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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3年 6月 2日分享 

第一章：前言 

問題一：那些死後復活經歷見證，該如何分辨其真偽？ 

問題二：神為何以「死後復活經歷」這種讓人有懷疑空間的方法，來儲藏真理的碎件？ 

問題三：《聖經》提及，千禧年以後，為何神會把撒但釋放出來？另外，《聖經》有否記載撒但會被

釋放多久？ 

問題四：我們在 2011年，因彗星 Elenin來臨而預備吹角節，現在 2012年的吹角節已過去了，我們

應該存著怎樣的心態去看 2013年的吹角節？ 

問題五：《啟示錄》記載世界極終所發生的事情，我們能否運用「逆向思維」去理解中間所發生的事

情呢？ 

問題六：按著 Planet X的相關資料顯示，每 188天就會出現一個災難的循環。那麼，於下一個循環

時間，看來整個趨勢也會越來越緊急，這是否意味著下一次「行星連珠」時，就是《聖經》

所說的「那日子」？ 

第二章：總結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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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先知 Rick Joyner及 Bob Jones預言美國西岸將會有大地震及海嘯發生 

2013年 2月 21至 23日，基督教國際先知 Rick Joyner舉行聯合先知聚會。席間，先知 Bob Jones及

Rick Joyner也預言，神將會以地震去審判美國西岸。Rick Joyner預言這次地震不會在數十年後出現，

相反，將會很快發生，所以，神呼召更多願意傾聽神聲音的領袖，並且警告基督徒離開居住的地方。

可惜的是，教會界大部分牧師也不肯傾聽神的話，亦不相信神的審判。 

 

Rick Joyner： 

One of the things the Lord showed us, He showed us the big one that is coming, but He showed us a 

warning quake too. 

主顯示給我數件事情的其中之一，祂顯示一件大事將會出現。但祂亦給我們一個「警告式」的地震。 

 

We went around and we had specific details and it all happened and it was shocking to us. One of the 

biggest shocks was how, even though we had specifics, and it was clear, and it happened just like we said, 

many of the church leaders said, “We don’t believe that.” It was about as clear of a warning shot as it could 

be and yet they said no, that is just nature. That was the shocking part to me. 

我們各處宣講，亦有指定的細節，並且，警告已經發生，這令我們驚訝。最大驚訝的就是，雖然我

們已經有細節，並且很清楚，亦照著我們所說的發生，但很多教會領袖也說：「我們不相信這些」。

這是一個清晰不過的警告，但他們仍然不信，說這只是自然現象，這是使我最震驚的部分。 

 

We really need to pray for hearing ears. 

我們非常需要祈求那傾聽的耳。 

 

There really is a spirit of delusion as I talked about yesterday and as the apostle Paul warned there would be 

those who would only want their ears tickled, who could not hear these things. 

就像我昨天所說，那是欺騙的靈及如使徒保羅曾經警告那些耳朵發癢的人，他們不能聽見。 

 

We really need to pray for California. We need to pray for the whole West Coast, but there are some who 

hear.  

我們真的要為加利福尼亞代禱。我們真的要為到整個西岸代禱，但有些人願意傾聽。 

 

The encouraging thing lately is that some who had been the most adamant and saying, “This is not God. We 

don’t believe this.” They have had their own dreams and their own visions and their own revelation and 

now they really understand and know that this is really coming down. This （earthquake） is really 

happening. 

最近，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就是有些曾經是最堅決的人，他們曾說：「這不是來自神的，我們不相

信。」他們曾有他們自己的夢想、有自己的異象、有自己的啟示，現在他們真的明白，並且知道事

件將會來到，這（地震）正在發生。 

 

We have been saying for years now, “Unless you hear God say to stay, ge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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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由幾年前到現在也分享：「除非你聽到神的聲音叫你留下，否則就要離開。」 

 

I felt like one of the things the Lord showed us that would precede this was the Japanese quake and tsunami. 

I felt years ago the Lord said that when that happened tell everyone to move away from those areas who 

have not heard to stay. We put that warning out. We keep it out.  

我感覺到神給予我一件事件作為先兆，就是日本地震和海嘯。在幾年前，我感覺到神跟我說，當這

事發生，叫所有人搬離那些神沒有叫他們留下的地方。我們發出警告，持續發出警告。 

 

I get asked all the time, “Well it hasn’t happened yet. It must not have been the Lord.” Listen, there are 

prophecies in Scriptures that took hundreds of years to happen. We have had many that took 20 years to 

happen. I don’t know when it is going to happen. I believe the Lord is going to give us something specific. I 

feel very much that it is imminent. 

常常有人問我：「這些事還未有發生，這一定不是來自神的。」聽著：一些經上的預言需要數百年的

時間才應驗。我們有些需要二十年才應驗，我不知道這會在何時發生。我相信神會給予我們一些細

節，我感覺已經非常緊逼。 

 

The last several days I have had this foreboding, a spiritual foreboding. 

這幾天，我也有這份預感，屬靈的預感。 

 

由於日本的地震及海嘯已經發生，因此，預言的先兆標記已經出現，所以，侵襲整個西岸的地震預

言可以隨時發生。 

 

 

 

而 Bob Jones的預言亦提及西岸地震，所引發海嘯將高達二百呎高，衝擊洛杉磯河。 

並且，與 Rick Joyner一樣，他也警告基督徒要離開岸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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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Jones： 

Years ago, I don’t remember how long, but I think it was in the mid-70s, the Lord told me that he is going 

to give them a warning in California. The shaking will begin in Caliente and Mexicali. When those two 

places shake it will shortly happen in the other places. So I think if people will listen He is going to warn 

them. I think the warning will be Mexicali and Caliente on the borderline. I think it is shortly going to 

shake. 

很多年前，我已記不起多久之前，但我想，是在 70年代中期，神跟我說祂將會在加利福尼亞州發出

警告，地震會在墨西卡利及卡立恩提發生。 

 

 

 

當地震搖動這兩處地方，很快會在其他地方發生。所以，我想，如果當人願意傾聽，祂就會警告他

們。我相信警告應該在邊境的墨西卡利及卡立恩提。我相信很短時間就會發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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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t does then San Diego,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right up the coast. I have never known which 

was going to go first, San Francisco or Los Angeles. But I have seen the tsunami that will come of the Los 

Angeles River. The height of it is beyond imagination. In places it looked to me like it was over 200 feet 

tall. 

如果發生，聖地牙哥、洛杉磯、三藩市及整個海岸，我不知道是那一個地方首先發生，三藩市還是

洛杉磯。但我看見海嘯湧到洛杉磯河，其高度超乎想像。在我看來超過二百呎高。 

 

Now what is your part? Your part is to get it into your soul that these things are going to come and you are 

going to go through them. They are not going to take you under. You are going to go through them.  

現時，你的責任是什麼？你應當將這事放在靈魂內，就是這些事情必定會來到，而你會穿越它們。

這些事情不能將你打倒，你會穿越它們。 

 

Every bad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in your lifetime, you are here and it is a sign that you went through them. 

You survived them. This is what I think the Holy Spirit has been doing in your lives is bringing you to a 

place of faith to where you can survive what takes place when the Father removes his hand. And the Father 

is removing his hand off of certain areas right now. 

所有在你生命當中出現的壞事，你在這裡，並且，這裡有徵示，就是你會穿越它們，你勝過它們。

這就是我相信聖靈在你們生命中的工作，就是當父神挪開祂的手時，帶你進到信心之地，當事情發

生時，進到生存的地方。父神現時已經從一些地方挪開祂的手。 

 

I believe this area that I am in here （near Fort Mill, South Carolina） is an area of safety. I was told to 

come here. The first place I was told was to go to Statesville, NC. Then I was told to move from Statesville 

to where I am right now. I have had him to tell me to move from certain areas at different times. 

我相信，我身處這地（近南卡羅來納州的米爾堡）是安全的。神叫我來這裡。第一處地方，神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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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卡羅來納州的斯泰茲維爾，之後，神叫我離開斯泰茲維爾到這裡。神曾經在不同時候叫我遷移

到不同的地方。 

 

   

 

I think for many of you, find out what area He wants you in for there are going to be cities of refuge that 

are not even touched. There are going to be some states that are hardly touched. There are going to be other 

states that are demolished. 

但我為你們很多人設想，去尋找出一些神想你去的避難所城市，甚至不會被搖動，有些州份是難以

被搖動的，但有些州份則會被毀滅。 

 

先知 Bob Jones和 Rick Joyner在今年二月所說的預言，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第一，神已經藉祂的先知預言，將有龐大地震及海嘯於短期內發生，這可說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的其中一件碎件。因他們的預言警告，只是局限於自己身處的美國本土。而「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的內容，則描繪在同時間，整個世界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影響。 

 

第二，Bob Jones所警告的大地震，甚至會引發二百呎高的海嘯。從日本 311地震讓我們知道，如果

有這麼大幅度的地震及海嘯發生，受影響的地區，並不單是一個區域，而是全球也會受影響。 

 

第三，這是多年來，首次由先知 Bob Jones和 Rick Joyner作出一個這麼嚴重的警告，就是警告基督

徒一定要遷離住處，舉家搬遷，除非神感動他們留下，否則，現在已經要離開危險的沿岸州份， 

尋找一些能夠避難的城市，因有些州份會被神所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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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種種，就好比日華牧師分享「2012信息」所提出的警告。神藉著祂的先知同樣在教會界作出警

告，就是神會以西岸地震作為審判美國的工具。究竟身為基督徒，我們還可以對這些警告充耳不聞，

不作任何預備嗎？如果神的心意不是叫基督徒預備，那麼，神又為何要不斷發出警告？我們是否還

以為，當懶惰的人耳朵發沉，不聽神的警告、不作任何預備的同時，神在審判之時，還會拯救那班

漠視神警告的人嗎？ 

 

影片：2013年 5月 25日不尋常的地下岩漿湧動 

在 2013年 5月 25日的 24小時之內，全球有 38個遍佈世界各地的地震探測站，發現有不尋常的地

下岩漿湧動（Surging Magma）。 

 

 

 

一般來說，在一個大型地震出現之後，地下的熔岩出現和諧低頻波形的岩漿上移，是經常出現的現

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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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今年的 5月 25日，卻出現不尋常不規則高頻的湧動岩漿，這意味著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全球的地

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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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承接之前的信息，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DE） 的人所說的預言。 

 

第四位是斯內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他提及，將來的戰爭由東半球至中東，然後蔓延至非洲、

歐洲、俄羅斯及中國。並且，美國會失去防禦自己的軍事力量。將來最能影響全世界和平及成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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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的主力的國家就是中國。如果美國是大淫婦巴比倫的話，中國或會如 Edgar Cayce所預言，成為基

