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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9月 27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55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7）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這個「只此一家」的概念裡，你曾分享，其他教會也要像錫安一樣，在多年

來，要分享與錫安所分享一樣的信息，能夠同步，才算是能跟隨神的時代帶領。所以，在

這情況下，現在，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她們的基督徒，是否一定要參與錫安，才能稱為

跟隨神的帶領呢？而且，能避開婦人和其他兒女，被龍和撒但追殺的厄運呢？

問題二：日華牧師，你在《栽在溪水旁》的賢婦篇中曾為我們分享，新婦的位份等同使徒，而成為

使徒，就是我們身在錫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應有的目標。而另一方面，你在 318《The
Legacy • 傳承》聚會中分享到，神要求我們是非常簡單的。日華牧師，可否跟我們分享，

怎樣從一個馬利亞般簡單的信仰開始，最終能走上使徒的職份？

影片：時事追擊︰2020年 9月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及封城

9月 11日，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增至超過 2,813萬宗、逾 90萬人死亡。

美國累計超過 658萬人確診，超過 19萬人死亡。

印度則累計超過 446萬人確診，7萬 5千多人死亡。

印度方面︰

9月 13日，新冠肺炎持續於印度肆虐，

印度衞生部通報新增 94,372人確診，累計 475萬人染病，

其中，100萬名患者來自西部重災區，馬哈拉施特拉邦，

亦是全球首個累計確診病例突破 100萬的州或省，

假如她是一個國家，於全球國家排名上，就會位居俄羅斯之後，列全球第 5位。

馬哈拉施特拉邦醫院氧氣設備不足，需要向政府部門求助。

政府官員及專家認為，印度患者人數上升，可能因為國內重啟經濟活動、節日及抗疫疲勞。

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印度政府本應採取更嚴格的管控措施，

但疫情對印度的經濟衝擊，在 8月 31日公佈的 2020年第二季度資料中，

國內生產總值 GDP已出現了罕見的大倒退，較去年同期下跌了 23.9%，

這裡出現 239的共同信息。所以，印度踏入 9月後，

已宣佈第四階段解封，進一步解除各種限制。

這是印度自 1996年開始公佈相關資料後，最大的一次經濟收縮，

意味著，印度成為了經濟下滑得最嚴重的亞洲主要經濟體。

然而，令人更憂心的是，

印度第二季度的同比下挫，已是對比一個較低的參照值，

印度上年 2019年第二季度 GDP，僅有 5%增速，是 6年來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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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6月 24日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預測印度 202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4.5%。

經濟分析人士稱，全球經濟衰退下，

印度過份依賴歐美資本和國內財閥的經濟模式，正陷入危機。

同時，新冠疫情嚴重傷害經濟活動，

亦導致印度民眾收入受影響，令市場需求萎縮。

新聞片段：

Ambulance driver Manoj Kumar is on Covid-19 duty in the Indian capital New Delhi.
救護車司機Manoj Kumar，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為到新冠肺炎值班，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e says he's had to work 48-hour shifts, because the Indian healthcare
system is underfunded and overstretched.
在疫情肆虐期間，他需要 48小時輪班當值，因為印度的醫療系統缺乏經費及超負荷。

His family wants him to quit and return to their village.
他的家人希望他辭職回到家鄉，

He's not ready to do that yet but he does feel badly let down by his government.
他暫時未有此打算，但他確實對政府感到非常失望。

India's official tally of coronavirus cases is now past 5.6 million second only to the United States.
印度官方確診病例現已超過 560萬宗，僅次於美國。

India's supreme court says conditions are deplorable for patients in the worst affected states.
印度的最高法院指，於疫情最嚴重的地區，患者的情況非常惡劣。

Doctors and nurses have been protesting against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me have threatened to
resign.
醫生及護士也一直就工作情況抗議，部分更揚言辭職。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a dire picture has emerged of how the world's second most populous nation is
coping with the pandemic.
過去半年，這世界第二多人口的國家在應對疫情上，情況令人慘不忍睹。

Opposition MP says the government's confused messaging hasn't helped.
反對黨議員指責政府的指引矛盾，並無幫助，

When we had 200, 300 cases, we went for one of the most stringent lockdown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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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只有 200到 300宗個案時，我們實施了全球最嚴格之一的封鎖措施。

Now when we are reaching one-lakh cases per day we are opening up.
現時每日新增個案達十萬宗，我們卻解封了,

I mean I don't understand the pattern.
我無法理解當中的邏輯。

But the government says people must learn to live with this virus, because the cost of the lockdown with
120 million people jobless is too high to pay.
然而政府表示人民必須學習與病毒共存，因為全面封鎖會造成 1.2億人失業，代價實在太大。

9月 16日，印度累計確診人數突破 500萬，

數以萬計的貧困村鎮正進行檢測，每日新症數字仍在飆升，

外界預計，印度於數周內，就有可能超越美國的 660萬宗確診，成為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單單過去 24小時，印度已新增近 10萬人確診，累計感染人數，約佔其 14億人口的 0.35%。

而死亡個案總數，亦已增至逾 8.2萬人。

印度疫情爆炸式增長，11天內，確診人數就從 400萬增至 500萬，

9月的確診病例，已佔總數約三成。

其中，印度國防部長奈克（Shripad Naik）給下議院的書面回覆中，

披露軍隊至今有 19,839宗確診，成為重疫區之一，

其中，陸軍感染人數最多，達 16,758人。

奈克表示，所有服役期間病逝的軍人，皆可獲得臨終福利金。

印度至今的染疫死亡人數，超過 8.3萬人，死亡率為 1.63%。

直至 9月 18日，印度累計確診數目超過 521萬例！

總理莫迪今年 70歲的生日願望，是敦促全國人民戴好口罩。

沒錯！今年印度總理莫迪的生日願望，

竟然就是希望人民都戴好口罩，遵守政府的防疫規定。

莫迪表示︰「很多人問我想要甚麼生日禮物，

而我現在想要的是，『請大家繼續戴口罩，並且戴好口罩，

也避免前往擁擠的地方、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讓我們把自己的星球變得更健康。』」

中國方面︰

9月 14日，中國內地公佈新增 8宗確診，全部為境外輸入，

分別出現於廣東省、上海、浙江、四川和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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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累計 85,202人確診、4,634人病逝。

其中，雲南省瑞麗市新增 2宗境外輸入病例後，

省長阮成發下令全省邊境地區，立即進入防疫戰時狀態，

瑞麗市全民核酸檢測及城區人員居家隔離，7天內無特殊情況不得進出城區。

沒錯！瑞麗市單單出現 2宗確診，

已經需要全市人民居家隔離，7天內不得進出城區。

9月 18日，北京市舉行全球科學與生命健康論壇，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警告︰

今年冬季或明年春天，疫情應該還會持續，同時很可能發生局部地區爆發。

這時期的防控工作關鍵是控制傳染，也要注意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亦指出，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隨著秋冬季的到來，疫情可能會出現反彈。

亞洲方面︰

9月 14日，印尼疫情持續惡化，首都雅加達恢復大規模社交限制措施，

限制公共交通工具運作，並關閉所有娛樂場所和禮拜場所，

確診患者不可在家中隔離，需要到官方醫療設施隔離。

據《雅加達郵報》報道，印尼東爪哇省，

至少 8人因拒絕戴口罩，被要求為新冠肺炎死者挖掘墳墓。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

當地拒絕戴口罩的人，被強制要求為新冠肺炎死者挖掘墳墓。

當地政客蘇約諾向印尼媒體《Tribun news》表示：

「目前當地只有 3名掘墓人，所以，我想，我應該讓這些人與他們一起工作。」

文章指，被處罰的人員，並沒有被強制要求參與屍體處理，

只是從事挖掘墳墓，以及用木板支撐棺木的體力勞動，

當局亦有為他們提供全身防護設備，所謂確保沒有接觸風險。

有報道指，印尼某些地方，甚至處罰不戴口罩的人躺假棺材，

或是坐載著新冠肺炎死者棺材的靈車。

9月 22日，印尼新增 4,071宗確診，累計超過 25萬宗確診、累計死亡 9,837宗。

儘管疫情嚴峻，但印尼總統維多多仍表示，今年 12月 9日的地方選舉仍會如期舉行。

9月 14日，南韓首爾市當地新增 109人染疫，

出現日華牧師 9月 1日，901生日的共同信息，

首爾市為防疫情再現，延長禁止 10人以上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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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夜店等 11種高風險場所，及部分室內設施仍繼續暫停，教會亦無法舉行聚集活動。

9月 18日，南韓新一波疫情由首都圈擴散至全國，

源頭被指是爆發集體感染的首爾市「愛第一教會」，

市政府入稟法院控告該教會及牧師全光焄違反《傳染病預防法》，

追究其民事責任，令疫情擴散至首都圈及全國，

並追討 46.2億韓圜，折合約 3,100萬港元賠償。

「愛第一教會」引發的疫情擴散，估計帶來 131億韓圜的金額損失。

9月 22日，南韓國務總理室 1名職員確診，

國務總理丁世均取消行程，並進行檢疫隔離，

而前一日，他曾與南韓總統文在寅開會。

9月 18日，日本眾議院事務局公佈，自民黨眾議員高鳥修一確診，

這是日本首次有國會議員感染新冠肺炎。

9月 19日，報道指緬甸自 8月中爆發第二波疫情後，社區感染個案持續上升，

目前，當地累計 4,621宗確診、81人死亡。

但緬甸選舉委員會表明，大選不會延期，但會確保選民投票時遵守社交距離。

歐洲及中東方面︰

9月 12日，法國爆發新一波疫情，新增 10,561宗確診，

不但再創新高，更首次錄得單日逾萬宗病例，

全國累計 41.3萬人染病，其中 30,910人病逝。

面對新一波疫情，法國總理卡斯泰（Jean Castex）承認形勢惡化，

但表明未有計劃再度全國封鎖防疫，

接下來數個月，必須與病毒共存，呼籲民眾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及戴口罩。

但政府防疫顧問指，

政府於接下來 8至 10日，需要作出困難的決定，並將高風險地區增至 42個省份。

9月 23日，法國政府宣佈，

將首都巴黎及其他部分地區的警戒，提升至最高級別。

法國政府宣佈新一輪防疫措施，

第二大城市馬賽的餐廳和酒吧停業，巴黎等城市會限制聚會人數。

巴黎、里昂、尼斯、里爾等多個大城市，

公共場所的聚會人數限制在 10人以內，

酒吧和咖啡店須在晚上 10時前結束營業，所有大型活動均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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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衞生部長維蘭指，住院人數較上周增加一倍，

大巴黎地區的醫療系統已承受著極大壓力。

新聞片段：

The number of Covid-19 hospital admissions continues to rise in France.
在法國，因新冠肺炎而入院的人數持續上升，

Authorities are getting ready to issue a new set of restrictions for several of the country’s major cities.
當局正準備在國內數個主要城市，實施新一輪防疫措施，

Until now, the Ministry of Health had regularly updated a map of France showing regions with high levels
of contamination or Red zones.
迄今，法國衛生部定期更新國內疫情地圖，以「警戒地區」顯示疫情較嚴重的區域。

But the growing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means the government will likely place several large cities in
the Super Red or Scarlet categories.
隨著新冠肺炎病例不斷增加，意味著政府可能會將數個大城市，升至「加強警戒」與「最高警戒」

兩個級別。

Super Red means that all the hospitals will be on duty and on call 24 hours over 24 hours and that is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the potential wave of new patients that will require intensive care.
「加強警戒」表示所有醫院都會開放，醫護人員會 24小時隨時候命，從而應對新一批患者，需要入

住深切治療部的潛在需求。

Although the Super Red and Scarlet levels are already an integral part of government plans in mass
casualty events.
「加強警戒」與「最高警戒」，是政府處理大規模傷亡事件中所用到的。

