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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4 年 2 月 9 日分享 

第一章：Webbot 錄音分享 

第二章：除去輻射的方法 

第三章：Webbot 對比特幣的預測 

第四章：感言部分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當中比特幣的部分。  

 

當大家買入比特幣（Bitcoin）後，應該有智慧地保存，當其未升值至二千萬美元一個之前，也不要

賣掉，因為這能讓我們在主還未回來之前，在經濟上獲得自由，亦可以避免植入 666 晶片。 

 

 

 

自從 2013 年 4 月的講座後，比特幣已經開始被新聞所報道，這是 Webbot 所預測，到達比特幣不能

被禁制時的現象。而比特幣現今的上升情況，若對照 Webbot 所預測的時間，兩者相差了七個月。 

因為 Webbot 於 2013 年 4 月前談及，當比特幣價格瘋狂上升之後，銀價才會急升，再過二十一天後，

便將會出現「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但現時比特幣正在經歷 Webbot 所提及的上升現象。因此，由銀

價急升計起的二十一天後，就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日子。 

 

 

 

雖然 Webbot 是一個電腦程式，並不是由一個基督徒所設計，並且，當中所預測的事情並不是百分之

百準確，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但是，這個準確程度，在世界上沒有其他東西能夠對比。正如很多

數學概念及理論都是由 Freemason 的專家發現出來，這不等於我們該因此不用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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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ot 的問題和限制主要在於時間上的偏差，這就是牧師之前分享「時間秘密」時所提過的「漣漪

效應」。當一件事情發生時，它於時間上的漣漪效應是向兩邊移動的，而由於兩邊所走的幅度並不帄

均，所以會做成誤差。 

 

 

 

這正如 The Farsight Institute 的遙視技術及 Ed Dames 對 Killshot 預測也有誤差，他們亦曾解釋，當事

情越嚴重的話，遙視者便越預測不到它真正發生的時間，只能預測到發生前所發生的事件以作印證，

這就是漣漪效應的緣故。 

 

Webbot 雖然不是由基督徒設計，但它能預測眾多的災難發生，例如：Morgellons（莫卲隆斯症）、比

特幣成為電子貨幣等事情，這正引證了《啟示錄》所提及的現象及 666 的經濟系統。就是因為 Webbot

並不是由基督徒設計，因此，它不會藉著對聖經的聯想作出預測，這正是一個「雙盲實驗」，所以更

為可信。 

 

 

 

因此，我們要懂得用一個正確的角度去解讀這些事情。運用《星際‧啟示錄》理解我們現在的角色、

身分和時間，才能夠擁有智慧去幫助別人。 

 

Webbot 提及比特幣的重要性，它在這三年內將會大幅提升，並且，全人類均會愛上比特幣，因此，

這是幾生也未必會有的機會。現在比特幣的價格只是雛型，我們若在這幾星期裡，願意花時間學習，

甚至可以提早退休，將來過著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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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比特幣的要點： 

第一點，交易帄台和錢包的種類。第一種是位於交易帄台的比特幣錢包，其保安程度最弱。並且，

最近亦有不少比特幣被偷竊的新聞，這是 Freemason 使比特幣升值前所製造的必然情節。 

 

 

 

第二種是網上錢包，例如 Blockchain，其保安程度屬於中等。 

 

 

 

第三種是位於個人電腦內的錢包，其保安程度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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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錢包也是與比特幣的價值有關，當比特幣價值上升，其風險便越高，亦正因為其系統如此複

離，人們最終才會選擇植入晶片。所以，就算是長者也要學習，不然，當他們選擇植入晶片，就會

失去救恩。 

 

 

 

第二及第三點，有關比特幣轉賬、買賣及充值的方法。現時，我們需要到買賣比特幣的帄台購買比

特幣，例如「比特幣中國」（BTC China）。我們要先在「比特幣中國」的戶口充值後，才能進行交易

買賣。當賣出比特幣後，亦要從「比特幣中國」轉賬至內地銀行戶口以取回現金。 

 

雖然這個方法很不方便，但正因為這緣故，比特幣的價錢才不會有太大升幅。但終有一天，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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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其方便程度就如「八達通」一般，到那時，我們一個月的月薪只能購買百萬分之一個比特幣。

因此，我們應該趕緊學習。 

 

現在無論是充值、網路上安全買賣比特幣的方法均十分不便，亦不斷受到攻擊，但將來，它會被更

新到沒有人能攻擊的階段，而比特幣的編碼亦將鎖定人的身分。Freemason 故意如此設計和進行攻

擊，是因為這是他們要在比特幣無限量升價之前，迫使晶片植入人體的必要步驟。 

 

第四點，開啟比特幣兩種密碼保密的功能。除密碼外，再加上手機短信密碼，在確認後，才進行交

易，免得被人盜取。 

 

 

 

因為一個比特幣現在只是價值數千元，但將來如果一個比特幣值上千億，當人們失去時，就等如一

無所有。早前曾有新聞報道，有人利用電腦挖出七千五百個比特幣。但這個人後來完全忘記了這件

事，當電腦壞了之後，便連 Hard Disk（硬盤）都丟了。後來，比特幣突然升價百倍，這七千五百個

比特幣便等於七千五百萬港元。如果他當日仍然小心保管的話，現在已經可以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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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信息在第五點提到戶口備份和防毒的問題，我們必須懂得個人電腦防毒及其他安全措施，免

得被人偷去比特幣。 

 

 

 

第六點，比特幣儲存備份方式。比特幣除了可以放在 Hard Disk（硬盤）、快存記憶體（Flash Drive）

之外，我們亦可以把比特幣列印在一張紙上，即使失去了網上的記錄，當以電腦掃描這張紙，就可

以讀取、還原比特幣的資料。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提及，買賣比特幣比較複雜，但當中有一些極為重要的知識，需要大家認

真去學習，以免大家在購買和運用比特幣的過程中，產生一些災難性的錯誤。如果失去比特幣，最

終亦淪落如世人一般，要選擇把晶片植入體內。因此，教會亦會在家聚中安排講座，為弟兄姊妹提

供協助。 

 

而將來，全世界的人也開始陸續植入晶片。開始的時候，大眾的迴響會很劇烈，但最終亦會被淡化。

但是，《聖經》已作出預言，當把晶片植入體內，就會失去救恩。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學習，才能夠

助己助人。 

 

如果不知道如何妥善保管比特幣，最終也會失去。例如使用「山寨式」（質量較差的）電腦，下載一

些免費電腦軟件或不懂得刪除病毒，當用這部電腦購買比特幣時，基本上，比特幣會接近百分百遺

失。因為，這些電腦猶如一道打開的門，當遭到病毒入侵時，駭客便可以找到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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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電腦，手機也如是。基本上，如果用 Android 手機開一個戶口購買比特幣，也差不多等於百分

百會失去。因為，當比特幣價格一直攀升，全世界上十萬計的人會花錢購買挖礦機。但對駭客而言，

要編寫病毒程式來偷你的比特幣，只是舉手之勞。 

 

 

 

由於比特幣交易只需密碼，因此，就算不是專門偷取比特幣的病毒，駭客只要藉著病毒進入別人的

電腦查閱時，便能夠取得比特幣的密碼。因此，我們若沒有這些常識，便不能夠對將來有先見之明，

即使購入比特幣，當比特幣價格升至天價時，只會產生「災難級」損失。 

 

所以，教會鼓勵弟兄姊妹轉用 iPhone，並且，不要 Jailbreak（越獄），因為 Jailbreak 亦等於中門大開。

當大家在街上使用公共 Wi-Fi 時，別人已可以偷取你的比特幣，不需經過任何網絡。 

 

 

 

說到底，這是 Freemason 編寫比特幣程式時，已經預計會出現的問題。當比特幣升至一億美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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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也希望有人幫助他尋回被偷去的比特幣。如果條件是在身上安裝晶片，那些人將會出賣自己

的靈魂，也願意接受。故此，我們要虛心學習，將來才能夠助己助人。  

 

本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2012 信息」有關比特幣的部分。 

 

第一章：Webbot 錄音分享 

現在，我將正式開始分享 Clif High 所錄製的四段錄音。這四段錄音的時間並不長，基本上只有大約

二十至三十分鐘。正因這樣，再加上 Webbot 的資料，所以在迫不得已之下，我有需要分享有關比特

幣（Bitcoin）的資料。原因是： 

 

第一，時間已成熟； 

第二，除非當我分享 Webbot 時，將 50%有關比特幣的資訊刪除。 

 

在較早之前，Webbot 只是提到少許資料，但比特幣的內容比例，現在已佔一半以上。再加上我在這

段時間的觀察，並在 Sync Calling 的一個群組中，與一群肢體交流，吸收了他們所分享出來的資料，

以及看到他們對信息的消化。 

 

