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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8月 9分享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48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26）
問題一：日華牧師，最近的主日信息經常提及，有關將來大復興臨到時，君王、元首也會前來就神

的光，亦有提到將來中國政府極有可能就是第一個，但是，中國政府現時是以無神論、進

化論，以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基礎，如果，將來他們都降服於神的權柄下，那麼，可

能會出現一個怎樣的轉變？

問題二：日華牧師，剛才提到，中國將會是第一個帶起復興的國家，甚至會戲劇性地接納我們。但

早前，牧師曾約略提及，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在基督教遮蓋下，能夠在一夜間

解救全世界最難解開的結，就是中美貿易戰的問題。因為，這亦是 Freemason早前佈下的

一個伏線，美國是不會攻擊另一個基督教國家，由這個切入點，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完結

這一個最後大復興。

問題三：日華牧師，你曾在信息中提及，現時美國整個部署，其實她沒有想過，香港竟會有一個底

牌，而最後的底牌，原來就是錫安教會。但是，對於我們錫安教會而言，在香港政府面前，

其實我們有甚麼本錢，能夠令他們覺得錫安教會的確是他們的答案呢？

影片：時事追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屢創新高的爆發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 7個月，

然而，全球疫情，完全吻合「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所警告，

疫情於世界各地肆虐，至今仍沒有絲毫半點消退的跡象，反而屢創新高，不斷出現劇烈反彈。

印度方面：

7月 15日，印度衛生部最新資料顯示，印度確診病例升至 936,181例，

短短 24小時內，新增 29,429例確診、582例死亡，

確診人數排列全球第三，累計死亡 24,309例。

7月 21日，印度衛生部發聲明，近日一項針對新冠病毒的血清抗體檢測顯示，

在首都新德里地區收集的 21,387個血清樣本中，有 23.48%證實感染，

確診者竟然高達約四分一，其中，許多人可能是無症狀感染者。

目前，印度共有 18個邦或地區，確診病例過萬宗，

其中，馬哈拉斯特拉邦最為嚴重，確診病例達 318,695例，

其次為泰米爾納德邦和首都新德里。

7月 24日，印度確診病例急升至 1,287,945例，

24小時內，新增 49,310例，為印度爆發疫情以來單日最大增幅，

死亡病例新增 740例，累計 30,601例死亡。

印度馬哈拉斯特拉邦政府規定，重要行業的員工，

在孟買地區乘坐火車，必須使用二維碼車票，

檢票員查驗車票時，只需讀取乘客的二維碼，不需要再接觸乘客手上的紙質車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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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由於印度累計確診人數破百萬，

安德拉邦封城，普拉喀桑縣（Prakasam）所有商店全數關閉，部分重度酒精上癮者，因沒有酒喝，

竟然以消毒雙手的消毒酒精「頂癮」，至少 20人中毒、9人死亡。

8月 5日，印度衛生部官方公佈，印度確診病例急升至 1,908,255例，

當日新增 52,509例確診，是連續 7天單日新增達 5萬例以上，

死亡病例再新增 857例，累計 39,795例死亡，當前印度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不是原本與流感相若的 0.1 - 0.3%，而是被有意渲染為 2%。

然而，當前印度的確診人數，排列全球第三，事件完全應驗五個月前，即今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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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勢必持續蔓延非洲、印度和南美等地區，

成為下一個引爆點，製造全世界的恐慌，

從而藉口在世界各地，進行早已計劃的封關及封城措施，以預備 Planet X的再來。

甚至，今年 5月 31日，透過精華短片（VO）「時事追擊︰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蔓延非洲、印度和南美」，也曾分享到，

今年 3月 17日，當時印度全國累計只有 137例確診，單單只有 3人死亡。

並且，3月 17日當天，非洲等國家只是剛剛出現第一宗確診。

但是，今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透過「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早已預告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其實是幕後策劃者早已預定的計劃，

刻意渲染這場疫情，成為藉口，帶領全世界預備 Planet X的再來和第四馬瘟疫。

而當前，印度確診人數排列全球第三，

完全應驗五個月前，日華牧師透過「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的前瞻性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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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日華牧師透過今年 4月 5日及 19日的精華短片，

「英國將疫情 0.1%的死亡率刻意誇大」和「新冠肺炎真正的死亡率」，

提到幕後策劃者，是有意不進行全民檢測，以各種藉口壓抑各國實際的確診人數。

目的，就是刻意壓抑分母的確診人數，反之，突顯分子的死亡人數。

令這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由原本與流感相若的 0.2 - 0.3%，

被刻意渲染及誇大至 2%，甚至，誇張至 9%、14%。

幕後策劃者的真正用意，就是透過當前被刻意誇大的死亡率，

令全球恐慌、人心惶惶，將疫情變得沒完沒了，從而，讓各國政府有藉口，

推行早已計劃的封關及封城措施，以預備 Planet X的再來。

縱使，截至 7月 31日，今場所謂世紀疫症，

經已導致全球超過 1,760萬人確診、累計約 67萬人死亡。

然而，按著死亡人數來看，亦只不過僅僅追上每年導致 65萬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俗稱「流感」。

但是，當我們回望過去半年的疫情發展，各國政府對於這場肺炎疫情的反應和封關措施，

卻是遠遠超過每年慣常導致 65萬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即流感 ，

這就是幕後策劃者，於整場疫情裡，刻意為之的計劃，

藉口以封城措施，來預備 Planet X的再來和第四馬瘟疫。

至於，亞洲其他國家方面：

日本因美國抗疫不力，導致疫情嚴重反彈，

7月 13日，日本沖繩縣政府證實，當地至少 94名駐日美軍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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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Denny Tamaki）對此表示非常震驚，

擔心會導致當地爆發第二波疫情，強烈質疑美國對於美軍的防疫措施是否足夠。

7月 17日，沖繩美軍基地，再有 141名來自 5個駐日美軍基地的確診感染者。

新聞片段：

As global cases of coronavirus past 13 mill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issuing a new warning,
saying too many countries are head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全球新冠病毒病例突破 1,300萬宗，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最新警告，指太多國家走上了錯誤方向。

This, as some US military bases in Japan face outbreaks and Hong Kong tightens restrictions as another
wave of the virus hits there.
正如多個設於日本的美軍基地爆發疫情，香港亦因新一波疫情而收緊防疫措施。

Our senior foreign correspondent Ian Pannell has the latest.
本台資深外國記者伊恩有最新消息。

Good morning Ian!
早安，伊恩！

Yeah, good morning Robin, that's right.
早安，羅賓，對的。

More than a hundred cases now reported amongst US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Okinawa.
駐沖繩美軍現時錄得逾 100宗個案。

So now several American bases are on lockdown with almost no one allowed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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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美軍基地處於封鎖狀態，幾乎沒人允許離開。

Now Okinawa had seen just 148 cases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疫情爆發至今，沖繩只出現了 148宗病例，

The local governor unhappy calling this outbreak extremely regrettable, saying he has strong doubts that
the US military has been taking adequate prevention measures.
縣知事對此不滿，並為當前的爆發感到極之遺憾，他強烈懷疑美軍有否採取充分的預防措施。

Meanwhile, Hong Kong, as you say, which has had relatively few cases now reporting more than 200 new
cases in the last week that is the most since last March.
至於香港，就如你所言，從較少的病例，到上週突然新增 200多宗個案，是自三月以來的最高紀錄。

The government jumping into action, putting back into place strict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政府隨即採取行動，重新實施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

And remember the fanfare over the reopening of Hong Kong Disneyland, only just reopened last month
will now temporarily that's going to close again from tonight, Amy.
還記得香港迪士尼樂園重開時的轟動嗎？上個月才重新開放，今晚起會再次臨時關閉，艾美。

另外，日本東京都疫情嚴峻，

同日，7月 17日，單單一日就新增 290宗確診，連續 3天單日新增逾 200宗新症，

10歲以下及 60歲以上高危人士的感染情況不斷惡化，感染後容易惡化為重症病人。

日本政府原定於 7月 22日，

在全國統一實施「Go To Travel」，以支援受疫情打擊的觀光業，

但因應疫情出現劇烈反彈，需要取消東京都的旅遊開放。

連日來，日本疫情出現大規模復發，多地新增確診人數，超過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值。

7月 22日，日本全國新增 795人確診，超過 4月 11日，720人確診的最高紀錄，

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及醫生均表示「第二波已經到來」，

有專家警告：「如此下去，8月份將慘不忍睹。」

疫情造成東京等主要地區，醫療資源及床位極度緊張，專家呼籲人民減少外出。

昭和大學病院院長相良博典稱，普通病房改為感染症病房後，床位大大減少，

特別是重症監護室，用作接收感染患者後，令醫院為普通患者診治及進行手術的資源大減。

7月 23日，東京都單日新症首次突破 300宗大關，是疫情爆發以來最高增幅。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形容，這是非常高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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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天開始的 4天連假，是抗疫關鍵期，促請民眾避免外出，

此外，當天包括東京都在內，全國共錄得破紀錄 981宗病例。

甚至，延遲一年的東京奧運能否如常舉行，仍存在變數，國內最新民調顯示，

6個縣市的東奧義工中，51.5%受訪者，對於疫情明年能否受控感到「非常不安」，

另有 60%受訪者，擔心因參與事前活動而染疫。

7月 30日，日本第二波疫情嚴重，至少增加 1,266宗新症，連續兩日破千及破紀錄，

甚至，自疫情爆發以來，一直沒有錄得確診的岩手縣，終於出現首 2宗確診病例。

至此，日本所有都道府縣均有疫情，全國「淪陷」。

沒錯！當前日本，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已超過 1,000人。

而沖繩縣美軍基地爆發集體感染，亦引起日本國民憂慮和不滿。

8月 4日，單單東京都，再新增 309宗確診，是東京都連續第 8天增幅破 200。
東京都知事表示憂慮，並再次呼籲提供酒類的食肆縮短營業時間。

日本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表示，感染人數仍持續急增，不排除再次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至於沖繩、岐埠和三重縣，已自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呼籲商戶縮短營業時間，促請民眾避免不必要外出。

南韓方面：

疫情期間，民眾擔心鈔票會傳播病毒，因而自行以各種不恰當的方法清潔及消毒。

包括放進洗衣機清洗、放進微波爐加熱，令大量鈔票損毀，

不但導致大量鈔票需要報廢，甚至因而引起火災。

其中，首爾安山市，一名民眾在婚禮得到大批禮金，為了清洗消毒，將大量紙鈔放進洗衣機。

結果，婚禮所得的 2,200萬韓圜禮金，全數報廢，折合約 14.6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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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韓國政策，若然鈔票損毀程度，只佔四分一面積，可以全額換回，

但是，假如受損面積太大，則只能換回本來面額的一半，甚或需完全報銷。

7月 31日，南韓中央銀行公佈，

受疫情影響，今年上半年，共報廢 3.457億張市面流通鈔票，

總額達 2.69萬億韓圜，折合約 178.7億港元，同時，為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

銀行會將舊鈔票消毒後存放 2周，才流出市面。

至於，曾導致南韓大規模爆發疫情的大邱市新天地教會，

水原地方法院，於 8月 1日，以涉嫌妨礙政府防疫為由，

下令拘捕 89歲新天地教會始創人兼教主李萬熙。

教會另外 7名高層，則被控違反防疫法，及妨礙司法公正。

法官表示，雖然李萬熙年事已高、患有慢性疾病，但未至於不能服刑。

截至 7月 31日，南韓新增 31宗確診，全國累計逾 1.4萬人染病，

其中，逾 5,000宗與新天地教會有關，佔近三分一確診個案。

另外，中邱市政府曾入稟大邱地方法院，控告李萬熙涉嫌妨礙政府防疫，導致大規模感染，

向他索償 1,000億韓圜，折合約 6.5億港元。

7月 25日，北韓朝中社報道，開城市發現一宗疑似確診，

患者三年前逃至南韓，本月 19日非法越過北韓邊境返國，

根據患者的上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檢查結果，判斷他為疑似病例。

7月 27日，北韓當局徹底封鎖開城市，領袖金正恩宣佈開城地區實施緊急狀態，

將國家緊急防疫體系，轉為最大緊急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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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7月 25日，越南峴港市，出現 4月以來首宗本地確診，

翌日再增加 3宗，政府憂慮疫情會出現社區爆發，

因而宣佈峴港要疏散 8萬人，大部分是本地旅客，他們到達目的地後，必須自我隔離 14日。

總理阮春福重新對峴港頒佈居家令，民眾只有購買食物、藥物等必需品才可外出，

獲政府批准繼續營業的企業員工亦可豁免，

而禁聚令將收緊至 2人，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 2米距離。

7月 31日，越南再新增 45宗確診，是當地疫情爆發以來的單日新高，累計 509宗確診，

新增個案，全部都與峴港爆發的疫情有關。

而越南這一波疫情的病毒株，與之前在國內出現的不同，

越南上校阮明潭指，很可能是北美和拉丁美洲流行的病毒株傳入。

8月 1日，越南新增 40例確診，超過 9萬人接受隔離，死亡病例增至 3例，確診病例累計 586例，

其中，304例為輸入病例，142例涉及這一輪疫情。

越南政府將峴港一座體育館，設為臨時醫院，並動員其他城市的大批醫生支援。

7月 1日開始，馬來西亞衛生部宣佈，大城堡清真寺宣教集會感染群結束，共 3,375人確診，

並放寬疫情管控措施，電影院、劇院、游泳池等。

在遵守有關規定的前提下，可以重新開放，婚宴、生日宴等活動可以重新舉行。

同日，馬來西亞教育部宣佈，中學其他年級，以及小學五六年級學生，將於 7月 15日復課。

7月 12日，馬來西亞吉隆坡茨廠街，因疫情關閉三個多月後，獲准重新開業，

茨廠街是以華人商販為主的一個百年老市場，

幾乎與吉隆坡開埠同步，也是馬來西亞知名的旅遊景點，

負責人坦言，茨廠街面臨百多年來的最大挑戰。

及至 7月 20日，馬來西亞衛生部資料顯示，該國 24小時內，新增 21例確診，

包括 6例輸入個案和 15例本地傳播個案，是一個月以來，首次單日新增超過 20例，

累計確診為 8,800例，累計死亡人數為 123例。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表示，雖然已允許恢復大部分社會和經濟活動，

