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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5 年 9 月 13 日分享 
第一章：接地（Grounding） 
第二章：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如果有些皮鞋，整雙都是皮造的，連鞋底也是皮造的，如果以這個概念來看，我們 

平常穿著會否比穿膠鞋更好？ 
第三章：多頻震盪器（Multi Wave Oscillator） 
第四章：總結感言 
 
影片：Webbot 預測經濟如煙花滙演應驗篇 
在 2015 年 8 月 2 日的主日信息的總結感言部分， 
日華牧師按著 Webbot 於 2015 年 7 月的預測， 
預告中國股市將會下跌，8 月會是一個不幸的日子， 
並且它形容整個經濟彷似煙花匯演。 
 
主日片段： 
第一點，對於中國的股市來說，8 月將會是一個不幸的日子， 
8 月至 9 月中將會有七個星期非常黑暗，股票價格將不斷下跌，整個經濟彷似煙花滙演。 
在這種情形下，將會出現更大的經濟崩潰，人們會感到更大恐慌， 
而在這七個星期之後，將會有三個星期的調節期，然而，仍不能停止跌市。 
接下來，股市才真正開始大跌，甚至到一個階段， 
政府會史無前例的停止全個股市。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看看這到底是停市，抑或到時候人們不斷談論這個恐慌。 
 
當踏入今年 8 月，突然間，傳媒在報道中國帶領全球經濟崩潰的時候， 
也用上煙花（Firework）這個字眼。 
 
2015 年 8 月 12 日，當新聞報道談及人民幣貶值對澳元影響的時候， 
CMC 市場首席分析師 Ric Spooner 表示，我們將會有可能見到市場如放煙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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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 日，當財經專欄作家 Gary Lamphier 談及當前經濟的時候， 
他說中國垂死的經濟是最近北美股市放煙花的原因。 
 

 
 
2015 年 9 月 5 日，財經專家分析，重金屬市場會因為中國股市而放煙花。 
如此看來，Webbot 對經濟的預測，將會逐步應驗。 
 
第一章：接地（Grounding） 
好，開始之先，我們一起鼓掌多謝神。 
這篇信息其實是 Webbot 的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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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了 4 篇 Webbot，就知道是多麼嚴峻， 
現在，我想藉著這一次機會， 
希望在繼續分享「天馬座行動」這一篇信息之前，於分享完 Webbot 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非常重要的補充資料。 
 
這次，我相信我現在將要分享的， 
是兩個在醫學界歷史裡面最偉大的發現， 
但很可惜，雖然兩個都是發現了多年，但也是被人們用陰謀去隱瞞， 
所以，我會在這次跟大家分析。 
 
擁有這兩樣東西，甚至可到一個階段， 
在 11 年實驗當中，能夠治好人們百分之九十八的癌症（Cancer）。 
當然，總有些是不行的，因有些癌症（Cancer）到了後期， 
連器官也已經不存在了，因器官全被癌細胞吃掉。 
 
所以，我相信這次，是大家很享受的歷史性一刻，因為有很多關於醫學上的新資料。 
 
首先，我相信大家，在過去這幾年當中，都試過看太陽了， 
我在 2012 年 12 月之前，已經差不多看了 1 年的太陽了， 
我在 2013 年看完太陽，便開始走沙地。 
 
所以，我跟大家也很熟悉，看太陽和走沙地對人體的影響， 
包括：我們少吃了很多食物，甚至現在我理解了自己的體能， 
如果我真的要長期不吃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只是慢慢減吃，肚餓感就會消失了， 
透過看太陽，就可以長期不吃東西，而我現在的食量，真的少得很驚人。 
但是問題，在我們分享看太陽的時候，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那時候曾經講過一個理論，但現在，就正式證明給大家看， 
這理論是真實的，並且是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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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從今天開始，你聽完這篇信息之後，你可以不用走沙地， 
你只要坐在家裡，都可以代替走沙地。 
所以，這個發現很重要，因為有個方法比走沙地更好。 
 
首先，我們看太陽的時候，發現了一點： 
就是那時候說過，原來人體跟太陽、陸地連接，再經過松果體之後，便會變成一個線路， 
就是說你站在地上看太陽，它會激活了你的松果體，使你產生一個電路（circuit）， 
時間長了，你的身體就不用進食。 
 

