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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1 年 9 月 12 日分享

第一章：  2012      榮耀盼望      V  ol. 605  ：  2021      年時局與      Planet X      再臨的分析  （  4  ）  

問題一：「正所謂「此消彼長」（一方面下降，另一方面上升），現在，我們在高科技環境下生活，

將來，當災難臨到時，不僅災難的幅度大，連科技也會消失。 唯獨，晶片或會達至一個階

段，若你想打電話，或使用 iPhone 等等，沒有任何其他資源了，只剩餘一顆晶片。只要將

晶片植入身體，便能夠用電話、叫外賣，也有 Deliveroo（外送平台）等等。真的很誇張！」

問題二：「因為，以前我亦覺得，尤其是鄭州這件事，其現象是很短時間之內、發生得很嚴重，它只

是連降兩天的雨，如果之後連續降雨，長達三天、四天或五天，那麼，這世界又會如何呢？

這種恐慌，應該會呈幾何級數上升。第二，在洪水形態下會造成物資短缺，甚至，內地已

慣性使用電子買賣，當所有電子產品都 down（當機）了，便需要使用現金，這種貿易影

響，對他們來說亦是災情之一。 所以，如果他們植入 chips（晶片），便不怕不能買賣，這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誘因。」

問題三：「日華牧師，從近期國際形勢可見一個奇怪現象，過往，若全世界出現這樣的疫情，國與國

之間，即使有多少衝突與矛盾，各國都會先放下歧見，一起解決問題，其後再處理衝突，

但這在卻不是這樣。在疫情爆發的同時，國與國的衝突、制裁、互相傾軋，反倒越演越烈。

其實這是否 Freemason 在背後，為了預備 Planet X 來臨，而作的特別部署呢？」

影片：時事追擊：  2021      年      9      月美國颶風及中國狂風暴雨  

眾所周知，每年日華牧師生日時，

神往往都會以大自然災難及風災成為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的名字 —— Wind。

當然，今年也絕不例外！

8 月 26 日，一個低氣壓在加勒比海西南部生成，

國家颶風中心將其升格為熱帶低氣壓，給予熱帶氣旋編號 09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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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將其升格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颶風艾達（Hurricane Ida），

是 2021 年大西洋颶風季第九個被命名的風暴，亦是今年第二個大型颶風。

新聞片段：

So, Ida is currently left Cuba and it's hitting open waters into the Gulf of Mexico moving to the northwest

at 16 miles per hour.

艾達目前已離開古巴，正進入墨西哥灣水域，以時速 16英里向西北移動，

80 mile-per-hour wind gusts.

陣風時速達 80英里。

So, I know this is a Cat 1 but we're about to experience some rapid intensification.

我知道這是 1 級颶風，但颶風將會迅速增強，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very fast, my friends.

朋友，事情會發展得非常迅速。

Sunday at 1am, notice where it's located. Still out at sea and you may be thinking, okay, overnight I've got a

little time.

注意周日凌晨 1點的位置，還在海上，你可能會想：好吧，晚上我有一點時間。

Maybe I should finish my preparations leave as we head into tomorrow morning.

也許我先完成準備工作，明早才離開吧！

Because it looks like it's making landfall tomorrow afternoon into tomorrow evening as a Category 4 storm.

因為看來明午至明晚才會以 4 級風暴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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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effects are going to be far-reaching.

然而，影響將是深遠的，

It's going to feel like tropical storm conditions as we head through the overnight hours.

到了今晚深夜就會像熱帶風暴一樣，

So, I can't stress enough.

我必須再強調，

Sleep in your safe space by Saturday night.

周六晚就要在安全的地方睡覺，

Tonight, is when you need to be where you're going to be sleeping.

今晚須身處在你準備避風的地方。

Beyond that, as we head into the week ahead, the remnants will then push through the Tennessee-Ohio

valley bringing them copious amounts of rain.

之後，當進入下一周，剩餘風力將穿過田納西-俄亥俄河谷，帶來大量雨水。

8 月 28 日，國家颶風中心將其升格為一級颶風。

8 月 29 日凌晨 2 時，艾達迅速增長，升格為二級颶風，至下午 2 時，再升格為三級颶風。

隨後，艾達在墨西哥灣上空快速增強，在接近墨西哥灣北部海岸時，

進一步升格為四級颶風，是有記錄以來，在登陸前一天氣壓下降最快的颶風，

於一日之間，從一級跳升至四級。

成了襲擊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第二大毀滅性颶風，威力僅次於颶風卡特里娜。

艾達的最高風速，與一年前的颶風勞拉，

及 1856 年曾吹襲美國的颶風持平，成為登陸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強颶風之一，

甚至超越 2008 年的颶風艾克，成為損失慘重排名第六的颶風。

新聞片段：

Tonight, 24 hours till landfall and Ida’s impact clear.

今晚距離登陸還有 24小時，艾達已氣勢磅礡，

Alabama,  Mississippi  and Louisiana all  issuing  states  of  emergency ahead of  the  potential  Category  4

storm.

在艾達升格為 4 級颶風前，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及路易斯安那州，皆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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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t hits the Gulf and when we feel like it’s serious time to go.

當艾達吹襲墨西哥灣，天氣急劇變壞，我們便要撤離，

But The Big Easy tough to get out of.

但要離開「大快活」新奧爾良並非易事。

Evacuation routes packed for miles.

撤離路線長達數英里，

Mandatory for those living outside the levees.

沒有防洪堤保護的居民須強制撤離，

Lines stretching from the gas station to rental car counters where customers waited for hours.

車龍從油站延伸至租車櫃檯，顧客要苦等數小時。

The airport telling desperate travelers please don’t come here unless you have your travel confirmed.

機場告知焦急的旅客，除非已確實行程，否則不要到機場。

Your window of time is closing. By the time you go to bed tonight.

時間無多，今晚入睡前，

You need to be where you intend to ride the storm out.

你必須在安全地方避風，

When Ida makes landfall Sunday, it will be 16 years to the day after Katrina.

艾達將於周日登陸，那天正是颶風卡特里娜吹襲路州 16周年。

The storms similar in their path, but not size making Katrina’s storm surge so deadly.

兩場颶風路徑相似，但強度不同，卡特里娜引發更致命的風暴潮。

We’ve lost lot of good people in Katrina.

卡特里娜奪去很多無辜人的生命，

Man, that was a hard storm.

真是破壞力極強的颶風，

Hopefully, this one isn’t nearly as impactful.

希望艾達不會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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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acknowledging  the  storm’s  anniversary deploying  500  FEMA personnel at  Texas  and

Louisiana.

總統拜登認知周日為卡特里娜來襲 16周年，特意調動 500名聯邦應急管理署人員，在德州及路州

應對艾達。

It’s a stark reminder that we had to do.

那是個深刻的提醒，

Everything we can to prepare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and make sure we are ready to respond.

提醒我們須協助當地居民防風，並確保隨時應急。

Ida’s path now on the crash course with Morgan City and Houma, Louisiana.

艾達正直撲路州的摩根城及霍瑪，

This morning in Louisiana, they rush to get ready for Ida.

今早，路易斯安那州居民，急於為颶風艾達作好準備，

Gas lines growing food disappearing and communities left scrambling.

加油站大排長龍，食物被搶購一空，社區一片慌亂。

Like deja vu, you know what I mean.

這景象似曾相識，你明白我意思。

New video from Cuba offers a glimpse at the fast-moving storm lashing the island with high winds and

heavy rain.

來自古巴的新片段顯示風暴移動迅速，為該島帶來狂風暴雨。

The real danger coming as Ida returns to the Gulf where warmer waters could make it even stronger.

最危險是當艾達返回墨西哥灣時，溫暖的海洋使颶風增強。

We now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strong likelihood that this will be a Category 4 hurricane at landfall.

艾達很可能在登陸時升格為 4 級颶風。

That's how quickly the storm is developing.

艾達就是增強得如此迅速，

The weather crisis comes as Louisiana hospitals face a flood of Covid patients with the governor urging

everyone to get vaccinated.

颶風當前，該州醫院正收治大量新冠患者，州長敦促民眾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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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that we're still in a pandemic makes th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everyone, but the pandemic isn't

going to leave just because it's more inconvenient.

疫症大流行令情況變得更加困難，但大流行不會因為不便而消失。

Equally daunting, a storm churning towards the coast so fast.

同樣，兇猛的風暴正直撲海岸。

Mandatory evacuations from New Orleans are now out of the question.

強制撤離現時在新奧爾良並不可能，

The city cannot issue a mandatory evacuation because we don't have the time.

市政府無法發出強制撤離令，因為時間不足。

This weekend's preseason Saints versus Cardinals game cancelled as the New Orleans team makes plans to

evacuate to Dallas ahead of the storm.

本周末的聖徒隊對紅雀隊季前賽取消，因聖徒隊計劃在風暴來臨前撤離到達拉斯。

To the west in Lake Charles.

在西邊的查爾斯湖，

Crystal Fogelman just can't take another storm.

Crystal Fogelman 不能再承受另一場風暴。

We've been through Rita, Hurricane Ike and then Laura, and Delta after losing her home to Hurricane Laura

a year ago.

我們先後經歷了颶風麗塔、艾克、勞拉及德爾塔，一年前因颶風勞拉而失去家園後，

She and her family now call this trailer home everyone praying Ida steers clear.

她和家人現以這輛拖車為家，每個人都祈禱艾達遠離自己。

And if Ida maintains its current speed, it will arrive here in Louisiana on late Sunday, August 29th.

若果艾達保持目前速度，會於 8 月 29 日周日晚抵達路州。

Exactly 16 years to the day after another hurricane named Katrina.

當日剛好是颶風卡特里娜 16周年。

8 月 29 日，颶風艾達在路易斯安那州富爾瓊港附近登陸，

最高風速為每小時 240公里，最低氣壓為 929百帕，當日剛好亦是卡特里娜颶風的 1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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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達在該州造成廣泛破壞，超過 100萬人失去電力，

嚴重破壞東南部許多基礎設施，沿海地區亦遭大洪水破壞。

颶風艾達穿越墨西哥灣後，嚴重影響美國能源供應，

監管機構表示，墨西哥灣附近超過 95%石油生產設施需要關閉。

新聞片段：

Tonight, that monster hurricane Ida roaring ashore packing violent winds up to 150 miles per hour, bringing

catastrophic storm surge up to eight feet.

今晚，怪獸級颶風艾達強勢登陸，烈風時速高達 150英里，災難級風暴潮高達 8英尺。

There is a tremendous amount of storm surg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wind.

非常大量的風暴潮、強風，

And this is tough conditions to survive.

真的很難熬。

As many as 40 people in Grand Isle defying mandatory evacuation orders.

格蘭德島多達 40人違抗強制疏散令，

In Houma, winds ripping apart buildings sending this roof crashing into a power pole snapping it in half.

在霍馬，強風撕破建築物，吹起屋頂撞向電線杆，使之斷裂成兩段。

Hurricane hunters flying into Ida's stunning 17-mile-wide eye.

颶風獵人飛入艾達驚人的 17英里寬風眼，

Towering thunderstorms swirling around as the storm approached land.

隨著風暴逼近陸地，高聳的雷暴盤旋，

These images of destruction showing the power of the storm.

滿目瘡痍的景象顯示了風暴的威力。

Ida, one of the strongest hurricanes on record to hit Louisiana.

艾達是吹襲路易斯安那州的最強颶風之一，

The state's third major hurricane in just over a year, making landfall 16 years ago to the day that Hurricane

Katrina slammed the state.

為該州 1 年多以來第 3 個主要颶風，登陸的那天，剛好是颶風卡特里娜吹襲該州 1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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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rleans Mayor warning residents.

新奧爾良市長警告居民，

This is a very dangerous and a very real situation.

這是非常危險和真實的情況，

This is the time heed all warnings.

此時此刻，要注意所有警告，

Ensure that you shelter in place you hunker down.

躲到庇護點，待在那裡。

Right behind me, the whipping winds of Hurricane Ida on Canal Street, the site of usually the Mardi Gras

parade.

颶風艾達擊打著身後的運河街，懺悔節慣常巡遊的地點。

You'd have dancers lining these streets but now lined streets with boarded-up buildings and floodgates.

通常有舞者在街道上排列，但現在兩旁都是圍封的大廈和防洪閘門。

Not because they think the levees won't hold.

並非因為他們認為堤壩不能把關，

But because of the flash flood threat.

而是由於暴洪的風險。

Officials tonight keeping a close eye on the pumps.

今晚官員會密切關注水泵情況，

There's a lot of focus on the city's upgraded levees.

許多人關注城內已升級的堤壩，

But there's also a lot of concern about the floodwater that could accumulate right here within the protected

area.

但居民也十分擔心，洪水會在保護區內積聚，

The city's pumps will no doubt be put to the test.

城內的水泵無疑將受到考驗。

In New Orleans East outside the levee protection system, storm surge inundating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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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奧爾良東部，不受堤壩保護的地方，風暴潮淹沒街道。

颶風襲擊過後，大片陸地被淹，房屋散架成廢墟，

大家可以從衛星圖，對比颶風襲擊前後該州的情況。

然而，颶風艾達真正最大的破壞尚未完結，

9 月 1 日，即日華牧師生日當天，艾達加速穿過美國東北部時，引發了紐約市 500 年一遇的暴雨。

 

紐約市發佈了當地史上首個「閃電式洪水預警」。

其中，洪水導致大部份交通系統關閉，紐約州宣佈全州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國家氣象局表示，新澤西州紐瓦克單日降雨量逾 210毫米，創下新高，

紐約市中央公園於 9 月 1 日晚上，短短 3小時內降雨 132毫米，為 500 年一遇。

其中，晚上 8 時 51 分至 9 時 51 分，一小時降雨 80毫米，

遠超熱帶風暴亨利（Henri）所創下，一小時 49.3毫米的降雨紀錄，大大超出城市的排水能力，

不少人拍到市內許多地鐵站、民居及道路遭水淹，

洪水湧入地鐵站，列車停駛，全市大部份鐵道及航班暫停。

情況與 7 月 20 日中國「鄭州水災」不相伯仲，

市長白思豪形容，紐約出現持續的歷史性氣候現象。

他在推文中寫著，紐約正遇到歷史性豪雨，全市淹水，路況危險，

並宣佈 9 月 1 日晚，紐約市進入緊急狀態，如非必要，不要出門，

呼籲市民不要乘搭地鐵，以策安全。

沒錯！正正 9 月 1 日，日華牧師生日當天，艾達正吹襲美國東岸的紐約市，

令整個紐約市出現有如「鄭州水災」一樣的慘況，全市大部份街頭淹水，形同一個水淹世界。

然而，或許大家也知道，紐約市又名「大蘋果」Big Apple，

而Apple，亦正正就是日華牧師年幼時，玩無線電時選用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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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場於 9 月 1 日，日華牧師生日當天所發生，

「500 年一遇的紐約大水災」，正是神給予日華牧師今年生日的共同信息！ 

  

此外，9 月 1 日當天，

美國國家氣象局進一步擴大了洪水警報，覆蓋範圍更由原本的 5,600萬人，

擴大至超過 7,100萬人，整個先進發達的紐約市，有超過 20萬戶停電。

紐約市這一場歷史性暴雨，於短短 5小時裡，降水量已相等於 5萬個泳池。 

新聞片段：

Right here in the city, some of the roads also look like rivers.