但疫情尚未結束，民眾應保持警惕，防止疫情反彈。

7月 23日，馬來西亞政府宣佈，自 8月 1日起，民眾搭乘公共交通時，

以及在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違例者罰款 1,000林吉特，折合約 1,85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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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隨著個案逐漸增多，吉打州政府宣佈，州內 4個地區，

落實針對性強化行動管制令（TEMCO）至 8月 30日，

當地 5所學校被迫關閉，主要道路設置路障。

另外，7月 30日，菲律賓內湖省比尼揚市一間工廠，

多達 245名員工確診，工廠被勒令停產 24小時，進行全面消毒。

8月 2日，菲律賓面對疫情死灰復燃，單單一日新增 5,032宗確診，

創單日新高，並有 20人死亡。菲律賓累計超過 10.3萬人染疫、2,059人病逝。

菲律賓政府宣佈，首都馬尼拉及 4個周邊省份，

將實施更嚴格的防疫封鎖措施，至 8月 18日為止。

總統發言人表示，總統已同意將馬尼拉大都會區等地的防疫措施，

升至「改良版強化社區隔離」（MECQ）狀態，部分商業活動及公共交通將停止運作。

8月 4日，菲律賓通報 6,300多人確診，是東南亞地區單日最多紀錄，

目前，菲律賓累計病例已超過 11萬。

首都馬尼拉與鄰近省份，即日起再度實施嚴格封鎖令兩周，以抑制 6月中放鬆管制後的暴增病例。

7月 18日，伊朗總統魯哈尼聲稱，全國有 2,500萬人確診，另有 3,500萬人面臨感染風險，

比伊朗官方通報近 27萬人感染的數字高出很多倍。

伊朗人口約 8,000多萬，一直是疫情最嚴重的中東國家，約有 14,000人已失去生命。

8月 4日，伊朗通報新增逾 2,751人染疫，創下該國 1個多月來的單日最高紀錄。

自 2月下旬起，伊朗累計已有 31萬 4,786例確診，累計死亡人數 17,617例。

伊朗衛生部副部長哈利其（Iraj Harirchi）宣佈，違反戴口罩命令的人須罰款。

歐洲方面：

7月 14日，英國醫學科學院研究人員發表報告，

預測英國面臨更為致命的第二波新冠疫情，在最嚴重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近 12萬人死亡。

研究人員認為，報告已經預測了「合理的最糟情形」。

報告第一作者斯蒂芬‧霍爾蓋特指：

「冬季人們會在室內逗留更長時間，令病毒更容易傳播，這不是預測，也不是一種可能，

今年冬季第二波疫情的致死人數，將會更多，

但是，假如我們立即採取行動，將會降低發生這狀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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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英國累計死亡病例約 4.5萬例，是歐洲之冠。

7月 31日，英國新增 846宗確診，是 7月以來單日新增最多的一天，

英國首相約翰遜警告，歐洲將爆發第二波疫情，並宣佈延遲放寬抗疫封鎖措施，

賭場、保齡球館及溜冰場等，要繼續關閉至 8月 15日。

民眾需強制戴口罩的地方，由商店和公共交通，擴展至戲院、博物館、美術館及宗教場所。

英國首席醫務官警告：秋冬季前，社區傳染病例可能會增加。

此外，夏國賢宣佈，在英格蘭北部實施嚴格社交措施，

大曼徹斯特、西約克郡及東蘭開夏郡均受影響，預計受影響人數約 400萬人。

在新措施下，民眾不可以在家或後院裡，與另一個家庭聚會，

住戶亦不能相約到公眾場所等地方聚會，包括宗教崇拜，

民眾必須保持安全社交距離，違反新例者將罰款 100英鎊，折合約 1,000港元。

英國政府憂心歐洲出現第二波疫情，同日，再對比利時和盧森堡實施隔離措施，

並預告會針對更多歐洲國家，加強邊境管制等檢疫措施。

首相約翰遜指：「我們必須持續專注並維持防疫準則，切勿自欺欺人，

以為我們已經脫離險境、以為一切已完結，因為疫情尚未結束。」

7月 31日，英國專家調查新冠肺炎康復者的後遺症，

發現近八分之一，即 12.5%受訪者，出院後近 2個月，聽力仍有問題。

專家芒羅（Kevin Munro）警告，新冠病毒有可能影響中耳及耳蝸等聽力系統，

雖然耳蝸狀態仍是正常，但病毒令聽覺神經至大腦的傳送功能失效，造成聽覺神經病變。

7月 17日，俄羅斯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發佈，俄羅斯單日新增 6,406例確診，累計確診約 76萬例。

目前，俄羅斯是全球第四多人確診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巴西和印度。

7月 18日，西班牙解除緊急狀態不足一個月，巴塞隆拿、薩拉戈薩和首都馬德里，均出現疫情反彈，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新增逾 1,200宗確診。

為防止疫情惡化，巴塞隆拿政府，要求全市近 400萬居民，未來 15天再度留在家中，

當地政府已派出警員，限制市民前往沙灘，並驅散人群。

戲院、歌劇院及夜店禁止開放，同時禁止 10人以上聚集。

自西班牙爆發疫情以來，已實施近 3個月的封城措施。

7月 25日，西班牙每日持續新增過千宗確診，

當局擔心出現第二波疫情，下令加泰羅尼亞夜店等娛樂場所，暫時停業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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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英國亦宣佈，所有由西班牙入境的旅客，須接受 14天隔離，

又勸籲國民暫時避免前往西班牙，法國及比利時亦建議，民眾不要前往西班牙部分地區。

7月 20日，法國疫情出現微弱反彈，民眾對於衛生防疫措施，亦出現鬆懈，

法國政府決定，提前自 7月 20日起，11歲以上民眾在室內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

違者可處以 135歐元罰款。

7月 26日，整個歐洲連續 2天，單日新增個案約 28萬宗，

歐洲其他國家，亦對西班牙採取了新的旅遊限制。

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的新增個案均有上升，

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數據顯示，

該國的感染率，已從上周每天約 500宗，上升至每天 800多宗。

薩克森州州長克雷奇默（Michael Kretschmer）稱，第二波疫情或已開始。

澳洲方面：

7月 21日，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宣佈，為了遏制疫情蔓延，

由 7月 22日起，正式執行「口罩令」，

民眾在公共場合不戴口罩，將面臨 200澳元的罰款，折合約 1,100港元。

7月 23日，澳洲維多利亞省衞生部宣佈，收緊產房及護老設施的防疫措施，

孕婦只可有一名陪同人，進入產房陪同生產，而該陪同人，在嬰兒出生後 2小時內，就需要離開。

而安老設施及其他醫院的探訪，則每日只容許一人進入，每次一小時。

醫療總監錢特（Kerry Chant）呼籲民眾，不要過於自滿而鬆懈。

昆士蘭省亦因應情況，將費爾菲德爾列入封關範圍之內。

8月 2日，澳洲維多利亞省第二波疫情惡化，

通報新增 671宗確診、7人死亡，這是維多利亞省，歷來第二高的單日病例增幅。

當地政府宣佈：全省隨即進入災難狀態，重災區墨爾本實施第 4階段封鎖，

即日每晚 8時至翌日清晨 5時實施宵禁。

沒錯！著名城市墨爾本，經已因為疫情而實施宵禁。

警方將擁有更大的執法權，只有接受及提供護理和上下班人士，才可以在宵禁時段外出，

違者將會被捕及罰款 1萬澳元，約 5.5萬港元。

日間，墨爾本居民，只能在離家 5公里範圍內購物及做運動，

每個家庭，每天只能派一人外出購物一次，而運動時間則只限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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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澳洲，累計近 1.8萬人染病、208人病逝，

維多利亞省疫情惡化下，當地過去 24小時再出現搶購潮。

連鎖超級市場Woolworths宣佈，恢復對 50種產品的限購令，

包括：衛生紙、潔手液、大米、意大利粉、麵粉、肉類、蔬果及海鮮等，

每名顧客每次只能購買 2件。

新聞片段：

The premier of Victoria, Australia declaring a "state of disaster" for millions in the country’s second-largest
state amid surging Covid-19 cases.
澳洲第二大省維多利亞省省長，宣佈當地進入「災難狀態」，隨著新冠肺炎病例持續激增。

People in Melbourne lined up at supermarkets. Sunday ahead of an 8 pm mandatory curfew.
墨爾本居民周日到各大超市排隊，希望趕在晚上八時的強制宵禁前購物。

It comes after 671 new Covid-19 cases were recorded in a single day.
該措施是緊接單日錄得 671宗新增個案後推行，

The premier says the current rate of community spread is far too high, so he’s urging Victorians to comply
with the restrictions.
省長表示現時社區傳播速度太快，因此呼籲維利多亞省居民遵守限制。

Only one person will be able to go shopping once per day and they’ll need to secure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are what you need.
每戶家庭只能由一人每天購物一次，只有他們能外出獲取所需要的物資和服務。

There’s now a nightly curfew.
現時宵禁令生效。

People in Melbourne are not allowed more than 3 miles from their homes.
墨爾本居民的活動範圍限寓所 3英里內，

Schools and many shops are closed.
學校以及很多商店均已關閉。

Exercise is allowed just one hour a day and visits with friends are banned.
戶外運動只限一天一小時，禁止探訪朋友，

We can no longer have people simply out and about for no good reason whatsoever.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13

我們不能再容許居民無合理原因外出。

In other parts of Australia coronavirus cases are dropping, but Victoria is seen as the epicenter of the second
wave.
在澳洲其他地方，新冠肺炎個案正在回落，但維多利亞省被視為第二波的疫央。

It had cases in a single digit in early June.
六月初僅有單位數的確診個案，

There’s now fear of uncontrolled community spread and the "state of disaster" allows for tough
enforcement.
現時卻恐怕社區傳播已失控，而「災難狀態」則容許強硬執法，

This means that police and others have additional powers.
這意味著警察及其他人員擁有額外權力。

We can suspend various acts of the parliament.
我們可以暫緩一些議會法案，

We can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 job done.
我們確保會把工作做好。

The "state of disaster" declaration could last six weeks for the 5 million people of Melbourne.
對於 500萬墨爾本居民而言，「災難狀態」可能會持續六個星期。

Angus Watson, CNN
CNN記者華森報道

美洲及非洲方面：

7月 15日，人權觀察組織表示，哥倫比亞的非法武裝組織無視政府，

自行在控制區域內實行嚴厲防疫措施，並威脅民眾遵守，稍有不從便殺害。

近數月，至少有 9名平民，因拒絕服從或反對而喪命。

調查指，哥倫比亞全國共 32個州，

其中，11個州有武裝分子透過傳單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傳播警告訊息。

其中一份，由民族解放軍印刷的傳單警告，只有在食品店、麵包店及藥房工作的人才能外出，

並指他們是為了保存更多人的性命，所以才被迫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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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反映哥倫比亞政府，無力控制偏遠地區，包括保護處境危險的平民。

7月 28日，哥倫比亞疫情持續嚴峻，

單日新增確診約 10,280宗，累計逾 26萬宗確診，超過 9,000人死亡。

總統杜克當晚緊急宣佈，

全國第 8次延長封城禁令及社交距離措施，並延長至 8月 30日，

全面關閉學校、夜店和酒吧，封鎖海陸邊境，及強制長者留在家中。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哥倫比亞 6月中開始，重啟部分地區經濟活動，

但是，在復工復產範圍擴大的情況下，確診病例不斷上升，

多個城市重症病房床位緊張，首都波哥大部分地區已暫停復工復產。

7月 29日，拉丁美洲疫情持續，

巴西一日內，新增 69,074例確診，達到了破紀錄新高，

沒錯！單日竟然新增 69,000多人確診，實在是驚人！

巴西累計 255萬例確診，連同累計死亡數目，

均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7月 31日，墨西哥再添 600多例死亡，

累計死亡人數達 46,000人，直逼英國，累計染疫人數達 416,179人。

8月 1日，南非衞生部公佈，當地新增超過 1萬宗確診，突破 50萬關口，

佔非洲總確診數約 54%，另有 8,153名患者死亡，

緊隨美國、巴西、印度及俄羅斯之後，排全球第 5。

當地有病毒學家估計，國內染疫人數，很快達到 100萬關口，憂慮病毒會長期存在。

自當地爆發疫情後，總統拉馬福薩 4月至 5月，曾實施嚴厲封鎖措施，

但由於對經濟造成嚴重打擊，所以 6月起開始逐步解封，受疫情影響，國內失業率高達 30%。

新聞片段：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South Africa.
南非有多於 50萬人確診新冠病毒，

The UN health agency warns the pandemic will be lengthy and could lead to response fatigue.
世衛組織警告，疫情將會持續一段長時間，可能導致各國在應對上感到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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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Africa is the hardest-hit country on the continent and accounts for half of all its reported infections.
南非是非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佔非洲確診總數的一半。

It has the fifth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US, Brazil, Russia and India.
南非確診人數居於全球第五位，僅次於美國、巴西、俄羅斯及印度。

7月 30日，世界衞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表示，

民眾須在保護自己的同時，學會與病毒共存，並採取必要防疫措施，保護自己及他人。

譚德塞指，與病毒共存並不容易，但可以做到，病毒大流行並不代表生活必須停止。

此外，雖然外間認為老人患病風險較高，但年輕人也有風險，

甚至，這些年輕人正是播毒源頭，導致部分國家疫情升溫。

世衞專家范克爾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補充，

年輕人也可以將病毒傳染他人，並警告部分康復者，會出現疲倦及氣促等後遺症。

7月 31日，世衞召開第 4次突發事件委員會，預計疫情持續時間較長，需要有長期應對措施，

繼續將疫情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PHEIC）。

數據顯示，全球至今共有超過 1,790萬人確診，累計逾 68萬名患者死亡。

沒錯！全球已超過 1,790萬人確診、超過 68萬人死亡。

譚德塞形容，此次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機」，估計民眾未來數十年，仍能感受疫情的影響。

8月 3日，世衞指，全球新增 257,677宗確診、5,810人死亡，

譚德塞表示，雖然現時正研發新冠病毒疫苗，大家都期望會有很多有效疫苗，以預防感染，

但現時，仍未有針對這種病毒的靈丹妙藥，甚或永遠也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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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有大學研究人員指，陰謀論在加拿大傳播速度驚人，影響大眾行為，