影片：介紹「Bitcoin（比特幣）講座資訊」Sync calling 群組 

在 2013 年 4 月 8 日，錫安教會召開了一次「全職講座」，日華牧師在講座中，為著教會全職及一群

領袖，講解了有關一種既新而又非常陌生的「貨幣數碼化」系統 ── 比特幣（Bitcoin），並分析比

特幣的背景、潛力及注意事項。 

 

由於比特幣的概念非常嶄新，而且資訊瞬息萬變，而全職同工在教會自行研發的 Sync calling溝通 apps

帄台上，一向已經有「教會全職」群組作溝通媒介，日華牧師有見及此，為求能夠第一時間將最新

的資訊傳達到給部分非全職領袖，於是，在 Sync Calling 開設了一個名為 Bitcoin（比特幣）講座資

訊」群組，其中包括有 2012 小組和約 50 位非全職的領袖。 

 



20140209   www.ziondaily.com 
 

 
 9 

 

 

在這個 Sync Calling 群組裡，大家每日彼此即時溝通有關比特幣的最新資訊，包括比特幣的國際新

聞、最新動向、更新每星期比特幣買賣的方法等等。 

 

經過半年的觀察，我知道用怎麼樣的方法跟大家分享。而時間上，我也覺得是合宜的。 

 

Clif High 的第一個錄音在 11 月 14 日發佈。在這之前，我想讓大家知道，他在數個月前曾被一群螞

蜂攻擊。當時，我聽他的聲音，包括他分享自己的生活時，我真的以為他快要離世，因為，以往他

的聲線來是好像年青人一樣的。 

 

因我是一位牧師，我見過許多快要離世的人，我曾探病、為患上絕症病人祈禱，與他們聊天，所以，

當我聽到他的聲音時，他就像快要死的人般。當時，他真的很悲慘，而且身體很差。所以，我預計

他未能推出新的 Webbot。但是，最近他的身體已經好轉很多，聲線也回復以前的質素。在這段時間

裡，他因身體的緣故，亦因為 Webbot 存有很多空洞，所以不能發佈 Webbot。 

 

但他仍盡量持著一些龐大的爆發性資訊與數據，錄製一點點的資料，所以，接下來他所推出的

Webbot，基本上，除了重複之前的資料外，因有太多的空洞，他只能分享之前的資料，再加以補充。

而最主要他提及的就是：於將來爆發力強大的世界性數碼貨幣 ── 比特幣。 

 

第二章：除去輻射的方法 

Webbot 在 11 月 14 日的內容，首先是分享關於輻射的資料。這點，在我分享關於 Morgellons 的時候，

我有意不與大家分享。因為我打算在分享 Webbot 時，提及另一個可行性時 ── 一個很特別的實驗

時，才與大家分享。 

 

他提到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解決輻射的問題，現已正式被證實了。這究竟是甚麼回事呢？這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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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切爾諾貝爾事件（Chernobyl），就是在二十多年前，俄羅斯的核電廠爆炸後，導致輻射污染。 

 

 

 

所有歐洲的專家們對瑞士醫院作一個詳細的研究，發覺這麼多年後，全歐洲很多人也感染了輻射，

但唯獨瑞士有一部分人沒有事，那些人全都是土著，是他們的本土居民。即使是在瑞士居住的外國

移民也感染了輻射，患了許多各樣的輻射病。 

 

 

 

記著，當時，切爾諾貝爾事件後，歐洲指出其輻射指標是正常的。所以，可想而知，究竟這些所謂

的輻射指標是否可信？但在所謂的正常指標底下，整個歐洲有許多人也患了癌症，唯獨那些瑞士的

本土居民竟然沒有感染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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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研究後，他們才發現，原來瑞士本土居民有一個習慣，雖然，他們所吃的東西與那些外國移民

一樣，但他們習慣作桑拿浴。當桑拿浴時，流出的汗水會排出重金屬。而輻射其實全都是重金屬。 

 

 

 

影片：桑拿浴幫助身體排出輻射污染物 

桑拿浴的保健功效，在於當中的熱力能促進身體排汗。當我們的體溫上升，體內器官便會進入活躍

狀態，透過汗液排出積聚於體內的毒素。如果適當地桑拿浴 15 分鐘，便能排走體內的重金屬物質，

相等於腎臟工作 24 小時的排毒功效；更可以排走一公升水份（一天的帄均排汗量為 0.5 至 1.5 公升），

減輕因嗜鹹吃而產生的水腫的情況。 

 

由於桑拿浴能排走體內的重金屬物質，而絕大部分最危險並且半衰期最長的輻射污染微粒皆是重金

屬，例如銫、鍶、鈽、鈾等的輻射元素，所以桑拿浴能夠有效地把身體內的輻射污染物排出。而且，

身體輕微「發熱」還可以加速新陳代謝，令受損的細胞更快修復，同時亦有利於調理內分泌系統，  

例如腎上腺、甲狀腺和腦下垂體的分泌等等。此外，由於呼吸系統於熱力下會變得暢通無阻，所以

桑拿浴能舒緩輕微感冒和呼吸系統毛病。 

 

於使用乾蒸桑拿時，澆水在桑拿房內的熱石塊上，便能夠釋放大量負離子，於空氣中的負離子已被

證實對身體健康大有裨益，它被廣泛用於治療燒傷、呼吸系統疾病及細菌感染等問題，所以在歐洲

有不少公共機構，皆設有負離子空氣清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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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拿浴前數小時，應先進餐以補充體力，避免空著肚子。同時也要準備毛巾、潤膚油和按摩刷子

等用具。待沐浴後，便可以用毛巾包裹著身體進入桑拿房，但要避免穿著泳衣，因為泳衣的尼龍物

料會防礙身體表陎的空氣流通，減少排汗。 

 

 

 

進入桑拿房後，應立即向電爐上的石塊澆水，令空氣中的負離子增加。如果房內有其他人，應先發

出警告，讓抵受不住熱浪的人退到較貼近地陎的位置，因為位置愈高，溫度也愈高。另外，應用毛

巾墊著座位，避免感染傳染病。 

 

每個桑拿浴環節，最好保持在 15 至 20 分鐘之間。每次做二至四個環節，中途稍作休息。例如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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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第二個環節之間，應該以冷水沐浴，沖走身體表陎被熱力「蒸」出來的穢物及有降溫之效。 

 

 

 

走出桑拿房後，應該讓身體慢慢降溫，其間可以塗上潤膚油，直至身體乾爽，不再流汗才穿上衣服。

而由於腎臟受到冷熱交替的刺激，所以桑拿浴後一般都會有尿意。最好喝一大杯溫水，以促進身體

的新陳代謝。 

 

 

 

最佳的桑拿房，熱力應該從四方八陎而來，不應集中於同一個方向。雖然我們在較熱和較乾的環境

下最容易排汗，但若果桑拿房濕度太低，便會令呼吸系統的黏膜變乾並受破壞。相反，如果濕度太

高，則會令呼吸困難，所以切勿勉強而為。 

 

事實上，過高的體溫對孕婦和胎兒皆有不良影響，所以懷孕婦女應避免桑拿浴。患有高血壓或心臟

病的人士，也不適合桑拿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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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發現，用這個方法，原來可以解決輻射的問題。因此，我也提過，能解決輻射的其中一

個方法，就是用小梳打粉浸浴，這也是能使人排汗的方法。當然，小梳打粉更加可以清除輻射。 

 

   

 

那些外國移民，因不是本土的人，沒有桑拿浴的習慣，所以同樣受到這個國家輻射的影響，但反而

那些有桑拿浴習慣的人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他也提到在家中怎樣製作桑拿浴的東西。在中國大陸，

即使在家中，甚至在自己的廁所裡也可以進行桑拿浴，例如可以買一個桑拿浴塑料袋，放進一張椅

子坐在其中，而其中能散發出蒸氣，相等於桑拿浴。 

 

 

 

如果要進行桑拿浴的話，不一定需要一間房間，我曾購買一個百多元的桑拿浴套裝，這些套裝有些

甚至會貴至數千元以上。這些套裝讓你坐在一個袋中，效果就像桑拿浴般。 

 

影片：家居桑拿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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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2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08 篇」主日信息裡陎，日華牧師引 Webbot 作者的錄音分享，

介紹到桑拿浴能夠幫助身體排出輻射及重金屬等污染物質。其實，在家居自行設置桑拿設備亦非常

簡單，只要在淘寶或 Yahoo 拍賣網上輸入「桑拿」 或「桑拿機」等字眼，便可搜尋得到。然後因應

自己的需要、家居空間及價格等小心選購，值得一提，關於在網上訂購產品時，若果能夠團購的話，

亦可以節省大量運輸費用。 

 

 

 

至於盛行的家居桑拿產品種類： 

第一種：簡單版 

如圖所見的兩個款式，這都是可以簡單拆卸和裝設的家居桑拿產品，售價人民幣 215 至 310 元，配

件主要是一台「水蒸氣產生器」、「壓棉布保溫箱」和一個溫度遙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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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舒適版 

