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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2年 4月 17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信息 Vol.636：雙魚星謎（26）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9）月亮之謎（2） 

 

問題一：「日華牧師，這個《月光騎士》印證真是非常厲害，因為，其實於去年整年的信息裡， 

有兩個重要的題目。一個是西奈半島星圖，有關小獅子下一代， 

我們用一年時間到達約旦河；另一個題目，就是我們現時差不多完結的， 

有關蘆葦加聚居點，以及於不同地點，讓人們擁有另一個信仰。其實，於分享的時候， 

都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們運用信心去相信。因為，尤其是到達不同地方，於主耶穌之前，

去教導當時代的人，分辨甚麼是善、甚麼是惡，這些都是比較嶄新的概念。 

 

但是，這齣劇集《月光騎士》，卻剛好將兩樣東西一次過拼合， 

因為，如果那齣劇集是講述雅盧、天平和善惡的話，若然主角並非稱為月光騎士， 

而是另一個人的名稱，便不能將耶利哥，我們下一個 timestamp（時間表）， 

即下一個時間表放置其中。正因主角名叫月光騎士，能對應我們的西奈半島信息完結， 

於整套信息完結後，且過了一年，下一個小獅子將要過河的地方。 

 

還要一次過印證三件事情，其實，這一個主題是關於審判，過了約旦河之後， 

進入迦南美地，就是審判。而雅盧這個故事，其實亦是關於審判，是一個平衡， 

預表天平上的善惡。其實，到了我們現時這個時間表，一個《啟示錄》的時間表， 

亦都是審判，皆因，大開殺戒也是講述善惡的回報，恍如將兩條不會相交的線，以及現實，

於一套劇集中，一次過相交了。對於這一點，我認為必定是由我們 design（設計）出來，

實在是一個太聰明的佈局了！」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肺炎繼續變種成為人類威脅應驗篇 

早於一個月前，2022年 3月 21日，鑑於兩年來， 

新冠肺炎一直沒完沒了、肆虐全球，而香港及亞洲多國，也相繼爆發新一波疫情， 

於是，日華牧師與資料員，錄製了新一輯《栽在溪水旁》的分享，進一步分析當前疫症的發展。 

 

即使世界各國都誤以為，當疫苗面世後，新冠肺炎就會逐漸消失， 

同時，各國政府亦開始轉為「與病毒共存」的模式， 

認為防疫措施和隔離規例是多餘，急不及待對外開放門戶及復甦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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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個月前，日華牧師卻按著神給予的智慧，前瞻性警告： 

接下來，Delta和 Omicron等新冠病毒，將會繼續出現新的變種， 

轉變成另一隻新編號的病毒，擁有更強大的傳染力，造成更高的死亡率。 

 

屆時，全世界將會有更多人，因感染 Delta和 Omicron的變種病毒而死， 

完全應驗牧師早前所頒佈，今年神將會展開「大開殺戒」的審判。 

 

以下，是節錄於 2022年 3月 21日錄製， 

並輪候至 2022年 4月 7日公開首播的《栽在溪水旁》分享。 

 

日華牧師： 

但是，在這次事件，進到第二部分（Part）， 

我們理解了香港人的自處，以及這個案（Case）的演變。 

 

值得一提，以香港政府來說，完全如我所說，他們可以做管理者（manager）， 

但不可以做領袖（leader），也不可做先驅（pioneer）。 

 

日常做的工作，叫他們照著模仿去做，是沒有問題。 

但如今這種變動，每一次變種，都有千變萬化的形態， 

他們根本完全不知怎樣做，只能夠期待他們是這樣。 

 

只不過，接著再有，如我所說， 

Delta和 Omicron的變種，才讓我覺得出大事了，這確實是全世界性。 

甚至，我相信這一年還沒完結，全世界性會因為 Delta和 Omicron而死很多人， 

真是大開殺戒的級數，應該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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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來到的時候，這兩年來說，死亡率會瘋狂飆升； 

在應變能力弱的地區，死亡率高至難以想像的級數， 

特別是因為不斷拖延，經濟無法再容忍下，開始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國家，就出大事了。 

 

正正就在日華牧師錄音的同一日，即 2022年 3月 21日， 

世界衞生組織專家證實，在多個國家已發現新變種病毒。 

 

新變種病毒由 Delta AY.4型和 Omicron BA.1型重組而成， 

主體是 Delta病毒株，次蛋白部分，主要由 Omicron病毒株組成。 

 

沒錯！隨著 3月 21日，日華牧師錄音的同時，Delta和 Omicron這兩種指定病毒， 

正正就在這段時間，出現了更多不同組合的變種病毒，成為下一波疫情的新威脅。 

 

目前，新病毒株主要發現於歐洲數個國家，有幾十宗報告病例， 

暫時，世衞（WHO）對其致病性、傳染性及疫苗逃逸能力等，無法作出任何結論。 

 

3月 24日，著名疫苗生產商莫德納（Moderna）首席執行官 Stéphane Bancel警告： 

接下來，約有 20%的可能性，將會出現比當前更危險、更無法控制的新冠變種病毒， 

尤其，對於老年人和免疫系統較差的人群，將會有更大的影響。 

 

3月 25日，即日華牧師錄音的四日後，英國衞生安全局表示，經過分析， 

發現了 3款流行新冠病毒株混合體，分別名為 XF、XE和 XD。 

其中，XD和 XF是由 Delta及 OmicronBA.1混合而成， 

而 XE，則是 Omicron BA.1與 BA.2混合而成。 

 

英國當局宣稱，最早在今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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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Omicron BA.1和 BA.2 混合而成的病毒 XE，目前共錄得 637宗。 

截至 3月 16日，分析發現 XE的傳播力，比 BA.2高 9.8%， 

而且，在英格蘭有社區傳播的跡象。 

 

沒錯！新變種病毒 XE，於英格蘭社區有傳播跡象！ 

至於 XD和 XF，是由 Delta及 Omicron BA.1混合而成， 

XD主要在法國流行，至今全球已有 49宗個案； 

XF則在英國被發現，目前共 38宗個案。 

 

4月 2日，有專家警告，將來仍會有新的變種病毒出現，並在無預警下大幅傳播，成為新的疫情。 

 

芝加哥大學流行病專家科比（Sarah Cobey）表示： 

由原版的新冠病毒 Alpha、Beta、Delta，一直變種至今天的 Omicron， 

儘管 Omicron出現在 Delta之後，但它與過去的病毒不同，它並非從 Delta變種演變而來。 

 

而隨著時間，於數百次感染的過程中，病毒會在進化樹上，與它們的祖先越來越遠。 

不過，它的演變是有跡可尋的，在 Delta之前的變種病毒， 

只有 10至 20種突變，並累積了免疫逃逸能力。 

 

但是，Omicron則有 37個突變，並且，與過去各種病毒變種不同， 

它的出現，令所有科學家都大吃一驚。 

 

科比亦指出，病毒的變種，除了因為突變，也可以是透過「雜交」而成， 

例如：現已證實，有 Omicron與 Delta混合體的病毒感染個案，兩種不同病毒互相交換了基因。 

 

而另一種變異方法，也可能是 Omicron的變種來源，最初，Omicron於南非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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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種假說，是 2020年初，新冠病毒的一個變種， 

由人類傳染給動物，在動物身上變種後，再度感染人類，因而造成爆發。 

因為，人類個體與生活環境，與動物截然不同，病毒的演變，自然亦可能截然不同。 

 

事實上，科學家已發現 Omicron感染動物的例子， 

例如：美國部分城市，一種十分常見的白尾鹿，日常生活裡，亦會看見牠進出居民生活的地方。 

 