這些網上言論，鼓吹「我的身體，我的選擇」、「沒有口罩才活得自由」。

而民眾過份依賴社交網了解疫情，獲得錯誤防疫訊息，導致錯誤的陰謀論正影響全國。

8月 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

全球教育受疫情打斷的規模，是有史以來最大，

截至 7月中，全球逾 160個國家關閉學校，逾 10億學生受影響，警告世界或面臨世代性的災難。

在疫情前，全球已面對「學習危機」，逾 2.5億小童無法就學，

發展中國家的中學生，只有四分一在離開校園時，擁有基本技能。

但受疫情影響，全球至少 4,000萬小童，在關鍵的學前時期錯過教育。

無疑，當前整個世界所面對的這場疫情，確實是前所未見、史無前例，

情況如世衞總幹事譚德塞所形容，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機」，影響將持續未來數十年。

然而，事件完全應驗 5個月前，即今年 3月 17日，

日華牧師透過「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所警告，

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將會是一場沒完沒了的疫症，為要讓世人預備進入《啟示錄》的時代！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問題：牧師，過去四個半月，香港政府處理整件事，也是束手無策，由事件開始爆發至今，除了是

忍讓、譴責之外，對於年輕一代而言，政府彷彿每一件事都不懂得面對，調節速度也不及他

們那麼快。如牧師所言，過去四個月，整個政府的運作，許多事情猶如不斷火上加油，牧師，

你如何看這四個月裡發生的事呢？

答：這四個月所發生的事，反映出，我們擁有一個舊式的政府，

他們不懂得於知識豐富的時代，讓市民更認識政府。

中國與及香港的領導人，不懂得這樣做，

但美國的總統特朗普，就懂得這樣做，他跳過所有的官僚，

直接與國民溝通，導致他每一次言論，也帶來市場的變動。

但香港卻屬於舊式政府，所以，高官不懂得於事情發生前，讓人民理解他們。

直至事情發生後，才做許多事情補救，而後果，就是群眾不會向好的方面解讀，

無論官員做任何事，他們也不相信政府，覺得背後有更大的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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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新一代，他們的言論和謠言，傳播的速度快得難以想像，

並且，可以將事實不斷扭曲，對比只懂打官腔的政府而言，他們的用字更易讓一般人信服。

因此，當高官仍然保持舊有步伐時，就會輕易被比下去，

甚至乎，上一代，根本未能夠與下一代「銜接」。

並且，高官們給予人的感覺，是他們不想得罪人，只是做份內事，

所以，不敢義正詞嚴地譴責那些人。

原因，他們怕會被人復仇，因此，只能姑息、妥協和拖延。

因此，現時政府的處理手法，不單是新舊兩代無法銜接，

甚至乎，政府按章工作、拖延的態度，更可說是火上加油。

相反，前特首梁振英，卻願意直率地表達，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接受他，

但至少人們也會相信，他所說的話，真是他自己的意思。

相對地，人們卻不相信政府的所作所為是自己的意思。

亦因此，有著今日的結局，其實，亦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

但相對，日華牧師曾說過，只是讓人收聽《栽在溪水旁》，已經可以解決香港現時的問題。

原因，人們會知道，當中的內容，是日華牧師所信，而不是違心之論。

並且，更是來自神的信息，那麼，人們就要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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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直以為，能夠找出一位中間人，可以與市民溝通、協調，

趕快成立調查小組，事情就會得以舒緩和平息。

然而，他們仍是懵然不知，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市民的信任，

那麼，又怎能夠找到一個，大家也信任的中間人呢？

至於教會的立場，更加不會成為兩者的中間人，

我們的角色，只要分享神的立場，就已經足夠成為他們的答案。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48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26）
問題一：日華牧師，最近的主日信息經常提及，有關將來大復興臨到時，君王、元首也會前來就神

的光，亦有提到將來中國政府極有可能就是第一個，但是，中國政府現時是以無神論、進

化論，以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基礎，如果，將來他們都降服於神的權柄下，那麼，可

能會出現一個怎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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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箇中的轉變，其實是甚麼呢？

事實上，我們曾提及關於「復興之火」，復興的浪潮，其實下一步會席捲至亞洲。

如果，蔓延至亞洲，台灣、韓國等沿海城市全部都經歷過，但唯獨中國還未有經歷。

於早年，我回流香港時，都對此深信不疑，

這個信念是來自 Paul Kauffman（高保羅牧師），即亞洲歸主協會的創辦人。

那時候，他常常都深信這件事。

事實上，對於你提問的這一點當中，美國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所謂「先知」。

美國有兩位最知名的先知，一位是「睡夢先知」，另一位則名叫 Jeane Dixon，
而這位 Jeane Dixon，基本上，早年我也曾 Check（研究）過她。

其實，她是在 1997年離世，但我早在 80年代時，已在分享中提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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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提及她的原因，只因我是不接受她的。

因為，Gordon Lindsay有一本書專門講述她這個人，

他列出了 Jeane Dixon有許多預言準確得很淒厲，非常要緊。

但 Gordon Lindsay最不能接受她的原因是，她所作的事是沒有任何《聖經》根據的，

而她的所有預言，全都是靠看水晶球而得出的。

我當然接受 Gordon Lindsay的說法——她靠看水晶球所得的預言，必定不是來自基督教。

只不過，大家要知道，當時 Gordon Lindsay的恩賜運作是非常差勁，

所以，他沒有資格批評這件事，這一點，大家必須清楚知道。

至於，他所編寫的書籍涵蓋很多特別的題目，

可是，裡面的內容起碼有一半都是錯誤的，但正確的內容又非常厲害，

例如：“God’s plan for the ages”，我和傳威都對此讚口不絕，

因為，裡面提及很多關於循環（Cycle）、歷史等題目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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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簡直是博覽群書，所以，他最著名的笑話是，當他的太太臨盆在即時，

他到達醫院後，第一時間不是問醫生太太是否已經生產，

而是問醫生哪裡有桌子，可以讓他看書。

他帶備一整疊書，在等候的過程中一直閱讀，就連太太生產完畢，他仍懵然不知。

他是非常喜愛閱讀，然而，他在恩賜運作上非常差勁，

皆因他是靠看書去研究基督教，題目雖然廣泛，但問題是對錯參半。

即使他撰寫了很多關於《啟示錄》的書籍，

你可以把它們全都丟掉，裡面沒有一個字是說得對的。

但是，其中他提及了許多神怪的東西，

例如：有些人曾上過天堂、很多死後重生的人所說的話，他許多書籍也是圍繞這類題材。

其中，他曾提及 Jeane Dixon，這本書很薄，

當時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是在 1985至 1986年左右閱讀並分享這本書，

而當時 Jeane Dixon還未離世，她是在 1997年，

即「雙氧水事件」發生一年後才離世，你先記住這一點。

書中講述 Jeane Dixon精於恩賜運作，來自靈恩派教會，

並且，她是靠看水晶球，看見她的異象，所以，這人的所做的並不可取。

但書中並沒提及，其實她早於幾歲時，已擁有這個恩賜，

她所說出的預言，連英國總統會否連任，也是準確得嚇人。

她甚至能預言，哪任的總統會輸、哪任的總統會贏，

以及這些人還有多長的壽命，全都準確無誤！

可是，她自年幼時，已有這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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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當時我不知道原來基督教中，有一些如 Gordon Lindsay等的所謂基督徒，

竟會扮雞、扮狗、扮豬，並稱之為聖靈充滿。

他們所作的，甚至比看水晶球更「精彩」，

他們的恩賜運作，簡直是扮雞叫出來，卻稱為翻方言。

那麼，你實在難以想像，原來，在那個時代的基督徒，

對方言的理解，對於如何使悟性沒有功效，是毫無指標，更沒有任何認識。

*************************************************************************************
影片：舊式靈恩教會的恩賜運作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解釋了一個現象，為何幾十年前，Jeane Dixon及 Edgar Cayce，
兩位被外邦人認為預言非常準確的先知，卻反而不被基督教所接受。

日華牧師更提及，《聖經》教師 Gordon Lindsay，甚至寫下著作，

質疑 Jeane Dixon的預言，像中世紀女巫般，以看水晶球的方式得來，

所以，雖然內容準確，但是，亦不應該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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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裡，在作出辯證之前，我們先要明白，《聖經》裡的恩賜運作，是如何運作的。

其實，信仰從來都是需要人類動用「信心」，去進入不同的屬靈領域。

而靈恩，在人類幾千年歷史中，是近 100年才陸續復還，

由方言開始，慢慢進到現在，至聖所的領域。

因此，我們不能以現在的標準、現在所擁有的真理亮光，去否定以往的發展。

就正如，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科技，去質疑過去的人，

為何想不出汽車、手提電話，甚或互聯網的發明一樣。

再者，每個時代，神都選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幾個人，

成為當時代，神所用的僕人，去完成那個時段的屬靈創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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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神更是用祂的恩膏，去證明他們是被神所揀選，

就如舊約的祭司、先知，與及君王，也是用這個方法，成為辨別神人的標準。

就正如 500年前，帶領人們離開天主教的黑暗，開創了基督教的馬丁路德，

他當然是當時代，神所用的僕人，然而，同一時間，他卻是脾氣火爆，並且嗜好啤酒。

但我們總不能以他性格上的缺點，否定他完成了神時代計劃的部分。

因為，於他的年代，神看馬丁路德，已經是一位最優質的信徒，

就正如大衛、摩西，亦有他失腳、犯罪的部分。

同樣，我們要分析 Jeane Dixon及睡夢先知 Edgar Cayce接收預言的現象，都要先理解這個前提。

事實上，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亦不等於現在的基督徒，全部都比過去的更好。

這幾十年間，我們可以看到科技的躍升，

然而，很多人於信仰上，其實，並沒有絲毫進步。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25

對於外面大部分的香港教會而言，他們對恩賜運作、預言這個題目，

仍然是既陌生又驚恐，甚至乎，是一無所知。

現在，靈恩運動已經過百年，他們仍然爭論神會否與人講說話。

那麼，他們自然無法理解「信心」、「恩賜」、「神蹟」，到底是如何運作。

但對於錫安而言，我們對於恩賜運作及預言這個領域，已經非常熟悉，

甚至乎，進深至能夠 Call位、舉辦「說的聚會」，

與及分享一日也不偏差地緊貼神的「2012信息」。

因此，對比過往的先知，我們是更加了解恩賜運作及預言的接收和鑑別方式，

當我們以一個最淺白的方式去解釋，恩賜運作，

其實，就是神將祂的信息，放進我們的思想中。

因此，於恩賜運作時，我們的腦袋，需要十分清明、清晰透徹，

甚至乎，我們需要藉著詩歌，去消除腦海中大部分的雜音，

思想中，我們是介乎於回憶與聯想之間。

因為，當神的說話進來時，有時，是藉著你舊有所認識的資訊與你溝通，

但有時，更會牽涉新的資訊和資料，以新的靈感啟發你。

所以，於思想上，不是完全空白，而是介乎於回憶與聯想之間。

對於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經過多年的教導和實踐，

其實，很快就可以進到恩賜運作的模式中。

甚至乎，於嘈雜的餐廳，人來人往的時候，也不會受到環境影響，

只要一戴上錫安劍，聽著錫安詩歌、閉上眼睛，就可以接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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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第一個動勢的錫安新歌，其實，是神賜給我們，專屬用於恩賜運作，

讓我們可以更快進入恩賜運作模式的思想中。

但對於幾十年前的 Jeane Dixon及 Edgar Cayce而言，

他們對於真理的認識，當然不及我們全面，亦沒有第一個動勢的詩歌。

甚至乎，當時的靈恩，基於他們對聖靈的不認識、對真理的胡亂演繹，

導致在探索靈恩的過程中，充滿著血氣、雜質和壞榜樣，甚至將被鬼附，當作聖靈充滿。

所以，我們才會見到，於近十幾年，仍然有教會以為，於聚會中扮雞叫、扮狗叫、

扮豬在地上打滾、扮狗在地上撒尿，就是聖靈充滿，可以恩賜運作。

事實上，很多人為了維持自己，能夠繼續源源不絕地擁有恩賜運作，

甚至乎，希望自己的恩賜運作級數，能比得上 Jeane Dixon，因而做出這些事情。

然而，他們卻被視為正統，就正如日華牧師於加拿大，看到所謂的Whistler大復興，

他們繼續犯幾十年來的錯誤，甚至乎，教會中的師母，於聚會中扮完雞叫之後，就開始翻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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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絕對怪異、近乎被邪靈附身的情況，卻被視為基督教的正統。

大家可以想想，這就是當時基督教界、靈恩運動的光景。

然而，當他們自己還是一塌糊塗的時候，卻反過來，指控 Jeane Dixon。

對比起來，其實 Jeane Dixon已經正常得多。

至少，她不會作出各種羞辱神、被鬼附的行為。

所以，Gordon Lindsay單以 Jeane Dixon看水晶球，

就界定她必然是錯誤，而扮雞叫的，卻是正統的話，

就真的是過於武斷，與及不懂如何作出屬靈的辨別。

當然，對於現在的錫安來說，假如弟兄姊妹已擁有錫安級數的教導，

卻以看水晶球來恩賜運作的話，那麼，必然是大錯特錯。

但對於幾十年前，缺乏教導和榜樣，靈恩教會本身也一塌糊塗的環境，

其實，Jeane Dixon看水晶球接收恩賜運作，已經比當時常常扮動物叫的靈恩教會好得多。

當然，仍然強調，於我們這個年代，是不可取的，但於幾十年前，卻是勉強可以接受。

原因，以看水晶球方式，雖然，外表很愚笨，甚至乎，有點邪異，

但看水晶球，畢竟，也不會污染自己，對比當時的靈恩已經好得多。

因為，對比其他人，神顯然選擇了 Jeane Dixon，而不是自稱為正統的一派。

因此，她的預言，才會非常準確。

對比一眾扮狗叫、扮雞叫去說預言的一群，當然，神並沒有揀選他們。

可能，有些人會問，Jeane Dixon不但會看水晶球接收預言，

並且，當時，她亦會上電視節目，說每星期的星座運程，這方面，又怎樣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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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的工作，由始至終，也是以恩膏作為衡量。

假如她看水晶球的時候，能夠接收到預言，這就是她受膏的地方。

《聖經》甚至提及，假如，有人說的預言是真的，那麼，我們就要看她是先知般。

申命記 18章 20至 22節：

「『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

你心裡若說：『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我們怎能知道呢？』先知託耶和華的名說話，

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這裡清楚說明，假如，有自認先知所說的，不應驗，那麼，你就不需要看這人為先知，

