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628   www.ziondaily.com 
 

 
 1 

錫安教會 2020 年 6 月 28 日分享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42 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20） 

問題一：牧師，近幾年，神教育我們認識了很多特別的日子和神話。如今年 6 月 9 日，即 69，我們 

資料員與牧師，當天還在討論，今天是 69，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雖然當天是主日，我們分 

享了「Marvel」的共同信息。同時，香港亦剛好出現了 6 月 9 日大遊行。接著，到了 7 月 

21 日，我們又討論今天是 7 月 21 日，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接著，就發生了「白衣人事件」。 

直至 9 月 1 日，牧師生日，就出現了獅子山的印證。9 月 5 日，因為是榮耀列車預言，我 

  們當天也討論，9 月 5 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怎料，當天是特首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我們一路看見，很特別地，原來今次事件的推進，是與這些特別日子息息相關。甚

  至，在小獅子熾焮的生日後，於 10 月 1 日，就有很多黑衣人襲擊警察、搶槍、縱火、燒商

  店，進入了另一波考驗。其實，現在這件事，很明顯是按著指定日子，一路推進的時候， 

  牧師你怎樣看整件事的進程呢？ 

 

影片：時事追擊︰2020 年 6 月中國洪水應驗篇 

上星期主日信息，播放 8 個月前，即上年 2019 年 10 月 28 日， 

日華牧師錄音分享「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的第二部分。 

 

其中，日華牧師為資料員解答問題時分享到，整個中國和香港都位於灰馬的地帶， 

至於，第四馬──灰馬，亦是由水瓶座呼叫出來。 

 

並且，當日信息中，透過精華短片（VO）「水瓶座與灰馬所隱藏的共同信息」曾提到， 

若將黃道十二宮貼在地球上，不單中國所對應的星座，正是水瓶座， 

甚至，於希臘神話中，水瓶座與地上一切的水都有關連。 

因為，神話中，水瓶座是天上一位為眾神倒水或倒酒的少年， 

當他將水倒在地上，就會變成雨水，甚或洪水。 

所以，河水、湖水、洪水、雨水等等，都與水瓶座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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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場新冠肺炎瘟疫的發源地──武漢市，就座落於湖北省， 

而湖北省的「湖」，是指長江第二大的淡水湖──「洞庭湖」， 

正好對應中國與水瓶座的關係。 

 

然而，由日華牧師於上年 2019 年 10 月 28 日錄音分享， 

事隔 8 個月後，公開首播這篇信息的同一日，即正正是上星期 2020 年 6 月 21 日。 

 

當天，信息提及的中國，正正就發生了破紀錄的大洪水， 

中國廣泛地區受強降雨影響，三峽水庫庫區發警告： 

三峽水庫水位持續上漲，水位接近 147 米，超出防洪警戒線近 2 米。 

 

沒錯！當這篇主日信息，輪候至上星期播放的同一日， 

中國就發生了自 1940 年起，80 年來破紀錄的大洪水， 

世界著名的三峽水庫，水位經已超出警戒線 2 米， 

明證神帶領「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程度，絕對是連一日也沒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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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峽大壩入庫流量，增加至破紀錄的每秒 26,500 立方米， 

當地，停泊在岸邊的客渡船，已開始移錨收纜，以防走錨、斷纜等事故。 

海事部門更加強檢查來往船舶，以及巡查重點水域和碼頭。 

 

新聞片段： 

受連日來暴雨影響，三峽大壩水位已經超出防洪限制水位近 2 米，去到 147 米。 

當地停靠岸邊的客輪也開始移錨收纜，以防事故發生。 

另外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出現嚴重水災，貴州沿河縣等地， 

部分街道被淹沒，不少人被困。 

桐梓縣也發生山泥傾瀉，導致 3 人遇難。 

 

中央氣象台向貴州北部，以及湖北省東部局部地區發出特大暴雨警告， 

當地的降雨量高達 250 至 280 毫米，更伴隨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 

 

沒錯！湖北省正正是上星期主日信息所提及， 

與水瓶座有密切關係的地方，亦是今場新冠肺炎疫症的發源地。 

 

貴州省因連日降雨造成災情， 

八一農貿市場超過 50 間商店被水勢淹沒，積水超過 1 米高。 

貴州銅仁及遵義等地出現汛情， 

位於高地的街道積水，其後傾瀉，變成鬧市的「泥漿瀑布」， 

新華社報道，形容當地已是「街道如河道，橋下如瀑布」。 

 

6 月 22 日，當地雨勢不斷，洪水暴發、部分地方山泥傾瀉， 

更有不少社區的水電及道路中斷。災情較嚴重的遵義市木瓜鎮， 

據稱遭遇了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洪水，道路積水高達 4 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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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芭蕉鎮等多個鄉鎮，更傳出大量居民被洪水圍困。 

據官方統計數字，此次洪水是自 1940 年起， 

80 年來最大的一次暴雨和洪水，並且造成大量人命傷亡。 

 

另一方面，受持續強降雨影響，位於三峽大壩上游的四川持續降雨， 

四川省氣象台多次發出暴雨預警。 

四川阿壩縣的尕古瑪溝河水暴漲，夾雜大量泥沙滾石，直接威脅沿岸群眾的生命安全。 

 

當地政府連夜緊急轉移大批民眾， 

由於山上降水以漏斗狀全部匯入尕古瑪溝，加上持續暴雨， 

尕古瑪溝上游發生泥石流、山體滑坡等事故， 

嚴重阻礙河道，形成堰塞湖的風險。 

 

政府人員緊急疏散沿河社區的住戶， 

並為他們送上食物、飲用水等生活物資，以滿足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需求。 

 

新聞片段： 

四川當地因為罕見暴雨，山區爆發土石流， 

不斷沖刷，水流相當湍急，甚至有房屋被沖毀、倒塌， 

當地居民趕緊撤離，一共疏散了兩萬多人。 

而 6 月暴雨不斷襲擊，四川當地災情不斷，像是另一邊， 

水流同樣夾帶大量泥沙，從山坡上不斷往下沖刷，暴雨導致河水暴漲， 

而當地政府就怕可能會在下游地區泥沙淤積，阻塞河道，釀成更嚴重的災情。 

 

至於，四川省鄰近的直轄市重慶，市內位於綦江的部分社區出現嚴重水浸。 

6 月 22 日，重慶市水文監測總站發佈洪水紅色預警，為歷史上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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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場暴雨是中國重慶市有水文紀錄以來，歷史上首次最強的洪水。 

水文監測總站警告：因暴雨和上游溪水暴漲所致， 

重慶綦江流域的水位，經已超出防洪警戒線 1 米。 

 

重慶酉陽、秀山、彭水等 9 個區縣亦出現暴雨， 

南川水江鎮長青社區的降雨量，高達 143 毫米。 

重慶市 31 條次中小河流，更出現 1 至 8 米高的水漲高度。 

當地政府轉移超過 10 萬名民眾，並分散安置 2.9 萬人， 

務求將洪水帶來的傷亡減至最低。 

 

新聞片段： 

內地南方多個省市持續暴雨成災，貴州桐梓縣至少 3 人死亡， 

四川發出洪水警戒，當局要民眾及時避險， 

長江多條支流水位並未減退， 

專家擔心雨災威脅三峽大壩和中下游 6 億人安全。 

在貴州銅仁市，暴雨造成嚴重水浸，街道變成澤國。 

 

當地政府指農貿市場被淹沒，積水由地勢較高的街道， 

沖向 20 米下的烏江，造成瀑布奇景。 

暴雨亦引致山泥傾瀉，銅仁市附近的官舟隧道入口， 

一段道路遭山泥和混凝土中斷。 

貴州山區一條村有地方累積洪水高達一層樓， 

受困村民陸續由消防員救出，另外 20 多條村村民要疏散。 

貴州到周二上午，有 560 個氣象觀測站發出大雨以上警報。 

桐梓縣發出二級防汛應急響應，至少 3 人於洪災中死亡。 

 

暴雨持續之下，長江多條支流水位未見減退， 

流經貴州和重慶的烏江，發佈今年第一號洪水警報，水電站增開閘口洩洪。 

洪災亦影響四川省，阿壩州水資局發出第二高級別的洪水橙色預警， 

強調民眾要及時避險，多個水站水位迫近或超出警戒線。 

洪災即將抵達下游安徽等地，安徽有河流已經超出警戒水位。 

內地今年已有 190 多條河流河水超出警戒線， 

氣象局估計周三湖南北部等地，降雨量可能多達 200 毫米， 

未來三天雨帶逐步南下，多個省將會有暴雨或局部大暴雨。 

三峽水庫區水位持續上漲，長江中上游和下游都出現極端暴雨， 

水利部表示情況不容樂觀。 

專家認為存在大壩決堤風險，呼籲民眾提早準備和規劃逃生。 

 

中央氣象台預報，長江中下游地區將會迎來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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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國已有 190 多條河流，水位超出警戒線， 

三峽水庫區水位持續上漲，長江三峽大壩上下游多個省區的水災亦接連加劇。 

長江多條支流的水位仍未見減退， 

重慶、貴州等地的降雨量，更有可能突破當地 6 月史上的最高值。 

 

此外，中國水利部副部長葉建春表示， 

當前中國已全面進入汛期，百多條河流發生超過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 

 

他指出，要高度重視 3 大風險： 

一、超標洪水； 

二、水庫失事； 

三、山洪災害。 

葉建春更提到防災目標之一， 

是確保水庫不會因工作不到位，而造成垮壩失事。 

 

