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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8月 16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49 ── 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1）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栽在溪水旁》的分享，以及主日信息的分享裡，也提到關於新婦的質素，

因為，原來新婦的質素，是需要符合成為使徒的質素才可以。但問題是，是否至少要能夠

成為被認可的小使徒，我們才可以合乎資格成為新婦呢？

問題二：日華牧師，將要來的，是一個賓客級數的大復興，我們參與在其中的時候，如何幫助這些

賓客，在短時間內與我們的弟兄姊妹同步，在這個復興中，成為最好的賓客呢？

影片：時事追擊：全球下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

新冠肺炎疫情自上年 12月爆發以來，至今已超過 7個月，然而，當前全球疫情的發展，

卻完全吻合「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按著日華牧師前瞻性的警告和分析，一模一樣地應驗發生，世界各地確診人數，不斷屢創新高，

令幕後策劃者有藉口，推動全世界為 Planet X的再來，與第四馬瘟疫，作好事前預備。

2020年 8月 10日，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突破 2,000萬宗，超過 72.8萬名患者病逝，

美國、巴西及印度三國的病人，已佔總確診人數的一半以上。

自中國湖北武漢，上年 12月初公佈首宗確診病例後，

用了接近 6個月時間，才達到 1,000萬宗，

但是，僅僅再過 40多天，就已經突破 2,000萬關口，顯示疫情正不斷加速。

關於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增長時序︰

2020年 1月 19日達 100宗；

3月 6日達 10萬宗；

4月 3日達 100萬宗；

6月 28日達 1,000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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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達 2,000萬宗。

其中，拉丁美洲疫情擴散速度最快，

目前，病例已佔全球 28%，死亡人數則佔 30%以上。

隨著一些國家第一波疫情尚未到達頂峰，

而另外一些國家的疫情亦反彈，有專家估計，困境將會持續。

現時，全球最多確診病例的首 5個國家︰

第一位︰美國，約 522萬人確診、16.5萬人病逝；

第二位︰巴西，約 304萬人確診、10.1萬人病逝；

第三位︰印度，約 226.7萬人確診、4.5萬人病逝；

第四位︰俄羅斯，約 89.2萬人確診、1.5萬人病逝；

第五位︰南非，約 55.9萬人確診、1萬人病逝。

確診的增長速度，實在令全球驚訝，直呼「真的會怕！」

新聞片段：

全球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已超過 2,000萬宗，

其中最嚴重的美國，單日再增加 49,000多人確診，

累計接近 520萬宗，幾乎每兩星期就多 100萬人確診，

到現在已經超過 165,000人死亡。

有專家指，疫情已經蔓延至偏遠地區，

憂慮到了年底，死亡數字可以是現時的一倍。

「我們將肯定升至 20至 30萬人之間，會是接近 20萬或 30萬，

取決於我們如何應對，及疫情如何發展。」

另一方面，總統特朗普剛簽署行政命令，發放新一輪紓困撥款。

但餘波未了，民主黨批評特朗普無視民主黨的反對，

並且繞過國會是越權，特朗普則強調願意再跟民主黨討論。

確診數字僅次於美國的巴西，累積超過 300萬人確診，超過 10萬人死亡。

有指總統博爾索納羅不重視疫情，採取彈性抗疫，

實則是急於重啟經濟措施，直接令疫情急轉直下。

多間藥廠研發的疫苗，都有在巴西進行大規模臨床測試，

有部分指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成功，暫定最快明年年中可以正式供應給當地。

澳洲維多利亞州疫情未有放緩跡象，單日再錄得 19人死亡，

是歷來最高的死亡個案數字，另外再多 322宗確診，

雖然比日前 700多宗的高峰逐步回落，但州長強調短短數天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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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認為當地疫情正在減退中。首府墨爾本一周前已進一步收緊防疫措施，

包括晚上禁止外出，以及實施戶外口罩令。

8月 2日，本港第三波疫情嚴峻，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公佈，

香港新增 115宗確診，連續第 12日單日破百，全部都是本地確診，累計病例激增至 3,512宗。

另外，一名於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京士柏總部工作的機電署職員初步確診，

他於機房工作，沒有接觸血液製品，最後上班為 7月 31日，當局正進行接觸追蹤調查。

越來越多新冠肺炎的隱形病人，入侵公立醫院普通病房，

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表示，

明愛醫院一位內科醫生初步確診，檢測後發現，醫生照顧的病格中，

有一名 87歲男病人初步確診，另有兩名病人早前亦確診。

局方經調查後認為，該名內科醫生感染來源，應該與家人有關，

同一病房感染個案增至四宗，令市民擔心爆發醫院交叉感染的風險。

8月 3日，香港郵政表示，一名隸屬灣仔派遞局的郵差確診，

早前，他因身體不適到診所求醫，被通知確診，最近沒有外遊記錄，

染疫郵差負責多幢大廈的派遞工作，包括大坑道、福群道及利群道一帶，

灣仔派遞局及相連的灣仔郵政局需要關閉，進行徹底清潔消毒。

第三波疫情有多間老人院出現群組感染，

截至 8月 3日，疫情爆發至今，共造成 37人死亡，

當中有 30人，是自 7月起的第三波疫情擴散後，遭感染並離世，

近九成是 65歲或以上的長者，平均年齡 83.8歲，

年齡分佈集中於 86歲或以上的長者，共 15人，佔第三波疫情死亡人數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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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86歲至 90歲年齡層的死亡率最高，達 26.67%。

此外，第三波疫情中，有 76.7%是長期病患者，如有糖尿病等。

長者自身免疫能力隨年齡增長而下跌，加上長期病患的影響，

對抗病毒的能力較低，導致死亡率較高。

同樣，美國的平均死亡年齡，亦高於 75歲，

而 65歲或以上長者的死亡人數，佔總確診人數的八成。

無獨有偶，當前 8月 3日，根據本港衞生署公佈的數據，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明顯針對長者及有長期病患人士，

65歲或以上的長者，死亡率更是高達九成（90%）。

然而，事件正正吻合 6個月前，即 2020年 2月 2日，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

日華牧師經已透過錫安教會內部通訊 Sync Calling，
發出「有關新冠肺炎提醒（4）」通告 ，前瞻性警告及特別提醒︰

這次新冠肺炎對於老年人與及幼童而言，是特別易受感染與及嚴重。

因為，老年、體弱與及幼童，他們一旦肺部受感染，很多時，都會因為其他器官較弱，

導致身體未能救回肺部，最終因肺部嚴重感染導致不能呼吸而死亡。

所以，對於年青人，他們身體機能健壯，因此，就算染病，都不易發病，

甚至乎，病情只會如感冒一般，但他們卻可以成為帶菌者，傳染給其他人。

但假如傳染給一些老年、體弱，或幼童的話，那麼，對他們而言，就可以是致命的攻擊。

經過 6個月後，疫情的發展和狀況，正正完全吻合當日，日華牧師的驚人預告，

在疫情爆發初期，日華牧師已帶領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比世人更先知先覺、避開不必要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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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6個月前，正因為日華牧師擁有超越世人的智慧，當時已決定及宣佈，

暫停所有人群聚集的聚會，包括家聚、主日、Forum活動等等，

主日信息及敬拜讚美則以網上方式發佈。

並且，在 2月 8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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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分析及預告︰

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背後，原來隱藏一個更驚人的目的，為要透過這場疫情，成為藉口，

帶領全世界為著 Planet X的再來，及第四馬的瘟疫作預備。

詳情，可以重溫 2020年 4月 5日至 5月 3日，

一連 5個星期「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的分享。

8月 3日，衞生署再公佈新增 80宗確診，全部屬於本地感染，

年齡介乎 9個月大至 100歲，患者年齡創新高，首次出現年齡達 100歲的人瑞染疫。

同時，也是 12日連續新增過百宗後，首次回落至 100宗以下，累計個案已達 3,590宗。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公佈︰單日新增 80宗個案仍屬高，

而每日確診數字亦有波動，需要再觀察一至兩日才能夠知道趨勢，

防疫措施暫不宜放鬆，呼籲市民「要忍耐一陣」。

單日新增三名病人逝世，累計增至 38人，

其中，晚上離世的 75歲婆婆，個案編號：595，
與病毒搏鬥近 4個月，一直處於危殆狀態，需要用人工肺維持生命。

8月 4日，本港再多一名 82歲長者死亡，死者為屯門康和護老中心黃金分院院友，

該院舍至今已有 4人死亡；累計本港已有 42名確診病人於公立醫院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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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日，新冠肺炎入侵街市，紅磡街市及土瓜灣街市累計有 23宗確診，

當中 12人是街市員工，涉及多個魚檔。

呼吸系統科醫生梁子超表示，估計街市爆疫是員工之間出現交叉感染，

如果發現更多感染個案，或要考慮封閉街市更長時間，

因街市人流密集，病毒會在人與人之間大量繁殖。

8月 11日，截至下午 2時，本港再有三名新冠肺炎確診者不治，

全部都是長者，令本地累計死亡個案增加至 58宗，

相關醫院表示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將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

8月 12日，本港新增 62宗確診，累計達 4,244宗，另有逾 30宗初步確診。

對於確診數字，較昨日急增一倍，衞生防護中心提醒︰

社區仍有很多不明源頭個案，呼籲港人切勿掉以輕心。

其中，葵涌碼頭再增 5宗個案，

目前已累計有 14名碼頭員工確診，本港碼頭潛藏大爆發危機。

同日，香港再有 4名病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後離世，

全部都是長者，年齡為 78歲至 93歲。

8月 13日，醫院管理局表示，再多三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離世，本港累計 66人死亡。

不經不覺，自 6月 21日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本港死亡人數，由原本累計 5人，

在一個多月裡，竟然大幅度激增，累計至 66人，反映當前本港情況實在不容忽視。

新聞片段：

再多 4名新冠病毒確診患者不治，累計 63人死亡。

其中兩名死者是入住院舍的長者，

79歲男死者本身有長期病患，是深水埗敬福護理院院友，

上星期一發燒送到明愛醫院，3日後轉至仁濟醫院治療；

而 91歲女死者是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院友，上月 23日因發燒入院。

另外，78歲男死者及 93歲女死者都有長期病患，

分別在東區及屯門醫院留醫，他們入院後情況持續惡化最終不治。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香港餐務管理協會、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等，