在市中心，好些道路看起來像河流。

 

Subway stations are being flooded as we speak.

這刻更有地鐵站被洪水淹沒了，

  

Not good, Maurice and Christine.

非常糟糕！

 

We are on the M and R platform to Forest Hills.

我們在 M和 R線開往森林小丘站的月台上，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right now, look at this track.

看看這裡，這邊路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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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first one closest to the platform here.

這是離月台最近的一處，

 

You can see the water is moving. It was actually moving a little bit faster not too long ago.

你可以看到水在流動， 較早前水流的速度還要快一點，

 

But if we actually pan off and move a little bit closer to some of the other tracks.

我們將鏡頭靠近另一些軌道，

 

You can see more flooding here at this subway station.

你會看到站內其它地方亦被水淹了。

 

This is one reason why the MTA is just telling people to not take public transit at this time.

大都會運輸署因此呼籲民眾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Take a look at this video though.

看看這片段，

 

Watch this water gushing into the 28th Street subway station. Not too long ago, this evening you can see

quickly spreading as the powerful storm pounds this area.

洪水湧入 28街地鐵站，就在剛剛傍晚時分，可見強烈風暴吹襲這區時，洪水迅速蔓延。

 

And then check out this video.

看看另一段片，

This is video on an MTA bus that at one point appears to get stuck in floodwaters.

顯示一輛大都會運輸署巴士被洪水圍困。

 

Passengers were standing on top of their seats because of water entering the bus and then covering the

entire floor.

乘客被逼站在座位上，因為巴士入水並迅速淹蓋車廂地面，

Eventually, that bus driver was able to move through those floodwaters there.

最後司機成功把巴士駛離積水。

But the MTA putting out this tweet to riders saying at this time, there is very limited train service.

大都會運輸署向乘客發佈推特，通知現時只維持有限度列車服務，

Do not travel on the subways.

所以不要乘坐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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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ack here live.

回到現場，

You can see this platform here at the Woodhaven Boulevard subway station No one in sight here.

可以看到伍德哈文林蔭路站的月台，一個人也沒有。

 

If we actually pan off to some of the trains too, you can see no one there as well.

將鏡頭移向列車，同樣一個人影也沒有。

 

And as we were driving to the station, a number of people seemed to be taking ride shares and taxis.

當我們開車去車站時，看到好些人乘搭共享汽車和計程車，

We saw a lot of those vehicles so clearly, folks are trying to take heed to what the MTA is saying.

我們看到了很多這樣的車輛， 明顯市民有留意大都會運輸署發出的通知。

 

But at this point, as you can see the floodwaters are moving in at least at this subway station.

現時至少這個地鐵站仍有洪水湧入，

 

You’ve seen it a number of other subway stations.

大家亦看到了另外幾個地鐵站的情況，

We of course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all of this and bring you the very latest.

我們會繼續留意最新發展，為大家報導。

 

艾達在美國東北部，形成了破壞性龍捲風及災難性洪水。

新聞片段：

It has been a weather event unlike anything, any of us have ever seen at least here in the Tri-State area.

前所未見的極端天氣事件，至少對於三州都會區而言，

This is just one of four confirmed giant tornados that formed in our region tonight.

已確實有 4股巨型龍捲風今晚於本區內形成，這僅僅是其中之一，

This video taken by a viewer in Mullica Hill, New Jersey.

影片由新澤西州穆利卡山觀眾所拍攝。

This twister first appeared in Woodbury Heights and three more tornados touched down in Beverly, New

Jersey.

龍捲風首先在伍德伯里高地出現，然後再有 3股龍捲風於新澤西州貝弗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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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lytown, Bucks County.

巴克斯縣塔利敦鎮著陸，

And the first, one of the late afternoon in Willow Grove, Montgomery County.

第一股龍捲風是在下午晚些時候，侵襲蒙哥馬利縣柳林。

They were jaw-dropping sights for these amatuer photographers.

這些景象使拍攝的人也瞠目結舌，

But the painful business would be to assess the damage they caused to property and to trees.

但要命的，是評估對財產和樹木造成的破壞。

Fallen trees mean down power lines and that means homes and businesses without electricity.

樹木倒塌意味著輸電線受損，令住戶和商店斷電。

In addition to these confirmed tornados, there were a dozen unconfirmed twisters in Pennsylvania, New

Jersey and Delaware.

除了這幾股已確實的龍捲風，也有多股未確實的龍捲風，吹襲賓夕法尼亞州、新澤西州和特拉華州。

Three  separate  unconfirmed  tornados  had  their  sights  set  on  Philadelphia,  but  we  don’t  know  yet  if

Philadelphia suffered any effects.

3股獨立、尚未確實的龍捲風直撲費城，但目前未知費城有否受災。

And oh yes, the rain.

噢，對了 —— 降雨。

The entire region has been pummelled by torrential rain.

整個地區都遭受暴雨侵襲，

Racking up hourly totals unlike anything we've seen in a long time.

每小時雨量多得歷來少見，

Locations have already gotten five, six, seven inches of rain and the storm isn’t over.

有地區錄得 5 至 7英寸降雨，但風暴尚未完結。

Driving a car treacherous at best.

駕駛汽車，危機四伏，

The water level in Coatesville is up to the top of street signs, but the big problem would be flooded cree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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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ivers.

在科茨維爾，水位升到路標的高度，但更大的問題是溪河氾濫。

Case in point the Tohickon Creek in Point Pleasant, Bucks County.

例子有巴克斯縣波因特普萊森的托希肯溪，

Expect neighborhoods and people’s homes to suffer.

預期住宅區和房屋會遭殃。

I want to go now to live coverage on NBC10 in Philadelphia, where there's a tornado that's touched down

in South Jersey.

NBC10 在費城現場報道，有龍捲風登陸南澤西州。

We've been able to count that were destroyed partially or nearly fully destroyed in this neighborhood.

我們數點一下於這住宅區遭破壞的東西，

The van and the house across from us.

對面的貨車和房子，

The seal is ripped out of the...that holds the windshields and the glass into the car.

將擋風玻璃和玻璃固定在車的密封膠，

The seal is ripped out of that van.

密封膠從貨車吹脫了。

The entire roof and back wall of this house is ripped off.

房子整個屋頂和後牆都遭撕掉，

They look like doll houses.

看起來像娃娃屋。

The neighbor next door here, Troy.

隔壁的鄰居 Troy，

I asked him directly, you know, he and his kids and his wife were in the basement.

我訪問了他，他和妻兒都在地下室，

And I said, Troy, the basement saved your life.

我對 Troy 說，地下室救了你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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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said, it did, it did.

他說，是的！

His daughter is my daughter's age, she's 12.

他女兒與我女兒同齡，12歲，

She's starting seventh grade and we assured her that you know things like insurance and great parents a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okay.

她剛升上 7 年級，我安慰她，除了保險，她的父母都會確保一切安好。

You know so a number of families are also shielding their children. To come out here and and see this.

很多家庭都在保護孩子，外面一片滿目瘡痍，

That's the latest guys, we're in Mullica Hill.

這是最新情況，我們身在穆利卡山，

And people are gonna be picking up the pieces for quite some time.

居民將需要一點時間善後。

Mullica Hill in South Jersey, 

南澤西州穆利卡山，

About a 30-minute drive south of Philadelphia, where the cruel reality of this storm is setting in. 

費城以南約 30 分鐘車程，風暴的殘酷顯露無遺。

As I mentioned, this storm system is moving toward the New York City metropolitan area.

如我所言，風暴系統正往紐約市都會區移動。

艾達於紐約州、新澤西州、賓夕凡尼亞州、馬里蘭州、維珍尼亞州及康涅狄格州造成廣泛破壞，

新澤西州及紐約州，分別有 23人及 15人死亡。

其中，紐約市有 13名死者，住在非法改建出租的公寓地下室，

在突如其來的洪水灌滿地下室時，因無法及時逃生而遭活活淹死。

毗鄰紐約的新澤西州，亦頒佈緊急令，因當地出現龍捲風，摧毀 9 間房屋，

緊急部門派人到場搜救，未知傷亡。

新聞片段：

Touching down in and around Annapolis, Maryland this afternoon.

下午於馬里蘭州安那波利斯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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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ados on the ground for many miles after spinning off from Hurricane Ida that slammed Louisiana.

颶風艾達帶來龍捲風，席捲多地，艾達重創了路易斯安那州。

Please make sure you’re inside.

請確保處於室內，

Please make sure you’re in your lowest level your house.

請確保處於家中的底層，

In downtown Annapolis, power lines and signs ripped down in front of businesses.

於安那波利斯巿中心，店舖前的電線和招牌被吹倒。

In nearby neighborhoods roofs torn off and trees uprooted.

於附近的住宅區，屋頂被撕破，樹木連根拔起。

Meanwhile, in Frederick, Maryland flash flooding caught a bus driver off guard.

同時，於馬里蘭州的弗雷德里克，暴洪使校巴司機措手不及。

Eleven school kids rescued as the bus was submerged.

校巴被淹沒，11名學童獲救，

Throughout the day, Ida unleashing blinding lightning and torrential rain on the nation’s capital.

艾達亦為首都華盛頓特區帶來一整天閃電暴雨，

The D.C. metro area under flood warnings and a tornado watch well into the evening.

華盛頓都會區在晚上，處於水浸和龍捲風警告下，

Overnight, three inches of flash rain swamped the region.

整晚錄得 3英寸雨量，淹浸該區，

Tearing down trees, flooding intersections and trapping drivers in their cars.

樹木被吹倒，馬路被淹沒，司機進退兩難，

In Rockville, Maryland hundreds were forced to flee their apartments at 4 am.

於馬里蘭州的羅克維爾，數百名居民於清晨 4 時急忙逃生。

When a swollen river sent a wall of water surging into garden-level apartments as people slept.

因為河水上漲，一股河水在居民熟睡時湧進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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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say a 19-year-old man drowned in his apartment unable to get out.

警察表示一名 19歲男子於家中淹溺，未能及時逃生，

They’re now advising that there may possibly be two more adults and she believes they are under water.

他們估計還有 2名成人遭淹溺。

Firefighters used boats to pull people to safety and all 150 people displaced, one resident still missing.

消防員用橡皮艇接載居民到安全地方，150名居民無家可歸，1人失蹤。

Hey Tom, so far, the rain has been very very heavy across Pennsylvania back into Maryland.

Tom，截至目前雨勢仍非常大，由賓夕凡尼亞洲到馬里蘭洲。

That’s where we have our flash flood warnings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potential.

均發出暴洪警告，因為有洪水風險，

We also could see that flooding extend up into New England overnight.

洪水亦於一夜之間擴至新英格蘭，

We are going to see an additional five inches of rain widespread across the northeast with some storm totals

as much as 10 inches of rain.

估計東北地區雨量將會增多 5英寸，有部分更會高達 10英寸，

The ground is already saturated, so that is why there is a huge flooding threat through the night.

地面水量已經飽和，因此晚上有極大的洪水威脅。

Also, a tornado threat up until 10pm tonight for the risk of very strong storms that could produce gusty

winds as well, Tom.

直到今晚 10 時，同時有龍捲風威脅，因為極強的風暴可能會帶來狂風。

總統拜登表示，6,000名國民警衛軍，已奉召參與風災救援及善後工作，

聯邦應急管理局則會向路易斯安那州撥款 7,700萬美元，折合約 6億港元救災。 

截至 9 月 4 日，風暴共造成至少 71人死亡，並 500億美元以上的損失。

其中，有 180億美元，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保險損失，

使艾達成為有史以來造成損失慘重數目排名中，排第六的熱帶氣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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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近期主日信息正正提到的中國鄭州方面︰

8 月 22 日，鄭州市迎來新一輪暴雨，市氣象台發佈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同時安排 23萬人緊急撤離。

暴雨期間，有市民目擊市內河道水位，於兩小時內升至接近行人道，部份路段已水浸及膝。

市城防辦緊急通知，要求 67座橋樑隧道，與 23座小型鐵路橋實施交通管制。

氣象台中午時預計，市區等地 3小時內將錄得 100毫米以上雨量，並有雷暴等強對流天氣。

鑑於上月暴雨曾造成嚴重傷亡，鄭州市內各處嚴陣以待，

曾出現傷亡的京廣路隧道淮河路段，亦已實施交通管制及封閉隧道。

雖然，各車主已預先將車輛停泊在高處停車場、高架橋等地，防止被淹浸及沖走。

但從多地民眾上載的片段可見，仍有不少車輛被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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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曾出現雨水倒灌，造成多人遇難的鄭州地鐵 5號線，

至今尚未恢復正常運作，路面出口亦已拉閘封閉。

新聞片段：

上月經歷嚴重雨災的河南省再下暴雨，更有大風，

氣象台發佈暴雨紅色預警，省會鄭州多處水浸。

平頂山市有地區，在 3小時內，雨量逾 130毫米。

 

河南多個城市下午開始有雨，強風夾雜大雨下，

平頂山市有防疫檢查站幾乎被吹走，工作人員顯得很狼狽。

 

上個月暴雨成災的鄭州市雨勢強勁，部分馬路開始水浸。

由於當局事先實施交通管制，公交停運，京廣路隧道淮河路段封閉，馬路車輛不算多。

有警員徒手清理渠道，避免路面水浸。亦有學校門外堆滿沙包，提防洪水湧入。

 

