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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8月 30分享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51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3）
問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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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日華牧師，隨著對「2012信息」的明白程度不斷加深，我們才能夠有別於其他教會的誤解，

真正明白末後大復興的實際狀況。原來，真正的末後大復興，並非一定要舉辦大型聚會，

抑或擴展成過百萬人的教會。原因，透過近二十多年來，網絡高速的發展，原來，世人也

可以一同參與這個最後大復興，其方法，就是透過現今的網絡世界。事實上，共同信息亦

正是一日不偏差地印證，這方向將會出現。那麼，對於錫安的弟兄姊妹而言，我們該如何

裝備自己，以預備進入這個復興呢？又或者，教會的電腦部和其他部門，在這方面會否提

供更多培訓呢？

影片：時事追擊︰2020年 8月全球反常天氣及洪水

早在 11年前，這個世界尚未發生極大災難前，

2009年 12月 7至 12日，日華牧師已經於「2012信息籌備營」中，

前瞻性警告，踏入 2010年後，地球將會因為第十行星 Planet X的逼近，

出現難以想像的全球性災難，其幅度將會是「十年一遇」、「百年一遇」，

甚至是「史上從未出現」，破紀錄的暴雨、洪水、颱風、兩極化極端天氣、

瘟疫及死亡等，而且，是越來越嚴重、不斷加劇、沒完沒了。

而過往 11年間，我們有目共睹，日華牧師的分析和預告，驚人地準確應驗！

其中，踏入 2020年 8月，全球除了面對新冠肺炎肆虐之外，

全球反常天氣、暴風及洪水，亦進一步明證日華牧師的驚人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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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面︰

7月 30日，長江中下游幹流監利至大通江段已連續 23天超警，蓮花塘、城陵磯仍超過保證水位，

淮河中游幹流王家壩至盱眙河段，持續超警 13天，有山泥傾瀉和崩岸等風險。

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經會商後，決定連續 18天，維持長江、淮河防汛二級響應。

位於長江上游的重慶市，出現 80年來最大洪水，

今年先後發生洪澇、滑坡等 61宗自然災害，

造成綦江、開州、榮昌、巫溪等 38個區縣，322萬人受災，

自 6月進入主汛期，當地更出現 10次區域性暴雨。

8月 4日，中國應急管理部通報，

上月全國洪澇災害，共造成 3,800多萬人受災、56人死亡。

沒錯！出現「終極之名」的共同信息 56。

意想不到，單單 7月份，全中國洪澇災害的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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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連一點也不偏差，正正是 56人，驚人嗎？

而經濟損失，高達 1097.4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1,235億港元。

應急管理部指，全國上月共出現 6次大範圍強降雨，

平均降雨量 157.5毫米，較常年同期偏多 8.8%，主要集中於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

而長江流域，較常年同期偏多 57.2%，為 1961年以來歷史同期最多。

沒錯！1961年，正是日華牧師出生年份的共同信息。

全中國共 26個省、區、市發生洪澇災害，

安徽面臨長江、淮河、巢湖三線防汛壓力，長江中下游幹流持續高水位，

造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區遭受大面積洪澇災害。

據統計，全國洪澇災害造成 299.6萬人次緊急轉移安置、

2.7萬間房屋倒塌，24萬間不同程度損壞，農作物受災面積 3,868.7千公頃。

汛情以來，安徽是受災最嚴重地區之一，

截至 8月 2日，該省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 1,800萬畝，大量農田至今仍然水浸，

全省農業損失約 175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197.5億港元。

隨後，8月 7日，黃河 2020年第 3號洪水形成，

山東東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

局部地區有大暴雨，黃河中游幹流潼關水文站，出現每秒 5,060立方米的洪峰流量。

8月 6日，陝西西安閻良區狂風暴雨，

積水深超過成人腰部，洪水將汽車淹沒，部分地段開車如開船。

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山洪瞬間而下，泥石流洶湧襲來，村民房屋倒塌，汽車被沖走。

8月 24日，甘肅省再遇廣泛地區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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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南市因暴雨引發泥石流，洪水沖走私家車並摧毀房屋，多處河道堵塞形成堰塞湖。

有報道稱，個別地區的泥石流災情，甚至較汶川地震時更嚴重，堪稱「百年一遇」。

8月以來，甘肅已有 120多萬人受災。

隴南近期降雨之多、強度之大、範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均突破該市歷來紀錄，

爆發山洪瞬間沖毀一處民居，洪水突然湧上街頭，

有私家車險被沖走，造成超過 40萬人受災，逾 7.2萬人需緊急安置，

直接經濟損失近 82億元人民幣，折合約 93億港元，

甘肅省水利廳已啟動水旱災害防禦 2級應急響應。

除此之外，7月 28日夏天時分，北京突然「下雪」了，前後持續了 6分鐘！

不少人紛紛拍下這神奇的一幕。

片段在網絡瘋傳，片中白色的「雪花」紛紛揚揚。

家住東城區的李先生表示︰

「我一開始以為只是下雨了，可仔細一看，居然是雪！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把手伸出窗外一接，雪花碰到手立即化了。」

根據北京市氣象局監測數據，當時下午有降雨，局部地區出現極端強對流，

因而形成軟雹的「霰」，一般被人稱為「小冰雹」。

不單如此，7月 30日夏天時分，

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清水河鎮，也罕見地出現降雪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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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正值夏天的時候，青海清水河鎮竟然落下飄雪，天氣出現極大反常。

當日上午 8時開始，玉樹州大部分地區下大雨，

清水河鎮夜間雨勢轉強，導致氣溫持續降低，出現雨夾雪天氣現象，

至周五上午 8時轉為降雪，過程中累計降水量 20.3毫米，積雪深度達 1厘米。

8月 9日，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希拉穆仁鎮呼和點素嘎查，

罕見地遭受龍捲風吹襲，天鵝湖旅遊接待點受災較為嚴重，

景點遊客、服務員及工作人員，至少 33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逾 100頂蒙古包傾倒或受損。

8月 9日，北京出現強對流天氣，

大部分地區出現 7、8級陣風，局部地區更出現降雹，

暴雨導致多區水浸，北京市啟動一級響應，

其中，朝陽區朝外街道，在晚上 9至 10時，錄得全市之最的每小時 54.8毫米降雨。

8月 12日，北京一連兩日，迎來今年入汛以來最大暴雨，發出暴雨橙色預警，

北京清河流域羊坊閘出現洪峰，流量達每秒 500立方米，

河道周邊低窪地區有較大的洪水風險，呼籲市民不要外出。

目前，市氣象局指，北京的強降雨雲、雷雨雲已明顯減弱移出，

於 13日凌晨 1時 50分解除大風，北京共派出逾 4萬警力，應對強降雨天氣和突發情況。

北京市防汛指揮部建議，各企業單位實施彈性上班及員工在家辦公，

八達嶺長城、圓明園遺址公園等，191個景區關閉，5,490間鄉村民宿關閉。

8月 11日，四川暴雨成災，

成都、德陽、綿陽、廣元、眉山局部降特大暴雨，暴雨超過 10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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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內 14條江河 20站水位漲幅超 5米，最大漲幅為蘆山河蘆山站 7.98米，

初步統計，受災人數 10.7萬，超過 4萬人被轉移安置，

因山洪爆發，多處道路、電力中斷，雅安市 6人死亡、5人失蹤。

新聞片段：

8月 12號，四川省氣象台再次發佈暴雨橙色預警。

據初步統計，強降雨導致成都、德陽、綿陽、廣元、

雅安、眉山等地 10.7萬人受災，轉移安置民眾 4萬餘人，

雅安市 11人因災死亡失蹤。

受強降雨影響，8月 12號 10時，

岷江支流思蒙河修文站超保證水位線 0.3米，

眉山市東坡區修文鎮多個村、社區受災嚴重，部分村民被困家中。

在修文鎮東光社區，街道上的積水達到了膝蓋，

地勢低窪區域的車輛被淹得只剩車頂。

8月 14日，四川廣元市一條村落爆發山泥傾瀉，

至少兩間房屋被沖毀，釀成 1人死亡、2人失蹤。

同日，內地多地水患持續，

其中，山東沂南一個養牛場，因突降暴雨而嚴重積水，超過 100隻牛浸死，

部分更被兇猛洪水沖走，導致下游街道屍橫遍野，場面觸目驚心。

內地持續暴雨，長江水位暴漲，2020年第 4號洪水在上游形成，

三峽水庫入庫流量每秒 5萬立方米，

洪水過境重慶主城區，淹沒重慶朝天門碼頭，

菜園壩水果批發市場和竹木批發市場則部分被淹沒。

長江、黃河，同時出現第 4號洪水，三峽大壩壓力爆增。

8月 16日，陝西省漢中市略陽縣，因境內嘉陵江和八渡河水位過高，

嘉陵江略陽站每秒有 6,200立方米的洪峰過境，

河水倒灌入街道，造成主城區部分街道被淹，逾 1萬人撤離，全縣則共撤離 2.8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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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四川雅安市遭遇強降雨，出現百年一遇洪水，

整個青衣江流域將全面超過保證水位，

大渡河下游、岷江下游也將出現全面超警超保洪水，防汛形勢十分嚴峻。

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一級防汛應急響應，是四川歷史上首次。

受強降雨影響，長江第 5號洪水形成，三峽水庫迎來自建庫以來最大洪水。

沒錯！當前長江三峽水庫，正迎來自建庫以來最大洪水。

三峽水庫上游多處來水猛烈，入庫洪峰高達每秒 7.4萬立方米，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當前整個中國究竟同時降下多大的暴雨，

其中沱江、涪江出現超出保證水位洪水，岷江將有超出歷史水位洪水。

另一方面，應急管理部指，西南、江漢等地部分地區仍有暴雨，

防汛形勢嚴峻，將防汛Ⅲ級應急響應提升至Ⅲ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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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部級工作組趕赴重慶、四川指導及協助防汛救災。

三峽水庫自建成以來，首次開啟 11孔洩洪，下泄流量達每秒 4.92萬立方。

在長江上遊重慶段的寸灘水文站，江水水位達到 191.62米，

超越保證水位 8.12米，更超越 1981年的歷史峰值 191.41米。

長江、嘉陵江多路洪岸沖襲重慶市，洪崖洞、朝天門、磁器口等多處景點被淹浸，

重慶市已啟動防汛應急響應至一級，為當地史上首次。

中國四川省高 71米的著名巨型佛像樂山大佛，腳趾首次被洪水淹沒，

四川省近日遭到了 70年來最嚴重的洪水襲擊，超過 10萬人轉移到安全地帶。

新聞片段：

三峽大壩的入水量，長江 5號洪水在 19號進入了三峽大壩，

入庫的水量相當於每秒有 50個標準游泳池那麼多，

那麼刷新了全大陸今年汛期以來最大的流量，

尤其這一波，跟 4號洪水之間的間隔，

短短不到 3天的時間，讓上游的四川面臨了百年一遇的洪水，

就連長江支流的陝西也受災嚴重。

滾滾長江水，萬馬奔騰般傾瀉而出，11個閘孔首度全部打開全力洩洪，

才能釋放長江今年第 5號洪水帶來的超大水量。

現在的入庫流量大約在 7萬立方米每秒左右，

預計為 75,000立方米每秒，

那麼，這也將是三峽在建庫以來入庫的最高流量。

每秒 7萬立方公尺的水量是個甚麼概念？

這相當於每一秒有 50個標準泳池的水量注入大壩。

8月 20號更是入庫流量最高峰，刷新今年紀錄。

之後 5天入庫量也都預計超過每秒 5萬立方公尺，就怕大壩負荷超載。

中國大陸水利部連發 9道調度令，調度上游水庫群分攤蓄洪壓力。

17號形成的 5號洪水，寫下 1981年來最大規模，

水庫的水位快速飆漲，最高達到 166公尺！

但早在洪水進到大壩之前，

長江上游四川從 13號開始連續降雨、鬧洪災，鬧到連神佛都自身難保。

四川知名景點樂山大佛，世界最高最大的石佛像，

開鑿於唐代，特別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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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江一河交會的懸崖上，自古以來就以鎮壓洪災聞名，但這回卻意外失靈。