督徒的搖籃，在基督徒被提後，成為與美國爭戰的國家。 

 

 

 

此外，美國經濟將會因不能償還國債而完全崩潰。而美國銀行機構亦會因全球性大自然災害而崩潰。 

 

 

 

原因是大量農夫向銀行借貸，但因天災導致失收，農夫無法償還債務，以致銀行崩潰。此外，美國

將會處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動亂中。世界各國亦因此而產生混亂。並且，恐佈襲擊先在中東出現，

隨後在意大利、羅馬和梵蒂岡發生。另外，地軸轉移也會為地球帶來大量地震、火山和海嘯等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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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是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他提及地球會因為戰爭、死亡和混亂，因而在短時間內出

現戲劇性轉變。另外，地球大氣層將發生非常龐大的爆炸，導致極多土地被毀滅。 

此外，美國政府會倒台，並且，美國將會有一個火山出現非常巨大的爆炸，導致極多城市在黑暗中。

最近有資料顯示，人們發現黃石公園因底部壓力太大而向上拱起。如果黃石公園爆發，塵埃將會遮

蓋美國很多城市，使她們在黑暗中。 

 

 

 

並且，美國人會為了食物及水互相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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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美國一些城市會傾倒，但在傾倒後，又將會有新的被建立。 

 

第六位是卡桑德拉‧馬斯格雷夫（Cassandra Musgrave），她曾預言地球將會由 1992至 2012年，出

現 20年的加速時間，這一點已經出現。 

 

 

 

接下來，地球會有非常大的轉變：出現很多地震、洪水、海潚、颶風。此外，日本將會下沉海底，

她亦指出，地球會因為一個自然災害而出現三天黑暗。那時，人類將會像在坐過山車般搖晃，但之

後，人類的社會會回復正常、和平的時間。 

 

那些曾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DE） 的人也是描繪同樣的資料：就是這幾年的現象。這些人從死

裡逃生，成為警告者，給予人類最後的機會。當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非基督徒，這能讓基督

徒或非基督徒亦有機會知道這些預言。 

 

第七位是伊萊恩‧達勒姆（Elane Durham）。她說，東岸和西岸的海岸線會沉下去，導致加利福尼

亞、俄立岡州和華盛頓州浸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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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南北極冰塊融化，會導致全球海洋上升。美國會有非常多的地震、颶風、旋風和極多的山火，

甚至有些地方的地底發生爆炸。直至現在，我們才知道這些自然災害，是受太陽影響所導致的， 

並且，很多已經發生了。因為自然災害的緣故，首都華盛頓將遷至東岸堪薩斯城（Kansas City）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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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毀滅的邊緣，是由於美國選擇尋找世界的享樂和愛世界，不懂得事奉神、愛人，並且，不懂

珍惜所擁有的自然資源。將來領導美國的將會是美國的土著。美國人亦將過著原始生活。這正如

Webbot所提及的，人類將會返回原始的生活。 

 

第八位是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 

 

 

 

他預言，將來不同的國家、宗教會以不同的方法和武器互相仇殺，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全球將會在

洪水當中。此外，全球火山亦將會爆發。地震將會非常頻密，全球也有地震毀壞的跡象，引致上千

萬人死亡。加利福尼亞會有高達 8.6 級的地震出現，導致上千萬計的人離開避難。此外，數以百萬

計的人會因為紐約城所出現的災害而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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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會同時有數個國家一起發射飛彈上太空。另外，一個巨大的物體將會在太空經過地球附近，導

致地球搖晃，使地球像陀螺般搖動，這就是之前分享的「wobbling」搖晃現象。 

 

 

 

那時，全世界的海洋會上升。另外，一個太空站會從太空掉下來，然後爆炸。另一點是大量土地會

因海洋的壓力而下沉。這亦是之前的信息曾提過的冰川回彈現象所導致的。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16 

 

 

 

他說，天使教他留意獵戶座，便會知道世界會怎樣演變。這碎件，亦在早前的信息分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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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位是一個研究中心的 Dr. Kenneth Ring。 

 

 

 

他對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的預言作出研究，並發現這些經歷有以下共通點： 

 

第一，預言提到地球會有更多地震、火山爆發和大型地貌改變； 

第二，地球天氣會有非常大的動盪，旱災會影響人類的食物供應； 

第三，出現世界性經濟崩潰； 

第四，將來的核戰會因一個意外而導致（這正如Webbot所提到，核戰是由一個以色列的意外而產生

的。）。 

 

第十位是另一個研究所的Margot Grey，他提及將來會有越來越多地震和火山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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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震和火山爆發反映出活在地球上的人所出現的暴動和暴力。這發現與《聖經》互相吻合，就

是人類在地上的暴動和暴力，導致神藉著災害、洪水、地震把人們吐出去，這就是聖經所說的：讓

地荒蕪、天變成銅、地變成鐵，讓地種不出東西來。 

 

 

 

此外，他提及，將會有一個大火山在夏威夷爆發。並且，全世界也會因旱災的緣故，導致全球性的

食物短缺，使人只能有足夠金錢買食物。此外，全球性一些地方將會有劇烈旱災，另一些地方有極

大風災，一些地方則有極大的水災、洪水和海嘯，這些災難均印證了Webbot的預測。 

 

至於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NDE） 的人，他們的預言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地球出現地軸轉移。Edgar Cayce早在 1920至 1930年時提及，地軸轉移是因為地球的磁軸與

實質地球旋轉的主軸分離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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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相繼有科學家證實這事實，其中一位，就是愛因斯坦。他曾經說過南、北極軸上面的一

些冰是不對稱的，所以，當地球旋轉時，這個不對稱的現象就會產生離心的動勢，導致板塊和地的

磁心分開。當冰層斷裂或融化，更會加速這情況。 

 

 

 

Edgar Cayce亦提及，在將來的日子，北極和南極地軸會有所轉變，導致亞熱帶、熱帶和寒冷地區的

位置有相對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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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 Dougherty曾提及，地軸轉移出現，導致大型的地震以及海嘯。 

 

 

 

Dr. Kenneth Ring亦提及地軸轉移，但這不會令人類滅絕，不過，會讓人類社會幾乎要從零開始，並

且，地球會產生新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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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Margot Grey研究所亦一樣提及地軸轉移。Ruth Montgomery經歷死亡復生後提及，地軸轉移

會產生洪水，導致沒有任何海岸線會安全。 

 

 

 

極之高速攪動的海及狂風，會令北極變成亞熱帶地方，使極多人離世。這些情況與 The Farsight 

Institute所預計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吻合。 

 

第二個預言共通點就是，在大動亂之後，地球會出現千禧年。這與Webbot及《聖經》的描述不謀而

合。《聖經》記載，在千禧年期間，神不會對地球有太多的介入。 

 

 

 

那時地球上的人類社會仍然有自己的政治、國家，不會全部受天國的掌管。但那時地球已減少至四

分一的人口，在歌革和瑪各的地土上生存。畜牧和耕作將會成為人類在千禧年的主要生活方式，至

於他們與神的關係，主要藉守住棚節來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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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Storm提及，人類在地軸轉移後，會過回正常生活，但那時，生活上再沒有科技。 

 

 

 

小孩子將成為他們最寶貴的擁有物，養大小孩子將會是最重要的先後次序。那時生活十分愉快，不

會有憂慮和恐懼，也沒有憎恨和競爭，是一個互相信任、尊重的社會。他在當中看見很多愛，祈禱

會成為地球上最主要的力量。並且，動物和人類都活在和諧當中，那時候「智慧」比「知識」更重

要，藉著禱告都可以得知很多新的知識。到時候，人將會對死後的生命更加有所認識，他的描述正

是基督教的千禧年。 

 

Mellen Thomas是另一個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他說，在將來的世界，人們會發現屬靈的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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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宗教會更認識神，會有更多的光進到世界；此外，地球已經潔淨，並且會是一個比現在更安

全的地方。那時，所有動物與植物也變會得更適合人類馴養和種植，甚至獅子與綿羊同睡。將來，

人類主要是以種植為生，並且他們可以活得很久。 

 

Edgar Cayce則提及，在將來一千年的和平時間，中國會變成基督教的搖籃，天文學也會發現昴星和

大角星的秘密。 

 

 

 

在考古學方面，人類會因為認識尤卡坦半島、比米尼及大金字塔，而革新了對自己本源、宇宙和宗

教的秘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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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enneth Ring的研究所則說，地球經歷災難後，會有一個新的世代出現在人類歷史之中，那時的

人類會有弟兄的愛，世界和平會一直延續下去。 

 

 

 

在總結感言部分，這些曾經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人所提及的預言，也仔細地指到這幾年所發生

的事，這些事並不是他們憑空能夠想像出來的。但是，很多人對此仍然不相信，亦不會相信「全球

性海岸線事件」將會發生。因懷疑論者會說，如果全球性災難幅度這麼大，為什麼只有這間教會知

道，其他教會、宗教領袖也不知道？可是，事實上，全人類所經歷的大災難，包括挪亞、羅得、以

色列多次滅國、南亞海嘯，甚至 911事件，也不是大部分教會也知道的。 

 

對於懷疑論者而言，只要懷疑就不用付任何代價。但唯有非常堅強的人，才可以在眾多混亂資料中，

尋找出可信的資料。例如當羅馬消滅耶路撒冷時，當時城裡沒有一個基督徒，因當時的基督徒將《聖

經》對比那時的時勢。可是，絕大部分法利賽人卻不知道而受害，因此，愚昧人會死在災難當中。 

 

從歷史、《聖經》當中去看，只有合乎《聖經》的方法，那些儆醒等候、願意守望的人才會尋找得到

神審判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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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每一次也是用「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方式隱藏在《聖經》當中。 

 

 

 

因此，大災難的日子，並不是由報章宣佈之後才會發生。但可惜，絕大部分的基督徒也會跟從愚昧

人。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會以回答資料員問題的方式，繼續分享「2012信息」的內容。 

 

第一章：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基督教也有很多例子關於死人復活的見證，譬如 John Paul Jackson或是從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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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Liardon，他也有「八歲遊天堂」的經歷。 

 

 

 

當中有些是基督徒，有些是在死亡裡看見一些天使跟他說話，復活後當了牧師，但是有些則繼續過

自己的生活，把這次的經歷寫出來。在這些內容方面，我們應如何分辨當中的真偽呢？ 

 

答：如果真的要分辨的話，有以下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比較困難，另一種則比較容易。第一種方法，就是當時，那些人在復活後分享了很多與《聖

經》相關的內容，這方法我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因為基本上他在解經，從中會提及到很多經文，

有機會是按著他所屬的宗派或是背景，然後自己額外加一點元素進去來解說，所以這真令人感到疑

真疑假。 

 

 

 