科學家擔憂，新冠病毒在鹿群繁殖，並出現變異， 

隨後，可能會在哪一天，再次感染人類，造成新疫情，它就像一個計時炸彈。 

即使病毒在演化過程中，會有一種傾向，但當病毒成為人畜共通病時，情況將會變得不可預測。 

 

隨著上述，錄製於 3月 21日，並於 4月 7日公開首播的《栽在溪水旁》，頒佈的五日後。 

 

4月 12日，《紐約時報》統計顯示，過去兩周，美國每天穩定新增 3萬名確診者， 

BA.2早前已於歐洲和亞洲迅速傳播，近數周，也開始在美國佔主導地位。 

 

目前，美國病例數目呈輕微上升，尤其是 BA.2廣泛流行的東北部，全國更有 72%確診者感染 BA.2。 

 

同日，4月 12日，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 

南韓首次發現感染 Omicron病毒變異株 XL的確診病例，為亞洲首例， 

目前，防疫部門正在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首宗 XL病毒株感染病例，出現於 3月 23日，即日華牧師錄製上述《栽在溪水旁》的兩日後， 

該名患者屬無症狀感染，亦無出境紀錄，目前已接種三針新冠疫苗。 

 

由於現時未有其傳播能力和致重症率等資訊，防疫部門只能加強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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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南韓亦新增超過 21萬宗確診，較前一日增加近 12萬宗，再多 171人逝世。 

防疫部門重新調查，2020年 1月，至今年 3月 19日所有確診病例， 

結果發現，超過 2萬 6千人，是二度感染，當中更有 37人，是三度感染。 

 

Omicron原始株 BA.1和 BA.2重組而成的病毒株， 

由 XA到 XS，約分為 17種變種毒株，南韓出現的 XL毒株，正是其中之一。 

據稱，其傳播力，相比目前於全球主流的 BA.2更強。 

 

不單如此，日本亦出現當地首宗 XE病例，患者為 30多歲女性，屬無症狀感染。 

與此同時，世衞亦宣佈，將 Omicron的 BA.4及 BA.5亞型株，列入監察名單， 

目前，正追蹤全球數十宗個案。 

 

新聞片段：  

疫情繼續延燒，各國開始選擇與病毒共存，但近期卻連環爆出新變種。 

韓國出現新冠重組病毒 XL的第一例確診個案， 

這是今年 2月在英國首次出現 XL後，首度傳入亞洲， 

而日本也發現 XL的姊妹病毒株 Omicron XE。 

 

日本東京成田機場入境檢疫，發現一名 30多歲女性、無症狀， 

曾經到過美國，篩檢結果陽性，進一步確認感染新變種 XE。 

「有人同時感染了 BA.1和 BA.2，結合在一起生成了一個新的（變種）。」 

 

兩年前中國武漢一開始發現的新冠病毒經過基因重組， 

形成變種 Delta和 Omicron，其中 Omicron亞變種 BA.1和 BA.2橫掃全球。 

世衛組織 11號再公佈，由 BA.1演變而來的 BA.4和 BA.5新亞種， 

在各國累計的個案有數十例，被世衛列入監控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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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Omicron BA.1和 BA.2病毒株再混合，形成新變種 XE和 XL，以及另外 4種重組變異體。 

 

目前已知 XE傳染速度比 BA.2快了 12.6%，在全球快速蔓延， 

英國、香港、印度等地區都出現蹤跡。 

而 XL特性，韓國防疫當局表示，可能和其他 Omicron病毒差異不大，將會加強監控分析。 

但變種病毒株沒完沒了，專家最擔憂這件事。 

 

「（如果傳染給動物）基因交換，成為我們沒有經驗的動物病毒，再重新傳播回來，這是我們擔憂的。」 

 

專家憂心新冠病毒突變到最後，若是人畜感染，可能形成更強大病毒。 

這些新變種混合株傳染力、以及引發重病的機率、還有對疫苗的影響， 

目前都不清楚，就怕再一次引發另一波新變種大流行，全球衛生專家提高警覺。 

 

顯而易見，隨著今年 3月 21日，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 

為目前的疫情進行錄音補充，並作出進一步頒佈， 

隨即，全球疫情突然變得更劇烈，世人亦即將迎來新一輪變種病毒的全新威脅！ 

  

影片：歷史量度者 Freemason的秘密（4）之月亮之謎（2） 

上一集「歷史量度者 Freemason 的秘密（3）之月亮之謎（1）」，已為大家初步解開， 

神由「2012信息」開始之初，一直埋藏的「月亮之謎」。 

 

原來，這一個月亮之謎，就如上一集所分享，有如一個時間錦囊， 

是神刻意隱藏於過去，已分享長達 12年的「2012信息」中。 

 

例如︰早在 12年前，於 2010年 1月 3日首播的主日信息， 

「2012榮耀盼望第三篇之拉線（一）」，日華牧師已分享到， 

約書亞世代渡過約但河之後，第一座遇到的城池，就是耶利哥城， 

而耶利哥城的別名，就是月亮之城 City of the Mo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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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早在四年前的 2018年，主日信息藉三段精華短片（VO）， 

「Freemason所有圖畫都是指向錫安教會 Part 1-3」， 

分享了大部分 Freemason的圖畫，其實都繪畫了月亮， 

只是，當時無論是日華牧師，抑或三位資料員，也不知道畫中月亮所代表的意思。 

 

又例如︰在首兩集「歷史的量度者 Freemason的秘密」中，亦分享到， 

無論是古埃及的金字塔、英國石柱群、432Hz調音格式， 

甚或，幾乎近代所有最普及的影音格式，如超高清 2160p格式， 

不單隱藏了太陽和光速等數值，更隱藏了月亮直徑 2,160英里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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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上集精華短片所分享，原來，月亮之謎是一個時間錦囊， 

只有到達神所指定的日期，才能打開，而藉著上星期的主日信息，我們已知道， 

打開「月亮之謎」這時間錦囊的日期，正是上星期主日 2022年 4月 10日。 

 

而 4月 10日，就是每年非閏年的第 100日， 

同時，舊約希伯來文 Strong No. 100，就是蘆葦， 

完全對應過去兩個月，日華牧師所分享的「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信息。 

 

現在，「月亮之謎」的謎底，終於揭曉了， 

我們終於明白，為何過去總是於 Freemason的眾多圖畫中，看見月亮的存在。 

因為，這是神給予我們，這群末後日子的約書亞世代，下一步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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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於 2021年 1月， 

日華牧師藉著分享「西奈半島星圖」信息，證明我們已進到屬靈的曠野。 

 

一年後，於 2022年 1月，神又藉「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信息， 

證明我們已勝過曠野的考驗，來到了約但河邊， 

看見絕不可能於曠野出現，只能於河邊生長的蘆葦。 

 

當日華牧師分享完「蘆葦」信息，我們又如同約書亞世代般，來到月亮之城耶利哥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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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如果按照《約書亞記》的記載，約書亞世代從耶利哥城開始，將會成為一支無敵的軍隊， 

橫掃整個迦南地，完全殲滅當中 33個王和 33座城池。 

 

所以，上星期主日，即今年 2022年 4月 10日，就是我們錫安教會， 

一同渡過約但河，並開始在月亮之城，耶利哥門前安營的日子。 

 

神亦藉著共同信息，印證「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並「月亮之謎」信息， 

例如，上星期分享「月亮之謎」信息的兩星期前， 

瑞士著名傳統鐘錶品牌奧米加 Omega，聯乘瑞士另一個著名手錶品牌 Swatch， 

推出「MoonSwatch」系列的生物陶瓷手錶，成為月亮之謎的共同信息。 

 

又例如，該信息分享前的一星期，即 2022年 3月 30日，迪士尼影音串流平台 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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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了Marvel一齣以月亮為主題的劇集，《月光騎士》“Moon Knight”。 

 