6個飲食業協會發公開信指︰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政府延長食肆防疫措施，

包括每枱只可坐 2人、禁晚市堂食，以及要求表列處所關閉的規例等防疫措施，

令飲食業面臨前所未見的危機，接近「瀕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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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卡拉 OK、夜總會、酒吧等表列處所，因停業更零生意，大部分無力交租，

希望政府採納免租方案，協助業界共度時艱。

新冠肺炎第三波爆發，展覽業界再度停擺，多個展覽再次延期或取消，

有展覽業人士表示，暑假是展覽旺季，但在疫情打擊下，業界長期維持零收入，

預計本月保就業計劃過後，業界將出現大裁員，約 7成同業面臨倒閉危機。

其中，6成稱捱不過 3個月，而 7月底，已有大型展覽製作公司解僱 8成員工。

8月 10日，本港接連經歷社會事件及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打擊各行各業，

過往經營酒店及酒樓訂單的果欄，大嘆疫情後訂單跌至零。

沒錯！大型酒店及酒樓訂購水果的訂單，在疫情後跌至零，目前只靠零售維持生計。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表示︰

「去年黑衣人社會事件後，還有 10至 20%訂單，但疫情一開始，就完全沒有了。」

亞洲方面︰

8月 6日，原本泰國計劃與部分國家或地區，建立「旅遊氣泡」計劃，

容許部分來自疫情較輕國家或地區的旅客，入境時毋須隔離檢疫，以恢復旅遊業活動。

但因應多個亞洲國家，如︰日本、南韓及香港的疫情反彈，最終亦決定暫緩計劃。

8月 7日，日本新增 1,579人確診，再創新高，

其中，東京新增 462人確診，是 8月 1日以來，

首次單日新增超過 400人，亦是連續 11日單日新增超過 200人，

東京都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1.5萬宗。

8月 8日，日本愛知縣、神奈川縣和埼玉縣，一同錄得創新高的病例增長，

沖繩縣累計病例更逼近 1,000宗，反映國內疫情尚未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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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9日，沖繩縣再通報多 159人染病，創當地單日新高，

累計病例增至 1,127宗，其中 314人是駐沖繩美軍，

當地傳媒引述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國內的新冠病毒出現變異，正以東京為中心向外傳播。

8月 7日，印度衞生部表示，單日新增 62,000多例確診，

首次突破 6萬例，創下單日新增最高紀錄，

全國累計 2,027,074例確診，突破 200萬例，排行全球第三。

然而，值得我們留意，在 7月 17日，過去半年，

印度累計確診病例只是剛剛突破 100萬例，只不過，僅僅 20天時間，已突破 200萬例。

至於，新增死亡為 886例，全印度累計 41,585例死亡。

完全應驗 6個月前，日華牧師透過 2月 8日「新冠肺炎座談會」信息，

早已準確預告，踏入今年 4月後，新冠肺炎將會出現變種，

令病毒傳播速度更快，使全球確診人數大幅增加。

無疑，當前疫情的發展，完全應驗 6個月前日華牧師的警告，一模一樣地發生。

8月 11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疫苗仍在研發階段，多數確診者仍需靠自身免疫力去康復。

南韓防疫當局發表，從境外輸入個案中，共檢測出 3種最新病毒變異的情況，

相關資料，甚至無法從世界衞生組織（WHO）的資料庫找到情報。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

當前，肺炎病毒經已進一步變種，甚至是世衞尚未發現的新品種。

南韓在 3名境外輸入確診者的報告中發現，

棘蛋白有 3種變異，分別有 2種來自巴基斯坦，另外一種來自烏茲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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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個案中，變異分別出現於棘蛋白的第 586及第 787個位置的胺基酸，

而烏茲別克的樣本，則發生於第 614個位置。

最令人害怕的是，這 3種變異的病毒，

並不包含在世衞經營的「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GISAID）的資料庫裡。

Health authorities found three new coronavirus variants different from the over 78,000 strains registered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衛生部門發現 3組全新的新冠肺炎變種病毒，異於已在世衞組織登記的 78,000多種毒株。

According to the KCDC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imported cases and the patients with these strains have
been in self-quarantine.
南韓疾病管理本部指，這些變種病毒均來自境外輸入個案，確診者已進行自我隔離。

For details, let's turn to our Yoon Jung-min
詳情由記者 Yun Jung-min報道

South Korean health officials have identified three cases of Covid-19 mutations from foreign patients who
enter the country.
南韓衛生部人員檢驗出，3宗來自境外旅客的新冠病毒變異。

The authorities said they have spotted new variants in two imported cases from Pakistan and one from
Uzbekistan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added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atabase.
當局表示，其中兩種來自巴基斯坦，一種來自烏茲別克，該變異病毒未有新增到世衛組織的資料庫。

We have confirmed three new variants of spike proteins from the virus detected in foreign patients.
我們證實有三組新的棘蛋白變異體，從外國旅客體內的病毒檢驗出來，

We reported to the WHO on this and are conducting additional analysis.
我們已向世衞組織報告並會進行更多分析。

The health authorities added, no one in South Korea has been infected because the patients were put under
self-quarantine upon arrival.
衛生部門指，沒有南韓市民被傳染，因為確診者抵韓後已直接進行自我隔離。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sequenced genomes of 776 Covid-19 patients including both local and imported
cases.
據分析，從 776名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毒基因序列中，包括本地和輸入個案。

The most widespread mutations in South Korea were strains GH an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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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型和 V型突變毒株在南韓最為普遍。

The KCDC said during the past two weeks, over 63% of infections in the country were due to imported
cases, while some 17% were caused by local cluster infections.
南韓疾病管理本部表示，過去兩周內，國內有超過 63%的個案是源於境外輸入，另有大約 17%來自

本地群組傳播。

There were also some sporadic infections at hospitals while the routes of infection remain unknown for
some cases.
醫院亦有零星的感染個案，而某些個案的感染源頭不明。

As of Monday, South Korea reported 28 new Covid-19 cases bringing the total to 14,626.
截至周一，南韓新增 28宗確診個案，累計 14,626萬宗，

Of them, 11 were imported cases.
其中 11宗為輸入個案。

There were no additional deaths while 16 more people have fully recovered.
沒有新增死亡人數，另有多 16名患者已完全康復。

歐洲方面：

8月 3日，歐洲受第二波疫情肆虐，

挪威豪華郵輪阿蒙森號（MS Roald Amundsen），近來二度展開北極之旅，

隨後發現 36名船員和 5名乘客確診，當局正努力追蹤最近兩次旅程的乘客。

現時，郵輪正停泊於挪威北部特羅姆瑟（Tromso）港口，

船員在船上接受隔離檢疫，但其他乘客已下船，難以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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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挪威累計 9,268人確診、255人病逝。

疫情爆發超過半年之後，國際郵輪再次因為新冠肺炎成為頭條新聞。

此前，因新冠疫情而備受關注的鑽石公主號、至尊公主號、紅寶石公主號，

以及珊瑚公主號郵輪的母公司，美國嘉年華郵輪集團的第二季度財報顯示，

淨利潤虧損 43.74億美元，同比下降 1,069.84%。

沒錯！確實是虧損 43.74億美元，同比下跌了 1,069.84%。

嘉年華郵輪將對外出售 13艘郵輪。

8月 6日，歐洲疫情嚴峻，德國單日新增 1,045人確診，是過去 3個月來首度破千。

德國疾控中心指，當地多個城市近日出現小規模爆發，確診病例呈現波動狀態，

情況令人擔憂，呼籲民眾要堅持戴口罩及遵守社交距離措施。

目前，德國累計 21.3萬宗確診、9,175人不治，死亡率較多數國家低。

8月 7日，法國新增 2,288宗確診，創下封鎖時期的新高，

全國超過 23.5萬人染疫，逾 3萬名患者死亡。

翌日，法國巴黎市政府宣佈，擴大口罩令的實施範圍，為期一個月。

任何人前往塞納河、聖馬丁運河及部分難以遵守社交距離的戶外市場等，

一概必須佩戴口罩，否則會被罰款 135歐元，折合約 1,233港元。

若有人在一個月內違反口罩令達 3次以上，將面臨監禁半年。

8月 9日，英國新增 1,062宗確診，是 6月 26日後，另一次錄得逾千宗新症，

其中有 8名患者死亡。

自疫情爆發後，英國至今已累計超過 31萬人染疫、4.6萬人病逝，死亡人數位居歐洲之冠。

當地自 6月中旬，開始放寬限制措施後，連日來確診數字緩緩回升，

為防疫情繼續蔓延，政府已決定將 8月 1日的下階段重開計劃押後兩周。

另外，倫敦大學國王學院與市場研究機構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
公佈了一項調查結果，假如有新冠肺炎疫苗推出。

只有 53%受訪者稱肯定會注射，16%受訪者稱可能或絕不會注射。

此外，37%受訪者認為，戴口罩不能阻止疫情蔓延，

更有 34%受訪者認為，政府規定人們戴口罩，是用來控制公眾的手段。

非洲及美洲方面：

8月 7日，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

全球累計 1,910萬人確診、超過 71萬人死亡。

而非洲累計超過 100萬宗確診，當中，南非已佔超過一半。

專家稱，南非的病毒檢測相對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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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洲其他地區檢測不足，擔心全非洲的實際疫情，較各地官方統計更嚴重。

8月 8日，拉丁美洲是全球新冠疫情的疫央，

重災區巴西成為第 2個死亡個案突破 10萬大關的國家，累計染病人數更增至超過 300萬。

一個非政府組織在科帕卡巴納海灘悼念死者，並放出 1,000個紅色氣球。

巴西全國人口約 2.1億，

6個月前，2月 26日，當地才剛剛出現首宗確診，

及至今年 5月底起，平均每天已增至逾 1,000人病逝，

不論是累計確診病例或死亡人數，巴西都位居全球第 2高，僅次於疫情最嚴重的美國。

多次染疫的總統博爾索納羅，被指領導國家抗疫不力。

同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已超越歐洲，成為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最多的區域，