尤其是關於《聖經》的經文，因為基本上經文是不會出錯的，就以Marilyn Hickey的恩賜運作為例，

即使他來到香港也是用這方法運作：就是跟在場的肢體說：「你站起來。我給你一節經文。坐下吧，

完結了，再見。」又例如「西緬你起來，我給你一節富足的經文。」然後把經文頌讀出來，便說坐

下來，單單是這樣。那麼，究竟你認為她是對還是錯呢？她是真先知還是假先知呢？這令人很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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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因為她帶出的是經文，這個當然是「安全上壘」。 

 

 

 

但是，你說她是假先知也不行，這真的是需要用數年的時間去觀察一下。但那是錯的訊息嗎？ 

這一定不是錯的，因為她讀的是一節經文，這就是最難分辨的。 

 

 

 

但我發現，最容易分辨的，反而是說出一些有關世界的事實的預言，或者在當中牽涉到政治、經濟，

又或者是災難。因為，一旦牽涉政治，如果他的觀點錯了，便一定會出現問題。當我查看時，發現

他的字眼用錯，就能分辨出這不會是超自然的預言。 

 

記著：如果該預言是神給予那人的話，神不是無知的，不會被傳媒欺騙，祂不會錯誤用字的，祂不

會站在錯誤立場那邊的。所以，當提到政治的時候，立場必定要正確；說科學的時候，至少該科學

不會簡單如小學生的級數，該知識未必是十分艱深，但至少，不會本末倒置地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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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能察看到關於天氣，這也可以看看其預言性。無論是分享歷史、政治、經濟也好，如果你

能稍微研究一下的話，你便能看出這個人是沒可能說出這些事來的；並且，你再把年份也考慮進去

的話，這便更加沒可能。因為我們考慮到以當時的年份，基督教沒可能會知道這些事。 

 

其實，不單只是基督教，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事，書籍也未有記載過的。事實上，由於他們分享的

是非常嶄新的理念，所以，很多時都會被別人不斷的責罵，但從中反而更容易讓人分辨，因為來自

魔鬼的聲音，牠的立場也是錯誤的，也是有問題的，所以這便很容易辨別出來。 

 

尤其是如果他是研究《聖經》的話，若然他完全脫離了《聖經》，在咬文嚼字，且不斷地賣弄《聖經》

的學問與知識的話，那你反而更容易查證他的真偽。因為，如果他沒有真材實料的話，一切便完了；

但是你也知道，他對《聖經》絕對沒有這個級數的知識來說出這些預言。 

 

舉例：其中一人指出，他看見一個很巨大的物體從太空中經過地球，而導致地球出現「點頭現象」

的話。試想想，數十年前他怎可能知道這現象呢？怎可能會「看見」這件事呢？即使看到這件事，

也不會看到事件發生到這個程度，能說出這個現象。 

 

 

 

所以，你能理解，他真的是以一個很特別的角度，且是超自然的角度才可以說出這些事情，即使不

是解說，你能看見他真的是用一個很超自然的角度去講說這些事，即使他不是解釋那件事，但他竟

然沒有用上錯誤的字眼，而那些字眼竟能讓你看見分享者的觀點是非常正確。 

 

尤其是對於《聖經》的每一個題目、每一個預言、歷史也作過研究的人，遇上這些題目時便會容易

敏感一些，就好像我閱讀Webbot，如果是由一個差勁的人編製，他所寫的文章先不說是否準確，至

少它違反自然科學、自然定律和自然定理。還有，它是由一位毫無見識的人寫的，跟一位有見識的

人所寫的簡直是天壤之別，先不理會它準確與否，這裡便已經足以證明這些資料的實用性了。但如

果之前的全都應驗了，那麼觀點也會正確。 

 

譬如，另一個觀點提及到美國奢華過甚，不斷開發別人資源以滿足自己的貪婪。這些觀點真的是四、

五十年前的教會能知道嗎？教會是應該知道的，但是教會當時卻未知，那全世界更不用說會知道了。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29 

 

 

但是，在那個時候，那人已經說出這樣級數的資料了，然後因為這樣，神就會審判她的經濟、道路

建設、電力供應等等。這些容易破碎的東西，神就讓它破碎，導致他們出現社會混亂。這是我們親

眼看見，已經發生的事。 

 

我們看到雙面的印證： 

第一，在科學和見識上，這並不是一個沒有見識的人能分享的； 

第二，這些事已應驗了，我們可取這平衡點去衡量見證的真實。 

 

 

 

舉例：有關死而復生的見證，我涉獵超過一百本的書籍。其中，世界上撰寫最多見證書籍的就是Gordon 

Lindsay，他撰寫的見證書籍最少有數十本，有些內容長達二百至三百頁的。看畢以後，卻發現他撰

寫的書，沒有多少見證是可以用得上。因此，在早年，當我讀過《Placebo》（意譯：《安慰藥》）這書

時，便立即介紹給弟兄姊妹看。因為當中精要的內容合乎我所分享的信息，這書不是「多說多錯」

那一種，相反，愈分享愈合理，一定是有見地的人物將這些資料透露給他，才能夠分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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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 Gordon Lindsay那數百本書籍裡，預言性也沒有百分之一的級數。然而，有關真理上， 

如我所說，沒有人知道怎樣分辨。但問題是，當我們分辨不到見證的真偽，相對的真確性也較低，

因為對我們的造就性低。神不會對我們說完全沒有造就的話，否則，祂為何要說呢？祂又不是要表

現自己，也沒有需要表現自己，所以，這種見證的可信性很低。 

 

另外，在 Gordon Lindsay撰寫這數百本書當中，很多時候，他們會以自己的時代，約一百至二百年

前，以那時代的信仰去演繹關於天使、神、地上的事和教會。所以，這些人已經被限制了。 

 

 

 

這些人即使是死而復生，最多也只是做了一個複雜的夢，但這複雜的夢，絕對不會脫離他們的知識

和常理。 

 

換言之，就如我的兒子在三歲時，他不能說出一些科技或政治的資料而令我震撼。然而，一個活在

數十年前的人，沒可能分享一些資料，連我也只是僅僅明白，而且沒有錯誤。這些人認知的資料沒

可能和本人的身分相差那麼遠，你就能分辨見證的真確性。 

 

但如果那人分享的資料，關於基督教和領受方面，都只是在五十年前，由一個身為十三歲小女孩應

有的身分分享，那你就知道，即使是真實，也充滿了雜質。或者在她死後，有很多聯想或資訊， 

但完全不是神說話的級數，就是以數句說話便能夠震撼你的級數，就是一段短的說話，你也感到很

精要的級數。相反，看完整本書，你沒有得著造就或感到是真實的。 

 

誠然，距離我們的時代愈遠，讓我們愈容易辨明見證的真偽。在五百年前，這些人不可能知道有電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31 

視；在五百年前，不可能有人知道潛水艇、飛機等等。那麼，你便知道，時代相差太遠，他們沒可

能知道這些事。 

 

當時的人，要是能夠在紙上寫字已經很厲害。那時，只是印刷術剛開始的年代，他們怎能知道這麼

多新科技的知識？他們連紙張也沒有，所以沒可能分享到這些資料。我們可從年代、分享者的年紀

（十三歲，還是三十三歲）、或是他是基督徒與否、牧師還是平信徒，來釐定他們所分享的預言的真

實性。如果內容能讓你震撼，與分享者的學識程度不成比例，再加上分享者過去的信譽，你便能知

道見證的準確性。當然，在所有的大前提上，分享者所說的預言必須合乎《聖經》的原則，但若是

合符《聖經》，你亦需要理解當中的比重。 

 

因為我們是一所行道的教會，所以，若事情的比重是大的話，我們會實際執行，就像如果我覺得 2012

年有危險，我一定會通知大家去大旅行，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而且，神也要求我們是這樣的一所

教會，並且，基督徒是應該有這樣的人品去過一生。 

 

 

 

所以，我就是以此作出衡量。如果我真是覺得非常準確，那麼，我個人在這方面會如何預備、籌備？

就算不要求弟兄姊妹作預備，但教會又應該如何安排？我就是以此作出分配。 

 

問題二：日華牧師，這數年間在「2012信息」裡面，我們學了很多真知識，並且我們亦裝備了很多

知識，如此我們可以對這些「死而復活」的經驗作出過濾，知道當中的真偽。那從你的考慮中，神

為什麼會用這種讓人有懷疑空間的方式，把真理碎件放在這些人身上？ 

 

答：並不是這些人有懷疑的空間。反而神的呼召，祂所給我們的使命、定命，以至是命令或指引的

確是會有懷疑空間，但那些人「死而復生」的經歷，其實都不存在懷疑空間。因為你要永遠記著：

這個世界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其他人，他們是會以另一個觀點去解讀人生，以另一方式去尋找人生

當中可信的事，亦會以自己的喜好去尋找生命的真諦或是方向。 

 

神就是讓基督教裡面有足夠的預言，使基督徒能夠從《聖經》再加上這些預言，得到正確的方向。

但那些非基督徒會在「死而復活」後見到這些事情，是因為他們的見證就只有非基督徒才會看， 

當非基督徒遇到問題或是有興趣的時候，他們會翻查這些事，就像佛教徒會看佛教徒的見證； 

回教徒會看回教徒的見證；非基督徒會看非基督徒的見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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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這麼廣大，人們不會單以基督徒的觀點去看這個世界，所以，神會在不同的地方，將整幅大圖

片的碎件放下，但在放下的時候，祂同時會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專為一些人而設，讓他們在追尋線索的時候，會尋找到神的真實，就像直接把一些引路

指標指給他們看； 

 

 

 

第二、裡面會有些碎件，讓謙卑人在裡面能學習到神所留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特性， 

從而可以在大圖片中認識更多。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33 

舉例，在這麼多年中，除了啟示以外，我們教會實際做任何事都是較別人更有智慧，不論在屬靈或

是屬世方面，或是一些別人解不通的秘密，我們也能理解。這都是因為我們在實際執行上，都是親

力親為的去做，並且，在過程中，我們更會裝備自己。 

 

我們除了在《聖經》、書本和過去背景裡面學習得到之外，我們更會從神放在許多不同地方「這裡一

點，那裡一點」的智慧，組合出另一些智慧出來，導致我們能做到一些能人所不能的事情。 

 

舉例：我們會用「AOE」（即時策略遊戲）教導弟兄姊妹溝通，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工具，那為什麼

棄不用呢？就好像有人會認為，為什麼我們要用屬世的事物去學習？但你可問問他們：你為什麼要

用電話？電話是基督徒發明的嗎？難道是十二門徒中的一位發明的？由此可見，有些人的驕傲，會

使他們進到一個完全沒有邏輯的地步，他們只要喜歡批評就批評。 

 