而《月光騎士》第一集，一開始已出現數個不可能是巧合的場景、對白和圖案， 

如大金字塔，死後世界的雅盧平原，甚至，奸角手臂上的天平紋身等， 

全部皆與日華牧師正在分享的信息，「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有關， 

甚至，部分更直接是信息的主題內容，成為一個個驚人的共同信息。 

 

而今集「歷史量度者 Freemason的秘密（4）之月亮之謎（2）」，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有關月亮之謎的共同信息。 

 

在正式開始分享，今集最震撼的重點內容之前， 

先為大家補充一些，上集未有分享，但極為有趣，且令人不得不降服的共同信息， 

不單讓我們得知，這一切皆是神為我們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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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為要讓我們知道，現時，我們錫安教會所身處的時空， 

就如約書亞世代渡過約但河後，正在預備攻打耶利哥城一樣。 

 

第一個共同信息補充︰ 

上一集提到，約書亞世代在進攻耶利哥之前， 

民中所有兵丁，要用六日時間，每日環繞耶利哥城一次， 

而六次的環繞，就等如六個圓形，一個圓形是 360度， 

六個圓形就是 2,160度，正好等同天上月亮的直徑數值 2,160英里。 

 

而耶利哥城，別名就是月亮之城，所以，神是以代表月亮的數值，來審判月亮之城耶利哥， 

證明耶利哥被約書亞世代殲滅，並非一場由人類所發起的普通戰爭，而是完全出於神的作為。 

 

因為，當時代的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天上月亮的直徑。 

他們更不可能知道的是，在他們死後相隔過千年以上，才制定的標準， 

例如至少二千多年後，才真正確立的英里， 

及至少一千年後，約於主前 350至 400年， 

才由古希臘所設定，數學上的角度，即一個圓形是 360度的定準。 

 

然而，上一集並沒有正式分享，約書亞世代不單用六日時間，每日環繞耶利哥城一次， 

其實，於第七日，他們環繞了耶利哥城七次， 

然後所有兵丁一同大聲呼喊，接著耶利哥的城牆就倒塌了。 

 

約書亞記 6章 12至 16節： 

「約書亞清早起來，祭司又抬起耶和華的約櫃。 

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時常行走吹角； 

帶兵器的在他們前面走，後隊隨著耶和華的約櫃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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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眾人把城繞了一次，就回營裡去。六日都是這樣行。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繞城七次； 

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 

 

可是，為何神要約書亞世代，於第七日環繞耶利哥城七次， 

而不是如過往六日，一日只環繞一次呢？ 

 

因為，當中隱藏了另一個數值，證明這事件裡，真正預表的末後錫安教會， 

於人類歷史中，已到達《聖經》所預言的那一個時空。 

 

其實，第七日環繞七次，就如環繞了七個圓形，360度 x 7，等如 2,520度。 

 

而數值 2,520，豈不是《但以理書》所記載，神藉祂的指頭， 

在巴比倫城牆上寫字，以此宣佈祂對巴比倫王和巴比倫城的審判嗎？ 

結果，巴比倫城就在即晚被波斯、瑪代攻陷。 

 

而神指頭所寫的字句，其實是重量單位，單位總數值為 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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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 2520，不單代表巴比倫被審判的數值， 

並且，按《但以理書》所記載，由但以理的時代開始，世界還有 70個七年就會結束， 

而主耶穌第一次降生時，其實，世界已過了 69個七年。 

 

只因猶太人的不信，所以，《但以理書》所說的最後一個七年，要相隔約二千年後才應驗。 

 

但按以色列的曆法計算，一年是 360日，七年就是 2,520日。 

所以，如果我們就是神所命定的約書亞世代， 

同時，神亦用數值 2160去印證我們，已經到了這一個屬靈的月亮之城耶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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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當數值 2160出現後，又再出現數值 2520的數值， 

是否代表神在提示我們，我們已進到《但以理書》所預言，最後一個七年的時刻呢？ 

 

同時，這是否也等同，現代巴比倫，即自由神像所代表的美國， 

她被審判的時間，已經近在我們和世人的眼前呢？ 

因為，從拉線數值讓我們得知，代表美國精神的自由神像， 

與聖殿根基石的拉線距離，是 2520＋252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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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實約書亞世代環繞耶利哥城， 

不單隱藏了指向耶利哥的月亮數值 2160，亦隱藏了數值 2520， 

指向我們現今這時刻，正正已踏進了《但以理書》所預言，世界最後一個七年的時空。 

 

第二個共同信息補充︰ 

就如上集提到，4月 10日，是除閏年以外，一年的第 100日。 

 

而舊約《聖經》中，希伯來文 Strong No. 100所代表的詞彙，就是蘆葦， 

完全印證了日華牧師，於過去兩個月所分享的信息「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 

 

並且，上星期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藉著解開一個驚人的秘密 —— 月亮之謎， 

進一步證明，這套信息是指向一個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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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上篇主日信息首播前約兩星期，即 3月 29日，共同信息數值， 

923鏡面倒置的日期當天、既是 Disney+首播《月光騎士》的前一天， 

也是上述提及「MoonSwatch」推出後的三日， 

世上最多人使用的互聯網瀏覽器 Google Chrome，竟然一日也不偏差地， 

推出了極具紀念性的 Chrome 100 正式版（Google Chrome Version 100）。  

 

事件完全印證，我們以 4月 10日，即除閏年以外， 

一年的第 100日，對比舊約原文 Strong No. 100所代表的蘆葦， 

絕非穿鑿附會，亦絕非人為製造、一些自我應驗的預言。 

 

因為，大家試想想，Chrome是現今世上最多用家使用的瀏覽器， 

於全球桌面瀏覽器中，佔有率為 63.06%。 

 

事實上，Chrome推出已超過 13年，過去，Google公司一直非常積極和頻繁地， 

不斷為 Chrome加入新功能，及推出修正後的新版本，才會出現這一幕，於軟件界極為罕見的現象， 

於短短十多年間，更新至第 100版，版本之多令人驚訝。 

 

與此同時，這款聞名於世、最普及的瀏覽器， 

竟正值日華牧師分享「月亮之謎」信息時，出現極具紀念價值的第 100版； 

而這一天，亦正正是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日期，3月 29日。 

並且，此事發生後不足 24小時，Disney+就正式首播《月光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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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神藉這次「Chrome 100 事件」，成為一個一日不偏差的共同信息， 

完全印證日華牧師所分享，有關數值 100的驚人定論， 

證明這數字，的確是指向蘆葦，及月亮之謎的啟示。 

 

不僅如此，原來 Chrome早於 13年前，發佈第一個公開測試版 Version 0.2.149的日期， 

其實已埋下指向日華牧師的共同信息。 

 

這共同信息是甚麼呢？根據維基百科，對於 Chrome版本歷史的記載， 

於 2008年 9月 1日，Google官方 Blogger 撰文宣佈， 

翌日，將會於超過 100個國家，同時發佈 Chrome的測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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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9月 1日，豈不正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嗎？ 

所以，其實不單 Chrome的第 100版，隱藏了數值 100所代表，4月 10日及蘆葦的啟示。 

 

並且，Chrome首次公開初版發佈的日期，正正就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9月 1日。 

可見，Chrome的出現和歷史，是完全被神掌控。 

 

甚至，事件更成了一個多重印證，證明日華牧師上星期， 

於 2022年 4月 10日所分享的「月亮之謎」信息，完全是來自神一日不偏差的啟示。 

 

第三個共同信息補充︰ 

同樣是指向上星期，主日信息首播的 2022年 4月 10日， 

這日子對錫安教會而言，絕對是意義非凡的一日。 

 

到底，4月 10日這一天，還隱藏了甚麼令人震驚的共同信息呢？ 

首先，對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若果要你在一年之中， 

選出你認為最應該大肆慶祝，及最值得我們記念的生日日期。 

 