中央氣象台預計未來 3 日，四川、重慶、陝西、

山西、湖北及江蘇等局部地區，會下大雨至暴雨。

正值最強降雨時段的河南，暴雨會持續至周一。

中部局部地區的特大暴雨，雨量可能多達 250 至 350毫米。

鄭州市啟動防汛Ⅱ級應急響應，緊急撤走 24萬名民眾。

開封及新鄭市停工停課。

 

河南上月暴雨引發的水災，造成超過 300人死亡，

外界關注新一輪強降雨會否再次引發嚴重災情。

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張濤，預計河南今次的降雨量不會特別極端，

但由於上月災情的影響未完全消退，而今次降雨範圍，與上次部分受災地區重疊，

加上還會伴隨強風，認為仍然有可能為河南帶來非常大及不利的影響。

 

為應對新一輪暴雨，鄭州許多社區及大小商戶也提早做了防汛準備，

有市民將自家車輛從地庫移到平地，部份則用維修汽車的千斤頂及磚頭，將汽車墊高，

或是直接停在高架橋等地勢較高處。

對此，鄭州交警回應，

假如車輛因應急防汛而臨時停在道路、高架橋等地方，不會被當作違章處理，

但提醒廣大市民停放車輛時，盡可能不要影響道路通行，

當暴雨過後，亦要及時將車輛轉移到不阻礙交通的位置。

因此，鄭州不少小區地下車庫已經清空，反之高架橋卻變成了停車場，形成鮮明對比。

8 月 29 日，鄭州發佈暴雨橙色預警，並啟動防汛 4 級應急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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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市區、新鄭、航空港區降雨量達 50毫米以上，暴雨期間市內多處水浸。

有隧道因排水不善堵塞，水不斷由隧道上方湧出，形同瀑布，封閉的井蓋亦不斷噴水。

河南省有 15座大中型水庫超出汛限水位，

氣象部門預報，鄭州於往後一周，每天都有降雨，局部地區或將錄得 180毫米以上雨量。

8 月 27 日，中國浙江杭州遭狂風暴雨侵襲，

風力高達 14 級，強度直逼鄭州大雨，場面相當嚇人，

暴雨伴隨狂風，大樹壓住汽車，現場比災難片還要恐怖！ 

杭州在短短 22 分鐘內，降雨量達 60.7毫米，畫面堪稱瘋狂，

氣象站檢測的杭州降水強度，直逼氣象站小時雨量之最，

有資料顯示，其強度直逼 7 月份的鄭州暴雨，社區地下車庫的車子全部泡水。

濱江區最大一小時降雨達 69.8毫米，

大雨堵塞人們回家的道路，因積水嚴重，汽車只能艱難前行。

9 月 4 日傍晚，重慶豐都城區和多個鄉鎮，均出現強對流天氣，遭遇 10 級大風，

城區多個路段和社區綠化樹木被吹斷，有些大樹更被連根拔起，不少車輛被砸，

街上一片汪洋，幾乎可以行船，場面堪比末日大片！ 

無疑，於今年日華牧師生日期間，神再一次以大自然破紀錄的風災，

作為慶賀日華牧師生日的奇妙印證。

因為，日華牧師的英文名就是 —— Wind，正正就是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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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21 年時局與 Planet X 再臨的分析」。

 

問題一：「華為事件引發中美貿易戰，事情發展至今，全世界面對晶片短缺的問題，甚至全球大量

儲備晶片的現象，牧師可否分析這情況呢？」

 

答：承接上一篇信息。

 

由於晶片短缺，因此，Fitbs 會尋找廠商，

幫助弟兄姊妹團購一些「健康講座」信息中，用得上的物品，

原因，當購入一批之後，廠商以後也不會再有貨。

因為，很多產品，例如按摩槍，也不可能用原子粒替代晶片，

假如沒有晶片的話，當中的無碳刷摩打也不能發動。

又例如︰臭氧機，

假如用原子粒的話，體積會相當龐大，並且耗電量高。

原因，晶片越造越細小，電路短、阻力小，速度快之餘，發熱的機會亦越低。

 

所以，假如電腦以原子粒代替晶片的話，耗電量甚至可以相差一萬倍，

十棟匯豐大廈體積的原子粒，也只能相等於一部 iPhone 的效能。

此外，所有鋰電充電機，也有晶片控制時間，

裝飾品、閃燈、調校光度的燈、藍牙耳機、藍牙喇叭等，也是用晶片控制。

因此，鄭州的災情，是給予我們提示，

讓我們再次提高警覺，提醒我們預備Killshot 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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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無數廠商，因為一種耐熱膠水短缺而關門，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政府可以用行政措施去干預，減少囤積。

但現時，政府卻像無視一切的發生，任由這些工廠倒閉。

 

所以，我們現時所面對的晶片短缺，是各國刻意囤積，預備於Killshot燒毀所有晶片後，

屆時，他們仍有原料，可以重新生產晶片。 

 

問題二：「於大災難裡，當文明消失，人們要以『收買佬』（拾荒者）的方式過活。 

然而，《啟示錄》提及，將會有 666 chips（晶片）的出現，於龐大的災難中，可以輕易管理

和幫助生還者。」

答：次序上，應該是所有晶片被太陽風燒毀，之後，才會製造出這款 666 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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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聖經》提及，當人受了這印記，就會失去救恩，所以，當時的人會面對一種掙扎。

這款晶片必然會為許多人帶來保障，包括經濟的保障，生命的保障。

藉著Wi-Fi訊號，已經可以知道每一個人的位置，監察到他們是否仍然有生命等等。

 

並且，這塊晶片，不單能夠辨認身份，還可以記錄加密貨幣，

甚至乎，於連結網絡後，亦可以將訊號打進人體，

代替疫苗及醫療等，檢查及醫治我們的身體。

 

然而，人們要得到這塊晶片，卻要將自己賣給別人，

也就是說，人們要以一種「你屬於被擁有」的方式，去得到這塊晶片，

所以，當人受了印記後，就會失去救恩。

 

於正常社會，人們當然不會將自己出賣給政府。

但當災難嚴重、生命受威脅時，人們就會屈服而作出選擇。

所以，屆時不能被提的人，會面對一個考驗，

就是選擇接受 666 晶片，抑或是為主而死呢？

 

亦由於接受 666 晶片的後果如此嚴重，因此，神必然會設計一些事情發生，

讓錫安教會使所有人都知道神是真實的，人們是帶著這種「神是真實」的認知，

去決定是否接受 666印記。

 

當然，屆時也會有一些不願意愛主的人，不會為主而死，

他們會找很多藉口，強辯「《聖經》不是這樣解釋的」，或是「神會體諒我的」等等。

但同時間，亦會有很多初信願意為主而死，他們就會成為那群毛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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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2021 年時局與 Planet X 再臨的分析」。

第一章：  2012      榮耀盼望      V  ol. 605  ：  2021      年時局與      Planet X      再臨的分析  （  4  ）  

問題一：「正所謂「此消彼長」（一方面下降，另一方面上升），現在，我們在高科技環境下生活，

將來，當災難臨到時，不僅災難的幅度大，連科技也會消失。唯獨，晶片或會達至一個階

段，若你想打電話，或使用 iPhone 等等，沒有任何其他資源了，只剩餘一顆晶片。只要將

晶片植入身體，便能夠用電話、叫外賣，也有 Deliveroo（外送平台）等等。真的很誇張！」

 

答：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該晶片一定只是針對災難而已，它並非奢侈品，一定不會的。

事實上，這是晶片沒法做到的事情，打電話、GPS 等用途，統統不行，

它應該是一個 ID（身份）來的。

現在我們就知道甚麼是 ID 了，就如你屬於香港人、中國人般，這就有如一個國籍的概念。 

但屆時，就會變成災難中的國籍，

只要有它，你就可以完全依附，繼而進入某一個國度底下。

這就屬於自己承認，sign off（簽訂）了自己的 ID，

這種可能性較大，而不會稱之為一個奢侈品。

 

那時，亦不應該有這種級數的奢侈品，

換句話說，那時仍然會有電話和網絡，但不會單靠一顆晶片就可以做到，這是不會的。

 

第一，《啟示錄》沒有這樣形容； 

第二，千禧年更加不會，千禧年的程度只會更加落後，即經歷完那 1,260 日之後。

資料員回應：

所以，按著《啟示錄》記載，就是「身份」以及「貿易」。

 

答：沒錯！「貿易」必然是指脫離災殃、重組DNA（基因）等等，這是因為晶片而做到的。

原因，最主要是接受了這個印記之後，那人的身體已不再是神的殿。

為何要這樣將兩者串連在一起？

 

舉例，我們的身體在一生中，百份之九十九的阻力是來自這身體。

所以，那顆晶片會使你那百份之九十九的阻力，失去當中的百份之五十，

這變相你已失去資格，藉著信仰賺取本來的奬勵！

 

這就等同於遊戲War Robots，我們人人皆以正常的方法玩；

但有些人卻用 cheat（作弊），意即 hack 入（以不正當方式入侵）遊戲系統，得著不死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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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人是不死，按著War Robots公司的標準，他又怎會得著奬勵呢？

War Robots 只會想盡辦法置他們於死，盡量封鎖這些人的戶口。

怎可能還讓你所受的代價、待遇，與那群以真金白銀玩的用家一樣，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們已沒有了那種限制，並且，他的存在對其他人而言，是一種干擾，甚至破壞了整體的平衡！

屆時，晶片對於那些人，以及整個信仰來說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是擁有了那個合格的阻力，不論是身體缺陷，抑或我們出生的身份和文化，

甚至，我們也會感到飢餓、會死亡、會患上各種疾病。

 

這些阻力是被神認可，以及是神所安排的，導致我們在這些情況下，

可以 sacrifice（犧牲）、付出和改變，讓我們在這些壓力下產生相對的性格，

這些，便是金銀寶石了！

影片：復活身體與失去遊戲規則的考驗     

最近主日信息提到，

當我們擁有復活身體之後，我們並不能夠留下任何記錄或新的啟示，

因為，我們已經不再是普通的人類，不再是信仰考生，

所以，不能夠於該時段中，成為別人的榜樣。

 

正如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40 天，《聖經》的記載甚少，

甚至乎，根本沒有記下具體的信息內容。

而於答問中，日華牧師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亦從中引伸出，為何受了 666 晶片印記的人，

他們改變了 DNA，成了考試場上出貓作弊的學生，結局，只能夠被視為不合格。

亦因此，《聖經》明說，受了印記的，就不能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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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當植入晶片之後，他們連信仰最低點的救恩，也無法達到。

於校對今段精華短片時，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

為何這一群接受 666 晶片的人，會被視為信仰上不合格，也就是凡受獸印的，也會落地獄。

日華牧師：

何謂我們被視為不合格呢？

因為我們要知道，其實人生當中，神是考驗我們，會否利用每一個經歷，去擁有神的形像和性情。

即是，人生中的每個經歷，

第一，挑戰我們是否擁有神的形像和性情；

第二，於過程中，若我們擁有正確的方向，便會 develop（發展）出神的形像和性情。

正如上課，當你能夠捱過那節課堂，就能學會該課堂所教授的內容，

不論那是英文還是數學課，對嗎？

因為那堂課本身被設計出來，就是為了教導你。

然而，我們有否想過於人生當中，其實我們的經歷也是如此？

好了！但是，如何使我們磨練出神的性情和形像呢？

就是，我們擁有一個會疲倦的身體，然後，面對一個神為我們預備的環境。

在過程當中，由於我們會疲倦、飢餓，而我們亦是有限的，這樣才能挑戰我們，

會否因而變得煩燥、懊惱，或自暴自棄，甚至，在那段時間發脾氣呢？

然而，如果我們是 Robocop，明白嗎？那如何挑戰你、磨練你？

你坐在這裡，有沒有冷氣也無所謂，因為你是 Robocop，你是一個機械人來的。

26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如果 DNA改變了，就會導致我們產生很多改變，例如歲數，變得永遠不死。

那麼，你便不再有對死亡的恐懼，對不？

或者會使你的身體，根本與別人完全不同，不會有疾病、疼痛，

甚至能夠自動調節冷熱，諸如此類。

於這種情況下，神給予你於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變相根本沒辦法挑戰你。

於任何時候，你也是一個冷靜的機械人的話，那麼，你怎可能擁有神的形像？

為何我們知道，這就是原理呢？因為主耶穌來到世上，祂也不是一個 Robocop。

《聖經》清楚記載，祂沒有超人的體能，祂會感到疲倦、飢餓，祂也需要睡眠，對不？

所以，祂禁食時，一樣會「餓了」，對不？

所以，祂走路久了，同樣會「累了」，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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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會看見主耶穌基督，即使祂身為神的兒子，也不能 skip（略過）這些事情，

祂也一定要有人的軟弱，才能夠在過程中，建立出神的性格，並值得我們效法。

所以，為何我會說，

倘若改變了 DNA，你能夠知道改變了 DNA，這一定不會使你更弱、更辛苦，

亦不會使你的才能更低、承擔力更低。

不會！反而每個範疇，也必定使你調節得更好。

所以，若對別人來說，這是一個考驗，那麼，對你來說，就不再是一個考驗；

對別人來說，反而是一個學習和改善過程，但對你來說，便不再是學習和改善過程。

因此，你的性格便會原封不動，當你的性格不變時，根本就是枉費了一生。

所以，凡植入 chips（晶片）的人，便有大問題了！

當植入了晶片後，這世界對他而言，已沒有任何考驗的話，

那麼，他在信仰上就會變成一個，

在遊戲規則中 discredit（失信）、disqualified（失格）的人。

每一個人進到試場中，若老師看見他作弊的話，按理而言不會說：

「照常算分吧！你滿分！其他人 50、60 分，但你就滿分，因為你作弊。」

在一場考試中，一個這樣的考生，那位辛辛苦苦、設計出整個考試的考試官，

有可能任由你這樣作弊嗎？這是沒可能的！

人生，就如我經常說，那是一個試場，所以，怎可能任由這些人作弊呢？

因為，一旦植入了這些晶片後，對他們來說，他們的確需要這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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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屆時正值七年大災難，起碼會有 1,260 日的災難，對不？