新聞片段： 

我們根據目前的汛情預測和防汛的狀況， 

來自水利部的消息也說，超標洪水、水庫安全和山洪災害， 

是被看作今年汛期重點要防禦的 3 大風險點。 

而其中，山洪災害，因為它的突發性強，點多面廣， 

致災性也強，成為了防禦的重中之重。 

那根據今年的統計，山洪災害傷亡人數佔到了洪澇災害傷亡人數的 70%左右， 

對此，水利部門也已經作出了專門部署，要求做好山洪災害預警， 

要建立群防群治責任體系，來實施網格化的管理， 

一旦山洪到來，就能夠將人員及時地轉移。 

 

而針對可能出現的超標洪水的風險， 

水利部門也是要求所有大江大河和重要的支流， 

以及有防洪任務的縣級以上城市， 

要在 6 月底前編制完成超標洪水防禦的預案， 

要全力以赴應對主汛期大洪水，來保障民眾的安全。 

 

6 月 22 日，長江中下游汛情告急， 

專家警告，一旦三峽大壩潰堤，將水淹上海。 

根據監測統計，自今年以來，內地遭受強降雨的影響，明顯多於往年。 

水利部於 6 月 21 日，即播放上星期主日信息的當天， 

更預測今年長江中下游的洪水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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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三峽大壩面臨史無前例的汛情， 

長江的中上游、下游等地區，同時發生罕見的暴雨極端天氣。 

整個 6 月份，全國全面入汛，於短短 20 多天內， 

全國共有 16 個省區、198 條河流，已發生超過警戒水位以上的洪水，多於常年同期。 

中國著名旅德水利專家王維洛擔心壩體變形， 

值得注意的是，壩體船閘四周的滲漏問題相當嚴重。 

 

王維洛警告，一旦三峽大壩潰堤，百多億立方公尺的洪水將會在短時間內下泄， 

洪水將一路沖至上海，屆時，災害損失必定慘重， 

故此，居於長江中下游的 6 億居民，應盡早做好心理準備及規劃逃生！ 

 

新聞片段： 

中國大陸央視報道， 

受到近日強降雨影響，三峽大壩庫區水位持續上漲。 

「前兩天下大的暴雨，水漲得很快，我們絞纜繩要絞 3、4 米，往上絞。」 

三峽大壩入庫流量每秒增加到 26,500 立方公尺， 

比 19 號每秒 20,500 立方公尺增加了 6,000 多的立方公尺， 

庫區水位接近 147 公尺，超出防洪限制水位將近 2 公尺， 

當地停靠在岸邊的船也開始收起纜繩。 

 

「針對此次漲水過程，水流量加速，海事部門提醒轄區浮動設施， 

躉船及航行船舶加強航行值班。」 

 

這也讓外界開始擔心三峽大壩會不會潰壩， 

因為曾經就有照片指出大壩疑似位移，甚至可能變形的消息， 

不過中國大陸官方以及三峽大壩集團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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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變形問題，壩體有 3 厘米左右的位移是正常的彈性變形。 

 

今年 6 月開始，大陸華南地區連日來的強降雨， 

讓各地淹水災情不斷傳出，更引發外界擔憂騰挪上游的三峽大壩， 

如果潰壩，對大陸的影響相當大， 

因為下游總人口數達到 6 億人以上，牽連大陸的經濟命脈， 

萬一真的潰壩，後果不堪設想。 

 

6 月 23 日，外界擔心暴雨會造成三峽大壩潰堤， 

加上，三峽大壩的工程質量和防洪能力，於近年一直備受質疑。 

 

去年，曾有疑似遭人惡意修改的衞星圖片， 

所謂拍攝到大壩疑似變形，壩體有明顯的扭曲跡象， 

但另一方面，很早之前，亦曾有已故的水利專家提出，三峽大壩將現災難性後果。 

  

至於當前，中國國務委員、國家防總總指揮王勇， 

出席長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視頻會議時表示， 

當前長江流域全面進入主汛期，防汛抗洪和搶險救災處於關鍵階段， 

因此，必須加強監測預警和風險研判， 

充份發揮三峽水庫等重點水利工程的調節作用， 

全力做好超標準的洪水防禦工作。 

 

新聞片段： 

長江三峽大壩原本號稱百年工程， 

但它卻在近日傳出走鐘，引發了外界對潰壩的憂心忡忡。 

「一位網友從谷歌地圖上，對三峽拍著歪歪扭扭的衛星圖片， 

從照片中看三峽大壩扭曲嚴重，因此便在網路上引起了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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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張照片在網路上瘋傳，從衛星空拍圖看三峽大壩， 

疑似扭曲變形，中國航天集團隨即在微博發文澄清， 

說三峽大壩沒有任何問題； 

大陸官媒也解釋，說可能是谷歌衛星圖場景出現偏差； 

也有的說，大壩處於彈性狀態，一切都正常。 

 

話是這麼說，但就在三峽大壩變形傳聞發酵之際， 

附近的三峽大瀑布景區就宣佈停業，一直到 13 號， 

什麼時候再開放另行公告，這舉動也引發外界聯想，三峽大壩到底怎麼了。 

有沒有可能像已故學者預言的那樣，最終可能被迫炸掉？ 

變形或潰堤很可怕，但更駭人的是，老百姓未必會知道真相。 

 

正當三峽大壩水位超出防洪警戒線之際， 

大壩工程本身的效益，亦再度引發外界關注。 

 

在三峽工程建成後，其巨大庫容所提供的調蓄能力， 

能夠使下游荊江地區，抵禦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有效避免長江下流每年出現的水患，淹沒大量鄉村和農田， 

也有助於治理洞庭湖湖水及修補荊江堤防。 

 

據官媒報道，三峽工程每年有效防範洪水的經濟效益， 

初步估算，僅 2008 至 2012 年間， 

累計已為國家節省高達 770 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折合約 858 億港元。 

  

另外，三峽電站是目前世界上裝機容量最大的電站， 

截至 2017 年底，累計發電量已超過 1 萬億千瓦，約佔全國發電量的 3%。 

補水效益方面，2003 至 2017 年汛前， 



20200628   www.ziondaily.com 
 

 
 10 

三峽水庫累計為下游補水共 1,780 天，補水總量為 2,205 億立方米。 

 長江三峽大壩上下游的水災，災情急速擴大，防汛抗洪的工作已進入「關鍵階段」。 

 

截至 6 月 23 日，國家應急管理部表示， 

今年以來，洪澇災害已造成全國 26 個省市區， 

共 1,122 萬人次受災、至少 74 人死亡或失蹤、 

57 萬人次須緊急轉移安置、9,300 餘間房屋倒塌， 

農作物受災面積 86.1 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 241 億元人民幣。 

  

6 月 24 日，重慶、貴州等地，暴雨進入高峰，降雨量打破當地史上的 6 月極值。 

國家中央電視台直播這場史上最強暴雨及長江多省水災險情，曝光幾個驚險畫面， 

其中，安徽六安東淠河一處護堤出現缺口，工作人員搶修， 

長江三峽中下游上千座水庫需要緊急泄洪。 

 

新聞片段：  

從 6 月 22 日開始，湖北省咸寧市多地是普降暴雨， 

因為降雨來勢兇猛，多處發生了內澇，部分鄉村被淹、人員被困， 

當地市迅速組織救援力量，進行緊急救援。 

23 日凌晨，咸寧赤壁消防救援站 119 指揮中心，接到群眾報警， 

稱附近有七旬老人被困，急需救援。 

消防救援隊員趕赴現場後，立即幫老人穿上救生衣， 

並攙扶他們登上門口的橡皮艇，關閉附近電閘後， 

救援人員用橡皮艇將兩名被困人員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在咸寧通山縣，強降雨導致部分村莊內澇， 

23 日早上 7 時，吳田村群眾報警稱，有人被困，其中包括婦女兒童。 

接到報警後，救援人員立即趕到現場，水位仍然在持續上漲， 

救援隊員冒雨駕駛橡皮艇深入到村莊巷子裡， 

逐戶搜尋被困群眾，經過 1 個多小時的救援， 

成功將十幾位被困群眾轉移到安全地帶。 

 

無疑，今次中國 80 年來的最大洪水， 

完全吻合上星期首播「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的主日信息， 

並且，完全印證第四個活物──水瓶座與中國的關係， 

明證「2012 榮耀盼望」信息，絕對是一日也沒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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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 

分享「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問題一：整個中國和香港，都是灰馬的地帶，由水瓶座呼叫牠出來。當我們將《星際‧啟示錄》的 

原則，放在香港現今發生的事件裡。其實，中國和香港，將來會按著這個原則，擔當什麼 

角色呢？並且，星座貼在地圖上，中國應該是仙女座的位置，那麼，這會給予我們什麼提 

示呢？ 

  

答：星座除了連繫它的位置和時間，最重要的，就是連繫它們的神話。 

 

因為我們發現，這些神話，是很神奇地應驗在我們身上， 

例如：美杜沙的頭被砍下來，所流出來的血，就變成了飛馬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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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中國把香港割讓了出去，而香港就是飛馬座的心臟。 

神以神話去形容的原因，其實，是為了解說神創造這個世界、這個計劃的原因， 

而這個計劃，就是一個「造神計劃」。 

  

原因，當神創造人類之後，人類藉著生育，可以製造人類出來。 

但其實，人世間，亦是一個「造神計劃」，就是神創造祂兒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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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神不是藉著懷孕的方式，於人世間去造神。 