因為，神並沒有叫他說預言，這是他擅自說的。

同樣地，反過來說，假如，有先知所說的應驗，

我們就會知道，其實，這先知所說的話，是神所吩咐、是神的作為。

因此，對於 Jeane Dixon而言，她所說的星座運程，當然不會有恩膏，亦不會準確，

我們不需要理會她這方面的做法，也不需要作出評論。

事實上，Jeane Dixon甚至不是基督徒，她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亦有很多怪異的情況。

但對於這些沒有恩膏的部分，我們不需要理會。

然而，對於她有恩膏的部分，甚至乎，於幾十年後，被驗證為完全正確的程度，

那麼，於正確預言這部分，我們就必定看為來自神。

事實上，巴蘭的現象，也是如此，《聖經》民數記的巴蘭，是典型壞透、將死的先知，

甚至乎，他收了摩押王的錢去說預言。

然而，於三次預言中，巴蘭仍然是聽到神的聲音，並且，說出了來自神的預言。

因為，三個預言，最後也是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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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理解，

其實，神未必要留待一個人完美成聖之後，才使用他。

更多的時候，是這個人還有瑕疵的時候，神仍然可以用這個人的手去作工，

而這些工作，也是來自神。

就像 Jeane Dixon，就算她是天主教徒，甚至，每星期說星座運程，這是她有瑕疵，

甚至是錯誤的地方，這只是代表，她不是一個完全的人。

然而，當她能夠說出正確預言時，我們也要將這一個部分，看為神的作為。

就正如巴蘭的例子，神曾經攔阻他，不要去幫助摩押王巴勒，

然而，最終，巴蘭也是收錢，前去幫助摩押王。

明顯，巴蘭於神面前，可以說是心術不正，

然而，於這種情況下，巴蘭所說出的預言，卻仍是正確。

所以，我們應該分清，預言準確，並不等於這位先知，是百分百完美。

因為，Jeane Dixon與巴蘭一樣，雖然，他們也是說出一些驚人準確的預言，

然而，這不代表他們是好先知，

相反，他們生命中的瑕疵和缺失，就證明了他們不是好先知。

那麼，為何神要將 Jeane Dixon放於這個世代，

去成為很多人的絆腳石，讓很多人跌倒呢？

其實，原理，就正如為何神將巴蘭放於世上一般。

因為，即使他們令很多人跌倒，其實，都已經好過現今的先知，

因為，現今的先知，基本上，是盡得巴蘭的真傳，

就是不斷尋找可以得利的門徑，尋找可以賺錢、名成利就的機會，

但同時間，他們卻沒有巴蘭的恩膏。

就正如現在的 Hillsong、讚美之泉等等，他們不斷尋找賺錢的途徑、建立名聲，

說自己是來自神、屬於神，然而，他們卻是連巴蘭的恩膏也沒有。

所以，於當時，Gordon Lindsay對這方面的判斷，顯然亦是錯誤。

並且，儘管當時的世代，是如此幼嫩，甚至乎，是如此不堪，

然而，神亦沒有棄絕整個世代，因為，他們只是被污染了。

神仍然讓一些沒有跟隨大隊的人，

例如︰Jeane Dixon及 Edgar Cayce，成為證據，

證明仍然有人可以說出預言，讓人去反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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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於這個角度，我們就更加能夠明白到，

其實，Gordon Lindsay不但是作出錯誤的批評，甚至乎，他們更是沒有資格去作出批評。

原因，他們是將黑說成白、將白說成黑。

將一些靈恩教會所出現的扮貓狗叫現象，說成是正統、是來自神，

但同時間，卻將能夠作出準確預言的，說成是撒但的作為，

於這個前提下，甚至乎，可說是屬靈瞎眼。

既然，他是屬靈瞎眼的時候，那麼，又怎會有資格去著書立說，作出批評呢？

而其他扮貓扮狗的先知，自己其身不正，帶領教會走錯方向，一路錯下去的，

就再差一級，更加沒有資格向其他人作出批評了。

而到幾十年後，我們這一代，因著真理的復還，

我們當然不需要藉著看水晶球，才可以接收恩賜運作，

但同時間，我們亦不可以用今天的標準，棄絕過去所有的預言，說他們不是來自神。

尤其是我們現在已經對恩膏越了解、越熟悉，

並且，身上有著更大的恩膏，我們的鑑別能力，已經比以前更準確。

那麼，我們很多年前，對於以往屬靈認知，

以為 Gordan Lindsay這些牧師是正確的這一個觀點，其實，亦要作出糾正。

因為，Jeane Dixon及 Edgar Cayce，
他們身上的恩膏是真的，他們的預言，亦是超自然的，

並且，他們沒有像其他正統的基督教先知般，成為巴蘭。

但對比下，所謂正統的基督教先知，他們不僅是其身不正，

甚至乎，一味想著要出名、要成功、要大教會、要奉獻，

所以，他們才會希望自己可以連綿不絕地說預言。

就如巴蘭般，以先知的名份去賺錢。

因此，神才會揀選另外的一批，就如 Paul Cain，
Paul Cain是上一代，其中一個最偉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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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他並不完美，並且，晚年犯罪失腳，

然而，神的恩膏在他身上，讓他可以說預言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為他並沒有跌入巴蘭的光景，不是為名成利就及大教會而恩賜運作。

甚至乎，他願意為神隱姓埋名 25年，過著簡單的生活。

於這些年間，他的信仰，就是最昇華的時間，

也就是血氣死去，屬靈最能夠提升的日子。

而神亦用上 Paul Cain成為上一個世代的先知。

所以，他不用像諾查丹瑪斯一般，要看著一碗水去接收預言，

或像是 Jeane Dixon一般，要看著水晶球，他是隨時隨地，都能夠接收。

反過來說，當人用血氣去催谷，希望可以走埠、成名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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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神於某一個階段，亦會用他，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然而，於一段時間之後，假如他仍不肯改變的話，這份血氣，就會讓他走進敗壞之路。

正如 91年，錫安也曾舉辦按手禮，

當時，日華牧師已經分析，為何有些先知於恩賜運作時，需要唱快歌。

其實，到最後，不論是唱快歌和慢歌，也沒有問題，

只在乎，當中是否憑藉血氣催谷。

而日華牧師，就看出當中的瑕疵。

然而，這亦並不代表，這些先知，不是來自神。

因為，假如他們不是來自神的話，日華牧師就不會邀請他們為錫安舉行按手禮。

日華牧師看出他們是有著神的恩膏，但同時間，他們亦是人，

始終，亦是會有瑕疵，就正如，Jeane Dixon亦有其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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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不應如其他基督徒般，以一些瑕疵，去否定整個事奉，說他們是被邪靈帶領。

甚至連神的恩膏，也一併否定。

而看水晶球，原理上，其實，也只是催谷自己的一種方法，是將自己的血氣，強行迫使出來。

然而，這不代表她是來自邪靈，只是代表她是無知，或是有著瑕疵而已。

就正如，當我們了解恩膏更多，並且，常常要外出，出隊恩賜運作之後，

我們就更理解，恩賜運作，其實是如何操作。

例如︰我們習慣於 Starbucks，或是一些餐廳進行恩賜運作，

當中，也有人會因著不想望著被恩賜運作者，

或是，為到自己的視線找一個落腳點、不想分心，

很多時，都會選擇望著自己那杯咖啡去說預言。

久而久之，就變成了習慣，每一次外出恩賜運作，也以咖啡成為視點。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說，他就因此成為了「咖啡先知」呢？

或是因為這個習慣而否定他呢？

又例如︰姊妹是否就成了「沙律先知」、「三文治先知」呢？

或者，小朋友，就變成了「蛋糕先知」、「雪糕先知」，甚至「汽水先知」呢？

歸根究底，其實，也必然要用恩膏，去作為唯一的檢驗工具。

再者，於《聖經》中，亦有著例子，就是先知亦需要於某些情況下，才可以說出預言，

而這並不等於這些先知，不是來自神，更不是等於他們是來自魔鬼，

因為，他們的預言，也是準確無誤，被神所肯定。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以利沙，他說預言的時候，需要找一個彈琴的前來。

列王紀下 3章 15至 16節：

「『現在你們給我找一個彈琴的來。』彈琴的時候，耶和華的靈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他便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在這谷中滿處挖溝。”』」

又例如︰《士師記‧6章》提及，

基甸用一團羊毛放在禾場上是否有露水，而衡量神的預言，是否正確。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34

這些舊約的例子，就說明了，其實，就算是神的先知，也不等於全然沒有瑕疵。

當然，如果以 Jeane Dixon去對比 Paul Cain，
Paul Cain可以說是上一代靈恩先知的榜樣，

他差不多是唯一一個，於接收恩賜運作的時候，完全沒有怪異的舉動。

然而，這卻是這幾十年間，唯一的例子。

所以，當我們要判定一個先知是否來自神的時候，是要全盤考慮，

並且，很多時，是要這位先知離世後，才有一個全面的答案。

不能如 Gordon Lindsay一般，單以這位先知，像古代女巫般用水晶球這一點，

就全盤否定一切，卻不考慮當時的屬靈光景，是更加貧瘠，

與及，於正統靈恩教會壞榜樣多不勝數的情況下，

這位先知的預言是否準確、是否有道德問題、貪財問題等等，

所有因素也要考究，才可以下一個完整的結論。

*************************************************************************************
因此，如果與那些所謂的靈恩派對比，Jeane Dixon的恩賜運作，絕對是遠遠超越他們。

正如我所說，美國其實只得兩位先知是最強勁，另一位就是「睡夢先知」。

在那個時代中，「睡夢先知」亦是同樣怪異，你若去拜訪他，隨時會感染禽流感身亡。

因為，他養雀鳥多至一個地步，導致整間房子都臭氣熏天。

既不處理雀鳥的糞便，整個客廳又掛滿雀籠，怪不得他經常睡覺，整天流連在睡夢之中。

若他清醒的時間太長，或許真的會感染禽流感身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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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間房子都掛滿雀籠，四處遍佈雀鳥的糞便，卻無人清理，而他就在這間屋子裡睡覺。

這樣，就能得到異象、異夢，卻又離奇地準確。

美國所謂最強勁的兩個靈恩派先知，就是他們二人，

一個是 Edgar Cayce，一個是 Jeane Dixon，兩者都非常怪異。

如果，兩者相較之下，其實 Jeane Dixon都未算最怪異，起碼她看水晶球，在當時來說，

當然，記緊，我們所提及，最容易記得的「綠茶丹瑪斯」，或稱諾查丹瑪斯，

他恩賜運作的時候，是觀察著一碗水。

如此，你就知道，其實美國、英國所出的先知，都是不相伯仲。明白嗎？

誰會像你牧師這麼正常，會動腦筋思想。

因為，他們對《聖經》的認識一知半解，

所以，各有各的方法，導致他們的悟性沒有果效。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36

當年我去看，她仍未離世，並且，她的預言亦未完全應驗。

所以，80年代時，我亦曾在主日分享過，這是信不過、是有問題的，美國這些是不行的。

謹記，當年所謂自認可以說預言、成為先知的，正是聚會裡扮豬扮狗爬行的人，

後來，發展得最厲害，所謂「多倫多機場復興」，情況就更嚴重。

我更是親身參與，那復興只要「打冷震」，已當作是聖靈充滿。

如果你再看，後來將它發揚光大的那一位，

最厲害的，不就是 Todd Bentley及他太太嗎？

他們最典型的，就是不斷「發蹄騰」、「打冷震」，正是由多倫多延伸出來，

胡亂「Fing頭」（搖頭），竟稱為恩賜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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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靈恩推崇的 Todd Bentley恩賜運作

剛才的精華短片（VO）已提到，大多數人所認同的正統靈恩宗派，

往往會作出錯判，將一些壞透的人，看作是先知。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Todd Bentley。

Todd Bentley於 2008年，帶起了所謂的 Lakeland Revival，
短短幾個月間，有幾十萬人次參加。而一眾靈恩領袖，急不及待參與，

並且，按立 Todd Bentley是帶起復興的使徒。

當中，包括 Peter Wagner、Rick Joyner、Bill Johnson、Chuck Pierce等等。

大家可以想想，作為當時基督教靈恩運動裡，最響噹噹的人物。

他們是一起飛到佛羅里達州的雷克蘭，於大型聚會中，齊齊為 Todd Bentley按手禱告，

他們說是因著聽到神的聲音，而為 Todd Bentley封上使徒之名。

但後果，並不如他們所期望，於他們按手、禱告後，

這個 Lakeland大復興，能夠進一步爆發，延伸開去。

相反，於這個按手聚會的數星期後，Todd Bentley就傳出與女助手犯姦淫，

與太太分居及離婚的醜聞。

當醜聞被爆出後，Todd Bentley隨即離開了他的事奉機構，Lakeland復興亦慢慢結束。

而與他犯姦淫的助手，其後，亦成為了他的第二任太太。

大家可以看到，當他的新太太所謂說預言的時候，

其實，亦是與 Todd Bentley一樣，同樣像被鬼附般，一邊說、一邊不由自主地搖頭。

大家看見後，是否覺得如看鬼片般？

他們不由自主不斷搖頭的現象，就像是舊時，香港傳統的問米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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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對於 Todd Bentley來說，

他一方面所謂成為超級使徒帶領復興，同時間，另一方面就犯姦淫。

並且，他的新太太，竟然與他一樣，一邊說預言、會一邊搖頭，

而最終，他們的事奉，簡直是一塌糊塗。

然而，Todd Bentley，卻是一眾領袖看為正統、正常，並且，值得按手的使徒。

相對，Jeane Dixon已經離世，我們可以憑她的生活看出，她是平淡地活一生，不是爭權奪利。

蓋棺定論而言，她只是於接收恩賜運作時，用一個比較怪異的方式，

如果以此去否定她的預言及一生的工作，就真的比較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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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Todd Bentley，他於 2008年的時候，就已經滿身紋身。