所以，以正常人的身體，根本無法承擔那些日子，一定會死的也不少。

所以，在那一刻他們需要晶片，使他們在那光景中不至於死亡，對不？

同時他們卻會失去了，成為賓客的最後考驗。

即等於，這人考試時沒有出席，補考時卻又作弊，已經是補考來的，其他人已經被提了，

他們根本不需要面對這事情，只要愛主，根本不需要面對這事情。

他們需要面對的是，因為那已是補考，然而，他們連補考也要作弊，甚至要植入晶片去補考，

所以現在便明白了，神為何如此看待這件事。

因為，信仰的本質，就是要於生命中作出改變，

但當人植入晶片後，生命各種限制已經挪開，人們再也不需要為著信仰，去改變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說，不能再於信仰上賺取任何分數。

 

既然，這個選擇，是一下子定生、定死，所以，神一定要藉著一個超級大復興，

讓普天下所有人都知道，666 晶片所帶來的影響，他們是清楚明白當中的後果，才選擇接受。

正如《撒迦利亞書》所提及，當聖殿被收貨，也就是我們被提後，

這一群被留下來，沒有植入晶片的外邦人或後退的基督徒，

他們就需要於外院受逼迫，也就是被世人踐踏 1,260 日。

 

而於這個考驗裡，最終合格的，才得以成為賓客，

也就是說，於 1,260 日後，外院也成熟，被神所收納，

因為，一直以來，外院也是聖殿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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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焮：剛才提到關於擁有復活身體的時候，為何不可以留下一個 record（紀錄）呢？

正如爸爸所解釋， 因為，百份之九十九我們身體的結構和限制（limitations），

成為了我們生命裡需要面對，神所給予我們的考驗，

讓我們在這個限制之下，如何作出好的決定。

 

誠然，我們能夠預計，挪去當中百份之五十的限制，我們整個人生就會變得非常容易（easy），

何況如爸爸所說的，擁有一個復活身體，變成 Superhuman（超人類）的話，

那就如天使一般，更加不需要 abide by（遵循）這些遊戲規則（rules），

所以正如爸爸所說的，不可以記載。

 

日華牧師：

對的，所有人脫離這個身體的範疇之後，其實，他們已經失去了考驗，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考驗只是一種阻力而已。

然而，在神眼中，這是一種 change（改變）！

因為我們一出生，是沒有本錢上天堂的，

若果我們不作出一個重要改變的話，是不能夠 close to（親近）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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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夠去天國，不能夠來到神的寶座面前，這是不可以的！

因為我們出生的時候，只是一張白紙而已。

 

因此，chips（晶片）將導致人的年歲，可能增加至 200 歲，或 300歲，

但它改變了你的 DNA，僅只如此，就已經完蛋了！

何解？ 試想，為何人會犯罪？為何人需要金錢？貪財？正因為沒有安全感。

為何沒有安全感？因為他貧窮，會死，會有各種限制。

 

所以，我們看到人活的一生裡，會作出很多的取捨。

為何會作出「取」或「捨」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缺乏的身體、有限制的身體之下！

即它 driven（驅使），駕馭我們要作出這些取捨。

 

然而，這個身體是神給予我們的，導致我們要作出這些取捨的時候，

有時候是一個 sacrifice（獻祭）。

為著信仰而為的，在神面前便是獻祭，神會 count（計算）我們是因祂的緣故，便會有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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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或者，我們於這個取捨當中，你是於游刃有餘下作出奉獻，

還是如只有兩個小錢，卻全數奉上的寡婦，也是不同的，對不？

我們看到，不論是寡婦的兩個小錢，還是游刃有餘的錢財，都是神賜給予的。

但是，若然我們私下藉著這些方法去更改的話，就會導致我們沒法進入這個試場了。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每一個進入試場的考生，都一致地不能打開手提電話查考資料，那麼才公平，對不？

要是有一名考生，他有辦法，只需給予少量的金錢，便可以用 iPad考試。

試問，考試官可否將一個有人類歷史以來的考試，為了你而改變標準？

當然不可以，《啟示錄》所描述的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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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以為那晶片，只是財富那麼簡單，

它其實隱藏了很多引誘，導致這些人把自己身體的 DNA改變，導致他們進入試場之後，

雖則每個人一出生，已經進入這個試場，

但在這個試場開始考試的時候，卻選擇作弊，對不？

 

正正是在災難的時候，神不讓我們作弊。

因為這是最後的 24小時，對於一些人而言，這是 24 個小時的考試；

對於一些人而言，則是三年半，42 個月的考試，即 1,260 日的考試。

 

在那個時候的考試中，他們才選擇作弊，對不？那麼，便會失去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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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考試最低的合格點便是救恩，這是最低的合格點，

他們連最低的合格點也沒有，雖則他們同樣存活於那 1,260 日當中。

 

所以，公平起見，作出這麼一個重大的選擇之前，

他們自己會知道，是選擇信仰，這是一個信仰的選擇，

這樣，才是神的公平。

 

這亦解釋了，為何《啟示錄》充滿這麼多神怪的事情，

其實，這些人是於這麼神怪的世界轉變的時候，而作出這些決定。

 

試想，僅僅是因為這麼一個決定，而導致有些人是永死，

即於這個人生考試中，一律被列為不合格，

單就這麼一個決定，你便可以肯定，在這樣一個決定之前，將會有一個多麼大的復興，

一個能給予全世界人類公認的標準。

如果在這個選擇之前，沒有一個全世界公認的標準的話，

仍然如現在那些禽獸牧師給予的標準，那麼便不公平了。

 

因為他們選擇的時候，仍會以為：

我選擇了（植入晶片）也能夠上天堂，因為「弱智哥」、「猛攪事哥」告訴我，

這是可以的，無論我做甚麼事情也是可以的。對不？

 

不會這樣的！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復興，

而復興來自的教導是唯一，並且正確，全球也會以此為標準。

那麼，世人便知道，那是不可以的， 日華告訴他們，這是不可以的！

新婦告訴他們，這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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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他們會清楚知道屆時的狀況，因為已經預言了，

若然他們作出這樣的一個決定，在這個考試中，會使自己出局。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才作出如此選擇，

意即，無論是說哪種 Language（語言）的人，西方人，或是印度人，

他們每一個人都會知道，這是來自一個 sourcing（出處）—— 錫安教會。

他們明明知道，不作出這個決定，他們會很辛苦、決裂，但卻有機會能夠上天堂。

若作出這個決定，他們就會在人生的考試當中 fail（失格）了。

 

因為這一種體驗，對人生及信仰的考驗，其實其他教會哪會懂呢？

既然他們不懂，又豈能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為全世界提供標準呢？對不？

 

神定必先給出標準，才給出考驗。

而這個考驗，就等於讓大家一起開始應考公開試。就是這樣。

謹記，神讓這個聖殿被提的時候，全球即處於這 1,260 日。

是由聖殿被提開始計算的。外院亦將會被外邦人踐踏。

 

屆時，將會發生一些事情，像考試的鐘聲響起般，

讓整個世界突然知曉，這 1,260 日已正式開始。

在這段時間當中，大家的信仰都會被考驗。

所以，才被稱為，用上這些字眼，是你從未想過當中之 action（行動）應作何解的。

第一，在歷史上未曾有過詳細解釋。

是甚麼呢？就是，為何說「外院將被外邦人踐踏」呢？你曾想過嗎？

為何人類歷史最後的三年半，以「外院將被外邦人踐踏」來形容呢？你曾想過嗎？

除非，有很多人曾來過外院，且是外邦人。明白嗎？

換言之，他們認識這個信仰。

外院是甚麼？外院正是他們被傳福音的地方，

於焉，讓他們知道福音的最低標準，稱為「外院的標準」。

意即外院被很多外邦人踐踏，被普天下的外邦人踐踏，

換言之，普天下人都會來到外院，選擇作出決定與否。

35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你可曾想過？

這樣才會出現在三年半中，外院被外邦人踐踏。

這些字眼、這個行動、這個動意，實在奇怪。

 

當然，這件事情，確實在第一個聖殿被毀時曾出現過。

羅馬兵丁曾進入聖殿搶奪、擄掠。

所以我們看見，不論是巴比倫事件，或是羅馬事件，當聖殿被毀時，外院都會被踐踏。

 

但是，都只是影兒而已。

那個聖殿，即使被糟蹋也沒有所謂，因為它根本不是神的心血，只是由人所建造。

但神在歷史當中所經營的那一個聖殿，將會被提，無人能把它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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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聖殿亦是新婦，又豈能被糟蹋呢？

可是，為何外院會被人踐踏呢？

我們只需要參考之前兩次，便能知曉答案。

 

之前兩次的發生，都是因為當代最強盛的國家，

巴比倫及羅馬，滅了當時的以色列。對不？

他們的軍隊攻打至聖殿，把聖殿踐踏。

這就讓我們看見，當事件真正發生的時候，日後我們真正被提之前，

與我們抗衡的，就是真正的敵基督勢力。他們將會冒起。

 

與此同時，全世界在言論及信主這兩個範疇上，將會有兩個陣營打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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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真正的敵基督；另一個是我們遺留下來的信仰。

它會帶起一個大復興，但會隨著我們的被提而突然終止。

而這個終止，就足以讓很多外邦人在「信與不信」當中猶豫。

然後，有些外邦人會自行製造一些 rule（規則）出來，

覺得神不會如斯絕情，祂知道我的苦處，不想我饑餓，因而接受植入 chips（晶片）。

 

很有趣的，在最末後之時，明明以肉身形態出現的那個「真正新婦聖殿」被提後，

為何其外院能夠被人踐踏呢？

原因那部份將被留下，成為讓人在其中考慮信不信神，

是否願意接受成為會眾、賓客的一個地方。

這就留下來，成為他們於最後 1,260 日裡的最後機會。

亦讓我們知道，1,260 日是那個外院被踐踏的 deadline（期限）。

說得明明白白，只讓他們踐踏 1,260 日。

何解呢？意思是 1,260 日後，神亦會接納這個外院，因為外院都是聖殿的一部份。

謹記，它亦是聖殿的一部份。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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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屬於外邦人的，乃屬於神。

它只是被留下，讓外邦人有一段時間，把它糟蹋。

在這個糟蹋過程中，有部份人會接受福音；亦有部份人不接受。

 

可是，無論如何，1,260 日後，神亦會接收這個外院，

因為它亦是聖殿的一部份。它亦會被提，只是遲了三年半。

這樣理解，你才會明白那段經文的意思。

 

就是說出於這段時間裡，當他們選擇是否接受植入 chips（晶片）時，

對他們而言，亦是選擇「接受外院」或「踐踏外院」的時候。

就是這樣。這是神留給他們的機會。

可是這個機會，是他們人生中僅餘的最後機會！

當中的絕大部份人，甚至是 100%的人，都是枉費了一生的，

只是神再給他們一次機會而已，否則外院亦會跟隨新婦及童女一起被提了。

於最後，日華牧師亦作出總結，

分析於這種嚴峻的考驗中，神亦會給予一個非常震撼的大復興，

讓所有未能被提的人，可以在完全清楚的情況下，作出一個永恆的信仰取捨，

並且，給予選擇信仰的一群，一個榮耀盼望。

日華牧師：

其實裡面有少許線索，就是按著神一貫施予的憐憫和作事方式，

現在我們可以從這個概念中，反向推論屆時被提一刻，大復興的龐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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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按著神一貫的公平公義的方式，祂不會給予我們一個完全不合理的考試，

一個放在天平上，稱為「七上八落」的考驗。

所以，能夠想像那四十二個月內，稱為「你信神就死」級數的考驗，

你就能夠想像之前的復興有多龐大。

假如之前的復興只是大家出來，大復興了，來唱首歌，

我們「巴蘭」一下，收取少少奉獻吧！

然後我被提了。這樣，那些人怎能支撐四十二個月？

我信你唱那兩首歌，就要 keep（維持）四十二個月？

但如果我信了，我會死！

那方所提供的，與你唱兩首巴蘭歌怎能相比？明白嗎？

若神給予這樣的考試，便不公平了。

神給予的考試，必定是震撼他們靈魂至一個階段，影響他們一生足足四十二個月。

因真的有人於四十二個月最後數天死去，至少，毛衣人是最後兩三天死去。

因此，那個復興一定很震撼。

謹記，全世界共同受考驗那種可怕、恐怖，是比恐怖片、喪屍更恐怖的時代，對不？

由是，全世界必然有一個非常震撼人靈魂，全人類未曾經歷過的復興，

並且有段時間，他們沉浸其中。

謹記，他們大部份之前是沒有信仰根基，沒有的！沒有任何信仰根基。

即使有，也絕對已全部錯失，並且一定選擇與基督教相反的方向。這是肯定的了！

由此，突然跳入那最後的 42 個月，給予他們考驗的話，

便能估計之前的復興，是多麼震撼他們的心弦，讓他們多麼哀哭切齒！

甚至，他們有些是曾進入婚筵，但被拒絕的賓客、

有些是曾預備婚筵，卻未能進入婚筵，沒有油的童女。

他們簡直是非常震撼心弦的情況下，那種悔恨，

他們差不多利用那 42 個月來贖罪。達到如斯程度才可。

所以，那復興是很龐大、強勁、瘋狂，非常厲害，但他們沒有份兒。

任憑他們屆時怎樣巴結、參與，也沒有份兒。因他們根本不合格。

並他們自以為投資了有生之年最多的方式，投入其中，

如同那五個愚拙的童女，也是沒有資格，而被扔了出去。

所以，不會突然不見了！如電影《末日迷蹤》般，人們突然消失，受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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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 chips（晶片），死吧，落地獄！神不會是這樣。

那些人可不是豬肉，不可能完全沒有讓他們選擇回答正確答案的機會。

何謂考試？至少每個進來的人，只要他願意，也可以選一個正確答案，對不？

若然那人未曾經歷復興，怎可能有機會選出正確答案？

在那 42 個月裡，他們會否仍在思考︰

「佛教會否正確呢？道教會否正確呢？回教會否正確呢？」

他們會否仍在思考這些呢？

會否仍在思考︰

「若果基督教是正確的話，那麼，基督教裡誰才是正確呢？」

明白嗎？

又或是一個弱智的人走出來說︰「可以植入晶片。」

難道這代表他才是正確嗎？明白嗎？

意即，若果神給予他們考試，當我們理解神的公義，

若果神叫全世界進入試場，經歷 42 個月關乎生與死的考驗，

一旦你決定接受晶片，你便直接下地獄吧！

嘩！按著神的公義，不一定是每一個人，

但至少也要大部份人，皆知道正確答案是甚麼才可行！

因為，這已經不是考驗你的知識，而是考驗你能否堅持下去！對不？

42 個月裡，考驗你能否堅持下去，你是知道的，

可是，你知道後，你又能否持守呢？

你知道，但你是否願意付代價呢？

因為你之前不願意付代價，現在要補上。這才是一場公平的考試。

假如你一無所知，糊里糊塗就被植入晶片，

我只是路經此處，額上已被植入了晶片，這算是考驗嗎？

神製造這種考驗，豈不成了一個笑話？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是透過這一點，讓大家理解，