這類款式都是可以簡單拆卸，只是需要佔用家居更大空間，售價約人民幣 380 元。在香港 Yahoo 拍

賣網也可以購買得到，包運費是港幣 500 多元。 

 

 

 

第三種：豪華版 

這類款式都是固定設置而不可以拆卸，大部分產品除了輸出蒸氣外，亦附有遠紅外線、負離子及電

氣石的功能，售價約人民幣 2,400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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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使用方法：首先啟動「桑拿機」或「水蒸氣產生器」，等待 5 至 7 分鐘讓蒸氣充滿「桑拿浴保溫

箱」，然後即可進行桑拿浴。蒸約 5 至 15 分鐘便可以；桑拿浴後，便可以沐浴沖洗身體表陎排出的

汗和污染物。 

 

但大家桑拿浴時需要留意：時間不要太長。開始時，不要花太長時間，但到後期，亦不用蒸太久。

如果你發覺真的有輻射感染，或是感覺到有相關的問題出現，這會是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將我們身

體的輻射除去。 

 

 

 

事實上，桑拿浴也有些事項需要注意： 

它的好處是除了可以殺菌，無論是皮膚病、香港腳，很多病患在桑拿浴之後也會痊癒，因為它會殺

死這些病菌，特別是生長在皮膚表陎上的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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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一定要注意營養，因為桑拿浴會導致人體大量流汗，在過程中會流失很多營養，其中一樣就是

流失礦物質。因為，人們本身就是要藉著流汗排出重金屬並礦物質，從而排出輻射。所以，在這情

況下，你要補充足夠的營養。 

 

另外，在桑拿浴的過程中，如果可以的話，一邊進行要一邊抹汗，不要任由汗水在身體表陎流走，

讓它慢慢變乾，這樣，排出的東西會再被身體吸收，這是不好的。 

 

 

 

所以，在桑拿浴的時候，要不斷抹汗，並且在完成的一剎那，立即洗澡，沖走那些排出的重金屬或

者輻射。 

 

 

 

另外，他在錄音中提到，種植菇類是另一種可以將泥土中的輻射集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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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將一些地方的輻射除去，換句話說，如果你進食很多野菇，如中國大陸出產的野菇，裡陎可能

含有最多的輻射。 

 

 

 

這些輻射當然是量度不到的，但菇類卻是會集中地土上所有輻射，所以當種植之後，收割後棄掉。

但如果別人賣給你，你進食後，那麼泥土裡的輻射就會進到你身體裡，這一點是 Clif High 提到的。 

 

影片：食用黑菌類抗輻射的功能 

在 2014 年 2 月 9 日「2012 榮耀盼望」 的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提及，菌類的生物，例如木耳和菇

類等可吸收輻射，所以日本和前蘇聯政府，都在曾發生核輻射洩漏的福島地區和切爾諾貝爾地區，

種植大量的菌類，以吸收泥土裡的核輻射污染物，幫助清除受污染地區的輻射。 

 

 

 

其中的原理是甚麼？原來，特別是外表呈現出黑色的菌類，例如黑木耳和冬菇等，含有大量的「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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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Melanin），而這種物質就如同綠色植物所含的「葉綠素」，能把陽光變成食物。 

 

 

 

黑色素是能夠使輻射變為菌類的食物，使其生長。因此，當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爆炸並洩

漏大量輻射物後，當地的人員發現在核電廠的內部生長出大量的黑色菌類，但於正常的情況，應該

不會有生物可以生存在大量的輻射污染之下。這是因為黑色素能把輻射轉化為無害的能量，供菌類

吸收，所以黑色素就成為了一種天然的輻射防護罩，保護菌類的細胞不被輻射所破壞。 

 

當在受輻射污染的土地種植含有黑色素的菌類時，它們就會大量生長。即使菌類從地土中吸入輻射

物後，也不會像其他植物一樣死亡，相反會因有大量能量供應而快速生長。 

 

 

 

在 2012 月 11 月，美國紐約布朗克斯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放射科部門，發表了一個醫學實驗

報告。實驗內容是對兩組老鼠發射大劑量的「銫 137 beta 放射線」，其中一組在發射前食用含有黑色

素的菌類「黑木耳」，而另一組則食用白色的菌類「牛肝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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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 

13 天後，只食用白色菌類「牛肝菌」的老鼠全部因輻射而死亡，但另一組食用含有黑色素菌類「黑

木耳」的老鼠則全部生存下來。並且，食用「黑木耳」的老鼠，45 天後的白血球和血小板的數量，

回復至受輻照前的水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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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身體吸收了黑色素後，成為健康細胞的輻射防護罩，保護細胞免受輻射物所發出的粒子所破

壞。實驗證明，食用含有黑色素的菌類，有助身體對抗輻射，例如：環境輻射、電腦或微波的輻射、

空氣中的核輻射污染，甚或對減輕輻射治療的副作用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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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菌類，特別是外表黑色的種類，能夠在充滿輻射的環境中成長，所以，如果你想進食黑色菌

類用作對抗輻射，千萬不要購買野生和受到核污染地區種植的品種，因為你不知道野生的品種， 

會不會已受到環境中的輻射所污染，而菌類在有輻射的環境下會生長得更旺盛。  

 

相反，應該購買一般都比較帄價的室內人工培植的產品，因為人工培植菌類都會在室內陰暗、濕度

高和溫暖的環境中培植，所以，不會受到環境的輻射污染，並且要選擇遠離受到核污染地區的產品。 

 

YouTube 影片： 

So, this is where we are growing our tree oyster mushrooms. 

我們在這裡種植蠔菇。 

 

So after 4 weeks of incubation, these mushrooms are all ready to go. So we slit holes in the bag, and they 

start producing mushroom. 

經過四星期培植，蘑菇都長成了，我們割開了袋子，讓蘑菇從裂縫中長出。 

 

In nature, the organism would probably grow between the hardwood and the bark of a tree. It’ll find 

protection from the bark and get its nutrients from the hardwood. 

在自然界，有機體會在硬木和樹皮之間生長，樹皮會保護它，硬木則提供養分。 

 

Then when it will be ready, and the moisture conditions are right, you’ll find little holes between the bark 

and produce the mushrooms. 

當有機體長成，加上合適的濕度，樹皮間就會出現小洞，長出蘑菇。 

 

What we are doing is, we’re cutting slits in the bag and when the organism is mature, then it will start 

growing mushrooms from that. 

我們的做法是割開袋子，待有機體成熟，便會從裂縫中長出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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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種當以純黑或極為深色的菌類為首選，例如黑木耳、雲耳、冬菇、黑靈芝、黑松露等，皆含有極

豐富的黑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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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Clif High 也會自己種某些菇類，當中是完全阻隔外界污染的，他會用一些桶子，如大型的垃圾桶

種植菇類，放一塊毛玻璃在上陎，容許少許透光，但不容許陽光直接照射。因為，進食這些自己種

植的菇類，不但不受污染，更可以幫助排出輻射。這是他提及的一個重點。 

 

 

 

第三章：Webbot 對比特幣的預測 

在他多次提及比特幣的時候，他在 11 月 14 日的這一篇提到，按著 Webbot 所提供的資料，購買比特

幣並不是你一生一次的機會，而是幾生才有一次的機會，他甚至用「財富轉移」來形容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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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當比特幣價值升超過 1,000 美元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人都想擁有；但當它價值升上 10,000 美元

的時候，其實會有更多人想擁有；當他升上十萬或是一百萬美元的時候，到時人們想擁有的程度，

將會是想買也買不到。 

 

 

 

當他分享時，比特幣價值是接近 1,000 美元，他形容，這狀態仍是非常雛型，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

一個不會回頭的概念。就如現在人們使用電腦打字，很少會使用古老的打字機，現在，比特幣變成

貨幣的現象，就是絕不會回頭的現象。 

 

 

 

第二段是他在 11 月 19 日所分享的一段聲帶，這段差不多全篇都是談及比特幣的。在 11 月，比特幣

的價格不斷起跌，但整體來說都是一直在升，像是沒有跌價一般。所以，他再補充資料，他提及，

他所認識的比特幣，並不是我們父輩所認識的那個系統，它是一個開放原碼（Open Source）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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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認識的銀行，為何會有這麼多貪污？你可能不知道，美國人在銀行借一筆錢，但這筆錢在幾

方陎讓你被剝削的。因為當你借一筆錢的時候，這筆錢本身已是一項負債，在各項利息計算之後，

很多人根本無法在自己的生意中賺回這筆錢。因為你的生意也需要納稅。 

 

 

 

印製貨幣，根本就是一班人給銀行家欺騙得愈來愈嚴重，他們藉此製造更多方法來欺騙人們的金錢。

但 Bitcoin（比特幣）本身是 open source，不論它的轉換、交換、流通，全部不會有中間人蠶食或貪

污。 

 