兩地的累計染疫死亡人數已達 213,120，較歐洲多出 460人。

澳洲及新西蘭方面：

8月 11日，新西蘭連續 102天，沒有本土確診病例的紀錄斷纜，

總理阿德恩表示，最大城市奧克蘭出現 4宗社區感染病例，患者來自同一家庭。

由於感染源頭未明，奧克蘭自翌日起封鎖 3天，嚴格限制居民外出。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

當前，新西蘭的最大城市奧克蘭，僅僅因為有 4人確診，

整個城市便立即封鎖 3天，居民需要遵守禁足令 Lockdown。

大家試想想，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之際，

究竟，能否確保每個城市或國家，可以連一個感染人數都沒有嗎？

換句話說，只要當各國仍然開放機場和邊境關口，

讓乘搭飛機、火車和船隻入境的外來人士，進入自己的國家和城市。

其實，就已經存在令自己的國家和城市再度出現一個確診患者的風險，

如此，我們可以預期，這場疫情和禁足防疫措施，勢必遙遙無期，一直沒完沒了。

所以，在今次僅僅追上流感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國政府往往會因為出現數人確診，

就大規模封鎖某些城市，甚至整個國家。

這就是今場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國政府極不尋常的地方，

以疫情出現爆發為藉口，引導人民開始習慣一種禁足、保持社交隔離的新生活模式。

然而，來到這裡，大家可以試想想，

當前幕後策劃者經已帶領全世界實行如此嚴格的防疫措施，讓各國大規模實施禁足及封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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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人民習慣這種社交隔離的新生活模式，並且將會越來越嚴厲。

只是，《啟示錄》卻預言，接下來，於短時間將要爆發第四馬瘟疫。

當前，各國經已進到這種人民差不多完全隔離的情況，

第四馬瘟疫也將會導致全球四分一人死亡，

可想而知，接下來將要爆發的第四馬瘟疫，是何等可怕和劇烈！

若然，在這段時間，幕後策劃者沒有帶領全世界及早作出預備和防範，

當傳播及殺傷力更大的第四馬瘟疫爆發後，

屆時，全球死亡人數勢必超過《聖經》所預言的四分一，

而是全球人口差不多死絕的結局。

故此，大家就可以明白，

當前能夠預知內情的策劃者，為何急不及待帶領全世界，

必須習慣這種差不多完全隔離、封城、封關、飛機航班停擺的新生活模式。

因此，當 8月 11日，隨著新西蘭奧克蘭再度出現有 4人確診的情況下，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隨後宣佈，奧克蘭進入第 3階段封鎖，

公共設施、酒吧、餐廳及商店等全部關閉，食肆只准提供外賣；

除非提供必要服務，否則一律在家工作，聚會亦不能多於 10人，

呼籲民眾留在家中，阻止病毒擴散，又強調超級市場及藥房均照常營業，市民無須搶購物資。

至於全國其他地區，則進入第 2階段封鎖。

美國方面：

7月 23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佈的資料顯示，

全美確診病例累計 4,026,288例，突破 400萬大關，

進一步拋離巴西和印度，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

自 1月 21日，美國報告首宗確診後，病例數目的增長速度就一直加速：

從第 1例至第 100萬例，用了 99天；

從 100萬例至 200萬例，用了 43天；

從 200萬例至 300萬例，用了 28天；

而 300萬增至 400萬，僅用了 15天。

新聞片段：

It comes as California reports its highest number of virus deaths in one day pushing the total death toll on
the state over 8,000.
加州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創單日新高，使該州的總死亡人數突破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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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ustration boiling over at this testing site near San Francisco with people waiting in line for hours.
在三藩市附近的檢驗中心，排隊人士因需輪候數小時而感到沮喪。

This is a crisis, a pandemic, an epidemic or whatever you want to call it this should be a top priority.
這是一場危機，大流行，流行病，不論你怎麼稱呼它，這都會是當務之急。

Across the country the number of cases now surpassing 4 million the total doubling in only six weeks.
現時全國病例已超過 400萬宗，僅僅 6周就新增一倍。

According to an internal FEMAmemo obtained by ABC News overnight.
根據本台昨晚獲得的一份來自，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的內部備忘錄。

Staffing shortages in Alabama are, quote, increasing the strain on the healthcare system and Hot Springs,
Arkansas has seen a nearly 200% increase in infections in the last week.
阿拉巴馬州的工作人員短缺，正加劇了醫療系統的壓力，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上周的感染人數增加

了近 200%。

In Florida, where cases are surging.
佛羅里達州病例激增，

55 hospitals no longer have any ICU beds available.
55所醫院未能再提供深切治療病床。

Miami's mayor is now urging people in multi-generational homes to wear a mask inside their home to
protect their loved ones.
邁阿密市長敦促涉及多代共處的家庭，需於屋內配戴口罩以保護親人。

Data shows it decreases transmission.
數據顯示這樣能減低病毒傳播，

It's not easy to keep a mask on and keep six feet away from everyone in small homes.
在小型房屋內長期戴口罩，並與人保持六呎距離並不容易。

President Trump has now canceled the Jacksonville, Florida portion of 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citing a flare-up in cases.
總統特朗普以疫情爆發為由，取消了原定於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市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I looked at my team and I said the timing for this event is not right.
我告訴了我的團隊，現在不是舉行的正確時機。



20200816 www.ziondaily.com

15

Earlier this week, Jacksonville sheriff raised concern about that event.
本周較早時候，傑克遜維爾警長，表達了對此次大會的憂慮。

With less than 40 days until the expected.
距離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is slated to arrive in Jacksonville.
在傑克遜維爾召開的日期還有不到 40天，

I am compelled to express my significant concerns with the viability of this event.
我不得不對這次活動的風險表達重大的憂慮。

Dr. Deborah Birx from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s now warning leaders of these 11 major
cities,
白宮冠狀病毒特別工作組成員伯克斯醫生，對於這 11個病例激增的主要城市，

seeing a surge in cases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警告其官員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7月 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主持新冠肺炎疫情簡報會，

改口呼籲國民戴口罩防疫，並表示：

「我們促請所有人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時候，必須戴上口罩，

無論你喜不喜歡口罩，它都有其重要性。」

同日，德薩斯州一座女子監獄，有超過 500多名囚犯確診，

成為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體系中，疫情最嚴重的監獄之一。

至今，該監獄已有兩人死於新冠病毒。

資料顯示，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體系中，

共有 122座監獄，約 3.6萬名管理人員、在押犯人約有 15.3萬人。

新聞片段：

There is a surge in the coronavirus cases among the incarcerated people in the Arizo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亞利桑那州懲教部囚犯確診新冠肺炎個案激增，

Cronkite News reporter Katelyn Keenehan explored the reason behind the spread.
本台記者凱特琳‧基恩漢，探究了病毒傳播的背後原因，

There are more than 49,000 coronavirus cases among incarcerated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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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有超過 49,000名囚犯確診新冠肺炎。

And the Arizo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Rehabilitation and Reentry has reported 421 of them.
亞利桑那州懲戒、康複和重返社會部，匯報了其中 421宗。

The ADCRR holds more than 40,000 inmates and the number of reported positive Covid-19 cases is
nowhere near the full picture.
該懲戒部囚禁 4萬多名囚犯，而匯報的數字遠未能反映真實情況。

There’s a lot of fear.
大家都很恐懼。

There’s a lot of anxiety.
大家都很焦慮。

North’s husband is an inmate at Kingman.
諾斯的丈夫是金曼監獄中一名囚犯。

He’s 78 years old, vulnerable to the virus and completely unable to practice social distancing.
他現年 78歲，容易受病毒感染，並且完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They’re passing just that close.
他們是這麼近地走過，

Shoulder to shoulder Breathing on each other.
大家肩並肩，近距離呼吸。

Yuma has been one of the worst complexes in terms of incubating Covid-19.
就新冠病毒潛伏情況而言，尤馬監獄是眾多處所中最惡劣的，

It has well over 4,700 inmates and the ADCRR tested 519 for the virus.
該處有超過 4,700多名囚犯，而懲教部為 519名囚犯進行測試。

Of those, 415 tested negative and 100 tested positive.
當中 415人呈陰性，100人呈陽性，

Almost one in five.
幾乎是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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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hat had tested positive out of every single dorm on the yard.
來自不同宿舍的確診囚犯都聚集在操場，

So, therefore, the whole dorm had been exposed.
令所有人都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下。

I reached out to the Arizo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bout this and received a standard reply saying the
ADCRR continues to separate any inmates, who exhibit flu-like symptom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for
monitoring and appropriate follow-up care.
我就此事與亞利桑那州懲教部聯繫，並收到典型的回覆：當局會繼續安排任何有感冒症狀的囚犯，

與其他囚犯隔離，予以監測和適當的跟進護理。

But that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case behind closed doors.
然而，閉門之後，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When inmates report symptoms they are being turned away with no test.
當有囚犯報告感冒症狀，他們被拒之門外，並沒有被安排做測試。

All medical told them was “You’re dehydrated.
所有醫生都告訴他們：你只是脫水而已，

Drink some water, go back to the dorm.”
喝點水，回去宿舍。

There is nobody in the runs that my husband is near to that has been able to get a test.
在我丈夫鄰近之處，沒有一個感到不適的人，可以被安排做測試。

Not a single one.
連一個也沒有。

The ADCRR also highlighted the other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hey were taking to protect inmates from
the virus, such as suspending inmate visitation, halting inmate transfers to avoid cross-contamination and
providing small bars of soap upon request.
懲教部還強調他們正在採取其他預防措施，以保護囚犯免受感染，例如中止探訪犯人，停止轉移囚

犯，以避免交叉感染，並應要求提供小塊肥皂。

But one critical component was missing from this list.
然而，列舉之內卻缺少了一項關鍵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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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sked the warden why aren’t we getting masks and the warden would tell us to address medical.
我們詢問獄長為何我們沒有口罩，獄長會告訴我們去詢問醫生。