按著神的性格，以及祂在二千年前，

已定下這場合情合理的考驗，亦可說是給予每一個人最後的機會，

所以，祂必定會做一件事，讓進入這時段的人，

每一位都知道正確答案是甚麼，然後讓他們作出最後的爭取！直情是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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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知道的，知道朝這邊走是爭取，朝相反方向就是放棄，他們是知道的。

所以，你便明白現時的共同信息和印證，

並歷代歷世以來所製造、用作印證錫安的信息，為何會有這走向。

因為這走向，導致全世界皆知道必定是錫安！

已不可能還有別的解釋！

他們會想︰「我們已經錯失了，我們錯失了世上最偉大的事物，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受苦吧！讓我們得著報應吧！

讓我面對這一切，為主再面對這些考驗！

因我竟然處身於同一個時代，卻不願付這代價！」

屆時，人們會帶著這種思維方式，才可以度過那 42 個月，他們不是受刑 48小時，

那是非常恐怖的光景，沒有食物、沒有錢，要四處逃難，那情景是非常恐怖。

所以，你能想像，在這之前到底有甚麼震撼了他們？

是甚麼使他們在黑暗中哀哭切齒？這是哪一類型的復興？

就是由我們帶出，我們將會經歷的。

可是，現時再看全世界所有的預言，

以及它們慢慢所指向的，你便明白為何必須是這種級數，

不僅是為了我們這麼簡單，而是為了他們，及往後一千年的人，

確確實實成為一個歷史的紀念碑（Monument）。

相反，若那人完全沒有了這些阻力，即使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脾氣有多好，也是毫無用處。

何解？因為他在一個完全不對等的程度下，卻想跟大家一同賺取信仰的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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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永遠不能 generate（產生）聖殿級數的信仰。

然而，我們的身體才可以產生聖殿級數的信仰。

這就好比主耶穌基督，祂來到這個地上時，

同樣擁有這個肉身、同樣會感到飢餓、同樣會感到疲累，對不？

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也同樣會受傷。

  

但是，如果突然有一天，人植入晶片後，就失去了這些功能呢？ 

所以，主耶穌其實讓我們看見，

祂那樣才稱得上是公平，祂完全是用神所授予的身體去完成。

 

與那些體內 DNA（基因）已被改變，卻希望在信仰上再躍進的人相比，

在神設計的遊戲中，即世上的人生而言，他們已屬於 hacker（黑客）的身份。

他們已不能得到救恩，也無法獲得信仰，理由就是這樣。

總之，我們需要在這些攔阻和阻力下，

再加上這個身體和人生，才能 generate（製造）這個聖殿出來。

所以，主耶穌並非被一隻鶴，從天上帶到地上，繼而開始祂的人生，情況並非如此。

 

反之，主耶穌真的是由童女懷孕，然後出生，接著再經歷一切事情，

並且，他的確擁有人類身體上要擁有的東西，這樣，才可以成為這個聖殿，並成為我們的榜樣。

 

所以，除了上述提及的人之外，全部也屬於不合格的玩家，

那就不能跟其他真金白銀的玩家一樣，得著同等的待遇，這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啟示錄》讓我們看見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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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地，為何又是在那段時間，全球大部份人都會接受呢？

原因是，神容許在 1,260 日內，一次性逼他們要作出如此短暫的決定。 

但相對，他們於短暫時間內作出的決定，其價值亦 10倍高於人在災難前所作的相同決定，

因為這是以急難方式臨到，並且涉及生與死。

幾乎是，不接受已等同殉道，所以，其價值一定高於之前安逸下的決定。

影片：獸印晶片避開了人生測試

日華牧師分享到，按《聖經》《啟示錄》的預言，

將來被提後，當敵基督控制全世界時，必定會強迫全世界的人民，植入 666獸印晶片。

而按《聖經》記載，所有被植入晶片的人，

無論他們是否基督徒，都會一律永久失去救恩，失去任何得救的機會。

啟示錄 13 章 16 節：

「牠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

日華牧師指出，當人植入獸印晶片，就等同這人自願永久放棄，成為一個真正人類的資格。

因為植入獸印晶片的人，對神而言，就如一位學生在考試中「出貓」（作弊），

神為人類度身訂造的人生試場，對這人而言亦失去了意義。

自然，「出貓」的學生，亦會被學校裁定為失去考生的資格，而考試結果亦會全部作廢。

同樣，所有沒有資格被提，要留在最後三年半大災難的人，

他們最後的考驗，就是會否為到所謂求存，而接受獸印晶片，

但接受的人，就等如在這最後一場考試中作弊，立即徹底失去得著永生的資格！

對此，於 2021 年 8 月 23 日，日華牧師校對今篇主日信息時，作了以下錄音補充。

日華牧師：

所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 跨欄。

譬如奧運的跨欄比賽，所有選手前方，必定在相同距離下設置欄架，讓他們跑著跨越。

假如其中一條跑道上，所有欄架都被取去，即使這名選手跑贏了，

也不可能與其他跨欄選手一樣，獲取相同的冠、亞、季軍。對不？

這就是獸印晶片（chips）的問題所在，

這顆晶片的作用，甚至能使人在災難中不會死去，

所以，這就導致人們不再是面對相同的人生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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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他得到獸印晶片後，他已經將自己 foul（淘汰）出去，

無法在神創造的人生裡，接受相同的考驗和獎賞。

因為，他已選擇了從敵基督設計的人生中，開始自己的下半生。

＝＝＝＝＝＝＝＝＝＝＝＝＝＝＝＝＝＝＝＝＝＝＝＝＝＝＝＝＝＝

問題二：「因為，以前我亦覺得，尤其是鄭州這件事，其現象是很短時間之內、發生得很嚴重，它只

是連降兩天的雨，如果之後連續降雨，長達三天、四天或五天，那麼，這世界又會如何呢？

這種恐慌，應該會呈幾何級數上升。第二，在洪水形態下會造成物資短缺，甚至，內地已

慣性使用電子買賣，當所有電子產品都 down（當機）了，便需要使用現金，這種貿易影

響，對他們來說亦是災情之一。 所以，如果他們植入 chips（晶片），便不怕不能買賣，這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誘因。」

影片：時事追擊：  2021      年      7      月鄭州水災後沒有網絡的生活  

2021 年 7 月 20 日，中國河南遭遇 5,000 年一遇的極端暴雨，

省會鄭州市災情嚴重，一小時降雨量多達 201.9毫米。

甚至，不足半天，已一次過降了大半年的雨量，

刷新全球省會級城市一小時內的最大降雨紀錄。

過往，鄭州全年平均降雨量為 640.8毫米，

然而，今次鄭州在三天共 72小時內，竟已錄得 617.1毫米雨量。

鄭州除了經歷水患之外，這一個倚賴科技和電力的城市，

於剎那間，同時遇上斷水、斷電、斷網絡，頓時變成孤島，1,260萬鄭州人與外界完全失聯。

沒錯！鄭州常住人口 1,260萬人，正正就是新婦被提後，還有 1,260 日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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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突然遇上斷水、斷電、斷網絡，

1,260萬鄭州人頓時互相失去聯絡，電話打不通、回家的路也堵了。

超市裡大小的飲用水都被搶購一空，旅館廁所沒有水沖廁，顧客圍在前台抱怨：「真的太臭了！」

老闆的回應，是從腳下拿出大膠桶，再指向旅館門外的街上積水，說：「盛滿水，用這個沖廁吧。」

這就是一個城市斷了供水的慘況。

此外，整個鄭州市大片區域停電，大量沿街商舖關門歇業，

未歇業的新鮮類商店打折，出售無法冷藏的魚、肉或鮮奶，更翻出許久不用的古老彈簧秤。

更令人煩惱的是，鄭州早已習慣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

現金生活已消失得太久了，鄭州人身上根本沒有現金，

同時銀行亦因停電而關門，無法完成交易。

其中，一位超市老闆坐在收銀處發愁，

有顧客從漆黑的店舖裡，拎著一袋洋蔥和小冬瓜出來，

在舊式彈簧秤上稱重後，總值大約是 20元。

老闆說：「只能付現金。」

顧客問：「不能用支付寶？」

老闆說：「你能打開支付寶？」

可是，顧客身上根本沒有現金，連 20元也沒有，他只好遞給老闆一包市價約 19元的香煙，

作為交易，一下子，社會就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

在小區裡相熟的商店，同樣因為沒有網絡，無法進行掃碼支付。

老闆拿出一本古老帳本，告訴客人：

「把微信號登記一下，有網後再支付吧！」記錄裡寫的不再是人名，而是微信號。

十多年沒有遇過停電、斷網的人們，遇上了「現代生活」與「前現代生活」碰撞的新型生活模式。

新聞片段：

大街上黑漆漆一片，鄭州暴雨之後，多數人家都被停水、停電、又斷網。

「可以可以，就是家裡沒水、沒電、沒信號。」

「大家都在小區的某個廣場上，就只有這一小地方有信號兒。」

手機沒信號，打不了電話是小事，

但影響最大的就是賴以為生的支付寶，科技服務都跟著沒辦法用。

「去一些小的這個店面兒呀，他們裡面買東西的話，也只能靠這個現金消費，

因為裡面的話也是沒有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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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幾乎都使用行動支付，現金早就從生活中消失，

但現在想買東西果腹，手機沒有網路，身上也沒現金，頓時手足無措。

「遇到有兩個女孩子也來買吃的，但手裡間就是沒有現金嘛，然後她們說她們之前去取錢去了，

但是因為停電，ATM 機（自動提款機）就是不能用。」

有人甚至只好以物易物，交換食物，這個城市彷彿回到原始時代。

「你能想像嗎？沒有公車！我⋯⋯走回去嗎？」

受水災重創的還有交通，大眾運輸全部停擺，甚至連計程車都攔不到。

「我們都打不到出租車，幾個小時也沒有一張出租車。」

鄭州八成以上的計程車都改為電動車，現在沒有電，根本不能營運，

甚至有的司機載客抬高價錢，引發質疑。

中國多年來致力提升互聯網發達技術，但看來在這次水災中，不只新技術失效，

舊秩序也通通失靈，災後的鄭州一夜之間退回荒漠地帶。

今次鄭州水災中，人們發現滿電卻沒有網絡的手機，只是一塊會發亮的磚，

突然間，有網絡、沒有網絡，變成了一件完全靠運氣的事。

新聞片段：

但由於附近部分地方，仍然停電或無法上網，戲院因此繼續開放，

讓大家可以充電和上網，與家人聯繫。

「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電，就是停水停電了嘛，然後我們就來這兒充回電，然後再回去。

網絡是一會兒有，一會兒沒有，不穩定吧。」

交通燈無法運作，巴士全部停駛，有市民表示無法上班，日常生活大受影響，

亦有市民指，部分小區出現缺水缺電。

「現在訂外賣都訂不上了，外賣都停了。上班現在等於是沒法兒上班了，

現在都騎共享單車出行嘛。」

有旅客在小旅店對前台說：「你好，我在攜程上預定了房間。」

服務員指著電腦說：「攜程？我現在沒電、沒網，怎能看見你的預定？」

原本科技先進的鄭州高鐵站，全站的閘門全部失靈、無法轉動，連刷身份證及驗票機都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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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座城市的主要公共交通，變回共享單車、召車和的士，而且是由司機選擇客人的落後城市。

只要有一輛空的士駛至，立刻就會有一群乘客圍上去，

搶著說︰「不用計錶了！你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可是，最煩惱的事又發生了，當的士司機看見這群等得發慌的乘客，

他關心的並非價錢，而是問：「你有現金嗎？微信和支付寶都用不了。」

單單這句話，已經令上前問價的人失望離開。

加上，鄭州全市 8 成以上的的士，已更換為電動汽車，

的士司機表示：「我是新能源車，這些電用完後就沒有了，

電站也廢了，我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充電。」

而東站南路一帶，散落著約一百輛共享單車，但半小時裡，前後有超過 30人試圖掃碼，

卻因沒有網絡信號而無法解鎖，只有兩個幸運兒，成功捕捉到微弱信號、成功掃碼。

另一方面，在這種無法為汽車充電的社會裡，

突然興起一種新業務 —— 農村運貨的拖拉機。

有乘客追問拖拉機的司機：「能接載我們到目的地嗎？你說說多少錢？」

拖拉機的司機拿出手機回應︰「我看看高德地圖的導航顯示有多遠。」

這時，最煩惱的事情又再發生了，就是沒有網絡！

拖拉機的司機，根本無法得知到達目的地的路線，更不知道距離有多遠，

那麼，他又如何接送乘客到目的地呢？

始終，他原本的工作只是運貨，而不是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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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人都已習慣使用微信與人通訊時，大家已甚少使用電話聯絡。

在鄭州水災的媒體群裡，則流傳著一份王道的應急指南，當中提示了一項技術：

如需微博求助，卻又遇上沒有 4G信號時，可以直接以短訊，發送內容至電話號碼 1069009009，

通過原始的 2G 電話網絡，為災民留下了一線生機。

可見，當前互聯網、電子和晶片科技等，已是近代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

7 月 21 日，與外界失聯 20 多個小時後，

部份鄭州人逐步恢復網絡，微信及朋友圈終於能夠更新。

只是，網民自恢復信號的一刻起，微信持續震動、畫面不斷轉圈，顯示在接收資訊，

收到了多達 6119條消息。結果，因網絡塞車，始終無法打開這些訊息。

到了第二天，情況再次重複發生，所有人都變成了「信號難民」。

其中，鄭州瑞隆城社區，更斷水斷電長達 8 天。

當人經歷完這一場「5,000 年一遇」的災難後，剎那間發現，假如在毫無準備下，

社會突然進入斷水、斷電、斷網絡的世界，是何等的悽涼和無奈！

就在這場鄭州水災的 6 日後，即 2021 年 7 月 26 日，

日華牧師為這段「2021 年時局與 Planet X 再臨的分析」信息錄音時，

向資料員詳盡分析，當前疫情下的封城措施、各地的反常自然災難，

以及國與國糾紛不斷等不尋常現象，均已進一步明證，Planet X 已相當逼近地球！

 