Authorities hope these categories will alert citizens about the rising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and hospital
admissions.
當局希望這些警戒級別能提醒市民，新冠肺炎病例和住院人數持續攀升。

French newspapers are also reporting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on a slew of new measures that would
take effect in areas that are seeing high numbers of new cases.
法國報章指政府正在準備新一輪措施，應用於有大量確診病例的地區，

Those may vary from city to city, but they include a possible ban on alcohol sales after 8pm.
新措施在不同城市可能存有差異，包括在晚上 8時後禁售酒精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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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limits for the number of people taking part in social gatherings and large events and a possible ban
on community centres and halls being used as wedding venues.
限制參與社交聚會和大型活動的人數及可能禁止將社區中心和禮堂用作婚禮場所。

Over the past seven days, more than 4,000 people have been hospitalized across the country 650 people
were admitted to intensive care.
過去 7天，法國有 4,000多人確診住院，650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療部。

9月 13日，以色列確診個案持續上升，

過去一周的單日新症，錄得破紀錄的逾 5,000宗。

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電視講話，宣佈全國將進行為期 3周的封鎖，

這次行動，是繼 3月至 5月全國封鎖後，第二次再度實施為期 3周的全國封城令。

由 9月 18日猶太新年，即今年吹角節假期的開始，

學校、餐廳、商場、酒店等行業暫停營運，民眾必須留在住所的 500米範圍內。

他表示，明白民眾及國家經濟，會因此而付出代價，

但現時仍要先以阻止疫情為主，

而經濟方面，財政部長已提出新的經濟方案，以協助受影響企業。

目前，以色列累計逾 15萬宗確診，超過 1,100人病逝。

9月 13日，英國衞生部公佈，新增 3,330宗確診，再有 5人病逝，

當地已連續 3日，確診數字超過 3,000宗，而且是自今年 5月中以來最高的紀錄，

此外，蘇格蘭周日新增 244宗新病例，創 5月 6日以來單日新高。

目前，英國累計超過 36.7萬宗確診，死亡人數增至 4.1萬人。

9月 17日，英國頒佈新的限制措施，預計影響近 200萬人，

首相約翰遜強調，為了讓全國民眾能夠享受 3個月後的聖誕節，現時，只能先收緊防疫。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新措施包括︰

民眾不得於晚上 10時後到訪夜店及酒吧、嚴禁兩個或以上的家庭聚集、

如非必要不准外出及使用公共交通，

以及首次禁止非必要訪客進入安老院。

9月 19日，英國通報新增 4,422宗確診，

連續兩天創下 5月 8日以來的單日新症紀錄，

第二波疫情已是無法避免，政府正研究是否收緊防疫措施，亦不排除會再度全國封鎖。

首都倫敦市長簡世德表示，對於病毒在該市快速傳播，感到非常擔心，

正考慮仿效國內其他地方的防疫措施，並堅決表示，不應等到病毒失控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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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亦實施新措施，打擊違反隔離令的人士，

違例可罰 1,000英鎊，折合約 1萬港元，

而重犯，或威脅自我隔離員工會被解僱的僱主，

則會重罰 1萬英鎊，折合約 10萬港元。

9月 21日，鑑於疫情反彈，

英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首席醫務官，

將疫情警戒級別，由 5級制的第 3級，調升至第 4級。

隨著第二波疫情來襲，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

英國的疫情已達到「危險的轉折點」（a perilous turning point），
自 9月 22日起，將進一步加強防疫措施，為期長達 6個月，

並呼籲人們在家工作。

沒錯！這一輪防疫措施，為期長達 6個月，即至到下年 3月底。

其中，計程車司機及乘客，均須佩戴口罩，

婚禮上限為 15人、喪禮上限則為 30人，室內運動場必須少於 6人。

9月 16日，世衞組織傳染病及流行病專家范克爾克霍夫表示，

冬季流感即將來臨，而新冠病毒在北半球部分地區的擴散速度，實在令人擔憂，

住院病例更有年輕化趨勢，15至 49歲的病患入院數目，正不斷增加。

世衞地區主任艾蒂安（Carissa Etienne）指，

拉丁美洲疫情仍未受控，但部分國家已解除封鎖和回復正常生活，

他警告，過早解封國家，會令人民陷入更大危機。

9月 17日，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

全球通報的確診病例中，約 14%患者是醫護人員，

即是，每 7名患者，就有 1人是醫護人員。

他呼籲各國要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足夠防護設備，以防染疫或傳染病人及家人。

沒錯！原來當前每 7名新冠肺炎患者，就有 1人是醫護人員。

事件完全印證 7個月前，即今年 2月 8日，

日華牧師於「新冠肺炎座談會」的前瞻性分析。

當時，日華牧師已指出，全球抗疫措施中最大的漏洞，

就是醫院錯誤使用防護裝備及錯誤處理疫情，導致感染率及致命率上升。

正常情況下，醫院處理傳染病患時，是需要使用負壓隔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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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負壓病房配有獨立抽氣過濾，而且氣壓較外面低，

令空氣只會有入沒有出，杜絕病毒再傳播到其他地方。

再者，醫生、護士進入隔離病房時，除了要穿上全套防護衣之外，

離開隔離病房時，亦必須將全套防護服棄置。

因為，醫護人員於隔離病房處理病人時，身上很可能已沾染了病毒，

假如仍穿著同一套防護衣四處走，

雖然，這套防護衣仍能保護裡面的醫護人員，

但是，這套防護衣的表面，已成為了超級播毒源頭。

所以，當普遍醫護，一天只穿一套防護衣，

卻四處接觸大量不同的病人，甚至穿梭來回整間醫院，

那麼，交叉感染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

導致本來沒有患上新冠肺炎的病人，甚或其他醫護人員，

都會因為接觸這些醫護人員而受感染。

然而，當前世衞組織公佈，全球竟然約有 14%患者是醫護人員，

即是，每 7名患者中，就有 1人是醫護人員，

事件完全應驗 7個月前，即今年 2月 8日，日華牧師於「新冠肺炎座談會」的警告！

9月 17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顯示，

全球累計已有逾 3,000萬人確診，病逝人數突破 94萬。

全國眾多國家之中，美國的總確診病例居首位，

印度、巴西、俄羅斯及秘魯，則依次排第 2至第 5位。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數增長時序如下︰

2020年 1月 19日：100宗；3月 6日：10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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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100萬宗；6月 28日：1,000萬宗；

8月 10日：2,000萬宗；9月 17日：3,000萬宗。

全球確診病例，自 8月 10日突破 2,000萬關口後，

不足 40天，就輕易達到 3,000萬。

新聞片段：

The number of coronavirus cases worldwide has surpassed 30 million.
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已超過 3,000萬宗，

That figure has doubled from 15 million in less than 60 days.
在不到 60天，病例從 1,500萬宗翻了一倍。

One in seven cases reported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been a health worker.
根據世衛組織接獲的病例報告，每 7名患者就有 1人是醫護人員。

The US is still the worst-hit country, followed by India and Brazil.
美國仍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其次是印度及巴西。

But there’s growing concern for the situation across Europe.
然而，整個歐洲的情況使人越發憂慮。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ays there’s been an alarming rise in transmission there with weekly cases
now exceeding those reported at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世衛表示歐洲傳播的升勢令人擔憂，現時每週病例已超過疫情高峰時的紀錄。

Europe correspondent Samantha Hawley reports from London.
駐歐洲記者 Samantha Hawley在倫敦報道。

As the pandemic surges again in Europe.
歐洲再次爆發疫情，

Marseille is the worst affected French region.
馬賽是法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Once again, Covid-19 patients are filling the hospitals and emergency beds for all patients are running out.
再一次，新冠肺炎病人塞滿醫院，所有急症床位不久就會爆滿。

The testing regime is under pressure.
檢測機制正面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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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panic, a real panic.
是恐慌、切切實實的恐慌。

It’s stressful and the doctor’s website tells me there’s nothing until the end of September.
壓力很大，我從醫生的網站知道，直到 9月底前都額滿，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s shocked by what it’s seeing.
世衛對現時的情況感到震驚。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in Europe is now higher than it was during the peak of the pandemic in March.
現時歐洲的新增病例，高於三月時疫情高峰時的水平。

Last week, the region’s weekly tally exceeded 300,000 patients with Spain and France recording the worst
results.
上週，歐洲新增逾 30萬宗病例，西班牙和法國的情況最為嚴重，

The UK is on track to follow the continent into a disastrous second wave.
英國正跟隨歐洲進入第二波疫情，

And its testing system too is not coping.
其檢測系統同樣不勝負荷。

I have been trying online every hour on the hour, for four days.
我已連續四天，每小時準時零分便上網嘗試，

And I finally got an appointment last night.
昨晚我終於成功預約到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now banned socializing for 2 million people in seven areas in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with the case numbers at three times the national average.
英國政府現時對東北部七個地區共 200萬人，禁止社交活動，因該地區的個案是全國平均的三倍。

We agree with the local councils that we must follow the data and act and the data says that we must act
now.
我們同意地方政府的意見，我們必須密切關注數據並採取行動，而數據顯示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Introducing a second national lockdown would be devastating for the UK economy that’s already in
recession.
實施第二次全國封鎖措施，對處於衰退中的英國經濟，將造成極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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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oris Johnson says he just won’t do it.
首相約翰遜表明他不會出此對策，

Instea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putting the onus back on the people with the message if they want to save
Christmas, they need to stick to the rules.
相反，英國政府將責任歸給人民，表示假若他們想要過聖誕節，就必須安分守己。

9月 20日，歐洲多地嚴防新一波疫情蔓延之際，

英國、德國、西班牙等地，有數百人走上街頭，抗議當地的限制措施，

絕大部分參與者均沒有戴口罩，更有人質疑疫情大流行只是謊言，

期間揮舞著「結束恐慌，疫情大流行只是謊言」等標語。

9月 23日，歐洲疫情近日再次反彈，不少國家重啟防疫管制，

即使多國政府表示，不會再有 3月的大規模封城措施，

但市場普遍仍擔心疫情難以平伏，打擊消費信心。

隨著第二波疫情已無可避免，稍後冬季來臨，更可能會令疫情進一步惡化。

然而，歐洲民眾本來就重視個人主義，多於群體秩序，

對於要放棄個人自由的防疫措施，本來就很不滿，

而隨著疫情長期化，很多民眾更已失去耐性，

導致各地相繼爆發一定規模的反防疫示威活動。

再者，歐洲國家無法高效操控社會資源，經濟亦不可能長期停擺，

故此，即使面對第二波疫情，也不敢重啟封城等措施。

除此之外，美國及印度，對於控制疫情方面，似乎已接近放棄，

確診人數長期位居全球一、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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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歐美等先進地區，