We address medical and medical would tell us to address administration and we could never get a straight
answer.
我們詢問醫生，醫生卻叫我們詢問行政事務，我們永遠無法得到清楚的答案。

Unlike Yuma, Kingman recently started providing three masks a week per inmate.
與尤馬監獄不同，金曼監獄最近開始，為每名囚犯每週提供三個口罩。

After seeing how desperately people desired them.
因為囚犯對口罩的渴求殷切，

They wanted to reduce how much they had become a commodity.
他們想減緩口罩變成商品的情況。

You know, because people with no money were trading them.
因為缺錢的人正在用口罩作買賣。

Masks were also not mandatory for any staff until June 12th.
6月 12日之前，所有員工都沒有被強制戴口罩。

When Director David Shinn released this employee notice saying this method has proven to be very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virus.
後來懲教部長大衛‧辛恩發布員工通知，表示口罩已被證明在預防病毒傳播上非常有效。

Meanwhile, fear continues to escalate for the inmates inside.
與此同時，監獄內的恐懼繼續升溫。

They’re scared.
囚犯都很害怕。

They’re scared that their a-year sins or their two-year sins is going to turn into a life sentence.
害怕他們所犯的一至兩年刑期罪，會成為終生的刑罰。

7月 23日，美國阿拉斯加衞生和社會服務部稱，當地一間海鮮加工廠裡，共有 96名員工確診。

另外，據海外網報道，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前局長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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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國疫情持續惡化，直至今年年底，美國可能會有約 30萬人死於新冠肺炎，

這將是目前死亡人數的兩倍多。

隨著全美各地疫情反彈，美國迄今至少已有 39州，正在執行某種形式的口罩令。

另有 28州，要求民眾在全州範圍內的公共場所遮蓋面部。

7月 24日，全美錄得超過 1,100宗死於新冠肺炎，

為 5月以來最大的單日增幅，至 7月 26日，更連續 4日逾千人病逝，

其中，全美多達 10個州，包括德州和加州，於過去 7天的平均死亡人數創新高。

7月 29日，全美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突破 15萬大關，居世界之首，

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人死於新冠肺炎。

隨著美國疫情持續惡化，當地醫療系統壓力也越來越大。

然而，仍然有很多美國人，不願聽從醫生的衞生建議，拒絕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美國醫生不禁慨嘆，這是一場對抗疾病的戰爭，也是一場對抗人蠢的戰爭。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新冠肺炎早已在校園內傳播，

全美 270所四年制公立大學、精英型研究大學，

以及一級體育聯賽的私立大學，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

與學校有關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已超過 6,300例。

7月 31日，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表示，

喬治亞州有數百名兒童，於 6月參加夏令營時感染新冠肺炎。

由此顯示，未成年人不僅容易感染，也容易成為傳播媒介。

597名參與者中，至少有 260人感染，但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高，

因為，目前僅取得團體中 58%的檢驗結果。

8月 1日，美國疫情再反彈，加州公共衞生部公佈，當地新增 6,542宗確診，

累計共有 500,130人染疫，成為美國首個突破 50萬總確診數的州份。

大幅度超過當日爆發疫情的中國湖北省，

湖北省至今累計 68,000多人確診，但加州的確診人數，卻是中國湖北省的 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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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白宮抗疫小組協調員比爾克斯警告：

美國在對抗新冠疫情方面已失控，進入全新階段，

因為新冠病毒在美國境內，較年初爆發時散播更廣，不再局限於大城市。

8月 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原計劃前往俄亥俄州，為角逐連任總統造勢，

不料，該州州長德萬（Mike DeWine）卻在他抵達前確診，須在家隔離，

這是繼俄克拉何馬州州長斯蒂特（Kevin Stitt）之後，第二位確診的美國州長。

8月 8日，德薩斯州一所監獄，

約 1,750名囚犯中，有超過 1,300人確診，佔比例約 75%，目前已有 3名囚犯死亡。

8月 9日，美國累計超過 500萬例確診，

進一步突破 500萬大關，累計 162,441例死亡。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確診病例從 400萬增至 500萬，僅用了 17天。

路透社報道稱，美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 500萬例，意味平均每 66個美國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已超過 16.2萬例，約佔全球總死亡病例的 22.4%。

《紐約時報》報道，

根據美國兒科學會和兒童醫院協會的最新報告指出，

在 7月最後兩周，美國有至少 9.7萬名兒童確診新冠肺炎，

自當地爆發疫情以來，已有至少 33.8萬名兒童確診，情況極不樂觀。

當我們回顧過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

無庸置疑，完全吻合 6個月前「新冠肺炎座談會──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的前瞻性警告，

疫情必然一直沒完沒了地發展下去，因為，幕後策劃者要藉此帶領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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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預備 Planet X的再來，好讓世人能夠整裝待發、預備充足，

進入《聖經》預言的《啟示錄》大災難！

影片：主日回顧

自上年，2019年 9月開始播放的「圓解香港亂象——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於上星期，已經全部播映完畢。

今星期，將會返回上一個題目，「天國道」信息未播完的部分，

而上一次的「天國道」信息，正播映答問篇的內容。

問題：日華牧師，你曾分享過，在以賽亞書和哈該書中，

將來全世界的君王都會來到錫安教會朝拜，並且將一切的珍寶運來，

為要換取新婦、童女，或最少擁有賓客的身份。

但當這些君王、精英來到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踏進自己的身份中？

答：承接再上一次的分享，我們不需要為了幫助大公司的 CEO，
於是現在去買許多投資書來學習。因為，他們所缺乏的，其實是聖靈。

對於任何一位君王、首領而言，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幫助他們與聖靈之間建立一個關係，

只要他們懂得謙卑，自然就會有恩膏流到他們身上。

當這恩膏在你身上的時候，會幫助你醫治病人、進行恩賜運作，

但當臨到君王、CEO的時候，就會讓他們治理好國家，管理好公司，

原因，當恩膏於我們身上，目的，就是要滿足我們的需要。

因為，恩膏是萬能的，當聖殿結束時，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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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作為先知，很多時，他們的問題，藉著我們的祈禱就能夠解決。

亦因此，不要因為見到富翁及大明星，就變得阿諛奉承，將他們放在高位。

因為，這只會於頃刻間，毀滅自己身上的恩膏，法利賽人，就是一個反面例子。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49 ── 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1）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栽在溪水旁》的分享，以及主日信息的分享裡，也提到關於新婦的質素，

因為，原來新婦的質素，是需要符合成為使徒的質素才可以。但問題，是否至少要能夠成

為被認可的小使徒，我們才可以合乎資格成為新婦呢？

*************************************************************************************
答︰其實這個問題，我們用加減數已經能夠理解，為甚麼呢？

我們由哪個數字，是大於哪個數字，已能知道答案了。

全人類歷史，其實大約有多少位新婦呢？約一千位。

但是，單計這一代、單單只計算我們這一代，會有多少位使徒呢？

至少也超過一千位！其實，甚至是過萬位，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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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已經成名的使徒、退休的使徒，還有些現職使徒，以及正在孕育的使徒，

單是這一代，已經不只一千位，更遑論是全人類歷史。

現在，我是說全人類歷史裡，有多少位新婦呢？只有約一千位。

問題是，全人類歷史裡，有多少位使徒？是以萬為單位。

所以，你能夠想像，如果是這樣的話，新婦一定能夠成為使徒，

否則，為何《賢婦篇》裡，會將五旬職事放進去，

然後，在最後五旬職事結束、總結的這一節，

提到關於牙齒，以牙齒講述五旬職事呢？

提到他們能夠達到這標準，能完成他們諾言的標準。

*************************************************************************************
影片：賢婦篇與使徒式的新婦

今日 2020年 8月 16日播放的主日信息「天國道第二部分」的答問篇，

錄製時間，差不多是兩年前的 2018年 10月 12日。

當時，資料員提問，我們要成為新婦，是否必須先成為使徒呢？

其實，早於兩年前，即 2018年 7月 31日開始分享，

網上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之《賢婦篇‧箴言‧31章 29節》，

即是一節同時出現數字「1923」，談及新婦就是信仰巔峰的經文中，

日華牧師已提到，新婦所擁有的質素，絕對遠超使徒的級數，

因為經文提到：「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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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新婦擁有的才德，是超過一切，

這就代表在神眼中，她擁有的信仰和才能，是凌駕於所有五旬職事。

所以，當一位事奉者，被神印證為新婦，這就代表，他在信仰上，不單是五旬職事的級數，

甚至連使徒的職事和功能，都已經駕輕就熟、勝任有餘，才會被稱為新婦。

並且，日華牧師指出，我們只需要用一個最基本的加減數，

就能理解新婦必定是比使徒更加高級、更加稀有，

在神面前、在天國裡，新婦的身份也必定是更珍貴。

因為，日華牧師於以往的主日信息已提及，

人類 6,000年歷史裡，能達到新婦級數的基督徒，最多只有約 1,000人。

然而，能夠達到使徒級數的人呢？

極可能，在現今這一個世代裡，能夠達到使徒級數的事奉者，已有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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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說明，新婦必定是使徒，但使徒卻未必能夠成為新婦，

初階的使徒，可能只是童女的級數，而新婦和使徒兩者的數目差距，隨時可以相差 100倍。

就如一間大企業，首席執行官 CEO和經理，這兩種職位，

經理可以有 100個，但 CEO卻只有一位。

而且，CEO的職級，必然高於經理，

甚至，其工作和管理範圍，也必然囊括了所有經理的工作範圍。

相反，經理不單職位上低於 CEO，
同時，經理的工作和管理範圍，也遠遠比不上 CEO。

所以，新婦一定是一名使徒，但卻不代表使徒一定是新婦。

因為，新婦是全人類歷史裡，精英中的精英，數量是極其稀少，

而使徒這職位及名稱，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其實是以萬為單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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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音樂大師，是一定懂得音樂，但不是所有懂得音樂的人，都是音樂大師。