加上，「全球晶片荒」的問題，

明顯，各國正全力預備 Planet X 的再臨及Killshot太陽風，

可以預期，更大型的災難經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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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弟兄姊妹需要加緊腳步、把握時間，

為 Planet X 的再臨及Killshot太陽風作出妥善預備。

日華牧師：

對！所以，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你便理解，按著神的遊戲規則，

在選擇晶片之前，關於這方面的信仰普及性，是一定先存在的。 

否則，人人都不知道，甚至基督徒也從不知道《聖經》曾提及，那就完蛋了，

所有人都在一無所知下聽信別人的話。

「你是中國人吧？那就植入晶片吧！」無緣無故就下了地獄。

 

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一定是先有一個普及性的復興，而這種普及性復興，亦一定不是外界普遍，

由「柴娃娃」（兒戲）的基督徒或教會提供的標準，因她們有標準，等如沒有標準。

 

這標準必定是全世界普及性，是錫安的教導、錫安的標準，隨後才會有這種 challenge（挑戰）。

所以，轉捩點必定是小孩子被提後才能發生。

 

而且，小孩子的被提，絕不會是寂寂無聞地被提，

而是一場很轟動、很厲害的被提，在全世界普及性接受錫安後才會出現。 

這是按著神的遊戲規則，神向來的做事方式，導致他們知情下作出選擇。

對於已信主，或未信主的人，但至少他們也是知道的。

然後，對他們來說，那時，雖然他們未信主，

但他們會知道，一旦植入晶片後，你也不用指望之後再信主了，

這才能使這件事成為一個考驗。

 

事實上，在最後的時間，在神的遊戲規則而言，

祂始終要給予每一個人，最後一錘定音的考驗。

即使以往有上千、上百年時間，

可以讓人於人生中模棱兩可、游走於兩者之間，最後才作決定。

 

但是，既然最後只剩 1,260 日的話，便不能如此，必定會有一個一錘定音的考驗，

驅使他們一定要作出這決定，從而注定他們永恆的去處。

 

因此，第一，必定先有一個普及性復興；

第二，一定有這一個一錘定音，關乎生與死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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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一個作出這決定的人都會知道，沒有後續了、完蛋了，

一旦作出這決定，無論之前他們是信與不信，一旦決定接受這 chips（晶片）便完蛋了，

至少，這是普及性人人皆知的事。

 

否則，在神的遊戲規則下，神是不會用這種方式，對不？

否則就成了流無辜人的血，神是不會用這種方式的。

 

沒錯，所以神必定會有一個預先通知，但一定是 through（透過）我們，

只有我們才能將這些原則清楚分享出來。

影片：末世公平的考驗     

當談及七年大災難中最後的 1,260 日，

很多外邦人，甚至基督徒都會覺得，為何神出手要那麼重，

並且，覺得最好就是自己能逃到山洞，當中有足夠的食水、食物，

於不知不覺間度過最後 1,260 日，這就是最好的情況。

 

但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這 1,260 日，是人類最後的補考機會。

原因，正如之前提及，信仰最重要的部份，就是作出生命的改變。

 

然而，當活在繁榮的香港社會裡，

其實，有多少人會主動信主、主動作出改變呢？

還是絕大部份人，只是終日埋首於享樂、娛樂，

或是投身於自己的事業、家庭和工作裡呢？

他們不斷推說，自己沒有時間信主、沒有時間上教會、沒有時間做好的基督徒，

10 年、20 年、50 年過去，他們仍是沒有時間，這就是絕大部份香港人的寫照。

 

可是，當世界還有 3 年半就毀滅，

假如神仍然讓他們無聲無息地過去，到完結一刻，才讓他們知道的話，

其實，這反而是對他們的殘忍，就連補考的機會也沒有了。

 

因此，最後 1,260 日的開始，是於最龐大的全球復興之際，

新婦被提、各種災難發生、人們被逼植入 666 晶片開始。

也就是說，對於全世界，所有留下來的外邦人、後退基督徒，甚或是不夠油的童女而言，

這是給予全世界，最後補考的鐘聲，讓所有人都能夠於公平的情況下，開始補考。

 

並且，所有人也會知道，考試的時間是 1,260 日，

他們就要於這 1,260 日的時間裡，努力改變去成為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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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2021 年 8 月 23 日，日華牧師校對今篇主日信息時的補充分享。

 

日華牧師：     

使這件事成為一個考驗。到底是甚麼呢？

 

其實，一個考試怎樣才算公平呢？

一個考試要達至公平，就是不單只他們（考生）能同時進場，

並且，全體因著那一聲鐘鳴，他們都知道考試開始了，這才算是公平，對不？

 

試想想，按當時來說，如果全世界佔了一半人，根本都不知道 1,260 日開始了，

這樣算是公平嗎？

 

甚至，這 1,260 日開始了之後，

有很多人已經拼命去賺取永恆的獎賞，正在為此而受苦；

然而，另外一些人卻仍舊是甚麼都不知道，這樣算是公平嗎？不算。

 

因為於很多人而言，他們的看法卻是恰恰相反，

我們現時是以神的視點，看透了這世界的災難，

但，外面普通人看這世界的災難，固然會覺得無災無難是最好的，甚麼事也沒有就最好。

甚至，最好於整個七年大災難中，我們也在地底下度過，

完全不知道 1,260 日的開始，也不知道它的結束，這樣就最理想了！

 

其實反過來看，於永生的角度而言，對這些人是最不公平的。

皆因，他們完全不知道，甚至，已經錯失了這 1,260 日，他們亦連信仰機會也一併錯失了。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為何七年大災難要達至一個程度，可謂令全部人也被捲入其中呢？

 

其實，這種所謂的被捲入其中，正是要讓眾人知道考試的鐘聲已經響起，

每一個人也要作出他們的立場，這樣才算是公平！

 

原因，當真的過了 1,260 日後，再也不會有人類生存的空間，

而是直接決定這群人將會上天堂，抑或下地獄，之後亦不會讓他們有機會「走雞」。 

所以，神便 design（設計）了這種如《啟示錄》般的結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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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我們及許多人而言，當然是沒遇上，或能夠避開是最好的。

 

但反過來看，如果要講求公平的話，這並不等於，有考生於考試時仍在睡覺，

過程中沒有任何鐘聲響起。直至他睜開雙眼、睡醒時，才驚覺考試已經完結了。 

這能稱得上公平嗎？這反而是不公平。

 

所以，七年大災難，其實是有意在一個非常安舒的環境，

一個非常富庶、奢華的年代下，突然間「砰」一聲，開始發生連環的災難、連環的審判。

 

因此，為何淫婦會在最奢華的時候受審判。

這豈不正是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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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如果現在我假設，經過五年後，已經沒有了世界末日，

那麼，五年後我們的地球，還可以像現在這樣奢華嗎？

所以，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啟示錄》所描述的，是人類最奢華的時間。

然而，突然之間，交通、運輸、婚姻、娛樂，全部都要停止，

這豈不就是現在這時候嗎？

 

甚至，現時 Freemason 的處理手法，根本是讓全世界人開始覺得不妥。

其實，全世界將會漸漸被 Freemason控制，

並且，這將會是七年大災難的結論，就算連外邦人也會發現。

屆時，唯一能夠預先分享，清楚介紹事件發生的步驟，能做到這事的，就只有錫安。

 

所以，到了那時候，對他們來說，

這 1,260 日，其實就是神用來敲響 alarm（鳴鐘）的時候。

 

試問，有甚麼好得過，對於那些紙醉金迷、天天沉醉於娛樂的人；

另一群，則是每天如當 Steve Jobs Second（史蒂夫‧喬布斯二世）一樣，

只顧拼命工作、燒毀自己的人，突然間，要停止手上的一切事情，去回顧自己的人生呢？

答案，就是災難。

 

如果世界繼續繁榮下去，其實，每個人也等於還在睡夢中，每個人也會飛快地度過了那 42 個月。

這樣，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的人生猶如白活一場，反而是不公平的。

 

因為，將要到來的三年半，跟他們人生所度過的十多、二十個三年半是不同的，

若度過了，就再也沒有了！

 

所以，神便選用最公平、最好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停止他們拼命追求的一切奢華、娛樂、享受，甚至連夢想也不會再有。

唸大學？尋求知識？或者周遊列國？這些夢想全都會消失。

享受退休生活？也會一併消失。

 

突然間，打斷了這些奢華後，接踵而至的就是災難，

這樣才能夠達至普遍性，每一個人都立即警醒起來，

每一個人也會知道，現在就是那日子，然後，他們才一起開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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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那些人被納入這考試中，是屬於外院的考試。

即是說，這個外院的考試，他們和全地仍留下來的所有人，其實全都還沒開考，

所以，這是完全公平的！

 

因為那些已經開始考，並且，已經考完的人，他們全都已經被提了，對不？

唯獨，那五個不夠油的童女，就帶領著他們一起去應考，

她們留下來，與剩下來處身外院的外邦人一起考，

意即，他們一起開始考，並且，一同於這鳴鐘響起後應考。

 

所以，神就做了這件如此公平的事，

但是，所有已經考完的人、已經定了身份的人，就不需要再考一次。

皆因，已經有了身份的人，便是新婦或童女。

於校對今段精華短片時，日華牧師亦藉著回答資料員的提問，初步簡單地分析十童女的身份。

資料員提問：

「日華牧師，剛才提及五個不夠油的童女，其實是泛指哪些人呢？

當中有否區分為靈恩派領袖、基要派領袖，或是其他呢？

究竟有油的意思是指擁有恩膏的領袖，還是一些掛名的領袖或基督徒呢？」

日華牧師分享：

因為，如單憑童女的身份推論的話，

假如再找到其他比喻的話，屆時才 redefine（重新定義）吧！

現在只是粗略 define（定義），所以，並不是百份之百肯定；

不過，我嘗試按情理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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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十個童女，十個童女皆是預備那一個婚筵，因為只有一個婚筵而已。

換言之，現在不是全世界教會，都各自預備一個婚筵，

而那個婚筵跟我們的截然不同，以致總共有二百多萬個婚筵。

不是的，只有一個婚筵而已！

因此，這十個童女皆是為了那一個婚筵而預備，

她們都能出席那個婚筵，並能夠參與其中；

而擁有足夠油的童女，甚至能夠進去赴宴，

而不夠油的，亦能參與這個婚筵，但卻不獲准進去。

所以，她才有資格向別人介紹那一個婚筵，對不？

這意味著她們知道自己要參加婚筵，並知道就是那一個婚筵，方能在外面仍有翻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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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們全都是補考，並帶領別人補考。

因此，換句話說，所謂「沒有油的童女」，其實也是上錫安教會的。

試想，若果是上其他教會的，那該帶人到哪裡去呢？對不？

他們根本從沒有預備過婚筵，亦從來沒有百份之一的可能性，不論有沒有油，

其他教會就連參與婚筵的百份之一可能性也沒有，因為他們不是上錫安教會。

意即，那十個童女，其實她們是合資格的，

只要有足夠的油便行，因她們本身已置身於真正的婚筵中。

因此，單憑這個推理，按情理上的推理，這五個沒有油的童女，其實是上錫安教會的，

還要在我們被提後，她們才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未能被提，就是如此。

至於其他教會，就絕對沒有可能，否則，神便會將情況弄得非常混亂！

那些人又以為自己那個婚筵，這便會擾亂接下來的三年半。

在混亂下，要知道，三年半很快便過去，就如「佔中事件」，也可以弄半年！

混亂的日子飛快，尤其是關於宗教、世界末日。

但我們還要在世界末日、宗教的大變動當中，

平地一聲雷，導致全世界知道這是唯一方向，

不管有多混亂當中，都選擇這個唯一方向的話，

那麼婚筵的 definition（定義），神一定會緊緊把握，按照規矩來做，方向也必定是很準確。

不然在三年半當中，光是 run around（東奔西跑），

對某些人來說，何只要三年半，

單是在教會間跳來跳去，已經不只三年半，

還要在災難中，周圍也不能去，這是很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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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屆時的定義一定要如此 precise（精確）、指定，

不是說這「十間教會」，而是唯一這一間。

然後，還有一群本來上這一間教會，卻未能被提，則可以成為他們的 guideline（指引），

但總之全世界都處於補考階段，那五位沒有油的童女，也是處於補考階段，

因為那個定義很有趣，當我們嘗試以聖殿去看，似乎 confirm（確定）了這件事。

因為那兩個燈臺，正如我所說，有五個達標就可以進入聖所，

所以有兩個五十米高的燈臺，可以進入聖殿；

有兩個未能達標，他們仍然留在外院。

而這兩個留在外院而未達標的，始終處於聖殿範圍，

所以，這裡所講述的外邦人和毛衣人，都是在講述外院。

故此，那兩個未達標的毛衣人，應該是沒有油的童女。

其實，那兩個毛衣人應該是沒有油的童女，但他們都屬於外院的一部份，

即他們也屬於聖殿的一部份，神也接受他們是聖殿的一部份。

他們所認識的同僚都進入聖殿，他們也差點能進入聖殿了。

那兩個（毛衣人）至少是認識錫安，甚至跟我們的連繫非常緊密，

只是他們買不夠油，因而不能被提，這才導致他們成為兩個毛衣人，拼了命去傳福音，

並且他們這樣傳福音，也能帶人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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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到時候，難道回教能帶人上天堂嗎？難道佛教能帶人上天堂嗎？不可能！

神不會設置一個如此混亂的局面，一個滿天神佛的局面，否則那三年半就沒有意義了。

三年半的時間很短，所以，目標、方向一定要非常明確，

在那個過程當中，甚至因著這種明確，很多人都願意付上足夠，且以生命為代價。

於這個時代，我們知道，若以生命作代價的話，那個明確、震撼程度一定要足夠才可以，

並不能隨便說說，否則十萬人中都不會有一個人願意接受。

神在那個過程中，我估計會有十份之一人，將會有十份之一人接受救恩，以及堅持得到。

若是接受救恩的話，甚至有機會是每兩個裡會有一個肯接受，

但能堅持得到的，每十個裡只得一個，可這個數目也不算少了，這已經是數億人了。

因此，那個明確性一定非常瘋狂，

即錫安到最後出現至一個階段，最後一個印證必定是最為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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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去年也曾提到，這方向一定會越來越明確，