從他聚會裡大量怪異行徑和敗壞的私德，

其實，根本不可能會被按立為超級使徒，去認同他所帶的復興。

並且，事實更證明，他的私德敗壞，並不是一時的問題，而是橫跨了 15年。

所以，有牧師提出，應該收回他牧師的資格，不准他繼續帶領任何事奉。

顯然，神是讓我們看見一個反面教材，

一位於講台上，大出風頭、受一眾先知所追捧的所謂使徒，其實，並不等於他是正確。

並且，隨著時間過得越久，我們就越能夠看清事實的真相。

相反，一位一生過著平淡生活，甚至被人恥笑、覺得怪異的先知，才是神所揀選的一位。

所以，我們必須用真理與及神的話語作為準繩，才能作出更全面、更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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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連 Cindy Jacobs等人也變成如此，那麼，你能夠想像，最威風的靈恩，

對比之下，有一個人走出來，能夠很準確地看水晶球，

在這群人之中，已可算是最正常。

但是，始終我看過 Gordon Lindsay講述他看水晶球，

而我又不知道，當時的基督教界，原來這麼精彩。

那時，我最常見的，就是香港復興教會的「殭屍跳」，

就是他們在聖靈充滿時，像殭屍般不斷跳動。

他們聚會中最有名的，只是這些而已，

卻從未見過如此厲害，在外國已經是禽畜上身的級數。

事實上，經過這麼多年後，她的方法並非最好，

甚至，有機會將榮耀歸給以前的巫術，這是千真萬確的，

但她用這種方法，使自己的悟性沒有果效，其實也算是一個方法。

事實上，她的預言，很多都非常準確，而最有趣的是，她臨死前的一個預言。

謹記，我在 80年代看過有關她的資料，當時因為不接受，所以沒有再看。

然而，現在網上流行，關於他於 1997年，

即「雙氧水事件」後一年，她離世前的一個預言，這是我一直不知道的。

她的預言提及：將來中國會拯救全世界，

將來中國會出現一個很偉大的人，會將基督教的信仰帶給中國，並帶給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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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臨死前的二十年，一直沒有再說預言，只是忙著照顧孫女而已，

但是，她臨終前說的所有預言，都令人極度震驚！

其準確程度，是以年為單位計算——哪年哪月會發生甚麼事。

當然，她提到誰會死、誰會當選、俄羅斯與美國之間的關係等，

她都非常準確，在她有生之年所預言的，許多都準確。

總之，他們是全美國近 100年，最厲害、最被公認的先知。

當然，這是在 Paul Cain出現之前，但是，Paul Cain亦未達到他們兩個人的級數

他們就是 Jeane Dixon和 Edgar Cayce，他們兩位，即使在政界，也是被公認為最頂尖的。

只是，靈恩至少有半數人，都因為她看水晶球，

所以不接受她是靈恩、不接受她是基督教的先知，

但是，始終政界所接納，這兩人暫時是近 100年最頂尖。

而最突出的，是 Jeane Dixon臨死之前，最後關於中國，將會出現的基督教大復興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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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Jeane Dixon所說過公認準確的預言，對中國的預言並有關 2020年的預言

日華牧師分享到，近一百年美國最著名的預言家之中，

其中一位是「2012信息」曾多次提及的「睡夢先知」Edgar Cayce。

而另一位，則是今篇信息，曾藉精華短片（VO）稍作介紹的珍妮‧狄克遜 Jeane Dixon。

Jeane Dixon可謂美國現代史上最偉大的預言家，被上一代美國民眾廣泛認識，

曾多次公開說預言，且大多數都極為準確，吸引了不少美國政要名流，爭相邀請她說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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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時常告訴別人，自己的能力是來自神，亦經常對外談及自己與主耶穌基督的關係。

Jeane Dixon年少時，已被家人發現她擁有說預言的能力，

1918年，她 14歲，當時，她父親正在芝加哥公幹，

她突然告訴母親，父親回來的時候，會帶一隻體形很大、毛色有黑有白的狗回家。

後來，她父親回家時，果然如她所預言的一樣，帶了一隻體形很大、毛色有黑有白的狗回家。

早在 1918年，電話尚未普及，人們仍依賴書信往來的時代裡，

她怎可能預先知道，父親會突然帶一隻大型犬回家，甚至，清楚知道牠的顏色呢？

不單如此，她仍年少時，某一天，央求家人為她拿一封鑲了黑邊的信，

家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然而，十幾日後，Jeane Dixon的外婆突然寄來了一封鑲黑邊的信，

告訴他們外公突然病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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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恍然大悟，原來 Jeane Dixon早已預知外公的死訊，

並且，知道這死訊會藉著一封鑲著黑邊的信件帶來。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Jeane Dixon已經是美國一位十分有名的預言家，

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亦要求 Jeane Dixon為他預測將來。

當時，1944年 11月，二戰接近尾聲時，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已有戰敗的跡象，

但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身體，卻每況愈下，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著看見戰勝的那一天。

於是，羅斯福請家庭秘書致電 Jeane Dixon，詢問她自己還可以活多久。

其後，Jeane Dixon親自與羅斯福見面，很不情願地告訴他：「只有 6個月，甚或更少」。

他們再聊了一些其他問題後，羅斯福再次詢問她：「你說我還有多少時間來完成工作，有多少年呢？」

Jeane Dixon再次回答他：「不是幾年，總統先生，不能以年來計算，而是以月計，不超過 6個月。」

果然不出所料，5個多月後，1945年 4月 12日，羅斯福去世了，

距離當時他與 Jeane Dixon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剛好不足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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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雖然，Jeane Dixon像大多數女性一樣，對世界政治局勢一知半解，

但是，她卻可以準確預言世界的局勢走向。

早在二戰結束前，蘇聯仍聯合其他西方國家，一同對抗德國，

當時她已預言，一旦戰爭結束，聯盟就會立即瓦解，

屆時，蘇聯將會與美國爭奪歐洲、亞洲，搶奪二次大戰的勝果。

而二戰結束後，她再預言，德國會與其他西方國家達成真正和解，

但曾經與西方國家結盟，一同對抗納粹德國的蘇聯，卻會變成西方各國的敵人。

此外，她的預言亦有提到其他國家，

如東歐和亞洲，將會有數個屬於共產主義政權的中小國家出現：

中國會成為共產國家，將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逼走，遠避台灣，

蘇聯則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的首腦，與美國競爭先進的軍事技術，

蘇聯和美國將會長期處於僵持狀態，不斷進行軍事競賽。

以現在看來，以上所有對二戰後世界局勢的預言，果真全部應驗，

此後，美蘇陷入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期。

Jeane Dixon更預言，美國和蘇聯最終會結成同盟，一同對抗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預言仍有待證實。

另外，Jeane Dixon最早在外國人面前顯示她的預言能力，其實，是在戰後的 1945年。

當時，Jeane Dixon應邀出席一個宴會，歡迎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到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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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與邱吉爾握手時，突然有靈感，

誠懇地告訴他：「首相，最好不要過早選舉，否則您將會落選。」

邱吉爾卻自信地回答：「英國絕不會讓我下台！」

Jeane Dixon沒有理會邱吉爾的回應，

接著說：「即使暫時落選，也不要緊，再過幾年，英國的大權，仍會再度落在你手裡。」

到了 1945年 6月，英國舉行大選，

事情果然如 Jeane Dixon所預言的發生，邱吉爾竟然落選了。

6年後，邱吉爾再次競選首相，這次則成功當選，

當選和落選，都正如 Jeane Dixon的預言一樣發生。

邱吉爾當選後，更親自向 Jeane Dixon表示敬意。

此外，Jeane Dixon曾預言，印度會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她在丈夫的辦公室裡，

向印度駐華盛頓代表團新成員來蒂‧巴吉帕（Sher Ali Khan Pataudi）說預言：

「兩年內，印度將會分裂，實際時間是 1947年 2月 20日。而這位來蒂‧巴吉帕，

將會脫離印度，加入分裂後的另一邊，隨後在官場上平步青雲。」

當時，這位印度官員不信地大喊：「我將會在統一的印度，度過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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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Jeane Dixon預言提及的那一天，即 1947年 2月 20日上午，

來蒂‧巴吉帕特意致電 Jeane Dixon，嘲笑她的預言失靈，

但 Jeane Dixon卻信心十足地反駁：「今天還沒有過去。」

第二天清晨，各報章紛紛報道印度的分裂事件，

而來蒂‧巴吉帕，亦真的成了巴基斯坦軍中的少將和首席行政官，

事件完全按著 Jeane Dixon所預言地發生。

1948年 1月，美國總統大選，

Jeane Dixon預言，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將再次連任，

她說：「我看見杜魯門的競爭對手杜威，將會從浩瀚如煙的報道中消失。」

許多美國人感到失望、議論紛紛，認為 Jeane Dixon今次的預言必定會落空，

以後也不會在報章上，再看見她的預言。

華盛頓政要的太太們，更非常憤怒，聲稱要將她的名字，從她們的晚會名單上刪除，

甚至有人強烈要求她發聲明，更改這個預言。

當時，所有人都說：「說出這種預言，令你自己處於很可笑的光景。」

結果，各地指責的信件，如雪片般飛向 Jeane Dixon的同時，杜魯門卻出人意表地取勝了。

另外，Jeane Dixon亦曾預言，艾森豪威爾和甘迺迪二人，將會成為美國總統。

1952年，艾森豪威爾剛成為總統之際，Jeane Dixon曾獨自一人到教堂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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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她忽然看見一個身材高大、藍色眼睛的年輕人，

然後，一道柔和的聲音告訴她：「這位年輕人是民主黨人，將會在 1960年當選總統，

他的政治能力突出、深受人民愛戴，但卻會在任內被刺殺。」

身形高大、年青又藍眼睛的甘迺迪，果然在 1960年當選了美國總統，

當時，Jeane Dixon曾試圖通過甘迺迪身邊的人，提醒他小心刺殺，

但最終，甘迺迪仍是在 1963年 11月 22日被暗殺身亡。

1966年 12月，Jeane Dixon告訴美國太空總署運營部負責人的妻子 Jin Stout：
「我看見一場噩夢般的火災，導致太空人死亡，我感受到他們的靈魂帶著煙冒出太空艙。」

一個月後，1967年 1月 27日，在肯尼迪角進行的阿波羅一號地面試驗中，

一場大火吞沒了美國三位宇航員，格里索姆（Grissom）、懷特（White）和查菲（Chaffee）。

除此之外，Jeane Dixon亦曾預言，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及印度國父甘地的死亡，

以及美國總統尼克遜的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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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e Dixon亦曾擔任美國總統列根和夫人南茜的私人顧問。

1978年，她曾預言當時仍寂寂無聞的美國電視新聞報道員，

以及擔任節目《People are Talking》的副主持 Oprah Winfrey，
將會成為極之成功的人物，擁有數以百萬計的擁躉。

不出所料，這預言亦準確應驗了，

1985年，Oprah Winfrey因主演電影《The Color Purple》，
獲得金球獎和金像獎的最佳女配角提名，一舉成名。

及後，在 1986年至 2011年間，

更因為主持美國史上最高收視的個人清談節目《The Oprah Winfrey Show》，
成為全美，甚至全球家傳戶曉的名人。

2007年，有人在這個節目中，重提 Jeane Dixon這個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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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片段：

We brought our breast cancer survivor with us.
我們邀請了一位乳癌倖存者，

When my friend Marsha finished her chemo and radiation.
當我朋友Marsha完成化療和電療後，

I said, “Tell me something you really want to happen.”
我問：有什麼事你很想做？

You just went through a year of hell.
你剛渡過了地獄般的一年，

What would really turn you on?
什麼會讓你振奮起來？

She said, “I want to go to the Oprah Show.”
她說：我想去 Oprah的節目。

Thank you!
謝謝！

Stand up Let’s see you. Stand up. Bravo!
請站起來，讓我們看看你，請站起來，太棒了！

A year of chemo.
一年的化療。

Yes.
對。

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can I just say that I used to watch you on People Are Talking with Richard Sher.
談到這題目，我想說以往我常看，你和 Richard Sher主持的《People Are Talking》節目。

That was.
那是。

Many moons ago.
許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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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as 19... Let me see how many moons.
好像 19…讓我想想有多久，

That was... 1978. I started that way.
那是 1978年，我是從那裡開始。

Exactly, exactly.
正是，正是。

And there was one particular show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psychic Jeane Dixon.
有一個節目我永遠也忘不了：通靈師 Jeane Dixon。

Yeah.
是的。

Well, Richard Sher was the star of that show.
Richard Sher是那節目的星級主持。

Yeah.
是的。

and you were just a little sidekick.
而你只是一位小搭檔。

But she came on that show and she predicted such success for your future.
但她在節目中預言你將來會非常成功，

And I remember thinking that day,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
我記得那天我在想﹕這將會發生在你身上。

You do?
是嗎？

Because I always thought you were just a girl's girl, like we could go out to lunch together.
因為我一直認為你是很討喜的女孩，就像我們可以一起吃午餐。

because you had these communication, these bonding skills and I knew that she was right.
因為你有這些溝通和連繫技巧，我知道她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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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amazing I will never forget it.
真是驚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because let's face it, you were the, you know sidekick, he was the star.
因當年你只是他的搭檔，他才是星級主持。

I was a sidekick with a teeny weeny afro.
我是一位留迷你爆炸頭的搭檔。

Exactly, exactly.
正是，正是。

And look where you have come.
那是你微小的開始。

Because all of my hair had fallen out and so I was too scared to get a perm or anything.
因為我頭髮都掉光，不敢燙髮或美髮。

So yeah I was his sidekick.
不錯，我是他的搭檔。

Exactly.
正是。

I was such a sidekick that, you know, he had, we had a system and if I like ask more than two questions, he
would like kick me under the table.
我只是一位小小的搭檔，而我們有個系統，若我問超過兩條問題，他便會趕我出場。

It's true.
這是真的。

I love him today but yeah I was his sidekick.
時至今日我很愛他，但當年我只是他的搭檔。

Right, right.
是的。

And he used to always say to me the Jews love you because of me.
他總是跟我說：猶太人喜歡你是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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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used to say that. He was Jewish.
他總是這樣說，他是猶太人。

You have to know Richard Sher to know how funny that is.
你要認識 Richard Sher才知道這有多好笑。

He goes, the Jews love you but because of me, they do.
他說﹕猶太人喜歡你單單是因為我。

He's Jewish.
他是猶太人。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that show but it was.
我不知道你是否記得那節目。

Do I remember that show?
我是否記得那節目？

Yes, of course I do. That was my big start.
我當然記得，那是我重要的起點。

And I remember Jeane Dixon and I remembered.
我記得 Jeane Dixon，

I remember her saying that you know like the future was so bright for me.
我記得她說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And I was like Lord, I hope you’re right Jeanne.
那時我的反應是，主啊，我希望她是對的。