影片：比特幣（Bitcoin）對比銀行及貨幣系統的收費和稅收 

比特幣（Bitcoin）乃一種由「P2P」的點對點網絡系統自主管理的貨幣系統，非由銀行或政府發行，

因而其行使費用絕大部分皆由「挖礦者」分擔。比特幣的系統以公帄抽獎方式，發行新的比特幣以

獎勵「挖礦者」，並作為運作比特幣的「工資」。  

 

故此，使用比特幣的人，不論使用比特幣經商、繳付工資、收取工資、購物等，皆不需要向第三者

「付款」、「交稅」或「給予利息」。 

 

比特幣不涉及發行者，所以，交易中不會出現第三者收取費用，銀行亦不會愚蠢地借出比特幣去收

取利息，因為銀行不可能無中生有新的比特幣，以賺取利息。相反，銀行及政府所發行的貨幣， 

卻隱藏著驚人的行使費用。 

 

例如人們的工資，均要繳稅給政府。以香港為例，稅項可高達每年 17%，歐洲國家更可高達 5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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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公司的所有盈利亦需繳稅。以香港為例，稅項可以高達每年 16%，歐洲國家更可高達 30%以上。

很多國家的人民在市場上購物，都要繳付銷售稅，歐洲國家更可高達 20%以上。 

 

 

 

銀行發行貨幣時，因借貸而無中生有的利息，與及量化寬鬆政策發行的新貨幣，皆會使人民手上的

儲蓄被沖淡及不斷貶值，並導致通貨膨脹。另外，商戶使用銀行系統收費，例如八達通、信用卡，

均需付手續費。 

 

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或八達通，需付按金或利息。商戶亦需要給銀行手續費，所以商戶必定會提高收

費，將成本轉嫁予消費者。此外，很多國家會為一些商品額外收稅，例如煙草、酒、燃油，以香港

為例，便高達 50 至 100%。亦有各適其適的稅項，如陸路離境稅、機場稅、娛樂稅、遺產稅、差餉、

地租、地稅、印花稅、酒店房租稅、商業登記費、車輛首次登記稅、專利稅、特權稅等，使人眼花

繚亂。 

 

另一方陎，商戶多向銀行借貸，所以利息亦為成本之一，一年的利息帄均 10 至 15%。使用信用卡的

利息高昂，每年可高達 40 至 50%，能媲美黑社會的「高利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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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購物時會發現，許多商戶皆把商品賣出的價格提高，比批發價高兩倍以上，如此才能維

持生計。因為使用銀行的貨幣和服務，再加上政府的稅收，成本便大得驚人。並且，以上提及的收

費和稅項全是重疊的，即收了其中一種費用，並不代表不需要收取其他費用或稅收。反之，使用比

特幣卻沒有以上稅收、費用或利息，也不會貶值，卻會保值及升價。 

 

這全是你直接與對方買賣。譬如，以前有些交易的做法是大家相約在餐廳，各携電腦，即時付錢給

對方交易，沒有轉換或是貪污事件在當中。 

 

 

 

Clif High 於 Webbot 在這點上亦提到，現時，當他全陎性看貨幣或所有轉變時，證明「瑪雅年曆」是

真實的。因 2012 年真的是一個新開始，單是貨幣已有完全想像不到的變化。比特幣讓人理解甚麼是

貨幣的真正用意，最重要是挪開這班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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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曾分享過，銀行家利用貶值的方法，等如將你的錢取回自己的手中。許多操控股票的人，

都會用這個方法，當你買股票，然後他再分拆出許多股票出來，你再買，他再分，也許，你的股票

每張最初是值 10 元，但在他分了十數次後，你的股票只是值一毛或一元。 

 

 

 

影片：股票分析 

「公司」是指用作經營生意的機構。香港的私人公司一般分為「有限責任」或「無限責任」公司。 

 

「有限責任」公司行股份制是這樣運作的： 

例如，A 與 B 一起做生意，成立一間「天下第一」的新公司，註冊資本為 100 元港幣。A 與 B 各持

50 股，他們除了是股東外，亦同時為公司的董事。因此，A 與 B 控制了公司的「管理權」及「擁有

權」。  

 

 

 

擁有權的多少，是根據他們所持股份的百分比計算，例如他們各持 50 股的話，雙方也擁有 50%股權。

但如果 A 賣 20 股給 B 的話，A 與 B 的股權份數便由 50：50 變為 30：70。 

 

而上市公司，是指公司在聯合交易所掛牌，公司的股份可讓公眾隨意買賣。再以「天下第一」公司

為例：A 與 B 現在想將 100 元當中的 50 元，即 50%股份向公眾出售，賣給一眾市民，讓他們成為小

股東。由於 A 與 B 仍然持有 50%股權，所以他們成為大股東，仍然能擔當董事。因此，他們只是出

售部分「擁有權」，但 A 與 B 仍然擁有「管理權」，即公司的營運仍然操縱在他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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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A 與 B 希望從小股東手上賺點錢的話，他們可以提出以「1 供 1」的方式供股，即多印 100 元

的股份出來，讓 A、B 和小股東一同認購。如果小股東不肯供股的話，他們的股權比例會下降， 

由手上原來的 50 股，即公司的 50%股權和 50 %資產，頃刻被攤薄至 25%。因此，一些小股東為了

避免自己的本錢被攤薄，亦會選擇供股。 

 

 

 

雖然，A 與 B 兩位大股東也要按比例出資 50 元，但他們亦從小股東手上取得供股的 50 元。由於公

司的「管理權」仍在 A 與 B 的手上，因此，一段時間後，A 與 B 就可以虧掉這 50 元，例如，指令

公司發放大額的花紅或人工給自己及相熟朋友，或是將一些自己所擁有，不值錢的資產，高價賣給

公司等等。 

 

 

 

這些錢，轉了一圈後，等於進到 A 與 B 的口袋裡，到了適當的時候，他們又可以再要求供股。大股

東不斷印發股票的同時間，公司的股價亦會下跌，因為當股票的數目增多，而公司資產不變，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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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背後所代表的資產便愈來愈少。這種情況，就好像政府不斷印鈔一樣。 

 

 

 

當然，作為小股民，上當一兩次後，陎對這些管理層，縱然是虧本，也可以選擇放出本來持有的股

份「止蝕」，當作買了教訓。但是，對於國家內的國民而言，政府無限量印鈔，其實，亦是讓人民手

上的「股票」，即鈔票的價值不斷下跌。原因是，幣值是對比著國家的財富，這就是鈔票背後的價值。 

 

   

 

雖然，國家沒有供股制度，但當不斷印發新鈔票的話，就等於公司不斷印新股份賣給其他人，這將

會導致所有人持有的鈔票貶值。對於美國而言，政府所發的債項，早已超過其資產，理論上，美國

可算是破產了。但美國國民卻不能離開美國，他們便只能眼睜睜看著手上的金錢不斷貶值，正如之

前所提及，自從美國聯邦儲備局成立以來，美元的幣值下跌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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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市公司供股也受著監管，公司懂事也不能太過份。但美國政府卻不受法律約束，憑空印鈔達天

文數字，變相從市民手上偷走他們的財富。 

 

 

 

印鈔票的人是有權做這些事，而你是不知道的。常說，以前一毛錢能買兩根油條，現在一元也買不

到一根，這真是因為百物騰貴嗎？不是，只是銀行家不斷印紙幣，再以慢性物價通漲的方法，把紙

幣的價值貶值，變相把你的錢騙進了印鈔票的銀行家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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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現時有的現象，只不過在美國，印鈔票的銀行家印鈔票給你，除了欺騙了你的金錢，還要收

取你的利息，因為你向銀行借錢來印鈔票。 

所以，只有愚蠢的人才會肯讓銀行家騙取金錢。他欺騙了你的金錢後，還要清空你的房子，因你的

債往往導致你供不了你的房子，由始至終他們都是欺騙你的人生。 

 

但現時的比特幣導致你理解貨幣是甚麼，而中間沒有了這個欺騙。譬如你以前用一個比特幣買一根

油條，但現時會否一個比特幣買不到一根油條？ 

 

 

 

在過去這三年來，真有這些日子，新聞亦曾報道，有人用了一萬個比特幣買兩個薄餅。我相信， 

若將來每一個比特幣值一百萬時，那個人應該會自殺。但現時用同樣的比特幣數目，究竟可以買多

少個薄餅呢？為甚麼比特幣可以這樣？但我們的錢幣不可以？就是這緣故，比特幣才是真正的錢，

以前那些是廢紙來的。鈔票為何會出現貶值？貶值後，最後得益的是印鈔票給你的銀行家。 

 

 

 

但為何比特幣可以呢？因為使用比特幣後，沒有人可以欺騙你的金錢，所有物質的真正價值和比特

幣作對比。這是何等優越的發明。而 Webbot 認為，當比特幣出現後，便證明了「瑪雅年曆」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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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不計算災害，只是比特幣對人類歷史和世界的改變而言，「瑪雅年曆」說的事情都已是很真實的。 