但其實，全世界的人類歷史，就是這個懷孕的過程。 

正如女性會製造出卵子，藉著受精，才可以變成人類， 

也就是受精後，這個卵子才可以孕育出嬰孩。 

然而，這並不等於嬰孩可以立即出世， 

之後，要再經過十月懷胎，才可以誕生出人類。 

  

同樣地，當我們信主的一刻，讓我們除了經歷肉身出世之外， 

於屬靈上，我們更是經歷重生 Born Again。 

 

因此，我們信主後，要於這個母腹中孕育、成長， 

就是於這個世界裡，經歷我們的人生，慢慢從胚胎，孕育成為神。 

 就正如主耶穌，祂是放下了神的位格，來到世界成為人子， 

並且，祂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後，希伯來書說︰「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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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耶穌就是於世上，經歷「造神計劃」而誕生的神， 

也就是藉著於世上的一段時間，以人子的身份，重造祂神子的所有身份。 

 

而整個「造神計劃」，就是以眾星刻記於天上， 

成為 Superimpose（重疊）於地球的歷史，也就是孕育眾神的誕生過程。 

  

亦因此，基要教會說：「信了主，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這個概念，一定是錯的。 

 

因為，重生得救，就如人類的胚胎受精的過程， 

雖然，已經有著生命，但其實，這並不等於誕生， 

這個胚胎，還需要孕育、成長的過程，慢慢有著神的形象、樣式。 

  

所以，「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就等於，抹殺了這個胚胎成長的階段，亦就是等於教人流產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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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給予人藉口，教人不斷犯罪，以為這樣，也可以成長似神， 

也就是說，於這個造神過程中，他們不是造神，而是造魔鬼， 

就如法利賽人般，成了撒但之子。 

  

假如我們是重生，誕生似神的話， 

那麼，我們一定有著父神的基因 DNA、神的形象、神的性格。 

既然，我們是朝著這個方向成長的話，我們必然是聖潔， 

那麼，我們又怎會變成撒但般，喜歡犯罪，以為一次得救，就可以永遠得救呢？ 

  

並且，亦唯有我們於有生之年，按著神的 DNA 成長， 

神才會看我們是祂的長子 Vios。 

因此，《希伯來書》提及，有神諸長子的會中， 

原因，人類歷史的總和，就是這個「造神計劃」。 

 

整個世界，也是一個鑄模，目的，就是為著製造出真正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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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為何神帶領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 

並且，以《星際‧啟示錄》，就是以星座和神話故事去解開謎題。 

亦因此，叫出四馬的，未必是 2012 年，而是這套「2012 信息」。 

 

並且，當這套真理分享出來的時候，神的計劃，亦會隨之而展開。 

  

問題二：今次「反送中修例」事件，是在 6 月 9 日開始，而 69 這個數字，是對比巨蟹座。 

當中，會否應驗了一些事情呢？ 

  

答：69、96 就是巨蟹座的標誌，並且，是一個鏡面倒置的標誌。 

 

過去，我們有眾多共同信息，亦是與 69 和 96 有關， 

1996 年的「雙氧水事件」，更讓我們像是步入死亡般， 

而星座中不同的故事，與我們的關連，將會是往後一步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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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42 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20） 

問題一：牧師，近幾年，神教育我們認識了很多特別的日子和神話。如今年 6 月 9 日，即 69，我們 

資料員與牧師，當天還在討論，今天是 69，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雖然當天是主日，我們分 

享了「Marvel」的共同信息。同時，香港亦剛好出現了 6 月 9 日大遊行。接著，到了 7 月 

21 日，我們又討論今天是 7 月 21 日，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接著，就發生了「白衣人事件」。 

直至 9 月 1 日，牧師生日，就出現了獅子山的印證。9 月 5 日，因為是榮耀列車預言，我 

  們當天也討論，9 月 5 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怎料，當天是特首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我們一路看見，很特別地，原來今次事件的推進，是與這些特別日子息息相關。甚

  至，在小獅子熾焮的生日後，於 10 月 1 日，就有很多黑衣人襲擊警察、搶槍、縱火、燒商

  店，進入了另一波考驗。其實，現在這件事，很明顯是按著指定日子，一路推進的時候， 

  牧師你怎樣看整件事的進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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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可以說，今年自 6 月 9 日開始，即 69、巨蟹座， 

當然，我們對這數字最敏感的，就是當年的「雙氧水事件」！ 

 

今年的 6 月 9 日，可說是進到另一里程、歷程。 

當日剛好是主日，並且，提到"Marvel"的一個數字， 

但當時我們分享時，沒有想過， 

當出現這件事的時候，香港黑衣人竟將自己對比為《復仇者聯盟 4》。 

我們也沒有想到，為何他們會選擇復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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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回顧時，將黑衣人對比復仇者，亦是正確的。 

因為自從 1996 年這件事之後，他們是被上一代剝奪了能夠有救恩及認識世情的機會。 

 

事實上，很有趣地，當日我們引用了《復仇者聯盟 4》的情節， 

當然，黑衣人同樣將自己對比為復仇者， 

但是，故事裡，其實是講述唯一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數字，14,000,605 次，才有 1 次成功， 

但這個數字，根本是無法推諉，必定是指向我們， 

絕對不是巧合或偶然，甚至是刻意放下，一個絕對是描述我們的數字！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大家都如在夢中，只有一種感覺︰「怎可能？」 

因為數值如此龐大，是 14,00 萬，然後是 605 次， 

如此零丁，還要是一個時空穿梭的數字， 

然後，計算出來，竟然是 4794 年、9 個月、23 日，簡直是瘋狂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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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每次說起，你都要重新想一次︰「是否真的呢？」會有這種感覺。 

怎可能在電影中，出現一個這樣的數字， 

而且，是如此零丁又零丁，出現 4794 年？ 

竟能這樣堆砌，怎可能呢？ 

但，這正是那齣電影的答案，就是復仇者的答案， 

就是眾多可能性中的唯一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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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69、14,000,605 與死亡啟示 

主日信息中，資料員提問， 

一年前，2019 年 6 月 9 日，香港爆發的「反修例風波」， 

以至其後一連串的示威浪潮和黑衣人暴亂，其實，整件事的推進和日子， 

都隱藏著與錫安教會密不可分的共同信息數字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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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19 年 6 月 9 日，百萬人上街遊行開始， 

這日期，已出現了 69，這個共同信息數字。 

  

其後，林鄭月娥於 2019 年 9 月 4 日，宣佈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這個決定，與這次運動的開始，剛好相隔了 88 日。  

 

並且，兩日後，西曆的 9 月 6 日，當天，亦正正是農曆的八月初八， 

再一次出現 96 及 88。 

  

到了「反修例運動」的第 96 日，即西曆的 9 月 13 日， 

當天，正是農曆 8 月 15 日中秋節。 



20200628   www.ziondaily.com 
 

 
 21 

 

中秋節，是對比以色列節期的住棚節，預表神與人同在， 

而上年 2019 年住棚節的最後一日，就是 10 月 20 日， 

也就是「反修例運動」的第 133 日。 

 

事實上，過去一年，由 2019 年 6 月 9 日開始， 

於香港爆發的黑衣人暴亂，其實還隱藏了更多共同信息。 

 

例如︰6 月 9 日，當然是指向錫安教會有關 96 和 69 的共同信息， 

而屬靈上，整件事的引發點，其實源於 1996 年的「雙氧水事件」中， 

香港人整體都不接受神的時代信息，亦不接受神所差來的受膏者， 

所以，神讓香港人對錫安教會的逼迫，反過來成為他們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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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令 1996 年逼迫錫安教會的香港人，他們所誕生的下一代， 

即 1996 年後出生的一代，沒有機會接受錫安教會來自神 Oracle 的信息。 

 

正因為過去 24 年，他們都無法聽到錫安教會的信息，不知道美國背後的種種陰謀， 

所以，他們就被美國利用，成為黑衣人， 

藉暴亂不斷毀滅上一代香港人所建立的香港，還自以為是替天行道。 

 

這確實是神對香港人的審判，因為，自 1996 年開始， 

他們已不斷逼迫神的受膏者、不接受神的時代計劃，因而自招咒詛。 

 

神正是讓他們的下一代，反過來成為上一代人的審判者。 

而現今成為黑衣人的新一代年青人， 

更將自己一切最無恥、最無賴的「人渣革命」行為，對比電影《復仇者聯盟》的英雄， 

將自己的所作所為，視為拯救香港脫離所謂邪惡政權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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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所經歷的一切，就如進到死亡的境地般， 

正好對比日華牧師所分享，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隱藏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以及神賜予錫安教會的終極名字──「死」。 

 

首先，這一次「反修例風波」，始於 2019 年 6 月 9 日， 

19 年，正好指向日華牧師的出生日期 9 月 1 日， 

而 6 月 9 日，亦正好隱藏了天上巨蟹座的標誌。 

 

然而，今篇主日信息的上一段精華短片（VO）「69 與死亡的典故」中， 

已經為大家分享過，巨蟹座隱藏了「死亡」的意思。 

 

所以，始於 2019 年 6 月 9 日的「反修例風波」， 

日期 69，指向巨蟹座的標誌，並不是一個偶然， 

而是神刻意製造出來，成為一個指向今年 2020 年， 

神向日華牧師，打開神賜予錫安教會終極名字「死」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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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步入「死亡」，印證錫安教會擁有第四馬騎士的名字「死」。 