She got it right that time.
那次她說對了。

Ah Jeane, I hope you’re right.
Jeane，我希望你是對的。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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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e Dixon生命中最後的 20年，幾乎沒有再說過驚人的預言，

但 1997年，她臨終前，卻發出了一個關於中國的預言，

她預言美國將會衰落，人類的希望會落在東方的中國，

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擔任世界各國的領導者。

同年，1997年，即錫安教會經歷「雙氧水事件」後一年，

她更預言：「中國將會徹底改革世界，也許，是在 21世紀，即現今這個世紀，

中國將會在互愛的信條下，將整個世界的人類團結在一起，在世人中傳揚神的智慧。」

她更聲稱，「神的子孫」將降生在東方，拯救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終結。

另外，她在 1971年出版的書《榮耀的呼喚：談到耶穌與預言》

（The Call to Glory: Jeane Dixon Speaks of Jesus and Prophecy）中提到：

「哈米吉多頓大戰（Battle of Armageddon）將會在 2020年到來，

屆時，假先知、撒但和敵基督，將會與人類對壘作戰。

（Armageddon will come in 2020,
when the False Prophet, Satan and the Antichrist will rise up and battle man himself.）」，
並預言：「大約在 2020至 2037年間，基督將會第二次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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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華牧師指出，即使是 Jeane Dixon，這一類能夠說出如此準確和指定性預言的先知，

但是，在神面前，她極其量仍只是如其他普遍先知一樣，只是一位「兼職先知」。

因為，他們只是以自己一生的時間，去說出將來的預言，

但對比被提後的新婦，卻能夠隨意回到歷史任何一個時段，留下共同信息，

如天上星宿、拉線、古文明建築和文化密碼。

兩者對比之下，「兼職先知」所說的預言，其實只如小學程度，

但新婦這種永恆活在時間流以外的「全職先知」，

在歷史上留下的共同信息，卻如大學博士般的級數，甚至是諾貝爾得獎者的級數，

比 Jeane Dixon，甚或其他先知，要高出不知多少倍的難度。

因為，「兼職先知」的預言，只是用嘴巴說出來，

但「全職先知」的預言，卻是以整個歷史的大事、古文物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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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規劃、拉線、天上星宿及萬物定理等來說預言，

兩者的級數和難度，簡直是天淵之別。

例如：先知以賽亞藉著《以賽亞書》，去講述一個預言，

至少，他的壽數，必定長過寫下一卷《以賽亞書》的時間，

再少，也必定長一個月以上，

而當然，以賽亞寫《聖經》的時間，絕不可能是一個月大的小孩子。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若要用《以賽亞書》留下一個預言，其實是非常容易，

可能只需要用他人生中的一個月時間，已經能夠寫成，

但是，如果要用一座金字塔去成為預言，則要用上百年以上的時間去建造。

這就代表，操控建造金字塔的人物，不單沒有在這一百年間死去，

並且，一直活著，並維持金字塔的存在，超過 12,000年，直至今時今日。

所以，最容易留下來的預言，反而是先知藉口所說的幾句話，說出真命天子身在何處、何時出現。

因為，他只是說出來，甚或是寫下來而已，這種級數，又豈能及得上建造一座金字塔呢？

遑論是建造一座金字塔的複雜程度，單是要你搬一塊重數噸的石頭，放在金字塔的頂上，

就已經遠遠超越寫下一卷以賽亞書的難度。

因為，即使是現今科技最先進的時代，人類依然不知道金字塔是如何建造出來。

就正如，日華牧師於 2020年 7月 19日的精華短片（VO），
「埃及與獵戶座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中提到，

為何神要用這種包括時間、空間和本質的共同信息，成為預言，來印證錫安的身份呢？

因為，神要讓我們知道，錫安教會於整個宇宙和歷史的重要性，

正如日華牧師曾於信息中提到，是比整個宇宙和歷史的總和，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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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整個宇宙和歷史的存在，就如日華牧師在「天國道」信息所分享，全都是一個鑄模，

目的，只為要鑄造出，比這鑄模偉大一萬倍以上的新婦！

*************************************************************************************
問題二：日華牧師，剛才提到，中國將會是第一個帶起復興的國家，甚至會戲劇性地接納我們。但

早前，牧師曾約略提及，香港當前所面對的問題，其實，在基督教遮蓋下，能夠在一夜間

解救全世界最難解開的結，就是中美貿易戰的問題。因為，這亦是 Freemason早前佈下的

一個伏線，美國是不會攻擊另一個基督教國家，由這個切入點，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完結

這一個最後大復興。

答：沒錯，你提問的這一點，是關於我曾提到的一個特色。

現時你要知道，我們所說的輿論，為何美國不介意自己對付中國所產生的輿論，

或是不介意選擇部分事實來報道呢？

如我所言，很多時，基督教國家看那些不信主的國家，只是螻蟻而已，

甚至，沒有將他們當作人類看待。

所以，為何我提到，對於這一群人，你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解決，

只有一個方法，不論你時空穿梭多少次，都只有一個方法 。

因為，如果美國發現，香港或中國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

那麼，美國不會誣衊他們，甚至，美國也無法成功煽動輿論，

因為，他們會知道這些輿論有問題。

當美國看見這些地方有基督教復興，他們就不會這樣做。為甚麼？

因為，美國會將這地方的人民，視為人類，並且，會真正了解事實，

甚至會以人道主義，去理解當地真正所發生的事，不論是對於政府或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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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除了讓他們知道事實、知道神的聲音，

最重要的是，美國最厲害的武器，先是製造輿論，然後再立一個議案，

這個議案，導致接下來他們可以出兵，所謂救香港。

為何這件事能夠平息？唯一，必定是香港能誕生這一個復興才可以。

*************************************************************************************
影片：大復興中錫安教會是神的代言人，不是政府的中間人

信息中，資料員提問，按著《以賽亞書‧60章》及《哈該書‧2章》的預言，

將來大復興的時候，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都會來到神的家，去就神的光。

極可能，中國政府就是第一個來就神的光的政府！

雖然，中國政府現時是由共產黨所領導，

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信念，正是相信無神論和進化論的馬克思主義，

但是，大復興來臨的時候，中國領導人都會願意降服在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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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中國政府會出現甚麼特別轉變呢？

日華牧師在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先為我們作一些解釋。

就如上星期主日信息完結時，日華牧師已經為大家分享到，

即使香港政府，甚至中國政府，願意向錫安教會道歉，

將一切曾無理逼迫和誣衊錫安教會的敗類繩之於法，

並願意高舉錫安教會，放在如約瑟的宰相位置。

可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要認清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就是錫安教會，甚或是日華牧師，絕不會成為香港政府或中國政府的「中間人」！

意思是，我們並不會任由他們擺佈，按他們的意思和帶領而行，

也不會在真理上向他們作出任何形式的妥協，

又或是看他們的情面、為他們講說話，或是被他們利用。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錫安教會或日華牧師，都只會一如以往，

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的帶領而行，

絕不會因為任何環境的轉變，或任何壓力，改變我們的宗旨和行事方式。

雖然，無論從任何角度看，當《以賽亞書》和《哈該書》預言的大復興發生時，

必然會是人類歷史上，一件史無前例的大事件，

其震撼程度，甚至遠超舊約《聖經》所記載，約瑟、摩西和但以理時代所發生的事。

因為，在現今 2020年的互聯網世代，大復興一旦出現，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

也接納錫安教會，是神於世上唯一的代言人和受膏者時，

頃刻間，全球人類都會知道這件事，

其影響力和漣漪效應，是以往約瑟、摩西和但以理時代也無法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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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比現今，舊約時代的科技和交通是非常落伍，

即使發生了十災，一件極之龐大震撼的大事，但也僅限於一個國家的人民知道，

而世界各地其他的人，根本無從得知埃及發生了甚麼事。

又例如：當但以理說出神的預言，巴比倫王極其震撼，將他高昇，

但是，仍然只有巴比倫國內的人知道這件大事，而其他國家的人，同樣無從得知。

然而，假若真正的大復興，發生於現今世代，

因著科技和交通的進步，必定會立時震動整個世界！

人人都會急不及待，想去看看神復興的教會和地方，看看神在當中的工作和奇事。

不過，即使大復興臨到，全世界立即知道錫安教會、知道我們是來自神，

但我們也不會因此而遷就全世界的人，說一些討好他們的說話。

相反，我們只會成為神的代言人，只會說出來自神的 Logos、Rhema，
甚至是 Oracle神諭級的信息。

因為，世界上有人是代表中國、有人是代表美國、有人是代表英國，

甚至，有人是代表香港政府，但現今世代，卻唯有錫安教會是代表神。

外邦人所擔當的角色，我們並不需要同樣去做，

過去 35年，錫安教會的角色，一直也是神的代表，

而君王和精英被吸引，主動來錫安教會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我們是代表中國政府或香港政府，而是因為我們代表神。

他們所尋找的，是神的榮光，而不是我們對他們的吹捧或是阿諛奉承。

這時，即使神要我們說一些得罪全世界的話，叫他們恨惡我們，我們也不會改變宗旨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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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任何光景下，錫安教會都只會為神發聲，絕不會為任何屬血氣的人而發聲。

所以，日華牧師指出，即使到了大復興，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都來就神的光，

其實，我們也不會當這是甚麼一回事，

不會因此而改變我們向來的處事方法、不會改變我們所分享的信息內容，

更不會在真理和做法上，作出任何形式的妥協。

再次強調，無論在任何情況，我們都只會按神的旨意而行、說神要我們說的話！

我們只會說神的意見！

所以，我們不會在大復興後，本末倒置，

反倒紆尊降貴地，成為君王、元首或政府的所謂「中間人」，

代他們或為他們說好說話，以此討好他們、換取他們的尊重。

錫安教會只會成為《聖經》預言所形容的錫安，

讓全球的君王、首領及祭司，也來效法及聆聽我們所說的話，

因為，我們唯一只會為神說話和發聲，絕不會因任何原因或理由，改變我們的宗旨和初衷。

以賽亞書 60章 1至 3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

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

10至 14節：

「外邦人必建築你的城牆；他們的王必服事你。我曾發怒擊打你，現今卻施恩憐恤你。

你的城門必時常開放，晝夜不關；使人把列國的財物帶來歸你，並將他們的君王牽引而來。

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你，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黎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

都必一同歸你，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腳下跪拜。

他們要稱你為『耶和華的城』，為『以色列聖者的錫安』。」

*************************************************************************************
因為，美國他們佔絕大部分的人民，皆不接受美國去侵略另一個基督教國家，或另一個基督教城市。

美國每次造謠，都一定會用回教、不信主、落後或信奉巫術等字眼和方式，去屈枉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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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能成功出兵中東國家，也是因為美國指控他們是回教國家，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何這是唯一的解救方法。

就是，當這個復興真正誕生於香港和中國大陸後，反而，全世界的反應都會改變。

第一，所有人不會再接受美國這些假輿論；

第二，他們會如朝聖般，來看看這個復興，是因為甚麼原因而出現。

因為，他們想直接第一手經歷，經歷這種恩膏。

*************************************************************************************
影片：錫安復興的高升和偉大程度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錫安教會將要進入的大復興，

根本是神千古以來，早已預定的一個劇情，

好讓錫安教會，能夠成為解救全世界的答案。

所以，接下來，神讓全世界誕生的大復興，以及神將要高升錫安的程度，

絕對是遠超當前香港黑衣人，以及當前全世界所面對的問題。

神最終的心意，不是要錫安教會在這些問題裡，被高升成為平息問題的中間人。

錫安教會的存在，反而是要成為神的代表，

頒佈神的旨意，解決世人根深蒂固的屬靈問題。

因此，錫安教會的存在，必定遠遠大於當前世局的問題。

到此，究竟，我們曾否想過，既然，錫安教會的存在，遠遠偉大於全世界所面對的問題，

那麼，錫安教會，又將會偉大至何種程度呢？

甚至，錫安教會需要偉大至哪一個程度，

才會令全世界的君王、祭司和首領，都要以朝聖方式來到錫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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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要發生這種情況，必定是全人類歷史裡，神最厲害的恩膏和高升，

甚至，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必定遠超我們的想像。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

正因為錫安教會，早已被預定會達致這種意想不到的偉大程度，

所以，神在創世之先，早已於萬物、星宿、歷史及城市規劃中，

為到錫安教會的出現，鋪設各種共同信息。

正如早前的精華短片（VO）「埃及與獵戶座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經已詳細分享到，

神刻意透過星宿、埃及的地形、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主耶穌出生時的事蹟，構成一個「星路之途」，

單單為要印證錫安教會的出現，以及將要完成的終極定命。

故此，我們可以肯定，神為錫安教會悉心部署的種種印證和共同信息，

必定是以往《聖經》從未記載過。

而將要出現的恩膏、能力和高升，也必定是遠超我們能夠想像的程度，對嗎？

其實，神將要賜給錫安教會的高升，不單遠超我們的想像，

甚至，是我們根本從未想像過、全世界也沒有人能夠想像到，

有朝一日，錫安教會為全人類所做的，竟是如此偉大，

偉大至一個程度，能解救全人類最重大的問題和災殃。

透過精華短片「Jeane Dixon所說過公認準確的預言，對中國的預言並有關 2020年的預言」，

即使我們認識到，Jeane Dixon所擁有的預言恩賜，能說出極其準確的預言，

但是，假如 Jeane Dixon仍在世的話，相比今時今日，神給予錫安教會，

對全世界事局說預言的全面性，就更顯得錫安教會的偉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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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 10多年，神讓錫安教會透過「2012信息」，驚人準確地預告世局發展，

由預告大自然災難的發生、破紀錄颶風的出現、史無前例的洪水、

動物群死、水變血、經濟崩潰、Bitcoin價格暴升、人性兩極化、人渣革命及瘟疫等。

「2012信息」對於世界的預言，

無論質與量，都比 Jeane Dixon更豐富、更全面、更偉大、更超然。

10多年前，世上仍未有任何跡象，會發生這些災難和瘟疫之前，

「2012信息」經已驚人地準確預言，預告這些史無前例的事件將要發生，

不單能夠詳細解說這些災難發生的因由、來龍去脈及走向、預告整個世界的發展趨勢及反應，

甚至，能夠為各種災難，提供最有效的答案和解救方案。

上述種種，都超越 Jeane Dixon說預言的領域，是她望塵莫及。

因此，神藉世上眾多共同信息，早已指向及明證錫安教會的偉大程度，

於神眼中，錫安教會就是如此偉大，並且將要得著如約瑟般的高升，

成為解決世界困局的「約瑟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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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訓誨必出於錫安，君王和元首都要前來，