試想一下，若以他們的邏輯來看，我們怎麼可以坐椅子？我們可以肯定椅子是基督徒製造的嗎？ 

我們晚上睡覺所用的床，又能否肯定是由基督徒製造的？我們生活起居上的每一件東西，又有多少

是由基督徒製造的呢？那些人的所謂聖潔，簡直就是瘋了。他們驕傲得什麼也批評，若真要行出他

們所謂的聖潔，那就連水也不要喝了。誰人可肯定電燈公司、水務署的職員都是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亦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中，神讓我們尋找，神給我們聖經，但同樣，在

《聖經》當中，祂亦教導我們要成為一個智慧人。就如要成為一個賢婦，從《箴言》的賢婦篇讓我

們知道，賢婦不是只顧每天背誦經文，她亦要上市集購物，這就是現實。真正的現實是願意付出、

願意實行，而不是找藉口懶惰，甚至不單是為自己預備，更是習慣為別人預備，如此，便知道人生

應當怎樣走。這些人會為自己和身邊的許多人帶來祝福。 

 

相反，那些紙上談兵的人只懂挑剔，行事卻完全不合常理。因他們沒有實際執行過，不懂得如何吸

取經驗。或者在一些實際情況當中，不知道該如何分配。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神讓外邦人實際

執行的時候，他們的見證，往往真的可以帶領外邦人，甚或讓外邦人的家庭因而認識神。更重要的

是，神要在世界末日時，讓每一個人不論從哪方向看，也可以知道今天就是神發出警告的世界末日，

使他有最後一個機會尋找神。 

 

當然，對教會、基督徒與牧師來說，從每方向來看，都是向著《聖經》。但對非基督徒或一生沒上過

教會的人來說，他們又怎能夠看穿這些事情呢？但神會在那些地方也貼上很多提示：「末期近了！ 

主快再來！世界要結束了，你們要盡快尋找神！生命的真義是什麼？」換言之，在我們的觀點上，

神當然讓我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但對於全世界所有人來說，全人類歷史將要結束的時候，神因為愛

他們的緣故，也一定會在他們的視點範圍當中提醒他們，現在已經是世界末日。 

 

影片：神藉不同渠道的預言，使不信的人在末世有最後回轉的機會 

 

羅馬書 1章 18-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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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分享到，自古以來，神一直把祂創造世界的憑據放於神所創造的萬事萬物裡，

令無論出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什麼背景的人類，都可以從中推敲神是一切的主宰。因為神知

道人類的自我和驕傲，必然會產生出不同的宗教和思想，令人離開真正的獨一創造主。所以，神在

過去不單只藉著《聖經》或信主的人，將祂的真實和時代計劃表明，很多時候，祂還會藉未信主的

人去顯明自己的心意，並且，最終都指向主耶穌的救恩，以及《聖經》預言的真實。這是因為神對

全人類的憐憫，不希望一人沉淪，乃願意萬人得救。 

 

彼得後書 3章 9節：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

願人人都悔改。」 

 

所以神不單讓那些最認識神及正確信仰教義的人得知神時代的警告，亦讓一些未能接觸神，或未信

主的但有良知的人得知神的信息，因而可以藉著不同渠道去選擇神。例如歷史上天主教的黑暗時期，

一般人都不可以接觸和閱讀《聖經》，但神都會用超自然的方法，使極少數的人能聽到神的聲音，

得到從神而來的異象，甚至被呼召，使當時代的人能認識神，甚至從奴役中得著解救。 

 

例如十五世紀的法國拯救者聖女貞德就是一個好例子。還有，十六世紀著名的女先知 Mother 

Shipton，十三世紀神父約翰‧菲德（Johann Friede），兩位所看見的各種預言，絕大部分都準確應

驗，並且，他們所看見有關末世的異象，相比《聖經》關於末世的形容，都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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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古代聖徒對《聖經》教義的認識都非常少，但明顯是神超自然啟示他們異象，令當時世

代的人，從《聖經》以外知道神的準則，並有一個有良好道德的效法對象。並且，這些已有數百年

歷史的預言，竟然可以準確地預測發生在今天的天災人禍，讓活在末後奢華宴樂的現代人，得知神

審判日子、《啟示錄》的時代已近在眼前。 

 

又例如十六世紀的預言家諾查丹瑪斯和二十世紀的預言家 Edgar Cayce，他們的末世預言都和《聖經》

所說的相當吻合，他們皆自稱是基督徒，然而在教義上卻跟《聖經》有很多偏差，甚至有不少是來

至異教。但是，神都給他們得著部分末世預言的碎件，好讓那些不信的人，在末後大災難出現之前，

有一個最後回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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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現代，出現了很多擁有「死後復活經歷」的個案，他們都共同預報地球末日來臨的異象，

而竟與《啟示錄》的形容互相吻合，包括，霍華德斯托姆（Howard Storm），丹尼爾布雷克林（Dannion 

Brinkley），斯內德多爾蒂（Ned Dougherty），歷奇蘭多夫（Ricky Randolph），卡桑德拉馬斯格雷

夫（Cassandra Musgrave），伊萊恩達勒姆（Elane Durham），路易斯法莫索（Louis Famoso），梅

倫湯姆斯 Mellen Thomas等等。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37 

 

 

他們有些是牧師，有些是平信徒，但亦有一大部分是不信者，卻因著擁有「死後復活經歷」，大大

改變人生的方向，絕大部人之後都一生委身愛神，傳揚福音和末世的信息。除此以外，現代人亦利

用科技和對時空的理解，創造了Webbot和遙視技術，所看見的將來與《聖經》同出一轍，神同樣讓

他們得著部分末世預言的碎件，好讓無論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在末後大災難出現之前，有一個最後

回轉的機會。 

 

事實上，我真的看見神這樣做。因為神也是以這些方法帶領我們，使還沒有認識神的人，能夠有機

會上教會。這正如街頭佈道的設立，讓人能夠參與教會，如果沒有街頭佈道的話，人就沒有機會回

教會。換言之，我們與神同工的話，我是牧師，已經理解神一向怎樣工作。但那些既懶惰又不慣實

行的人，就會諸多藉口說：「為何要這樣做？這樣就是浪費。那裡有不妥，這裡不夠聖潔。你用了外

邦人的書和資料；這人是來自 Freemason；那人曾經犯罪……」這些問題，若你放諸全世界的話，結

果是什麼也不用做了。 

 

若是這樣，《聖經》你也別讀了。誰能確定在《聖經》印刷過程中，全是由基督徒負責？我就認識這

樣的人，尤其是初信，是以不同的形式將這種驕傲表現出來，以完全不懂世務的方式，解讀自己的

人生，同時也希望別人，甚至牧師也要這樣行。驕傲加上不懂世務，就會變成押沙龍那種看不起自

己的父親，覺得可取締他的態度，本來在受祝福的情況下，伴著神的受膏者竟成了一個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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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這件事的時候，需要從這個角度看。神為了憐憫這些人，其實也會絆倒許多驕傲的人。

「這人從死裡復活，不是來自神的。他離世的時候不是基督徒，復活後也沒有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但這人所說的是否合乎《聖經》？若是，就是神留下的線索，令到那些視點範圍當中，只看非基督

徒死後復活見證的人，在世界末日前，能看見一個標記。 

 

那不是讓我們有機會懷疑這樣簡單，最主要的是，我們現今找到的線索和碎件，既是合乎《聖經》，

也在說同一件事，就是神全然掌管的現象，所以，我們一定要這樣去理解《聖經》，動用我們的信心。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所說的以色列，《聖經》說我們要為她祈禱，要為亞伯拉罕的後裔 ── 以色列

祈禱。事實上，由以色列十二個兒子直至今天，以色列沒有一段時間值得幫助，但《聖經》要我們

為她祈禱。 

 

 

 

如果要計算以色列在過去這麼多年的時間，在政治、歷史、立場當中所作的，或者對自己人民所作

的事，或者她不會完美，你不會在地球上找到完美的。但《聖經》要我們憑信心去祝福以色列，那

我們就完全不看她在政治上、立場上可能對別人，更懂得剝削或政治上的詭詐，而我們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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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因為《聖經》要我們這樣做。《聖經》要我們為亞伯拉罕的後裔祝福，那麼神就會祝福我們，

我們詛咒他們，神就詛咒我們，48小時審判我們已經看見了，不必再爭論，但如果你真的要算帳的

話，以色列由他十二個兒子開始那天。直至現在，歷史上，沒有一年是值得你去幫助她的。 

 

 

 

《聖經》所說的以色列有分南國和北國，我們說她們分裂，亞哈這些的皇帝犯罪，即使是所羅門，

他也有犯罪的時間，甚至大衞也有犯姦淫的時間，就算大衞是好的時候，國家也不是好的，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做？因為這是《聖經》說的，我們不能夠用不懂世務和驕傲的態度去解讀現實生活當中

的事。《聖經》教我們這樣做，我們就不要超越這個本份，做了審判官。再者，Freemason 大部分成

員都是以色列人，那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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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教我們永遠做最簡單的事，不要弄得太複雜。越驕傲的人就弄得越來越複雜。我們應

當善良，好像小孩子那樣去解讀。每一樣都將我們最善良、信心、信念拿出來，並且，在每一件事

當中找出神的蹤影，這樣，你就會發覺，每件事都很容易處理、解讀、跟從，並且得到神的祝福和

喜悅。 

 

如果真的要說誰幫誰就不對，你說以色列正確又不行，你為她代禱又不行，如果真的要這樣計較，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一生都說不完所有的事。但《聖經》要我們這樣簡化，如小孩子看真

理，就以最美善和最簡單的方法去執行便可以了，千萬不要在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那些已經

超越我們實際執行的本份。事情變得複雜，大家都不會做，不事奉神了。 

 

另一點，就是世界末日，如我所說，《聖經》叫我們信，我們就信。我們可以選擇很複雜，證明現在

不是世界末日，因為要那件事百分之一百發生了，我們才會知道，但《聖經》要我們這樣做，我們

只要實行便是了，十分簡單。我們或許是愚蠢了，但總之神會說我們有奬賞，並讚我們是又良善又

忠心的僕人。 

 

但另一個又懶又惡的僕人，他以為在走捷徑，覺得自己比別人聰明，但到最後又怎樣呢？最後還責

備主人：「我知道你，沒有種的地方要收。」「神啊，你叫我用人生去種一些“無米粥”，我是不會

做的。」那些人會到那裡去呢？那些人在永恆裡又怎樣呢？他們利用自己的生命，充其量只用來看

電視、看週刊、與身邊的人去一起論斷，或者不做任何事。是的，他們不會有損失，不過，最重要，

他沒有跟從神所說，就是投資他們的生命在人生最有價值的地方 ── 神時代的方向裡。 

 

 

 