毫無疑問，絕大部分人的選擇，必定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9月 1日， 

因為，對錫安教會肢體而言，根本不作他想，這一天絕對是當之無愧，是最值得慶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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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你計算一年裡，4月 10日至 9月 1日之間，兩者相隔的日數， 

結果，必定會令你相當驚訝！因為，答案是 144日！ 

正正就是指向《啟示錄‧14章》所預言，在 1,260日的大災難中，所出現的 144,000位童女， 

去除後面 3個零，其數值就是 144，驚人嗎？ 

 

可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上一集精華短片中，已經為大家分享了， 

每年的 4月 10日，除閏年以外，就是第 100日。 

如果將 100日化為分鐘，即 100 x 24 x 60，總共是 144,00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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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 144,000分鐘，再轉化為秒數的話，即是 144,000 x 60， 

答案，就是上一集已提及，指向太陽直徑的數值 8,640,000秒， 

而數值 60所代表的，正是日華牧師現今的歲數。 

 

原來，早於數千年前，神設定時間的計算方法時，已藉著時間的 60進制，埋下一個時間錦囊， 

指向日華牧師 60歲時，會進到神所預備的迦南美地。 

 

第四個共同信息補充︰ 

承接上一點所提及，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會選日華牧師的生日，成為最值得記念的生日日期。 

反之，若果要大家選出一年之中，最值得我們記念的離世日期， 

相信，答案同樣只得一個，就是邵傳威牧師，即威爸離世的日期，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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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計算一年的第 100日，即 4月 10日，與威爸離世日期 12月 5日之間， 

兩者相隔的日數，竟然就是代表信仰巔峰的共同信息數值，239日，驚人嗎？！ 

 

由此可見，無論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抑或威爸的離世日期，都跟 4月 10日， 

這個對錫安教會而言，極具記念性的日子，有著非常奇妙的關係。 

 

以上為大家分享的四個共同信息補充，相信，各位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已更加肯定，今年 2022年 4月 10日，必定是神所命定， 

於錫安教會的歷史中，一個極重要的日子和里程碑。 

 

就如約書亞世代，他們渡過約但河的時候，約櫃與他們相距二千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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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3章 1至 4節： 

「約書亞清早起來，和以色列眾人都離開什亭，來到約但河，就住在那裡，等候過河。 

過了三天，官長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 —— 你們神的約櫃， 

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 

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可是，為何神吩咐約書亞，他們過河的時候，要與約櫃相隔二千肘呢？ 

原來，這是預言末後真正約書亞世代出現的時間。 

 

因為，約櫃代表二千年前降生，釘上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 

在主耶穌之後的二千年，才是末後真正約書亞世代過河的時間。 

 

所以，既然神在上星期 2022年 4月 10日， 

開始藉「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和「月亮之謎」的共同信息，印證我們就是約書亞世代， 

這就證明，《約書亞記》所說的預言，現在已應驗在我們身上。 

 

上集精華短片分享到，約書亞世代過了約但河，到達耶利哥城外安營時，剛好是逾越節， 

而根據《約書亞記》的記載，約書亞看見耶和華軍隊元帥的時間， 

正是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節的時間。 

 

約書亞記 5章 10至 15節：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 

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吃無酵餅和烘的穀。 

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嗎哪了。 

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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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正如上星期，2022年 4月 10日的主日分享到， 

今年的 4月 10日，對錫安教會而言，絕對是一個史無前例，讓我們萬分戰兢的日子， 

因為就在這一日，神為我們正式揭開，進軍屬靈迦南美地的序幕。 

 

過去，原來神一直為我們，鋪排了不少有關 4月 10日的奇妙巧合， 

例如︰1992年舉行「十日聚會」的日子；2005年第一次「說的聚會」的日子； 

以及，2006年聖殿開放日的首天。 

 

並且，4月 10日亦隱藏了信仰巔峰，923的共同信息，因為，一年的第 266日，是 9月 23日， 

但是，當你反過來由年尾開始倒數 266日，竟然就是 4月 10日，成為一個鏡面倒置， 

兩者皆隱藏著，代表小孩子誕生的數值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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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4月 10日對錫安教會而言，絕不簡單， 

因我們深知，神對錫安的帶領，向來是一日也不偏差。 

 

適逢上星期主日，即 2022年 4月 10日，是錫安教會唯一一次「十日聚會」的 30周年紀念日。 

當天，神就為我們打開了「月亮之謎」的時間錦囊， 

讓我們知道，我們正在神帶領的那一刻、那一個時空。 

 

沒錯，我們已如同日華牧師一年前的預言， 

到了現今這一個時刻，即 2022年 4月的逾越節， 

我們已離開神試煉我們的屬靈曠野，渡過了約但河， 

並且正在耶利哥城外安營，預備為神大開殺戒。 

 

不過，原來上星期的主日信息中，神早已為我們鋪排了另一個極為驚人的共同信息！ 

這一個共同信息是甚麼呢？ 

 

對於錫安教會的主日聚會來說，除了主日信息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分享信息前的敬拜讚美時段。 

同時，若果神要在當日的詩歌裡，埋藏一個一日也不偏差的共同信息， 

首選，理所當然就是當日首播和頌唱的新歌。 

 

而上星期的主日新歌，就是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 

這首詩歌的歌詞，是講說甚麼故事呢？當中，又隱藏了甚麼共同信息呢？ 

 

原來，故事與上星期主日分享的「月亮之謎」， 

及約書亞世代在耶利哥城外守逾越節一事，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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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弟兄姊妹都非常深刻，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 

是講述馬利亞在逾越節前六日，在伯大尼用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膏抹主耶穌。 

沒錯，再次與逾越節有關。 

 

約翰福音 12章 1至 3節： 

「逾越節前六日，耶穌來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穌坐席的人中。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又用自己頭髮去擦，屋裡就滿了膏的香氣。」 

 

上集已分享到，今年 2022年的逾越節，正是 4月 15日傍晚 6時開始，即剛過去的星期五晚。 

 

如果，剛過去的星期五傍晚 6時開始，至昨天星期六傍晚 6時為止，就是逾越節的第一日， 

那麼，上星期主日上午 11時，正當大家一同觀看，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的詩歌MV首播時， 

於現實裡，豈不正是今年以色列逾越節的前六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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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信息也曾分享過，以色列人對於一日的計算法， 

有別於現今，一般以午夜零時為一天的結束和開始， 

以色列卻是由一日的傍晚 6時為界線，定為第二日的開始。 

 

所以，上星期主日，即 2022年 4月 10日，上午 11時首播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 

這時間，剛好是距離今年逾越節前六日的第一日。 

 

即 2022年 4月 15日傍晚 6時，至 4月 16日傍晚 6時， 

兩者之間的距離，以日數計算，就是逾越節六日前。 

 

原來，在完全沒有人為刻意的安排下， 

錫安教會的音樂部同工，完全是一日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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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就在當年馬利亞在伯大尼，用一斤極貴的真哪噠香膏， 

膏抹主耶穌的以色列年曆同月同日，即逾越節前六日， 

首播這一首，以記念馬利亞善行為主題的詩歌。 

 

現在，讓我們一同觀看，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MV的片段： 

 

當大家觀看，剛剛的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MV 的片段時， 

有否留意到，歌曲的內容，不單講述她在逾越節前六日， 

亦即主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的前一天，為主耶穌膏抹的事件。 

並且，詩歌第一句歌詞，以及MV開首的畫面，主題正正就是月亮呢？ 

 

現在，讓我們一同再觀看，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MV開首的片段。 

 

雖然，錫安教會音樂部創作這首歌的時候，因內容是記念馬利亞，以真哪噠香膏膏抹主耶穌， 

但是，音樂部同工事前並不知道，當日正正就是現實中逾越節的前六日， 

亦不知道上一集精華短片，會提及約書亞世代在耶利哥城前的平原，守逾越節的事蹟。 

 