就錫安教會榮耀的光輝，以錫安教會成為信仰的榜樣。

故此，錫安教會的偉大程度，是遠遠超過 Jeane Dixon或其他《聖經》曾記載的先知，

甚至，是遠超我們能夠想像，最終成為解救全人類的唯一答案。

或許，當前世人仍未覺得這些事會發生在錫安教會身上，

然而，我們，錫安教會，將要為此感到榮幸，因為神確實揀選了我們，

透過一個個驚人的共同信息，明證了錫安教會的永恆身份，這是一個何等偉大的榮耀！

可是，若果身為錫安教會的肢體，卻沒有這份信心的話，那麼，你就不可能得著。

因此，來到這一刻，我們必須細心思考，究竟，我們有沒有這份信心呢？

究竟，我們曾否想過，錫安的未來，是如此偉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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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世人從未想過，也實在不敢相信，這並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事情根本不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神也沒有預定他們成為全人類的答案。

然而，錫安教會將要出現的高升，

無論錫安的敵人，以多大力量去否定、或是咒罵我們，

他們不信的惡心，也絕對無濟於事。

只不過，錫安的弟兄姊妹，卻絕不可以如此，

不可以不想像，也不可以存著這種不信的惡心。

畢竟，世人和錫安的敵人被造，本身已是一個墮落的人，我們又怎能將自己與他們作比較呢？

然而，撫心自問，你是否相信錫安將會被神高升呢？

這件事，是否真的會發生呢？答案，當然會！

世人再如何不信、否定這件事會發生在錫安身上，

但錫安的弟兄姊妹，卻絕不可以如此！

神給予錫安的恩膏和高升，是超出我們的想像，

只是，神卻不容許我們有一點的不信、一點的懷疑！

沒錯！是連一點也不可以！

其實，就算神要給予錫安的恩膏和高升，是在我們想像之內，神也不容許我們不信。

更何況，當神要給予錫安的恩膏和高升，是超出我們想像之外呢？

所以，我們必定要認知這事實，接下來，將要發生的大復興和錫安的高升，

錫安的弟兄姊妹，是必須存著充足的信心，這件事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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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早前的精華短片「埃及與獵戶座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當我們看見，神悉心透過宇宙眾星、埃及的地形、

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主耶穌出生時的事蹟，去構成謎題和共同信息，

而目的，竟然單單是為了印證錫安教會的存在。

我們必定要即時確立這份信心，相信神給予錫安的高升，是超級偉大，

而錫安教會的存在，就是為了成為解救全人類的答案。

我們要相信，能夠導致全世界君王、祭司都前來就光的復興，

肯定是史無前例、極之偉大。

既然，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是如此偉大，

我們就明白了，為何神要製造這麼多印證和共同信息，

因為，神要我們相信的事，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錫安的使命，是要相信一個超乎我們能夠想像，

而且是史無前例的高升、榮耀、復興和神蹟，將要誕生在我們錫安身上，

所以，神刻意用史無前例的方式，來印證在錫安身上。

打從一開始，錫安的存在，就不是要成為香港政府和市民的中間人，

我們的存在，絕不是如此狹窄和短暫，單為解決中國的問題而存在。

《聖經》預言，君王祭司都要流歸錫安，我們理應知道，這復興必定超乎我們的想像。

既是如此，我們的思想和想像力，就要隨著神與時並進的印證，

不斷擴展、不斷尋找神的旨意，努力追趕明白「2012榮耀盼望」信息，

因為，神預定了錫安教會所完成的「2012信息」，是要成為世人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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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68

這亦是歷代歷世以來，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每當一個地方或城市有神的恩膏，當你進入這個城市，你就會感覺到，

這是神讓人感受神的全能和偉大的一種特性，

所以，《詩篇》也有提及錫安、提及神的城，會有這種特別的感受。

屆時，這種現象會成為香港的特色，

所以，我常常提到，這個復興到最後，即使我們已經不再身處香港，

甚至，我們會安排人作導遊，帶領他們遊覽不同景點。

那時，對於全世界的人來說，這裡也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然而，這並非我們刻意製造出來，必定是神製造出來，

因為，是神安排那麼多地標在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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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歷史中所有復興現象都會出現在錫安的復興之中

日華牧師進一步解釋，將要出現於香港，這個末後大復興的形態。

大家可以想想，對比過去曾出現過的大復興，神也沒有如錫安一般，

用各種建築物、基建，成為印證，並且，是一日不偏差的帶領現象。

就算是最偉大的復興，都沒有這種現象。

因此，可想而知，香港出現的大復興，

將會有齊歷史上，過去所有大復興曾出現的震撼神蹟和景象，絕對會是過去的總和。

例如：19世紀初的芬尼（Charles Finney），他不單行神蹟醫治病人，

他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到達某一個城市，開始舉行聚會以先，

這個城市的人，已經紛紛受感、悔改信主。

原因，他們的內心被聖靈感動，變得極為難受，對自己的過犯，感到非常難過和痛苦，

所以，唯有進到芬尼的聚會中，悔改信主，這是從未有過的現象。

當然，於這種大規模信主的情況下，同時間，亦會有一班外邦人想著要打對台，

但當他們進到芬尼的聚會地方，他們亦會隨即崩潰悔改。

因此，芬尼對一個城市所帶來的轉變，

不是多了幾間教會，而是整個城市的氣氛亦全然改變，

所有犯罪的場所，酒吧、娛樂場所，通通都因為沒有生意而關門。

大家可以想想，當這種現象，於香港發生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其實，只不過是聖靈的動工，就是讓外邦人看見，一個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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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20世紀初，五旬節運動佈道家史密斯‧維格氏維爾（Smith Wigglesworth），
他到不同地方帶起醫治的復興，行了很多醫治神蹟，

並且，他一生裡，曾叫 23人從死裡復活。

他不單帶起了英國的復興，當他去澳洲、紐西蘭、南非帶起復興時，

於整個地方所帶起的屬靈改變，更是前所未有的復興現象。

又例如：1930年代開始事奉的威廉布拉翰（William Marrion Branham），

他不單於聚會中，行眾多醫治神蹟，而神亦給予他特別的恩賜，知道誰可以於禱告中得醫治，

並且，可以知道人的心思意念，知道一個人的詳細資料和秘密。

Benny Hinn亦談論過他的神蹟。

YouTube片段：

William Branham was preaching, my d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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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Branham正在佈道的時候，

when a halo appeared over his head preaching in Louisiana.
有光環顯現在他的頭上，於路易斯安那州佈道的時候。

You can look him up on Youtube it will shake you up.
你可以在 Youtube上查找到他，這會震撼你。

Aman walked up to him one day who was lying to him.
有一天，一個男人上到台前向他撒謊，

He said I have cancer.
他說：我得了癌症。

This man would read people’s minds.
這個人會讀懂別人的思想，

He would say you are so and so.
他會說出你是如此如此，

your name is this your name is that; first, last name.
你的名字是這個，你的名字是那個，你的名，你的姓。

Details about their life scared the lights out of people.
可以說出別人生活的細節，嚇壞了人們。

Knew details about ever he said.
知道別人曾經說過的細節，

I hear you saying this this this to your wife and she said this this this to you.
我聽到你對妻子如此如此說，而她向你那般那般說。

The power of that was so strong on him that a guy walked up to him and said, “I have cancer.” but he was
lying.
他身上的那種恩膏非常強大，那人走到他面對說：「我得了癌症」，但他在撒謊。

And Branham said. You’re a liar, you don’t have cancer, you came to mock me.
Branham說：你是騙子，你沒有癌症，你是來嘲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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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you will have cancer. You’re going to be dead in seven days and the guy dropped dead.
但你會得癌症，你將於七天之內死去，然後那個人便倒地而死了。

而William Branham，曾經於一個聚會中，

叫一位美國參議員William Upshaw，從 59年的瘸腿中得醫治。

結果，當然令William Branham醫治佈道家的名聲，震撼了當時的世代。

而與他差不多同期的神蹟佈道家 A.A.Allen，
更被人稱為「神蹟人」Miracle Man。

雖然，是幾十年前，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行出醫治神蹟，

於聚會中，輕易讓重症病人得醫治。

YouTube片段：

God is going to open them both up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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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將會開通你雙耳，今晚。

How many believe it?
有多少人相信？

Nord has never heard in his life.
他一生從沒聽過聲音。

This is your night.
就是今晚。

He can read my lips.
他可以讀我的唇語。

This is your night. Your night.
就是今晚，今晚。

He’s going to open both ears.
神將會使你的雙耳聽見。

Do you believe it?
你相信嗎？

He believes it.
他相信。

I want everybody that believes in prayer, raise your hand to heaven .
我想相信禱告能力的你們，朝天舉起手。

This is your night.
就是今晚。

You devil that binds this boy.
你這綑綁這男孩的惡魔，

I curse this deafness and I curse this dumbness. These ears must open.
我咒詛聾啞的靈，他雙耳必定開通。

I feel it leaving. It's coming out of the right ear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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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邪靈離開，邪靈正從他的右耳離開。

Open.
開通。

Hallelujah!
哈利路亞！

I’m sorry!
不好意思！

He says, Oh！
他說噢！

Yes I’m sorry I shouldn’t have said it so loud.
真不好意思，我不應該太大聲說話。

Open.
開通。

My Lord!
主啊！

They’re open.
雙耳都聽見了。

Polio, arthritis for two years and a half.
小兒痲痹症和關節炎，患病兩年了。

And you want Jesus to what?
你希望耶穌為你作什麼呢？

In Jesus’ name, let my baby walk.
奉耶穌的名，讓女兒行走。

In Jesus' name, let my baby walk.
奉耶穌的名，讓女兒行走。

You want to tell Him what you want,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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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告訴主耶穌，你要什麼呢？

I want to walk.
我要起來行走。

Oh God, I can’t help it, this just breaks my heart.
神啊，這實在讓我心碎。

Say Jesus.
跟我說：耶穌。

Jesus
耶穌

I’m going to tell you want I want tonight.
今晚，我要把需要告訴祢。

I’m going to tell you want I want tonight.
今晚，我要把需要告訴祢。

You've got to do it, Jesus.
祢一定要成就這事，耶穌。

You got to do it, Jesus.
祢一定要成就這事，耶穌。

You got to do it, Jesus.
祢一定要成就這事，耶穌。

You got to do it.
祢一定要成就這事。

Get ready to sing, Gene.
讓我們去讚美上帝。

Oh God. For this child with this polio, she wants to get out and romp and play like other children.
神啊，這女孩患上了小兒痲痹症，她希望能站起來，像其他小孩一樣去玩耍。

With this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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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她的關節炎，

you are going to touch her little body.
請祢觸摸她的身體。

Oh God!
神啊！

In the name of Jesus. Let the power of God come on this child.
奉耶穌的名，讓神的大能臨到這小孩身上。

Loose her from this demon of polio and arthritis.
讓小兒痲痹症和關節炎的邪靈離開她，

Let the Spirit of the Lord and the power of God raise her up.
讓聖靈和神的大能使她站起來。

With a brand new body so constantly and continually she be like other girls and boys.
賜予她一個新身體，持續的健康，讓她能像其他小孩般。

In Jesus’ name.
奉耶穌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穌的名。

Thank you Jesus!
謝謝主耶穌！

Praise Jesus!
讚美耶穌！

Oh Lord!
主啊！

Oh Jesus!
耶穌啊！

Oh God! Yes, it's God’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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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對，這是神的能力。

God’s power. God’s healing her right now.
神的能力，神正在醫治她。

God’s healing her God’s healing this woman.
神正在醫治她，神正在醫治這位女士。

In the name of Jesus I command this blind eye to see.
奉耶穌的名，我命令這瞎了的眼要看見。

Curse this demon of blindness.
我咒詛失明的靈，

In the name of Jesus I command this sightly thing to revive.
奉耶穌的名，我命令她的視力要恢復。

In Jesus’ name Jesus’ name.
奉耶穌的名，耶穌的名。

You are going to open your eyes and you are going to see everything right?
你雙眼能夠看見，你可以看到一切事物，對嗎？

Thank you Jesus?
感謝耶穌！

Yes.
對。

Perfectly right.
好極了！

Yes. I want to read that’s the main thing I want to read.
對，我想能讀字，我最想能讀字。

Look here.
看這裡。

Turn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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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過來。

In Jesus’ name.
奉耶穌的名。

Now God’s given her eyesight and she can see.
神已經給她視力，讓她重拾光明。

You are going to tell by the way she shouts.
待會她會大叫，你就知道她能看見了。

She won’t just stand here like a mannequin in the store window.
她不會像商店櫥窗裡的模特兒呆呆站著，

She’s going to have a spell.
她會非常的高興。

In Jesus’ name, open your eyes and see.
奉耶穌的名，張開你的雙眼看見。

Tell them what you see.
告訴他們你看到什麼，

I see you.
我看見你。

You see me.
你看見我。

What else do you see?
你還看到什麼？

Kirk
柯克

Yes.
對。

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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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Yes now look here.
你看看這裡。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What is it?
你看看發生什麼事，那是什麼？

Yes you see.
對，你看到。

You’re seeing for the glory of God.
你看到神的榮耀。

Did you see what this man is doing?
你看到那位男士在做什麼嗎？

He’s taking a picture.
他正在拍照。

Yes.
對。

Hallelujah. Amen! Shout Amen!
哈利路亞！阿們！呼喊阿們！

Lift your hands everybody.
舉起你們的手，

She says she is going to give this cane to her friend.
她說要把這拐杖給她的朋友，

I’ll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do mama.
阿姨，讓我告訴你該怎樣做，

You bring your friend up here and we’ll pray for them and they won’t need that cane.
你把你的朋友帶到這裡，我們會為他們祈禱，他們也不需要那拐杖。

Alright.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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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這些偉大的復興，已經通通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將會看見，這些神蹟、復興，於我們眼前，再一次發生，