全世界裡，真正的音樂大師，可能只有數百人，

但懂得音樂、會樂器、會唱歌、會編曲的專業人士，全世界隨時都能夠找到數百萬人。

又正如，世界各地每年都會有數以千計的電影上映，

但是，能榮獲每年奧斯卡最佳電影殊榮的電影，就只有一齣。

因此，在神面前，新婦絕對比使徒更高級、更稀有、更珍貴，

只有使徒裡精英中的精英，才可能是新婦，所以，新婦一定是使徒。

因為，在所有事奉者中，惟獨新婦是被神稱為「超過一切」。

箴言 31章 29節：

「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你超過一切。」

*************************************************************************************
所以，你能看見，不單新婦要是一位小使徒，並且，要是優質的使徒，

此外，這位新婦必須懂得，將五旬職事的每一個質素，都放於自己生命中成長。

他可以在自己社群中，成為一位很好的使徒，也可以在他的教會中，成為一位好使徒。

然而，必須是優質的使徒、神稱讚的使徒，才可以成為賢婦。

所以，新婦一定是使徒，但使徒卻不一定是新婦。

我們一定要理解這一點。

舉例，中國有特種兵，既然是中國的特種兵，

所以，中國的特種兵一定是中國人。對嗎？

但是，凡中國人，不一定是特種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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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可能是成千上萬其他不同的職位，卻獨獨不是特種兵，

因為，特種兵是少於千分之一。

可是，特種兵卻一定是中國人，因為，恐怕他們是密探或間諜。

當然，即使他們是中國人，也有機會是間諜，更何況是外國人呢？

聘請一個俄羅斯人成為中國的特種兵，那就更可怕了。

當你教導他要愛國的時候，他要愛哪一個國家呢？

究竟是愛他自己的國家，抑或是愛你的中國呢？

所以，與特種兵的概念一樣，

中國的特種兵，是否凡中國人都是中國特種兵呢？

那麼，是否所有使徒都是新婦呢？

或是反問，新婦是否一定是一位使徒呢？當然一定是。

因為，這對於新婦而言，可說是一個基礎的標準，

並且，還需要是一位很厲害的使徒，才可以是新婦。

所以，你們才會在《賢婦篇》，看見關於使徒的教導，

它並不是指其他人，它說這位賢婦，是能夠成為一位好使徒，

甚至，它所用的經文，所說的五旬職事，每一點也可說是很到位。

講述一位好使徒、好先知、好牧師、好傳道人、好教師，

以這種方式，在《賢婦篇》裡分享出來。

你試想想，既然選擇在《賢婦篇》裡說，賢婦又怎可能無法做齊這些質素呢？

怎可能？沒有可能！《賢婦篇》裡早已說得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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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賢婦篇與全人類歷史最偉大的五旬職事

早於 31年前，1989年 6月 17至 19日，

日華牧師及玉珍師母，經已分享了一連九篇的「婚姻講座」信息。

其中，詳盡教導了《箴言》第 31章所記載的《賢婦篇》，

並且，率先分享到，《箴言‧31章 10至 31節》，共 22節經文，

是以希伯來文 22個字母排列，順序寫成的一首字母詩，

又稱為字母離合詩 Alphabet Acrostic。

每一節的第一個字，都是按著希伯來文 22個字母的順序，

Alef � Tav � 22

而希伯來文，是一種從右至左閱讀、並以字母 Alphabet所組成的語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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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箴言‧31章 10節》開始，

按著希伯來文的第 1個字母 Alef開始撰寫，並成為經文的第一粒字母；

而第 11節，則以第 2個字母 Bet來撰寫，成為該節的第一粒字母。

如此類推，一直按著 22個字母排列，寫成《箴言‧31章 10至 31節》，共 22節的經文。

而且，希伯來文每一個字母，也代表著不同意思。例如︰

第 1個字母 � Alef
2 � Bet
3 � Gimel
4 � Da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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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3年前，由 2017年 11月 7日開始，

日華牧師已透過每日靈修分享節目，《回憶栽種恩──梁日華牧師自傳》，

開始分享《箴言》第 31章的內容。

原來，整卷《賢婦篇》正是詳盡預言及描述，

於末後日子，神對真正基督新婦的鑄造，

也正正就是新婦級基督徒，應有的信仰內涵。

及至第 24節，原來，有一個獨特的轉捩點，是《賢婦篇》一直隱藏的重大秘密。

原來，《賢婦篇》是用作提醒及教導新婦級基督徒，

在第 23節，就要成為「個人的五旬職事」，參與教會事奉，

及至第 24節，就是一個轉捩點，一個嶄新屬靈領域的擴展，

就是新婦級數的教會需要由「個人的五旬職事」，

轉變成為全人類歷史「時代的五旬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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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累積過往全人類歷史的知識，以及智慧的總和，

成為整個歷史結束時，最偉大的五旬職事！

因此，透過接著的《賢婦篇‧箴言‧31章 25至 29節》，

這五節經文，按著每一節希伯來文字母的意思，

詳細地讓我們知道，新婦級數的基督徒，如何成為「時代的五旬職事」。

不論是使徒、先知、教師、傳道人或牧師，

聖徒都要妝飾整齊，完備地發展出五旬職事的特性，進入事奉。

其中，《箴言》第 31章的《賢婦篇》，

第 25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眼」，代表先知，即是先見，能夠擁有神的視點，

預見世界將要發生的種種事件；

第 26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口」，代表牧師，即是藉著講說神的話語，去牧養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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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魚鉤」，代表佈道家，即透過傳福音成為得人如得魚的漁夫；

第 28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後腦」，代表教師，即擁有教師職事的恩賜，去明白神的話語；

第 29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頭」，代表使徒，就是擁有使徒職事的智慧和策略，

去帶領教會完成神給予的方向和定命。

原來，真正的永恆新婦，並非國際先知級數那麼簡單，

他們是神藉著全人類歷史塑造而成，一群世上最偉大的五旬職事。

新婦級基督徒，不單能夠完全理解神在人類歷史的一切作為，

亦能明白神的智慧，以及與我們溝通的信息。

至於「2012榮耀盼望」信息，正是神所賜下，用作塑造新婦的工具，

讓我們的智慧和明白不斷增長，且成長至一個階段，

擁有與神一樣的智慧，能夠時空穿梭、與神同創整個歷史。

因此，神持續不斷，以世上種種共同信息，來印證我們的「2012信息」，

目的，就是透過「2012信息」，塑造出全人類歷史最偉大的五旬職事。

以下，是節錄 3年前，2017年 11月 12日，

《回憶栽種恩──梁日華牧師自傳 1455篇》，共同信息 1455的分享。

《栽在溪水旁》片段：

我們所講的「天馬座行動」和不同的舞台，

為了預備世界結束時的錫安教會，這是全人類歷史中的女院。

而事實上，我們擁有這東西，我們才能夠成為教會或教會界的五旬職事，

先知、牧師、佈道家、教師和使徒這些職事，我們會成為甚麼？

我們成為全人類歷史的五旬職事，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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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不明白為何我突然跳到這麼遠，

因為之前我未能理解，為何第 24節用 support（支援）這個字，

但到第 25、26、27、28、29節，這 5節《聖經》，你知不知道是代表五旬職事？

也許，大家都完全沒有想過是這方向。

因為，神所塑造的新婦，不是單單在四面牆裡的教會，

只舉辦復興聚會，這種五旬職事，

是在說全人類歷史總和，所塑造出來的新婦，這種級數的五旬職事。

這才是你真真正正了解神的五旬職事，而非單單在事奉中自以為是的級數。

所以，你再看第 25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眼」，代表先知。

第 26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口」，代表牧師。

第 27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魚鉤」，代表佈道家。

第 28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後腦」，代表教師。

第 29節的第一個字母，解作「頭」，代表使徒。

所以，接續下去其實是五旬職事的教導。

然而，必須先有第 24節，你知道全人類歷史 support（支援）你成為一個五旬職事。

而並且，你成為全人類，不是那個世代，不是那個地區，也不是微小至那間教會，

是成為全人類歷史的五旬職事！

因為，神用全人類歷史成為一所女院，去塑造五旬職事，塑造新婦。

其實這裡接下來，你就明白，這段經文很有趣，

為何第 31章 10節用 Alef，我們知道是一個開始，

但是，如何能到最後，第 31節變成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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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知道，因為進到第 31節前，你要經歷甚麼？

要經歷一個秘密，就是經歷《箴言‧第 31章》的秘密，

為何全本《箴言》最後一章講述《賢婦篇》？

並且，為何要講述賢婦？

因為，這賢婦不單是神的新婦，

並且，這賢婦是要用全人類歷史最後一刻去塑造，為要累積所有精華給她。

並且，這位賢婦亦不會導致神失望，神用全人類歷史成為她的女院。

現在你所聽的主日信息，是完全脫離很多人的想像力以外，

簡直是完全想像範圍以外，但亦是事實，

由我們 2009年開始分享「2012信息」，

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人類歷史快要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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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終於整個人類歷史，所有歷史文物、共同信息，

就是為了塑造這時代的錫安，塑造這時代的新婦。

而並且，現在「曼德拉效應」，更是新婦自己親自印證，

讓你看見，我們講的信息不單是一天也沒有偏差，

而我們講的內容，超乎想像的時空穿梭，

並以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神已賜給我們。你看見嗎？

所以，到第 24節，為何我們一定要有這轉捩點？你現在就明白，

為何 2009年前我已理解這個轉接，亦理解之後是五旬職事，

只是，我不明白為何這節經文是這個意思，為何這節經文是這樣講？

而事實上，新婦真的要從外院進到聖所，在聖所記得嗎？

就是在講這五根柱子，這五根柱子代表五旬職事，

五旬職事藉著裡面三件家具不斷地服侍，能夠成為一個五旬職事，對不？

然而，當時我未能理解這段經文真正的意義，

為何會提到關於人類歷史的支援、支持，

甚至塑造成為這種五旬職事，為甚麼？

因為，原來這裡所講的五旬職事，

並非在四面牆內的五旬職事，也不是國際先知級那麼簡單，

簡直已經不是，是全人類歷史所塑造出來的五旬職事。

那級數根本已經完全理解，神在人類歷史當中所作的事的智慧，所溝通的信息，

最重要是理解新婦真正應該能夠擁有的能力。

而這新婦亦懂得藉著撒種，讓這些能力在她生命中百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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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日華牧師，將要來的，是一個賓客級數的大復興，我們參與在其中的時候，如何幫助這些