大佛的佛腳原本是給遊客駐足的觀景平台，但這回大水淹沒整個平台，

讓佛腳邊緣都泡在水裡，是中共建政 71年來首見。

樂山市截至 19號，疏散災民 12.8萬人。

「有人沒有？有人沒有？」

搜救隊划著小艇，沿線巡邏，就怕有災民被遺忘，

這是四川首度啟動一級防汛響應，迎戰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雅安市首當其衝是重災區，災民得搭乘挖土機撤離家園，

因為過往家園幾乎都泡在污濁的黃水中。

洪水有多猛？得派出貨物列車總載重 8,100噸，

開上四川寶成鐵路涪江大橋，用「重車壓橋」才能抵抗大洪水，避免橋樑被強勁水流沖垮；

除了橋樑、鐵路，還有連結四川到西藏的都汶高速公路，

不只被水淹，還因土石流雙向道路中斷，無法通行。

從 8月 10號到 8月 13號，最大累積雨量就來到 500多毫米，形成第 4號洪水。

前一波淹水還沒退光，8月 14號新一波降雨又來，

最大雨量飆到 800多毫米，兩波洪水時間距離不到 3天，

因此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應，甚至影響擴及偏北方的陝西地區。

當地便橋，瞬間被沖得支離破碎，橋樑被洪水砍半，

居民站在封鎖線外，雙手插腰，只能無奈。

8月 2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繼續在安徽考察，強調防汛救災任務仍然艱鉅，

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做好防汛救災及災後重建，

聚焦河流湖泊、生態環境及城市防洪安全，

同時要堅決負起糧食安全責任，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

亞洲方面：

8月 2日，南韓中部忠州市、堤川市受暴雨侵襲，

忠清南道北部徹夜暴雨，錄得 60毫米雨量，

暴雨引致水浸及山泥傾瀉，淹沒及壓毀逾 80間房屋、

120人需撤離，南韓中部及東部 3條火車線暫停服務。

連日暴雨成災，南韓總理丁世均表示，會檢討將北部地區列為特別災區，由中央政府提供額外支援。

環境部漢江洪水控制站，對首爾漢江大橋流域發佈洪水預警，

是該流域自 2011年 7月 28日以來首次。

統一部發言人吕尚基，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京畿道漣川郡臨津江最北端的必勝橋水位，

兩度超過 5米以上，希望北韓能共享防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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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漢江大橋附近水位，經已高達 8.38米，

距離洪水預警「注意」級別水位，只差約 10厘米，

鑑於市內多個區有機會遭受洪水，沿江兩個水壩經已開閘放水。

而漢江水位的歷史最高紀錄，則發生於 1925年 7月 18日，曾一度達至 11.76米。

南韓暴雨至今造成 30人死亡、12人失蹤、5,900人無家可歸，是該國近 9年來最嚴重的水災。

政府擴大對 81個區和市發出山泥傾瀉警告，呼籲人們提防洪水暴發。

流經首爾的漢江，由於上游多個水庫排洪，水位已達危險水平。

氣象部門指，未來 3天將有大雨，預測大部分地區的降雨量，將達到 100至 300毫米，

部分地區最高更達 500毫米以上。

新聞片段：

Our top story this year is continuing to see torrential downpours and the damage is mounting especially
here in Seoul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今年的頭條新聞：連日暴雨成災，首爾及其周邊地區受災特別嚴重，

This year’s monsoon has lasted longer than any other monsoon season on record.
今年創下最長梅雨季的新紀錄。

Eum Ji-young starts us off
Eum Ji-young報道

Heavy rainfall is continuing to fall over South Korea, especially in the capital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南韓連日受暴雨侵襲，首都和周邊地區災情特別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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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Disaster , as of 6 a.m. on Tuesday, at least 31 people have died since the start of
August.
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公布，截至週二上午 6時，自 8月初以來，大雨造成至少 31人死亡。

11 are still unaccounted for and eight are injured.
11人失蹤、8人受傷。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four deaths and two people still missing after a private rubber boat and a patrol
boat capsized on Thursday, as they attempted to rescue crew on a police boat at a dam in Gangwon-do
Province.
這不包括週四一艘橡皮艇和巡邏艇沉沒事故，所造成的 4人死亡和 2人失踪，事故船隻當時在江原

道水壩，試圖救助警用船的成員。

More than 7,500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torrential rain.
暴雨釀成 7,500多人受災，

mostly suffering property damage and more than 3,000 of them are unable to stay in their homes.
造成財產損失，3,000多人無家可歸，

Also more than 8,800 have been temporarily evacuated, although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now returned
home.
逾 8,800人被迫撤離，當中一些人已重返家園。

More than 20,000 facilities have been damaged mainly due to flooding and landslides.
因洪水和山泥傾瀉受損的設施已超過 2萬處，

And about 50% have had emergency repairs.
約一半的設施需進行緊急維修。

With the damage mounting up, the National Weather Agency says Seoul, Gyeonggi-do Province and parts
of Gangwon-do Province are forecast to get more rain until August 16th.
暴雨造成的破壞日益嚴重，國家氣象廳表示，預計首爾、京畿道和江原道的部分地區，直到 8月 16
日之前仍有強降雨。

South Korea is seeing a record-long monsoon front this year.
南韓今年遭破紀錄梅雨鋒面襲擊，

The monsoon front first reached the capital region around June 24th and the rain has lasted for 49 days as
of Tuesday and it is expected to break the 50-day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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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鋒面於 6月 24日進入首都地區，截至週二，梅雨持續了 49天，即將破 50天大關。

This has broken the longest record of 49 days set in 2013.
打破了 2013年連下 49天梅雨的紀錄，

The monsoon season is also projected to end at a later date this year than ever before recorded as heavy rain
is forecast until August 16th.
今年的梅雨季將創下最晚結束雨季紀錄，預計到 8月 16日仍有強降雨。

That is later than the 1987 monsoon season which lasted until August 10th.
這比 1987年的梅雨季還要長，當年梅雨下到 8月 10日結束，

South Korea is expected to get up to 150mm of rain on Tuesday in parts of Seoul, Gyeonggi-do,
Gangwon-do and Chungcheong-do provinces.
預計首爾、京畿道、江原道和忠清道的部分地區，將在週二出現高達 150毫米的降雨量。

8月 10日，南韓連續 10日暴雨，至今已造成 31死、8傷，

另有 11人失蹤、超過 7,000人受災，

多達 1.4萬處公共及私人設施損毀，2.5萬公頃農田受破壞。

同樣！與南韓接壤的北韓，全境連日暴雨成災，面臨重大的治水挑戰，

北韓江原道平康郡，於 8月 1至 6日的降雨量達 854毫米，

單單 6天之內，幾乎降下北韓全年平均 960毫米的降雨量，

同期開城地區降雨量，達 8月平均值的 154%。

北韓領袖金正恩獲悉當地災情，立即擱置一切工作，

親臨災區黃海北道銀波郡大青里視察災情，對失去住屋和財產的人民表示非常痛心。

北韓官媒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及當地幹部，出席糧食運輸車隊抵達該區的送達儀式。

8月 7日，印度孟買遭遇近 50年來最嚴重的暴雨，風速達每小時 100多公里，

狂風吹起汽車、將樹木連根拔起，甚至有廣告牌被吹至砸碎港口起重機，整個地區陷入停頓狀態。

滯留火車站的乘客需由小艇救出，許多航班被取消。

目前，孟買很多學校已變成臨時收容所，安置多名無法回家的民眾。

同日，印度南部喀拉拉特邦伊都基縣，因連日暴雨，發生山泥傾瀉、掩埋數十名工人。

事後，救援人員已即時趕到現場，但礙於暴雨連連，

搜救行動受阻，經多日搜索後，起回 43具屍體，

但目前仍有多人失蹤，恐怕死亡數字仍會繼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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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印度西部港口城市蘇拉特市，同樣遭洪水侵襲，

當地居民缺水斷電，城中多個地區被洪水淹沒。

8月 9日，巴基斯坦連日暴雨，多地出現洪災，

軍方出動多輛軍車及多艘船隻，前往信德省及俾路支省，

設立臨時醫療營，為災民提供食物。

其中，以西北開柏普赫圖赫瓦省的災情最為嚴重，共 19人死亡。

而南部信德省災情同樣嚴峻，12名居民死亡、過百間房屋被毀，一條主渠出現缺口。

至今，巴基斯坦的暴雨災害，已釀成至少 58人死亡。

沒錯！58正是日華牧師現時歲數的共同信息！

8月 11日，日本受到反常高氣壓籠罩，

東京市經歷酷熱天氣，多地氣溫在正午前已達攝氏 35度。

群馬縣伊勢崎市氣溫更高達攝氏 40.5度，是今年首度熱破 40度的地區，

關東多個地區的氣溫也接近 40度，氣象廳一度發出「中暑警戒」。

8月 16日，日本持續受熱浪侵襲，東部及西部多地天氣酷熱，

靜岡縣濱松市中午時分錄得 40.9度高溫，是全日本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政府警告︰酷熱天氣令懷疑中暑的人數增多，呼籲民眾做足避暑措施，多飲水和休息。

8月 17日，靜岡縣濱松市的氣溫，於中午更進一步打破 41.1度。

截至 8月 24日，單單東京一個省市，今個月已有 170人因中暑而死亡。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單單 8月，東京因中暑死亡的人數竟已多達 170人，

是自 2007年有相關統計以來，8月東京中暑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

中暑死者中，九成是 60歲以上老人，

有 161人在房間內身亡，超過八成，即 142人沒有使用空調。

醫院指，8月死亡人數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之前經歷了漫長雨季，

7月的氣溫低於正常水準，許多人無法適應突如其來的反常高溫。

8月 26日，阿富汗東北多地連夜暴雨，

首都喀布爾北部城鎮恰里卡爾（Charikar）洪水氾濫、市內建築物倒塌，

事後，搜救人員已即時趕到現場，但據報有部分災民仍受困瓦礫中。

至今，這場暴雨釀成至少 66死 90傷，另有 500棟民居被毀。

總統艾哈邁德扎伊（Ashraf Ghani Ahmadzai）下令，向災區運送緊急救援物資。

新聞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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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s in Parwan province rescue their loved ones any way they can.
在帕爾萬省的阿富汗人，用盡一切方法拯救親人，

Rain and flash floods soak the impoverished rural northern region.
暴雨和迅洪淹沒了貧困的北部農村地區。

The dozens killed are mostly women and children.
數十名遇難者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Others remain missing.
另有多人失蹤。

— fear trapped under the rubble of their destroyed homes.
恐怕是困在被毀房屋的瓦礫之下。

All over neighbouring Pakistan,
接壤的巴基斯坦，

it’s a similar scene of devastation after days of torrential rain.
經過連日暴雨後亦出現類似的災難場面。

In the largest city Karachi polluted, water from clogged drains flood streets, spilling into homes.
在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因渠道堵塞，污水淹沒街道並湧入房屋。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says, troops are being sent to help pump out water from flooded
neighborhoods.
總理伊姆蘭‧汗表示已派遣部隊，到淹沒地區抽走積水。

Monsoon floods in both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are common at this time of the year and so is a threat to
life and property with outdated drainage systems and poorly constructed homes adding to the danger.
每年這個時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現季節性洪水是很常見的，會對生命和財產構成威脅，落後

的排水系統和結構不良的房屋更增加風險。

歐洲方面：

自 7月 31日開始，歐洲多地更遭受熱浪侵襲，

其中，法國多地氣溫突破攝氏 40度，在防範新冠肺炎疫情之外，民眾還要面臨高溫考驗。

當天，法國氣象部門，即時對全法多達 32個省發出橙色警報，

要求人們警惕熱浪，以及高溫導致的強對流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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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多個城市打破歷史同期的高溫紀錄，情況最嚴重的索恩盧瓦爾省城鎮格尼翁，