 
 
但現在有兩個新的理論： 
其中一個人，只花了 11 年，便治好百分之 98 的癌症，那人是特斯拉（Tesla）的朋友。 
 

 
 
當他發現了這個東西，在公佈之前，就被車撞死了， 
之後，這東西就沒了，被政府沒收了。 
但後來，再被人們挖掘了出來，就把所有資料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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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我們說這個資料，是絕對有根據，是超越任何醫生、西醫等的理論， 
人家證明了，並且用十多間醫院，用 11 年來證明。 
 

 
 
他證明我們吃食物，其實只是使我們飽或是有能量的其中一個方法， 
原來，吃食物只不過用最間接的方法，也稱為物理的方法，來使身體進行電子交換， 
所以，我們通常吃進食物，然後到達大腸，那些叫做電解質， 
為要讓你的大腸能夠容易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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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說的酸性，其實是因人體的血球缺少負電子，使它們黏作一團的現象， 
所以，我們要用很多不同方法，再把負電子給它，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用血清機了， 
因為，血清機用紅色的激光（laser）打進去血管的時候， 
光本來就是負電子，所以，導致你的血球能夠再次分開。 
 

 
 
所以，原來整個看太陽的行為，根本是一個「電子交換」， 
導致我們不單可以精神、醫治百病，並且可以不用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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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身體的電子交換（細胞缺乏負電子）  
人體存有大量必須的生命元素，包括各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或多或少，我們在地球上也可以找到 90 多種元素， 
根據目前科學家所掌握，他們認同的生命元素共有 29 種。  
宏量元素指佔生物體總質量 0.01%以上，包括︰碳、氫、氧、磷、硫、鉀、鈉、鈣和鎂等， 
每種元素在人體中的含量均在 0.04%至 62.8%之間，共佔人體總質量的 99.97%。 
 
至於，微量元素指佔生物體總質量 0.01%以下， 
如︰鐵、矽、鋅、銅、溴、錫、錳等，共佔人體總質量約 0.03%。 
雖然人體內微量元素含量低，但卻在生命活動過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各種元素進入人體後，組成生物體內的蛋白質、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核糖核酸（DNA）的基礎結構單元。 
 
從化學角度而言，各種生命元素，即各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的原子， 
主要由三種基本微粒子所構成，分別是電子、質子和中子， 
當中，電子的質量最小，且帶負電荷，代表了電荷的最小單位， 
當電子轉移，就會發生化學反應。 
 
每種元素都含有特定數量的質子和原子序數， 
質子是帶有一個單位正電荷的穩定強子，通常標記為 p 或 p+， 
另外，元素內還可能含有中子，質量與質子差不多，但不帶電荷，屬於中性。 
 

 
 
簡單而言，人類日常生活中，不論進食或服用保健藥物， 
理論上都是將物質轉化為不同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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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攝入身體的東西，如食物或藥物， 
經過人體消化、同化和吸收等處理後，最終都會轉化為電子， 
換言之，整個進食過程，也就是「電子交換」的過程。 
 
與發電廠的運作原理相似，廠內不同發電機將各式各樣的燃料， 
包括︰煤、石油、原油或其他燃料等，最終轉化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電力。 
 
相比之下，食物和藥物就是人體需用的燃料， 
燃料在體內轉化為電，再轉化為能量，幫助身體進行不同形式的「電子交換」， 
所以，人體的大腸裡有大量電解質，就是由食物和藥物轉化出來的生成物。 
 
人體的酸鹼度，也是「電子交換」的一種。 
 

 
 
希拉‧瑞坦‧馬內克（HRM）提倡「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簡稱「食日」， 
就是讓人體直接進行深層的「電子交換」，省略了進食、消化、吸收的過程， 
同時亦解決了淺層的食物問題。 
 
日華牧師在今篇及下篇主日信息， 
分別是 2015 年 9 月 13 日及 9 月 20 日的「2012 榮耀盼望第 292 篇及 293 篇」， 
分享了現今兩種最嶄新的保健發現。 
 