賓客，在短時間內與我們的弟兄姊妹同步，在這個復興中，成為最好的賓客呢？

*************************************************************************************
答：其實，我們首先要看一個婚筵，一個婚筵中，其實，怎樣才算是最好的賓客呢？

我們要先知道為何要有這個婚筵，婚筵的主人，為何要舉辦這個婚筵呢？

又為何主耶穌基督的第一個神蹟，是在迦拿的婚筵裡將水變酒，為甚麼呢？

其實，你從這個概念裡，才真正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好，其實它隱藏了一個啟示在其中，

而這個啟示，是很少人會問，亦很少人會留意。

其實，主耶穌基督行第一個神蹟，已告訴我們，是甚麼呢？

為何主耶穌一定要在婚筵行這神蹟呢？而且，為何主耶穌基督是將水變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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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是要告訴我們，當時，祂在幫誰呢？

祂在幫兩批人，一批是幫助賓客，

所以，賓客甚至問主人︰「為何你將好酒留到如今呢？」

這句說話，其實要帶出兩件甚麼事情？帶出，賓客期望的事情。

首先，有甚麼能夠在筵席中幫助賓客？

第二，主人其實想做甚麼呢？

好，然後，究竟誰是極之好的賓客呢？就是主耶穌基督。

因為，祂將水變為酒，其實就是如此。

原來，這裡提到，將要來的婚筵，為何會有賓客呢？

原因，神再給他們一次機會。

但問題，這婚筵裡，其實是神話語和啟示的筵席。

而神話語和啟示的筵席，現在是否正由錫安預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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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錫安所分享的信息，簡直是一個豐富的屬靈筵席。對嗎？

而賓客來到，他們只需要享受這筵席，已經可以了，

然後，因為來到這筵席，他只要穿上禮服就可以了。

「禮服」，我們知道是指行為與福音相稱，

他們要做好自己的私生活、處理好現時的光景。

基於他們能處理好自己的光景，不是將自己的問題帶來錫安，

而是將他們的祝福和支援帶來錫安，對不？

而不是帶來一大堆經濟問題、債務問題及婚姻問題。

*************************************************************************************
影片：好賓客在婚筵中的責任和三種工作（禮服、賀禮、貢獻）

日華牧師分享了主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就是於迦拿婚筵中，將水變酒的神蹟。

從中，拆解了於最後一個婚筵，就是於末後日子，

羔羊婚筵裡，最優秀的賓客，所能做到的程度是甚麼？

事實上，於君王的婚筵比喻中，已經清楚提及到，

羔羊婚筵中，賓客的最低要求，也就是穿禮服。

馬太福音 22章 12至 14節：

「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裡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

於是王對使喚的人說：『捆起他的手腳來，把他丟在外邊的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這段經典的經文，提及作為平信徒、初信信徒，

他們出席羔羊婚筵時，最低要求，就是穿禮服，預表要有穿著公義袍。

否則，就只能成為沒有穿禮服的賓客，

結局，就是被趕出婚筵，留在外頭哀哭切齒，這就等於不能夠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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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明白到，

能夠參與羔羊婚筵、成為賓客，並不是等於來者不拒，

最低限度，神預期每一個賓客，都能夠穿上公義袍，

於行為上，受到信仰的潔淨、改正和更新，做到行為與福音相稱，這已經是最低限度。

亦因此，他們來到教會的時候，並不會像過往的初信般，帶著眾多問題、罪、軟弱等等，

要教會的跟進員、家主，由零開始，不斷輔導和鼓勵。

相反，他們很快就穿上公義袍，這是賓客應有的責任。

然而，於迦拿婚筵中，主耶穌更是親自示範出，一個最優質的賓客，可以去到甚麼程度。

因為，當賓客參加婚筵時，除了要穿上禮服外，他們更會有著不同的貢獻。

大家可以想像，末後的羔羊婚筵，是王的婚筵，是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亦是《聖經》所提及，最後大復興的時候。

所以，必然會有君王、祭司、首領來到，

於王的婚筵中，各國最聲名顯赫的達官貴人，也會前來參加。

然而，當達官貴人來到，他們的賀禮，即貢獻，亦必然比只穿著禮服的賓客更高，

他們會帶來最貴重的禮物和賀禮前來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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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越是世界級的君王和首領，他們所帶來的賀禮就更多。

原因，就如《聖經》提及到，於末後日子，萬民流歸錫安山，

也就是末後大復興的時候，當中，有著聖靈澆灌，眾多大神蹟不絕誕生。

那麼，人們必然會帶著興奮、雀躍的心情來到，

並且，他們已經預備好接受福音、預備好被神的話改變，預備好矯正他們的罪和軟弱，

這是賓客最基本的責任，亦是最易完成的部分。

而當他們前來的時候，對於富足的達官貴人而言，

他們更會帶著賀禮，以一個朝聖的心，來到王的婚筵，

就如主耶穌出世的時候，由東方來的博士一般，

他們帶同了許多貴重的禮物前來，成為貢獻者。

這就是賓客能夠完成的第二部分，就是帶同賀禮前來。

然而，主耶穌就更示範出，一個更優質的賓客，所能做到的第三部分，

就是於迦拿婚筵中，行一個水變酒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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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2章 1至 11節：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

管筵席的便叫新郎來，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於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主耶穌，當然不是主角新郎，亦不是當中服侍客人的童女。

於婚筵中，主耶穌只是一位賓客。正如於羔羊婚筵中，前來坐席的賓客。

然而，主耶穌就示範出，假如，有人希望成為最優質的賓客，

不論是一位平信徒、君王、首領或是達官貴人，

他們所要做的，就是於復興中，懂得水變酒，也就是釋放聖靈的恩膏和能力，

這就是賓客所能做到，最崇高的貢獻。

假如，做得再多的話，其實，賓客就會升格成為了童女。

所以，主耶穌於迦拿婚筵中，行一個水變酒的神蹟，

並不是偶然，而是以此去對比末後日子的羔羊婚筵，

一個，是發生在最先、一個，是發生在最後；

一個，是主耶穌成為賓客，但另一個，則是成為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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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我們可以得知，主耶穌是與母親馬利亞一同坐席，

並且，當時的迦拿婚筵，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

因為，於筵席中，他們的酒已經飲盡了。

當時，主耶穌作為賓客的一員，將水變酒，

並且，是變成最優質的酒，去給予其他賓客，讓他們可以繼續筵席的歡欣。

所以，主耶穌於當時，是成為賓客去服侍另一些賓客。

於婚筵中，成為貢獻者。

這當然比第二級的賓客，只帶同賀禮前來，明顯，是更高一級。

而這個神蹟，亦意味著，於最後一個婚筵，也就是末後大復興中，

人們所需要的，就是如酒一般的聖靈恩膏和神蹟，讓他們感受到婚筵的歡樂。

所以，越多的酒、越好的酒，就越能夠延續婚筵的喜慶。

所以，換言之，主耶穌的示範，

就是如何以賓客的角色，去招呼另一些賓客，去做出最大的貢獻。

對比大復興中，會有很多優質的賓客，去將恩膏和神蹟帶來，

去讓這個大復興，可以擴散開去。

因為，於婚筵中，新郎和新婦，通常只會於主家席。

大家可以想想，於一些超大型、幾百圍酒席的婚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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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新郎、新婦，與他們的家人和最親的朋友，會於一個範圍內慶祝、歡樂。

而外圍的其他賓客，他們往往只能於投射中，見到台前的新人。

然而，他們卻會於自己的一席中，與其他賓客一起暢快飲酒慶祝，為一對新人而高興。

所以，很多時，外圍的賓客，都不是由一對新人去招呼，

而是由一眾賓客，去招呼其他賓客。

也就是將聖靈的恩膏、神蹟，連綿不斷帶來，去讓整個復興，能夠一直擴散出去。

甚至乎，越到後期，聖靈的恩膏就越強烈，

也就是為何迦拿婚筵中，人們也說，「好酒留到如今」，

就是最大的恩膏、神蹟，是於大復興的越後期，才會出現。

而這就是主耶穌於迦拿婚筵的示範，所帶來的教訓。

就是於 Alef的婚筵中，亦是主耶穌第一次行神蹟。

而於末後日子，Tav的時候，全世界的大復興，亦豈不是充滿了神蹟？

而祂亦示範了一個好賓客能夠做到的貢獻。

第一，最低限度就是穿著禮服；

第二，為婚筵預備禮物和賀禮；

第三，為婚筵帶來美酒，去為婚筵的延續，作出貢獻。

因為，正如古代，王的婚筵，不是一天，最少也要慶祝十天。

因此，假如他們要延續婚筵的話，最重要，就是不能缺乏酒。

原因，難道在婚筵中，要喝水嗎？

所以，賓客的貢獻，就是為婚筵帶來美酒，

讓這個婚筵，可以一直延續歡樂的氣氛，延續這份喜慶。

*************************************************************************************
假如他們帶來一大堆問題，希望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卻不打算讓聖靈幫助他們的話，

那麼，代表他們的性格有非常大的瑕疵，連聖靈也憎惡了他們。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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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若果擁有神的恩膏，他們一接觸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生活立時被改變，