氣溫為攝氏 41.5度，大巴黎多個地方的氣溫亦突破攝氏 40度，里昂氣溫則為攝氏 39.9度。

法國氣象局預告，多地高溫仍會持續，

7月 31日，意大利當局向 10個城巿發出紅色警告，

翌日，更增至 14個城巿，包括首都羅馬及都靈。

其中，羅馬曾一度錄得攝氏 39度高溫。

同日，德國亦向西部及南部地區發出炎熱天氣警告，預計未來一兩日，氣溫會高達攝氏 35度。

全球氣溫上升嚴重影響冰川地貌，位於意大利境內阿爾卑斯山勃朗峰上，

一處 50萬立方米的巨型冰川普蘭平修冰川（Planpincieux），在夏日熱浪下有崩塌危機，

附近滑雪場約 75名遊客需緊急疏散。

附近市鎮庫馬耶爾（Courmayeur）的官員指，

熱浪令冰川加速融化，每日可流失 50至 60厘米。

8月 8日，希臘埃維亞島出現大暴雨，一日之內錄得 350毫米雨量，

閃電不斷，降雨量遠超氣象台預計的 63毫米。

暴雨令當地不少沙灘出現海水倒灌，有汽車更被沖到海中漂浮，嚴重洪水淹浸多間民房。

有民眾表示，周日凌晨 4時左右聽到洪水湧至的聲音，

很多人被迫爬上屋頂暫避，不久後河水便淹浸房屋。

暴雨期間，數百人爬上屋頂避險，救援人員加緊用直升機，協助災民轉移至安全地方，

是次暴雨導致 6名成年人及 1名嬰兒死亡。

加拿大及北極圈方面：

8月 7日，位於加拿大北極圈內，

有超過 4,000年歷史的最後一副完整冰架，「米爾恩冰架」（Milne Ice Shelf）證實已經倒塌。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冰川學家、「米爾恩冰架」研究隊成員科普蘭指出，

這座冰架本來面積廣大，相等於許多大城市的面積，

以紐約曼哈頓區面積大約是 60平方公里為例，

冰架的面積在 7月底，短短兩天內，消失超過 40%，

合共已消失約 80平方公里，速度驚人。

科普蘭稱，它本來是地球上僅餘的最大塊完整冰架，但目前，基本上已經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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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全球受到氣候暖化影響，許多地區都創下高溫紀錄，

加拿大北極圈今年夏季的溫度，比過去 30年的平均溫度高了攝氏 5度。

新聞片段：

Canada’s last fully intact ice shelf has also become a casualty of climate change.
加拿大最後一個完整的冰架，也已成為氣候變化的受害者。

The Milne Ice Shelf is about as far north as you can get.
米爾恩冰架位於加拿大最北端，

It collapsed into the sea last week, losing nearly half of its total area.
冰架上週倒塌到海中，失去接近一半的面積。

As Heather Yourex-West explains,
正如本台記者韋斯特報道，

researchers say its demise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研究人員表示冰架的崩塌該敲響警鐘。

It's a beautiful but remote part of Canada’s arctic that an Ottawa research team has been studying closely
for years.
這是加拿大北極地區美麗但偏遠的部分，渥太華一個研究團隊多年來仔細地研究。

This year's trip was cancele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there won't be another chance to go back.
今年的實地考察因著疫情而取消，但亦再也沒有機會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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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njoy going there every summer and to get news that this piece has broken off and my study site has
changed completely was certainly a bit of a shock.
我喜歡每年夏天到那裡，聽到冰架斷裂的消息，和我的研究營地已經翻天覆地，確實有點震驚。

The Milne Ice Shelf is at the northern tip of Nunavut’s Ellesmere Island.
米爾恩冰架位於努納武特地區埃爾斯米爾島的北端。

Over two days in late July,
在七月底的兩天裡，

40% of the ice shelf collapsed, shrinking by about 80 square kilometers an area two-thirds the size of
Vancouver.
40%的冰架崩塌，縮小了約 80平方公里，面積相當於溫哥華的三分之二。

These are huge areas of ice you spend lots of time on.
這些是你花了大量時間去研究的巨大冰區，

To suddenly see it disappear in the satellite images kind of really brings home how quickly these changes
are.
突然間看到它從衛星圖像裡消失，讓人深深明白到這些變化來得那麼快。

Nowhere has climate change become more evident than the arctic.
北極地區的氣候變化是全球最為明顯，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t has been warming at twice the global rate.
在過去 30年中，暖化的速度是全球的兩倍，

But this year, summer temperatur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ntense.
但是今年夏天的溫度特別高。

So we've seen extensive melt across the Canadian arctic but also elsewhere in the arctic.
因此，我們看到廣泛的融化遍及加拿大北極地區，以及北極其他地區。

In northern Greenland, in the Norwegian arctic for example all those regions have seen extensive glacier
losses this year.
例如格陵蘭島北部、挪威北極地區，今年所有這些地區的冰川面積都大幅減少。

Given temperature trends, researchers expected the ice shelf to collapse just not so soon and not all at once.
鑑於溫度趨勢，研究人員已預期冰架會崩塌，只是沒有預料到這麼快，或一下子就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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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Covid-19 travel restrictions not been in place,
假如沒有新冠肺炎的旅遊限制，

the Ottawa team would have been camping on the ice shelf as it broke apart.
當渥太華的團隊露營之時，便正值這片冰架斷裂之際。

8月 15日，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員一項研究顯示，

格陵蘭的冰層已經融化到無可挽回的地步，

即使全球暖化減慢亦無法扭轉，並且會成為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科學家團隊，利用過去 40年的衞星數據，測量格陵蘭的冰層變化，

發現該地冰層自 2000年後，收縮問題嚴重，冰河不斷被溫暖海水融化，

每年有 2,800億公噸的融冰流入海洋，令海平面每年上升超過 1毫米。

他又指，預計到本世紀末，海平面將上升 90厘米以上，

屆時，許多低窪地區將被淹沒，包括 4成美國人口居住的佛羅里達州等沿海地區。

新聞片段：

It's already too late for Greenland’s icecaps.
對於格陵蘭的冰蓋來說，已經是為時已晚，

That’s a grim message from scientists at Ohio University who say that even if global warming were to end
today,
這令人沮喪的信息來自俄亥俄大學科學家，他們表示即使全球暖化今天完結，

they continue melting.
冰蓋仍會繼續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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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and’s glaciers have passed the tipping point of sorts where the snowfall that replenishes the ice sheet,
each year cannot keep up with the ice that is flowing into the ocean from glaciers.
格陵蘭的冰川已經超過臨界點，而每年補充冰蓋的降雪量已跟不上，從冰川流到海洋的冰雪量。

Climate change is having a devastating effect on the world’s glaciers.
氣候變化對全球的冰川造成毀滅性影響，

In the 1980s and 1990s,
在 1980年代和 1990年代，

Greenland’s icecap lost around 450 billion tons each year and this was replaced by fresh snow.
格陵蘭的冰蓋每年流失約 4,500億公噸，取而代之是新形成的雪。

But the melt has accelerated this century climbing to 500 billion tons.
但是融化於本世紀加速了，攀升至每年 5,000億公噸。

UN scientists say sea levels could rise by 60cm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聯合國科學家表示，到本世紀末海平缐可能會上升 60厘米，

The effects would be devastating, wiping away beaches and coastal communities.
後果不堪設想，海灘和沿海社區將遭摧毀。

For now, global warming shows no sign of letting up.
目前，全球暖化沒有放緩跡象。

California’s Death Valley set record temperatures this week.
加州的死亡谷在本週創下破紀錄高溫。

54.4 degree Celsius, that’s 130 in Fahrenheit, thought to be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ever recorded, although
it doesn’t seem to bother these tourists.
攝氏 54.4度，即華氏 130度，被認為是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溫度，話雖如此，遊客的興致似乎沒受影

響。

南美洲方面：

8月 19日，世界最大的濕地，面積相當於整個英國國土的巴西潘塔納爾濕地，

持續多日遭遇反常高溫天氣及大火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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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公佈的資料顯示，

潘塔納爾濕地近 6%面積，即大約 8,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今年 1月至 7月發生的 3,600多宗火災中被燒毀。

超過 4,700種動植物、瀕危野生動物及紫藍金剛鸚鵡的家園，受到嚴重威脅。

單單八月上半個月內，已發生超過 3,100宗火災，幾乎是去年同期的 5倍。

當地政府部門警告，如果大火以目前的速度蔓延，

火災次數可能會打破自 1998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紀錄。

新聞片段：

Brazil's Pantanal, the largest tropical wetland in the world is under serious threat with fires ravaging
approaching the region's main highway.
巴西潘塔納爾濕地是全球最大濕地，正在遭受嚴重威脅，大火逐步逼近當地的主要公路。

The fires are nearly five times higher than the same period a year ago.
火災數量幾乎比往年同期高出 5倍，

And Brazil's national space agency has registered over 3,100 fires in the first 15 days of August.
巴西太空總署於 8月的頭 15天內，錄得超過 3,100宗火災。

It's got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Ricardo Salles, racing against the clock.
環境部長薩列斯表示撲滅工作必須爭分奪秒。

It's a hot environment, very dry, strong winds and high temperatures.
現時環境炎熱，很乾燥，有強風且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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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found several combustion points along the way places where planes and brigades are helping to
extinguish the fires.
我們一路上發現了幾個燃燒點，已派出飛機及隊伍投入滅火行動。

He said about 3,000 people were hired to try and put out the flames that have already razed about 6 percent
of the Pantanal from January to July.
他指當局已派遣約 3,000名人員奔赴火線，從 1月到 7月，6%的濕地已被燒至焦土。

The region is one of the most diverse home to threatened species, including jaguar and local resident.
Marcelo Batista says, sanctuaries for the blue hyacinth macaw parrots have already gone up in flames.
該地區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之一，亦是美洲虎等瀕危物種的棲息地，當地居民Marcelo Batista
痛言，紫藍金剛鸚鵡保護區已被大火燒毀。

The impact of the fire is enormous. This is a very large macaw breeding ground as well as that of other
animals.
這場大火的影響力甚巨，這一帶是金剛鸚鵡及其他動物的大型繁殖地。

I just found a dead deer and a dead monkey.
我剛發現一隻死了的鹿和猴子。

The blazes in the Pantanal come amid rising concerns about fires in the Amazon, its much larger neighbor
to the north.
潘塔納爾濕地大火發生的同時，外界越發擔憂，位於其北面、面積更大的亞馬遜森林大火。

Last week, Brazil's far-right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denied there were any fires in the Amazon calling it a
lie and blaming the media for spreading it.
上周，巴西極右總統博爾索納羅，否認亞馬遜森林發生火災，宣稱此事為謊言，譴責傳媒大肆報道。

美國方面：

8月 2日，美國加州南部被稱為「蘋果大火」的山火迅速蔓延，

火場面積擴大至近 5,000公頃，近 8,000名居民需要緊急疏散。

在洛杉磯以東、里弗賽德縣的山林，大火產生的濃煙籠罩整片天空。

消防部門派出滅火機噴灑阻燃劑，並出動 300多名消防員撲救，

但火勢一度未能受控，一條火龍延綿幾個山頭。

這場山火最先在切里瓦利地區的「蘋果樹巷」等地起火，其後被稱為「蘋果大火」。

火場最初只有 200多公頃，但火勢迅速蔓延。

8月 1日晚上，短短數小時內擴大了近三倍。

消防部門指，高溫、乾旱和崎嶇地形等因素令火勢難以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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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美國中西部地區山火再臨，

加州、俄勒岡州及科羅拉多州境內，共有 4萬公頃土地陷入火海。

有氣象專家憂慮，德州至加州等西岸地區正經歷炎夏，恐怕會令火勢繼續蔓延。

加州洛杉磯縣聖克拉里塔（Santa Clarita）北部，

至今已燒毀 7,000公頃土地、摧毀 21座建築物。

當地政府已強制疏散萊克休斯（Lake Hughes）的居民。

新聞片段：

Tonight in California, fires burning at both ends of the state.
今夜大火在加州境內肆虐，

Blazing temperatures and strong winds giving birth to this.
高溫及強風促成了，

Amassive “firenado” touched down Saturday near the Nevada border.
這巨型「火龍捲」，並於周六在內華達州邊境附近著陸。

Not seen in California since 2018, when the strongest tornado in state history emerged out of the Carr
Fire an EF3 with over 136 mile-per-hour winds.
上次已是 2018年，那時因卡爾大火出現了加州史上最強的龍捲風，強度達 EF3級別，