第一種稱為「接地」（Grounding 或 Earthing），與「食日」和行沙灘的原理相似， 
甚至「接地」亦可以如「食日」一樣， 
除了改善人體健康之外，還可以進一步解決人類需要進食食物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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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稱為「多頻震盪器」（Multi-Wave-Oscillator，簡稱 MWO）， 
不論是「接地」或「MWO」都是讓人體直接進行深層「電子交換」，達至治療疾病的目的， 
這是最基本和直接的方式，協助器官或患處進行「電子交換」。 
 

 
 
事實上，人體細胞往往都會缺乏大量負荷電子，或稱為負離子，來中和身體過盛的正荷電子。 
過盛的正荷電子會使身體呈酸性，使人生病，甚至演變成癌細胞， 
所以，市面上也有不少保健產品，是以人工方法補充負離子，來中和身體過盛的正荷電子。 
 

 
 
但是，最新醫學發現，原來不論是「接地」或「MWO」，都能夠以「電子交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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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中和人體過盛的正荷電子，進一步改善人體健康， 
達到沒有任何藥物可以做到的驚人醫療效果。 
 
原來，這個可以說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方法，已經有兩個事實證明了， 
並且，這兩個事實已發展到成熟的程度，故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現在我們先看一些圖片，就是人們用了這個方法，種了兩棵植物： 
其中一個，人們把兩支向日葵同時剪出來，分別放在兩個杯中栽植， 
其中一杯，用了「行沙地的方法」，就是接地（Grounding）的方法栽植； 
另一杯沒有接地（Grounding）。 
 
現在大家可以看看，一個左，一個右， 
一支接地（grounding），一支不接地（un-ground）， 
兩支花經過幾天之後，一直下去，就會看到一支開始枯萎， 
一支繼續生存，這就是「接地」的現象了。 
沒放營養，也沒放其他東西，只是清水而已，它沒有吃東西， 
但是我們再看下去，這一支慢慢凋謝了，另一支還要好像長得不錯。 
 
這就是種植兩棵水仙，一棵同樣讓它「接地」，另一棵不讓它「接地」， 
讓它「接地」那棵會長高，並長得很快， 
但是它不但是長得快，並且長得更高，更長壽。 
 
通常，你會用很多其他藥物來激活一樣生物， 
其實藥物都是交換電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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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用藥物的方法，你能使一些東西長得快，長得高， 
但問題是，這同時會使這生物快點死亡。 
 
就好像如果你吃類固醇（Steroids）的話， 
你全身的肌肉除了會變強之外，你的內臟卻全部都會增大， 
當你的心臟增大的時候，便會頂著肺，如果這樣的話，心臟便會跳不到。 
所以，內臟在肋骨（rib cage）裡面，不可以再增大了， 
你的內臟再增大，就會被肋骨限制，到時連呼吸也困難。 
你吃類固醇（Steroids）的話，你的內臟就增大， 
所以很多人都在四五十歲就會死亡， 
尤其是身型龐大的人，很多時候在呼吸上會出現問題， 
因為肋骨限制了他，即使你的肉有多厚也沒用，肋骨已經限制了。 
 
所以這種方法比較快大，但這會出問題，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水仙好像吃了類固醇（Steroids）一樣， 
大家知道，種植水仙不用給營養， 
但把它們接地（Grounding）後，你看這分別有多瘋狂？ 
那邊是盛開的花朵，長得更快、更高和更長壽。 
 
所以，他們是用甚麼方法去做呢？ 
其實，發明這一種方法的人，是懂得看太陽的， 
他們在「以看太陽為食物」這行為中，再發現「走沙地」原來是這麼重要， 
並且，那理論既然是一組線路的話， 
有沒有可能做一件事？就是把一條電線插進泥土裡，或是把一條電線綁在水龍頭上， 
因為水龍頭的金屬一定會連接地底，水管在地底下經過，一定會接觸地， 
那麼，把一條金屬或者一條電線連接到地裡或是水龍頭， 
就是你們家裡洗澡用的蓮蓬頭，然後把它連接在一塊導電的布或者金屬纖維上， 
好像剛剛那棵植物那樣，就是把一條線連接在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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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可以用來證明，你可以用一條電線，跟泥土連接起來的話， 
只要那物件沿途都是導電的話，你接觸它，就等於你在走沙地， 
也證明「走沙地」真的是很重要的，是真的有效的。 
 
它用了一個最聰明的方法，幫助身體交換電子， 
使人不需要繼續在食物裡尋找營養， 
因為，事實上，不同的營養和顏色， 
只是使它能夠跟人體不同的器官交換電子。 
 

 
 