所以，上星期首播的主日新歌《馬利亞》，絕對是神一日不偏差的帶領和印證， 

證明我們整間錫安教會，正正活在神所預定的時空中。 

 

這時空，就是我們正在耶利哥城的門前，亦如同約書亞世代渡過約但河後的第一個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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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神不單用《約書亞記》，去印證我們正處身這一個時空， 

同一時間，神亦用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的首播，成為一個雙重印證， 

證明我們在現實中，已經進入了逾越節。 

並且，在神眼中，我們正正就如約書亞世代一樣，正在守逾越節， 

並等候攻進屬靈的耶利哥城，讓所有異教在神面前被完全殲滅，讓真道同歸於一。 

 

不過，共同信息印證尚未完結， 

除了上述提及，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的內容講述逾越節前六日， 

加上，圖畫和歌詞中出現月亮之外，還有第三個印證。這印證是甚麼呢？ 

 

若果大家有留意日曆，你們就會知道，今日正是每年的復活節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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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復活節是記念甚麼的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按天主教的傳統， 

復活節是記念主耶穌於逾越節當天，被釘十字架後的三日，從死裡復活的日子。 

 

非常有趣地，亦非常罕有地，剛過去的星期五傍晚，不單是以色列逾越節第一日的開始， 

同時，亦是天主教傳統上，主耶穌釘十字架的「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 

 

因為，按歷史學家的計算，主耶穌大約於逾越節前的下午 3時被釘死， 

而當日傍晚 6時，就是當年逾越節的開始。 

 

約翰福音 19章 14至 16節：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 

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 

祭司長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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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耶穌受難日與逾越節首日，是以兩種不同曆法來計算的， 

因此，兩個日子，極少會重疊於同一日，按計算，機率只有約 12.8%。 

 

但是，這件事卻正正就在今年 2022年發生了， 

這一點，對我們錫安教會而言，又代表甚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其實，神是藉這兩個日子的重疊， 

再加上，上星期主日，首播錫安新歌 1751《馬利亞》的 4月 10日， 

剛好是逾越節前六日，去傳達一個信息給我們。 

 

這信息是甚麼呢？留心聽著，神想向我們傳遞三個信息： 

 

一，我們錫安教會，是神眼中，末後日子真正的約書亞世代。 

現今，我們正過著逾越節，等候進攻屬靈的耶利哥城， 

與此同時，我們亦會遇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得著戰無不勝的能力。 

 

二，我們錫安教會，亦是神眼中的末後馬利亞，是已將人生最貴重的一切， 

全然奉獻給主耶穌的新婦，是主耶穌最佳的門徒。 

 

三，今天是復活節，是天主教傳統所設立，用作紀念主耶穌復活的日子， 

而按「四福音」記載，主耶穌復活後，第一個看見的人，就是抹大拉馬利亞。 

 

約翰福音 20章 11至 18節：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 

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 

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20220417   www.ziondaily.com 
 

 
 33 

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是耶穌。 

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 

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亞。』 

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裡去，告訴他們說， 

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 

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 

 

所以，最後一個信息所帶出的是， 

我們錫安教會，亦將會如同抹大拉馬利亞一樣，成為世上第一群見證， 

見證神於末後日子，彰顯死人復活奇蹟的群體。 

 

並且，抹大拉馬利亞，是在七日的逾越節期間，看見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這豈不正好對應，約書亞亦是在七日的逾越節期間，看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嗎？ 

 

其實，早於三年前， 

日華牧師已於 2019年 1月 20日首播的「2012榮耀盼望之天國道（32）答問篇（24）」中， 

為大家分享了一點。 

 

神容許天主教，將本來屬巴比倫異教的節日，改變成基督教節日的聖誕節和復活節， 

並且成為全世界一同慶祝的最大節日，其實並非一種偶然。 

 

因為，聖誕節其實是用來指向末後日子，《啟示錄‧12章》所預言，一出生就被提的男孩子。 

而復活節，就是指向末後日子中，得著死人復活能力，因而誕生大復興的新婦。 

藉過去所分享的眾多共同信息，讓我們得知，錫安教會， 

就是這兩個大節日所指向，唯一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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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篇「歷史量度者 Freemason的秘密（4）之月亮之謎（2）」的分享，已到此為止， 

但當中奇妙的共同信息，尚未結束， 

其實，這兩集精華短片，我們只分享了今次所發現的一些共同信息碎件。 

 

當我們一一組合後，竟發現背後，原來還隱藏了一幅極為驚人的「大圖片」， 

是神給予我們錫安教會每一位弟兄姊妹，讓我們為到即將來臨的被提， 

作出充足預備，為自己妝飾整齊。 

 

而下一集「歷史量度者 Freemason的秘密之月亮之謎」結局篇， 

我們將會為大家，打開這一個驚天動地的秘密！敬請各位拭目以待！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了一個嶄新的啟示，「月亮之謎」信息。 

  

問題：「日華牧師，去年你曾分享關於西奈半島星圖的發現，提到本來神預計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只需一年時間就能進入迦南美地，可是，以色列人是一個失敗的個案， 

  而我們卻會是成功的個案。現在已是一年後，那麼，我們再下一步，將會如何發展呢？」 

  

答︰ 

上一次，我們發現了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西奈半島星圖，及中國的秦皇星圖， 

發現兩者也是專屬日華牧師 60歲的生日。 

 

當時發現，神所期待的，是我們如以色列人般，用一年時間，走完西奈半島星圖。 

 

並且，假如我們成功以一年時間走完的話， 

下一年，我們亦將會遇上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帶領我們攻入迦南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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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奈半島星圖所講述的，就是我們於一年內完成這路程， 

再經約但河進入迦南美地，開始大開殺戒。 

  

到了今年，明顯地，大開殺戒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以色列人過約但河後的歷程，成為今年的核心。 

 

當中，包括他們過約但河時，神將河水斷流，讓他們能在乾地上走過對岸， 

並且，從河底拾一些石頭，由 12支派建了一個紀念碑。 

 

之後，更是遇見了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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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於去年，這一個西奈半島星圖的推論， 

加上，建立聚居點、蘆葦及雅盧的推論，是龐大得令人難以置信。 

  

然而，神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無可推諉的共同信息印證，去證實這個推論的真確性。 

  

原因，當以色列人過約但河後，他們第一個面對的，就是耶利哥城。 

並且，他們滅城的時候，頭六日，每日繞圈一次，這裡，已經隱藏了月亮的數值， 

 

而耶利哥城，根本就是月亮之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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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予我們的印證，是最近Marvel推出了一齣劇集，名為《月光騎士》。 

故事開始的第一集，就已經講述雅盧，以及人死後，於天秤上稱重，判斷這人能否進入雅盧。 

 

神藉一個共同信息，就已經將耶利哥和雅盧連結起來， 

明顯，我們真的完成了西奈半島星圖的歷程，到達了約但河及看見蘆葦， 

並且，來到了耶利哥。 

 

而月光之城，更連繫到近數星期提及的不同數值，216、864、2160、1080等等。 

因此，我們很快就會遇上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並且，於耶利哥開始大開殺戒，並於今年踏入迦南美地。 

  

所以，神用這套劇集，成為下一年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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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印證 Simon 蘆葦量度聖殿的推論，是準確無誤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們將會建立這個雅盧， 

就是為所有被蘆葦量度後、合資格的人，預備他們的聚居點。 

 

並且，當這個世界，進到約但河的界線時，他們將會進入「死的浸禮」， 

於這段時間，無論是神的家或是外邦世界，所發生的死亡，其密集程度，將會是難以想像。 

對外邦全迦南三十多位王來說，約書亞的到來，將會成為了他們的死期。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月亮之謎」信息。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信息 Vol.636：雙魚星謎（26）量度聖殿的杖 —— 蘆葦（9）月亮之謎（2） 