都只能將希望押注在疫苗上，一直等待所謂有效的疫苗推出。

然而，距離疫苗能有效控制疫情，仍有一段距離，

但這期間，很可能會造成難以估計的傷害。

現時，對於全球疫情，即使不能以「失控」來形容，

但各國已可謂束手無策，只能將希望全押在疫苗身上。

9月 24日，歐洲疫情反彈，英國和法國單日確診數字同創新高。

英國新增 6,634宗確診，比前一天的 6,178宗還要高，創下紀錄，反映第二波疫情正席捲這國家。

而法國方面，衞生當局通報，有 16,096宗新確診，打破先前 13,498宗的單日最高紀錄，

並且是 8天內第 4次創下單日新高。

澳洲方面︰

9月 11日，澳洲皇家軍團第 3營士兵，在昆士蘭省湯斯維爾駐地，

登上 KC30運輸機及 C130運輸機，前往維多利亞省支援抗疫。

9月 20日，澳洲維多利亞省繼續封鎖重災區墨爾本，

民眾日常生活受到嚴格限制，引起部分人不滿，

一批示威者在商場「快閃」，時間不足 5分鐘，抗議政府的防疫限制。

警方出動 5隊公眾秩序反應小組及數百名警員，

在商場內巡邏及截查民眾，於進出商場的道路設置路障，

至少 2人因非法集會被捕，另有 6人被罰款。

面對疫情來勢洶洶，澳洲總理莫里森早前收緊入境人數限額，每周只允許 4,000人前往當地。

美國傳媒近日報道，一批身在外地的澳洲公民，既沒有工作之餘，連簽證亦已過期，

有人難免感到絕望，指：「他們已忘記了我們。」

根據外交事務和貿易部（DFAT）數據，

自 7月起，至少 2.5萬名澳洲公民登記需要回國，當中大部分都需要財政及醫療援助。

其中一名滯留海外的澳洲公民受訪時指，

政府 3月時促請公民回國，對象是短期外遊公民，

但對於在外國工作的人而言，當時根本無法預計疫情的發展，

並大吐苦水指，現時已難以買到機票回國，

加上，回國後還要支付 3,000澳元酒店隔離費用，折合 1.68萬港元，導致回家成本異常昂貴。

美國及加拿大方面︰

9月 8日，美國學校的新學年開始，



20200927 www.ziondaily.com

14

當地傳媒報道，過去一周，美國大專院校已錄得逾 3.6萬宗確診，累計 8.8萬宗，

當中，更有 60位教職員病逝，主要集中在春季學期。

特朗普公開指，新冠疫苗最快於三周內，或 11月 3日大選之前能夠面世。

但另一邊，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指，

疫苗最快於明年中才能夠推出，卻被特朗普斥責他在提供錯誤資訊，事件引發爭議。

9月 20日，美國民主黨康涅狄格州眾議員海斯（Jahana Hayes）宣佈確診，

是第 18名染疫的國會議員。

9月 22日，美國是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已有約 706萬人確診、超過 20.4萬人病逝，

死亡人數之多，僅次於美國內戰及二戰中死亡的美國人。

美國傳媒指，8個月前，疫情於美國初現時，實在是難以想像有 20萬人因此而死亡，

然而，如今卻已成了事實。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衞生研究員努佐（Jennifer Nuzzo）直言，這個數字是「不可思議」，

但現時更有預測推算，這數字到了今年年尾，將會翻倍變成 40萬人。

9月 22日，加拿大疫情同樣反彈，

公共衞生局通報一日新增 1,307宗病例，是自 5月初新高。

魁北克省多地重新收緊防疫措施，

11年來首次取消著名的多倫多聖誕市集，

而過去每年為期逾 6周的聖誕市集，均能吸引 70萬人到場。

9月 24日，美國紐約市長白思豪表示，

需要對布魯克林幾個社區近期出現的聚集性病例，採取「緊急行動」，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決定，取消 2020至 2021季度的所有演出。

本港方面︰

9月 18日，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

第三波疫情在 7月底的高峰期後回落，但速度緩慢，

預計第四波疫情會在冬季出現，並且會較第三波嚴峻。

政府正密鑼緊鼓預備，增加社區應對及檢疫隔離設施，

包括已落成的竹篙灣第二期，提供 700個單位，

第三、四期，預計將會在年底落成，再提供 2,000個檢疫單位。

此外，會保留鯉魚門度假村隔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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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繼續租用酒店，供密切接觸者入住，

預計年底，將會有 4,000個單位應對檢疫需求。

而作為社區治療設施的亞洲國際博覽館，則會進一步擴充至約 1,000張病床。

至於社交距離措施方面，考慮到實際情況及防疫經驗，

暫時未能如今年 6月般全面放寬。

無疑，新冠肺炎疫情一直沒完沒了的發展，

完全朝著「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的預告應驗發生。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問題：「日華牧師，在這個『只此一家』的概念裡，

你曾分享，其他教會也要像錫安一樣，多年來，

也要分享與錫安一樣的信息，能夠同步，才算是能跟隨神的時代帶領。

那麼，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是否一定要參與錫安，才能稱為跟隨神的帶領呢？

而且，能避開婦人和其他兒女，被龍和撒但追殺的厄運呢？」

答：是的。

因為，神最後用龍和婦人等許多的異象，就是為了講述不同的群體。

啟示錄，就是時空的縮影，將全個歷史，

縮影成一件又一件事件，也就是於全人類歷史中的變化。

所以，兩個毛衣人是代表了兩個群體。

一個，是無法被提的以色列人，因為他們是相信舊約；

另一批是還未被提的基督徒。

至於婦人的其他兒女，就是從以色列這群體所生的所有宗派，

包括猶太教、回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與及眾多的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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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神的眼中，雖然，最後的小孩，是最後才出生，

然而，他是比婦人與及其他早出生的兒女更寶貴。

甚至乎，神是唾棄了婦人與及其他兒女。

雖然，那些兒女，比最後的孩子更早出生，有些，更是過往的復興，

然而，他們是由屬靈開始，卻以血氣來維持，所以，最後亦失腳。

因此，他們不能如最後的小孩般，一出生就能夠被提，

並且，可以承受神所給予的鐵杖，

相反，他們是要經歷血的教訓，才有機會上天堂。

於歷史的縮影看來，每一個復興，

由誕生到最巔峰的時間，往往是要經歷幾十年。

就如以色列人在曠野逗留了四十年；

主耶穌於 33歲，被釘上十字架般；而錫安，則成立了 35年。

原因，於復興開始時，神是揀選年少的一群，

讓他們成長、學習，日積月累出以年計的成長，

最後，才誕生出一個時代的復興。

而我們，更已經是最後的復興，不會有下一個。

因此，沒有前來參與我們的，

就只能留在大災難中，經歷 1,260日的反省、悔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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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來，很多人會前來錫安參與，然而，就算他們要來，

其實，也只是有著一個事奉的渠道、一個付出的機會。

所以，對於那些單單吃果子，成為我們負擔的掛名基督徒，

其實，也不等於可以有上天堂的保證。

因為，最重要的，不是來香港，去聽完所有錫安的信息，

最重要的是，於聽道後，無論身處任何光景、任何位置，

也要付出最大的貢獻，這才是於復興當中有份。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55天國道第二部分：答問篇（7）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這個「只此一家」的概念裡，你曾分享，其他教會也要像錫安一樣，在多年

來，要分享與錫安所分享一樣的信息，能夠同步，才算是能跟隨神的時代帶領。所以，在

這情況下，現在，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她們的基督徒，是否一定要參與錫安，才能稱為

跟隨神的帶領呢？而且，能避開婦人和其他兒女，被龍和撒但追殺的厄運呢？

答：繼續上星期的分享。

所以，於過程中，

當你聽完錫安的教導，要是你能支取錫安的靈（Spirit）的話，

你便得知，無論你在任何光境，或身處甚麼位置，也要付出最大的貢獻。

如我們在不同的地方，無論是加拿大，或是馬來西亞，

不見得有其他教會去參與，反而是我們差他們出去，

在那裡發展，以及做他們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成為我們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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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並非來到我們當中，成為我們的負擔、負累，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復興當中有份；

剛好相反，就算你們來到錫安，你也要學習怎樣付出、學習怎樣結果子，

因為我們只不過給予你一個渠道，

而非給予你一個掛名的名號，於是你就可以上天堂、被提。

不是！

我們是給予你一個渠道，讓你知道神現時要做的事情，

既然如此，你就可以學習怎樣在這一刻，

於神現時所做的事情中，有所貢獻。

許多時候，我們差派資料員到另一個地方，

他們都可以照樣繼續做資料員，可以照樣繼續做繪圖員，

可以照樣做回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這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我們現時可以藉著網絡，幫助我們將「2012 信息」發佈至全世界。

所以你需要學習，當你知道現在一定要參與（join），
當然，最好是你可以經濟自由，不會成為他人負累的情況下，

來到錫安一齊幫忙、一齊努力。

但問題在於，你發現根本是不許可，有時候可能是神的心意，

你繼續在你身處的地方、你的國家、你的城市，成為我們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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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可能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繪圖員，

你可能是一個非常優質的編劇，或者你正在做的事情，

已經可以在作曲填詞上，或者在調較音響上，

在許多方面可以成為我們的顧問，成為我們 2012 小組的一部分，對不？

*************************************************************************************
影片：新婦提供不同渠道給賓客參與又新又活的路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了於末後大復興裡，我們所要肩負的責任和工作。

原因，將要來的復興，

不單是容讓錫安的弟兄姊妹參與，甚至是讓小獅子去參與，

於整個藍圖裡，對於將要來的一群而言，這也是他們唯一可以得獎賞的機會。

亦因此，於信息中，日華牧師教導眾多事情，

為的，就是讓後來的人，能夠參與事奉和知道參與的方法。

而藉著錫安創造眾多渠道，讓那些凡願意付代價的人，可以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這就是我們迎接大復興來臨時，一個新的責任。

讓別人知道我們打開了哪些渠道、製造了哪些不同崗位，

使所有願意全心投入的新人，可以於最短時間內，於神面前，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於復興中，我們有我們的部分，

同時間，新來的一群，他們也有自己要完成的部分。

過去，很多基督徒也以為，於大復興中，他們會成為眾人所羨慕的領袖，

而聚會裡大量信主的新人，只要成為大型聚會的座上客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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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種想法，就證明了他們沒有正確的屬靈意識。

那麼，他們又怎會是這位小孩子呢？

事實上，他們沒有這種意識，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原因，他們從來沒有這方面的呼召，但我們卻有。

因此，大家都會明白，

為何近幾年，神會不斷印證錫安就是這位小孩子。

原因，神真的是一步一步，為我們打開了末後大復興的藍圖，

教導我們所要預備的工作，甚至乎，是預備將要來參與的一群，

為他們打開很多渠道，讓他們也可以參與其中。

其實，對於錫安來說，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就是完成羔羊婚宴的筵席，也就是「2012信息」。

而這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於這 11年間，

就算沒有其他人的幫助，我們也可以完成。

即使於疫情下，人們看為最嚴峻的處境，

然而，每星期的「2012信息」，仍然可以如期首播，

並且，每星期的主日，質素也是不斷提升。

因此，為何現在我們要改變呢？

原因，這是神給予我們下一步的呼召，也就是要預備大復興的來臨。

很多人會來到朝聖，所以，我們要將錫安教會，介紹給他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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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除了介紹錫安之外，我們也要照顧他們、

帶領他們去不同的景點拍照留念、學習和參觀，

然而，這只是迎接復興初階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當他們來朝聖、認識我們後，

我們就要讓他們去思考，如何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為他們提供一些崗位和方法，

讓他們可以成為我們的一部分，這才是最能夠幫助他們的地方。

所以，於過程中，我們需要介紹自己，同時間，亦要向他們介紹眾多不同機會，

與及教導他們，如何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讓他們可以於末後復興中貢獻自己。

因此，末後復興，我們不是單單鼓勵他們來這裡旅遊而已。

我們要比舊約聖殿更進一步，讓朝聖的一群，能夠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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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於末後日子，神不是要接收一個建築物的聖殿，

神要接收的，是每一位建立真正聖殿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於舊約，聖殿是一個建築物，

以色列人，甚至其他國家的人，也會來到聖殿朝聖。

對於以色列人而言，他們可以來到外院獻祭，參與其中。

然而，對於眾多非以色列人而言，他們不會因著來朝聖，就可以成為以色列人，

他們來到，極其量，只是朝聖旅遊。

就算他們每年三次朝聖，然而，他們都只是隔岸觀火、不能參與，

這就是舊約與新約的差別。

於新約中，真正的聖殿是活的，可以讓每一個人也參與，成為其中一部分。

這就是主耶穌基督於新約中，為我們開了這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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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舊約，這些朝聖的外邦人，正是缺乏了進聖所參與的「一條路」。