每小時風速超過 136英里。

The size of the latest “firenado” is unclear.
而現時「火龍捲」的級別尚未明確。

Part of the Loyalton wildfire, which began to burn two days ago spanning 20,000 acres, 5 percent
contained.
火龍捲來自兩天前開始燃起的洛亞爾頓山火，山火燒毀了兩萬英畝土地，僅有 5%受控。

At one point, the fire jumped a highway, trapping vehicles.
火勢更一度蔓延至高速公路，令汽車被困，

Everyone’s now out of harm’s way.
現時所有人都脫險了。

俄勒岡州中部沃斯科縣（Wasco County）近日亦發生山火。

科羅拉多州加菲爾德縣（Garfield County），同樣發生山火，連日燃燒。

州長波里斯（Jared Polis）強調，已將應對火災列為重要事項，正運送資源撲救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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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8日，美國加州遭嚴重山火和極端高溫雙重襲擊，實在是歷史罕見！

極端炎熱天氣令山火迅速蔓延，據媒體報道，加州有超過 30宗山火正在燃燒，

由於山火蔓延，多地更出現電力短缺的現象。

加州州長紐瑟姆（Gavin Newsom）宣佈，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正積極部署所有可用資源，以確保社區安全。

美國加州電力調度中心負責人警告，極端高溫導致加州電力短缺，有數百萬用戶停電，

再加上，夜間溫度也高於平均水平，導致能源需求增加。

加州電力調度中心首席執行官貝貝里希指，未來幾天的能源可能會供不應求。

8月 21日，美國加州連日的雷暴及熱浪令山火頻發，

山火造成至少 6人死亡及 43人受傷，17.5萬人緊急撤離。

由於資源及人手均捉襟見肘，州長紐瑟姆唯有向澳洲及加拿大請求援兵，情況實在極之罕見。

8月 23日，加州州長紐瑟姆宣佈，

位於三藩市以南及以東的 SCU雷電綜合山火（SCU Lightning Complex Fire），
已成為該州史上第三大規模的山火，州立公園的 2,000年古樹亦受火勢波及。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

將加州山火定性為「重大災難」，向當地發放聯邦援助。

加州山火持續，今年災情較去年嚴重 25倍，

多地消防部門憂慮，山火會進一步蔓延至人口稠密地區，已要求居民盡早撤離。

無疑，當前全球持續出現反常天氣、破紀錄的暴雨、洪水等，

完全應驗 11年前，日華牧師給予世人的前瞻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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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Planet X 逐步逼近，這個世界經已進入《啟示錄》的時代，

各人需要把握在世時間，透過認識「2012信息」努力為到永生作好預備，

以迎見教會快將被提、羔羊婚筵的時刻！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天國道」答問篇。

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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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一次未完的部分。

「2012信息」，其實，就是「錫安信息」，或是「錫安榮耀盼望」。

如果要問，我們如何幫助賓客，於短時間內與我們同步呢？

其實，這套信息已經有著答案。

因為，這套信息的包羅萬有，導致賓客可以介入、可以幫助，成為人證。

例如︰有些領袖，他們負責監管這些古文物或是國家機密文獻，

他們可以提供許多應驗篇及見證，去幫助「2012小組」，一同完成這套信息。

所以，於將來，可能有上千、上百萬的人來到去幫助我們預備這套信息。

而於這個筵席中，當不斷增添人數的時候，我們要有足夠食物分給他們，

就是於「質」與「量」上，能夠趕得上，去供應他們。

於質和量也需要保持，這就是典型五餅二魚式的倍增。

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神的靈，才能做到這個神蹟。

事實上，「2012 信息」是透過網絡發佈，因此，早已解決了「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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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所有人都同時參與，與我們同步，去享受筵席。

而當中，極之好的賓客，甚至有機會躍進成為童女，也就是一同協助這筵席的舉行。

所以，每一個部門，都要思考，

究竟，將來，當要擴展這筵席時，他們應該怎樣做？

原因，末後的筵席，一定是神的話語，到大復興來的時候，

我們就要與其他人一起合作，讓他們能夠有著成為童女的最後機會。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天國道」答問篇。

第一章：2012 榮耀盼望 vol. 551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3）
問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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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星期未完的部分。

現在你就明白，為何可說是「通天之能，跨天遍地」下，

世上所有事物，都指向神有一個信息在其中，而這信息簡直是驚人。

當然，它不單是指向我們的身分（I.D.），
令人震撼的是，本身那隱藏的信息，是一個很豐富的範圍。

就如 Bible Code裡，

沒錯，我們看見 4794，就是代表 Planet X，
但我們是否看見 Bible Code內裡的豐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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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沒有辦法推翻，否定它是被有意放進去。

就如天上的黃道十二宮，重疊貼在地球的時候，再看地球的歷史，

你不能推翻內裡，真的存藏很多神的心意。

只不過，現在我們看見，當中的四馬是指向我們，對不？

當你拉線，你不能說內裡完全沒有神的心意，全都是人為的，你根本不可能這樣說。

而拉線當中，有「4794」拉到我們那裡。你看見嗎？

每一個豐富震撼的信息，其實就是筵席，

但是，這些信息，當你不斷發掘，也能無止境地尋找下去，你知道嗎？

因為，地球上的國界，以至每一件事物，其實也是神安排和預定，

包括地上許多古文物設計、天上許多現象，甚至，將要來臨的 Plane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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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事物，我們只能在這些題目裡稍作分享。

其實，是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繼續與大家分享，對嗎？

*************************************************************************************
影片：在歷史中，神有意義地留下與新婦的作為和溝通

當我們更進深明白，迦拿婚筵所隱藏的奧秘，以及每個角色的不同工作時，

那麼，我們就更明白到，為何神會以一個婚筵，去作為人類歷史的結束。

大家可以想想，人生在世每一種不同關係中，

有哪一種的關係，是最親密、最常溝通的呢？

答案，當然是新郎與新婦的愛情關係。

並且，當二人的愛情越是昇華，

新郎和新婦，就會越花心思，用眾多不同的方式作出表達，

就如一對熱戀中的男女，會互相送上情書，

甚至乎，是有著不同設計、花上不同的心思。

為的，不單是傳遞一個信息，更進一步，是讓對方感受到當中的心意。

所以，當我們越理解「2012信息」，

這套信息，不單是「博古通今」，一套神送給人類，羔羊婚筵筵席的信息。

甚至乎，這套信息，是由新婦花上十年以上的時間，以及神一日不偏差帶領而孕育出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心意。

因為，就像一場婚筵，是一個喜慶的場合，

是讓眾人前來慶賀、祝福一對新人的日子。

然而，婚筵中的筵席，亦是新郎和新婦，給予賓客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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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筵席上的菜式，是他們於廚房中預備，相互合作去完成。

這才是「2012信息」的真正意義，

也就是說，「2012信息」的出現，其實，是新婦與神雙向溝通的結果。

要預備這場最後的筵席，就是於一個廣闊的地球、過萬年的歷史中，

新郎埋下了不同的寶藏、不同的材料。

而同時間，新婦的身分，得以形成，

其實，亦是因為新婦一步一步，漸漸根據新郎的指示，去尋找出這些寶藏、材料，

再依據新郎的食譜，去烹調每一種菜式，成為了筵席的一部分。

這種形式的溝通，就像是情侶互相通訊般，成了「2012信息」的主軸，

於預備這場筵席的過程中，亦完成了新郎與新婦的愛情故事。

所以，我們更清楚看見當中的演變，就如之前的 VO所提及，

神所揀選，去揭示祂奧秘的，才是神所選立的王者。

就如摩西、大衛，甚至所羅門，然而，我們卻是比他們更優越。

原因，「2012信息」不單是按著神的感動，去揭示祂的奧秘，

並且，更是於孕育這套信息的過程中，讓我們由一個王，變成神的新婦。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每一個題目、每一個段落，神都是在與我們溝通，

並且，讓我們自行發掘出每一種智慧，從而孕育出每一篇信息。

這是歷史上，從來未見過的現象。

因為，於歷史上，神帶領時代計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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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從《聖經》中，將特定的真理亮光碎件，提示給當時的屬靈偉人。

不論是 500年前的因信稱義、其後的浸禮，甚至是靈恩的出現、五旬職事的教導等等，

神也是將存藏於《聖經》的 Logos，揭示出時代的 Rhema，讓祂的僕人知道，

而藉著分享出當時代的 Rhema，帶動神的時代計劃前進。

其實，神與我們的溝通方式，於錫安最初建立的時候，也是以這種碎件形式，

因此，我們是承繼了過去每一朵復興之火，

甚至，於他們之上，建立、誕生出「說的聚會」。

另一方面，我們卻發現，神是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我們溝通，

就是以一種有趣的緘默方式，一種間接，但充滿智慧的方式，去與我們溝通。

例如︰即使是記載於《聖經》上，

神亦會以 Bible Code的方式去記載我們，與我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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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原來於末後日子，羔羊的婚筵中，會有著一道全新的菜式，

是集合了神於歷史中，所埋藏的所有寶藏和材料。

亦因此，過去神所埋藏於地球，一切不為人知的心意，

不再只是成為原材料，埋在地裡，

而是被發掘出來，經過烹調，成為了一道又一道羔羊婚筵的菜式。

因為，於末後日子，我們不是吃一頓家常便飯，

而是一個龐大的筵席，因此，神就為此預備一桌豐富的菜式。

所以，神要以一種另類的方式，去與我們溝通，

我們才可以尋找出來，去烹調出「2012信息」，這個真正的羔羊婚筵菜式。

亦因此，換句話說，

正如錫安亦是由碎件式的帶領，進到現時的位份。

神過去的復還，包括信義會、浸信會、靈恩等等，

都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原材料，讓我們可以烹調。

我們對於每個屬靈領域上的理解，都比他們更為豐富，

最後，才成為了筵席上的菜式。

聽過我們信息的人，就會知道當中的分別。

所以，過去的「2012信息」，並不是無的放矢，而是神一日不偏差的帶領。

對我們而言，於十幾年前，

我們當然不會知道「2012信息」，居然會成為羔羊婚筵的大餐。

並且，更不會知道，所有的菜式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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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這漫長的日子中，我們只是一步一步前進，

當接收到神一個溝通、神的感動，得到一個碎件之後，先做好一件，再完成下一個。

這亦解釋到，為何於這十多年間，

神要不斷給予我們共同信息的回應，與及連綿不斷的印證？

原因，神要證明給全世界知道，整套信息，不是由錫安自己想出來、自己發明出來，

而是按著神的指示、教導，順服神的帶領，憑著信心，去烹調及完成不同的菜式。

但當我們慢慢拼合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神為了我們，於世界埋下眾多給予我們的寶藏，

甚至乎，是給予新婦的情書。

從這些寶藏裡，揭示出神形象的一部分，而從這些情書中，更揭示出，

神於歷史之初，已經用上獨特的方式，去將新婦記掛在心上。

所以，這是前所未有，世上難尋的現象。

然而，神卻是讓我們可以尋見，

就是讓神的形象、神的計劃、神的心意，可以更完整地被揭示出來。

其實，過去的歷史讓我們得知，神會將自己的形象，揭示給人類知道。

因為，如果不是神自己去揭示的話，

其實，世界上，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類可以認識神、

亦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知道人生的意義是甚麼，

更不會有人，可以認知神的形象，到一個階段，成為神的新婦。

換句話說，神向你揭示一個怎樣的形象，

那麼，就代表你認識神是一個怎樣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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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神向你揭示，祂是一個食物外賣員，那麼，你就會認識神是一個食物外賣員。