當他們開始聽錫安的分享，已經會發現，神的手在他們身上，

他們一旦祈禱，事情就會得到解決。對嗎？

為何《聖經》叫我們作禱告？原因很簡單，神的靈在哪裡呢？

每一個人禱告，舉一個例子，病人的禱告、窮人的禱告、

有錢人的禱告、富戶的禱告，及一位將軍的禱告、一個君王的禱告。

他們禱告的內容，是否不一樣？

他們的需要也不同，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

但是，神能夠幫助他們嗎？神能夠幫助他們，因為聖靈，對嗎？

換言之，當這些人去參與筵席時，他們就能夠於生活中開始有貢獻，

為甚麼呢？因為，他們要帶著賀禮來。

我們知道，新郎會帶著聘禮而來，

這是我們曾於主日信息分享過，關於新郎的聘禮是甚麼。

然而，賓客也會帶著他們的賀禮前來，而主人又會做甚麼呢？

原來，主耶穌基督將水變酒，是要告訴我們，

極之好的賓客，是會幫手令這筵席變得更好，令好酒能夠拿出來，明白嗎？是好酒！

換言之，是筵席的豐富程度，筵席裡的食物，每一種也非常豐富，

這就是錫安的身份。明白嗎？

賓客的身份，原來是享受這筵席，並且穿起他的禮服，

而極之好的賓客，原來也有介入，就如主耶穌基督，這一位極好的賓客，

會介入幫助這筵席，使筵席繼續豐盛、繼續能招呼賓客。

*************************************************************************************
影片：大復興中的超級賓客與新酒

日華牧師分享到，主耶穌在迦拿婚筵中顯示出，

如何在將來的大復興中，成為一位最佳、最超級的賓客，

就是以賓客的身份，為這一場大復興，付出最好、最多的貢獻，就是提供酒。

酒是甚麼呢？就是在最後大復興中，為到神和天國，利用神給予賓客的有限恩膏，

將自己從神所得的神的話和教導，即是水，變為酒，就是恩膏，藉此行出各種神蹟奇事。

或是參與一些崗位，填補因復興而臨時產生的缺乏，為這個復興錦上添花。

為何主耶穌在這一場迦拿婚筵中，以提供酒，成為最佳的賀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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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耶穌將水變為酒，是一個雙重的印證，

講述將來大復興中，一位賓客所能夠做到的最巔峰貢獻。

我們可以試想，一個現實的婚筵中，主角當然就是新郎和新娘，他們就是婚禮的焦點所在。

而童女，就是為到婚禮作出一切安排，

例如︰為新娘打扮、為婚筵作預備、佈置、安排筵席的食物和酒水等。

而賓客，除了來參觀婚禮，一同飲食之外，

就再沒有方法可以參與，或是為婚禮和筵席做些甚麼。

賓客唯一可以做、唯一可以作出的貢獻，就是在婚筵開始後，

甚至筵席差不多終結時，為婚筵提供更上好的酒，

為這場婚筵錦上添花，延續歡樂氣氛。

因為，在筵席中，唯獨酒是可以後加。

其他的佈置、禮儀、程序等，都是童女在之前已經預備好。

此外，司儀、工作人員、食物和飲品等等，也是早已作好預備。

所以，主耶穌的水變酒，其實只是錦上添花，

這就解釋了，為何主耶穌這一個水變酒的神蹟，是指將來的賓客。

原來，將來很多君王來參與大復興的時候，

其實，復興本身的架構、負責人、新婦和童女等所有崗位，都早已有人佔據了。

而屆時，賓客只需帶著賀禮來到婚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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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復興的時候，即是羔羊婚筵開始後才來到的人，就只有賓客，

自然，也不會再有新婦或童女的位置留給他們。

因為，如果他們能夠成為新婦或童女，

神就不會在大復興開始後，才讓他們認識錫安教會，

應該最少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已經讓他們有機會加入錫安教會，

與我們一同由賓客成為童女，甚至由童女成長至成為新婦。

不用等到大復興，當新婦和童女的位份全部奠定，

甚至，錫安教會的一切系統、事奉崗位，

以及神給予我們的方向，全都完成的時候，才讓他們來到錫安。

所以，當這些君王和首領參與這個復興時，

他們只能參與一個已定型，並且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大復興。

屆時，如果他們真的有貢獻，

那麼，他們的貢獻，就是如主耶穌所示範的一樣，將水變為酒，

就是利用神給予賓客的有限恩膏，為神和天國行出各種神蹟奇事，

或是參與一些復興中，臨時因缺乏而產生的崗位，為這個復興錦上添花，

而不是參與在整個程序裡，成為新婦或童女。

換言之，當他們來到的時候，他們會看見甚麼需要呢？

會有甚麼缺乏呢？就如主耶穌，當時是缺乏酒。

所以，很多工作，原來童女和新婦已經擔當了，

但是，隨著大復興來到，大量人湧入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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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即使是復興中，亦會慢慢產生一些新的缺乏，

例如：缺乏人手去照顧新人、缺乏教會低級管理的人才、缺乏人行神蹟去醫治大量初信。

這時，一些優質，並且願意為天國努力付出的超級賓客，

就可以臨時拉夫，參與初階童女的工作。

就如主耶穌將水變為酒，讓我們看見，這是一個臨時的工作，

是祂剛剛參與婚筵，成為賓客的時候，已可以作出的貢獻。

而這些貢獻，是因為復興擴展得太快，令固有系統亦隨之大幅度擴展，

因而需要大量新的人手，去參與和付出。

這亦同樣反映，在將來的大復興中，

其實，這些超級賓客，亦有機會賺取很多永恆獎賞，

甚至，可能會比那些一直在錫安教會長大，

卻一直維持賓客心態的會眾，得到更多獎賞。

就正如主耶穌有關「葡萄園比喻」的預言，

到大復興的時候，有些在最後一刻才參與，但卻願意努力事奉的超級賓客。

很大機會，能夠在神面前，比那些早已來到錫安教會，卻一直停留在初階的會眾，

得到相同獎賞，甚至是更多的獎賞，因為，「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這些超級賓客來到，不單是參加這個復興的慶典，

並且，他們看見慶典中有缺乏的地方，亦會主動作出自己的貢獻。

馬太福音 20章 1至 16節：

「因為天國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進他的葡萄園做工，

和工人講定一天一錢銀子，就打發他們進葡萄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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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巳初出去，看見市上還有閒站的人，

就對他們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所當給的，我必給你們。』他們也進去了。

約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這樣行。約在酉初出去，看見還有人站在那裡，

就問他們說：『你們為甚麼整天在這裡閒站呢？』他們說：『因為沒有人雇我們。』

他說：『你們也進葡萄園去。』到了晚上，園主對管事的說：『叫工人都來，給他們工錢，

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為止。』約在酉初雇的人來了，各人得了一錢銀子。

及至那先雇的來了，他們以為必要多得；誰知也是各得一錢。

他們得了，就埋怨家主說：『我們整天勞苦受熱，那後來的只做了一小時，你竟叫他們和我們一樣嗎？』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說：『朋友，我不虧負你，你與我講定的不是一錢銀子嗎？拿你的走吧！

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願意的。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用嗎？

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這樣，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了。（有古卷加：因為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

所以，即使是最後來到的賓客，都可以在神面前賺取優質獎賞，

只在乎他們是否願意為大復興付上最多。

*************************************************************************************
所以，當你這樣看的時候，就能明白，

為何最後這個筵席擺出來，開始這豐盛的時候，

你能想像，為何神談及被提的時候，會用筵席呢？

那麼，你就明白，為何現時神於錫安中，有如此豐富的教導。

現時眾多豐富教導裡，有拉線、伯利恆之星、地上古文物、天上四馬、

我們所說的 Planet X等，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發生，全部都是全面性豐富的教導。

這是此其一，導致每一班賓客來到的時候，都能夠享受這筵席。

*************************************************************************************
影片：婚筵中的豐富筵席與新酒

當日華牧師再進一步解釋迦拿婚筵的神蹟時，

我們亦更進深理解到，整個羔羊婚筵的程序，與及不同角色的出現。

大家可以想想，對於賓客而言，

就算是最好的賓客，其實，亦只能夠於婚筵開始之後才參與，

並且，帶著最好的酒前來，去延續整個婚筵、招呼其他賓客。

但相對，於整個婚筵開始以先，

其實，新婦和童女，已經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籌備，

對於新婦而言，不但要進入女院，為自己作出預備、妝飾整齊之外，

同時間，亦要預備整個婚筵的大大小小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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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就是預備這個筵席，讓賓客前來坐席。

然而，甚麼是羔羊婚宴的筵席呢？

而我們知道，過去 10年的「2012信息」，就是這個筵席，讓所有人都能夠滿足。

大家可以想想，就算是一餐家常便飯，

很多時，一位太太也要忙足一天，才能夠預備好所有飯菜，

但眾人來到之後，幾十分鐘，或一小時，就已經可以吃完。

同樣地，對比新婦和童女而言，他們是花上大半生，去預備這場筵席。

亦因此，「2012信息」，是神專屬給予錫安，也就是祂的新婦，

去預備這場貫通今古，整段歷史的豐富盛筵，用自己這幾十年的生命見證，

解開一切歷代歷世之謎題，也就是得著「時間之蛋」的秘密。

因此，新婦、童女，必然會是毛衣人的師傅。

原因，作為毛衣人，也就是賓客，

雖然，他們能誕生水變酒的神蹟，

但是，他們是於筵席開始之後才前來，他們並沒有參與整場筵席的預備、沒有預備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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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於筵席中，是得著恩典，剛剛穿好禮服的時候，就可以成為毛衣人、使水變酒，

讓他們可以得著神的恩膏，並且，藉著這份恩膏去事奉，完成最後的復興。

所以，兩班人，是有著極大的分別。

沒有新婦、沒有童女，就沒有這場婚筵，亦沒有當中的主角，也就是新婦。

但對比上，賓客，甚至乎不需要作出任何預備，只要穿上公義袍就可以了。

就正如主耶穌差遣七十個門徒出去行神蹟一樣，

他們能夠行出神蹟，不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背景，而是因為主耶穌將恩膏授予他們。