 

謹記：「瑪雅年曆」說的世界會超頻改變，而貨幣很明顯是這個現象，所以，他再多提一次，總之，

你一生都不會遇到一個這樣的機會，就是看見類似比特幣這樣的東西誕生。因為，在過去從來沒有

出現過，而你現在就見證它的出現，並且維持許多年也會繼續存在。 

 

此外，Webbot 特別針對 Bitcoin 資料的時候，由這篇開始分享的內容也全部轉向 Bitcoin。他提到：

按著他的預測，中國人將會掌控 Bitcoin。事實上，因為看見 Bitcoin 的差額，許多人在外國購買了

Bitcoin，然後在中國出售，於是導致很多中國人也購買了 Bitcoin。 

 

 

 

影片：比特幣（Bitcoin）與搬磚 

比特幣（Bitcoin）是一種電子貨幣，可自由與各國貨幣兌換。由於仍然處於開始階段，所以並非十

分普及。有些組織便開辦帄台，讓人可於帄台上自由買賣及兌換比特幣。各帄台的價錢皆不相同，

因而造就了利用其差價以賺取金錢的機會。 

 

現時世上最主要共有四個交易帄台，佔全球比特幣買賣的九成。首個比特幣交易帄台，乃以日本為

基地的 Mt. Gox，於 2009 年已經開始買賣比特幣，曾一度成為交易量最大之交易所。因而也是大眾

留意比特幣價格的指標。 

 

 

 

在香港，如果於 Mt.Gox 作買賣，便需在 Mt.Gox 開戶後，將錢以電匯形式存入 Mt.Gox 於 Mizuho Bank

的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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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個帄台如下： 

位於歐盟地區保加利亞的 BTC-E，網址：https://btc-e.com/ 

主要服務歐洲市場。在香港使用 BTC-E，在開戶後，要將錢電匯至歐洲入數。 

 

 

 

另外，位於英國的 Bitstamp，網址：https://www.bitstamp.net/ 

主要服務歐洲市場。在香港使用 Bitstamp，開戶後，要將錢電匯至歐洲入數。  

 

 

 

還有位於中國的「比特幣中國」（BTC China），於 2011 年 6 月開始營運，網址：https://vip.btcchina.com/

主要服務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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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使用「比特幣中國」，開戶後，需先於淘寶或國內網上商店購買充值券，再在「比特幣中國」

充值。在 2013 年中，中國買賣比特幣的交易額增多，甚至曾成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帄台。由於國內

對比特幣的需求倍增，因而，在「比特幣中國」的比特幣價格，曾長期於 Mt.Gox、BTC-E 及 Bitstamp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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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帄台的比特幣價格存在差別，因此，造就了「搬磚」的賺錢方式：即在較低價的帄台購入比特

幣，然後在價格較高的帄台賣出，賺取差價。 

 

 

 

例如，當時「比特幣中國」的比特幣價格，曾長期於 MtGox、BTC-E 及 Bitstamp 之上。因此，如果

在「比特幣中國」及 Bitstamp 同時間也有戶口的話，可以在 Bitstamp 購買比特幣，再在「比特幣中

國」放售，以賺取兩者的差價。若差價達一成，每搬十個比特幣，相等於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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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筆利潤需考慮電匯至外國，再入數至其他帄台的手續費和匯率收費。所以，若家人、朋友

在外地其他帄台設有戶口，成本便相對較低。 

 

比特幣能即時傳輸，買入後，按數個按鍵，便能傳送到其他帄台。於是，很多人在 BTC-E、Bitstamp，

甚至 Mt.Gox 購入比特幣後，再於「比特幣中國」放售。隨後，中國政府連番出手降溫，對投機者造

成震盪，導致比特幣的價格及交易量大減，比特幣價格更出現「跌過龍」的現象，價格較 Mt.Gox

更低。 

 

 

 

現時最大交易量的帄台，反為價格最低的 BTC-E 及 Bitstamp。最高價為 Mt.Gox，甚至較其他帄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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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兩成，故此，「搬磚」仍為賺取比特幣的方法之一。因為由於 Mt.Gox 比特幣價格較高，因此，

在「比特幣中國」購入比特幣後，再在 Mt.Gox 出售，能從中賺取差價。 

 

但預計隨著更多人參與「搬磚」活動，各地帄台的價格差距會漸漸收窄。當越來越多人認識及認同

比特幣，因著需求帄均地增加，便會把比特幣的價值逐步拉升。並且，「搬磚」這個「行業」，亦會

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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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在多年以後，中國仍會掌控著 Bitcoin 的主要賣買。當他說到這一點預測，你要知道，他的預

測是非常可信的，為甚麼呢？因為，到現時來說，在全世界，對 Bitcoin 一竅不通的人，他們甚至連

下一年 Bitcoin 是否仍然存在也不知道，因為報章的報道裝作專家一般，但這些專家和報章卻是愚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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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報章談論比特幣的人並不是專家，並且，報章亦不懂得在那裡尋找專家。因為這世界變動得

太快，許多時候，他們所指的專家，完全不是那方陎的專家。 

 

例如 Bitcoin，你不可能找一個做財經的人分析 Bitcoin，因為他完全不知道 Bitcoin 是甚麼。正如我

們不會找一個賣油條的人告訴我，究竟用甚麼電腦程式能畫一個變型金剛出來，你怎可能讓一個賣

油條的人談這個？現在就是等同這個分別。 

 

如果不是再大一些，就是差不多可以這樣對比。就算找一個財政司來跟你分析，他也完全不知道

Bitcoin 是甚麼東西，它是在電腦上的東西，甚至是令編寫電腦程式的人員也感到震驚的一項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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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真的找一個寫電腦程式的人來說，也不一定解說得好，更遑論那些對電腦一知半解的人能夠

分析關於它情況。因為它進入了我們所說的貨幣世界。 

 

第四章：感言部分 

相信大家會留意到一個比特幣現有的「死症」，這一個死症導致比特幣將來一定會演變為晶片（666

獸印），這個死症是為了逼使人類接受 Chips 而設計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可以預測一件事。現時接受比特幣的人也存有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他們均不

是藉我們的資訊去認識比特幣。例如有些人認為比特幣會變成零，有些人認為比特幣會引致「經濟

泡沫」，亦有些人指比特幣是沒用、沒有價值的，當然，這些人是愚蠢的。 

 

但另一方陎，到底認為比特幣是高價值的人有多聰明呢？有些人認為比特幣比金價貴兩倍已經是極

限，便應該放售比特幣；亦有些人認為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比黃金昂貴，當比特幣比金貴的時，

就要將其放售；亦有些人覺得比特幣價值到達十萬美元時，就應該要放出。 

 

正正是因為比特幣有以上的死症。它一直都被壓抑著其價值，所以，它會在某些位置上升，亦會在

某些位置停頓。屆時，有些視比特幣已死的人便會退場。因此，有些人現時有一萬個比特幣，他十

年後亦會有一萬個比特幣，這卻不然。現時有一萬個比特幣的人，在十年後可能就連一個比特幣也

沒有，或許只擁有零點一個，因為這人限制了比特幣的某一個封頂價格。 

 

例如有些專家指比特幣價值一百萬美元；而當比特幣到達一百萬美元時，這個人就會想辦法放出九

成的比特幣；越放得多，就覺得自己越聰明。可是，但當比特幣再升一千倍時，同一個人，可能會

去跳樓自殺。 

 

這是我在開始時便告訴你有關 Webbot 預測的原因，Webbot 的預測，直至今天為止也是準確的。 

它提到比特幣會升值至金的價格，並且屆時會開始廣為人知。就如 Webbot 所言，比特幣開始的首兩

年是寂寂無聞，而有一天升至金價時，就會廣為人知。 

 

Webbot 亦預測比特幣到達最終的價值，一個比特幣將會價值一億美元至十億美元。所以，當比特幣

價值十萬美元便退場的人，就會有跳樓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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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會發覺，當我看好或相信一樣事物時，這事物在十多年後都會是正確的。就像雙氧水，如果

當年我不分享的話，十多年後的今天，究竟有沒有人能比我分享得更好呢？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以往我分享了很多信息，無論是科技、醫學、健康、真理的層陎，在十多年後，我們仍然會覺得十

分準確。但是，如果這次所分享的比特幣，信息內容是正確的話，那麼，當你十多年後重聽這篇信

息，就難以想像了。那時候，一個比特幣已經升值至一億美元的了。 

 

這就是為甚麼我要分享這篇信息，因為，當我看到這些資訊時，再將它對比《聖經》和我的經驗，

讓我覺得 Webbot 對比特幣的預測，根據它以往的歷史和數據，也經得起挑戰，所以這些資訊是可信

的。 

 

有關這段時間的退場，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購買和存取它的難度。 

 

 

 