 

並且，前年 2018 年上映的《復仇者聯盟 3︰無限之戰》， 

出現了神奇數值「14,000,605」， 

當時，世上沒有人能解明當中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直至上年 2019 年， 

上映續集《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電影長度整整三小時， 

謎底終於打開了，解開了數值 14,000,605 的真正意思， 

因為，14,000,605，隱藏了印證錫安教會的最傳奇共同信息數值 4794 和 923。 

 

但是，上年 2019 年 10 月 28 日，日華牧師錄製今天所播放的主日信息時， 

尚未發生傳威牧師和籃球明星 Kobe Bryant 離世的事件，直至錄影完結的一個多月後， 

才相繼發生傳威牧師於 56 歲離世，以及 Kobe Bryant 於 41 歲離世的事件。 

 

如此，才進一步打開電影《復仇者聯盟》，數值 14,000,605 的意思， 

原來，真是指向錫安教會，正是被神所印證，擁有死亡和陰間鎖匙的第四馬灰馬騎士。 

 

然而，電影《復仇者聯盟》還有另一個共同信息， 

是以往信息中，未曾與大家分享過， 

這一個共同信息，同樣是印證神賜予錫安教會終極名字──「死」。 

 

然而，為何神會用電影《復仇者聯盟》， 

去印證神賜予錫安教會的終極名字──「死」呢？ 

 

電影中，殺死宇宙一半生命的， 

是大奸角 Thanos，在集齊了六顆無限寶石後，以打響指使用了寶石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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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Thanos 這名字的出處，是希臘文的 Thanatos，而 Thanatos 的意思，正是「死」， 

甚至，Thanatos 在希臘神話中，其中一個角色，就是死亡之神。 

 

並且，《聖經‧啟示錄》所形容，第四馬騎士的名字「死」，就是 Thanatos 這一個字。 

而 Thanatos 這一個字的數值，就是 631，正好隱藏了傳威牧師的出生日期，6 月 3 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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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Thanatos 的 Strong Number，是 2288， 

22，是希伯來文的字母總數，正好對比主耶穌在《啟示錄》所打開的最後名字 Alef Tav， 

而 88，則是神印證錫安教會，將會擁有時空穿梭能力的共同信息數值。 

 

並且，《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就是漫威電影宇宙的第 22 集，正好對比 Alef Tav， 

而《復仇者聯盟》第四集的「四」， 

在全球華人社區的文化中，都是對比「死」這一個字。 

 

另外，電影中，唯一能夠打敗「死亡」Thanos 的契機， 

就是奇異博士所看見的 14,000,605 個將來， 

但是，電影中所打敗的是什麼呢？豈不就是「死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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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電影《復仇者聯盟》的大奸角 Thanos， 

就是指向第四馬灰馬騎士的名字，「死」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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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就知道，由 6 月 9 日發生至今，一直演變的事件， 

都看見很多日子是吻合（Match），與我們教會息息相關。 

這就讓我們看見，很明顯，並非我們刻意將這件事，連繫在我們身上。 

 

就如當年，2015 年的「黃絲帶事件」，也不是我們刻意連繫自己身上， 

而是看見這件事，才發覺︰「為何有這麼多共同信息指向我們呢？」 

不是由我們編排他們的日程、所到之處及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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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亦一樣，熾焮去了加拿大梳士巴利道（Salsbury）那天， 

10 月 7 日，香港同樣佔領梳士巴利道（Salisbury），這麼神奇？ 

越看下去，越覺不妥，其後才開始知道，6 月 9 日那篇信息是分享什麼內容。 

 

我們不知道，為何這數字會出現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為何這是唯一解決方案； 

我們不知道，這群復仇者的故事，會如何引申與香港息息相關。 

 

但是，當神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並且，一次又一次，並非我們人為編排， 

我們什麼也不做，光坐著，就能看得共同信息， 

於是，我們知道，很明顯，我們所對比的， 

不是一個印證那麼簡單，而是確實在講述一件事。 

 

這件事，正是我們向來強調，香港今次的事件，不論怎麼做，都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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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殘局，只有一個解決方案，就是 4794、923，信仰巔峰的錫安， 

才可以解決香港的「復仇者聯盟」事件，而這件事，隨時令半個香港被毀滅。 

 

如我所說，神讓我知道，香港要滅了半個城，神才會讓我們出場，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拭目以待，究竟需要多少個月， 

還是需要多少個星期，才能將香港滅了半個城呢？ 

大家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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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69 預示「死亡」和「報仇」的開始（唯一解救方案）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再一次提及 Marvel 電影的傳奇數字，14,000,605。 

  

現時，當我們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與及「反送中運動」一周年， 

也就是四馬名字被揭示，四馬的威力開始展現的時候，我們就越是發現， 

其實，錫安的存在，對於這個世界而言，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於 Planet X 臨近，末世之時， 

現時世界的走向，才是可以拯救他們的唯一答案。 

 因為，假如世界仍是紙醉金迷， 

過著如所多瑪、蛾摩拉的生活時，他們還會信主尋找神嗎？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其實，於一年後的今天， 

我們才會發覺到，2019 年的 6 月 9 日，真的像是全世界的轉捩點，是四馬橫行的開始。 

  

原因，自去年 6 月 9 日開始， 

其實，香港就未曾好過，當時，黑衣人事件開始發酵， 

其後，7 月 6 日至 7 日，小獅子熾焮就身處加拿大，預表著承傳， 

再之後，就是一連串的示威運動和新冠肺炎疫情，直至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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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6 月 9 日，就是這一波的起始。 

並且，郵輪上播映的《復仇者聯盟》，所帶出的共同信息， 

就是讓我們知道，所有事情也不是偶然，而是於神的掌控中，  

更揭示出巨蟹座所代表的共同信息，69 與及 96。 

  

原因，96 年的「雙氧水事件」，其實，是一個開始， 

就是錫安面對磨練的開始，亦是錫安成長，成為新婦的開始， 

因為，經歷完 4794 日後，2009 年，就進到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也就是說，當我們回顧 1996 至 2009 年， 

這一段 13.13 年的歷程時，也是由 96 年這個數字開始。 

  

然而，為什麼神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神要用巨蟹座、69 和 96，製造共同信息呢？  

 原因，打從一開始，神就是要我們為一個題目，去撒出一顆很特別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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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想想，於 96 年的「氧份療法」信息中， 

我們就是為著別人的健康、為著讓別人能夠戰勝疾病、戰勝死亡而撒種。 

  

並且，巨蟹座的英文 Cancer，正正亦可以解作「癌症」的意思。  

原因，於歷史上，人類最初發現癌症腫瘤時，就覺得腫瘤的形狀，如螃蟹般。 

 

所以，將「癌症」稱為螃蟹的英文 Cancer。 

而癌症，於人們的概念上，其實，就如面對死亡般可怕， 

任何人要戰勝癌症，就等於打一場要戰勝死亡的戰鬥般。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終於能夠明白，巨蟹座 Cancer 對於我們的真正意義， 

就是一個學習戰勝死亡，戰勝人類最後敵手的過程， 

最終，於二十多年後，更讓我們得著掌控死亡，灰馬的終極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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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星座故事中，巨蟹座是被海格力斯殺死，然後變成星座， 

同樣地，我們的定命，就是藉著自 1996 年開始的撒種， 

最終得以戰勝巨蟹座所代表的死亡。 

  

因此，於星座故事裡，巨蟹座被海格力斯殺死，然後變成星座， 

同樣地，我們的定命 ，就是戰勝巨蟹座所代表的死亡。 

  

巨蟹座於埃及文化裡，其實，是以聖甲蟲（Scarab）為代表。 

而聖甲蟲，本身就是代表擁有永恆的生命。  

 

早前，「2012 信息」介紹金門、銀門時， 

亦解釋了，聖甲蟲守護著金門，也就是死亡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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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名的 Freemason 33 階層的 Manly P Hall， 

 更於著作（Man: The Grand Symbol of the Mysteries）中提到，  

巨蟹座，代表「人的門」，就是靈魂由天堂進到地球， 

而摩羯座，則是代表「眾神的門」，就是人的靈魂返回天堂。 

  

並且，於「占星術」裡，巨蟹座的守護星，就是月亮。 

而日華牧師的分享裡，亦曾提到，他幼年時，常常記起 69 年及 96 年的倒置， 

而 1969 年所發生的大事，正正就是登月的創舉。 

事實上，日華牧師亦曾以這事，對比 1996 年分享的「氧份療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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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世界而言，這確實是一項能夠對比登月的創舉， 

原因，1996 年的「氧份療法」信息，正正就是人類撒種得著戰勝死亡權柄的開始。 

  

此外，Alice A Bailey 於著作（The Labours of Hercules: An Astrological Interpretation）中， 

亦曾提到，巨蟹座在希伯來人眼中，正正代表著棺材， 

對於早期基督徒而言，是代表拉撒路的墳墓， 

而拉撒路的故事，豈不就是聖經中，一個著名關於戰勝死亡的故事？  

  

再者，於 Alan Oken 的著作（Alan Oken's complete astrology）中， 

更提到巨蟹座的標誌，代表父親將種子放入母親的小腹內， 

代表了受孕，以及新生命誕生的過程，實在非常切合這兩星期的主日信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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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96 年，真的是錫安定命的開始，為了於 20 多年後得著灰馬權柄， 