所以，對於賓客、毛衣人而言，這亦是他們得著恩膏的原因，

亦是為何錫安將會成為毛衣人師傅的原因。

*************************************************************************************
但是，神亦同樣使全世界，無論是數據、古文物、甚至 Pi、Phi等，

都證明錫安的存在，以及證明錫安的信息，是告訴我們一件怎樣的事情呢？

告訴我們，這是全世界將要結束的一個婚筵，全世界都是為了這筵席，

都指向現在我們這筵席，讓他們豐盛地知道，關於自己生命裡的一切事情，

他們生命裡，為他們提供的一切事物，以及他們生命裡所不明白的事情，

為他們預備了一個很豐富、很豐富的筵席。

而這筵席，亦指向神的創造、指向世界是因何而誕生、

亦指向現時，已不需要再看其他甚麼，

當所有事情，也是指向這筵席的話，

這就證明，整個世界的創造，已到達它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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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結束，在世界開始創造，以及世界一直維持的過程中，

其實都隱藏著錫安，以及錫安分享的這套「2012信息」。

*************************************************************************************
影片：生命豐盛的筵席與歷史

日華牧師分享到，將來大復興出現時，

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都會來到錫安教會朝聖，

並一同參與主耶穌於四福音所預言，末後被提前的天國筵席。

其實，這個筵席是甚麼呢？

是否指到我們，會設宴招待這一群君王和元首，

使他們在肉身上，享受一場豐富美味的筵席呢？當然不是！

這個筵席，其實是指一場屬靈大餐，

就是「2012榮耀盼望」信息，即是神諭級 Oracle的信息。

然而，這是一套怎樣的信息呢？

其實，「2012信息」，是神由創世至今，一直製造的一套信息，

讓我們的生命，成為神所製造的一個豐筵，

讓我們在當中享受和成長，成長至擁有神全面形象的一頓大餐。

就正如我們的肉身，每天都需要進食，

為的，是讓我們維持生命，並在肉身上成長。

但是，末後日子，神為君王和元首所預備的一場羔羊婚筵，

是要給予他們最後一個機會，讓他們藉著「2012信息」，

並參與錫安教會的事奉，至少成長至被提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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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成為接近童女級數的「超級賓客」，

能夠在筵席中，藉著將水變為酒，服侍別人的賓客。

為甚麼「2012信息」是《聖經》所預言的最後筵席呢？

為甚麼神要以一場婚禮的筵席，去形容最後的大復興，

而不是用節日、節期、慶典或頒獎禮等詞語形容呢？

大家會否覺得奇怪，為何神竟然刻意用一場婚禮的筵席，

來形容世界最後的結束，甚至是信仰的最後終點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全世界，不論東西方文化裡，

婚筵都是所有人一同來到，見證一對新人的愛情，

已經昇華至視對方為終身伴侶的時間。

這對新人的愛情，美好至一個程度，彼此互相深深吸引，

雙方都認為無法與對方分開，希望可以一生一世永遠在一起，

就如中國人所講的「白頭偕老，永結同心」，或外國人所講的「Happy Ever After」。

所以，當神用新婦去形容祂所愛的錫安教會，

而錫安教會所分享的「2012信息」，亦被認可為婚禮的筵席，

這就代表，新婦一生對神的愛，得到大團圓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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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世上任何一場婚禮，都是新人向親友分享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

讓所有人一同見證他們彼此相愛。

同一道理，我們就明白，「2012信息」這場屬靈的婚筵，

是神和新婦，向世人表達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

已經到了單單認定對方是唯一的另一半，願意永恆在一起、永不分離的階段。

所以，將來大復興的時候，

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都要來到錫安教會，參加這場世上最偉大和最後的屬靈筵席，

其實，他們是來到成為賓客，一同為新郎主耶穌和新娘錫安教會慶賀，

見證我們和神之間的愛情故事，達至可以在永恆裡，與神成為對方的另一半，永不分離，

將錫安教會對神的忠貞和信心，成為世人的最高典範，活劃在世人的面前。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甚麼神會用婚筵來形容這套「2012信息」和最後的大復興，

因為這是神與人之間，最美麗的愛情故事。

而且，這亦會令全世界有歷史以來的人都羞愧，

因為他們明明有機會如錫安教會一樣成為新婦，

但卻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這個福份。

當婚筵開始，一切都太遲了，他們最多只能成為賓客，

但至少，他們知道自己為何失卻新婦的位份，

因為已經有人向世人示範出如何成為新婦。

既然，這一套信息，是說出神創世以來，用生命所製造的筵席，

所以，以往並沒有任何教會，能夠分享出這一套「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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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往的世代，人類根本沒有足夠的知識和智慧，了解神創造的奧秘。

原來，由 164億年前，神創世的開始，

神已藉天上眾星，以至萬物定理的設立，

包括地球的大小、拉線的距離、人類歷史上的一切大小事件，

甚至，古文物、大城市規劃，以及文化密碼等，

組成大量共同信息，隱藏神從創世以來最重要和最偉大的一個計劃。

因為，神創造世界和生命的時候，已同步開始製造這一場末世筵席，

而「2012信息」，就是將神自創世以來，已開始製造的這一個筵席，

藉著神與錫安教會之間的愛情故事和愛的歷程，全部揭示出來。

所以，當大復興的時候，這些來到錫安朝聖的人，所希望吃到的大餐，

就是期待我們，能夠將整個人類歷史、人類被造，以及神的救贖計劃，

全部分享出來，讓他們知道，

原來，生命是如此豐盛！並且可以有這樣豐盛的選擇！

他們活在這個世界，擁有各自的生命，卻從不知道，

原來神所創造的生命，比世人所想像的，還要豐盛一百倍以上。

即使，他們之中，有人是君王或元首，所擁有的，已經比一般人多一百倍、一萬倍，

但是，他們自身所擁有的一切，卻根本無法與這一場屬靈筵席相提並論。

因為，這一套「2012信息」，正是要解明神創世的一切奧秘，

讓全人類都知道生命的所有秘密，知道人類生存的真正目的。

那時，他們才會驚覺，即使他們已經是世界首富、英女王，甚或美國總統，

但是，在神面前、在這一場屬靈盛宴面前，其實，他們是一無所有。

所以，他們才會願意變賣一切，前來就神的光。

試想想，到世界將要結束的時候，當神看著的不是新婦、不是童女，

而是看著你只能成為羔羊婚筵的賓客時，你的感受會怎樣呢？

屆時，你必定會覺得，自己枉費了一生，在永恆裡，沒有神成為你的另一半，

就如時下中國大陸年青人流行的形容詞所講，

你只能成為一隻永恆的「單身狗」，永恆「吃單身狗糧」，

眼白白看著成為了新婦的錫安教會，與神永恆同坐在寶座上，

才發現自己浪費了一生，為自己而活，失卻了成為新婦的機會，真的情何以堪呢？

因為，這一套「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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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人發現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使每一個人都尋找到人生真正的價值，

這並不是在乎我們肉身上能得著多寡，

而是我們能否尋找到神的時代計劃，並參與其中，完成屬於自己的部分。

原來，神創造我們每一個，

並不是讓我們在世自生自滅、隨己意和喜好而行，

亦不是創造了世界之後，神就離開置之不理。

世上每一個部分，都有神的預備，

每一件大小事情，都充滿著神的智慧、啟示、愛和救贖。

當每一點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我們所見的整個人類歷史。

但唯有日華牧師所分享的「2012信息」，

才能夠將神這一個本來沒有人能理解的奧秘，全部解明出來。

當我們分享出去，就變成了一套非常豐富的信息、一個講述生命的盛大筵席。

原來，錫安就是這個筵席的負責人，負責為全世界，作出這筵席的貢獻，

所以，我們十分肯定，這就是《聖經》所指，被提前的婚筵。

但是，大部分基督徒從未想過，究竟，婚宴中豐盛的筵席，是代表甚麼呢？

我們都知道，這是代表神的話語，因為，神的話語，正是我們的筵席。

一篇好的信息，就是一場筵席，而錫安所分享的信息，更是與別不同！

因為，有人類歷史以來，神為了生命，刻意放下的安排、設計、謎題、智慧和心思，

甚至，眾多信息，以及祂全能的工作，一直也被神刻意隱藏。

但我們卻能夠藉著「2012信息」，統統剖析出來，

我們不是將它們分為不同的獨立知識，而是展現出生命原有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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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擁有生命，是應當自豪，尤其是身處於這個時代，就更應該自豪。

然而，假如我們還要加上身處錫安，能聽見這些信息、知道這些奧秘，

我們就更應感到無比自豪和榮幸！

但是，這場生命的筵席，並不是我們憑空捏造出來，

是神的精心創造，而我們，只是將神的作為分享出來！

所以，我們每一位有機會聆聽「2012信息」的人，

在這場筵席中，都會有三個身份的選擇，就是賓客、童女和新婦。

如果你用信主後的一生，去完成神的旨意和計劃、完成這一個筵席，即「2012信息」，

你就有機會成為童女，甚至成為新婦。

當你有機會幫助日華牧師一同完成這套信息，你就有資格成為新婦；

當你願意用不同的渠道，把這套信息傳揚，你就有機會成為童女。

但假如你只是一位來錦上添花的聽眾，那麼，你極其量只能成為賓客。

所以，如果各位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當你們有幸由十年前的 2009年 12月 13日開始，

就已經一同在主日現場親身聆聽「2012信息」，直至現時的網上直播，

都會發現，整篇信息是如何一步步，

向著現今「天馬座行動」信息的方向發展，印證錫安教會就是神的新婦。

並且，我們亦會發現，過往我們尋找到的所有資訊、奧秘、啟示及共同信息，

其實，都是神親自帶領我們分享「2012信息」，走向這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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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2012信息」剛開始的時候，其實，就算連日華牧師，

都認為這只是一套向世人揭示，世界將會進到《啟示錄》大災難的信息，

卻不知道十年後，竟然會發展成為今天的共同信息。

但大家有沒有留意，「2012信息」的方向，其實，正正是描述神對人類的愛。

相對地，當這套信息不斷印證錫安教會，就是這位與神相愛的新婦時，

其實，這套信息亦是神帶領我們，不斷講述新婦與主耶穌之間的愛情故事，

最終，這套「2012信息」，亦成了羔羊婚禮的筵席，

是神與錫安一同訴說我們之間的愛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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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每一個都宣告三次，「我會讓我的信心與這些信息，一同被建立！」

Amen！Amen！Amen！感謝主！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都一同鼓掌歡呼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