簡單而言，光根本就是電子，七色光也是電子， 
光在宇宙，它能夠傳達到你的身上，也因為它是電子， 
只是從不同的頻率所帶出來的電子， 
那麼，它就可以打開你不同器官的鎖。 
 
因為，原來在我們身體的器官，有一個系統保護著，那些電子不會跑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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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的頻率，可以打開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肌肉、不同的神經線裡的鎖， 
可以跟它交換得到，使你能吸收不同的營養，可以補充不同的部位， 
至於進食，則是用來供應整個身體。 
 
但原來，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原來神所創造的人類，當他懂得看太陽、赤腳行沙地的話，他是可以不用進食的。 
 

 
 
影片：「接地」（Grounding）的提倡者介紹 
日華牧師為大家分享到，人體和地球連接對身體健康的好處， 
即所謂的「接地」（Grounding or Earthing）。 
 
現時推行這運動的三位主要人物，分別是 Clinton Ober、Stephen Sinatra 和 Martin Zucker。 
他們曾於 2010 年出版了一本書， 
名為《Earthing‧The most important health discovery ever!》 
書中詳細介紹「接地」對改善身體健康狀況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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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ton Ober 出生於 1944 年 7 月 14 日美國愛荷華州， 
但他一生大部分時間，是生活於一個人口相當稀少和低密度，以農牧為主的美國蒙大拿州， 
西邊三分之一是山脈，東邊則三分之二屬於美國大平原， 
原居民就是美國原住民的印第安人。 
 
所以，Clinton Ober 一直非常熟識大自然和原始生活， 
但由於他父親死於血癌，自己亦於 1993 年患上一場大病， 
在醫院臥床了整整 28 日，病好之後，他就開始研究如何改善身體健康。 
 
及後，他發現人類由於長期與地面絕緣，令身體帶有太多正電荷， 
細胞變得不健康，因此亦百病叢生，而使身體變得健康的最簡單方法， 
就是把身體連接地面，中和體內「游離基」。 
 
另一位 Stephen Sinatra 則出生於 1946 年，是一位心臟病專科醫生、營養師、 
生物能心理治療師和專門研究如何抗老化的專家， 
當然，他亦同時是專門研究把身體「接地」的專家。 
他曾接受多個美國電台和電視台訪問，例如︰The Dr. Oz Show、 
The Doctors、CNN’s 的“Sunday Morning News”、 
XM Radio 的“America’s Doctor Dr. Mehmet Oz”和 PBS 的“Body & Soul”等等。 
 
最後一位 Martin Zucker，年青時任職美聯社駐外記者， 
主要在中東和歐洲地區採訪，後來集中寫作有關自然健康的書籍。 
著作包括： 
《The Veterinarians' Guide to Natural Remedies for Cats》、 
《Natural Hormone Balance for Women》、 
《User's Guide to Coenzyme Q10》、《Pets at Risk》、 
《The Miracle Of Msm The Natural Solution For Pain》， 
以及《Preventing Arthriti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Life Without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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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arthing‧The most important health discovery ever!》， 
以及《Reverse Heart Disease Now》，就是由他和 Stephen Sinatra 一同撰寫的著作。 
 
所以這群人研究了這個方法之後，他們於多年間做了很多實驗， 
當他們用了這些方法很多年之後， 
便發現世界上最恐怖、最錯誤的發明就是鞋子，因為鞋子使人絕緣， 
當然現在我們知道這樣的話，你們可以找一些不絕緣的鞋子， 
這樣，當你走在街上的時候，便已經可以「接地」。 
 
影片：絕緣的膠鞋是對人類健康最差的發明 
日華牧師為大家分享到，人體和地球連接對身體健康的好處， 
即所謂的「接地」（Grounding or Earthing）。 
 

 
 
原來，鞋是對人類健康最差的發明，尤其是絕緣的膠鞋， 
因為會令人完全斷絕和地面的連接， 
使人體長期帶著不健康的正電荷，於是身體便充斥了游離基。 
 
而正電荷亦等同酸性，因為在化學角度中，酸性就是來自物質缺乏了負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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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的身體接觸到地面，即「接地」， 
就可以把身體的游離基或酸性完全中和。 
 