問題三：《聖經》提及，千禧年以後，為何神會把撒但釋放出來？另外，《聖經》有否記載撒但會被

釋放多久？ 

 

答：如果這樣分析的話，就更加理解「死後復活」預言的真確性。因為他們復活時，並不是指出「七

年大災難」後，人類活於一個虛無飄渺的空間，全宇宙都好像光和雲一樣浮來浮去，沒有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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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七年大災難」之後，地球好像出現一個很平凡的政治體系。在千禧年時代，地球就好像是一個

低文化和沒有科技的社會，但會繼續發展下去，地球有一千年的時間，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如愛因斯坦所說，結束第三次世界大戰後，在第四次世界大戰，人們會用石頭來打仗，完全失去文

化。任何人於那時間中，竟然也是看到這件事。我曾經解釋過，現在更詳盡地說明。 

 

 

 

這就是《啟示錄》精湛的地方。人無論是進天堂、受審判、是死是活，於人生當中，當神賜予生命

之後，每一個人都有他能選擇的空間，但唯獨「七年大災難」出生的人是沒有選擇權的。那該怎麼

辦？全部強迫下地獄或進天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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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人就可以知道何時會再次復活。死去而未信主的人，在千禧年之後，就一同復活，接受「白

色寶座大審判」，每個人都適得其所，並有其去處。無論是信主或未信主、主再來前死去、主再來後

死去、或主回來時沒有死，於《啟示錄》都清楚記載這件事。 

 

《啟示錄》還記載於「七年大災難」中出生的人，那時才認識神，亦不能作出選擇。因出生時，由

始至終是本末倒置，沒有機會選擇神，神就給予他們有一千年的選擇時間。因「七年大災難」只是

審判那些不信、褻瀆神的人。這是從《新約》開始就提及這件事；《羅馬書》都在講述這事；《彼得

前、後書》都是在講述這事。這是針對那些褻漫、譏誚和不敬虔的人，神就是要審判他們，死亡亦

臨到他們。那一班連信主的機會也沒有的人又會怎麼樣呢？他們的去處是哪裡呢？《聖經》清楚記

載，神給他們一千年時間過平凡生活，好像正常人一般，只是社會和政治的文化是比較低而已，神

並不是壟斷式的控制。所有人亦會有一段時間去倍增及成長。既然是這樣，他們是人的話，同樣要

接受一個選擇，就是阿當和夏娃的選擇。 

 

難道神再次做「分辨善惡樹」，大家不可吃橙，只可吃蘋果？不會是這樣。原因是那時已經有文化和

有歷史的資料，神就讓隱藏了一千年的撒但被釋放出來。我估計，於那一千年，是沒有人會死亡的。

因為《聖經》讓我們知道，於那個年代出生的人，就算一百歲也依然是小朋友。所以，一千年以後，

神就把撒但釋放出來試探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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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情況下，如果有人看過千禧年的話，回來以後講述「死後復活」的經歷，一定講述這些東西。

他們會看到平安、和平及沒有戰爭的時間。但《聖經》就指這一千年以後，由於撒但被釋，人類要

再作一次選擇。但他們絕大部分都不選擇神，他們同樣圍攻耶路撒冷，然後，神就再次審判他們。 

 

我不知道那段時間有多長，因《聖經》沒有更詳細描述這件事。有機會牽涉到我們統管之後，神才

將秘密告訴我們，就不將這些資料留下，因為到那時，《聖經》也會留下給他們。他們也會像我們一

樣去經歷信仰。那時，如果沒有科技，錫安教會的信息就不能留下給他們了。他們可能要拿起《聖

經》，用上千年去研究。然而，那時已沒有科技，沒有MP3，所有的資料已被銷毀。他們要拿起《聖

經》，重新開始建立文化。所以，如果《聖經》裡記載了這一千年的脈絡，橋段被識破了，那麼，他

們連最基本考驗都沒有了。 

 

但那時會發生什麼事？相信當我們擁有復活身體的那一天，神就會說出來。也許神會對西緬說：「『千

禧年』，你負責做水務工作。」然後對 Benny說：「你做餅務工作」，諸如此類。神會叫他們分配所有

的工作，這些事情會在「千禧年」裡發生。 

 

《啟示錄》精湛的地方，在於每一個人物的來龍去脈，都交代得仔細清楚。當然，我們沒時間說出

所有角色，現在最重要是說那嬰孩、初熟果子和那婦人。 

 

每一個角色都可以星的方式，去找出他們的位置，及會發生的事。每一個角色都會仔細交代，這就

是《聖經》，用短短二十多章內容，將每一個人物交代清楚。如果要逐一人物描述，都要各用一篇信

息分享。 

 

「千禧年」就是為這緣故而存在，仔細資料並沒有詳述，也是這原因。所以，這些從死裡復活的人，

穿越到二百年、三百年、或四百年後，也是看到同一景象，就是每一個人都以種菜維生，處於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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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狀態，與《聖經》裡「千禧年」所描述的完全一樣。 

 

那時，就像在平凡的中世紀時代，還沒有工業革命。那些人，不論是從死裡復活的小孩，還是玩滑

水遇溺的人，不可能突然看見這些事，所以，他們所看到的一定是真實的。所有的科技、歷史、政

治、災難，加上「千禧年」，都是緊貼《聖經》的意境記載，因此，這資訊的可信性很高。 

 

影片：遙視者 Ed Dames 和Webbot 預告人類文明消失 

於「2012榮耀盼望」的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曾分享到，當經過七年大災難後，人類文明將倒退到

農業時代，而在千禧年的一千年裡，普遍人類已失去今日現代文明，仿似不會再有工業和電力，並

現代化的城市生活。 

 

而《聖經‧撒迦利亞書》亦預言，在七年大災難之後，進到千禧年，人類社會變成農業社會，當時，

人非常依賴雨水灌溉農田，不再有今天取水灌溉的各種科技智慧。 

 

撒迦利亞書 14章 16-19節：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 ── 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 ── 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埃及族

若不上來，雨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國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攻擊他們。這

就是埃及的刑罰和那不上來守住棚節之列國的刑罰。」 

 

其實，早在二十年多年前，日華牧師分享早期主日信息「加拉太書」時已講到：人類的文明是呈「V」

形走勢，由亞當至挪亞大洪水之前，人類的文明皆非常先進，對比今天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大金

字塔和亞特蘭蒂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及至大洪水之後，人類的文明急劇地倒退到一個低點，並從

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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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明倒退的原因，原來在埃及的歷史書《Kolbrin Bible》已記載，每次當 Destroyer，即蘇美人所

說的 Nibiru，亦即 Planet X經過地球時，不單只帶來毀滅性的災殃，亦會令人類的思想倒退和失憶，

當時的人類就算早已為災難作出文化記錄上的預備，但事後，也不會明白之前的各種知識。而 Planet 

X 亦是導致挪亞大洪水及十災出現的主因。 

 

無論是遙視者 Ed Dames和Webbot，在不懂得解讀《聖經》和 Kolbrin Bible的情況，竟早已作出預

測，在 2012年之後，因為太陽風的影響，人類思想文明倒退，出現類似失憶的現象，到時，人類不

再明白各種複雜的知識，所以，每一日的主要工作主要以耕作為主；可見遙視者 Ed Dames和Webbot

對將來的預測，皆非常吻合《聖經》的預言和歷史。 

 

問題四：我們在 2011年，因彗星 Elenin來臨而預備吹角節，現在 2012年的吹角節已過去了，我們

應該存著怎樣的心態去看 2013年的吹角節？ 

 

 

 

答：這問題很好。首先，我們要追溯，為何要守 2011年吹角節？我們要考究，吹角節所喻表的事，

那是要在發生後才知道的，如逾越節一樣，有兩個變數。第一，吹角節這兩天是代表「兩天」，或是

「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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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代表「兩天」，那在 2011年應該已經應驗，但結果沒有應驗。所以，這意味是代表「兩年」，

一天對比一年。換言之，在 2012年 9月 17日至 2013年 9月的吹角節，這段時間內，如果我們被提，

就是發生在第二天裡。 

 

 

 

如果說吹角節是代表「兩天」，是 2011年 9月 25日至 9月 29日這段時間。因為是「兩天」，代表了

2011年的「兩天」。但 2011年沒有發生，因此，《聖經》所說，吹角節的「兩天」是代表「兩年」。

一天對比一年，這是《聖經》常有的現象。就如《聖經》最早出現，一天對比一年的出處，就是十

個探子進入迦南美地，觀察四十天後，因他們不信。因此，當時神將一天對比一年，就這樣代表四

十年的時間。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47 

 

 

由此可見，一天對比一年，在摩西時代已經出現。摩西十災，一天是對比一年，還是一天對比一天？

在 2011 年，我們不知道。如果我們在 2011 年被提，那就是一天對比一天，而不是一天對比一年。

但在 2011年並沒有發生。如我所說，人類歷史中只會出現一次吹角節，所以，就是一天對比一年。 

 

 

 

那麼，由 2011年 9月 25日及至 2012年 9月 17日就稱為「第一天」。同樣，由 2012年 9月 17日至

至明年的吹角節便是「第二天」，因此，基督徒在吹角節第二天被提亦是代表預言應驗了，去年我便

以這個方式與大家分析，我們亦應該從這個觀點去理解。 

 

贖罪日只得一天，而住棚節是有七天的，它可以代表七年大災難，以「七天」代表七年大災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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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分享住棚節和吹角節的教導時已經作這樣的對比。 

 

 

 

只是我們並不清楚吹角節的一天是代表時間上的一天，還是表示一年。過了去年，我們便知道，吹

角節的一天並不代表真正的一天，而是應該代表一年。因此，這一年，在任何一個時間基督徒被提

的話，便應驗了吹角節的意思了。 

 

影片：世界末後的守望者 

以西結書 33章 1-7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告訴本國的子民說：我使刀劍臨到哪一國，那一國的民從他

們中間選立一人為守望的。他見刀劍臨到那地，若吹角警戒眾民，凡聽見角聲不受警戒的，刀劍若

來除滅了他，他的罪（原文作血）就必歸到自己的頭上。他聽見角聲，不受警戒，他的罪必歸到自

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見刀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

戒，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討他喪命的罪（原文

作血）。人子啊，我照樣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原來，當時以色列正身處戰爭的時代，於是他們設立「守望者」站在城中最高之地守望敵人，以觀

察「戰爭災禍」會否臨到國家，可以預先「吹角」發出警報。因而在其他人還未見到「災殃」出現

之前，「守望者」先為全國時刻儆醒，預視災禍的臨近。 

 

 

 

凡於「守望者」吹角警告以色列人將有災禍臨到之後，百姓若不受警戒而沒有作出相應「預備」， 

萬一遭殺害，這個流血的罪便歸到那人自己身上。但是，「守望者」若見將有災禍臨到，而不吹角警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49 