又例如︰神向你揭示，祂是一個食物售賣者，那麼，你就會認識神是一個食物售賣者。

然而，當神藉著眾多印證，向我們揭示，祂與我們的關係，是新郎與新婦的關係，

那麼，神對於我們的形象，就是新郎。

所以，神於舊約、未有《聖經》之前，

最初，神是以揭示自己名字的方式，去向祂眾多的僕人，揭示出神某一部分的形象。

就如神的 12個名字，

包括，創造主、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尼西等等，

都是代表神不同的作為，而同時間，亦揭示出神的形象。

例如︰神向亞伯拉罕揭示的形象和名字，就是耶和華以勒。

當亞伯拉罕知道神這個名字的意義時，就導致他成為了信心之父。

然而，這個名字，卻遠遠未豐富到一個階段，讓亞伯拉罕成為新婦。

又例如︰神向摩西揭示的名字，就是「自有永有」，這個形象，讓埃及經歷十災。

可是，這些名字，只是反映出神大能、全能的一面。

所以，就算摩西、亞伯拉罕經歷完一生，領受了神的啟示與及神形象的一部分，

然而，這也不足以令他們成為新婦，他們只能夠成為羔羊婚筵的賓客。

原因，他們所得到的啟示，不能與錫安對比。

錫安所得到的啟示，是多了一層心意，就是於這些啟示、印證和共同信息裡，

反映出神對我們的關注、神對我們的愛和重視，以及一日不偏差的帶領。

凡此種種，都是摩西一生的啟示中，並沒有包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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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摩西或其他人不想擁有，

而是神與他們的接觸裡，根本沒有這種啟示，也沒有表達出這種意思。

但大家有否留意到？尤其是這兩年的共同信息，

簡單而言，這是神向我們的表態，這是歷史上，神從未向其他群體做過的事情。

同樣地，藉著神對我們的表態，我們才認知，我們是新婦的位份和角色。

就如一對情侶的愛情故事般，

起初，他們的書信往來，只是聯絡感情，但慢慢地，變成了關心。

甚至，這些聯絡的書信，慢慢變成了情書，表達出相互的傾慕和愛意。

甚至乎，到最終，新郎會於書信中，指出新婦的身分，與及對新婦的注視和愛慕，

甚至是念念不忘，看新婦是全然美麗，就正如《雅歌》書所描述的一樣。

然而，近幾年的共同信息，我們又豈不是看到，神這種形式的表態？

因此，當你問世界上每一位基督徒，

究竟，他們要有著甚麼領受，才可以成為新婦呢？他們一定回答不了！

原因，神將成為新婦的信息，放於錫安，就是這套「2012信息」。

正如神向亞伯拉罕、摩西，揭示出祂的名字。

同樣，神將祂的形象，藉著「2012信息」，揭示給世人知道，

並且，神是以謎題方式，將祂的形象，隱藏於歷史中不同地方，所有人都不會找到。

唯有願意每一天、每一步都能夠與神連繫，以連綿不斷的溝通方式，才能做到。

大家可以想像，情況，就如沒有藏寶地圖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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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單靠旁人的提示，去尋找出寶藏，當中，必然是要非常的合拍，

聽著提示，慢慢地一步一步走近藏寶地點，之後掘上來。

而這就是過去十幾年，錫安傾聽神的聲音，預備整套「2012信息」的過程。

那麼，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屬靈創舉，唯獨擁有信仰巔峰的一群，才可以領受得到。

然而，大家又能否想到？

其實，自從歷史開始之後，神曾經與無數人類溝通，

但為何，神是以如此獨特的方式，與我們溝通？

目的，是甚麼呢？

原來，神以這種方式溝通的原因，目的，正正就是為著製造新婦。

因為，我們不同於摩西、亞伯拉罕，

他們一生中，只領受了神一個名字，神片面的工作、片面的形象碎件。

他們不會得到一幅整全的圖片。

但對於我們而言，卻是一件又一件的碎片，總和起來成為「2012信息」，

我們卻可以組合起來，成為一幅整全的圖片。

就正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行十災的事蹟，都成了我們領受的其中一部分。

從中，我們就更明白，為何透過建立「2012信息」，可以製造出新婦？

因為於永恆中，神是要建立出一班，於智慧上、性格上、內涵信仰上，都與神匹配的新婦。

所以，神正是要透過讓錫安去建立「2012信息」的方式，

去讓錫安有著這份智慧，發掘出神深深隱藏在歷史和祂創造中的寶藏，

而藉著一日不偏差的帶領和溝通，讓我們有著一個與神一樣的性格和信仰，

才可以打開一個又一個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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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新婦能夠與神如此親近，

並且，建立末後的筵席，成為神時代計劃的帶領。

因此，新婦一定是使徒！

然而，卻不是所有使徒都是新婦，

原因，就正如剛才所提及，不是所有使徒，

也有這份信仰內涵和智慧，去發掘出這套「2012信息」。

因為，不是單單對《聖經》有認識，就能夠領受得到「2012信息」。

事實上，這套信息深奧至一個階段，其實，未必所有使徒都能夠聽得明白，

更遑論要求他們從零去領受，分享出來？

所以，新婦的印記、新婦的特徵是甚麼呢？

原來，到今天，我們終於明白，

於神眼中，成為新婦的特質，就是能夠製造出羔羊婚筵大餐的一群。

懂得尋找、得到和熟練這套信息，並且，能夠開創出這套信息。

就是一群能夠尋找出，神於全個人類歷史中，埋藏於地球歷史裡的所有心意，

發掘出人類存活在世上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亦因此，能夠幫忙、參與，一起服事這套信息的人，就必然會是童女。

原因，童女不同於賓客，他們是能夠與這套「2012信息」，產生出共鳴，被這套信息改變。

但賓客，卻只是剛剛到來，開始去聽這套信息。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既然，於末後日子中，

神為世人預備了最後一套信息，去揭示祂最完整的形象，

當中，不是談及如何行更大的神蹟、不是談及如何使自己有著百倍祝福，

更不是如何建立人數最多的教會。

原來，最後一套信息，

就是揭示出神於人類歷史所埋藏的心意，就成為了最後的筵席。

神正是於這十幾年間，將這份食譜給予我們，去訓練我們成為新婦。

然而，當我們依據這份食譜去烹調和領受這特種筵席時，

我們所發掘出來的，不單止是神所隱藏的寶藏，

甚至乎，是指向我們、指向錫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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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於歷史中，全人類歷史的指向，

原來，就是這套信息，亦同時間，是指向我們。

因此，這就是我們所提及，於神歷史上所埋藏的，

不僅是祂創造地球、創造人類的整體心意，

同時間，亦是神於不同時代，寫給新婦，

寫給能夠發掘出這個寶藏和奧秘的錫安教會的情書，

就是於歷史的不同角落，寫下埋藏給予錫安的信息，成為神給予我們的溝通。

神更是於這十幾年間，於不同的時段，感動我們尋找不同的題目，

從而發掘出神於歷史中給予我們的不同信息。

由「2012信息」最初的拉線 4794、帝景酒店，到不同地標的發現，

都是於不同時段，打開不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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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Bible Code、文化密碼等等，都是一種神與我們溝通的方式，

讓我們於當中，找到自己之餘，亦知道神對我們的心意。

就是神為我們去建造這些建設、地標；

為我們去預備這些 Bible Code；
為我們去設計這些文化密碼；

為我們去製作出不同的共同信息電影。

全部，也是為錫安、為我們而做。

就是由新婦，不斷打開一封又一封從神而來的情書。

因此，我們明白了。

原來，神是以超時空的方式，將信息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歷史。

目的，就是單單為著與新婦接連不斷的溝通，

而能夠收到這些情書、打開這些情書的人，就必然是神的新婦。

原來，這就是我們過去十多年的經歷。

就是按著神的感動，按時打開神埋藏於歷史中，給予我們的不同情書，

這就成為了神與我們每天即時溝通的方法，成為了一種感情的交流。

不但讓我們更深理解神對我們的愛意，更用了十多年時間，藉著這些情書，

去讓我們成長，有著新婦的身量和聰明智慧，明白神的創造。

因為，神希望擁有的，是一位與祂匹配的新婦，並且，成為天國的皇后，

可以承擔管轄列國、審判列國的鐵杖權柄。

在我們得著這枝鐵杖之前，神所給予我們的熱身功課，

就是要成為末後大災難中，所有人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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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更全面理解「2012信息」出現的原因。

「2012信息」，就是神與新婦於歷史上的書信溝通，一種感情的交流。

就是於短暫的生命中，完成新郎與新婦的交流。

因此，這必然超越很多基督徒，對於《聖經》所描述，新郎與新婦的理解。

並且，現在，當這種理解出現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會明白到，

其實，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成為新婦。

因為新婦於信仰上，一定要昇華至一個階段，不但要知道神今天對她所說的事情，

並且，亦要於今天，尋找到神於整段歷史超時空之中，指向今天對新婦所要說的事情。

就如剛才所提及，神於整段歷史中，埋藏了眾多原材料和奧秘。

舉例，就如於地裡埋藏了一萬個盒子，每一個盒子，就是一道羔羊婚筵的菜式，

並且，是神給予我們，於某一個星期所要打開的情書。

你需要傾聽神聲音到一個階段，可以知道究竟神想我們於今天，找到及打開哪一個盒子。

因為，當打開這個盒子之後，裡面有一封情書，是預計於今日被打開的。

這就是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以一年 52篇主日信息計算，其實，我們已經打開了超過 500個盒子，

而每打開一個盒子的時候，都是指向那段時間，神給予我們的說話。

如此，我們才可以進到一個星期也不偏差的程度，

證明神與我們之間，是一種不間斷的雙向溝通。

並且，當我們選中正確的盒子時，神更是以世界環繞著錫安而轉動，去明證我們是選對了。

試問，這種新郎與新婦之間的互動特性，於教會歷史中，又怎會出現過？

他們，最多也只是知道自己於當時代所要做的事情，

他們怎會如我們一樣，可以聽到神放於歷史中的迴音，去講說我們今天的事情呢？

並且，是每天都會出現這些歷史的迴音、每天都經歷世界環繞著我們而轉動。

因此，我們才會覺得，人類歷史，其實就只是我們的佈景，指向我們就是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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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這亦成為了新婦獨有的特徵，是世人都會明證，

能夠被神帶領、印證到如此程度的，就必然是神所選擇、悅納的新婦。

並且，末後日子的基督徒，都一定要來到，

並且，至少也要聽得明白這套信息。

就如見證一個婚禮時，也會見證新郎與新婦的愛情故事。

而「2012信息」，就是於這十幾年間，新郎與新婦、神與錫安的對話。

大家可以想像，假如，一個基督徒，連新郎和新婦的對話，都聽不明白，

那麼，他們又怎能做一個好賓客呢？

所以，這就難怪，神會將世界最後的復興，比喻成為一個婚筵。

因為，婚筵不同於慶功宴。

慶功宴的目的，就是一同慶祝一件創舉的完成，盡情的開心快樂。

就如過去的復興一般，是見證、慶祝神所行的大事、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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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婚筵就不同，婚筵的出現，不是慶祝一件事件的完成，

而是為著見證、慶祝一對新人能夠有情人終成眷屬。

因此，於現代的婚筵中，更會有著MV，去講述一對新人，這份感情成長的愛情故事。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更加明白，迦拿婚筵的教訓 —— 新婦、童女、賓客的角色。

他們的屬靈程度和最終的結局，實在是相差得太遠。

因為，對比新婦，是婚禮的主角，是新郎眼裡的瞳人。

童女、賓客，他們雖然都會到來，

然而，他們只是參與一個婚筵，而不是參與在一對新人之間的愛情中，

極其量，也只能夠見證這個愛情故事，或是幫助新婦去見證這個愛情故事。

所以，來到這裡，我們就應該更加珍視我們於神眼中的位份，

原來，錫安就是到達這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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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歷史上，人們對新郎和新婦，沒有這種如此深入的理解，

原因只有一個，因為歷史中，新婦，根本還未有出現，

所以，當然不會有人知道。

就如當我們成為賓客，去參與別人的婚禮時，我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自己對新郎的了解，是一定不及新婦對新郎的了解。

而這亦將會出現於這個世界上，就是當大復興，人們進到錫安的時候，

他們必然會深深感受到，他們自己對神的了解，是遠遠及不上，錫安對於神的了解。

然而，當我們身在其中，經歷這十多年，我們就能夠確認，其實，這是一點也不誇張。

因為，「2012信息」，真的是如此孕育而成，

而我們到了現在，才更進深明白神的心意，就是神對錫安的鍾愛，

編寫出「2012信息」，就是「ZION」，錫安信息的愛情故事。

而這就是羔羊婚筵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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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家可以想想，信仰有甚麼能寶貴得過，