 
 
因為當身體任何一部分皮膚接觸到地面，就會令身體與充滿負電子的地面， 
立時因為電位差或電壓不同而產生電子交換，使人體的電荷， 
由不利於健康的正電荷，被地面所帶的負電子中和。 
 
根據研究統計，由 1950 年至 2010 年，美國的糖尿病人數呈幾何級數上升， 
研究亦同時發現，糖尿病數字上升的曲線，竟然與美國膠鞋的銷量完全成正比， 
即糖尿病人數是隨著膠鞋的使用比例一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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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大部分美國人所穿的，都是連同鞋底也是全真皮的鞋子， 
隨著當時代膠鞋的普及，糖尿病發病率的數字就不斷上升。 
 
David Wolfe 是其中一位倡導「不穿鞋」（Going Barefoot）的人， 
他認為只要教導別人長期「接地」，就可以中和身體的正電荷。 
 

 
 
YouTube 片段： 
So there's a theory of radiation and that's where in which energetic particles or energetic waves travel 
through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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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的理論是指帶能量的粒子或波頻在空間中傳播。 
 
They radiate out. This light is radiating out. 
它們是向外放射的，光是向外放射的， 
 
That light is radiating out, these lights are radiating out. That's the theory of radiation. 
那光也是，這些光全都以放射形式傳送的，而輻射的概念。 
 
the particles of waves travel outward in all directions from a source so they actually travel in straight lines 
like the Sun puts out things in straight lines. 
就是指粒子以波頻的形態從源頭向外傳播，並實際上是以直線傳播的，就如太陽是以直線照射。 
 
That's like a male energy. Radiation is like a male energy or a Yang energy. 
這就好比雄性能量，輻射就是雄性能量或屬「陽」的能量。 
 
I really loved the description that Ron Teeguarden gave about Yin and Yang. 
我非常喜歡 Ron Teeguarden 對陰陽的解釋。 
 
He said Yin substances, they take and hold and nourish. That's what Yin means. 
他指出屬陰性的物質，會支取、維持和滋養，這就是「陰」的意思。 
 
Yang expels energy straight out. 
而「陽」就直接釋放出能量， 
 
It’s a complete different type of energy. 
所以兩種是完全不同性質的能量。 
 
Right, more the male energy. 
那雄性能量， 
 
but the Yin energy is a different energy, it holds and nourishes. 
和陰性能量不同，它維持和滋養。 
 
This is what we see in our atmosphere as positive charge and negative charge in the earth itself. 
所以我們在大氣層中會看到正電荷，而在地上就看到負電荷。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ook me years to figure this all out. 
我花了上年計的時間才搞清楚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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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ust was confused like everybody else. 
我像其他人一樣曾為此感到困惑。 
 
My God, I read this book and say like negative ions and then I read something else, it was like negative 
ions and then I read this book, negative ions and it was all like these things are all great. 
我的天啊，我曾在某本書上看到負離子，之後在其他讀物上看到負離子，之後我看這本書，也是關

於負離子，而這些東西看來非常棒。 
 
and then I’d be like, what’s a negative ion? 
但最終我想：甚麼是負離子呢？ 
 
What’s, what the hell is a negative ion?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a negative ion was. 
究竟甚麼是負離子呢？我一直也搞不清楚甚麼是負離子。 
 
So, what it is, it's an electrical charge, negative charge like negative side of a battery, that's a negative ion 
原來那是一種電荷，負電荷，負離子就如電池負極的一邊。 
 
So what does that mean? 
那究竟又代表了甚麼呢？ 
 
Well, if I go over here and I touch the bed which is earthed the earth itself has negative shield of charge on 
it and when I touch this automatically the negative shielding of this earth envelopes me instantly. 
好，如果我走到這邊接觸一張接地的床，因為地本身是包圍著負電荷的，所以當我接觸它的那一刻，

地上的負電就會立即包圍著我。 
 
It’s instantaneous, as soon as I touch that. 
那是在我接觸到它的一剎那發生的。 
 
I'll show you that, we’re gonna show that here in a minute. 
我稍後會在這裡示範給大家看。 
 
If I get ejected up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let's say I'm on an airplane, there's tons of positive charge up 
there so the atmosphere is positively charged. 
假設我乘飛機上升到高層大氣，那裡有龐大的正電荷，所以大氣層帶有正電。 
The earth is negatively charged. 
而地面就帶有負電。 
 