我們就要在面對 Cancer 的過程中，開始撒種。 

 而 4794 開始的日期，1996 年 7 月 21 日， 

亦正是巨蟹座所對應的日子，開始為到戰勝疾病、戰勝死亡而撒種。 

  

既然，96 年，對於成年獅子來說，是一個開始， 

那麼，上一年，2019 年的 6 月 9 日，又會否是另一個新的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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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96 年，對於錫安來說，是受苦蒙冤的開始， 

那麼，倒置的 6 月 9 日，又會否是電影《復仇者聯盟》的開始呢？ 

也就是神看到人的惡貫滿盈，所以，四馬被叫喚出來，有仇報仇的開始？ 

  

因為，於這段時間，神更是為我們打開了灰馬終極死亡之名， 

對世人而言，真的成為了災難的起頭， 

由上年 6 月 9 日開始，是社會整體的死亡， 

疫症所引發的死亡、經濟的死亡，甚至，是人心的死亡。 

 

而美國所發生的示威浪潮，亦是因著喬治‧佛洛伊德死亡的事件而引發。 

 這是我們上年 6 月 9 日的時候，完全不會想到，一年後，竟會發展至此。 

  

也就是說，於 1996 年的時候， 

對於我們而言，真的像是巨蟹座所代表，就是死亡開始。 

原因，錫安於 1985 年開始之後， 

短短 11 年間，已經增長成為一間 2,000 人教會， 

即使面對其他教會的攻擊，亦無阻教會的人數增長。 

  

但自從 1996 年之後，人數就一直停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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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於 1996 年後，神要讓我們經歷死亡、磨練， 

如主耶穌般的獻祭，於別人眼中，錫安，就像是已經死亡了。 

  

直至 2009 年的「2012 信息」，成了神給予錫安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明證， 

證明我們做得正確，也像是神為我們伸冤般。 

  

然而，這只是局限於我們內部的層面， 

就是於信息上，得著一波又一波的印證， 

甚至乎，神的帶領，是到達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但到了上年的 6 月 9 日，另一個巨蟹座的數字， 

就成為了另一個 69、另一個鏡面倒置的開始， 

是神給予我們，死人從灰燼中復活，四馬名字的權柄， 

但對於香港而言，卻是面對有仇報仇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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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6 月 9 日，對於錫安小獅子而言，是他們成長的開始， 

但對於香港的年青人而言，卻是他們有仇報仇的時間， 

因為，他們的上一代，於 1996 年，對於錫安的無理逼害， 

令他們完全沒有機會認識錫安，沒有機會聽到當時的醫療信息， 

沒有機會早在十多年前，已經於錫安成長，聽神每星期的 Rhema 信息， 

甚至乎，沒有機會認識神。 

 

大家可以想想，是誰剝奪了他們得救的機會？ 

又是誰剝奪了他們可以賺取信仰天國獎賞的權利？ 

又是誰奪去了他們的信仰人生？ 

  

並且，幾個月後，這班年青人，亦正正要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 

因為他們沒法聽到錫安過往分享的健康信息，最終，他們亦身受其害。 

 因著上述的原因，已經有足夠的理由， 

讓他們向上一代有仇報仇，甚至乎，是玉石俱焚。 

  

似乎，上年的 6 月 9 日，是另一個開始， 

就如巨蟹座般，是命運的對調，對於香港人而言，是復仇、審判的開始。 

 

所以，一年過去，香港，不但從來沒有好過， 

甚至乎，審判，更像是一浪又一浪地湧來，並且，更是一浪高於一浪。 

也就是說，神藉著香港的年青人、疫情，及世界的局勢，向上一代的香港人復仇。 

  

然而，同時間，《復仇者聯盟》的劇情中， 

正正是懂得時空穿梭的奇異博士 Dr. Strange， 

藉著時空穿梭 14,000,605 次，尋找出唯一一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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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對於世人而言，過去一年，他們需要面對各種審判， 

但對於將來懂得時空穿梭的我們，四馬的出動， 

其實是 Planet X 來臨前，拯救全世界的唯一方法。 

  

就是於末日頃刻來臨前的一段時間，先讓全世界慢慢走向死亡， 

當他們走到人生的盡頭，同時間，這亦會成為他們尋找神的開始， 

讓他們有機會認識神之餘，亦讓他們作出快速的反應，去預備 Planet X 的來臨。 

  

所以，換句話說，2019 年的 6 月 9 日，真的是另一個開始， 

對比 1996 年，是錫安面對死亡， 

但今次，卻是世人去面對死亡，也就是神報仇的日子臨到。 

  

原因，當我們回望這一年，確實是極不尋常， 

試問，一年前，有誰會想到，今天的香港，甚至今天的世界，會變成這樣？ 

  

由香港的示威運動，到全球的疫情、各地的示威，甚至乎，各國於軍事上的衝突， 

中間，亦夾雜了傳威牧師離世、打開了終極之名、 

黑馬遍地遊行、經濟死亡及最後的聖誕節等等。 

  

然而，不論是 1996 年，或是上年 6 月 9 日的事件， 

兩者，我們都要過一段時間後，再回顧整個時段所發生的事情， 

才認知到，兩者也是一個開始。 

  

例如︰96 年的「雙氧水事件」，我們是於 2009 年，4794 被打開後， 

才會認知到，當時 96 年，原來是一個開始。 

 就正如，我們現今回望，才會知道，上年的 6 月 9 日，是現今所有事情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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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實神早已放下眾多線索，只不過，當時的我們尚未理解到， 

直到現時，我們才明白到，這真是應驗巨蟹座的共同信息， 

就是兩次事件，也是面對死亡， 

只不過，1996 年，是標記著錫安戰勝死亡的開始， 

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要面對自己的死亡。 

  

但到了上年的 6 月 9 日，卻是標記著鏡面倒置的結局， 

就是神審判的日子、世界的死亡，也就是灰馬所帶來的信息。 

  

而世界所面對的，更是 14,000,605，就是錫安會帶來唯一的答案， 

就是於世界面臨崩潰的同時，亦是 4794 年加 266 日，也就是 923。 

代表著錫安成為真命天子，攀上屬靈巔峰，並且，成為世人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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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而言，每當有印證，我就會在主日分享，僅此而已， 

因為，這非說不可，神的印證沒理由不去分享， 

因為，4794 不是我們這星期才說起的事情，是 10 年前已經提及的數字。 

 

相關印證，神甚至比我們更不厭其煩地，重提又重提， 

神比我們更有興趣，將它放在如此刁鑽的位置。 

而且，之前的或然率和命中率，雖然已經很低，但仍未至於不可能的地步。 

 

其實，我在《復仇者聯盟》中看見這個數字後， 

令我們震驚的原因，是因為那是不可能！完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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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是以年、月、日，去命中某一日！怎麼選也選不到吧？ 

以一個這樣的數值，除數後變成這結果。 

 

因此，當時，我當然很震撼， 

直到現在，每一次我再看那段精華短片（VO）的那一幅圖， 

我也感到「毛管戙」！ 

 

當然，現時繼續發展，原來，自那一日起，發生在香港的事情，真的令人「毛管戙」！ 

 

因為我們將要相信一件事，至少，全中國政府、香港政府、香港 99.999%的人， 

都將會選擇不信，他們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有趣地，因為神跟我說， 

沒錯，我們教會就是他們唯一的解決方案、唯一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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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直如此印證，其實是不斷重複這個 Thought（意念）， 

是給我們，讓我們能夠運用這種信心和宣告。 

 

有些人認為，說出來是自傲和驕傲，但我只是說出神的印證。 

事實上，有一件事是對的，他們不說，是因為他們連說出來的資格也沒有， 

印證也不是指向他們。對嗎？ 

 

然而，印證是關於我，並且，當我說出來後，那件事就會發生。 

所以，神的印證是到一個階段，我非說不可，那麼，我就說出來。 

而當我說出來，其實這件事就會發生。 

 

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到時可能會發現， 

再回顧日華牧師當時於數年前所分享的， 

原來每一句、每個字，也是在說預言。 

因為，當時分享的時候，有人聽漏了，或是沒有留意這些字眼。 

現在，於數年後重聽時，卻發現每一個字也是預言。對吧？ 

 

原因，通常我的推理和會說出來的事，都是逼不得已，神一定要我說出來。 

即是，以逼上梁山的方式，我才會說出來。 

但當我說出來的時候，我不會加添或減少。 

 

當然，當你聽的時候，信息是以小時為單位計算。 

但當中，你會看見，多少事情確實唯有神才會知道和做到？ 

 

所以，當你問起，當中的印證從未停止，尤其是提及小獅子的階段。 

因為小獅子的階段，很明顯，是提到神於 1455 這個數字中，去考驗下一代。 

 

原因，現在大家也理解到，原來，這是「造神計劃」。 

即是說，神已經造了一隻獅子王。 

但問題，牠兒子那一代是否獅子王呢？ 

 

神不會浪費這個「造神計劃」， 

只是在人類歷史某個 Period（時期）、某個段落，造就了一批中年人。 

 

不是的。還有小孩子呢？年青的一代呢？ 

或者，他們甚至是更加優質，令他們能夠生長於良好的錫安家庭呢？ 

這下一代，他們會怎樣呢？難道神放棄他們，不讓他們成為新婦？ 

難道神放棄他們，不讓他們成為「造神計劃」的一部分？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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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會有他們的考驗， 