告，百姓因而被殺害，這個流血的罪便歸到那「守望者」身上。 

 

同樣，在《舊約》裡，因為「守望者」能夠預見災禍的來臨，所以在屬靈上，神以「守望者」比喻

為每個時代的「先知」（或先見）。因為「先知」的職責就是預先知道災禍的來臨，然後向全國發出

預言警戒眾民。 

 

誠然，以色列節期中，神奠定「吹角節、贖罪日及住棚節」，目的是提醒以色列人，時刻儆醒預備，

潔淨自己，遠離惡行，以逃離神的審判。這就是「吹角節」 發聲「吹角」的意思。故此，在每個不

同的時代，神興起不同的先知，成為該世代的「守望者」，成為每一個時代的吹角聲警戒世人，遠離

惡行，回轉歸向神的旨意和計劃，例如：先知摩西、撒母耳、以賽亞、耶利米、以西結、西番雅、

約珥、撒迦利亞和瑪拉基等等。又如大約主前 800 年，神差派先知約拿警告亞述首都「尼尼微城」

應當悔改，遠離惡行，否則神的審判臨近。 

 

約拿書 3章 1-4節： 

「耶和華的話二次臨到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話。』

約拿便照耶和華的話起來，往尼尼微去。這尼尼微是極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約拿進城走了一日，

宣告說：『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 

 

結果，尼尼微人起來悔改，離開所行的惡道，在先知約拿有生之年裡，神並沒有審判和毀滅尼尼微

城，神延長滅亡尼尼微城的日子，使先知約拿的預言和警告彷彿落空了一般。 

 

約拿書 3章 5-10節：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從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或譯：披上麻布）。信息傳到尼尼微

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寶座，脫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遍告尼尼微通城，說：『王和

大臣有令，人不可嘗什麼，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與牲畜都當披上麻布；人要切切

求告神。各人回頭離開所行的惡道，丟棄手中的強暴。或者神轉意後悔，不發烈怒，使我們不致滅

亡，也未可知。』於是神察看他們的行為，見他們離開惡道，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

了。」 

 

不久，尼尼微人再次行惡，遠離神。直至，先知約拿約 200 年之後，神興起先知那鴻出現，預言尼

尼微城必歸於無有。 

 

那鴻書 1章 9-12節： 

「尼尼微人哪，設何謀攻擊耶和華呢？他必將你們滅絕淨盡；災難不再興起。你們像叢雜的荊棘，

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乾的碎秸全然燒滅。有一人從你那裡出來，圖謀邪惡，設惡計攻擊耶和華。

耶和華如此說：『尼尼微雖然勢力充足，人數繁多，也被剪除，歸於無有。』」 

 

結果，在先知那鴻頒佈神的審判十數年之後，亞述首都尼尼微城終遭陷落，亞述也自此傾覆。事實

上，在世界末後「吹角節」應驗的時候，神同樣會興起有如先知約拿的「守望者」，警告世人災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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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但是，最終這群「守望者」必如先知那鴻一樣，能夠見到審判預言的應驗。 

 

因為神早已預言，在世界末後，就是「吹角節」應驗之時，世界必有大災難臨到，故此，需提醒神

的選民時刻儆醒，並作出相應的預備。 

 

馬太福音 24章 16-22節： 

「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取

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

是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

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 

 

問題五：《啟示錄》記載世界極終所發生的事情，我們能否運用「逆向思維」去理解中間所發生的事

情呢？ 

 

影片：什麼是逆向思維？ 

什麼是逆向思維？這是指與一般思維方向相反的思維方式。也稱反向思維，有人稱「倒過來想」。 

 

 

 

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攻打柏林時，有一晚，蘇軍必須向德軍發動進攻。可是，那夜天

色明朗，若大部分部隊出擊，便很難做到保持高度隱蔽而不被敵人察覺。蘇軍元帥朱可夫思索了許

久，突然想到方法，並決定把全軍所有的大型探射燈集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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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向德軍發起進攻的那天晚上，蘇軍的 140 台大探射燈同時射向德軍陣地，極強的亮光把隱

蔽在防禦設施裡的德軍照得睜不開眼，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挨打而無法還擊，最後，蘇軍快速突圍

德軍的防線而獲勝。 

 

 

 

逆向思維的特徵是反向性的。反向性思維是改變常規思維，「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考方式。逆向思

維的形式包括有：原理思維、功能逆向、結構逆向、屬性逆向、程式逆向或方向逆向、觀念逆向等

等。 

 

舉如「原理逆向」：是從事物原理的相反，作反向思考。就如溫度計的誕生。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

略曾應醫生的請求設計溫度計，但屢遭失敗。有一次，他在給學生上實驗課時，注意到水的溫度變

化引起了水的體積的變化，於是，他突然意識到，倒過來，藉著水的體積的變化不也能看出水的溫

度的變化嗎？循著這一思路，他終於設計了當時的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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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功能逆向」：就是按事物或產品現有的功能，進行相反的思考。實例如：風力滅火器。現時，

消防隊員滅火時使用的滅火器中有風力滅火器。風吹過去，溫度降低，空氣稀薄，火被吹滅了，就

好像吹熄生日蛋糕的蠟燭一樣。一般情況下，風是有助火勢增強的，特別是當火勢比較大的時候。

但在一定情況下，風可以使小火熄滅，而且相當有效。 

 

 

 

當日華牧師研究有關《啟示錄》的解釋時，常會用上「逆向思維」，用反過來的方向，藉現今世界

出現的各種現象和災難，對比《啟示錄》對末世的形容，從而知道我們是否正在走向《啟示錄》時

代。就好像《啟示錄》中的各個喻表性人物是如何誕生，例如兩個毛衣人、懷孕的婦人和她的孩子、

十四萬四千人等等，都是用「逆向思維」的方式而尋找出來的。 

=========================== 

答：逆向思維，是十分適合領袖去思考的。領袖可運用此思維方式將一個異象變成實質的事奉。 

 

 

 

例如一個領袖在異象中看到「說的聚會」、醫治、趕鬼、街頭佈道等的神蹟奇事產生，但是他不能單

單只停留在「看到」，而需要運用逆向思維，逐步逐步找出適當步驟進到當中。這是謀略的靈其中之

一項智慧。我是運用逆向思維打開第一個動勢（momentum）和《啟示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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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逆向思維去理解《啟示錄》，我思考若真的進到《啟示錄》記載的程度和里程，究竟需要什麼條

件和方法，使其一步一步地發生。例如，末後時的政治、宗教、經濟、災難、教會將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推向那個局面？ 

 

初時，事情會有雛型，之後會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和最後一步。當運用逆向思維，我們便能

漸漸知道置身於那一個光景，及應負的責任。這樣，我便能理解毛衣人、毛衣人師傅的景況，並且

那一個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在 2009年，我運用逆向思維，已經肯定到當時的時代方向。現今世界所

發生的災難和演變，並不是因我們詛咒而導致它們發生的，這些事情真的發生，是因為我們分享了

神時代的方向。 

 

神當然不是為了我們而作出這些事情來，而是在三年前，我已經開始分享，神在 2012年的時代方向，

政治、經濟、陰謀、科技、教會和災難將按著《啟示錄》記載，需要發生的事都按著這方向 一一 出

現。當我運用逆向思維去理解時，便肯定這是神時代的方向。 

 

因為這並不單單涉及解經，而是現實會否這樣的發生。現在，我所分享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指定性，

並不是浮面幾句便草草了事。就如水變血的災難，為什麼水會變紅色，而不是其他的顏色呢？這是

源自《聖經》，對比埃及的十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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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情按照我們分享的信息發生，並不是神特別為我們而做的。當然有些事情很有趣，就如我分

享野牛掉進陷坑便會被困，在那天，香港便剛巧有兩頭牛掉進坑中，但在其他時間卻又不見這些新

聞出現。我們所分享的事情，好些有關的新聞便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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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是為我們發生，然而，全世界也正朝著這方向前進，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方向」，為什麼是

這方向呢？因為這是神審判的方向。 

 

自從我開始分享「48 小時審判」的信息，從審判方向得知 2012 年會怎樣，那便是時代方向，但這

並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段的時代方向，而只是《啟示錄》時代的方向。我能夠知道，是因為我看到，

2012年在時間上吻合了《啟示錄》的某個時段，所以，我才預測出這結果。不然，沒有人能夠預測，

亦沒可能有這麼多的巧合，並非是某種災害特別多，而是你能夠想像的災害也很多，連「泡沫之災」

也有，整個城鎮也充斥著泡沫，原因是全世界的海也多了藍綠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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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國、英國城鎮因海浪拍打以致海藻互相摩擦，以致產生很多肥皂泡湧入城鎮。這是我們在 2009

年的時候已經提及，藍綠海藻因著 Planet X接近地球而增多，是因磷鐵石掉入海中。這些是指定性

的，全世界有多種海藻和植物，但我們卻偏偏提及到這特定的海藻，這不是湊巧的。而是我做了一

件事，我找到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便是神的時代方向。於是，我便將神的時代方向分享出去，然

後你們親眼看見。 

 

但問題是，我找到神時代方向的同時，並知道了世界演進情況，而神卻要求教會這樣做，我便向大

家分享。神要求我們做的，如我所言，聖殿已經完成了，約櫃將要進入錫安。教會的約櫃即是《啟

示錄》，所以，我向你們剖析《啟示錄》以及《啟示錄》要求我們要做甚麽。 

 

 

 

 

《啟示錄》將會成為我們的工具，由我們及至毛衣人，都是藉《啟示錄》去認識「世務」，因為他們

認識世務的程度，要比十位總統更為厲害，這樣才有資格、有鐵杖的能力去轄管列國。當然，那「小

孩子」更厲害，他早已經在神面前過關，所以，不用補考，說聲再見便被提了。但婦人、其他兒女

及兩位毛衣人要補考，補考的內容亦是了解世務、懂得用鐵杖轄管列國，不過，他們是以小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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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考資格而已，神在最後會藉他們去審判列國，甚至與敵基督爭戰。 

 

《聖經》清楚指出，在剛開始時，敵基督不希望與毛衣人爭戰，而是與小孩子爭戰。但小孩子不屑

與他們開戰，因為小孩子是必勝的，因為小孩子十分厲害，就算是他們的「徒孫」 —— 毛衣人也

能夠把敵基督打得落花流水，敵基督要到三年半的最後數天才能打敗毛衣人，接續主耶穌三天後回

來，敵基督的勝利只有三天，其實牠的遭遇頗為悲慘。 

 

 

 

 