Just like two ends of a battery and there will be current that flows between them, just like a battery. 
就如電池兩極的中間有電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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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hat do we call that current? Lightning 
那麼大氣層和地面中間流通的叫作甚麼呢？閃電。 
 
So there’s a potential. 
即當中存在了勢能。 
 
Now even just standing up. There’s a negative charge down there, positive charge up there and there is a 
potential. 
我們現時站立的地方，下方就是負電荷，而上方就是正電荷，當中也存在勢能。 
 
and the only reason we aren’t fried by that is there's no energy in it. 
我們不會被灼傷，因為當中沒有能量被釋放， 
 
But there’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tential. 
只是存在著正電和負電的勢能， 
 
There's...if a lightning bolt strikes suddenly, that whole potential's powered up and the energy moves 
through. 
但如果有一道閃電發出，瞬間所有勢能就會被釋出，能量就會在當中流動。 
 
So what we've been looking at is that and this all came out from The Ion Effect which is written in the 
seventies, actually is a great book. 
我們所談論的，全都來自《離子效應》這本書，出版於 70 年代，是一本非常好的著作。 
 
That when there's a change in your charge, when you get too much positive charge on you. 
當你身體的電荷產生變動，並帶有太多的正電荷。 
 
For example. Ever had this happen? 
舉例：大家可曾經歷過？ 
 
You walking across the carpet at a hotel during a winter vacation. You touch the doorknob. 
在冬季渡假時，你踏過酒店的地毯，你接觸房門的把手時。 
 
PI..SH It’s called static electricity that will break your immune system down faster than anything. 
「啪啦」，那就是所謂的靜電，它對免疫系統的破壞比任何東西都快。 
 
and that's why people get sick around November. 
這解釋了為何在 11 月期間特別容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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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mosphere dries out nobody is grounded anymore ‘cause it’s too cold. So there's no negative charge 
allowed to come in and you start getting shocked and that's when your immune system starts breaking 
down too much positive charge. 
這期間大氣變得乾燥，並且天氣寒冷，沒有人願意接地，因此沒有負電荷能夠進入身體，當你開始

觸電，那代表你的免疫系統開始失效，就是因為太多正電荷。 
 
Now this is fun. 
跟著這個很有趣。 
 
Whenever I'm traveling around, I was in Calgary a lot of static charge in Calgary ‘cause it’s really dry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and I get static charges all over my clothes. 
有次外遊，我到了卡加利，卡加利周遭都充滿著靜電，因為非常乾燥，尤其在冬季，我的衣服全都

充滿了靜電。 
 
I come back into my room, I've got my grounded mat and I throw all my static clothes on it and it kills it 
instantly. 
當我回到房間內，我取出接地蓆，並把所有帶靜電的衣服放在上面，所有靜電瞬間消除。 
 
Try it out, check it out, do it. It's a trip. You start seeing what positive negative means. 
嘗試一下，看看吧，這個旅程讓我們開始理解正負電荷。 
 
You get static charge on your clothes thrown on a grounded mattress and it’s gone. 
你把帶靜電的衣服放到接地的床墊，所有靜電也會立時消失。 
 
It pushes it right off and it does that to you too. 
它立時消除了靜電，並對身體同樣有效。 
 
Every disease cond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charge. 
所有的疾病都是來自正電荷， 
 
Every disease condi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ositive charge and so the build up of positive charge in your 
body being flied that's the free radical theory of aging getting fly by the atmosphere. 
所有的疾病都是來自正電荷，所以正電荷在體內累積，就是大氣層充滿游離基導致衰老的原理。 
You can defend yourself, there's many ways to defend yourself. 
你可以保護自己，有很多可行的方法， 
 
One of them is eat more pigment or love particles, remember that? 
包括多吃有顏色的食物或愛的粒子，記得嗎？ 
 

 
 21 



20150913   www.ziondaily.com 
 

You got to eat love particles which is the color pigments of the earth and those are negative electricity 
concentrates, essentially. 
你們要吃愛的粒子，就是地上有顏色的食物，它們基本上充滿著濃縮了的負電。 
 