於人生中，我們是用每一天與神對話，

而同時間，神是用永恆、整個人類歷史與我們對話。

因為，我們給予神的，是我們短暫人生的所有，

但神回報給我們的，就是用祂的永恆去記掛、顧念我們，成為對等的愛情，

就是早於 164億年前開始，已經埋藏一封又一封的情書，

期待歷史走到我們這一個時代，與我們對話。

因此，「2012信息」的組成，就是神的永恆與我們的現在溝通，演繹出大家的對話，

反映出信仰上，神與我們彼此也會珍而重之的一個愛情故事。

*************************************************************************************
而在「質」的方面，我也曾提及，

我們的信息，即主日信息，每一篇也可以有主題曲，

或是每一篇也能拍一齣《感人短篇》。

你試想一下，假如能做到這種程度，會是多麼龐大？

但是，神的信息，是否配得我們這樣做？

因為，現在神已經證明，是一日也不偏差地，

我們所分享的信息，就是神的信息，對嗎？

當然，這是日華分享，但我只是信差而已，

這些信息，我們可以去嘲笑的嗎？！我們不可以去嘲笑！

等如我們將很多食物煮出來後，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將食物的「質量」一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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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有辦法去做，為何我們會覺得這樣做彷彿是多餘呢？對不？

所以，假如有足夠的人手，我們不就可以做這些事情嗎？

*************************************************************************************
影片：復興中製作團隊共同豐富錫安的信息

日華牧師藉上一段精華短片（VO）
「在歷史中，神有意義地留下與新婦的作為和溝通」，為大家分享了一個概念。

原來，神是以這一種極為複雜的方式，

在歷史裡，留下新婦將來的事蹟，成為共同信息，藉此與新婦溝通，

讓仍然在時間流裡的新婦，得知神的旨意和計劃。

當大家聽了剛才的信息，都會發現，神的旨意，不單非常深奧難明，

並且是極為創新，遠遠超越人類的思維和智慧。

所以，假如過去十年，一直同步觀看「2012信息」的你們，即錫安教會的肢體，

仍覺得需要一段時間去消化，才能夠明白神的心意，

那麼，更何況是將來，在大復興中才認識錫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賓客呢？

一時之間，他們又怎能在被提前的短時間內，明白神的旨意和計劃，

並且一同參與，成為超級賓客，甚至晉升成為童女呢？

當然，假如沒有人去幫助這些初來報到的賓客，他們對「2012信息」的明白程度，

是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追上早已參與錫安教會的資深會員。

日華牧師在信息中指出，

其實，我們是可以幫助他們追趕，至少也成為能夠被提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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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最後大復興的羔羊婚筵中，

成為能夠提供恩膏，將水變成酒的超級賓客，甚或有機會成為童女。

為甚麼到了大復興，羔羊婚筵已經開始的時候，

賓客和童女的信仰仍然有進步的空間呢？

其實，只要我們理解羔羊婚筵就會明白。

羔羊婚筵是甚麼呢？

就是見證主耶穌和新婦錫安教會之間，這個愛情故事的地方。

至於，為甚麼新婦能夠與主耶穌結為夫婦呢？

就是因為新婦一生也雙向地與主耶穌彼此相愛。

新婦並不是單單成為主耶穌的助手去事奉祂，這樣的人最多只能夠成為童女。

新婦也不是單單認識主耶穌，而參與羔羊婚筵，

前來吃這場筵席，聽新郎和新婦的愛情故事而受感的人，最多只是賓客。

所以，只有錫安是被神命定的新婦，其他教會卻無法得著這個身分。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甚麼來到錫安教會的賓客甚或童女，同樣有信仰成長的空間，

因為他們都可以從新婦的見證，明白如何愛神，以及與神互動的歷程，

知道怎樣如新婦一樣討神喜悅，而不是單單知道有神，

或只是麻木地一味工作，還自以為愛神。

而且，來到錫安教會朝聖的賓客，亦會因而更加珍惜所擁有的賓客身分，

被主耶穌和新婦之間的愛情故事所感動，改變自己對神的態度，

亦知道神對人類的愛，是何等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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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些來到錫安教會的所謂賓客，如其他遊客一樣，只是來觀光，

或只是好奇地看個究竟，沒有認真地了解神和新婦之間的愛情故事，

這樣的賓客，最終都會被神趕走，

如《聖經》記載，王把沒有穿禮服的賓客趕走一樣。

因為他們沒有尊重這場婚筵，也沒有尊重新郎和新婦之間的愛情。

所以，在大復興裡，因為神的愛而全面投入的人，就可以成為童女；

全面地被感動並回應的人，就可以成為賓客；

至於兩者也沒有的，就連成為賓客的資格都沒有。

那麼，我們要怎樣做，才可以幫助他們在短時間內成長呢？

方法，是我們將錫安教會過去每一篇信息，簡化 10倍，甚至 100倍，

不單是「2012信息」，以至過往的舊主日信息，

「主耶穌基督的名字」、「跟進行列」、「天國比喻」、「加拉太書」、「摩西詩篇」，

甚至，是《栽在溪水旁》的每一個題目。

將這些本來極為複雜的屬靈概念和原則簡化，

製作成精華短片、詩歌、導讀、動畫，甚至《感人短篇》等電影，

變成內容精彩，又容易吸收和消化的多媒體影像。

如此，即使是最後一刻才來到錫安教會的朝聖者，都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

明白神對錫安教會的旨意和計劃，了解神和錫安教會之間的愛情故事。

從而被感動，成長至成為賓客、超級賓客，甚至童女。

就不會有人，即使認識了錫安教會，

但仍因為不夠時間明白錫安的信息內容，或是言語不通，

最終仍是錯失被提的資格。

我們最基本可以做到的，

就是讓他們了解錫安教會與主耶穌之間，超過 35年的愛情故事和信仰歷程。

使他們明白，我們是如何成長至成為新婦。

如此，他們才有跡可尋，最低限度，知道神是尋找怎樣的人進天國。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極為龐大的信息優化和簡化製作團隊，

將每一篇艱深的「2012信息」，以及過往的每一篇主日信息和《栽在溪水旁》信息，

由第一篇開始，直至最新的一篇，甚至，當中每一個重點，

都毫無遺漏地抽出來簡化和優化成精彩影片。

使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時間內，明白及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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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剛剛到達的朝聖賓客，可以得知錫安教會信息的意義和內裡的真正價值，

使他們很快就能夠被神的愛和智慧感動。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亦是神對我們錫安教會的要求。

事實上，對比過往 2,000年的教會歷史，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元老級領袖，

以 35年時間，完成如此偉大的信仰級數，絕對是一個超頻，且超班的創舉。

然而，神卻挑戰我們，能否在將來的大復興中，

將如此超頻和濃縮的信仰經歷，由開始至終結，將整個歷程，

以極簡單易明的方式，介紹給所有初信和賓客，幫助他們的信仰成長。

即使不能成為新婦，至少也能夠成為合資格被提的賓客，甚至有機會成為童女。

箇中的價值，就如現時日華牧師所分享的自傳《栽在溪水旁之回憶栽種恩》，

將日華牧師過往的信仰決定，細緻解釋出來，

令我們更加明白，日華牧師在每一個決定中的心境和取捨，

使我們後來的人，都能夠知道信仰路，應該如何走，如何作出討神喜悅的抉擇。

然而，日華牧師分享自傳前，

是需要視乎他身邊的人，能夠自行觀察出日華牧師的動機和處事法，

然後再代入自己的人生中，設身處地理解及執行。

假如他們能夠理解，他們就能得著；

否則，當他們不能理解，有些人甚至會反過來敵擋日華牧師。

而現在，日華牧師卻可以藉著自傳，

將神帶領他人生的不同階段，他當時所思所想、作出的決定，一一剖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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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日華牧師已經沒有時間，再為舊信息作這種程度的細緻剖析，

所以，現時在童女面前，其實是有大量崗位，去優化這些優質的食物，

使坐席的賓客，能夠更容易享用，亦更享受這一場豐富的筵席。

*************************************************************************************
事實上，為何我們要向這方向走呢？

沒錯，我們一篇信息，假設是一百分鐘，當我們多了十倍人手的話，

我們是否將這一百分鐘，一篇主日信息裡的一百分鐘，變成一千分鐘呢？

是否這樣呢？當然不是如此，一般人怎能承受呢？

例如︰有足夠的人來到這筵席中，你將食物的數量提高，

每人由一磅豬排，提高至給他吃十磅豬排。

縱使，你多煮另外九磅，他又能否吃得下呢？

你將每星期一百分鐘的主日信息，變成一千分鐘，

接著，往後每星期的信息，他能否聽得完呢？

假如能聽完，又能否好像以往般，重聽兩次呢？不可以。

但是，為何你不將一百分鐘的信息濃縮，變成更精彩十倍呢？

當然，也可以延長十倍，但是，為何你不將它變得精彩十倍呢？

如《感人短篇》、於整個過程中創作一首歌，這就是我思考的方向，

因為，這是一個筵席，不是一間豬肉店或是車仔麵店，這是筵席來的。

所以，當我們製作的時候，發覺提高「量」，會眾也承擔不了的話，

那麼，我們便提高「質」吧。

導致他們來到，以往是聽一百分鐘，現在也是聽一百分鐘，

但是，卻更濃縮、更精彩。

這就是神幫助我們，將「2012信息」轉為筵席的方式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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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大復興臨到，但我們的主日講道仍是話劇式，而不是電影式的話，

那麼，你能夠在主日台上做到多少呢？

配合到多少呢？能濃縮多少呢？時間可以緊湊多少呢？

這是有限的，如我所說，若是話劇式的話，你舞台上的道具也是限制了，

但電影式的道具，卻沒有限制！

你想在哪裡拍攝也可以，你可在中國拍攝，或是沙漠拍攝，

你想去哪裡拍攝都可以，就連佈景，也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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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這種電影式，

在有史以來，雖然話劇也有很多人會投資許多資源，

但無論如何也不及電影，其數量、時間和最重要的人手上，電影的投資量可以很驚人的。

所以，現在我們所做的，為何我不斷談及這方向，

就是使這筵席，當很多賓客來到的時候，可以使他們更投入，為甚麼？

因為我們的筵席是更精彩、更豐富，讓他們更容易在信仰上躍進和突破，

讓聖靈更容易觸摸他們，解決他們人生中的需要和問題。

第二，就是讓每一位來到的賓客，

假如他們想做極之好的賓客，他想參與、想幫忙、想水變酒，

沒問題，你來幫忙，將水變酒。

試想，水變酒，這質素何只提高了十倍呢？弟兄姊妹試想想？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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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可以的，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是水變酒，

由清淡的信息，變成極之珍饈百味的信息！

現在，錫安正在做這件事。

你可以看見，為何錫安的信息，

現在不單基督徒要聽，連外邦人也會聽呢？對不？正是這原因。

所以，現在我們正在做這件事，這問題，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因為，這問題的答案，其實隱藏在迦南的婚筵裡，

但以前卻從未在這方向與大家分析，

原來主耶穌遺留了這一個婚筵的影兒，去讓我們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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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超級童女讓錫安的信息筵席化

今篇信息的結束部分，日華牧師進一步詳盡分享，接下來，進入終極大復興時，

萬民將會流歸錫安，共同見證新婦錫安教會與主耶穌之間的愛情故事，

就是過往 5年間，神不斷藉著眾多共同信息，在眾人面前回應及認可新婦錫安教會的永恆身分。

持續不斷的共同信息，就是主耶穌向全世界顯明：

錫安教會與其他自稱為「教會」的，是截然不同！

主耶穌親自不斷以共同信息的方式，來認可錫安教會，

就是為了告訴世人，新婦錫安教會與主耶穌之間，是存著真摯、令人感動的愛情。

錫安教會，竟能夠為新郎主耶穌犧牲如此多？！

全人類歷史都會為此而感同身受、被觸動，嚮往神與人之間，竟然存在如此動人的愛情故事。

因此，當世人進到錫安這個大復興裡，

都會被新婦錫安教會這份單純又溫馨的愛感動，

從而效法錫安優美的榜樣，定意撇下一切，委身事奉，

共同製作及完善這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

並且因著這份受感的愛意，明白「2012信息」的重要性，

同心協力，回應「2012信息」給予的方向。

事實上，現時，日華牧師分享信息的形式，已經與昔日大不相同。

過往，主日信息是以現場話劇方式分享，

即是，由日華牧師借助十多幅圖片及道具，

親自站在講台上，以話劇形式幫助弟兄姊妹吸收。

及至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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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信息的形式，經已昇華及演進為現時電影級數的主日播放形式，

