000 年裡， 

所有人都要用神的新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去事奉。 

 

然而，假如於這個時代，神再一次揭示祂的新名，轉了祂的名字， 

那麼，其他基督徒又應該如何自處呢？ 

其他所謂奉神的名字去事奉的基督徒，又應該怎樣回應呢？ 

  

假如他們仍然遺留在上一個名字，像法利賽人般， 

不單他們的事奉和工作，不再被神認可為事奉祂， 

甚至乎，他們可能成為了神的敵人而不自知。 

  

因為，對於外面眾多教會而言，他們對信仰，已經是完全麻木，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去事奉神，已經成為了他們的口頭禪， 

然而，他們對內裡的意義，是完全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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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的時代計劃，也完全沒有警覺性， 

甚至乎，神新的名字已經揭示了，取代舊的名字，他們亦不知道。 

  

就如約珥書，一卷預言末後日子發生甚麼事情的書卷， 

提到於危難中，人們是因著求告耶和華的名而得救。  

 

約珥書 2 章 31 至 32 節：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 

在錫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然而，大家有否想過，在這大而可畏的日子， 

於那個時代，求告耶和華的名字，會是哪個名字呢？ 

  

因為，如果神要揭示新的名字，就代表著， 

現時，全人類都進入了神新的計劃、新的進程，與及新的做事法。 

  

那時，假如還用舊名字的話，就一定會成為神新計劃的敵擋者。 

正如主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般。 

  

所以，神所在乎的，不單是我們奉神的名去事奉， 

並且，更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祂所揭示的新名、祂的新計劃， 

那麼，我們才有著事奉的真正資格。 

  

於這裡，大家可能會問， 

究竟，有沒有經文，提及神的新名字呢？答案，當然是有。 

  

正正就是於《啟示錄》，神向七間教會說預言的時候。  

 

啟示錄 3 章 12 至 13 節：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去。 

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 

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啟示錄》的經文，當然是指向末後日子所發生的事情， 

當神完成一個新計劃的時候，神會為祂的計劃，設計出新名， 

就正如一個設計師，當他完成一個作品時，會寫上他的簽名般。 

於這裡，當然是指向神新城的名字，與及神的新名， 

而這個名字，當然不是「主耶穌基督」，而是一個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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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聖殿完成時，已經不是主耶穌降生的時代， 

那時，只是計劃的開始，但現在，已經是計劃的終結， 

所以，當然不是用「主耶穌基督」這個舊名字。 

  

現在已經是錫安被神建立了三十多年後， 

神為到整個二千年計劃的完成，賜下另一個名字。 

並且，我們是有幸，可以得到這個新名的啟示， 

就是由錫安去揭示這個新名字。 

而往後，全世界也要環繞這個名字，開始新的啟示和事奉。 

 

亦因此，我們是解決了 James Halliday 的遺憾， 

因為，對比其他人而言，我們真的於人生中，尋找到最有意義的價值， 

就是尋找到這個隱藏的彩蛋，就是開發者的名字。 

不單三十多年前，已經以神的名字去開始整間教會， 

並且，到了最後，神亦將終極之名的啟示，給予了錫安。 

  

正如 Adventure 這個遊戲的彩蛋，於遊戲中，尋找到這個彩蛋後， 

再返回主畫面，去得著開發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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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當我們得著這個彩蛋後， 

亦是要返回主畫面，就是返回時間之初，再次玩這個人生遊戲， 

但是，我們是會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方式參與。 

 

因此，對比全世界其他所有教會而言，神並沒有揭示祂的新名字， 

所以，他們是完全迷失了，卻不自知， 

他們拿起宗派的銜頭，「信義會」、「浸信會」等等， 

然而，這些銜頭，對比神的名字，是一點價值也沒有。 

  

尤其是，當新名字的啟示被揭示後， 

全世界所有人的選擇，就只有一個，就是跟隨這個新名字， 

參與這個唯一的時代計劃。 

 

就正如舊約的以色列人、文士和法利賽人， 

於「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被揭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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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們的選擇，亦只有一個，就是跟隨當時唯一的時代計劃， 

也就是神最新的名字所揭示的計劃。 

  

事實上，主耶穌的工作，亦是去成就祂當時代的名字， 

揭示「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的大能及神的救贖計劃。 

任何人知道這個時代計劃，但仍然決定不參與，就是有禍了。 

  

並且，於主耶穌的時代， 

祂的名字，開始了教會、開始了新約、開始了真正聖殿的建設。 

  

然而，《啟示錄》成為新約《聖經》最後一卷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於末後日子，《啟示錄》時代， 

神將會在聖殿建成時，揭示祂最後的名字。 

  

正如一開始時，神的名字，就是阿拉法、俄梅戛。 

於計劃開始時，神有一個名字， 

於計劃過程中，會有一大批名字。 

 

但當計劃結束時，神也會有另一個名字， 

只不過，這個名字，從來沒有人知道， 

唯有到達《啟示錄》的時代，聖殿真的完成後， 

這個最後的名字，才會讓人知道， 

而我們，就是負責將這個新名揭示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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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想每一個都宣告三次： 

「那麼，我要擁有這個 Alef Tav 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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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Amen！Amen！ 

 

感謝主！好！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鼓掌感謝神！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