在這方面，我們日後會看見一個世界性，

即由共同信息會慢慢演變成一個世界性對我們的印證，但存藏於歷史中，無法被推翻的。

其實，現時方尖碑已非常接近，我們現在已慢慢趨近一個根本是千呼萬喚出來的印證，

而這個印證是存藏於歷史非常長久，是全球都知道，沒有人能推翻，

正是印證我們教會，然後進入大復興，但大復興是以星期計，之後我們就會被提。

＝＝＝＝＝＝＝＝＝＝＝＝＝＝＝＝＝＝＝＝＝＝＝＝＝＝＝＝

問題三：「日華牧師，從近期國際形勢可見一個奇怪現象，過往，若全世界出現這樣的疫情，國與國

之間，即使有多少衝突與矛盾，各國都會先放下歧見，一起解決問題，其後再處理衝突，

但這在卻不是這樣。在疫情爆發的同時，國與國的衝突、制裁、互相傾軋，反倒越演越烈。

其實這是否 Freemason 在背後，為了預備 Planet X 來臨，而作的特別部署呢？」

答：對！尤其我們看見在疫情開始前，情況還不是這麼嚴重。

因為疫情開始時，華為的 case（個案）已被廣泛報導，

當時並非如斯嚴重，還未到封殺、趕盡殺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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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起 5G，英國、歐洲、美國都走出來，其中，英國甚至宣稱要用上百億歐羅，

於未來十年，拆除那些發射站等設施，美國也是。

但是，疫情開始之後，全世界所有國家，

就出現如《聖經》所說的「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民族與民族之間互相杯葛，中國人在美國會被杯葛；在英國也會受到歧視。

這是在疫症開始之後發生的，然後，國與國之間的緊張狀態，簡直到達無理取鬧的方式。

其實，這是另一個完全不正常的現象。

唯一的解釋是甚麼呢？唯一的解釋，原來又是串通的。

61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為甚麼呢？原因，他們都面對共同的壓力。

其實，這情況就如當年的希特拉。

當年，希特拉接手德國時，德國處於瀕死邊緣，簡直是必死的了，經濟及各方面都不行。

所以，希特拉做了甚麼，導致德國突然崛起呢？那就是，他使全國都有一個共同敵人。

對！就是猶太人，開始打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是德國突然可以收攏所有勢力。

無論在經濟及各方面，全國都聽從他一人所說的話，

受其煽動而使整個國家團結起來，甚至可以成為侵略者。

但，現在全世界明顯是串通的，他們知道 Planet Ｘ的來臨。

明顯地，若果是為了疫症，反過來，按照基本邏輯思考，

過往，從小長大這半個世紀，因我也快 60歲了，

這半個世紀以來，常見的情況永遠都是，

如有天災人禍，大家會將所有的 difference（分歧）暫且擱下。

小小的天災人禍，時而地震、又時而洪水，但，現在呢？這些災禍每個星期不停發生。

疫症更被嚴重吹噓至滅國的程度，未來半個世紀，大家都要這樣生活，

「這個疫症與我們同在」，差不多視它如神一樣。

但，面對如此情況，他們仍互相傾軋，

那種無理取鬧是前所未有的程度，每一個國家都針對其他國家。

這現象，明擺著就是希特拉的做法，大家都知道，其實是為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而做的。

何解呢？因單單只是疫症，其實都會慢慢使人忍無可忍。

因為，很多人生計不保，他們的公司或整個行業都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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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航空界，試想未來 40 年都要這樣隔離的話，怎會需要乘搭飛機呢？游泳前往還差不多。

整間航空公司減少了一百倍的客人，只餘下 1%、2%，那些飛機怎能維持下去呢？對不？

他們之前已需要借錢才僅僅足夠，現在更是維持不了。

很明顯，其實當疫症持續下去，人民都會忍無可忍，

換句話說，全世界國家將會遇到希特拉的問題。

希特拉用甚麼方法解決呢？

就是與別人產生 confrontation（衝突）、矛盾、爭執，甚至要到打仗的程度。

所以，無怪乎《聖經》記載，將近七年大災難之前，

主耶穌說，你會看見「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但，這還未到末時的開始，只是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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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看見了，各處饑荒地震，四周都「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影片：時事追擊：阿富汗與全球撤兵     

有關 Planet X 來臨所引發的 Killshot，過去的主日信息已經提及，

Ed Dames提出的其中一個先兆標記，就是停止打仗及撤軍。

 

我們一起重溫當年的片段。

Y  ou  T  ube      片段：  

至於在 Killshot 發生前，還會有數個徵兆，包括北韓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

並且，當太空穿梭機遭隕石雨等被迫降落，Killshot開始；

那時，地球上所有在眾多戰事中的軍隊，軍人全都望向天空，

仰望奇異的大氣現象、天上前所未見的異兆，

之後，所有人都歸家去，接著，Killshot 便緊接而來。

 

由於Killshot 會破壞電網、人造衛星，令電力及通訊中斷，食物短缺。

並且，Ed Dames遙視Killshot 後的景況，

他們發現，南美洲或拉丁美洲沒有任何避難所；

整個南半球亦幾乎沒有避難所，澳洲有少數例外，新西蘭亦只有一、兩個，

幾乎所有的避難所都在北半球，歐洲、北歐、奧地利、波蘭，一直至俄羅斯等地。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見，

各國政府於沒有向外公佈的情況下，悄悄地為 Planet X作出預備。

 

他們以中美貿易戰為藉口，從而促使全球生產供應鏈斷裂，

各國開始重整自給自足的生產鏈，美國更是提出「美國優先」的政策。

於疫情下，更將國家內部供應鏈回歸的速度加快，預備迎接Killshot 後的局面。

而最近，美國亦開始於全球撤軍，日華牧師亦為此作出了錄音分享。

日華牧師：     

美軍開始撤軍，簡單而言，與 Ed Dames 所說的先兆相似。

因 Ed Dames講述Killshot（毀滅級太陽風）是來自一個行星。

他根本一直講述Killshot 是來自一個行星，從太陽和地球中間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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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屆時人人望上天後，便會全部撤軍、離開、放棄打仗。

原本會打仗，也全部離開，然後 Killshot就會到達。 

所以，我們現在的 preparation（預備），能以此為 last minute（最後一刻）。

 

即，全球突然看見甚麼的時候，

我看差不多只有 24小時、48小時，將我們的東西全部放進金屬器皿內。

本身我們已盡量將備用的東西，存於金屬夾萬、金屬箱內。

但其實，會有一個 warning（警告），

屆時，那個警告大約有 24小時，Killshot 便會到達。

 

若我們背向Killshot，便是最幸運，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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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會造成死亡。若面向Killshot，連金屬建築物也會熔化。

其實，這些事情佔九成，我們無需經歷，只是，至少可以讓其他人知悉。

 

按著 Ed Dames 所述，南極是正面向著Killshot，

其實是南極面向Killshot，所以當時我們才走上北緯 33 度地區。

因我們的赤道是勉強面對，但北緯 33 度地區完全無需面對。

Killshot直接打向南極。

 

於校對這段精華短片時，日華牧師亦以問答方式，

重溫地球因 Planet X 來臨而引發 Killshot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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熾焮提問：「爸爸，我想問一下，

為何 Planet X 不會被太陽風打中，而是會經過它，然後它直接打向地球？

為何 Planet X 能夠及時避開太陽風呢？」

 

日華牧師分享：

它不是及時避開了，因為 Planet X 只有兩個可能性，

按照歷史及 Ed Dames 的預測，其實 Planet X 的軌跡已經 fixed（固定）了。

因為，再加上 Webbot，這三者對於 Planet X，

即也包括Kolbrin Bible 的那種預言性，於數千年前，它記述了當時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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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Ed Dames及Webbot 都是非常準確，準確的意思是指說出來後，

很多時會因為漣漪效應的大小，而導致它計錯時間。

因為漣漪越大，便以為事件近在眼前；漣漪越小，則是很久遠的事。

 

但由於Killshot（毀滅級太陽風）的漣漪太大，

因為它襲來後，整個地球的歷史將會改變，一下子變成世界末日；

所以，它預測的時間經常不準確。

當時最主要的預測，甚至曾以為會於 2012 年發生。

可是，現在已過了差不多十年了。

 

但這卻顯得合理，就像 Bitcoin 等題目，它的預測也早了數年；

可是一旦應驗，卻完全按照它所提及的價目、價表發生，

只是時間上年份不準確，但月份也都準確。

 

所以，我們現在提到關於 Planet X 再來時的軌跡，

於是乎，從這三者看來，我便可以釐定，因只有兩個可能性。  

 

此外，再加上那時 Marshall Masters 也提到一些預測及估計，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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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提到數個軌跡，但最接近、最相似我們所預言的軌跡，

就是 Planet X 會在太陽和地球中間經過，這是其中一個軌跡。

而另一個軌跡是怎樣呢？

就是地球會在太陽和 Planet X中間經過，因為它運行在一個軌跡上，所以有這兩個可能性。

69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但這兩個可能性，於引力上，都會對地球產生很大影響，這是第一點。

 

事實上，我們會否看見 Planet X經過的時候，雖然這三個星體會連成一直線，

但會否有機會，原來我們（地球）和 Planet X中間，被太陽阻隔了呢？

這是 Marshall Masters曾經提及的一個可能性。

但按照其他預言，這現象反而不會出現。

意即，我們在這引力的影響下，還得承受太陽的 Killshot。

換言之，要麼我們直接看見 Planet X 在地球和太陽之間經過；

要麼我們一面看見太陽，另一面看見 Planet X，以此方式連成一直線。

70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但無論如何，也會導致地球出現 Killshot，

因為，Planet X 將極大的電荷帶進地球，而這電荷，

簡單而言，它是一個電路，因此屆時會引發電子互動，

這會導致地球上所有電子，即所有由電子產生的事物，也會失常。

譬如，我們會看見所有火光的電子都被扯走了，又會看見所有電路都超出負荷，就是這樣。

所以，地球一面會承受黑暗之災，另一面則會面對太陽風直接吹襲，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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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我當年所研究，並整合所有可能性，便得出這結論。

總之，若不是因為這種現象，地球不會有 Killshot存在，亦不會出現 Webbot 所提及的現象。

 

所以，現在引用這幾個預測，一定不會出錯，且以非人為的概念去看，

Marshall Masters 所推算最嚴重的情況將會出現；

因為他曾提及數個軌跡，但最嚴重的就是 Ed Dames看見的那個。

事實上，他們所看見的，都是 Killshot偏向由赤度以下打向南邊，即打向南極。

如果由赤度以下打向南極，即簡單來說，將會是南極面向Killshot，這樣才會，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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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試想一下，一個球體，按著 Ed Dames 所言，他說由這裡打過來，

中間是赤度，他說由赤度稍下方開始。

但為何他預測是整個赤度的稍下方呢？

第一，除非它是這樣面向Killshot，那麼，沿著赤道下方的一帶都會被吹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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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他沒有說是這裡？

因為，哪有人會去南極避難？因為南極根本沒有人居住。

所以，他指出看見這一帶地方，還要是圍繞著邊界的，全都看見了。

以光去理解，唯一能看見光，唯有從這個方向，才可以看見光。

這正是我們當時，曾經從各方面的討論，再查看大量資料、地理上的可能性帶出，

原來，當 Planet X 臨到的時候，它經過整個黃道切面以下時，

它的北極仿如磁鐵般，緊貼南極而行。

74



20210912 www.ziondaily.com

接著，太陽風打過來，就會「砰」一聲。

因為當 Planet X經過這位置，才打出 Killshot 的話，

換言之，這三者將成為一條導體、電路，故此，不單是打中 Planet X而已。

 

Planet X 與地球有 interact（互相影響），因為，是太陽引動 Planet X變成一條線路，

變成一條線路時，為何地球必然在中間？

試想，原來這是兩個極大的電荷，於兩個完全不同的電荷之間，提供了一個 Jumper（跳線）。

 

意即，電荷如此強大的太陽風，本來是跳不過這又高又遠的距離。

然而，若然中間提供了一個地方，便會導致電路縮短了一半，那麼，太陽風便能夠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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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算有 Planet X遮擋了地球，仍然會出事。

但最瘋狂的是，因為所有太陽風，也有兩種以上的不同物料飛射出來，

並非單單只有一種，有最快的，亦有最慢的。

故此，按 Ed Dames 所述，他簡直肯定地說，他看見了甚麼？

他看見 Planet X 在這條軌跡上走過，並與太陽形成一條電路，

開始陸續打出十種、十多種不同的粒子過來。

最快的一條會導致它變成一條電路，它經過，但卻走了，

緊接後面的，便會直接打在地球上，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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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已經打出來了，並運行了一半，已經有 speed（速率）和 velocity（速度），

它的速度差不多只僅次於光速，所以，它是不會回頭的，它已打了出來，像炮彈般打了出來。

 

它打出來時，因為這個電路導致它能夠瞄準。

然而，當粒子飛射出來後，已不再需要瞄準。

它已有齊了速度、主因，亦已脫離引力，直接向這邊飛來。

當 Planet X離開了，那些粒子便會全部打向地球。

那時，這個旋轉至極向的現象，還要不是由 Ed Dames講述出來的。

Ed Dames 將所有事情形容了出來，但是，竟然是由Marshall Masters講解這個圖片，

所以，兩者便 match（吻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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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範疇，但那個是按以前十災的原理，來講述這件事。

 

其實，黑暗之災正是於這個時間，正是這一下撞擊，帶來摩西當時的黑暗之災。

因此，他們連火光都不能點著，這並非因為塵多。

試想，若然塵多至一個階段，連一根火柴都點不著，

如果塵多至如斯程度，人們會立刻因 suffocate（窒息）而死，是即時死亡！

 

正如你撒麵粉，至完全點不著火柴的級數；就算點了也看不見的級數，

其實，你即時也會想像到，在這情況下，哪會有人能夠撐上數天？

 那可不止一天呢！

 