但當主耶穌來到世上，目的，就是為我們開通了這一條通往聖殿的路。

甚至乎，當我們能夠達到某個程度、完成某些事情，

更可以成為這個聖殿群體的一部分。

所以，主耶穌基督的救恩，不僅是給予以色列人，也是給予所有外邦人。

因此，來到新約，由主耶穌開始救恩至救恩結束的時候，

假如人們真心來朝聖，到一個階段，他們也可以成為聖殿的一部分。

原因，透過主耶穌基督所開啟，這條又新又活的路。

這條路能夠讓我們在信仰的道路、真理、生命中成長。

而這種成長，會導致我們有機會成為新約聖殿的一部分。

既然，主耶穌為新約打開了這條又新又活，通往聖殿的路。

所以，於末後大復興中，我們的工作，就是為這班後來的新人，

開出這些渠道，讓他們自己選擇，可以做到甚麼程度。

也就是為他們開鑿一條神為他們預備的道路。

當然，他們每一個人的參與程度，也是自己決定的。

神就會為他們作出判斷，看誰才是合格。

也就如《撒迦利亞書》，於聖殿收貨的時間，

能夠通往這條聖殿之路，並且合格的一群，

他們就會與錫安的弟兄姊妹，以及小獅子一同被提。

但不合格的一群，則要留下，面對最後三年半的試煉，哀哭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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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就會明白到，為這些來朝聖的基督徒，

打開參與事奉的渠道，對他們而言，是何等重要，

這不單關乎他們的救恩，並且，亦關乎他們能否與我們一起被提。

*************************************************************************************
如果你真真正正連繫（connect）到我們的靈（spirit），
你就會知道於這個時候，最重要的是取到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能夠為著神將要來的這個日子、這套「2012 信息」，有所貢獻。

這就是現時錫安正在做的，就是全面貢獻於「2012 信息」中，

而「2012 信息」的每一步都有神的帶領，

如我們所說的 ToME 講座、Perfect Zound完美音色講座、錫安劍，

每一樣東西都有神的帶領，幫助我們於這個過程裡，完成「2012 信息」，對不？

如果是這樣的話，弟兄姊妹就要留意，往後聽過我們信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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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 1,000個當中，只有一兩個人才可以來到香港，

並且能住下來，跟我們一齊事奉；

但在 1,000個人當中，可能有 10個至 100個人，

他們可以間中來探訪我們，就如許多在中國大陸的弟兄姊妹，

他們間中來探訪我們，像朝聖般參觀許多地方。

我所說的「朝聖」並非褻瀆，因為這是神所定的地標，就如耶路撒冷一般。

我們現時知道，耶路撒冷就是牛腿，更知道箇中原因，

但即便是耶路撒冷，也不過是一個預表，

預表神在全人類歷史裡將要塑造的新婦，對不？

牛腿是指向伯利恆之星，對不？

所以，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標。

你會看見，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來到香港，跟我們一齊住在香港、一齊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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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有十分一，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可以來到香港參觀；

但是，可以是百分之一百，全部人都可以連繫（connect）到錫安，

然後在「2012 信息」中有貢獻，這就是神所期望的。

當然，那些本來就是君王、政要，他完全自由（free），
那就可以連資源、連人都來到香港退休，一齊參與這個，當然是最好不過，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也可以做到。

但要記住，你身處的城市、你的國籍、你的光景，都是神安排的。

你定能在當中找到神的旨意，不用勉強為之，

甚或不擇手段，不惜離婚也要來到香港。

「沒有人能阻止我，即使成為別人的負累，我也要來香港。」

你這樣是倒行逆施，你根本不認識錫安，好像突然認識了撒但教，對不？

這是我們必須認知的一個事實，因為在最末後、在這一刻、在這個時間，

最重要我們要知道的，神已經預定好了。

既然，神已預定新婦有這麼大的事奉，

為何祂仍讓眾多其他的童女、新婦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長大，擁有自己的夢想；

然後，到最後始知道，就是在人類歷史只剩餘 1,260日，才認識錫安？何解？

在這過程中，你須要理解你的身份、你的位置，現在神於你身上預備了甚麼。

當你跟我們聯繫的時候、接觸我們的時候，

我們《錫安日報》的部門便會跟你溝通、傾談。

你千萬不要一意孤行，以你個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要是這樣，你可不必來到錫安，反正你懂得的那麼多。

連錫安教導你，怎樣好好度過你的人生、怎樣事奉，你也聽不下。

你一定要一意孤行，用你的方法，甚至以破壞的方法來到錫安、來到香港。

不要這樣！

過程中，你可以將你的處境跟我們分享。

我們會教導你，在你的光景中怎樣做，怎樣成為一位有貢獻的弟兄姊妹。

這是你在這一刻應當知道的，而不是千篇一律，一定要來到錫安。

當然，如我所言，這永遠是最好的。

問題是，有機會來到我們當中，我們亦可以差派你回去。

因為，以你自己的文化、你自己的背景，

並你自己的身份，才可以在你自己的故鄉帶起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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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將身邊的人，或是職員、同事組合，

成為一個優秀的團隊，一齊參與這個最後的復興。

記住，是值得這樣去做的！

因為，當一個人踏入 1,260日之後，便沒有將來等待他們。沒有！

不會仍然有退休，買田買地，甚至連入土為安的機會也沒有！

要是開始倒數 1,260日的話，世界將要結束，所有的一切也將要結束！

*************************************************************************************
影片：賓客共同參與及完善新婦的「2012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為何對於這一套「2012榮耀盼望」信息，

不單日華牧師會如此重視，甚至，神亦是如此珍重，

不惜用數以千計的共同信息印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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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的是，假如有人不單希望成為天國的賓客，更想晉升為童女，甚至是新婦的話，

那麼，這人不能只是參與錫安教會的其他會務，或是其他工作，

而是必須參與製作和傳揚這一套「2012信息」。

原因有兩個：

一、神是極為重視，這一套由日華牧師分享了 11年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

而這一點，藉著數之不盡的共同信息，亦早已讓我們看見這一個事實。

並且，神對「2012信息」的印證，不是單單只印證一個題目，

而是整套信息所有的主要題目，神都一律以眾多共同信息去印證，

例如︰拉線、48小時審判、黃道十二宮、Planet X、水瓶星謎、天馬座行動等。

這些年間，大家亦有目共睹，每當日華牧師開始分享一個新題目，

共同信息就會如雨後春筍般大爆發，使我們根本無法忽視，

這些印證，已完全證明這些新題目，絕對是百分百來自神的啟示和帶領。

事實上，許多時即使是信息中一個非常次要的細節，

就如日華牧師引用的一個例子、一句對比，

有時，神都會以一日不偏差的共同信息印證。

為何神會這樣做呢？因為，神除了要印證我們新婦的身份之外，

更要讓我們知道，神是何等重視我們正在分享的「2012信息」。

這就是第一個原因，明顯，神是非常重視這套信息。

因此，祂藉著讓我們參與製作、協助簡化、分享和傳揚「2012信息」，

使我們能夠成為天國的賓客、童女，甚至是新婦，可以成為末後屬靈聖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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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早前的主日信息和精華短片（VO）亦已提到，

在一場婚筵裡，不同角色所負責的也有不同，

新婦是負責預備愛情故事、童女是負責整個婚筵的管理，

而賓客，只是親身來到婚筵現場，見證這個愛情故事。

既然，新婦是負責婚筵裡的愛情故事，

那麼，假如你想成為新婦，現在你又是否正在預備這愛情故事呢？

你和主耶穌之間的關係，是否已達到可以成為新婦的程度呢？

錫安教會早已被神印證為神的新婦，

所以，我們正在做的最後工作，就是在最後大復興中，

將這個愛情故事淋漓盡致地演繹出來。

在羔羊婚筵中，預備愛情故事的，是新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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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部分的工作，也不可能由童女代做，

因為，這本來就是新婦與新郎之間，兩人的愛情故事。

作為童女，最多只能負責婚筵中的管理工作，

而賓客，更不可能負責講說這個愛情故事，

他們的到來，只能是一同見證當中的愛情故事，為婚筵贈慶。

那麼，這一套「2012信息」，是屬於羔羊婚筵的哪一個部分呢？

原來，「2012信息」就如現實中婚禮的MV或微電影般，

是為了向賓客述說新郎與新婦之間的一段愛情故事。

所以，「2012信息」的內容，

如《聖經》雅歌所形容，是新婦的聲音，

而共同信息，則是新郎的聲音。

然而，為何「2012信息」，既有新郎的聲音，也有新婦的聲音呢？

因為，這是神與錫安教會之間的一個愛情故事，

在芸芸眾生中，神獨獨選擇了錫安教會，成就這一個世上最偉大、最堅貞的愛情故事。

無論我們分享甚麼題目，神也不斷印證我們，

以共同信息回應我們分享的每一篇「2012信息」。

所以，「2012信息」就是新婦的聲音，

而共同信息的出現，則是新郎的聲音，是新郎對新婦的回應。

神這樣回應我們，不單是因為錫安教會的信仰，已達到新婦的級數，

更重要的是，神極為看重「2012信息」，

因為，這不只是神給予我們的信息，更是神向全人類發出的聲音和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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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為這是一個神與錫安教會之間的愛情故事，

所以，即使有人遠在他方，但只要他們是其中一份子，

他們也能因為這套「2012信息」，先成為賓客，再成為童女，甚至新婦。

因此，為何神如此珍重這一套「2012信息」，

正因為，這套信息，能使一個普通人，

由與神無份無關，漸漸變為賓客、童女，甚至成為新婦。

總括而言，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

「其實，『2012榮耀盼望』信息，

遠比錫安教會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所想像的，都更為重要！」

就連日華牧師，於 2015年得著「天馬座行動」信息的啟示前，

也從未想像過，這套「2012信息」竟是如此重要！

因為，神自創世以來的所有計劃中，這是最後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事實上，神介入這套信息的程度，實在是太厲害，也太驚人！

歷史上，我們從未見過，神以同等程度的印證，去印證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群體，

就連以色列、2,000年前的新約教會，甚或主耶穌自己，神未曾如此誇張地印證。

這是過去五年間，錫安教會所有弟兄姊妹親眼共證，

只是，以往我們仍想不通，為何神會印證至這一種無可推諉的程度。

但現在，我們已經明白了神的心意，原來，自從我們進入 2015年後，

我們已經開始進入這一場最後大復興的羔羊婚筵中，

為要向全世界，展示我們與神之間長達 35年的愛情故事，

一個我們用盡了一生愛神的見證故事。

與此同時，神亦以這個故事，去結束這個世界，

因為，這本就是神創世的唯一目的。

所以，為何每一個參與的人，

只要有機會參與、能介入這婚筵的其中一部分，他們也會得到相應的身份。

假如這人介入的，是婚筵中賓客的部分，

那麼，任由他再厲害，也只能成為賓客；

假如這人介入的，是婚筵中管理的部分，

那麼，任由他再厲害，也只能成為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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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如這人介入的，是婚筵中屬於愛情故事的一部分，

甚至，成為這段愛情故事的一份子，

那麼，他就能夠成為這一位，與神有著愛情關係的新婦！

*************************************************************************************
問題二：日華牧師，你在《栽在溪水旁》的賢婦篇中曾為我們分享，新婦的位份等同使徒，而成為

使徒，就是我們身在錫安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應有的目標。而另一方面，你在 318《The
Legacy • 傳承》聚會中分享到，神要求我們是非常簡單的。日華牧師，可否跟我們分享，

怎樣從一個馬利亞般簡單的信仰開始，最終能走上使徒的職份？

答：其實，信仰一向是很簡單的。

這是為何連你們的日華牧師，也可以由一個很簡單的人，

甚至以前是信道教，在完全沒有基督教背景下，一信主，便能行走到今天。

其實，原因是，只要你保持（keep）一個小孩子的心，

這是主耶穌所說的，保持一個小孩子的心，

不讓所有複雜的私慾，當我們成長有的思慮，

尋找理想時，錢財的迷惑，去將你污染便可以了。

你發覺，其實我們只需保持小孩子的心，這概念非常簡單！

只是，有很多人將其複雜化，

希望「偷雞」（意指：以較少付出搏取更多回報），

即是內心並非完全如小孩子的心一樣，卻希望得到更多恩膏！

過程中，又加些貪心、私慾。

看見嗎？這只是將事情複雜化。

將人世間的罪性，複雜，且間接地放於人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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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其實好些人是過份聰明，才能於信仰中找到灰色地帶，