雖然，這考驗沒有上一代那麼慘烈，然而，這卻是獨立屬於他們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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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14,000,605 與時空穿梭 

日華牧師分享到，在電影《復仇者聯盟》中， 

奇異博士 Dr. Strange 於 14,000,605 次未來中， 

才找到唯一一個可能性，可以打敗大奸角 Thanos。 

當時，全世界都不知道，為何編劇要用一個如此突兀的數字。 

 

然而，這個數字，竟是一個極為驚人的共同信息，單單指向過去五年，甚至十年， 

神一直藉著拉線 4794 和黑門山 923 的數值，印證錫安教會，就是世上唯一一間， 

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登上信仰巔峰 923 的新婦教會。 

 

原來電影中奇異博士這一個角色， 

還隱藏著更多指向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的共同信息，是我們未曾分享過。 

 

首先，電影中，奇異博士就是那一位， 

擁有時間寶石，可以藉此任意時空穿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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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奇異博士，本來就是指向神印證錫安教會， 

正是將會得著時空穿梭能力的新婦。 

 

第二，電影《復仇者聯盟》系列中， 

奇異博士的角色，是由班尼狄‧甘巴貝治 Benedict Cumberbatch 飾演。 

 

然而，班尼狄‧甘巴貝治在演出奇異博士之前，曾飾演過兩個最著名的角色。 

 

第一個角色，是隱藏了不少共同信息的「福爾摩斯」。 

劇集為 2010 至 2017 年，英國國營電視台 BBC，一小時的單元劇，共四個季度，總數 14 集。 

 

而關於福爾摩斯所隱藏的共同信息，日華牧師早於五年前， 

2015 年 1 月 18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第 258 篇」， 

以及四年前，2016 年 6 月 19 日的精華短片（VO） 

「錫安教會是配得成為解謎者」，已為大家分享過。 

 

其中，2015 年 1 月 18 日所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第 258 篇」， 

整篇信息，都是以解謎成為主線， 

甚至，該篇主日信息上載網絡時，其標題圖像設計， 

就是約瑟成功為法老解夢後，法老為他改了一個新名字「撒發那忒‧巴內亞」， 

意思是「秘密的揭示者」。 

 

創世記 41 章 45 節： 

「法老賜名給約瑟，叫撒發那忒‧巴內亞。」 

 

當天主日信息，日華牧師更首次， 

以 19 世紀末的著名英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的解謎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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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過去，日華牧師亦是如小說中的偵探福爾摩斯一樣， 

以解謎方式，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而小說福爾摩斯的作者柯南‧道爾，本身亦是一名 Freemason 會員。 

而且，小說中，福爾摩斯的住址，是必嘉街 Baker Street 的 221B， 

與日華牧師曾居住，福年新樓所在的三條街名之一的必嘉街相同， 

甚至，小說設定中，福爾摩斯住在必嘉街 221B 的年份， 

正正就是 1881 年，隱藏了 A 計劃水警總部 1881 商場的共同信息。 

 

另一方面，現今位於倫敦必嘉街的福爾摩斯紀念館，雖然同樣位於小說所寫的必嘉街， 

並且，為了對應小說，英國政府亦特許紀念館在門口掛上門牌 221B。 

 

但現實中，它真正的門牌號碼，卻包括了倫敦必嘉街的 3 個單數門牌號碼， 

分別是 237、239 和 241，三個門牌號碼正中間的一個，正正就是 239， 

隱藏指向錫安教會登上信仰巔峰 923 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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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門牌數字 221，加上英文字的第二個字母 B，就是 223， 

亦是另一個，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數字。 

 

所以，由飾演奇異博士的班尼狄‧甘巴貝治，飾演的「福爾摩斯」， 

絕非一件偶然的事，絕對是神所安排的一連串共同信息， 

為要印證錫安教會的身份，就是可以時空穿梭的新婦， 

並且如約瑟一樣，是神秘密的揭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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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飾演奇異博士的班尼狄‧甘巴貝治， 

除了曾飾演「福爾摩斯」之外，他本身一出道，就是一位舞台劇演員。 

他最近一次演出的舞台劇，已經是五年前的 2015 年， 

而他演出的，竟然再次是隱藏了大量共同信息的故事──《王子復仇記》。 

 

同樣，過往日華牧師亦曾為大家分享過， 

隱藏了大量指向小獅子的共同信息電影《獅子王》， 

正是改編自經典故事《王子復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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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獅子王》的故事，正正就是指向下一代的小獅子， 

在上一代獅子王離世後，願意發憤圖強，最終打敗奸角，成為新一任的獅子王。 

 

所以，《獅子王》的故事， 

其實是神對錫安教會新一代小獅子的一個提示和鼓勵， 

如果他們願意效法自己的父輩，不怕艱難和逼迫， 

努力地在神為他們預定的崗位中事奉神、不斷地成長， 

他們就可以在五年內，與上一代一樣， 

成為合資格的新婦，與上一代獅子王一同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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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地，如我所說，電影《獅子王》是與《王子復仇記》有關。 

事實上，這一代又是《復仇者聯盟》的一代，同樣是小獅子的歲數。  

當我們看電影《獅子王》，小獅子的確是獨立於父親下，牠自己面對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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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印證，根本不是我們捏造出來。 

你會看見，連和路迪士尼也如此合作，導致這麼多印證發生。 

 

當年，我自己於 1995 年，因為這齣電影於 1994、1995 年放映的時候， 

先知 Bob Jones 說，這齣電影是講述新族類。 

 

當年這齣電影放映的時候，發生在我身上， 

同樣我是獨立於我的出處，就是教導我的趙仲權， 

我是獨立於他，及後面對我自己的選擇和成長。 

 

當我們這一代成長完成後，很明顯，今年這件事發生，是有兩個意思。 

 

第一，神要真正將我們高升成為一個王者。 

第二，這個時間，是神藉著這個演變， 

於十分短暫的時間內，不像我們要捱足 23 年，才去到今日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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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是捱足 13.13 年，才會有「2012 信息」。 

 

這一代，於如此短暫的時間，發生這件事， 

讓我們經歷一下，看見這種變動和這種現實， 

並且，跟從神的時候，真正會有的冒險精神和千變萬化的精彩， 

是給予我們下一代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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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共同信息 69 與小獅子的考驗 

信息中，提及另一個隱藏了 69 和 96，鏡面倒置共同信息的星座──巨蟹座。 

  

其實，1996 年「雙氧水事件」發生前，即 1996 年 4 月 14 日， 

日華牧師已於主日信息「摩西詩篇（86）1996 世界性預言（96 年~69 年）」， 

分享他早於約 8 歲時，即 1969 年，已牢記著 69 與 96 的關係。 

 

意想不到，這篇信息分享三個月後，即 1996 年 7 月 21 日， 

就爆發了轟動全港的「雙氧水事件」，成為新婦錫安教會的考驗， 

同時，也標誌著錫安教會 4794 傳奇的開始， 

這就是最早期，神給予錫安教會關於 69 和 96 鏡面倒置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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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年後，當神向新婦錫安教會啟示有關「承傳」這個題目後，  

於 2019 年 6 月 9 日，69，香港就爆發了轟動國際的「反修例事件」。 

 

「反修例風波」，不單成為「雙氧水事件」後， 

神為錫安教會伸冤，向香港施行的一場審判。  

與此同時，神更藉此成為錫安教會小獅子們的考驗， 

為要將錫安小獅子，與外面的年輕人分別出來。 

 

事實上，隨著上年 6 月 9 日，69，香港爆發「反修例事件」後， 

於上年 2019 年 7 月 7 日，日華牧師兒子熾焮剛好中學畢業， 

趁著入讀大學前的暑假，跟隨 Eddie、西緬兩位策略家及一些肢體， 

展開人生第一次遠赴加拿大溫哥華之旅，探訪當地的加拿大錫安分會， 

同時，亦於這一趟旅程中，進行紀錄片《Project Pegasus》的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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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時間 7 月 6 日，即香港時間 7 月 7 日， 

熾焮到訪了日華牧師當年，在加拿大留學時第一個住宿的地方， 

即位於梳士巴利道（Salsbury Drive）的宿舍建築物，參觀並拍照留念。 

  

來到今天，就如一個時間錦囊，必須到了指定時間，我們才會發現， 

原來日華牧師於加拿大留學時，第一個住宿的建築物， 

正正座落於梳士巴利道（Salsbury Drive）1258 至 1296 號， 

 

58，正正就是日華牧師現時的歲數， 

96，則正好是今篇主日信息的內容──96 與 69 的鏡面倒置， 

96 標誌了 1996 年「雙氧水事件」，正是新婦錫安教會的考驗， 

成為錫安教會 4794 傳奇的開始， 

而 96 鏡面倒置的 69，就標誌了上年香港爆發的「反修例事件」， 

是神為小獅子悉心佈置的場景，成為小獅子「承傳」4794 傳奇的考驗。 

 

原來，40 年前，神帶領日華牧師於加拿大留學的第一個住處， 

其門牌梳士巴利道（Salsbury Drive）1258 至 1296 號， 

就已經隱藏了日華牧師現時 58 歲的歲數，以及 96 與 69，兩次考驗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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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拿大時間 7 月 6 日，即香港時間 7 月 7 日， 

熾焮到訪梳士巴利道（Salsbury Drive）的宿舍建築物拍照留念當天， 

同一日，7 月 7 日，原來香港正有 23 萬名黑衣人示威者， 

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集合，作為當天遊行示威的起點， 

成為神給予錫安小獅子「承傳」的共同信息。 

  