 

問題一：「日華牧師，這個《月光騎士》印證真是非常厲害， 

因為，其實於去年整年的信息裡，有兩個重要的題目。 

一個是西奈半島星圖，有關小獅子下一代，我們用一年時間到達約旦河； 

另一個題目，就是我們現時差不多完結的， 

有關蘆葦加聚居點，以及於不同地點，讓人們擁有另一個信仰。 

其實，於分享的時候，都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們運用信心去相信。 

因為，尤其是到達不同地方，於主耶穌之前，去教導當時代的人， 

分辨甚麼是善、甚麼是惡，這些都是比較嶄新的概念。 

 

但是，這齣劇集《月光騎士》，卻剛好將兩樣東西一次過拼合， 

因為，如果那齣劇集是講述雅盧、天平和善惡的話， 

若然主角並非稱為月光騎士，而是另一個人的名稱，便不能將耶利哥， 

我們下一個 timestamp（時間表），即下一個時間表放置其中。 

正因主角名叫月光騎士，能對應我們的西奈半島信息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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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套信息完結後，且過了一年，下一個小獅子將要過河的地方。 

 

還要一次過印證三件事情，其實，這一個主題是關於審判， 

過了約旦河之後，進入迦南美地，就是審判。 

而雅盧這個故事，其實亦是關於審判，是一個平衡，預表天平上的善惡。 

其實，到了我們現時這個時間表，一個《啟示錄》的時間表，亦都是審判， 

皆因，大開殺戒也是講述善惡的回報，恍如將兩條不會相交的線， 

以及現實，於一套劇集中，一次過相交了。 

對於這一點，我認為必定是由我們 design（設計）出來，實在是一個太聰明的佈局了！」 

 

日華牧師： 

是的！你提到這一點，其中一樣， 

對於弟兄姊妹而言，亦對於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推論。 

 

《聖經》裡的真理是甚麼意思？善與惡，尚可以模棱兩可。 

 然而，當講及蘆葦與我之間的關係，真是很不同！ 

第一，這屬於很驚人， 

第二，不論你是對或錯，也很可怕。 

你錯，固然很可怕；你對，卻是更可怕，至少對於全世界現有的宗教界而言，也是如此。 

  

所以，當時我也提及一件事，若然我們這方法是對的話，神一定會給予我們印證， 

這是早在幾個月前，剛開始預備分享蘆葦這概念時，我已這樣講述。 

  

可是，我們怎麼也沒料到， 

因為，並非輕易就有一齣又一齣電影，如《Back to the Future》（回到未來）、《Marvel》、 

《Avengers: Endgame》（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等，去印證我們。 

  

然而，真的想像不到，一個最大膽的假設、一個最恐怖的推論， 

不論對與錯，都是非常恐怖的結論，神正是在這一點上給予印證， 

這樣真的沒有爭拗的餘地，正是意味著，神的確是如此看事和安排。 

 

所以，正如你提到，這件事的對比很有趣。 

因為你提到天平，其實我們所說的其中一個拉線，就是巴比倫城牆， 

當中，我們提及的正是 2520，就是「彌尼，彌尼，提客勒，烏法珥新」的字句。 

 

即有手在牆上寫出的，就是這些字，那些字全都屬於重量單位， 

就是 2520，將它們放在神的天平下，稱出他們的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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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同樣地，你亦會看見，現時我們所見的這齣電影，真的是講述天平， 

但相對上，這個天平還一定要在雅盧底下，才會有意義。 

 

皆因，經過被天平稱出義與不義，由此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進入， 

這個完全由蘆葦鋪排、建設及爭取回來的一個聚居點。 

 

而事實上，你試想想，若是這樣的話，反過來我們再想，如果由這個蘆葦賺取這個資格， 

可以於時空穿梭中、人類歷史中，不斷建立不同聚居點，規劃不同聚居點。 

那麼，有甚麼比用尼羅河三角州去規劃，讓你能看見更好呢？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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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確看見，這個代表獵戶座星雲的埃及，以及尼羅河三角州， 

在人造衛星上也能看見，它們是按照獵戶座星雲規劃而成的。 

  

換言之，這些居住地點，包括每一塊田地、每一條道路、每一塊草地或建築物， 

過去是完全受控，被規劃而成， 

更何況區區一個聚居點，又怎會不受控？這便是最好的證據。 

 

若我們回看整件事，很多以前不合理的地方，或是覺得很奇妙、很奇異的地方， 

其實這根本是一番心意，以及一段說話。 

 

影片：電影《月光騎士》印證進入迦南的三個元素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神用電影《月光騎士》，去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信息印證， 

當中的內容，更讓我們明白到，這一定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精心的安排。 

因為，這套劇集，不單印證「2012信息」的其中一點，更是一個實證， 

指向上年「2012信息」裡，最重要的三個推論，也是完全正確。 

  

一、我們需要一年時間，完成西奈半島星圖旅程，進入迦南美地，甚至乎，已經到達耶利哥； 

二、蘆葦是聖殿量度的標準； 

三、建立聚居點。 

  

以下，是日華牧師於 2022年 4月 11日的分享。 

 

 日華牧師：  

其實，這個用了三樣東西，去印證我們現時所說，進入迦南的時間表。 

因為我們要進入迦南裡面，謹記，是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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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迦南的時候，我們提到三樣東西： 

第一，蘆葦； 

第二，耶利哥； 

第三，根本迦南是要他們親自攻取的聚居點。 

 

整個迦南，是神給予以色列人的。 

其實，河的那邊才是神給予他們的，只不過，有兩個墮落了的支派，使用河的另一邊。 

  

所以，這三樣東西，確是他們攻入迦南時相關的， 

就是聚居點、耶利哥，及他們過河時所遇到的蘆葦。 

 

但這齣劇集神奇在於，其內容集齊以上全部，如雅盧。 

第二，繼雅盧之後，還夾雜了月光騎士，即對應了耶利哥，且在另一方面，更是連繫上埃及。 

埃及就是尼羅河三角洲，這根本就是聚居點！ 

 

這本身，如我所言，是一個被規劃的聚居點，即，於歷史上讓我們知道， 

整個規劃讓我們知曉，有一群聚居於裡面的人，其實掌控了整個埃及的所有批地及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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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種的規劃，其實我們於早年，已感到很神奇，發覺香港已經有這種現象， 

只不過，不僅是埃及，原來，香港及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這現象！ 

 

這便證明了，其實，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一群隱藏的人， 

在規劃每一處，我們所述，帶有共同信息的地方，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以前提及的拉線，還可理解為，是神在祂的全能旨意底下，控制拉線到該位置， 

那道如此遙遠的城牆，並且於其上有手指在寫字，就是這樣！若是拉線，我們會這樣理解！ 

  

可是，當論及聚居點，便發覺該理解有問題！何解呢？因為，定必要有人在該處居住。 

如建立耶路撒冷的牛腿形狀城牆，那兒必定要有人居住的。 



20220417   www.ziondaily.com 
 

 
 44 

 

並非神因某事件發生於某處，然後，預計出其年份那般簡單，那是超越了拉線。 

聚居點，確是有一群人居於其中，並規劃當地政府所作的所有事情，這樣才成。 

 

所以，今次這套劇集，印證耶利哥與月光之間的關係， 

完全將我們去年整年的推論，以及整年的結論，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讓我們知道，神是明顯且刻意地做的，這些絕不可能是人為， 

若說是偶然的話，更是不可能，絕對是完全不可能。 

  