而那些單純的人，卻真的非常簡單。

因為，尋找灰色地帶，才需要花心機、時間去思考！對嗎？

等如一些人犯罪，他必須於犯罪前計劃妥當，犯罪後才不會被人捉拿。

但單純的人會想：「總之不去犯罪便可以了！」就是如此簡單。

所以，如我所說，

一個信心，你好簡單（simple）的話，你願意付上一切代價的話，

就算是小孩子，亦能成功跟從神！

問題在於，我們成長過程中，

很多世界的吸引、錢財迷惑、今生的思慮，就會把你拖累。

但那些能夠拖累你的原因，其實正因你複雜化自己。

就是你嘗試找一些方法，一腳踏兩船，「手扶著犁向後看」！對不？

這全都是那些自作聰明，或真是有小聰明的人做出來的。

其實，事情根本並不困難！

*************************************************************************************
影片：信主之後的成長方向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分享到，

要成為新婦，最低限度也必須是使徒級的事奉者。

與此同時，日華牧師亦曾於 2018年 3月 18日，

Eddie Forum《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中提到，

我們要擁有一個好信仰，甚至成為主耶穌眼中最好的門徒，其實是非常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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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如福音書所記載，拉撒路的姐姐馬利亞般，

持著一顆單純的心緊緊跟隨神，並且時刻專心聆聽和執行神的話，

如此，就可以成為神眼中，最好的門徒。

但是，我們如何兩者兼備，

一方面，成為一位雄才大略又能幹的使徒，

而另一方面，又單純似馬利亞一樣呢？

日華牧師指出，其實，要成為一位使徒，並非一件很複雜的事。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覺，以為單純的人無法成為領袖、也無法坐上教會的高位，

要成為一位有著雄才大略、能管理龐大教會的使徒，反倒要向屬世公司的 CEO 學習，

但是，屬世有才幹的人，卻大多是陰險狡猾、惡毒又無情。

就如蘋果公司的創辦人及前 CEO Steve Jobs，一向以無情聞名，

作為老闆，他對員工態度極為惡劣、要求極高，甚至完全不合理。

但是，這只是屬世的人才會有的想法，

認為 Steve Jobs 即使對員工無情又無理，也是一種正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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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成功，就必須不擇手段云云，

但這種屬世想法，卻與天國的律完全相反。

日華牧師指出，他從未以上述屬世的方法去建立教會或跟隨神，

甚至，連想也不曾想過，

然而，日華牧師卻能夠建立出一間被神全然印證的新婦級教會，

被神印證的程度，達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級數，

而日華牧師自己，亦被神印證，

是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緊緊跟隨神的真命天子。

所以，要成為新婦，如馬利亞一樣被主耶穌稱讚為最好的門徒，

其實並不複雜，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這是完全取決於我們信主後的成長方向，

所以，信主後，如何採取一個正確的成長方向，

正是我們每一個人，於信仰上的最重要轉捩點。

就如馬利亞一樣，要信得好，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

只要有一個單純信靠神和依靠真理的心，

努力地將所學到的聖經真理，於日常生活中實行出來，就已經可以了。

當神看見你有一顆單純愛神和行真理的心，神就會給予你恩膏和帶領，

使你能夠走在神的時代計劃中，甚至達到一日不偏差的程度。

好比日華牧師，他的信仰能夠達到今天的使徒級，甚至新婦級，

也不是用了甚麼複雜的方法來跟隨神，

更不會是一些不為人知，或聖經也沒有教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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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於過去 40年信主和事奉神的歷程中，

只是極為單純地，將所學的真理，認真地努力實踐出來，

隨後，神就帶領他走到今天，

成為歷史上最傳奇 4794和 923信仰巔峰的程度，被神高升為新婦。

然而，世上大部份所謂信主的人，所走的信仰路卻是完全相反方向，

雖然，他們同樣是努力成長，但卻並非單純地按著聖經所教導的方向努力，

他們只是更加屬世和屬血氣，學習更污穢、更詭詐、更大膽犯罪，

甚至，嘗試尋找一些毋須行真理，都能夠得著祝福的所謂漏洞。

歸根究底，他們期望的，是可以一邊犯罪，一邊享受屬靈的祝福和好處。

可是，神設定的信仰規則中，絕對沒有一條兩者兼得的道路，

我們只能在神和世界之間，選擇其中一邊，

心懷二意的人，絕對不能得到神的稱讚，亦不可能得到屬靈的祝福。

雅各書 4:8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

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詩篇 119:113

心懷二意的人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為我所愛。

雅各書 1:8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事實上，日華牧師亦指出，

即使大部份人都選擇朝世界複雜的方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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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論是向著屬靈的方向，抑或是屬世的方向，

過程中，其實我們都要付出許多努力。

既是如此，為何我們不選擇一種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單純地依靠神、遵行聖經真理的方法呢？

假如我們願意用神的方法，我們就不需要自己碰釘，

也不需要努力尋找所謂的信仰漏洞，偷偷犯罪，

或是時常擔驚受怕，害怕被人發現自己的罪。

相信大家都已發現，要做好信仰，方法，一點也不複雜，

相反，行詭詐的路，所花的心思和努力，可能是更多，

但兩者的結局卻是天淵之別。

選擇行屬世、屬血氣方向的人，絕對無法得到神的恩膏和賞賜，

最終，更會令你失去一切屬靈福份、永恆獎賞，

不單在人前身敗名裂，更嚴重的是失去永生，永恆於地獄裡後悔。

我們信主後，並非就此終結，這不過是信仰道路的開端。

自我們信主的第一天開始，站在這信仰歷程的開端時，

神就一直在旁邊看著我們，看我們如何選擇自己的成長方向，

是選擇繼續維持自己舊我，以世界、黑暗的方法行走信仰路，

抑或是採納聖經教導的真理，向著真理的方向成長。

聖經中，我們亦可以看見很多反面教材，

如舊約的該隱、羅得、以掃、可拉一黨、阿干、巴蘭，

又或是新約的馬大，甚至是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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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本來是信主的人，卻不選擇用屬靈的方式行走信仰路，

以為信主後，毋須改變自己一直以來的舊我，

可以繼續沿用屬世、屬血氣，甚至屬黑暗的方式，

希望不用作任何改變，也能用舊方法得到所謂的祝福和好處，

最終，卻是落得被神全然否定的下場。

其實，這些人是如何看待信仰的呢？

在他們的思想中，總以為信主，

就如屬世的人轉公司般，只是換了老闆而已，

而自己的內心和處事法，並不需要作任何改變。

就如一位清潔女工，由 A公司轉到 B 公司工作，

兩間公司同樣都是做清潔，她只是改變了工作地點、轉變了爭取利益的對象，

其他一切做法都一樣，根本不需要改變，

所以，她自己也不會作任何改變。

然而，很多人所謂信主後，態度也與這位轉了工的清潔女工一樣，

以為自己只是轉了公司，仍然用信主前的手法，為自己爭取各種利益和權力。

但是，行信仰的路，並不同於屬世打工，

未信主前，在屬世打工的方法和態度，是不可以再用於教會和天國裡，

假如他們這樣做，甚至會受到更大咒詛。

其實，我們信主後，神要求我們要裡裡外外都心意更新而改變，

甚至，人生的目標和動機，都要改變，變得更似神的形象。

所以，他們這種舊有想法，實在是愚昧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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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習一種新知識為例，當我們學習策略遊戲「世紀帝國 AOE」時，

試想，假如你從未玩過，又希望最快上手，甚至達到熟練的程度，

究竟，你要如何做呢？

是用自己的方法，亂碰亂試，或是隨心所欲地，以自己覺得好玩的方式去玩，

還是求教一位 AOE 高手，完全依照他所教的方法，逐步成長呢？

答案，當然是後者，完全依照一位高手所教的步驟去學習 AOE，

成長速度，必定比自己胡亂摸索快十倍以上。

然而，當我們回顧自己的信仰路，過往，甚或直至現在，

我們身邊，甚或就是你自己本人，可能都一直在用這種最愚蠢的方法，

與此同時，還以為自己很有智慧，所謂無師自通，

卻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條永遠無法成長似神，

也永遠無法得到真正永恆賞賜的信仰路。

為何用自己舊我的方法成長，是最愚蠢的選擇呢？

因為，即使是學壞，要成為一位成功的惡人或騙子，

其實也要付出相當的努力，人才能夠在壞事上成長。

同樣地，信仰路上有著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成長方向，

無論我們走向哪一方，其實都要付出時間、心思和努力。

只是，假如選擇了屬世和舊我的方式，

我們就會越來越似撒但，結果就是下地獄。

反之，若果我們願意用神和聖經的方式，

我們就能夠越來越似神，結局就是進入天國，成為賓客、童女，甚或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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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法利賽人，其實，他們變壞，也需要一段時間和過程，

在當中努力變壞，最終才會壞得如此邪惡。

他們變壞，是要付出努力的，聖經說，這就顯出他們的心是如何。

究竟，他們真正的內心，是否對得起自己呢？

他們有否誠實面對自己？還是一直自欺欺人呢？

聖經中，兩種選擇的例子都多不勝數，

撫心自問，你希望得到一個怎樣的結局呢？

一切，就視乎你今天的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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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你聽我分享自己的自傳時，

便會發現，我根本是全心全意地愛主、愛神！

我完全立即斬斷所有「偷雞」的意念，事情便簡單得多了。

那些犯罪機會，既然已是「機會」，為何我還要給予機會？！

就是這麼簡單。既然已說明是犯罪機會，

就連最簡單、最愚蠢的人，都懂得斬斷（cut）它便能解決了！

唯獨，那些介乎兩者之間往返的人，喜歡罪中之樂，但又不會徹底地犯罪。

「我可否與人發生婚外情，只要我不讓老婆知便可！」

很多這類情況，完全是那些蠱惑、最詭詐的人所為。

話說回來，原來一個很簡單（simple）的人，

才能有時間，聽到神要我們去執行的事。

在這簡單的過程中，當你用如此簡單、單純的心，其實神的聲音，是非常清晰的！

唯獨，複雜、自私、充滿情慾的心，才會容易被邪靈迷惑，被邪靈或私慾的聲音混淆。

*************************************************************************************
影片：單純內心對信仰的互動

日華牧師分享信仰成長的真義。

很多人以為，最能夠理解、明白信仰，甚至做得好的，一定是最聰明的人。

但是，既然信仰的設計，是神給予所有人的禮物，

那麼，就算是最簡單、內心最單純的人，他們也必定可以於信仰上做得好。

因為，神從來都是看我們內心的神。

只是人的複雜，以為做好表面，就能夠欺瞞神，才讓信仰變得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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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神的設計下，其實，信仰從來都不複雜，

並且，簡單來說，就是個人的自由選擇。

於自由旨意中，選擇向好方面的成長，當成長到某個階段，神亦會與我們互動。

但假如，我們是選擇向壞的方面成長，那麼，就與罪開始互動。

而這個簡單的原則，亦解釋到，

為何有人會於信仰上，經歷不到神呢？

原因，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於這條道路上，走差了。

同樣地，就正如為何日華牧師與及錫安的弟兄姊妹，

卻可以於這條道路上，接觸到神呢？

原因，很多人沒有想過，這條行善和行惡道路的終極版。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有一個人，他於人生行善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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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行得半桶水、馬馬虎虎的話，其實，他是不需要神的幫助。