除此之外，原來當日的 24 年前，即 1995 年 7 月 7 日， 

正是日華牧師經歷了「加拿大威士拿（Whistler）事件」後， 

與玉珍師母、邵傳威策略家夫婦和林財開策略家夫婦，一同離開加拿大回港的日期。 

  

而 24 年後，熾焮正好於同一日， 

回到日華牧師於加拿大留學時，第一個住處及前母會。 

 

事實上，當年「加拿大威士拿事件」，正好吻合先知 Bob Jones 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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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動畫電影《獅子王》與新族類教會的預言。 

  

所以，在 1996 年「雙氧水事件」中， 

69 鏡面倒置的 96，正是神給予新婦錫安教會 4794 考驗的開始。 

  

但是，上年 6 月 9 日，69，香港爆發「反修例事件」後， 

原來，正是輪到屬於錫安教會小獅子們的考驗。 

  

神的用意，是藉著「反修例風波」、「黑衣人暴亂」及「學校停課」的場景， 

讓錫安小獅子們，在學校、家庭、朋友、工作及社會間， 

經歷被身邊黑衣人和黃絲支持者逼迫的考驗。  

從而，讓錫安小獅子們持定內心的善良、勝過試驗， 

好讓自己從這一代忘恩負義的年輕人中，被分別出來。 

  

所以，隱藏了 69 及 96 共同信息的巨蟹座，有機會就是談及一個鏡面倒置， 

即錫安教會的上一代，與錫安下一代的小獅子， 

都要經歷嚴峻的磨練，為要一同得著神「4794 終極定命」的接納和認可。 

  

原來，上年 6 月 9 日， 

這個 69，是談及熾焮這一代小獅子的考驗開始， 

亦是小獅子登上 923 信仰巔峰的開始。 

  

事實上，去年「反修例風波」鬧得滿城風雨， 

中小學校和大學都需要持續停課，甚或倒閉， 

無疑，事件為錫安小獅子們帶來了劇烈的考驗。 

 面對著學校老師、同學、朋友、親人的批評和誤解， 

正考驗他們在跟隨神和擁有神之視點上，承受重大挑戰，需要作出個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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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部分錫安下一代的小獅子們， 

因為不認同黑衣人老師和同學的政治偏激立場， 

因而遭到老師和同學的排斥和侮辱，遭受逼迫及磨練。 

  

然而，對於錫安上一代領袖和弟兄姊妹而言，卻像隔岸觀火般， 

反倒趁著黑衣人與政府抗爭，發起暴動及攬炒縱火等行為時， 

就借機會北上，在國內消遣、休息、享受美食。 

形成錫安上一代，與下一代小獅子，兩種截然不同的處境， 

單單為小獅子們，帶來重大考驗。 

  

顯然，神是有意透過上年 6 月 9 日，為下一代小獅子們鋪設這個舞台和場景。  

正如神藉著電影《復仇者聯盟》，為小獅子於接下來 5 年承傳上一代，留下了共同信息。  

 

只是，為何神要刻意透過《復仇者聯盟》，留下共同信息呢？  

因為，動畫《獅子王》，是以經典小說《王子復仇記》作為故事藍本， 

並且，主題是下一代為上一代「復仇」， 

故此，動畫《獅子王》，正是下一代小獅子， 

為上一代伸冤和復仇的信息，完全吻合《復仇者聯盟》「Avengers」的標題。 

  

同樣地，神要藉著整場「反修例風波」， 

讓小獅子為上一代伸冤和復仇，上演一場《王子復仇記》。 

  

但是，為何要進行一場《王子復仇記》呢？ 

是誰害了王子的父親，需要王子代父復仇呢？  

  

原來，現時神賜予四馬的能力， 

是讓小獅子們學習承傳上一代四馬審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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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審判當年傷害他們父親的一批人， 

完全吻合《王子復仇記》的典故，王子為上一代復仇般。 

  

事實上，由上年 7 月，熾焮前往加拿大拍攝紀錄片《Project Pegasus》開始， 

直至今年，日華牧師與熾焮，乘坐藍寶石公主號郵輪的旅程， 

神都不斷強調小獅子、承傳和 Avengers 復仇者等共同信息。 

  

於過去一年，神更不斷提醒我們，要看顧錫安的下一代， 

皆因，於接下來的五年，正是神為小獅子們悉心安排的成長機會， 

當小獅子裝備完成後，他們就是那一批真正的復仇者。 

  

現在，我們已知道，原來，上年 6 月 9 日「反修例風波」的 69， 

其實是談及另一個開始，是一個可以與 4794「雙氧水事件」媲美的開始。 

  

而且，上年 6 月 9 日當天的主日信息， 

正是透過精華短片（VO）「總結感言 2︰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 

首次介紹《復仇者聯盟 4︰Endgame》數字 14,000,605，與 4794、266 和 923 的關係。 

  

原來，6 月 9 日當天，「Marvel 世界 14,000,605」的共同信息， 

其實是神給予下一代小獅子的提示。 

神是刻意於上年 6 月 9 日當天，以 14,000,605，與 4794、266 和 923 等共同信息， 

讓小獅子們知道，不論是 6 月 9 日「反修例風波」， 

抑或「Marvel 世界 14,000,605」的共同信息， 

其實都是他們小獅子必須經歷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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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獅子要以鏡面倒置的方式，成為小獅子座和小馬座所預示的新婦，  

在外邦人面前意氣風發，得著審判列國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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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現在我除了於新聞中，看見四處施放催淚彈之外， 

我自己在家中，其實與我近十年的生活沒有分別， 

吃日常的食物、做日常的事情，每天起床、睡覺，他們完全沒有影響我。 

 

然而，我們的下一代，正在上班和讀書的那一群， 

尤其是正在讀大學的一群，卻不然。 

他們可謂首當其衝，每一天也離不開這件事。 

每一天的宣傳、同學之間的紛爭、老師不知廉恥地帶領學生去示威暴動， 

甚至，學校裡連校長也妥協，他們每天都正在面對。 

 

不是我們這一群錫安上一輩的人面對。 

甚至不及他們所面對的十分一。 對嗎？你想想？ 

 

如果真的要計算，我們錫安上一輩，對比我們的兒女， 

尤其正在讀大學的那一群，他們所遇到的，比我們多十倍。對嗎？ 

那麼，還不算是他們的考驗？ 

還不是神於 6 月 9 日開始，給予的一個有趣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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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藉這件事將我們高升的同時， 

亦是利用最後的 Last Leg（最後一步），考驗和鍛鍊我們下一代， 

看看他們有沒有資格，進入這個復興中， 

讓神值得可以賜足夠的恩膏和神蹟給他們。  

 

因為，這個「造神計劃」他們也有份， 

當然，他們如此年輕，不能如我們當年般，面對如此瘋狂的考驗， 

全香港每一個人都努力地，想毀滅我們教會的時代，他們的確是很努力地要毀滅我們。 

 

你知道嗎？當時有很多學校，專門設立詆譭錫安教會的講座， 

只要你肯邀請，很多人願意出來自詡「錫安專家」，專門為了毀滅我們。 

無論是電視新聞或電台 DJ，每一個也是如此！ 

 

與小獅子們現時相比，當然不能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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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是在旁邊觀看︰「原來世界是這樣，這世界果然是非我家！」 

 

他們在過程中，看見那種瘋狂的程度， 

同樣，他們亦要承受屬於他們的威壓， 

不論是別人對他們的威壓，或是自己要面對的選擇， 

當然，程度上，沒有我們當時那麼嚴重， 

但按著他們的年紀，是有需要在這時間裡， 

用神的 DNA 作出合乎神形象的選擇！ 

 

當然，他們可以有拙劣的選擇，屬於賓客； 

或是更好的選擇，成為童女；甚或極高的選擇，成為新婦！ 

 

所以，我在這段時間旁觀， 

由 6 月 9 日，至現時 10 月 28 日，這四個多月的時間裡， 

旁觀時，令我有這種感受。 

 

當然，你在教會主日所聽的信息，每星期少許、每星期少許， 

直至現在，當我作出總結的時候， 

你才突然發現，整件事，按著日華牧師逐件解讀， 

最後總括而言，真是如此！ 

 

甚至，當我如此解說後，事情亦按著我的解說發生， 

當我一次過解釋的時候，你就發覺，明顯是為了這件事而發生。 

神的所有印證，都是指向這個方向， 

並且，過程中，無論是發生的特性、發生的目的， 

或是發生後，他們能夠成功成為獅子王， 

無論在名銜、操作、日期，共同信息都確實是講述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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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是用一條泥鯭魚、Finding Nemo（海底奇兵）、海馬去說一個故事， 

我們不會知道那些故事在講述什麼，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們成功後，不是成為一條泥鯭魚或紅衫魚， 

不是，他們的確是成為一隻獅子王，對不？ 

 

很有趣地，無論在名份、身份、意義上， 

甚至，當年 1994、1995 年，推出這套《獅子王》時， 

它真正的意義，也是一貫性，是很有 Mind（想法）！ 

但這種智慧，最瘋狂的是，我們並非事後強解，我們只是讀取它的歷史而已。 

 

誰能掌管歷史，至這種階段呢？對不？ 

甚至，當它出現後，神還用先知 Bob Jones， 

說《獅子王》是與新族類有關，這實在是很瘋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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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字面說，連繫起來，你也發覺真是這個意思，當中完全沒有牽強， 