也就是說，《聖經》中記載著的神蹟，與及過去大復興所看到的神蹟，

都會於錫安發生，這就是末後大復興的現象。

很多人，會如過去的復興般，

當他們乘坐飛機前往香港時，他們一下機就立即信主了。

又或是，乘坐汽車和火車來到，一下車的時候，就立即信主，

並且，香港所發生的程度，甚至會超越過去的情況。

原因，這已經是人類 6,000年歷史裡，最後的一個大復興，

是神於結幕的時刻，送給人類最後一份禮物。

因此，必然是最超級的程度，而這亦成為了神給予錫安成長的榮耀。

當大復興誕生時，雖然，我們未必會在香港，

然而，我們的恩膏，亦仍然會存留，仍然產生著效力，成為毛衣人的師傅。

所以，將來會有人來到香港，他們打算來旅遊，最後卻變成了朝聖。

原因，當他們來到香港，想著要旅行時，他們一下機，就已經悔改信主。

而錫安，就成為一個逃城般，於災難中，成為人們的拯救，

讓他們成為羔羊婚宴中，最後一批賓客。

雖然，於《啟示錄》級數的災難，遍佈全地時，人們會因為大災難而信主，

就像是埃及十災時一般，因為極大的災難，眼前一切灰飛煙滅而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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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卻不會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人們信主，是因為他們一來到，就感受到神的同在，

原因，香港是約櫃被建立起來的地方。

雖然，我們會因著神的感動，而週遊列國。

然而，於最後，香港的復興會仍然持續，

並且，神的同在籠罩整個香港，亦是不變的，

因為，這將會成為毛衣人的訓練場，當我們被提後，

他們會完成賓客的責任，於三年半的大災難中，繼續這個復興。

大家可以想想，為何《哈該書》記載，於末後大復興裡，

人們都會攜帶著他們的財寶，去到同一個地方？也就是一個神的殿。

這段《聖經》所提及的現象，是從來也未有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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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眾多教會林立的世界，所能夠發生的機會，就更低。

然而，我們將會看到這節經文的應驗。

就是全世界的目光，只會聚焦於一處地方，並且，人們要蜂擁的前來，

因為，香港已經變成了大君王之城。

*************************************************************************************
問題三：日華牧師，你曾在信息中提及，現時美國整個部署，其實她沒有想過，香港竟會有一個底

牌，而最後的底牌，原來就是錫安教會。但是，對於我們錫安教會而言，在香港政府面前，

其實我們有甚麼本錢，能夠令他們覺得錫安教會的確是他們的答案呢？

答：其實，這個本錢，神正不斷製造在我們身上，

當你不斷發現，明顯，這些本錢是神刻意做給世人看。

舉一個例子，就如《復仇者聯盟 4》所提及的事件，原來是來自 14,000,605次時空穿梭。

這情節，明顯不單是做給我們觀看般簡單，很多共同信息，都是做給他們看。

事實上，其中一項，刻意做給他們看的，

是我們的本錢，並且證明我們所說的，我們是絕對能夠做到。

當然，是我們所說的預言很準確，他們都能查找得到很多共同信息。

但是，最重要的是，對症下藥、針對今次香港「反修例事件」來說，

就更加可說是無可推諉，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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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時你能夠看見，許多香港的家庭，當然，沒有一個家庭，會有一千人。

很多家庭，即使是兩人、四人，都可以分裂，就因為香港這件事，

更遑論是學校和班級，工作間呢？政府呢？甚至連警隊裡也有卧底。

你會看見，全香港只要多於兩人的群體，已經可以因為今次事件而分裂。

全香港，包括︰教會、工廠、公司、學校、家庭，對嗎？

全香港，無論他們怎樣努力和爭取，也會有這種分裂，對嗎？

然而，我們的本錢，就是我們教會一、二千人，卻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甚至沒有特別針對這件事，預先刻意針對這件事作出預防，然後才迎接這件事的出現。

甚至，我們從始至終，還要等事件發生了一段時間後，

我們才開始錄製「圓解香港亂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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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論是之前，或是現在，我們教會也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教會任何一個家庭，或是大型一點的家聚，

甚或全教會任何一個部門，也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有任何分裂。

這就證明給世人知道，其實，人們只需要聽我們的信息，

就根本可以沒有這個問題。這本身已是一個證據。

而不是事件出現後，6月 9日後，教會分裂成四份，分開了，

因為，原來黃絲一方，也可分為男界及女界；

藍絲同樣可分為男界與女界，所以是合共四份。

然而，這種事沒有發生在我們教會，我亦不是因此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信息，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這事件發生後，明顯，是神預備了他們，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證據和本錢。

有甚麼好比有一群人，有這種免疫呢？我是指免疫，一個免疫系統，

很多時，也是藉著一個人免疫後，體內產生血清，就可以幫助其他人免疫。

所以，我們的信息也好，甚或我們這間教會的存在也好，

已證明，這件事在我們一間過千人的大教會之中，也不會產生影響，

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我們是過萬人教會，同樣也不會受影響，

只要仍是由我分享及講道，就可以了，對嗎？

因為，現時已經是一千人，試問，香港哪個群體能做到這種程度？絕對沒有。

同一間公司、同一間酒店（Hotel）或是同一間餐廳裡，也可以分為兩黨，

但我們沒有，完全沒有。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在錫安的教導下，這些問題，根本完全不會影響我們，

我們不是特別針對要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這個問題，我們根本不需要針對，它也不會存在於我們教會中。

所以，為何我提到，香港只要收聽我們的信息，就根本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自已，本身已是一個活的證據（Living Proof）。

*************************************************************************************
影片：錫安教會的信息給世界帶來免疫力

日華牧師分享到，過去一年多，錫安教會整體，完全沒有受到香港「反送中」的黑衣人暴亂影響，

弟兄姊妹既不會聽信黑衣人的歪理，跟隨他們的想法和行動，更不會與他們一樣盲目地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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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當香港爆發極為嚴重的暴亂之際，不單不會被黑衣人的謬論所迷惑，

另一方面，亦會十分期待，日華牧師分享對是次暴動浪潮的看法。

另外，過去半年，錫安教會整體的運作和經濟，亦完全沒有受到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因為，我們早已預備好面對這種狀況。

然而，對比全世界其他教會，他們的運作和經濟奉獻收入，

早已因各地政府的封城、封關、禁聚、限制社交距離等政策，

受到嚴重影響，陷入破產和倒閉的危機。

並且，於今年 2020年的農曆新年期間，當中國和香港開始爆發所謂的疫情時，

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卻沒有如外邦人般，整天活在驚恐中。

因為，日華牧師由 24年前，分享「氧份療法」信息開始，已不斷教導弟兄姊妹，

該如何正確地保護自己的身體，免受各種病毒和細菌入侵。

再加上，日華牧師早在疫情爆發之初，已詳盡分享了新冠肺炎三個發展的可能性，

讓弟兄姊妹知道，神早已為錫安教會預備了應對方案，

並且，亦知道一切盡在神的掌握之中。

身為神受膏者和新婦的錫安教會，不單活在神的保護下，

並且，新婦更是這一切的幕後掌控者，是第四馬騎士的身份。

所以，日華牧師指出，錫安教會的信息，有著保護人免受世界各種動盪影響的能力，

就如身體擁有對細菌和病毒的免疫力一樣。

並非因為我們無知，而不受影響，相反，是因為我們比外邦人，甚或外間的基督徒，

更加清楚知道實情，智慧更高出一百倍以上，所以，我們才擁有這種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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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證明，在我們裡面的力量，比世界上的力量更加大，

並且，是遠遠超過這個世界的運行軌跡，如同主耶穌對祂門徒所說的一樣。

約翰一書 4章 4節：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正因為我們擁有來自神啟示的信息，

第一，讓我們在智商、知識、智慧和對神的認識上，一概遠遠超越外邦人，

而過去一年的社會動盪和疫情中，經已證明了這個事實。

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對世界的動盪擁有這種免疫力，

免疫於無知和恐懼，既不會受動盪所影響，亦不會因災禍而慌慌不定，

更不會被蒙在鼓裡，對事實真相一無所知。

第二，我們更加看見，神對我們的帶領，並不是「見招拆招」式的帶領，

就算是外面最成功的教會，在解決這些事件和問題上，最多也只能「見招拆招」。

然而，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信息，卻永遠極具前瞻性，提早教導我們預備應對將來的世界。

例如：1996年的「氧份療法」信息、2009年的「健康之藍圖」信息，

以及現今分享逾十年的「2012信息」，全都是極具前曕性，

讓我們在這場所謂的世紀疫情中，不但完全不受影響，也不會因此而產生恐懼，

反而，能清楚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不會被全世界的政府和西醫霸權牽著鼻子走。

又例如︰六年前，日華牧師於 2014年分享的「佔中事件分析」，

早已驚人預告「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以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當年，這一切預告只是浮現了首數個步驟。

但是，到了上年 2019年，所有步驟全都相繼湧現。

日華牧師彷彿提早了五年作出新聞報道般，

由此證明，日華牧師早在 2014年所分享的信息，

是極具前瞻性，絕對是來自神的預言和啟示。

在這些極具前瞻性的預言下，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當然就能明辨是非對錯，

完全了解事件背後的真相，不會輕易被屬世的新聞或外邦人的言論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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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錫安教會的信息，除了讓弟兄姊妹對世人狹窄的視野一概免疫之外，

更讓我們看見，錫安是為了達到更高的目標而存在。

這目標是甚麼呢？

顯然，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事情，是遠遠拋離當下的問題。

原因，神是為著一個更大的目標而塑造錫安，

祂要藉著前瞻性的信息來印證我們，是被神一日不偏差地帶領的新婦。

所以，錫安能準確預知這些事情，以及較世人提前一年多作出預備，其實，只是小事一樁，

甚至，對錫安教會來說，香港的黑衣人暴亂和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的影響可謂是零。

皆因，自「雙氧水事件」至今，神帶領錫安的方向，加上我們所作的一切改變，

都讓我們可以完全免疫於事件的影響力。

例如：錫安早已確知對付病毒的正確方法，以及美國對付中國的陰謀。

甚至，不論是主日信息、敬拜讚美，抑或策略區科林和家聚弟兄姊妹的日常相交，

我們都早已全部連接至互聯網的雲端，暴動和疫情的發生，

只是突顯錫安與其他教會的差距，更加顯出我們的優勢。

正如上星期主日信息所提及的 Kenneth Copeland，
他對疫情的真相一無所知，誤信政府對現今所謂新冠肺炎疫情的刻意誇大，

以為如他們所說般嚴重，卻不知道，

新冠肺炎無論是傳染性甚或死亡率，都遠不及一般的流行性感冒。

然而，Kenneth Copeland卻一無所知，極為認真地，向著鏡頭前的觀眾禱告和宣告。



20200809 www.ziondaily.com

88

在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只會覺得他非常無知、非常可悲，

甚至，他所做的一切，更是敵擋神的旨意而不自知。

再者，因為他們的教會和聚會系統，

根本從未為當今這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作出過任何改變和預備。

所以，當疫情爆發後，他們不僅無法聚會、奉獻收入大減，

就連教會能否繼續維持下去，都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然而，這問題，並非單單 Kenneth Copeland一人遇到，

事實上，除錫安教會以外，全世界的教會，都正在面對各種極為嚴重的問題，

甚至，好些更面臨倒閉的危機。

他們的教會景況，竟然已經落得如斯田地，實在十分可悲！

反觀錫安教會呢？

我們的教會系統和體制，早已拋離了這些限制，

因為，神是為著一個更高的目標，去塑造我們，

我們被建立，亦是為著解決一個比現時更龐大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是甚麼呢？正是《啟示錄》的四馬災難，

不久的將來，真正最可怕、導致全球四分一人死亡的四馬災難，將會如期在全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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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神要提早這麼多年去塑造錫安，

並且，塑造錫安至現今遠超世人的程度呢？

歸根究底，就是將來肯定會有比現在可怕一百倍的事情發生，

就是 Planet X 逼近地球，而引致的四馬災難，

屆時，全世界唯一的答案就是「2012信息」，絕不可能再有其他答案。

當 Planet X出現，四馬災難全面展開的時候，就更明證我們是被神帶領的新婦教會，

並且，這種帶領，過往至今一直從不間斷。

當這一天臨到，不單香港和中國，就連全世界的君王和祭司都會知道，

錫安就是神所揀選的受膏者、是神所揀選的新婦，

亦是世上唯一活在時間流當中的「全職先知」。

錫安教會之所以能夠成為《聖經》所說的「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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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因為我們的地理位置，位於以色列的錫安山，

而是因為我們的信仰質素，已達到 923的信仰巔峰，

正符合《聖經》所提及，「錫安」擁有的信仰質素。

所以，接二連三的災難告訴我們，神是為著一個更高的目標，去塑造我們，

就是因為《啟示錄》預言應驗的時間已到，大災難即將發生，

並且，新婦的被提，亦即將在全人類眼前應驗。

然而，當這件事即將臨到之際，全世界的君王、祭司，都會因為我們的信仰質素，

而知道錫安教會就是《聖經》所預言的那一個「錫安」，並且，知道我們一直是被神帶領，

而神亦是為了這件即將發生的事，而塑造錫安教會至這個階段。

再加上，我們在各個範疇上都已經做好預備、蓄勢待發，

所以，當災難臨到時，錫安就能夠為全世界提供答案，

《以賽亞書‧60章》和《哈該書‧2章》所講述的「最後大復興」就會出現。

屆時，萬民都要流歸錫安，

然而，他們來到，並非因為香港的地理位置最適合避難，

相反，他們來到，是為了尋找這種信仰品質。

因為，符合神要求的信仰，才是真正的避難所。

詩篇 91章 2節：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

更瘋狂、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錫安教會不會單單只有一人能達到這個信仰標準，相反，是一整個群體都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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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絕對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因為，在外間的教會，根本沒有人能被神親自印證為新婦，

但錫安教會，卻是整個群體都被神印證。

事實上，正當全世界都處於動蕩、人心惶惶之際，

我們卻反而能夠安然居住，這就已經證明，我們是被神所帶領的新婦群體。

這一切事情的發生，並非我們憑空想像出來，

而是由神悉心安排和預備，等待至現今最合適的時機，才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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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每一個也宣告三次：「那麼，我會成為世人的答案了！」

Amen！Amen！Amen！感謝主！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物，也一同歡呼鼓掌感謝神！Amen！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