因為，假如只是馬馬虎虎的話，每一個人，憑自己的力量，都可以做到。

因為，他並不需要付上生命的代價去行善，

亦因此，不需要神的幫助，也能夠做到。

但唯獨那班於人生行善的道路上，願意走到終極行善的地步。

甚至乎，行善的方式，不是自己想出來，

像是人們理解為慈善事業，或是好心人的程度，

當他們是以神的標準去行善，並且，願意以神所定下的方式，

也就是按著神的計劃，完成神於時代裡，一些不可能任務，

就是行全神的善這個方式去做的時候，他所遇見的，必然就是神的呼召，

就是神呼召他去行神的善，去完成神的計劃，

當行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很自然，他亦需要神的幫助，而神亦介入到他的生命裡。

就正如亞伯拉罕，他行善的程度，當然不是慈善事業，或是好心人的程度，

他是被神呼召，先完成神的計劃，去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去為神獻上以撒，這才是神眼中的善。

亦因此，他的生命，亦有著神介入，

因為，於這個行善的過程裡，自己是做不了，唯有神的幫助，他才能夠完成。

所以，很多人說，自己遇不到神，

但是，其實，撫心自問，他們行善的水平，並不需要神的介入和參與，

甚至乎，一個有良心的外邦人，都做得比他們好的時候，

那麼，神又怎會需要介入他們的生命中呢？

因為，於行善的路上，只是馬馬虎虎、半桶水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神介入的話，只不過，將一件簡單事情的難度，降得更加低。

所以，這根本不是神需要介入的程度。

然而，假如有人願意行善到像亞伯拉罕的程度，神才會介入。

同樣地，對於普通人來說，當他行惡的時候，假如只是普通的水平，他不會遇到魔鬼。

然而，假如他行惡的程度，是非常厲害，

甚至乎，是到達匠心獨運的程度時，這個人，亦會遇到魔鬼的介入。

就是有魔鬼會於他的生命裡，讓他的惡，發揮更大的果效。

原因，這是神對於人生的設定。

就是當人行走於生命道路上，也就是屬靈之路的時候，也可以選擇走向善，或是走向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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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哪一個方向，當走到越終極的時候，

走向善的，就會遇到神；走向惡的，就會遇到撒但。

因為，走向善的，需要有神的幫助，才能夠於善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同樣地，走向惡的，也是需要撒但的幫助，才能夠於行惡的道路上，走得更終極。

因此，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

為何錫安是與其他教會如此不同，與及為何錫安所行的路，才會遇到神。

原因，正正就是因為錫安所走的路，是其他人、其他教會不敢走行的。

因為，其他教會會覺得這條路，太艱辛，標準太高，生活上，太多限制。

但是，當他們維持自己覺得適合的生活時，

於他們所行的道路上，卻看不見神的蹤影，不會遇見神。

因為，於他們所行的道路上，根本就不需要神的幫助，也能夠繼續走下去。

任何一個妥協、墮落、卑鄙的偽君子，也可以做到，

那麼，他們又怎會需要神的介入呢？

這就是為何，我們於生命的兩邊互動之間，

一邊的互動會走向撒但，另一邊的互動卻會走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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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告訴我們，有些人會做一些明知是錯的事情，

例如：說謊、詭詐，那麼，他們的父便是撒但。

因為他們一開始，已經知道是錯的，

然而，他們卻選擇繼續執行，於錯誤中成長，

於人生的互動裡，選擇錯誤的事情，而提供他們錯誤的動力，就是撒但。

但另一邊，卻是很簡單、單純的人也會做到，

只要這個人真心愛主，聽完真理後，立即執行，

沒有想太多藉口，只是一心想著怎樣分配時間、在日常生活中調動和自律。

這種選擇行全正確道路的人，到了某個階段，到達人的終極，未能繼續進步的時候，

神就會看著他成長到終極的緣故，開始與他互動，給予那人呼召、異象和聲音。

但那些呼召、異象和聲音，從來都不是讓他走一條容易、輕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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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成長於正確中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豐功偉業，

於神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鍛鍊出擁有更多神形象的質素。

無論是忍耐、愛、聖靈的果子、善行、憐憫，於這些互動中，讓他能夠成長。

當中，必然也包括勇氣的質素在內。

而歷代歷世的偉人，也是行走於這條道路上，需要勇氣，才能夠完成。

大衛就是一個好例子。

於他年幼時，正正就是因著他願意向善進發，神就與他互動。

並且，於互動中，讓他由愛主的小童，慢慢變成一個愛主的青年，

神亦讓眾多的事件，去塑造他各種不同類型的特質，超過大衛所能夠想像，

原因，到最終，神是要呼召大衛去成為君王。

所以，於行走正路的互動中，不是一時，而是一生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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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愛主的小童當然好，但他總不能夠三十年後，

仍然是一位愛主的小童，仍然只是完成小童的程度。

假如是這樣，他於信仰上其實是從來沒有成長過。

所以，就正如大衛般，他於成長中，也要面對不同抉擇，

面對獅子和熊的時候，選擇勇敢面對；

面對哥利亞的時候，展現其他人沒有的勇氣；

縱使是被掃羅追殺，當有機會殺死掃羅時，他卻仍舊選擇善良；

逃難到亞杜蘭洞時，他選擇成為 400個窘迫、欠債、心裡苦惱的人的領袖，

去照顧他們，甚至乎，改變他們、將他們訓練成為領袖。

從這個角度看來，其實，於正路上，與神互動，是要一生之久，

就是讓我們於肉身成長的同時，亦讓我們於信仰上成長。

就正如《聖經》記載，神喜悅主耶穌的信仰，與他的身量一起成長。

路加福音 2章 52節：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其實，當我們的身量持續成長的時候，

必然會有小童的誘惑、少年的誘惑、青年的誘惑，以及中年的誘惑。

然而，大家又有否想過，這些於不同年紀讓我們遇上的誘惑，

其實，也是神所設計的呢？

這些誘惑，是按著我們的身量成長，而神亦按著誘惑的程度，有著祂指定的帶領。

於神的設計，就是當我們面對試探時，只要我們成長到某種程度，我們就會遇到神。

然而，很多人不能遇到神的原因，正正就是因為於人生的每個階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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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遇到問題時，沒法做到某種程度作為回應，

這就是神所設計，生命課程難度的真正意義。

也就是於生命當中，神不但是磨練我們，

於當中，神更是讓我們於生命中作出選擇。

而當我們的選擇，是超越某個程度時，我們就會遇到神。

相反，當我們每一次都選擇做到某個程度就停下時，

那麼，我們就不能夠遇到神。

然而，這個程度，又是甚麼呢？

其實，《聖經》一直有提及，我們要做到甚麼程度，

神才會介入我們的生命中。答案，就是獻祭。

就是當我們遇到人生成長的難關，遇到誘惑、困難、試探時，

假如我們沒有做到相應獻祭的級數時，那麼，我們就不會遇到神。

而我們可以看見，於歷史當中，《聖經》提及到，

所有真心真意，按著神的標準，願意做到獻祭程度的，

他們統統也可以遇到神，成為屬靈的偉人，

無論是挪亞、摩西、亞伯拉罕等等，他們也會遇到神。

同樣地，於日華牧師的生平裡，每一次的轉折、每一次遇到神的時間，

也是因著日華牧師願意為神行到破釜沉舟，願意為神犧牲、獻祭的程度，

而每次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就會遇到神。

因此，當有人說，他於人生中，未曾試過遇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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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正正就是因為他一生也不願意獻祭，

甚至乎，否定自己要做到獻祭的程度。

也就是說，他要其他人去獻祭，但自己卻希望遇到神。

其實，世界並沒有這種如此不勞而獲的信仰人生。

因此，正如剛才所謂，各種人生成長路上的課題，也是神所定下的。

目的，就是看看我們，於成長中，能否完成特有的功課，

得著某種成長特質，或是在過程中賺取到一些東西。

所以，每一種試探，也有著期限，過了某段時間，這個考試，就會作廢，

假如未能完成的話，就只會錯失試探背後的成果。

例如：我們不可能於 80歲時，還要求神給你小童和少年人的考驗。

因為，於我們 80歲時，也會有著 80歲的考驗，

當我們勝過 80歲的試探，才會保證我們於這個年紀裡，可以遇到神。

這就解釋到，為何於歷史上，很多偉人只像是流星一般，

某個時段，他們的生命當中有神，

但到了某個歲數，神不再與他們同在，於信仰上，變成無疾而終。

原因，他於幼年時，他有著本錢，願意為神獻祭。

但到年老時，他不再願意為神獻祭，

那麼，神的恩膏、神的同在，亦會於他身上消失。

原因，於他 10歲、20歲的時候，也願意獻上 10歲、20歲的祭物。

但到了 40歲時，當他只是仍舊希望獻上 10歲、20歲的祭物，

不願意獻上神所設計，40歲的祭物時，

那麼，神就不需要再幫助他，亦不會介入他的生命裡，而神的同在，亦自然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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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神的要求，亦會與他的成長、他的身量，相應的提高。

而神期待他能夠隨著年紀的增長，獻上更大的祭物，

那麼，神的介入、神的帶領，更是可以隨著年月而增加。

所以，不同的時段，神會有不同的試探，去讓我們作出不同的獻祭。

大家可以想想，當你已經 80歲，衰敗的日子已經到來時，

你當然可以勝過少年人的私慾，因為，你已經是老年人了。

那時才勝過少年人的私慾，又有甚麼可誇的呢？

所以，正如大衛一般，我們的身量，以及神對我們的喜悅，

其實，是要按著我們的成長而一起增加。

亦因此，神不會千篇一律地，讓我們 30年前與 30年後的考驗，

仍是一樣的，這是絕對不可能。

每一個年紀的成長，神對我們的自律、對我們性格的塑造，對我們的帶領也不同。

只因神看得起我們，知道我們能夠完成祂所設計，常人不能完成的屬靈創舉。

就正如，神於最起初，給予亞伯拉罕的考驗，只是要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但接著，當他有孩子的時候，神就要他獻上兒子以撒。

兩種考驗，當然是完全不同，於程度上，也有著極大的差距。

因為，於最大考驗的背後，就是信心之父的呼召。

並且，亞伯拉罕亦不是要讀完博士學位，才可以被稱為信心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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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我們看到一條軌跡，就是人們可以選擇，於邪惡方面成長、與撒但互動，

同樣地，人們也可以選擇，按著人的善良方向成長、與神互動。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為何數星期前的主日信息，我們會分享到，

今次的新冠肺炎事件中，所有國際性先知，也像是聽不到神的聲音般，

已差不多一年後的今天，仍然不知道正在發生甚麼事。

原因，他們於年輕時，願意行在正路中，用一個簡單、純全的心，與神互動，

但當他們長大、成功了後，他們卻是選擇用血氣維持，

因為他們於成功之後，再也沒有成長，

亦因此，神亦不會再跟他們有互動，所以，亦沒有下一個階段的帶領。

因為，神只會跟我們的成長去互動。

假如，當人已經成功，開始貪安舒，享受人生一切美好事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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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然然，他們就不願意再為神冒險，並且，停下來，不再成長，

到這個時候，神又有甚麼可以與他們互動呢？

所以，這一切一切，全部都是涉及我們的內心世界。

於行為上，各有各的不同，導致很多人看《聖經》時會混淆，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其實，歸根究底，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人們向這兩個方向成長的結果。

撒但的互動，是我們在邪惡方面的成長；但神的互動，是我們在善良中成長。

所以，只要我們願意成長的話，神的互動就會越頻密、越真實。

就如以往，當日華牧師還年少時，神於他個別的成長中，給予很多印證。

但當他成為錫安教會的牧師時，神更是將印證給予整間教會。

原因，這種互動，已經由個人的身份，轉到全間教會的身份，

而當教會整體也願意成長的時候，神也當然可以跟整間教會互動。

所以，這亦解釋了，為何於一眾教會裡，

唯獨錫安，會有著這種超然的帶領，達到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因為，當我們整體也願意成長，為神冒險的時候，