即是，由日華牧師預先錄製分享內容，

再經過數星期時間，由「2012信息製作團隊」，為每篇主日信息，

製作數以百計的插圖，並加插大量精華短片（VO）。
將日華牧師一段段超濃縮的分享，變成更容易理解和吸收的信息，

及後，再經由日華牧師親自校對和補充，才正式於主日裡公開首播。

只是，隨著終極大復興的出現，萬民將會流歸錫安，訓誨也必出於錫安，

各人會因為新婦錫安教會與新郎主耶穌之間，這段排除萬難、矢志不渝的愛情故事，

而深深被感動，生命被影響。

因此，世人會把握最後的機會，共同製作及完善這套「2012信息」，

將這一套經已誕生了 11年、長達 550篇的「2012信息」筵席化，再濃縮十倍、精彩十倍。

屆時，大家可以將每篇「錫安信息」，包括「2012信息」，或更早前的主日信息，

加插一段段《感人短篇》的微電影故事，或是創作全新的詩歌成為主題曲。

就如現時於疫情下，教會為每星期推出的錫安新歌，悉心製作一段段精美的音樂影片（MV），
目的，是幫助弟兄姊妹，在一個更有意境的氣氛下，

全情投入和享受每首錫安新歌想帶出的信息，更容易吸收每篇「錫安信息」的內容。

情況就如，現時教會裡的 Deepro.及 CGI 電腦特效部，

每星期都會為每篇經已公開首播的「2012信息」，製作主日導讀或內容簡介 Trailer。

兩者的製作目的，都是為了將已經首播的「2012信息」筵席化，將它們變得更濃縮、更精彩，

使觀眾在收看「2012信息」前，先打好一個根基，

能更容易吸收每篇「錫安信息」的內容，或是將它們簡化，

使弟兄姊妹更容易理解一些深奧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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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接下來，每位有份參與錫安的童女和賓客，可以思考的方向，

就是共同協助日華牧師，將「2012信息」筵席化，變成一個更豐富的盛筵，

好讓大復興裡的賓客，來到這座「錫安山」時，能聆聽更豐富、更容易吸收的錫安訓誨。

日華牧師分析，在這場婚筵的大復興中，

既然，有份參與錫安的童女和賓客，經已錯失長年累月妝飾自己，成為新婦的機會。

所以，他們更應把握這場婚筵的最後機會，竭盡所能、努力參與，

由原本的賓客，晉升成為超級賓客的身分；

由原本只是一位普通童女，藉著不斷努力事奉，晉升成為超級童女的身分。

方法就是一同花心思，將每一篇錫安教會的信息和「2012信息」筵席化，

因為，共同信息所指向的永恆新婦 —— 日華牧師，

已經用了 35年時間，為大家悉心預備了眾多不同信息，

包括：「天國比喻」、「加拉太書」、「摩西詩篇」，

以及每星期的「2012信息」和每日的《栽在溪水旁》信息，

這些都是一頓頓屬靈大餐，使我們能夠在屬靈裡不斷成長。

至於，其他有份參與的童女和賓客，

就可以把握這機會，花上自己的心思、才能和時間，

將這些豐富的屬靈大餐，優化得更精彩、更容易吸收。

所以，這並不單單將「2012信息」或錫安的信息，麻木地重新翻譯成多國語言，

而是讓人進到錫安這個復興裡，見證了錫安與主耶穌的愛情故事，生命因而深深被影響。

所以，有份參與的童女和賓客，並非著重於機械性地一味工作和事奉，

反之，他們是效法錫安過往的榜樣，努力趕上，

在信仰上，學懂真正為神而活、真正為神而事奉，一生只求討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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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聖經》記載，妹妹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份，

就是懂得真心真意來到主耶穌腳前坐著，存著單純、愛神的心來聽主耶穌的分享。

反之，姐姐馬大卻為著眾多工作而煩擾，錯失了信仰的真意，

就是各人需要存著單純的心，來親近主耶穌，

而不是為著名利及私慾，麻木地事奉和工作。

就如當今普世的巴蘭教會，為著金錢和出名而所謂事奉神，

他們全都是自稱事奉神，卻錯失了主耶穌的聲音，

沒有效法錫安的榜樣，透過事奉的歷程，並為到愛神的緣故，

去學習不斷犧牲自己，使自己的屬靈和內涵不斷地成長。

因此，接下來，有份參與的童女和賓客，都不要重蹈馬大信仰的問題，

就是只顧一味工作，從不認真思考自己與主耶穌的關係。

神不斷以共同信息來認可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的榜樣，

就是為了告訴世人，剩下來大復興的日子和時間，

其實，已經是世人的最後機會，去重新思考信仰和永生的重要性，

決不是單單奉獻大量金錢，或是只顧麻木地工作及事奉。

反之，當每位童女和賓客，一同參與錫安的復興時，

各人要懂得透過參與事奉，學會把握每一次可以愛神及事奉神的機會，

花上自己的心思、才能和時間，回應神的好意。

一同盡心竭力完善錫安教會的信息，

讓錫安教會的信息變得更吸引、更精彩，成為末世裡最豐盛的屬靈大餐。

從而，讓世人進到這個筵席中，

透過錫安教會的信息認識神、建立及擁有一顆純全善良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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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今篇信息結束的時候，日華牧師希望大家能夠明白，

為何最後的大復興是一場筵席呢？因為，於這場筵席裡，

每位有份參與的童女和賓客，其實都可以把握最後機會，

撇下一切，盡力事奉神，將錫安的信息筵席化。

而不是企圖將這些信息，變成一些更難吸收、更複雜的內容，

反而將這些豐富的屬靈大餐，變成豬肉店裡的鮮肉般難以吸收，

或是，將錫安的信息，淪為車仔麵店般，降格成為一些沉悶、不美味、不易吸引的信息。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裡，我們的工作，

就是一同協助日華牧師，將錫安的信息筵席化。

一方面，不會令它們失去本來的味道和吸引力，保留其色香味俱全；

另一方面，亦能使每篇「錫安信息」變得更濃縮和豐富，

得以融入這場婚筵中，成為整個筵席的一部分，

藉此，讓世人能更輕鬆、更容易地吸收每篇信息的內容。

而負責帶領、策劃及組織不同部門，將「錫安信息」筵席化，

則是由童女肩擔的工作，而不是新婦。

接下來，即使是有份參與事奉的賓客或超級賓客，

他們極其量，也只是一同參與付出的賓客，

與那些代表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負責管理不同部門的童女或超級童女，

絕不是同一級數。

因此，有份參與事奉的童女，必須把握這場筵席 —— 錫安的大復興，

盡心擴展自己負責的部門，增加更多事奉崗位，供賓客參與，

以及，同心協力製作「錫安信息」，將其筵席化。

甚至，透過網絡、YouTube、Facebook、Blogger、IG、微信、Twitter 等工具，

將「錫安信息」傳揚得更遠、更整全，成為這個世代的最大祝福。

如此，每位經已參與事奉的童女和錫安教會成員，

就有機會晉升成為超級童女及新婦跟隨者的身分！

*************************************************************************************
問題二：日華牧師，隨著對「2012信息」的明白程度不斷加深，我們才能夠有別於其他教會的誤解，

真正明白末後大復興的實際狀況。原來，真正的末後大復興，並非一定要舉辦大型聚會，

抑或擴展成過百萬人的教會。原因，透過近二十多年來，網絡高速的發展，原來，世人也

可以一同參與這個最後大復興，其方法，就是透過現今的網絡世界。事實上，共同信息亦

正是一日不偏差地印證，這方向將會出現。那麼，對於錫安的弟兄姊妹而言，我們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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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以預備進入這個復興呢？又或者，教會的電腦部和其他部門，在這方面會否提

供更多培訓呢？

影片：疫情兩年前與後，普世教會遇到的聚會問題

今篇主日信息中，資料員提問如何能夠得到新婦的資格，

其實，這篇主日信息錄影的時間，差不多是兩年前的 2018年 10月 12日。

那時，香港尚未出現當時八個月後，2019年 6月的黑衣人動亂，

甚至，全世界也尚未爆發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當時提到，假如錫安教會的肢體，盡心盡意盡力地，努力參與錫安教會的各種事奉，

例如︰參與製作「2012信息」、PZ「完美音色」講座及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等事奉崗位，

就有機會能夠成為新婦。

然而，當時香港尚未出現「黑衣人動亂」及新冠疫情，

所以，當時錫安教會仍如常有著現場的主日聚會、家聚、科林活動，以及其他對外講座。

現時，距離這篇信息的錄製，已差不多兩年前，

日華牧師指出，正因為錫安教會在過去 35年，不斷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的帶領，

令錫安教會，無論是面對過去一年的黑衣人動亂，或是現今的疫情，都仍然是綽綽有餘。

因為，錫安教會無論是信息發佈、教會事奉，又或是弟兄姊妹相交等，

其實都早已在神的帶領下，轉為可以數碼化方式進行，可以完全以網絡方式全面取代。

所以，過去一年，

無論錫安教會面對黑衣人動亂，抑或新冠疫情下的政府限聚令，

我們都能夠立時作出靈活調動，即時將一切聚會和事奉，全面轉為網絡化和數碼化，

令教會的聚會和運作，幾乎完全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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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教會的奉獻收入，也同樣不受影響，

因為，教會肢體早已習慣了網上轉賬的奉獻方式。

事實上，錫安教會從來不會以傳奉獻袋的方式，直接收取奉獻，

一直也是間接地，讓肢體以自願和自動自覺的方式，

自行將奉獻放入奉獻箱，或是自行傳入教會銀行的賬戶。

所以，即使教會全面改為各自在家收看主日聚會，

也完全不影響各肢體奉獻的熱心，絕對不會對教會的經濟造成問題或影響。

然而，相比之下，其他從來沒有跟隨神帶領、沒有緊貼神時代計劃步伐的教會，

在黑衣人暴亂及新冠疫情雙管齊下的衝擊裡，卻是大受打擊，飽受困擾。

一來，這些教會無法正常舉行現場聚會，就不能傳奉獻袋；

另一方面，這些教會的會眾，一向也是在被看管下勉強奉獻，

現在，沒有人看管，自然更加被動，可免則免。

令現今香港，甚至全世界其他教會，

幾乎全數都因為不能聚會，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

尤其是那些為了建堂而借錢，仍未還清供款的所謂教會，

在無法聚會、奉獻收入劇減之下，已無力償還銀行的貸款，

甚至，不少都已處於倒閉和破產的邊緣。

錫安教會卻截然不同，縱使世界面對再多衝擊，也絲毫不受影響，

無論是教會的信息分享、事奉、奉獻收入，

或是弟兄姊妹的個人信仰、彼此聯繫等各方面，也沒有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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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因為暫時沒有現場聚會，

錫安教會更減少了教會 Base的租金和其他雜項支出，令教會經濟比以往還要豐裕。

不單如此，在這段疫情期間，很多錫安教會肢體，還神蹟地出現收入比以往增多的現象，

有眾多升職、上司主動加薪或發花紅的奇妙見證。

所以，在世界成千上萬眾多教會之中，唯獨錫安教會，就如神眼中的瞳人一樣，

是被神所保護和珍視、擁有神同在和祝福的教會！

可是，為何錫安教會在神眼中，是如此獨特，

當全世界和其他教會，正在經歷重重問題的時候，

我們卻彷彿住在沙漠中的美麗綠洲般，一樣也不缺呢？

正因為，我們在日華牧師的帶領下，願意義無反顧地，緊貼神的每一個步伐、永不偏離，

無論神吩咐我們做甚麼，即使所作的付出，並沒有任何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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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分享「氧份療法」、預備千年蟲儲糧、建殿和拆殿、多次國內逃生演習預備等。