自從小孩子被提，敵基督也是身不由己，這是《聖經》所顯示的。這是我一早對《聖經》有認識，

才向大家慢慢解釋。從我分享《啟示錄》等信息時，我當時花五分鐘，已瞭解《啟示錄》當中的人

物等，因為我已熟背了《啟示錄》，箇中很多是謎來的。當我貫通所有謎團，並理解其關係是完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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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貫通的，我才與大家分享。 

 

故事中提及陰謀、災難、政治等，我便能夠講及有關美國經濟和全世界會發生的事。我可以把全面

的圖片當中的藕斷絲連，變成很好的故事與大家一同分析。相對，若只是單方面講及教會身分的話，

我也知道如何帶領你們去執行。理由是，《啟示錄》已將整個複雜的時代計劃一早記錄下來，當中有

向我們解釋的地方，也有裝備我們的地方，這便是時代計劃，便是約櫃。 

 

這約櫃不是以木盒的形式讓人們將它抬起，而是神話語的寶貴，要用全本《聖經》去貫通一卷《啟

示錄》，這是我們要珍惜神話語所達的階段。如果你未達到這階段，你聽《啟示錄》的時候也不會明

白。這是極終對神話語的珍惜、愛慕、研究、所花的心血，加上歷代聖徒所寫的釋經，才能達到我

們現今這部分。 

 

這不是紙上談兵，白白等待離世、被提，什麼也不做，很多人有這樣的想法，但你又何時看到，《舊

約》中的約櫃只擺放在地上，人們只站著不去移動它？當然不是，事實上，約櫃在四十年不斷移動，

人們也是要執行神指示的。同樣地，《啟示錄》亦不是叫我們呆站在地，看著別人的離世，以為被提

而不行動，一定要留待補考《啟示錄》。 

 

 

 

若是這樣的趨勢，那麼，將來誰來教導毛衣人？難道是紙上談兵的一群人？從未曾實踐過的一群人？

還是一群什麼也不懂的人？事實上，那群人是毛衣人的師傅，他們切實執行、滿有經驗、滿有智慧、

滿有策略，並且簡單易明地把最精彩的信息供應予毛衣人，便產生了「2012榮耀盼望」這套信息。 

 

只是，這個時代計劃已不再如馬丁路德般冒死解說何謂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只在全本《聖經》的數

句經文中出現了四、五次；亦不是浸信會發起的一個行動，信了主的話，便要受浸；亦不是如聖靈

充滿般，每星期都要說方言，現時，是要用整本《聖經》來明白《啟示錄》那種級數的精密度，而

且，還把全部知識匯聚於《啟示錄》，從中找到圖片及答案，然後切實執行。當執行後，在吹角節時，

預早警告別人，告訴他們這全都會發生，若然不相信，要回顧這數年間，每一年是否按著這樣發生，

當中《啟示錄》全都應驗了。這使我非常振奮，這亦是很精彩的地方。 

 

然而，即使沒有了我們，這些事情也會發生，因為這是神的時代計劃。你以為因為錫安教會才出現

2012 嗎？當然不是，即使沒有錫安教會，於 2012 年時也會發生這些事情，因為這根本是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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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而我只不過在 2009年時開始告訴你，神在這時代的計劃，並非在馬丁路德的時期、因信稱義

的時期、浸信會的時期、靈恩運動的時期、亦不是宣道會的時期，而是神在這時代的計劃，這也是

神最後一個時代計劃。若然你不參與的話，便沒有你的份兒，因為已經沒有另外一個時代計劃了，

所以，我才那麼肯定地分享出來。事實上，不是他印證我們那麼簡單，而是我們真的找到神的時代

計劃，所以，時代是如此轉變，而轉變的超頻、兩極化也照著應驗。 

 

但解釋《啟示錄》時，需要對世務有所認識、需要擁有所羅門的智慧，如《聖經》所記載，在末後

日子，南方女王會起來聽所羅門智慧的說話。 

 

 

 

其實，他寫了很多書卷，對於天上、天文、昆蟲，以及每一件事情也都認識，這是《聖經》所記載。 

 

這些知識雖然屬於敵基督，但為何我們仍要知道？因為他是所羅門，在末後的日子，主耶穌的新婦

都會擁有所羅門的智慧，現時你們所聽的，都只是所羅門的智慧。 

 

我曾分享瑪雅年曆、黃道十二宮，這都是以所羅門的智慧、《聖經》的方式來解讀。黃道十二宮真的

是瑪雅人所創造？瑪雅年曆只不過是計算神所創造的黃道十二宮而已，但如果我們不用瑪雅年曆來

計算，是否需要用另一種曆法來計算呢？ 

 

這就是問題的所在。如我所說，為何我們要使用 Freemason（共濟會）的數字？ 

如 a
2
+b

2 
= c

2是由 Freemason（共濟會）33級別的會員計算出來的算式，為什麼我們要學這道公式？ 

因為數學是定律、真理。為何這些人用過後、說過後，便要唾棄？ 

 

同樣道理，以「基督」這名字為例，敵基督也說過及用過「基督」這名字，因牠也稱自己為基督，

難道你以後也不再稱主耶穌為基督？並不是 Freemason 用過，我們便要把神的真理糟蹋。最重要的

是，我們要有所羅門的智慧來分辨及貫通這些知識，然而，最重要貫通的，不是在人的尊榮上， 

而是在這本《聖經》上。有人說︰「我不需要這些來證明《聖經》的真實」。那麼，你需要什麼？ 

是否不需要中國文字來輔助閱讀《聖經》及知道《聖經》的真實？是否不需要原文、英文來輔助？ 

 

我們不能夠把一些神所給予的工具，因為脫離了人的限制而罔顧，並不斷把我們的驕傲顯露出來去

羞辱神，所以，所羅門的智慧是精通神所有的創造。在末後日子，所羅門的智慧會再次出現，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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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智慧人、通達人從這源頭中學習。如我所言，為何會有學校？因為需要有一個水平、源頭及

課程（Curriculum）才可教育人。 

 

在 2009 年，當我研究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時，我發現，能透徹解釋《啟示錄》的就是那課

程。然而，解開《啟示錄》的條件，就是貫通神創造萬物的所有奧祕。這亦是信息提及金字塔的原

因。因為解構金字塔能將神創造的「黃道十二宮」的事情顯明，若信息不提，聽道的人便不會明瞭。 

 

 

 

這些幫助解釋的工具齊集了以後，我們便能對整個圖片有所了解，而且我們能成為通達人，面對任

何人也有說服他們信主的把握，當然，不信的人與褻慢人不包括在內，所有慕道的人則可以被說服。 

 

最重要的就是，將這套重要的信息留下來，使人知道所有事物指向的都是宇宙中的獨一真神，且更

是我們相信的那一位。祂統管所有事物，而且祂讓許多重要的資訊以「這裡一點，那裡一點」的方

式存留於《聖經》中，亦刻劃於人類存活的歷史中。就如人們所說，「歷史」的英文單字，「History」，

拆開後便是「His」（祂的）跟「Story」（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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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既不可廢棄歷史，而且不能對歷史中除卻主耶穌外的人物置之不理。縱然許多歷史人物既不是

基督徒，品性亦十分殘酷。但我們要從歷史中理解神的掌管和智慧，因神要求我們如此行。 

 

解讀《啟示錄》時，我們要對所有「圖片」有所了解，而且要以正確方式理解所有圖片。因為《啟

示錄》就是一張張的圖片，我們要把這些圖片貫通和組合，從而找出神的心意。並在組合後，以「逆

向思維」方式找出這樣演繹的原因。既了解到整個大方向，便能發現於 2009年時，我們已站出神時

代計劃的最後階段。 

 

很感恩，最後階段竟是需要解構「2012」和「星際啟示錄」，於是我便自願、自發地承擔責任和作工。

雖不知其他人能否做到，但起碼我有能力做到，因此這套信息便開始了。從信息開始，我就讓你們

得知，毛衣人是要聽這套信息，因毛衣人背起了約櫃，他們肩背著約櫃（亦即這套信息）以度過三

年半的日子。 

 

 

 

他們憑什麼審判別人？就因任何人背起約櫃，便可在爭戰中得勝，而這套信息就是約櫃。這信息絕

不是其他東西，也就是《聖經》而已，亦即《聖經》中建立了的外院、聖所和至聖所中的約櫃，也

就是《啟示錄》。《啟示錄》使我們明白當中來龍去脈，教我們懂得付出代價，從而有資格獲得權柄

與能力，這些都包括在這一套信息，亦即「星際啟示錄」之內。 

 

「逆向思維」確實幫助我們剖析了這信息的來處，亦解釋事情都為我們而發生的原因，事實上， 

該是我們進入神的時代計劃了。於這三年間，眾多事情沒有發生前，我們趕緊的成就神的時代計劃，

整個時代亦如此演進。於此時，你不可能說人性沒有「兩極化」，你不可能說現在沒有「超頻」。 

而且這些字眼決不是於事情發生的三年以後，我們才形容。於這些事情發生的三年前，我們已經仔

細形容每一個將發生的現象，原因那是神的時代計劃，時代將要終結，就此結束。 

 

影片：無可否認近三年災難出現急劇轉變 

自三年多前，2009年 12月底，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並且預告在接下來 2010

年開始，全球將出現難以想像的災難。實在，回顧過去三年的光景，全世界所發生的災難事故，從

未斷絕，還急速加劇。天災更加達至「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甚而是「史上從未出現」的程度。 

 

早於 1980 年代，七級以上地震，平均每年僅僅只有 10.5 次，但是在 2010 至 2012 年，三年內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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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卻急升至 19.3次，升幅近一倍。 

 

 

 

2011年 1月全球再保險業界龍頭 ── 慕尼克再保險集團（Munich Re）發表回顧 2010年災難的統

計：2009年，天然災害共釀成 1萬多人喪生，但是，僅僅一年之後，在 2010年，卻有 30萬人死於

天然災害，升幅超逾 15倍。 

 

 

 

2012年 1月 6日，慕尼克再保險公司公佈，在過往歷史紀錄裡，2005年，自然災害引發全球經濟損

失達 2,200億美元，創下歷史紀錄，意想不到，就在 2011年，經濟損失數字卻破天荒達至 3,800億

美元，竟輕易打破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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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三年間，不得不承認全世界災難事故，經已急速加劇起來，科學家亦無法合理地解釋種種

自然災害的成因。 

 

就如：近代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鳥類、動物群死，特別在《聖經‧啟示錄》預言世界出現的水變為血

紅色；海岸線地區陸沉及海岸塌陷；異常的大型天坑、大規模路裂及山體滑坡；災難級數的大地震；

隕石爆炸、隕石火球頻繁墜下；異常太陽活動及 X級耀斑太陽風；甚至，全世界出現離奇地鳴事件。

又例如：海洋湧出奇怪泡沫；持續增加的火山爆發，此外，從 1900 至 2010 年數據顯示，地球火山

每年均有活躍及爆發之趨勢。從 1900到 1947年，每年火山爆發次數在 26至 51次之間。2010至 2012

年，火山爆發則急升超過 70次以上。 

 