You can get on the earth or in the waters of the earth and that shield you. You can become like a Yogi. 
你也可以藉接地或地面上的水來獲得保護，你們也可以變成 Yogi 修行者。 
 
What’s the story of the Yogi? 
你們認識關於他的故事嗎？ 
 
The Yogi, the master gets put into a box dropped into the earth and buried in the earth. A year later, they 
dig up the master and he’s still alive. 
那位 Yogi 修行者曾被放進一個箱內，並且被埋在地裡，一年後，人們把他挖出來，發現他仍然活著。 
 
How could that dude still be alive? 
他是如何活下來的呢？ 
 
And the answer is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s in the earth. 
答案是，我們不太了解地裡有甚麼， 
 
we don't know what the energies are there in the earth. 
也不知道地裡存在甚麼能量。 
 
Definitely, negative charges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但肯定和負電荷有關， 
 
Because when you're completely inside your mother, you're completely shielded in a negative charge. 
因為當我們還在母親體內時，我們是被負電荷完全包裹著的。 
 
As soon as you come out and you take your first breath of positive charge from the atmosphere and you 
begin to become oxidized. which is exactly when you get imprinted with the astrological data of your birth 
moment which is your astrological coordinates. 
當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呼吸第一口來自大氣層帶著正電的空氣時，你就開始進入氧化的程序，同時

你就被印上出生那一剎那的星宿資料，而那就是屬於你的星宿座標。 
 
It’s when you take your first breath that's when you get imprinted with astrological coordinates, because all 
that out there is all positive charge, because all that out there is all positive charge and all this in here, in the 
earth, inside your mother is all negativ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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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呼吸第一口空氣，那刻的星宿座標就烙印在你身上，因為世界充滿了正電荷，而在地上和你母親

體內則完全是負電荷。 
 
I mean you're not “shoe and pregnant”, you're after all “barefoot and pregnant” aren't you? 
常言道婦女「赤足懷孕」而不是「穿鞋懷孕」，是嗎？ 
 
There's something in that What is that? 
這是有原因的，是甚麼呢？ 
 
It's because the mother has to actually get that charge to come through super important part of pregnancies. 
You got to be touching the earth. 
是因為母親需要負電荷來支持懷孕，那是懷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你必須接地。 
 
You have to be connected your electricity because you’re the electromagnetic shield to that baby and the 
negative charge shields you from the positive charge of the atmosphere. 
你必須接上電源，來為胎兒製造電磁屏蔽的保護層，這帶負電的保護層能保護胎兒，不受大氣層的

正電入侵。 
 

YouTube 片段： 

One of the great places in the world to be at the beach, to be able to be connected barefoot to the earth. 
世上其中一個最佳去處就是沙灘，我們可以赤足與大地連接。 
 
It’s in fact the great reason why people come on vacations, why we’re at this great resort here in Hawaii. 
事實上，這是人們度假的原因，並且這是我們在夏威夷這美麗度假區的原因。 
 
On this earth, there’s a charge, it’s a surface charge. It’s on the water; it’s on all the rivers; it’s on the 
springs. 
地球表面帶電荷，包括水面、河流、泉源。 
 
There’s a surface charge, a negatively charged electricity. 
這是一種表面電荷，帶負電。 
This is what’s been discovered. 
這已被人發現了。 
 
So the atmosphere’s basically positively charged, and the earth is negatively charged. 
大氣基本上是帶正電的，而地則帶負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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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I’m barefoot, I’m able to actually be part of the great earth. 
當我赤足時，我便成為地的一部分。 
 
The earth is so big; it immediately envelops me as soon as I touch it with my skin. 
地很大，當我的皮膚接觸地面，地便立刻包裹我。 
 
But if I’m insulated with the rubber soled shoe and the plastic soled shoe, if I’m insulated by wooden floors, 
if I’m insulated by carpets, if I’m insulated by vehicles or airplanes, then I’m separated away from the 
earth’s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d it changes my own static field. 
但若我穿著橡膠或塑膠底鞋，我便絕緣了，我亦會因木地板、地氈、車輛或飛機而絕緣，我會與地

的電磁場分離，並從而改變了我的靜電場。 
 
In fact, I’m then isolated as an electromagnetic island and I’m susceptible to the bombardment of EMF 
frequencies especially in the low-frequency range. 
我便被孤立成為電磁孤島，並容易受電磁場頻率撞擊，特別是那些在低頻率範圍的。 
 