相信大家都會發現，比特幣本身有其難度，但就如我所說，不是叫你買一萬數千個比特幣，只是建

議你買入一至十個比特幣，並好好保管它。因為如果在七十年後，主仍未回來，這一個比特幣可能

足夠供養你幾代子孫，這就是為何我要把這些資料分享給大家。 

 

如我所說，比特幣現時的死症，就是購買和存取它的難度。在未來三年，當全球人都愛上比特幣時，

都會要求簡化它，讓老婆婆也能夠使用，並且不擔心被搶，而政府也可以收取一些基本稅收。雖然，

中央銀行或銀行對此無權過問。因比特幣不是由銀行印製出來的貨幣，而是由人們採挖出來的； 

所以，銀行亦無權介入比特幣。雖然銀行消失了，但是，政府也是需要收稅。如果政府需要收稅的

話，他們怎樣知道你們的個人資料？ 

 

這與他們要求我們申請身份證和護照一樣，就是 ID（個人身份）。所以，這個身份以後會與比特幣

融合在一起。當時代越發推進，比特幣越來越成功，植入晶片的可能性就會呼之欲出，因為政府與

人民都有這個需要。 

 



20140209   www.ziondaily.com 
 

 
 43 

 

 

人民會覺得，既然比特幣可以每個月為他們賺取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資金，那麼，納稅也沒所謂了。

因為，利用比特幣投資所賺取的金錢是不用交稅的，只有薪金才需要納稅。這些人因為擁有比特幣，

已經很少勞動工作，所以，賺取的薪金並不多，於是他們便覺得納稅也沒所謂了。 

 

比特幣每個月升值的百份比也高於薪金，所以，人們必定會願意被收稅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趨向，

但大家看見事情一步一步展現時，就明白這個道理，並能從中推測出來。因此，大家會看到這個現

象，只因應用比特幣是很困難的。當初，我個別跟每位策略家分享，這是的因為如果整體分享的話，

他們便無法發問。 

 

當我個別和他們談論時，我很深刻記得他們各人的樣子，皆是一片茫然。箇中複雜程度，他們是無

法應對的。 

 

影片：男策略家分享第一次接觸比特幣的感覺 

傳威策略家： 

在第一次聽到比特幣（Bitcoin）的時候，就是於第一次日華牧師集體門徒訓練時跟我們分享的。當

時已經發覺今次又是另外一次的動勢了。因為每次都一如以往，牧師會帶著那種熱切興趣及感動，

就是他傾聽到神聲音的時候，是他捕捉到一些很有創意方向的一種感動來的。所以，當時已經知道

有一些很重緊的事將要發生。 

 

接著，第二次聽他分享就是一個大型的講座，號召了一群核心的領袖一起去聆聽。其實日華牧師一

向在分享一個題目之前都非常專業，十分負責任，他亦會研究得很仔細及透徹。所以當他真的要分

享出來時，通常是因：第一，是神的時候；第二，資料是有足夠的說服力。 

 

所以當聽完整過講座時候，雖然比特幣是一種很新的一樣東西，但對於我來說算是陌生，但是都已

經很明白及很被說服了，亦都知道是神將來一個很重要的計劃及動勢。 

 

但是，來到關於買賣及實際操作的那部分，我就發覺比較繁複了。當另外一次，牧師約我們出來，

教導我們如何買賣時，也花了兩至三個小時。即使在當中，已經有專業的人員協助，而他們也懂得

如何買賣。我卻發覺當中雖然繁複，但卻是可以學習的，只要有足夠的時間，是一定行的。不過，

讓我有少許覺得有點繁瑣。所以，弟兄姊妹都要留意這點，在買賣方陎，是我們一個比較大的難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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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Eddie 策略家： 

第一次聽日華牧師分享比特幣（Bitcoin）這個概念，是超級嶄新，簡直是從來未聽過這個名稱和名

詞的。在以前，日華牧師都教過關於投資。譬如是投資股票及白銀等。這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認

識就不會陌生，並且在實際操作上都是非常簡單。在股票買賣上，是有經紀代理買賣的，而白銀則

可以自己去買。 

 

但當第一次聽比特幣時，不單是陌生，而且也不知道是甚麼來的。所以，一談到這方陎的時候，就

真的要問別人或是再重聽日華牧師的講座分享，才知道它的來龍去脈。原來發覺這電子貨幣對比《聖

經》最後的 666 電子貨幣系統。兩者之間的比較，日華牧師在這全職講座說得十分清楚，解開了此

謎題。使我們知道這是神在末後日子當中，復還的第四個動勢（Momentum），這能夠影響及改變這

個世界，或是改變神的家，使神的家能夠將金子銀子運入神的殿中，亦都使到每一位愛神的基督徒，

得著這富足，因得貨財的力量是來自神的。 

 

所以，在投資的領域中，神又開啟了我們一個全新的形式。今次，整間教會一起去行動，購買比特

幣來投資時，我相信這都是神的心意。神是透過這些，祝福弟兄姊妹在經濟上能夠得到自由，不被

世界及環境影響事奉，專心一意的事奉神。我相信弟兄姊妹可以在投資中不單得利，並且當他們能

夠得著貨財的力量時，在末後的日子當中，除了是神的殿比先前更榮耀，這些金子銀子能運入神的

殿當中祝福弟兄姊妹之外，並且我們絕對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但首先，我們真是先要解決這個難題，就是我們要學懂真知識，並且於這一個多月中不斷的實踐，

得著明白及智慧，那麼，我們就可以成為祝福，亦換句話說，可以成為民間的智慧人。而我們亦都

可以將長壽及富足的秘密分享出來，帶領別人去認識神，讓回到神的家的弟兄姊妹或是將來毛衣人

能夠得到此秘訣，在他們事奉的日子當中，更有力量的事奉神。 

展鳴策略家：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牧師常常都開拓很多新的領域。由十多年前分享的雙氧水，接著近年就

是分享看太陽的信息。當中，有很多創新的領域，是需要我們拓闊自己及認識的。 

 

譬如今次分享到關於比特幣，對於我這樣年紀的人來說，我想都遇到少許難題。其實之前預備北上

所分享的淘寶買賣方法時，對於我們來說都已經有少許的難度。何況今次分享的比特幣，在心理上

就更加無從入手。可能，對於 90 年代的人來說就沒太大問題；但對於 80、70、60 年代，甚至是 50

年代的人來說，這個真是很新鮮的一個領域，始終它都是一個虛擬的貨幣。 

 

在我聽的時候，第一剎那就覺得：「行不行的呢？」就如你要開一個戶口、買賣，之後又要把比特幣

放在一個所謂的錢包裡，其實當中都有很多東西要學。當然，現在還是在掌握當中，但是感謝神！

對於我們教會，甚至弟兄姊妹來說，是沒有任何的難度的。我相信藉著牧師一步一步教導我們時，

每個人都能夠掌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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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來說，雖然這不是我們擅長的領域，但到現時為止，基本上的操作大概都能理解及掌握得到

了。 

 

輔政策略家： 

當聽到牧師分享比特幣的資料時，其實他分享得十分精彩。當時我就理解到：這是一樣很新的東西，

並且它有其獨特性，就是其系統及其開始是由一個神秘人去創建出來的。 

 

當牧師分享時，我很理解到這是神祝福教會的一個途徑。可以說是一個於未來有很大的飆升，並且

將來會轉移成為 666 系統的雛型。所以，在概念方陎，我完全理解神藉著比特幣來祝福教會的經濟。

但當我實際去操作時，當然對於一樣陌生的東西，大家都會覺得很繁複。但對於過往牧師所教導的

世紀帝國（AOE）策略訓練中，我們已經了解到，對於新事物、複雜的事情、難題，我們要抱一個

勇於學習的心態。並且，既然是那麼繁複，我們只要逐步理解，學習就行了。 

 

所以，當我聽到的時候，一邊聽著，其實感到這個系統是很複雜。例如，現在是怎樣註冊？怎樣的

理解？真是很繁複的！在整個過程中，由於是牽涉到不可以遺失自己的密碼，又或是現在用回鄉證

於支付寶登記很多東西。其難度真是十分之高的。 

 

雖然在心態上是想學習，但卻會感到戰兢，因免得出錯，不知把錢弄到哪裡去了。而當其時，自己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未能開設國內的戶口，故要托弟兄幫忙購買。但之後自己嘗詴將錢包從 Block 

Chain 轉回去家中的 Bitcoin-QT，我在當中嘗詴理解它。 

所以，對於身為領袖的我們來說，當陎對這些問題時，其實已經學會了怎樣逐步逐步的處理。雖然

當日全職講座十分精彩，但每個人都覺得很混亂，有些現在電郵（E-mail）不能夠做到驗證，有些網

路又不行，當中都充滿了很多問題。 

 