全世界過去三年所發生的災難幅度實在驚人，還未包括反常的四季天氣、春季冬雪、特大冰雹、特

大颶風、超強颱風、群體式龍捲風、與原子彈級數的龍捲風，離奇大暴雨及大洪水；災難性的大旱

災。短短三年以來，全世界持續出現「十年一遇」、「百年一遇」及「千年一遇」與及「聞所未聞」

的天災，並不斷暴增，科學家亦無法為種種自然災害作出合理的解說，無可否認，近三年間，世界

經已變得不一樣。 

 

問題六：按著 Planet X的相關資料顯示，每 188天就會出現一個災難的循環。那麼，於下一個循環

時間，看來整個趨勢也會越來越緊急，這是否意味著下一次「行星連珠」時，就是《聖經》所說的

「那日子」？ 

 

答：這機會甚高，原因是在於我們曾分享的「死亡區域」（原文：Dead Zone），於 2013-2014是最為

惡劣的時間。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64 

 

 

這是來自Marshall Masters於五、六年前作出的估計。但按這個估計，我們發現到現在真是很準確。

在災難方面，甚至是 NASA（美國太空總署） 也說，相信太陽風是導致文明社會裡的一個最大毀滅

性災禍。 

 

 

 

所以 Planet X的軌跡，到現在發覺真是很準確，但是否非常之準確呢？那當然沒可能。因為他是預

這五年裡，會陸續有人造衛星或很多資料補充。 

 

如我所說，很多人造衛星都完全退休、封鎖或完全不讓這些資料給人們知道，甚至越來越有問題的

相片也用了 Photoshop修改，就好像這個好奇號（Curiosity）上到火星，但它的相片卻是用了 Photoshop



20130602   www.ziondaily.com 
 

 
 65 

修改的，更幼稚的是直接用了 copy and paste（複製抄寫）的功能來製作，你會看到，他們將好奇號

上火星的那張相片，就是它降落的地方的相片複製偽造。 

 

 

 

但拍攝後的相片，當給別人一看，就知道有問題？因為 NASA 用 Photoshop 修改，為何這一處的那

個湖以前是沒有，現在突然間會有。但再看回右邊，原來是把右邊的複製過來的。但複製過來又不

將右邊部分刪除，而是右邊的還存在。所以，在火星上相片會有兩個一模一樣的三岔湖，石又是有

兩塊。世界上沒理由有兩個完全一模一樣的湖，而湖裡面又有三個島，這是沒可能的。 

 

 

 

現在，放在 NASA（美國太空總署）的高清相片裡，有些相片只要按一個鍵，把它的光暗改了一點

點，就會看到上面有草地，難道，火星有草地嗎？原來，那些照片是由 Photoshop做出來的，找地球

的照片放上去，但做相片的那個人是有意有漏洞。因為，就算是 copy and paste（複製抄寫）也沒有

理由這樣。你可以找另一張圖放上去，亦可以在火星上整個地方放上去。沒理由在右邊附近的地方

複製上去。 

 

你一看的時候，這一個、那一個就是一模一樣的。因他應該找了一群新人去製造，那群人故意留下

一些漏洞，讓那些老頭子（Freemason），他們連滑鼠也不懂用。那些 Freemason 的老頭子年紀有七

八十歲了，他們一看就會覺得沒有問題，就放上來。但現在，就如奧巴馬的出生證明書一樣，故意

出現一些漏洞，明顯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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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NASA所發送的資料全部都截斷了。你能夠看到的相片，隨時是用 Photoshop製造出來的效果。 

 

但是，188日的循環是由這個軌跡，當中估計出來的時候，就發現這個「連珠」。最近，我們所說的

日子真的開始有 6級、6.9級、7級的地震出現。但我們要等最後那個地震停了，然後由那個地震計

起，才計算下一個 188日。 

 

 

 

因為，有機會最後那個地震是會過了，當 Planet X越接近的時候，是越高速，拐的彎便越大的。所

以，我們要等待最後那個地震出現，可能是過了二、三個星期後才是最後的那個地震，然後過了第

四個星期就會見到 Planet X也不出奇。 

 

因為我們曾經分享過 188日的循環，亦曾做了一個短片。當 Planet X飛過來的時候是連珠，但後期

的日子會長了，地震的時間也會長了，因它在轉彎，所以，它和地球「連珠」的時間會延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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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次似乎是在 188日之後的連續五、六日、甚至是一星期或十日，它陸續還有大地震。現在，

這件事件發展得很急促、很龐大。所以，我們要等最後一個，就好像上次的「日本 311大地震」，因

為，其中一個就是用了「日本 311 大地震」去計算，不是用「日本 311 大地震」之前的七級地震去

計算，是用「日本 311大地震」去計算 188日。 

 

所以，在這幾天當中，要陸續去看，如果突然間有一次出現一個 8.9 級的地震時候，但那個是不是

最後一個地震呢？如果那個不是最後，那我們可能還要再等，過了半年也沒有的時候，那就是最後

一個。由那個開始再計算 188 日，是要這樣去計算的。但是，如果以這麼頻密、這麼大的地震真的

再出現的時候，要不就這一次，或是下一次，我們就會見到 Planet X「連珠」。 

 

如果是「連珠」的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它在我們「黃道十二宮」面上經過，那時，我們就會看到它

的出現。如果以 188日的概念去計算的時候，Marshall Master所說的「死亡地帶」Dead Zone在 2013

至 2014年，會是地球受最大的傷害，到目前為止，也一路超頻地應驗和準確。 

 

所以，當時他們用遙視者所計算的軌跡誤差率還是很低，是他所預計範圍的災難，並且真的在這段

期間是按著時間慢慢地發生。 

 

第二章：總結感言 

 

以賽亞書 32章 2節： 

「必有一人像避風所，和避暴雨的隱密處，又像河流在乾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 

 

聽畢這答問篇信息，我相信有一個問題，雖則資料員沒有發問，但許多人都會想問，又或不知如何

問的，那就是，為什麼神會用臨死經歷，即曾經經歷死亡而復活的人跟我們說話？又或是什麼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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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臨死的人，尤其是他們真的死了復生，並非只是昏迷的人，為何他們回來後所講的預言，都一

定跟現今我們所講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和《啟示錄》有關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許多有這樣經歷的人，他們所見，有關世界末日的所有景象，臨近

末日這幾年會發生的事情，及其後會有的新天新地，或全世界務農一千年等事件，甚至，連箇中一

些非基督徒，他們所見的景象，都很吻合《啟示錄》的話，那你便知道其真實性了。我們知道《聖

經》是真實無誤的。唯一的疑問是，為何 NDE這些人會看見這些景象呢？ 

 

理由很簡單，他們只是見到歷史的終結、所有生命、時間的終結。通常在那些情況下，人會看見這

些景象。我相信第一種是像約翰一樣，被神帶領，在異象見到。第二，那些來到自己生命時間終結

的人。從《聖經》得知，每一個人死後都會脫離時間軸，再次回到神創造的時空。這就如觀看影片，

看回所有時間濃縮後的景象一樣。當這些人的生命真的終結，他們只不過看回全人類會有的時間終

結景象吧。 

 

連續聽完這三篇信息，你會發現，他們講的景象和世界終結發生的事件，不單只跟《啟示錄》吻合，

更與今時今日大家聽這篇信息的時間一樣了。迄今，我們看見的政治演變，戰爭即將爆發、經濟快

面臨崩潰，以及所有的災難，相信大家都明白，這些景象都是停不了的。 

 

試問誰能遏止現今全球各地反常的天氣？墨西哥正面臨的洪水和冰雹肆虐？又或全球的火山爆發？

甚至全球地底熔岩開始湧現的現象？在政治上的演變、戰爭正在一觸即發中、經濟將會出現的崩潰

和所有災難的發生。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及看到，這些景像都是停不了。 

 

現在有誰可以停止在全世界各地 OUT OF SEASON（不正常季節的天氣）的天氣呢？有誰能夠停止

到現在於墨西哥的洪水及冰雹呢？有誰可以停止現在各地的火山爆發、全球地底下熔岩開始有的湧

現現象及水的温度上升問題呢？無論在經濟、政治、天災、人禍的現象，到現在全部都停不了。 

 

我們已經在一個時間內，所有事情都是停不了。換句說話，我們見到這個級數的災難已經很大，而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只是告訴我們知道，有一個指定的時間所有災難會再次升級。按著Webbot 說

升級了之後，在之後的幾年裡都會這樣發生。 

 

我們現在可以按著《聖經》說，見到災難的開始，但問題是，就好像我們現在所讀的這段經文所說。

究竟我們在災難當中會成為難民或是別人的避難所呢？我們身為基督，不是要成為難民才願意悔改

的，而是以主耶穌成為我們的效法榜樣、磐石和避難所，但為何我們不效法祂，成為別人的避難所

呢？ 

 

我相信，每個時代、每個跟隨神的先知和智者都是一樣，他們都能夠完成這段經文，就是效法神的

榜樣。因為《以賽亞書‧32章第 10節》說，哪些人才會遭受到這些災禍呢？ 

 

以賽亞書 32章 10-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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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慮的女子啊，再過一年多，必受騷擾；因為無葡萄可摘，無果子（或譯：禾稼）可收。安逸的

婦女啊，要戰兢；無慮的女子啊，要受騷擾。脫去衣服，赤著身體，腰束麻布。」 

 

從這段經文看到，麻衣人是怎樣來的？這些等待做難民是什麼人？就是那些人不懂得在那光景中，

看自己是處身於什麼事勢及時代的人。我們一定要成為通達人，明白自己活在哪個時代的人。就算

用一個簡單的數學常識理論，都會知道，我們現在每個星期，所見的災難、變動已經停不了。只不

過「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告訴我們，全球將會進入更大級數的災難，這個更大的級數可以說是已經

鐵定了。 

 

因為，甚至是觀察太陽的專家、地理上的專家、研究火山的專家，甚至研究天氣的專家都在預早告

訴我們一些事情。他們一會兒說：「太陽風會導致我們回到石器時代。」但一會兒又說：「全球氣候

會進入冰河時代。」無論在政治、經濟上也有人出來說：「將會發生戰爭及經濟上的崩潰事情嗎？」

我們真是還不懂得這個時代嗎？只不過，將會有一件事情，能將所有的災難再次升級。所以，活在

這光景中，要成為一個智者，成為別人的避難所。 

 

所以，最後每個人也和三個人說：「我們成為這個智者，我們要成為別人的避難所！」 

 

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起鼓掌歡呼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