神自然亦會回應我們的內心，跟我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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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雖然很多教會，也會羨慕神給予我們的帶領，

但是，他們卻不會擁有。

原因，他們看輕了於信仰上成長的重要性。

於他們的宗派中，牧師和教會，從來都不看重成長，

他們只看重安舒，如何以教會之名，建立出優質的社區、賺錢的工作、美好的生活，

他們從來都沒有於認識神方面，有著任何成長的概念。

所以，大家有否留意到，按著神所創造的世界。

這些人，他們雖然信主，但是，他們從來不是想遇到神。

其實，他們只是想遇到安舒，就正如其他的外邦人一般。

所以，他們就如其他的外邦人一般，可以遇到安舒，但從來不會遇到神。

但真正能夠遇到神的一群，他們所付的代價，就是犧牲、獻祭，

亦因此，他們可以遇到神。

可是，這班信主信得像外邦人一般的基督徒，

自己信仰是差到如此可憐、可悲的程度，亦不自知。

所以，他們才會想著要將福音本土化，

也就是將信仰打造成社會福音，去配合他們尋找安舒，而不是尋找神。

所以，當他們不斷說平安、平安的時候，

最終，神的審判來到、禍患來到，他們也不自知。

因此，對於這班不會尋找神的人而言，他們當然更會看輕神的話語，覺得不重要，

甚至乎，他們自踏出主日學的一刻，就以為自己比神更聰明，

於信仰上，已經長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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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既然，生命與成長，是由神所賜予。

那麼，屬靈成長，又怎會如其他教會所理解，是可有可無的呢？

大衛的例子更是讓我們明白，當我們的身量持續成長的時候，

其實，也要我們與屬靈上的成長匹配。

如此，神才會持續介入我們的生命。

無論我們以為自己已到達哪種高位，

其實，只要我們願意成長，神也能跟我們互動。

正如神可以成為大衛、所羅門的帶領一般。

就算他們是皇帝，神也可以帶領他們。

所以，反過來說，

當我們的屬靈，沒有跟隨我們的身量一起成長的話，

那麼，神就不會介入我們的生命中。

很多教會，正正就是因著錯失了這一點，

導致他們的教會沒有神蹟、沒有神的帶領。

但既然，神給予我們生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見證我們的成長。

那麼，當我們願意成長於正確的方向時，神亦一定會介入我們的生命。

因為，這正正就是生命被賜予的真正目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理解，為何神會稱大衛是合祂心意的原因。

因為，他一生都在成長，由少年到青年，至到中年，甚至寫成了詩篇，

他由牧羊人到皇帝這個過程，都是合神心意。

他做得最出色的地方，就是當約櫃抬入錫安時，他即使做了皇帝，他的信仰也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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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一定會與他互動。

大家看到嗎？這就是他和其他人的分別。

可是，很多人於信仰上，卻會逃避這份成長。

就正如之前所提及，那些國際先知，

他們以屬靈作為起始，於信仰中成長，但卻於成功後，以血氣告終。

然而，對比其他教會，他們已經算是絕頂優秀的一群。

因為，生存於眾多宗派的基督徒和牧師，

他們甚至一生都未試過以屬靈開始、一生也從未成長過。

然而，他們為了掩飾自己沒有成長、沒有神介入的事實，唯有以儀式取代成長。

所以，當你看天主教所行的儀式，

其實，他們真的代表著聖潔嗎？這些儀式可以取代內心的公義嗎？

然而，參與的人，他們連自己也欺騙，

他們真的相信，當穿起聖袍時，就代表他們聖潔；

當戴起聖帽，他們就是主教。

他們把儀式和衣著，代替了一種神聖和奧秘。

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是將神的偉大和奧秘分割出來。

藉著儀式、衣著，讓人覺得神的同在臨到。

所以，他們以為，只要躲於聖袍之後，

他們就不用面對自己的人生，並且，立時就能變得神聖，

因為，他們將神的榮耀，轉嫁在自己身上。

因此，他們不需要成長、不需要聖潔、不需要勝過罪，

只靠著穿著天主教的袍子、手持燈台、執行彌撒，來取代了信仰。

因此，為何他們會變成死而又死的宗教，導致神完全不介入他們當中呢？

原因，正正是他們的宗派，竟然做到一個階段，純以儀式代替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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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重視儀式的那一群，就連他們的禱告，也像看書讀經般呆板，

並且，必定要按著程序，按著某個聲調。

其實，明眼人都必然會發覺有些問題。

但問題出在哪裡呢？

原來，他們完全相反了神所喜悅的事情。

大家試想想，如果神喜悅儀式的話，祂安排電腦去執行就可以了，

因為，人總會偏差，但電腦執行儀式的話，還可以絲毫不差。

所以，神不是喜悅儀式，祂最珍視的，是生命裡的成長。

所以，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所有神對於信仰的形容，

都關於我們要像好樹結好果子、枝子不要離開樹幹、我們要結好果子等等，

這些全都是成長中最終結的一部分，就是能夠誕生出果子的成長。

因為，神所創造的生命，

能夠發揮出最真善美的結局，都是從我們的性格誕生出來，

在信仰上能夠開花結果。這就是神所期待的。

然而，現在，很多人用儀式去取代成長，

他們就如於一棵樹上，掛滿了一張張紅紙、一條條絲巾，

便認為這棵樹已經是多結果子。

這些明明是人為加上去，不是果子來的，

但他們竟然可以自欺到一個近乎瘋癲的階段，

以為這些紅紙、絲巾，就等於生命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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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們更以為，神亦會認同他們，

以為這些掛在樹上的裝飾是果子，這是多麼的可笑？

然而，對比儀式這種生命的假製品，那麼，真製品，又是甚麼呢？

其實，《聖經》早已教導我們，當我們信主的時候，第一步，就是悔改。

一個人，於神的面前，真誠的悔改，這就已經是生命的製品。

所以，神不是要求我們，如果願意信主的話，就做一個儀式，穿一件美麗的衣服。

每一個人信主，第一步，必然是一個簡單的悔改祈禱。

這就是生命的製品，並且，是向著善良方向而誕生的產品。

而由生命所結出來，性格的果實，

就是最明顯地，顯示出我們在信仰上、生命上的成長。

所以，為何聖靈的果子，正正就是這些性格？

原因，這些果子顯示出我們沒有行錯路，並且，於行走整條信仰路的過程中，

有處理自己生命中不同年份、不同年紀，而誕生出來的製品，做到神所期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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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比其他教會，他們枉費幾十年於這些儀式裡，掛著叮叮噹噹的飾物，

就以為自己完成了信仰的成長過程。

可是，大家可以想想，於末後日子，神不是收割儀式及飾物，

於末後大復興，是神收割果子的時間，就是我們因著性格內涵所誕生的果子。

亦因此，那些只著重儀式，沒有於信仰上成長的教會，

他們不但沒有神的介入，並且，他們更會錯失神收割的時間。

因為，這許許多多的儀式，全部都不是這棵樹生命的產品，

只是一種掩飾和裝扮，於視覺上，令這棵樹變得更加美麗。

但是，儀式與果子的分別，不是這棵樹於結果子上，成長進度的不同，

而是人為裝扮，與及真正果子的不同。

因此，儀式和傳統就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好比法利賽人，他們無論是禁食和奉獻，都是虛假的，當中沒有半點成長。

因為，就算他們做一些好行為，看似是行善，

然而，於內心裡，他們是向著不好的方向成長，才會產生虛假。

又例如：喜歡人的榮耀，也是在不好的方面成長，才會有這些習慣和造作。

於做行為的同時，也是刻意的讓人知道。

這就反映出他們的內心，不是行善，而是行惡。

所以，當我們這樣分析，雖然信仰成長的理論看似很深奧，

但是，其實一個很單純的人，亦懂得如何執行出來，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只要願意誠實、簡單地將真理行出來，

其實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著好信仰，

於成長中，有著神於我們生命中的介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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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由聽神的聲音、跟從神、委身，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小孩子，都能做得到！

成年人說辦不到的原因，全部都是自討苦吃！

於過程中，自己留一些後路不斬斷、沒有根治罪根，才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成為使徒的話，在這時代，起碼我自己發覺是這樣，

就是我真的非常簡單（simple），對罪，我真的與它決裂。

我用的方法是如此簡單的話，於一直攀升至使徒的過程，

我只需要不斷設立新的生活習慣，導致這些試探不會於生命當中增大而已。

因我以往是個平信徒，我接觸的女性少很多，當時很容易便能截斷（cut），
即我不會故意接觸她，或私自兩個人上街，甚或共乘一輛車內，我不會這樣做的，

即使我要用車接載她，也會多找一位弟兄或姊妹陪同，諸如此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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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當我作為領袖時，既然起初的標準是由我釐定，

到現時生活複雜了、遇到的事多了，那便由我自行再去釐定。

舉例，若我初回香港時已懂駕駛，

但我的身份很複雜，其實是會有機會接觸姊妹，那我乾脆不考取香港車牌。

這樣就簡單了，我外出不是乘搭巴士，

就是如現在般，漸漸全都乘坐私家車，由另一位弟兄接載我，

於是即使出現要接載一位姊妹的情況，也是兩個弟兄接載一位姊妹。

故此，在生活當中我可以釐定一些標準，達至一勞永逸，

原因很簡單，我身份轉換了，我接觸的人多了；

由我以往一個人，到帶一間教會。

我設定了自己對金錢的生活習慣，對接觸異性也有自己的生活習慣，

甚至對自由時間也有一套生活習慣；

設定了便可以了，不需其他功夫，就是如此簡單。

故此，有些弟兄其實可以設定自己的生活，

當他發現自己有軟弱的地方，那就在過程中詢問領袖應有的做法。

即便是我的兒子也懂，不是由我提議，

是他自行設計一些生活習慣，讓他在上網時不會有 rebuked的色情網站出現或搜尋到。

就是他設定了密碼，而這個鎖的密碼，是由他一位在外國的同學幫他設定；

而那位外國同學，關於這類網上活動的私人密碼鎖，則由熾焮設定，

亦即是他們互相監管。由對方保管密碼，這樣他不能隨便上網，

同時他亦保管了對方的密碼，使對方不能隨便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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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我兒子都懂得在新事物上，設定這些做法，

更何況你們的公司也許需要你三不五時上大陸，

接觸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甚至需要你喝酒、去酒吧之類的；

其實自己可以自行作出一個選擇、取捨，有些情況你甚至要辭工。

明白嗎？這是我想帶出的，是很簡單的，

但變得複雜的原因，是因你不斷妥協，當你不斷妥協的話，那就變得複雜了。

就如我們所知，很多政治家都十分複雜，

何解？因他們需要不斷的妥協，

從香港的政治便可見：不斷妥協，於是變得十分複雜。

他們於政治中的做法，充滿很多專有名詞，多得甚至有些你從未聽過。

因他們每每出現一個新的政黨時，需要多番考慮、講及利益時也要多番考慮，因全都是妥協。

但我們在人生當中，不需要做政治家，

神要我們作軍事家，說打便打，這樣簡單，

是直來直往的，這正是我們所講的人生。

故成為一個使徒，確實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需要我們不斷成長，亦離不開小孩子單純的心。

*************************************************************************************
影片：天國的成長與小孩子的內心（善用時間屬靈操練）

日華牧師分享到，要行好信仰的道路，方法，其實並不複雜，

基本上，任何人只要如主耶穌所說，單純像小孩子，就已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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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0章 15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

既然，行好信仰的路，是小孩子都能夠做到的事，

而我們，雖然已經是成年人，但也曾經當過小孩子，再一步步成長至今。

所以，按著這個原理，行好信仰的路，真是任何人都能夠做到，

只視乎我們，是否願意變回內心單純的小孩子而已。

但是，如何才能夠變回小孩子，且擁有小孩子單純的心呢？

簡單而言，就是在惡事上，要像小孩子，但在好事上，卻要像成年人！

哥林多前書 14章 20節：

「弟兄們，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然而，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心志上總要作大人。」