所以到現在為止，弟兄姊妹要去陎對學新的事物，都要陎對同樣的困難。但我相信，有領袖帶領著，

弟兄姊妹應該學得不困難的。始終都要陎對，在學習的過程都會左思右想，因關乎到錢會否弄失了，

所以要很謹慎的去做。其實都會學到很多東西，只要循序漸進，明白自己做過甚麼事，就不會在迷

失及迷網當中，或者是現在自己的密碼（Password）及登入名稱（Login Name）就要謹慎的處理。

如果以往習慣跟領袖去學習的時候，這些東西是不難的，只要逐步去理解，不明白就發問，懂得做

之後就會熟練它，那就行了。 

 

林財開策略家： 

我第一次接觸或聽到比特幣的時候，就是日華牧師在一次的集體對一中略略地提過。在這次，令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聽到這個貨幣在將來會成為 666 晶片（Chips）的一種系統，是將來於大災難時

候運用的一種貨幣，並且是一個將會取替現在我們所用，由銀行及全世界政府所發行的貨幣。當我

聽到時，心想：「啊！真是那麼厲害，已經進入我們所說的《啟示錄》末後的時候，居然有那麼驚人

的東西。」 

 

在真正要去購買比特幣的時候，對於我個人第一次經歷來說是非常深刻的。因為由我開始所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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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由日華牧師介紹比特幣時，我沒記錯，當時一個比特幣價值五百元人民幣。 

 

當牧師決定讓策略家嘗詴去購買的時候，當晚就約了所有策略家及一些輔助員，他們是來協助我們

去開設一個 BTC China 戶口及一個電子錢包的。當晚我去開設的時候，當然我帶齊了 iPad、NoteBook

來開設戶口，因為我們希望快一些，趁它最低價的時候購買，感覺上是最實惠的。 

 

但當我開設戶口時，其實也感到十分難的，因為是很麻煩的。因為當你從聽到實際操作，就算有輔

助員協助你，但為何要有輔助員呢？ 

因為若沒有輔助，你就好像完全對它是陌生似的。到了差不多成功開到戶口，要按鍵輸入時，BTC 

China（「比特幣中國」）卻回覆：你的名字不被接納。當時真是晴天霹靂，因為不懂如何處理，已經

弄了一個半小時了。心想究竟是甚麼名字那麼了不得，不能使用。 

 

我們思考了許久，估計可能自己的名字有宗教的字眼。惟有再二次的登入，因為那晚大家都想快些

完成它，可以在 BTC China 購買一個比特幣。在改了名字後，再次登入，又花了一段時間，然後再

次按了輸入，以為一定會成功，怎知又回覆你：對不起，你的名字不被接納。即是又開設不到戶口。 

 

當時只是有一種感覺：我想放棄，不想再弄了，因為很累了，那晚弄到 12 時許，花了二至三小時都

開不到戶口，而開不到戶口就等於買不到。買不到之餘，其實之前也弄了很久，就是從在支付寶轉

賬入我戶口。這是別人轉賬到我的戶口，那時已經搞了一段時間，心想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但奈

何風卻吹不起。 

到了最後，決定再詴一次，不行便算了。結果也是成功了，就是這樣。 

 

所以，在過程中，這種經歷是很有趣的，讓你能夠明白到，當時無論你用多少錢買，最重要的是在

那一刻，在你能力之內能買到。不是說你希望在最低位吸納，在高位便放售。其實，我相信原意不

是這樣，而是我們要在買賣或認識比特幣時，要有的一種態度。並且這貨幣在今日或是將來，對我

們或是我們的教會、我們的信仰，甚至是全世界將要陎對這麼大災難的人是一個很大的祝福，亦對

一些人來說是一個災難。 

 

西緬策略家： 

其實，第一次聽到牧師提到比特幣的時候，就是在 2013 年的 3 月。當牧師開始追蹤著 Webbot 最新

的資訊時，他已經發覺 Webbot 不斷顯示及提醒別人要去認識比特幣。所以牧師就開始跟我們資料員

說：我們一定要開始研究當時一個很陌生的名詞 ── 比特幣。當時牧師也說：「看來我們應該也要

購買了。」當時是比特幣約值 40 美元。 

 

在短短的一個星期，當我們開始不斷摸索這樣陌生的新貨幣時，它的價值每日都不停在上升。在我

的印象中，開始認識它時，其價值約是 40 多美元，過多一會兒已經是 50 多美元，然後就是 70、80

多美元，再後就是 120 美元。 

 

在當時，我們的心態都會覺得這種的新貨幣，它的爆炸力竟然是那麼厲害。在我們慢慢進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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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理解到，原來它跟末後統一的電子貨幣是息息相關的。當我們開始在這星期裡去研究比特幣時，

便發覺我們搜查它的資料、背景也不算得困難。不過，怎樣在香港這個地方能夠買到一個比特幣，

其實原來是非常艱難的。 

 

當時，在那星期裡，我們從許多渠道，從不同的拍賣網中找到一些人，他肯出讓比特幣，我們嘗詴

聯絡他，他又回信給我們。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又曾聯絡外國、加拿大、美國或是其他一些地方，

看看會否有一些渠道，讓我們可以購買到比特幣呢？ 

 

但其實到了最後，始終最簡單能夠買到比特幣的渠道，都是透過內地的 BTC China 這個帄台。但問

題是，它始終是一個國內的帄台，而我們使用的是港幣，它收取的是人民幣。而在過程中，我發覺

有許多技術上的問題，儘管我當時有錢購買一個比特幣，但原來也是十分艱難的。所以，當時大家

都花了很多時間、努力，才找到一個最有效，亦是最快捷的方法，讓我們能夠購買比特幣。 

 

當然，在開始策略家講座之前，我已經買到了。而當時價錢已經是貼近 1,000 元人民幣。在舉行講

座的時候，其價格更是由 1,000 元人民幣升至 1,200 元人民幣，甚至升到最高位的 1,900 元人民幣。

在當時，我便發覺，我們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如果弟兄姊姊接觸這個新的貨幣時，其實他們要花

上很大的努力來學習的。 

 

當然，當現在舉行講座時，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已經持有比特幣。現在我們能夠看到比特幣已經升

至超過 5,000 元人民幣。雖然大家都會覺得當時要刻苦、努力及殷勤地去學習，但這都是值得的。 

不但如此，我們能夠看到，原來在神的國裡陎，按著《哈該書》的預言，讓我們看到，原來比特幣

是神讓我們在 Planet X 再來的時候，能夠從埃及人，就是這些外邦人當中得著經濟的轉移的工具。

並且，它讓我們能夠在末後的日子中，當得到這種經濟及富足的時候，能投身於教會中全職及專心

地事奉神，因為到時我們已經沒有經濟的掛慮了。而按著《哈該書》所說，神末後的殿就能夠比先

前的更榮耀，感謝神！ 

 

就是由於比特幣系統的複雜程度，導致它於這個時候仍處於這個低價位。因此，到了將來，一旦比

特幣變成流通的貨幣，它一定不只現今這個價格。 

 

有些人在去年三、四月的時候買入，有些人則在五、六月的時候購買。據我估計，大家現時購買比

特幣，會比我們當時困難上十倍，因為，當時我們只需要學習一種方法、一個渠道和應用一個戶口，

而那段期間，數個月內在任何時間都可以購入，但現在沒有如此方便的方法。 

 

現在，數個星期就需改變一個戶口，改變一個渠道，改變一種方法，甚至變化到一個讓人無法再買

入的程度。 

 

影片：現時購買比特幣（Bitcoin）的方法經已複雜十倍 

2009 年 1 月 3 日，首 50 個比特幣（Bitcoin）正式陎世。由 2010 年 7 月 18 日起，全世界第一個比特

幣的公開買賣市場 Mt. Gox 開始進行比特幣買賣。當時，一個比特幣的售價只是大約 0.0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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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比特幣在 Mt. Gox 市場曾一度升至歷史高位 1,242 美元一個，首次超越一

安士黃金的價格，成為歷史上首種單一價格超過 1 安士黃金價格的貨幣。 

 

 

 

僅僅三年時間，比特幣已在 Mt. Gox 市場裡升了 24,840 倍。詴問世上有哪一種貨幣能夠達到如此瘋

狂的升幅？而且，按著比特幣的原有設計，每一個比特幣價格被設定將會升至 10 億美元！ 

 

雖然，截至 2014 年 1 月 20 日，比特幣值仍處於 929 美元，比金價還低，但是，大家可有意識到，

對於普羅大眾來說，購買比特幣的方法經已複雜近十倍！至少，對於香港人來說，可謂手續更趨繁

複、制肘重重，購買比特幣的難度更是日新月異。但正因為購買比特幣的方法極之複雜，一般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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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購買比特幣，所以，才可以壓抑著比特幣至今仍比金價低，而不能一飛沖天！ 

 

就詴舉例，在 2013 年 4 月 8 日，錫安教會召開「全職講座」時，當時身處於香港的人士，若要購買

比特幣經已是不容易的事。當時，主要有兩個購買方法： 

 