所以，那絕非一般人所以為，是由塵埃或沙塵暴所導致。

正如大陸也有沙塵暴，但家裡一樣能亮燈。

 

然而，《聖經》所形容的景象，那是連家裡也沒有燈，導致所有人都要躺在床上，對不？ 

而不是坐在家裡，把所有門窗都關上，然後，亮著燈打麻將。不是！

 

每個人簡直是不能離開自己的床和本處。

就以前而言，地球上根本沒有任何事物，能夠導致這現象發生，但星際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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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連一個外邦人都能講出這件事，你想想看，這是多麼瘋狂！

所以，我便明白一定是星際。

事實上，它並非只導致一個地方發生這現象，

因為，當時的埃及是很大的，就算現在看來也並不小，

並非如香港這麼小，她也頗大的，她會變成這樣，怎可能是沙塵暴所致呢？

 

因此，那個所指的是，地球的另一邊正在 burn（燃燒），

但埃及那邊已經扯走了所有電子，而非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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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她正面朝向太陽風的話，你不會看見黑暗，而是看見火光，

那是比太陽猛烈 10倍，甚至 100倍以上，所以，連地面上的金屬建築物都會融化。

所以，當時埃及一定是背向太陽風的。

 

所以，我們可以藉著 Ed Dames 所提供的先兆標記，從而參考制訂預備Killshot 的時間表。

 

而最近，成為全球焦點的新聞，正正就是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結束自 2001 年，911 事件後，對阿富汗長達 20 年的軍事行動。

而撤軍行動所引發的人道災難，更讓美國被千夫所指。

事實上，美國於阿富汗撤軍，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全球軍事政策的一環。

早於特朗普時代，美國已經宣佈從伊拉克、德國、西非等地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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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時，駐外美軍人數約為 27萬人，約 600 個海外基地。

假如，我們看見美國加快撤軍步伐，

甚至放棄一些戰略據點，包括南韓、日本的美國基地，

這將會是 Killshot進一步的先兆標記。

「國要攻打國」是指政治和外交；

「民要攻打民」則指互相杯葛，即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杯葛。

現在，豈不正史無前例，看見這情況嗎？

就如香港人說要移民台灣，到埗後，卻比在香港時還慘，甚至比坐牢更慘，現在就是這樣。

影片：時事追擊：港人移民外國的苦況

日華牧師分享到，

雖然全世界都受到所謂的疫情影響， 導致各國人民在各種防疫措施下，

無論民生、經濟、運輸、旅遊，甚至每天的日常生活，都飽受困擾和打擊。

可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並沒有因大家面對著同一個問題，

而放下成見和彼此的分歧，一同合作解決疫症所帶來的困局。

相反，各國之間的爭論，在疫情下更見白熱化，

各種杯葛、制裁、謾罵，可謂無日無之，日趨嚴重。

各國之間的氣氛，已劍拔弩張，似乎已為到熱戰作出預備，導致人心惶惶。

由 2018 年開始中美貿易戰，到 2019 年香港發生「反修例風波」及「黑衣人暴亂」，

然後，是 2020 年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調整。

在亂局之下，令香港誕生了近三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潮。

2021 年 8 月 20 日，有媒體稱，政府統計處日前公佈年中人口數字，

香港最新人口為 739.47萬人，按年下跌 8.71萬人，跌幅為 1.2%。

由去年中至今年中，有 8.92萬名香港居民淨移出。

香港民意研究所在 8 月 16 至 19 日，成功訪問 6,981人，

結果顯示，32%受訪者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環境有信心，

但 56%受訪者，即超過半數表示沒有信心。

37%受訪者對港人未來享有的個人自由有信心，

54%受訪者，同樣超過半數表示沒有信心。

39%受訪者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有信心，

42%表示沒有信心，18%認為一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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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內地未來政治環境的信心，

有 35%受訪者表示有信心，49%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

當問及現時有沒有計劃永久離開香港，

其中，20%受訪者表示有計劃，71%表示沒有計劃。

另外，機構就促使市民永久離開香港的理由提供選擇，41%受訪者選了個人自由的理由，

其次，分別有 13%選了政治、12%選了生活水準、11%選了家人前途。

有學者認為移民潮未見盡頭，即使疫情期間，部份人未必立刻動身，但未來或有上升趨勢。

日華牧師指出，很多香港人想移民，但無論是香港人所熟悉、熱門的英國，

甚或其他華人社會，如台灣，其實都有機會遭受不同程度的種族歧視和杯葛，

或一些不可預期的問題，導致不少人離開香港後，也會很快地，在半年之內急速回流。

例如︰早在上年 2020 年 3 月，新冠肺炎疫情剛開始時，

因歐美疫情漸趨嚴峻，不少中港台的留學生紛紛搭飛機「速逃」，回家避疫。

當時，無論是選擇離開抑或留下的留學生，都面對被人歧視的慘況，

有台灣留學生，因在飛機上噴酒精消毒而被嘲笑，

亦有英國的香港留學生，因戴口罩而被同學以汽水淋身侮辱。

此外，不少香港或華裔YouTuber，在移民英國後，

都因為華人的身份和外表，遭受不同形式的歧視。

其中一位YouTuber，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經歷，

他在英國乘巴士或火車時，也曾無緣無故，被一些約中三、中四的中學生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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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小孩，大人亦一樣，某次他看電影時，

戲院職員單單要求他出示會員證，而前面其他客人卻不需要出示。

還有一次，他同樣是坐巴士，當時，他帶了一盒凍意大利麵上車，

司機說那是中國食物，並表示中國食物很醜，

以惡劣的語氣，叫他不要在自己旁邊吃意大利麵。

以上三件事，令他耿耿於懷，覺得自己被歧視和差別待遇。

甚至有一次，他與朋友在街上看見一隻狗，很想摸牠，但狗主卻對他們說︰「不要吃牠！」

因為，在很多英國人的認知中，中國人是很喜歡吃狗，

即使他自己並沒有吃狗的習慣，但仍是被英國人誤會，令他覺得有點傷心。

又例如，另一位YouTuber，同樣在網上分享自己移民後的慘況。

他在香港時，家務都由外傭包辦，

所以，很多家務他根本不需要處理，甚至不懂得處理。

但移民到英國後，由於沒有外傭，所有事情都需要親力親為，

感嘆要適應沒有外傭的生活，真不容易。

而且，他移民到英國的首個月裡，也找不到工作，

亦奉勸大家，初初來到英國時不用太心急找工作，因為不會找到。

自己因沒有工作，每天都待在家裡，每天與太太朝夕相對長達十數小時，不斷有爭執，

更感嘆「相見好，同住難」的道理。

而另一對 YouTuber，是一對曾以工作假期方式，短暫移居英國的男女，

他們不單半年也無法找到工作，甚至，在街上行走，

也會被一些英國年青人當街歧視，用如同狗吠的聲音向他們咆哮大叫。

更甚的是，他們在香港已習慣戴口罩防疫，但同樣的行為在當地，卻被當作異類。

這名YouTuber指，自己因此得了抑鬱症，最終，在英國逗留半年後就回流香港。

這種歧視的情況，實在多不勝數，

又例如，一位女士在疫情下，與表姊妹逛街，卻被一位英國的白人女性痛罵，

責罵他們將病毒帶到英國，叫他們回去自己的國家。

又例如，一位華裔的新加坡男士，說自己在人來人往、非常繁忙的倫敦牛津街（Oxford Street），

被數名英國青年襲擊毆打，罵他是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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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英國，連其他歐美國家，也在疫情後出現排華現象。

其中，德國是一個有著很強日耳曼民族意識的國家，近日，當地亦出現排華情緒。

當地一間米芝蓮一星餐廳（Im Schiffchen），在宣佈恢復營業之際，卻稱未來「不歡迎中國人」，

結果受到米芝蓮強烈譴責，並將這間餐廳「摘星」、剔除米芝蓮推介榜單。

而相對於德國，意大利的情況就更嚴重，

意大利是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有無數人確診和死亡，

因此，首當其衝受排華影響的，就是當地亞裔和華裔人士，

許多唐人街商舖和餐廳只能被迫關閉，以免遭排華情緒殃及。

一位在意大利的中國人 Sonia Zhou指，意大利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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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可見辱華和反華字眼的塗鴉，在街頭上，亦經常看見華人無故被罵或被為難，

更有意大利人直接將中國人稱為「Chinese Virus」，叫華人回去自己的國家。

事實上，除了面對歧視之外，這群香港人移民英國後，

更發現連生活最基本的住屋和上學，都出現困難。

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指，現時組織每天會接到約 10宗查詢，

大多數求助人的問題，也是關於生活上的實際需要，

包括租住地方時，難以出示信用記錄和工作收入證明，

也有業主不理解簽證計劃，不願意長租。

而就學方面，不少家長在搜集學校資訊和報讀入學時，感覺無從入手，

大多數都依賴網上經驗分享，將資訊東拼西湊，

部份則因熱門地區的公立學校學位爆滿，子女需要跨區上學。

其中，一位化名 Tom Lau 的 36歲男士稱，

他在東倫敦租住了一個可形容為劏房的房間，屋主是中國人，將 3 間臥室細分為 6 間出租，

同住有 8名租客，另有 3人也是香港人，而每月租金，則是以現金支付 6,300港元（811美元）。

Tom 形容，就像一個黑市交易，自己甚至沒有租約，

因為他在英國，既沒有工作，也沒有信用記錄，很難找住宿的地方，

雖然他希望租住 studio公寓，但該公寓每月租金為 10,800港元，且有其他費用，

而他戶口只有 65,000港元，根本不足以支付 6 個月租金。

Tom更表示，來到倫敦後，才意識到香港多麼方便，實在非常懷念香港的便利。

另一位化名為 Aime Choi 的女士稱，

去年 11 月，她與丈夫及兩名女兒，帶著 8 個行李箱及 200萬港元抵達伯明翰，

但是，他們很快發現，當業主知道她和她 50 多歲的丈夫沒有工作時，連看樓也不讓他們看。

一個月後，他們變得越來越絕望，

因為他們需要永久住所，為他們 12歲及 15歲的女兒申請學校，

認為自己被YouTube 一些介紹片誤導了，錯誤地選擇了伯明翰。

對於移民英國的港人而言，住宿的確是一個難題，

有媒體採訪了 6位香港人，其中 5位均要預先支付 6 至 12 個月租金。

又例如︰一位港人A君表示，去年 8 月以 LOTR 方式入境英國，

住在距離倫敦約 3小時車程的威靈頓親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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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君在多個月裡，投了約 60份簡歷，

應徵貨倉、超級市場、飲食相關的工作，但只獲得一次面試機會，

最終，他只能去麥當勞打工，預計扣稅後月入約 1.5萬港元。

而A君在香港，本來是辦公室白領，本來的人工是要高出幾千元，

但現在，他表示在如今的市道下，能夠有一份工作已很不錯。

此外，亦有移民英國的港人，在連登網上發帖抱怨，

自己持 LOTR簽證入境英國，已生活了一個多月，

本來找到一份工作，在建築工地搬磚，但第二天，就因簽證問題被工頭趕走。

隨後他找到第二份工，老闆是一位香港人，

本來想著替同鄉打工會好一些，結果發現，這份工每天要做 7小時，

而且公司連廁所也沒有，開工前連水也不敢喝。

另一方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原來英國有法律，限制學校對種族歧視的個案作匯報。

英國政府於 2012 年修改政策，規定學校沒有責任必須向當局匯報種族歧視個案，

於 2017 年更進一步規定，學校無責任向當局匯報欺凌個案，

所以，外界認為真實數目必定是更多。

前英格蘭兒童專員朗菲爾德（Anne Longfield）亦對此表示憂慮，

認為數字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未來需要搜集更多數據，以制定應對種族主義的政策。

可見，現時世界各地的種族歧視問題，確實正不斷惡化。

在校對今段精華短片時，日華牧師對於香港因整體政治和經濟形勢，

而出現龐大的移民潮，並中國政府對國內和香港加強管制，其背後的真正原因，作出了補充。

以下，是日華牧師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的錄音分享。

日華牧師：

這種情況必定越來越多，為甚麼？

因為如我所說，其實全球也會走向軍法統治。

首先，獨立、自治，接著便是軍法統治。

否則，當各國政府放出真正的消息，全球立刻會瘋狂，

僅僅一日 24小時內已滅國、滅城、滅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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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國政府因這些理由而開始管治，繼而軍法統治的話，

若果那些人接受，為何便可以呢？

因為，假如這群人願意接受， 那麼，人們便會漸漸將依賴性，轉移到軍隊身上， 

當有災難發生時，他們便會自然想到「軍隊會保護我」。

否則，若果他們自發地想自救，那事情就嚴重了，

所以，所有人都會想著自救的國家，排首位的必定是美國，所以美國必定會進行軍法統治。

屆時，每一條街道都會設置軍人，人數不必多，但卻讓你知道有軍人在此，

這是一種必然的走向。

所以，當我們看見，香港人對香港已經沒有信心，就更不用指望，

這種情況必定會越來越多，因為那一群人，無論中國採取任何管治，他們也不會有任何改善。

你且看黑衣人？

你怎樣做也無法改變他們的想法，以前香港環境是更好的，他們同樣也沒有信心。

所以，接下來一路演變，只會更趨向這一種，

在「保障國家並存下，使所有人互存」的生態環境。

可是，若果各國政府不採取這種管治，甚至無法互存，

屆時的社會只會出現互相吞食的情況。

假如，在大家一同預備著災難的情況下，外國應該會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採取自保方式，不讓香港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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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會 open the door（開放門戶），鼓勵他們移居。

但另一邊廂，出於所謂的人道主義，則會開放門戶讓人移居。

原因是，那些國家與中國大陸是友好的，為甚麼？

因為在那種情況下，免得害香港完蛋，

又或是在 Freemason 的授意下，以免影響我們的生活，

所以，會放那一群不滿意的人離開。

因為，於災難中，那一群必定是生事的一群，

在大災難中，那一群必然會生事端。

＝＝＝＝＝＝＝＝＝＝＝＝＝＝＝＝＝＝＝＝＝＝＝＝＝＝＝

最後，我想每一人也宣告三次︰「那麼，我們真的要時刻警醒了！」

Amen！Amen！Amen！好，感謝主！ 

好！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也一同鼓掌歡呼多謝神！感謝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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