很明顯，這是神的一個鼓勵，讓我們知道，我們已經踏入所見的這些題目中， 

而裡面還要是，一開始於今年年初，已經與我們所講的「被提」有關， 

就是俄羅斯這場戰爭，完全是按照我們當年分享的「天國比喻」信息中， 

最主要提到，關於被提的最大訊號，就是俄羅斯開戰，這就是最大的訊號。 

這意味著，被提已近在門口，至少我們這一代絕對會見證被提， 

 

影片：重溫「天國比喻」教會被提與第三次世界大戰 

早於 35年前，即 1987年 12月，日華牧師已於「天國比喻」信息中， 

詳盡分享，關於教會被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聖經》預言。 

 

事實上，當年分享這幾篇信息時，前蘇聯尚未解體， 

而《以西結書‧38章》所記載的「歌革」，就是指前蘇聯，或現時的俄羅斯。 

當時，蘇聯與歐美列國，處於冷戰及兩極格局， 

醞釀著隨時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並預料將會是一場毀滅性的核子戰爭。 

 

故此，早於 35年前，日華牧師已按照《以西結書‧38章》，及《啟示錄》的預言， 

前瞻性預告歌革，即前蘇聯，或現時的俄羅斯，將會在教會快要被提之前，策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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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歌革更會直接揮軍攻打以色列。 

 

然而，這幾篇「天國比喻」信息分享後，相隔 4年， 

於 1991年 12月 25日，發生了「蘇聯解體」事件，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 

包括︰烏克蘭、愛沙尼亞、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等國家，全部恢復了主權國家地位。 

 

因此，當時「蘇聯解體」，代表一場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正式畫上了句號，亦解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危機。 

 

1991年，前蘇聯解體後，正式改名為俄羅斯。 

當時，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採取親西方政策， 

一改過往與歐美對立的局面，積極地與美國及德國建立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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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過往 30年間，世人一直誤以為， 

「天國比喻」信息所分享，歌革策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言，並不會應驗。 

 

但正當日華牧師分享「雙魚星謎」信息，預告錫安教會將要被提，及時空穿梭後， 

踏入今年 2月 24日，在全世界毫不設防下，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全國電視演說， 

宣佈以去軍事化及去納粹化為由，正式向烏克蘭宣戰，並揚言會採取特別軍事行動。 

 

結果，數分鐘後，俄羅斯就發射飛彈空襲烏克蘭， 

攻擊範圍，包括首都基輔、多座城市及防衛設施， 

不久後，俄軍地面部隊亦從多個方向，大規模入侵烏克蘭，全面爆發「烏俄戰爭」。 

 

剎那間，全世界都擔憂，一旦北約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恐怕會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一般基督徒都認為，這場烏俄戰爭，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可見，當前世界局勢，正應驗了 35年前， 

日華牧師於「天國比喻」信息中，分享關於《以西結書‧38章》的預言。  

 

以下，是節錄 35年前，1987年 12月 13日，日華牧師分享「天國比喻第 33篇」的信息內容。 

 

日華牧師： 

現時，全世界啟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按鈕，其實並不在蘇聯和美國手上， 

而是只差一件事尚未發生，一旦這事發生，全世界必定會混亂，政治也無法再把持下去。 

 

我與大家分享預言之前，我想先讓大家知道，我們會從四個角度帶出。 

 

第一、從世界事件的角度，讓你知道，現時於這世上所發生的預言和事件， 

讓你知道我們正處身這時代裡； 

第二、我們會從宗教發展的角度看； 

第三、從不同國家所遇到的事，如中國、英國、美國及蘇聯； 

第四、我們從自然環境的改變，去讓大家知道。 

 

可是，在這些事件發生前，按下按鈕的是甚麼事呢？ 

我們看一段《聖經》，《哥林多前書‧15章》，正是我們的被提。 

 

你是否知道，現時全世界多少領導人是基督徒呢？ 

好，我們看《哥林多前書‧15章 50節》，教會被提， 

於整件事件裡，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教會被提， 

而整件事件，即世界末日，才會正式發生， 

我告訴你，被提對於許多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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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那七年裡，並非一件好玩的事，你知道嗎？ 

你所看見的、經歷的，並非好玩的， 

你在天上收看還可以，若你在下面親身經歷的話，卻是另一回事了。 

兩者相差很遠。 

 

哥林多前書 15章 50節：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的國⋯⋯」 

 

你是否知道，現時你身體的構造，是無法承受神的祝福？ 

你是否知道，若以你現時的身體， 

按著人類現時擁有的身體，在每一個機能裡，也是有限的？ 

甚至，人類藉著現時的身體，是不能面見神的。這人會死亡的，你知道嗎？ 

 

將來，神的世界裡所擁有的眾多事物，我們根本無法承受， 

祂的光、祂的美麗、祂的喜樂，甚至，祂的愛的程度，我們也無法承受。 

 

這是現時神將要為我們預備的， 

所以，根本我們這一種血肉之體，是不能承受神國裡所擁有的東西。 

 

哥林多前書 15章 51節：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意思是，於世界末後時，我們全部也會被提，去到神的面前， 

在這之前，我們會改變，擁有一個新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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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霎時」，這一點我也曾分享，原文是「分子」一詞，指不可分割的極短時間裡。 

 

哥林多前書 15章 52節： 

「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這必朽壞的總要變成不朽壞的。」 

 

我們再讀一段《聖經》， 

帖撒羅尼迦前書 4章 15至 17節：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這一段《聖經》，你可以當作是對你說的，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裡是講述我們被提的事件。 

 

我們打開《以西結書‧38章》，今天，我們分享另一個國家，因分享天國， 

我們一個接一個國家地分享，《以西結書‧38章》。 

 

有誰未曾聽過「蘇聯」這名字呢？ 

所有人也聽過蘇聯，那麼，我不用跟你們解釋蘇聯是甚麼了。 

 

於 38章，講述關於蘇聯於末後日子裡，所有的事情。現時，蘇聯的領導人名為戈爾巴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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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歷史上，於 1983至 1984年，是全世界最多提及「哈米吉多頓」一詞的時間， 

因當時所有人也想著，美國和蘇聯只要按一個鍵，全世界也會滅絕，世界已經大結局了。 

 

大家都知道，一旦我們開始打仗，世界就完蛋了， 

所以，由當時起，人類竟開始， 

現時，真正知道這場高峰會議的一群，最主要是美國， 

也知道世界末日，不會是由這兩個國家開始，為甚麼？ 

我告訴你，為何不是美國和蘇聯去開打呢？ 

 

因是這一段《聖經》說的，《以西結書‧38章》，為何神會讓這高峰會議開始？ 

因為，必須完成這段《聖經》，蘇聯人不會死在美國人手上， 

可是，蘇聯會滅國的，留心聽著，蘇聯會整個國家消失。 

可是，不是由任何一個國家去毀滅她，而是神去毀滅她。 

 

於 38至 39章，將蘇聯由開始至毀滅的全部情況，一一說出來， 

我們從開始的第一節開始讀， 

 

以西結書 38章 1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人子啊，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就是羅施、米設⋯⋯」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這裡所說的歌革是指甚麼？是指蘇聯。 

為甚麼？因米設這地方，是包括現時的土耳其和莫斯科，也在米設裡。神是指這地方的領導人。 

 

為何我會說，要與領導人說呢？為何我會特別解釋領導人呢？ 

因為神說，「你要面向瑪各地的歌革」，歌革一詞，是那 Prince王子， 

以及，「就是羅施」，同樣是 Prince王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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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米設的王，他們的總負責人，就是這一個人，所以，我要向你們提及這一個人， 

 

因為，神說甚麼呢？⋯⋯「發預言攻擊他，說」 

我告訴你，若是神說要攻擊一個人，那人真的惹了大麻煩， 

稍後我會告訴你，這是怎樣的麻煩。 

 

以西結書 38章 3至 4節：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 

即現時莫斯科這一批地方的王，即是指蘇聯。 

 