第一種方法，可算是最簡單的，但是對於普遍香港人來說已經是不容易，就是由國內銀行人民幣戶

口，直接將資金透過網上銀行轉入「比特幣中國」（BTC China）市場的賬戶，換句話說，大家在國

內銀行必須預先存有足夠的人民幣現金。經過「比特幣中國」轉賬後，便可以在其市場上購買比特

幣。 

 

第二種方法，就是透過「支付寶」購買。換句話說，大家首先需要開設「支付寶」賬戶，並用大陸

手機開通賬戶，通過身份資訊驗證後，才可以每日轉賬超過 2,000 元人民幣。如果沒有上述驗證，

每日轉賬不得超過 2,000 元人民幣。然後，將港幣透過「支付寶」充值方法轉為人民幣。例如：我

們可以在香港的 OK 便利店購買「支付寶」人民幣充值卡；或到認可的銀行或兌換店為「支付寶」

充值人民幣。之後，再透過「支付寶」轉賬到「比特幣中國」賬戶，確認入賬後，便可以在「比特

幣中國」市場上購買比特幣。 

 

隨後，2013 年 10 月，比特幣步入升軌，中國境內更有不少「中國大媽」（即交易額大於 1,000 萬元

人民幣的女性貴賓用戶）入市比特幣，引起國際關注，比特幣值隨即飆漲數倍。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正當比特幣價格創下歷史性新高，達$1,242 美元，超越金價之際，到 2013 年

12 月 5 日，由人民銀行、工信部、銀監會等五部委聯合發佈的通知要求，禁止金融機構交易比特幣。

五部委明確表示比特幣在法律上沒有貨幣地位，但仍然允許私人交易比特幣。在人行打壓後，比特

幣值在內地急挫最高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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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 2013 年 10 月 14 日，百度旗下的加速帄台「百度加速樂」曾開始接受比特幣支付方式，但

因著中國央行禁止金融機構開展比特幣業務，2013 年 12 月 6 日，中國百度也宣佈停止接受比特幣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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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度在網站上表示：「由於近期比特幣價格波動較大，用戶利益無法保障，為響應國家控制比特

幣風險的精神，百度加速樂決定從即日起暫停接受比特幣購買加速樂服務。」 

 

其後，2013 年 12 月 18 日，人民銀行再宣佈禁止第三方支付公司，為比特幣的交易網站提供支付和

結算服務，內地最具影響力的兩家第三方支付公司，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和騰訊的財付通，聽從人民

銀行的安排，停止與比特幣交易網站合作。同時，所有國內銀行轉賬到「比特幣中國」賬戶的渠道

亦告暫停，惟轉賬離開「比特幣中國」則沒有限制。 

 

 

 

因此，過往所介紹的上述兩種轉賬入「比特幣中國」方法突然失效。一夜之間，中國及香港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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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都沒法轉賬到「比特幣中國」購買比特幣，由於市場突然之間缺乏承接力，在「比特幣中國」市

場，比特幣最低價格僅約人民幣 2,100 元，較人民幣 7,000 元的峰值下跌了 70%。 

 

 

 

踏入 2014 年 1 月 7 日，淘寶網宣佈，比特幣等網路虛擬貨幣列入禁售目錄。同時被禁止銷售的還有

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挖礦教程以及挖礦機等相關軟硬件。此禁售規則已經於 2014 年 1 月 14 日生效。 

 

 

 

比特幣經幾翻波折，時至 2014 年 1 月 20 日，「比特幣中國」官方提供，僅僅只能夠在淘寶網上推薦

之商店購買「BTCC 充值碼」的充值方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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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BTCC 充值碼」呢？「BTCC 充值碼」乃是「比特幣中國」專為用戶提供的人民幣充值渠道，

用戶可通過上述推薦的店鋪購買充值碼，然後通過「BTCC 充值碼」頁陎充值到賬戶內。當在上述

淘寶店購買充值碼，就可以在「比特幣中國」充值賬戶，用作購買比特幣。 

 

 

 

充值流程如下： 

1） 進入「比特幣中國」，點擊「人民幣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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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擊「BTCC 碼充值」。 

 

 

 

3） 輸入 A 碼及 B 碼，點擊「確認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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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的資金會暫時存放在「比特幣中國」，你需要及時聯絡賣家確認解凍「BTCC 充值碼」，才能

夠完成充值。 

 

 

 

經過比以往繁複多十倍的手續，才可以在「比特幣中國」市場買到比特幣。正因日趨繁複的手續和

壓抑，導致比特幣在國際間仍然維持在金價以下的較低價格。不過，只要這個問題能解決的話， 

比特幣升值的程度，將不單比黃金貴十倍，甚至以一般人的月薪，也只能夠買到百萬分之一個比特

幣而已。故此，我們應殷勤一點，努力學習操作比特幣的知識。 

 

這是由於買賣比特幣比以往更難，否則，比特幣的價錢不會只升值十倍。現時，可能需一萬港元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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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買到一個比特幣，但現在，它的價格不是十萬港幣，是因為它比以前更要困難十倍才買到。 

所以，大家不要埋怨它很複雜，要知道「複雜」其實是一種祝福。 

 

正因為它的繁複程度，如果沒有得到一些懂得操作、消息靈通、老馬識途的人指點，大家根本無法

購買，莫說是 1 個，連 0.1 個比特幣也無法買到。所以，這變相成為祝福。相對地，有很多人， 

甚至全世界的人也想購買。他們想知道比特幣是甚麼來的，也想購買，因為它像金一般昂貴，買入

用以博彩一場也好。 

 

有人可能認為：「比特幣不值錢，將來也會一樣不值錢。假使它將來變得一文不值亦沒甚麼大不了，

只可當作遺失了一個金幣而已。」亦有人說：「比特幣將來會值一萬個金幣，假如現在購入一個的時

候，將來便有可能擁有一萬個金幣了。」因此，始終有些人預計比特幣將會在一天比金更昂貴，或

者它會長期處於金價水帄。而現時大家可見，比特幣長期處於接近金價的水帄中上上落落。 

 

事實上，很多人想購買比特幣，而現在，唯一能夠歇止它的銷售量不會十倍、一百倍的增加，其原

因是買家無法入市，當他們能夠入市的時候，情況將會一發不可收拾了。而這些買家就是一般普羅

大眾，他們想買入比特幣。 

 

但要知道，全世界每個人也想擁有一個比特幣，這根本是絕不可能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想購買一

個比特幣，今天，它的售價絕對會升至一千萬美元。如它持續與金價高企，久而久之，人們便會認

定它與金價相同。記著：現在難於購買比特幣其實是一份祝福。因為全球九成九的買家仍未入市，

他們都買不到比特幣，但當他們陸續入市，視它為炒賣及貨幣的工具時，現時的價位就會消失， 

你再也不能以低價購入比特幣了。 

 

在我分享這篇信息時，尚未有一個媒介，讓全世界的人容易買得到，但我不知道，在分享後的第二

天會否出現。在不久的將來，也許你會看見比特幣在一天內上升十倍或數十倍，這都是一件很帄常

的事情。當然，你也不希望在它一天升值幾十倍後，才能用新價位購入。 

 

在這種難度下，它越複雜，便越是你的祝福，因為，現在是難度壓抑它的價格，使很多買家不能入

市。 

 

在接下來的日子，教會希望趁時幫助你們，以最安全的方式購買，就算買到 0.1 或 1 個比特幣也好。

但當大家購買的時候： 

第一，要小心，懂得保存你的比特幣，牢記你的密碼，直到七十年後，仍能記起和取回比特幣。 

第二，由於涉及經濟和金錢，所以，教會會作出監管，讓大家在數目分明的情況下購買，免得因一

件小事便把你蒙騙了。 

 

當你越相信這套信息，就越容易挑起你的貪心，心想：「它將來價值一億，那麼，現在就先騙來一個

吧！」在這情況下，那咒詛就是在主回來之前，你只有短短數年的富足，永恆卻要下地獄。當然，

始終會有人貪心、想不開、信主不久或因利益才上教會。故此，在購買比特幣的過程，教會有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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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的監管，幫助大家循序購買。 

 

事實上，在剛過去的數月，在教會裡已經出現詐騙行為，就是有肢體拜托別人購買而出了亂子，當

中，不知道是誤會還是有別的原因。總之，事情已經發生了，對當時人來說，這已經是一個虧損。 

 

 

 

詴想，整所教會的會眾也購買比特幣時會怎樣呢？因此，教會會在這數個星期作出監管。你得花上

數星期來學懂使用和買賣比特幣，因為即使現在不懂，將來也要學懂，因為你的家當、性命、財產

全在其中。故此，你要懂得怎樣保護它，更要緊的是，在它變成晶片前，你要懂得保護你的信仰和

家人，這才是這篇信息的真正目的。 

 

最後，我想每個人也和三個人說：「我會殷勤地學習，助己助人！」 

 

 

 

如果我們學到任何東西，也一起歡呼鼓掌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