在沒有牽強的情況下，卻全是人為地發生在人類歷史中， 

當中的掌控，多麼瘋狂？你想過嗎？ 

神是為了什麼才做到這種程度？ 

神為了這「對象」，做得多麼瘋狂和偉大？你知道嗎？ 

 

當你有幸，看見這些人、聽見這些人的事蹟， 

你也會覺得榮幸，遑論你自己就是那一群人？ 

你或許會疑惑，世界竟有這種事情！ 

 

說實話，到了歷史後期，在某天重聽， 

我相信大部分人，與你現時的想法一樣： 

「假如我與主耶穌同一時代，我真是榮幸了！」 

你會這樣想的。 

 

但可以肯定，歷史於將來、幾千幾百年後， 

他們也是同樣想法，能與我們同一個時代也是種榮幸， 

而現在，卻是發生在我們身上，對不？ 

 

所以，我相信這就是神的意思，容讓這些事情發生， 

日期，確實沒有爭拗的餘地了！ 

尤其是熾焮前往加拿大這件事， 

我們早在大半年前，已籌備和預備去拍攝這一個 Project（計劃）， 

有這種經過才能成事，根本不可能靠人為能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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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預先設計，人又哪有如此聰明，想到如此絕頂、如此厲害呢？ 

還要 Match（配合）世界所發生的事， 

只有神，我們任何氣息都在神的掌管下，才有可能發生至這種階段。 

 

每一個參與的人也知道，一直發生在我們教會的事情，是多麼龐大，多麼預設！ 

並且，過程中，不同日期也是我們無法掌控， 

卻在這種情況下 Match（配合）眾多共同信息，那份榮幸感，是前所未有！ 

這是我事後回顧，你問及的日期和發生的事，我因而有的感覺。 

 

總之，它所指向的，在完全沒有強解的情況下， 

神在這件事中，絕對是為了塑造小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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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小獅子所面對的考驗 

來到這裡，我們更加明白，神的計劃，整幅大圖片及將來的走向。 

 

原因，上一年所強調的信息，就是承傳， 

也就是小獅子需要把握最後五年時間、好好成長， 

成為大小馬座當中的小馬座，於短時間裡，有著新婦的身量。 

  

對比上一代，大獅子所經歷的，是數十年的磨練， 

由 1996 年「雙氧水事件」至今，要於逼迫中奮進，展開一個又一個傳奇。 

  

但到了上年的 6 月 9 日，正如巨蟹座所帶出的共同信息， 

神將整個場景逆轉，變成了神報仇、世人受審判的時間， 

並且，神是用香港下一代的年青人，成為黑衣人、成為上一代人的審判，毀滅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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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小獅子而言，他們所面對的考驗，不是如大獅子般，需要面對幾十年的逼迫。 

 原因，一來，小獅子，已經沒有幾十年的時間； 

二來，當所有錫安的敵人，也被神審判得死去活來、世界將要毀滅淨盡的時候， 

試問，又怎會有小獅子於信仰上被逼害的情況呢？ 

他們的敵人，自己已經疲於奔命，活在死亡邊緣。 

  

所以，對於小獅子而言，他們所面對的挑戰，與上一代是完全不同。 

事實上，這亦是神的安排，原因，神必然會用一份新的試題，去成為下一代的考驗。 

  

而小獅子所要面對的，就是這班向父母們、長輩們，有仇報仇的黑衣人。 

所以，這班黑衣人，就成為了他們的試題。 

  

大家可以想像，現時，社會上的撕裂和對立，並沒有任何舒緩的跡象， 

相反，是越加激烈和尖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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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學生、年青人，更成為了今次黑衣人的主力， 

他們叫口號、示威、組人鍊、罷課， 

甚至乎，放路障、掘磚、四處破壞等等。 

  

當小獅子面對大部分同班同學，都是黑衣人的時候， 

朋輩的壓力，就成為了小獅子的試題。 

  

所以，於這種情況下，究竟，小獅子如何於朋輩之間自處、不被污染， 

如何懂得以智慧的態度去回應，甚至乎，於信仰上保守自己的內心， 

懂得抗禦逆流、自強不息，就成為了小獅子的考驗。 

  

假如他們被引誘，成為黑衣人的一份子， 

他們就會成為被審判的一群，喪失成為新婦的資格。 

  

而對於開始出來工作的一群小獅子而言， 

他們未必如上一代一般，面對紙醉金迷、五光十色的引誘， 

令他們因著物質、金錢、事業的引誘，而選擇離開神，返回世界、勞碌一生。 

  

事實上，於這幾十年間， 

因著金錢、名譽、地位而離開教會的，亦大有人在， 

這就是上一代所面對的課題。 

  

但現在，我們看見，世界已經走到盡頭，香港，已經不再是東方之珠。 

昔日的繁華，已經一去不回來，高級的名店，通通關門撤走。 

  

現時，人們口中的話題，已經不再是講求吃喝玩樂、旅遊、奢華宴樂， 

而是失業裁員，如何自保、如何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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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於剛畢業出來社會工作的小獅子而言， 

他們的試題，已經不再是逃離世間的引誘， 

因為，香港的繁華，已經不復再。 

  

他們所要面對的，就是各個大機構已明言， 

不會聘請香港的學生，害怕他們也是黑衣人的一份子。 

至於中資背景的公司，更是只會聘請有內地背景的學生。 

  

因此，對於新一代的年輕人而言，他們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 

 當失業率去到 10%、20%，甚至 30、40%的時候， 

又會有哪一間公司，願意聘請全無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呢？ 

  

所以，對於小獅子而言，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套全新的試題， 

亦因此，上一代也無法以「請槍」的方式，去教導他們， 

因為，實際上，上一代也從未遇過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小獅子也要負責任，自己去完成這份全新的試題。 

  

對比上，雖然上一代所面對的逼迫，比小獅子們更為慘淡， 

然而，於性質上，卻是與小獅子們不同。 

但正正就是試題的不同，才可以塑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信仰， 

而不是因著抄襲上一代而得來的信仰。 

  

事實上，假如他們只是抄襲上一代信仰的話， 

因著上一代的大獅子，他們累積了很多經驗、心法， 

這些已成為小獅子的標準答案 Model Answer。 

 但假如是這樣的話，小獅子們就永遠無法於自己的內心中， 

建立出一個真正的信仰，永遠也只能夠靠抄襲別人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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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對於他們而言，亦不是一件好事， 

並且，他們永遠也無法於短短的五年裡， 

能夠有著新婦的身量，成為小馬一部分。 

  

所以，於信仰而言，大獅子與小獅子所面對的衝擊， 

簡直就是 69 和 96 的鏡面倒置，是完全相反。 

  

原因，對於上一代而言，他們所經歷的，是人生中的水深火熱， 

但現在，卻是變成鏡面倒置，看見惡人遭報，有仇報仇。 

  

所以，對於大獅子而言，他們亦有著栽培小獅子的責任。 

因為，既然知道小獅子所面對的試題， 

與自己所面對的，是如此不同的時候， 

那麼，大獅子就有責任去理解他們的難處， 

並且，作出適當的指導和帶領。 

  

不是單單鼓勵他們做好一點、努力一點。 

原因，現在的世界，就算是學校，也遠比幾十年前複雜， 

朋輩的壓力、世界的渲染和引誘，是更為嚴重， 

小獅子，是更易被矇騙而迷失。 

  

大家可以想想，或許，他們不是被金錢或物質引誘， 

但假如，他們有著黑衣人的價值觀，以為自己是參與一件正確的事情。 

甚至乎，如孫中山一般，參加了革命黨，要為公義而拋頭顱、灑熱血。 

最終，他們可能只是參與了一次示威， 

就已經變成了暴動罪，面對幾年監禁，一失足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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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作為父母，是否仍然讓他們自行選擇，已經可以呢？ 

還是懂得用智慧，將多年來所學到的真理、訓誨給予小獅子呢？ 

讓他們懂得真正回應神、明辨是非， 

並且，知道拯救一個地方，其實，不是靠革命，而是靠神的話呢？ 

  

因為，人的革命、社會的改革，到最終，都只能夠帶領所有人， 

於落地獄之前，過著一個較好的生活， 

但是，這又怎會比得上，當人信主後，今生得百倍、來世得永生呢？ 

  

這就是父母的責任，教導他們擁有正確的信仰觀念， 

懂得從小的時候，已經開始學習事奉神、學習對得住神和自己的良心。 

這樣，他們才可以通過「造神計劃」的考驗。 

  

原因，他們要明白到，現時，香港所受的衝擊， 

一方面，是因著神要審判香港人，過往對於錫安的逼害，是神伸冤的時間。 

  

但另一方面，神這種審判的方式，亦為小獅子，建立出一個考試的舞台。 

這就是 69 和 96 共同信息所指向的事情。 

  

所以，小獅子們，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這五年的時間， 

原因，現時，香港所面對的審判， 

其實，是為著訓練小獅子去成為新婦而設的試題。 

  

事實上，我們亦可以看見，自從上年 6 月 9 日開始， 

對於小獅子熾焮的印證，就從來未有停止過， 

這就更加證明，神選擇了熾焮成為小獅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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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的部分完成後，整個審判就會更翻天覆地式，臨到全世界，完成《啟示錄》的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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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也宣告三次：「我們無論上一代和下一代，也會完成神給予的考驗！」 

 

Amen！Amen！Amen！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物，也一同歡呼鼓掌感謝神！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