一次又一次的付出和委身，從來沒有半點怨言，

相反，更認定這一切，都是神對我們的鍛鍊和考驗，

知道只要是神所吩咐的，就沒有一樣是白費。

所以，當我們一如以往地跟隨神，

例如︰早在 2004年，錫安教會已與時並進，逐步走進互聯網的平台，

多年來，我們都知道錫安教會與其他教會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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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過去一年，全香港，甚至全世界，面對社會動盪和疫情肆虐，

無法舉行現場聚會的時候，就更突顯錫安教會的與別不同。

因為，我們是一間，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的教會，

緊緊地跟貼那一位，預知和預定一切世事和萬事萬物的神。

現時，全世界社會，這種限制人群聚集的情況，不單會持續一年，至少也兩年以上。

甚至，可能是更長時間後，情況才有改變。

再者，假如今次的所謂疫情，真如日華牧師所預測的第三個可能性，

各國政府是為 Planet X的來臨，而作預備的話，那麼，情況將會更加沒完沒了。

這就更加讓我們看見，神早已預備及帶領我們錫安教會，

比外面任何一間教會，都更適合生存於這一個《啟示錄》世代。

現時世界的境況，對我們而言，當然是意料之外，但對神而言，卻絕不是意外，

祂早已知道，並預早帶領我們，為現今的光景，作最周詳的預備。

讓我們可以在全世界陷入黑暗的時候，繼續向世界發光，

讓人知道，神的同在，就在錫安教會這一所屬靈聖殿裡。

很明顯，神在「2012榮耀盼望」信息分享之初，

已經有祂的心意，使我們一步步踏入神的計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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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神已不斷讓錫安教會發展成一間網上教會，

包括舉行 PZ「完美音色」講座和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

也是為了配合「2012信息」的製作，及網絡世界的走向。

十年前，可能大家也不覺得Web 2.0的發展方向，竟是如此重要。

甚至，十二年前，日華牧師決定將當時分享的「健康之藍圖」信息，上載至 YouTube時，

其實也從未想過，在網上發佈信息，對今天的我們而言，竟是如此重要。

事實上，對於現今全世界所有教會而言，更是必須依賴網上發佈，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又假如，十年前日華牧師分享第一篇「2012信息」後，

沒有因為當中所分享，關於「The Simpsons Code」的信息，產生了美麗的誤會，

並決定以後的「2012信息」，都以預先錄製的方式分享。

那麼，今天的錫安教會，在社會環境的限聚令影響下，

就無法如常地聚會，每星期在網上聆聽精彩又詳盡的「2012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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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當年我們沒有向這方向發展的話，可能，今天的錫安教會，

也會如其他教會般，在暴動和疫情中，被打擊得幾乎無法生存，

因為我們無法一如以往地，如常工作、維持教會基本運作。

雖然，日華牧師在今篇信息所回答的，

是兩年前的問題，亦是我們兩年前遇到的事情。

但兩年後，我們才發現，神為我們預備的，

令現今錫安教會的狀況，比外間教會，不單好了十倍以上，

甚至，按著這勢頭，錫安教會只會越發強盛及擴展下去。

*************************************************************************************
答：其實，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正因當中提及，我們是有別於其他教會的誤解。

此話何解？其實，我們一直所談及的復興，

自有歷史以來，起碼從我信主的首數年開始，所曾聽聞的復興，

與現在由我們錫安教會帶起的復興，都是截然不同！

除了 Paul Cain以外，因為，由他帶起的復興，

是進入另外一個領域，完全是直指我們這個復興。

但是，其他教會所談及的復興，

盡是強調人數增長、創立一個數以十萬、百萬人的宗派，

並且，期望平安穩妥地度過往後的一百幾十年。

然而，Paul Cain所預言的「新族類復興」，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復興。

他形容，這群人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但他們的聚會，卻能開遍世界各地的大球場。

並且，屆時根本不存在任何體育新聞，

皆因，所有球場都清一色地，全被徵召來舉辦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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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想，如果一個復興，只為了帶來往後百年十載的平安穩妥的話，豈會到達此等級數呢？

相反，若然還有 1260天，世界末日就臨到的話，

屆時，全世界所有用來舉行大型聚會的廣場或球場，

是否全都會被徵召來舉辦聚會呢？

答案，是的！

原來，末後大復興將會在如此緊急（urgent）的情況下發生！

自 1990年，聽見 Paul Cain的預言之後，我們才開始接觸，並且理解復興的新形式。

可是，當時的我們，依舊沒有脫去舊有教會的理解方式。

仍然認為，我們現在這個復興，雖說是最後一次，

但是，往後還有許多年，甚至許多個十年，容我們度過。

然而，反觀現在的共同信息，是否指向這種舊有復興模式？

意即，是否印證錫安教會於世上，將會成為一所很龐大、分會林立的教會？絕對不是！

相反，所有共同信息，全都是印證錫安現時所分享，有關七年大災難、最後三年半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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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兩年後教會與七年大災難

當日華牧師回答資料員，有關末後大復興的光景時。

其實，必然會與末後的七年大災難相連於一起。

然而，對比於兩年前所錄影的「天國道」信息，

其實，於兩年後的今天，不單錫安會知道，現在是末世，

甚至，似乎外國很多基督徒都會問，

其實，新冠肺炎、社會動盪、大自然災難大集合的 2020年，

會否就是七年大災難的應驗？甚至乎，新冠肺炎，是否灰馬的作為？

然而，即使他們不斷希望尋找出答案，就是現時是否七年大災難？

但是，到最後，他們也只是如「盲頭烏蠅」般，方寸大亂，不知道如何應對。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於十多年前，已經被命定，去為七年大災難作出預備，

於過去的信息中，不單作出詳細的教導，同時間，亦作出認真的綵排。

甚至乎，踏入 2020年，我們更不會因為新冠肺炎而成為驚弓之鳥，

相反，我們是一早已經預備好，如何於新模式中適應生活，成為別人的答案，

去應付 1,260日的危急光景。

*************************************************************************************
所以，現在你就會看見，由我們帶起的復興，

並非一般教會所認為，能夠平安穩妥地舉辦許多大型聚會，

並且，大家聽完信息後，仍能開開心心地如常生活，繼續度過下半輩子，

誠然，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現時這個復興，正是給予他們警告，



20200830 www.ziondaily.com

65

告訴人們已不用安排退休生活，亦無須安排讀書和進修，

只因為，到時候是斷日計地進入世界末日。

屆時，就算學業完成，都沒有工作的機會；

就算退休了，也沒有地方可以度假；

就算買了房子，人們亦無法安心居住下去。

現時說及的，正是這種情況。

*************************************************************************************
影片：兩年前錄製的信息，早已預言今天世界的光景

今篇主日信息，其實，錄製於約兩年前 2018年 10月 12日。

當時，香港尚未出現，2019年 6月 9日，因反修訂《逃犯條例》而爆發，

長達半年以上的「黑衣人動亂」事件，亦未發生今年 2020年農曆假期前後，

由中國武漢開始，再蔓延至香港及全世界的所謂「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兩年前，日華牧師和資料員錄製大家今天所看的主日信息時，

無論香港或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局勢，仍是非常平靜，

各國人民，包括香港人，日子一如過往 50年一樣，沒有太大變化，

如常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正常地上班、上學，

周末，就與親友一同聚餐、逛商場購物，遇上長假期，就乘飛機或郵輪到世界各地旅遊。

對於未信主的人，甚至，對於從未為主耶穌再來，而警醒預備的基督徒而言，

當時的世界局勢，距離主再來，彷彿還有 500年，甚至 1,000年。

然而，就在當時，那繁華盛世、風平浪靜，現今一切歷史大事尚未發生之前，

日華牧師已於兩年前，2018年 10月 12日錄製主日信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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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末後大復興，將會如 Paul Cain所預言，是一場非常有趣的「新族類復興」。

Paul Cain曾形容，「新族類復興」的領導者，連換衣服的時間都沒有，

但他們的聚會，卻能開遍，並坐滿世界各地的大球場。

並且，屆時根本不存在任何體育新聞，

皆因，所有球場都清一色地，全被徵用作舉辦大復興的聚會。

試想想，假如一個復興，只為了為往後 100年，帶來平安穩妥的話，

那麼，這場復興又豈能達到這種級數，令全世界所有人的目光，在頃刻間扭轉，

由歌舞昇平，變成「如果錯過這復興，一切都會完蛋，必死無疑」呢？

反之，若然屆時，人人都知道，世界距離末日，只剩下 1,260日，

隨後就要經歷《啟示錄》所形容的七年大災難，

全世界有四分一人瞬間死亡，而其餘的人，九成都會死於非命。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這場復興的規模，

竟然令全世界所有球場及廣場，都被徵用作舉行大型聚會了。

因為，那時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不會再有另一個十年，

自然，也不會有人想繼續上班、繼續上學，

老年人也不會再為自己籌算退休計劃，亦不會再有人想去旅行享樂。

這種「人人不上班、不上學、不去旅行」的情況，

豈不正如現今 2020年，全世界因所謂的疫情，

大部分人生活也劇變，不能再如常生活的境況嗎？

極可能，這一次疫情，亦是新婦在背後操控 Freemason，精心策劃的一台戲，

目的，不單是預備全世界面對第四馬災難之一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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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讓全世界所有人開始收拾心情，

不再留戀這個花花世界，不再被各種物慾所迷惑，

開始預備好自己，迎接將要來的大復興，

一旦這復興爆發，就可以立即撇下一切，全心全意跟隨神。

因為，大家都知道，世界末日將會來到，

不論是世界，或是自己的人生，也不可能再有未來，

極可能，所有人在不久的將來，都只剩下最多 1,260日的時間，

決定自己將來永生的去向，決定究竟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

原來，末後大復興，將會在如此緊急（Urgent）的情況下發生！

日華牧師指出，自 1990年，他聽見 Paul Cain這個預言後，

我們才開始接觸及理解，最後大復興所出現的新型式。

可是，當時的我們，仍然未脫去舊有教會的思維模式，

仍然認為，這一場大復興，雖說是最後一次，

但是，往後人類仍然要過生活，仍有許多個十年。

然而，反觀現時的共同信息，又是否指向這一種復興呢？

即是，世界是否還有數十年時間，容許我們慢慢建立呢？

而這些共同信息，又是否印證錫安教會，將會成為世上一所很龐大、分會林立的教會呢？

絕對不是！

相反，所有共同信息，全都是印證錫安現時所分享，

有關七年大災難，以及最後三年半的信息。

所以，現在你就會看見，由我們帶起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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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如一般教會所認為，能夠平安穩妥地舉辦許多大型聚會，

大家聽完奮興的信息後，仍能開開心心地如常生活，繼續度過下半輩子。

顯然，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現時的所謂疫情，正是一個給予世人的重大警告︰

當大復興爆發時，人們已不再需要為自己籌算，

無須計劃退休生活、無須再讀書、進修或工作。

即使完成學業，也沒有工作的機會；

即使退休，也沒有地方可以度假享受；

即使買了房子，也無法安心居住。

因為，屆時距離世界末日，已是逐日倒數，

就如現今世界的境況，已隱隱看見這種趨勢。

如此緊急的信息，你能夠想像，何以它能夠徵召全世界所有人一同聆聽呢？

那時，甚至全世界也不會再有新聞，

尤其是很多大復興爆發的地方，都不會再有其他不必要的事情。

全因，在最緊急、分秒必爭的時候，

人們必須用盡自己最後的日子，逐日數算倒數，

如何以自己生命中所剩餘，最多 1,260日的時間，換取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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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反省自己有生之年裡，究竟錯失了甚麼，

為何在神的命定中，自己只能在最後的倒數日子，才能認識祂，

完全錯失成為新婦或童女的機會，

終其一生，只能成為一位賓客，為新婦的被提而贈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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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每一人都宣告三次︰「那麼，我真的很期待這個復興了！」

Amen! Amen! Amen!

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物，也一起歡呼拍掌多謝神！感謝主！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