「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調轉你， 

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 

 

我告訴你，於今時今日，蘇聯沒有辦法不攻取以色列。 

你是否知道，現時真正要霸佔以色列的，不是埃及，也不是環繞以色列的伊朗等國家， 

而是蘇聯，為甚麼呢？ 

 

我告訴你，因現時的蘇聯， 

當然，蘇聯於政治上，要讓人覺得她能夠控制自己的國家， 

可是，我告訴你，今時今日蘇聯境內， 

她的土地絕大部分也是沙漠，而這些沙漠正在不斷擴展。 

 

此外，眾所周知，沙漠裡有一種仙人掌，仙人掌會將一個肥沃的土地，也變成沙漠。 

而蘇聯絕大部分就是這種地方，另外剩下的，就是北極。 

所以你會發覺，蘇聯如此大片的土地，她在自然的資源上，是極度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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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蘇聯現時落得這種慘況？因神說︰「我要攻擊你。」你知道嗎？ 

 

為何神要將她鉤過來？因為，現時無論是她的資源和石油上，她需要泥土， 

也需要以色列這中東位置，可以在東南西北裡，建立她的軍備和政治因素。 

 

若是蘇聯無法得著以色列，那麼，蘇聯這國家就會被毀滅了。你知道嗎？ 

 

所以，現時蘇聯無論於資源或其他事物上，也是極之缺乏， 

雖然，他們的平民生活品質，相比其他國家，已是人類中很低層次的生活水準。 

 

可是，現時蘇聯面對一個極之崩潰的狀態，她一定要奪得中東這地方， 

所以，她不管要投放多少金錢，她也要將之毀滅。 

 

因此，你能看見，為何神這樣說，我們繼續再讀下去︰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羅施、米設、土巴的王歌革啊，我與你為敵。我必用鉤子鉤住你的腮頰」 

眾所周知，一條魚的鰓頰，是牠用作呼吸和進食的地方。 

 

現時，蘇聯正是被這些事物，拉扯她前往這地方，稍後你繼續再讀下去，你就會知道， 

蘇聯是為了自然資源而攻打這地，這一點，正是《以西結書》所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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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再讀下去，現時這一個按鈕，不在他們那裡，而是在我們手裡， 

當我們離開後，當然仍會留下部分人，可是，這件事會發生的，立刻就會發生。 

 

「將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 

為何這裡會特別強調馬匹和馬兵呢？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蘇聯是全世界最聞名於騎馬，及最愛馬的人士。你知道嗎？ 

 

「你和你的軍兵、馬匹、馬兵帶出來，都披掛整齊，成了大隊， 

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劍。波斯人」 

關於波斯人，我們曾分享到，他們是伊朗，是現時的伊朗。 

 

我們跳至第 7節： 

「那聚集到你這裡的各隊都當準備；你自己也要準備，作他們的大帥。 

過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後之年，」 

 

這裡就是提到歌革，在哪時？ 

在末後之年，就是現在，你是否知道，自有歷史以來， 

我告訴你，蘇聯共產主義誕生，僅是 100年而已，你知道嗎？ 

 

在以前，有誰知道蘇聯是甚麼呢？ 

但是，神已經指著那地方，指著莫斯科說： 

「你們這一個國家，於末後之年會興起。甚至，不僅興起，你們還會攻打以色列。」 

 

此外，相隔一星期後，於 1987年 12月 20日，日華牧師再於接續的「天國比喻 34篇」， 

作出進一步分享，以下，是節錄「天國比喻 34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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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 

你要留意，當時蘇聯與她的同盟國，與以色列及她的同盟國，於她的國界中交戰。 

當時，他們遇到的第一件事，是甚麼呢？地大震動，一個超自然的大地震。 

可是，這地震，若震源於該處，以色列就會完全被毀滅，你知道嗎？耶路撒冷會被完全毀滅。 

所以，當你去研究，你會發覺那震源是哪裡呢？應該是極北的莫斯科，正正就在蘇聯。 

 

可是，你是否知道，若震源於該處， 

現時，於他們交戰的地方，是一個荒蕪的地方。你知道嗎？ 

可是，若果震源在那裡，會發生甚麼事？那些牆會全部倒下，你是否知道還會怎樣？ 

還會發生的是，他們的地下核彈將會爆炸。 

蘇聯會於一日之間，經歷無數次核彈爆炸，毀滅整個蘇聯，就在一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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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再看接下來的經文，是否這樣說？ 

「山嶺必崩裂，陡巖必塌陷，牆垣都必坍倒。」 

「主耶和華說：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劍⋯⋯」 

 

關於刀劍，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於《聖經》中，刀劍常常是關於戰爭。 

「我必命我的諸山發刀劍來攻擊歌革；人都要用刀劍殺害弟兄。我必用瘟疫⋯⋯」， 

原來，這軍隊第一件遇到的，就是一個怪病，很多人病死。 

 

「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必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 

這裡，一般普通解經家也接受，這是甚麼意思呢？是核彈爆炸。 

 

蘇聯自己的地下核彈，因為大地震，導致所有藏在地下的核彈，也全數爆炸， 

因而毀滅了蘇聯這國家。 

 

以西結書 39章 3節︰ 

「我必從你左手打落你的弓，從你右手打掉你的箭。」 

 

這裡一直說下去， 

「你和你的軍隊，並同著你的列國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將你給各類的鷙鳥和田野的走獸作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因為我曾說過。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若是神曾經說過的話，我告訴你，一定會實現的， 

上星期，我已分享到，為何美國與蘇聯，會有這一個高峰會議，原因是甚麼？ 

因為，毀滅蘇聯的不是美國，而是神。 

 

好，最後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需要特別澄清的一點，這場戰爭，我已多次提及， 

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哈米吉多頓是不同的。為甚麼？ 

 

我們看《以西結書 39章 9節》：「住以色列城邑的人」 

這裡是指，最後戰爭結束後，人都死光了，他們怎樣做呢？ 

他們出去撿戰後的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等東西，當作柴來燒火，直燒了七年。 

 

你發覺，若是看見哈米吉多頓那場戰爭，神也回來了，又何須燒柴呢？ 

可是，原來第三次世界大戰後，還有七年大災難，所以，他們需要燒七年， 

燒了七年後，哈米吉多頓也出現了，所以，他們無法繼續再燒下去，主已回來了。 

 

這兩點，是現時普遍解經家及一般人看《聖經》時，無法分辨的地方。 

若你能看明白，你就能解開這裡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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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這場戰爭的敵人是誰呢？是蘇聯與她的同盟國。 

而被攻打的就是以色列人，打勝仗的就是以色列人。 

 

可是，哈米吉多頓戰爭中，攻擊他們的是誰呢？ 

是敵基督與他的同盟國，正是今次我們將要分享的。 

戰勝的就是主耶穌與千萬聖者，你在《啟示錄》裡也能看見。 

 

所以，兩場戰爭根本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其地點，你發覺這地點是北方的極處， 

可是，另一個地點，則是哈米吉多頓。即現時接近以色列境內，一片非常廣闊的平原。 

 

========== 

自日華牧師分享「天國比喻」信息後，至今已相隔 35年， 

直到今年 2月 24日，烏俄戰爭突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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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日華牧師與資料員，於 2022年 4月 4日， 

錄製了全新段落的《栽在溪水旁》，內容主要圍繞烏俄戰爭的局勢發展， 

並且，按照世界末後預言，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 

藉此讓弟兄姊妹進一步理解，當前局勢與教會被提的關係。 

 

新一輯《栽在溪水旁》，將輪候於 2022年 4月 17日，即今日， 

透過錫安日報全面公開首播，敬請大家密切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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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後我們每一位也自己宣告三次：「我和你也會努力被提的！」 

 

Amen！Amen！Amen！ 

 

好，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也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感謝主！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