在惡事上要像小孩子，是甚麼意思呢？

就如一位嬰孩，他從未見過人做壞事，

因此，他對惡事根本一無所知，不單不會知道如何做壞事，

甚至，連內心也從未想過如何做壞事。

所以，對於一位嬰孩而言，

他是不會犯罪，或是行惡事得罪神，因為，他根本就不懂。

我們還年幼的時候，行真理是較少遇到試探，

因為在生命成長的各方面，都仍未有這麼多慾念。

但我們成長後，為了滿足自己各方面的慾念，就不會想繼續作小孩子，

所以，隨著人漸漸長大，人就會學會詭計和各種手段，自己污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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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卻要求我們，在面對惡事時，仍然要像小孩子般，

對於這些會污染我們的事情，完全不去思想、拒絕思想，

如此，我們就可以變回小孩子了！

當我們的思想，不再去想犯罪的事情，

而是將心力、時間和委身，全數留在執行真理上，

那麼，我們就不會懂得那些會污染我們的事情。

例如︰日華牧師在早期主日信息「跟進行列」中，

曾分享過「搖滾樂」、「玩具與邪教」及「電視」等題目，

教導我們主動避開屬世的流行文化，不要讓這些屬世的思想影響我們的信仰。

如果，這些資訊不會干擾我們，也許是勉強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這些歌曲、電影等娛樂，會對我們造成污染，

甚至令我們沉溺其中，那麼，我們是必須避開。

因為，這些屬世的流行文化，

包括一些渲染犯罪和暴力思想的電影，入面全都是污言穢語，

假如我們不懂得避開，我們的情緒和人格都會被影響，變得易怒和暴躁，

或是內心中經常升起這些粗言穢語。

如此，我們就會被污染，不再像一個小孩子，

甚至，會令我們再度回到世界和犯罪的生活，再次與神斷絕。

遑論是在罪中成長，即使我們在行義的路途上停止成長，都會令我們無法聽到神的聲音。

所以，我們必須保持手潔心清，凡是會污染我們的事物，都必須主動避開，

令自己如同小孩子般，對罪和情慾無知，如此，我們就不會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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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現實中，我們已經長大成人，

以往曾犯過很多罪、見識過很多犯罪方法，

同時，也活在一個世界，處處都充滿罪的引誘，

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夠變回小孩子般單純呢？

其實，原理非常簡單，就是不讓自己去思想與罪有關的事情，

當我們不會想起罪，自然也不會犯罪。

就如一個人，思想中從未出現過情慾或姦淫的事，

自然，他也不會犯情慾或姦淫的罪。

又例如，當一個人的思想中沒有貪念，

自然，他也不會去賭博或偷竊。

但是，我們如何去除內心的犯罪思想呢？

原來，神創造人類時，早已為我們埋藏了一個方法，可以輕易解決罪的問題，

因為人的內心或思想，於同一時間，只能夠思想一件事。

只要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屬神的事物，絕不讓自己有機會思想犯罪的事情，

那麼，這人就可以永遠不犯罪、永遠都不會做一些得罪神的事。

就如現代社會，因為超頻的緣故，我們經常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覺得一日 24小時，也完全不夠用，

因為現代社會的生活，實在是太複雜、太多事情要處理和兼顧。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現代人繁忙的生活節奏，

對於大部分人而言，一直也當作是現代生活的缺點，

但是，對基督徒來說，卻可以反過來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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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人類的腦袋，並不如電腦般，

能夠藉著多核心、多工同步，於同一時間處理多個工序。

人類的注意力，於同一時間，只能專心思想一件事，

甚至，同時間，也無法兼顧太多工作，

普遍來說，大部分人於同一時間，兼顧兩、三個身份的工作已是極限了。

以一位姊妹為例，假如她的職業是一位教師，

可能，她同時也是一位家庭主婦，以及教會的家聚跟進員，

而這三個身份，已幾乎用盡了她所有時間。

甚至，假如她是初初踏入跟進員的崗位，

因為以往並沒有相關經驗，自然，這項新的責任，就會佔據她更多時間。

所以，我們會發現，某些事情，如果我們太講究、太集中注意力的話，

那些事情，甚至會花掉我們九成時間。

越是近代，這個現象越是嚴重，

相比二十年前，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尚未普及前，我們彷彿還是空閒一些。

但隨著電腦和網絡的發展，越是近代，

越是大大縮減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幾乎完全跨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

令每一個人，由早到晚，幾乎完全被互聯網的無限資訊填滿。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這豈不正是一個勝過罪的極佳方法嗎？

既然，我們往往要身兼多職，而人類，也是極有限，無法一心二用。

如此，當我們的心，只專注於屬神的事物，主動遠離罪、試探和情慾，

那麼，我們豈不是很容易就能勝過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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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的思想和內心，除睡眠以外，一日二十小時都被其他的事情填滿，

那麼，我們就根本沒有時間去思想罪，更不會去犯罪！

大家可以試想想，《聖經》教導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不要犯罪，

如果我們人人都可以一心多用，而每一個心都可以去思想罪，

究竟，我們要保守多少個心，才能勝過罪呢？

箴言 4章 23節：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

為何《聖經》說：「我們不可以心懷二意，因為這樣的人是沒有定見的。」

因為，心懷二意的人，最終是一事無成的。

雅各書 1章 8節：

「心懷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

然而，如果我們能夠一心一意，專心在行義上，

不斷鑽研如何行義，潛心學習、理解、執行，再重複、檢討，

使我們的心，被行義的事填滿，

那麼，我們的心，就不可能向犯罪方向思想了！

當我們的心思和時間，全都被行義填滿，完全沒有多餘的時間，在罪裡進深，

那麼，我們就能夠變回單純如小孩子的樣式，對罪一無所知。

其實，越到近代，這本應越是基督徒的利器，

只可惜，我們並不知道、亦不懂得利用這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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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我們時常會問，究竟如何才能夠勝過罪呢？

答案就是如此簡單，只要你專心行義，其實，你就已經沒有時間去犯罪，

至少，你也沒有時間，去想那麼多陰謀詭計去欺騙別人，

亦少了許多試探引誘，大大減少自己犯罪的機會。

舉個實際例子，有些人平常是很空閒的，

但人的思想，除了睡眠時間之外，也不可能是一片空白，

於是，這人的空閒時間，可能就花在網上隨意瀏覽不同網站，

或是漫無目的地觀看 YouTube或 Facebook的不同資訊和影片。

長此下去，這人早晚也會接觸到一些不良資訊、污染了自己的心，

最終，更會沉溺在罪中，不能自拔，

於是，他就會想很多方法迴避和隱瞞，令身邊的人不發覺他已生活在罪中。

因為，這人實在是太空閒，有太多容讓自己犯罪的機會和空間，因而最終也被引誘犯罪。

然而，如果這人有智慧的話，

只要每一日都盡量花時間收聽《栽在溪水旁》、觀看主日、寫感言回應，

再花盡空餘時間，在 Sync Calling與愛主的弟兄姊妹 133相交，在信仰上互相鼓勵和交流。

那麼，這人就會發現，自己能夠去犯罪的時間，會變得越來越少，

最終，甚至可以完全勝過所有大罪小罪。

因為，神是這樣設計生命，我們是被限制了，不能一心二用，

當我們將思想罪的時間，用在思想行義上，

甚或是用在其他事情上，其實，我們都可以勝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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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往我們會以為，現代社會比舊時超頻十倍以上，是一個大缺點，

但是，原來這是一個大優點，讓我們可以更似神，更容易勝過罪。

這亦是為何，神會為基督徒設立教會，又在教會中設立眾多事奉崗位，

正是要使我們，可以在教會中，與其他愛主的肢體彼此相交。

試想，假如我們信主後，只是隻身一人，

不用聚會、不用與弟兄姊妹相交，也不需要事奉神，

那麼，我們最終都必定會被罪和試探勝過。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聖經》教導我們，不可以停止聚會，

正正就是這個原因，沒有人可以不參與教會，而隻身一人勝過罪。

希伯來書 10章 25節：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但是，很多人卻不懂得這樣運用自己的時間，

導致他們有太多空閒時間，去接觸各種不良資訊，

污染自己的心，被引誘去犯罪。

大部分不能勝過罪的人，都會說：「我不懂得如何勝過罪。」

然而，他們只要學會調動自己的時間，

將日常空閒的時間，用在真理或信仰方面，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要勝過罪，並不困難，只在乎你如何執行！

這亦是為甚麼，神強調我們要每日花時間讀經，晝夜思想神的話，

此外，還要禱告、咀嚼神的話和禁食、傳福音並服事教會，

因為，當一個人信主後，卻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做，

漸漸，他就會回到世界去犯罪。

但是，現時的教會生活，簡直是多姿多彩，

你已不需要每日花三小時禱告，才可以使你勝過罪惡。

尤其，假如你身在錫安，教會於過去 35年間，

早已累積了無數信息，只要你願意去聽、做筆記和回應，

那麼，你肯定沒有時間再去做其他事，更沒有空閒時間去犯罪。

如此，你的信仰生活，不單會變得多姿多彩，

同時，你也不會因為不能勝過罪，而經常悔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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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仰生命，就能夠健康快樂地成長。

可見，原來要勝過罪，有兩個最大元素：

一、你要盡量丟棄所有尋找、學習、參與和介入罪的時間，只花時間在屬靈操練上。

二、將本來所有用於犯罪的時間，全部改為花在屬靈操練上，全時間注目在自己的成長上，

那麼，你的信仰在神的聲音、帶領、啟示和介入中，就會突飛猛進了！

我們亦因此明白到，為何上一代愛主的信徒，每天都會花長時間去禱告、讀經和禁食，

即使他們不明白為何要這樣做，或是這樣做也沒有在屬靈上有甚麼大突破，

但是，他們仍會堅持這樣做，堅信是對自己的信仰有幫助。

原因很簡單，當他們一日花四、五小時去禱告、讀經和禁食，

周末去參加通宵禱告會、周日又上教會參與主日、禱告和查經，假期則去街頭佈道，

自然，他們就沒有時間去犯罪，

於是，在不知不覺間就保守了自己的心。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

上一代用這些方法，當然可以保守自己的心不犯罪，

但卻無法令自己在屬靈上有顯著成長和進步，

所以，他們大多都不懂得聽神的聲音。

因為，他們沒有將時間，用在爭取信仰上的成長和爭取更認識神，

只有我們認識神更多、更明白真理、更了解《聖經》的各樣奧秘，

成為屬靈裡的專業人士，神才會在我們生命中有更多介入。

就如一個人，學會如何編寫電腦程式後，他就可以為自己編寫一些有用的程式；

又如一個人學會了木工，他就可以親手裝修自己的家。

同樣，當我們越是認識這位全能的神，

我們就越能夠接觸到神、越能夠被神帶領和使用。

而上一代所用的方法，長時間的禱告會、長時間禁食禱告，

雖然可以勝過罪，但卻不足以讓神介入你的生命，

你還需要在屬靈上不斷成長，並且，要如競賽般，不斷成長。

如此，神就會不斷介入你的人生，

如日華牧師般，被神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帶領。

所以，為何錫安教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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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全教會整體，抑或是個人，都有著神的介入和帶領，

這亦是錫安教會裡，絕大部分基督徒可以輕易勝過罪和試探的原因，

一個關於運用時間的秘密。

當你的時間，被神和屬靈的事物填滿，自然，你就沒有時間去犯罪，

並且，當你用盡空餘時間，全部用在屬靈成長之上，

你就會被神帶領，突破一個又一個屬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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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每一個也宣告三次：「我願意選擇單純去走完這條天路！」

Amen！Amen！Amen！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物，也一同歡呼鼓掌感謝神！感謝主！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