So I’ve been working for years to actually go barefoot and I have to say like when you’re a child, six, seven 
years old, you go barefoot for the whole summer. 
我已努力多年嘗試赤足，像小孩 6、7 歲時，會在整個夏天赤足。 
 
Your feet get tough and you get tough and it’s just easy. 
腳板會變得強壯，你也會變得強壯，很簡單。 
 
But as an adult, I’ve spent years and I get on tough surfaces and it would hurt. 
但成年後，我花了許多年去習慣走在堅硬地面，但會覺得痛。 
 
and I’d be like I’ve been going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d what’s going on. 
我已經嘗試了兩年，卻不明究竟， 
 
But finally, after about three years, my feet toughened up. They just toughened up and all of a sudden I’m 
walking on gravel, I’m walking on surfaces, and it finally happened. 
最終經過約 3 年，腳板終於堅韌起來，它們堅韌起來，突然間我能在沙礫和地面行走，終於成了。 
 
So I feel really happy about that. Basically I’m almost always grounded. 
為此我感到很高興，基本上，我幾乎經常接地。 
 
That’s what I’ve learnt from not only my experience of barefoot but also from the grounded technology is 
that whenever I’m not grounded I feel it. 
不僅是從赤足經驗中學到，而且從接地技術中學會，就是每當我不接地，便能感受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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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m almost always grounded. 
所以我總是經常接地。 
 
I’m going to take you through my typical situation, so you can adapt this into your lifestyle and see if 
there’re times and places where you can be grounded as well. 
讓我分享一些典型實例，讓接地成為你的生活方式，看看時間、地方是否適合讓你也接地。 
 
One, is I go barefoot as much as possible. 
第一，我盡可能赤足； 
 
Two, is that even when I’m sleeping or at the computer doing any kind of desk work. 
第二，即使睡眠或在電腦前工作時。 
 
I’m always using grounded or earthing technology to pull that electromagnetic field of the earth to me and 
to come into my body, and drive off the aberrant EMF that’s around me. 
我總會使用接地技術，把自己連接於地的電磁場，使它進入身體，驅走身旁的異常電磁場。 
 
By the way the earth itself is the best defense we’ve got against all these aberrant frequencies that are in our 
atmosphere from cell phones, to wifi, to radio frequencies, etc. 
你有所不知，地本身是最強抵禦，來抵抗大氣層中所有異常頻率，從手機到無線網絡、無線電頻等。 
 
Not that the earth blocks all that but the earth blocks the low-frequency stuff for sure, including radio 
waves and that can be brought into you just by being barefoot. 
地雖然不能抵擋所有頻率，但它能抵擋低頻電波，包括無線電波，單單赤足便能達到以上效果。 
 
Even when I’m in a car, I have a little device that I drag in my car and that grounds the chassis of my car. 
甚至在車上，我安裝了小裝置，使車底盤能夠接地。 
 
You may not be aware of this but the chassis of your vehicle is actually connected to the negative terminal 
of your battery. So your car is actually negatively charged. 
你可能有所不知，你車的底盤其實連接著電池的負極，所以，你的車其實是帶負電荷的。 
 
Even if you touch the metal of your car it’s actually better than not touching it. 
就算摸摸車的金屬外殼也不錯，比你完全不碰它更好。 
 
Because that negative charge would give you a subtle little sharper energy especially late at night, you will 
be able to drive with a little bit more sharpness at night 'cause you got a little bit of negative charge on you. 
因為車的負電荷會給你一股微微的能量，尤其在深夜的時候，使你駕車時會精神一點，因為你身上

已帶著一點點負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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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gain, I go a little bit further. 
但我多做一步。 
 
I’ve got a device that drags under my car just a little electromagnetically conductive rubber and it’s 
carbon-conductive rubber that...it allows the chassis to bring the electricity from the earth into it. 
就是在車底安裝了一個裝置拖著行走，只是一個小小的電磁導電橡膠，一種碳導電橡膠，讓車的底

盤支取地上的電子。 
 
And then I have a thing that I sit on that allows me to be grounded to the earth even while driving. 
我還有一個小坐墊，讓我駕駛時也接地。 
 
I use grounded mouse pad, I use universal mats, I walk barefoot. 
我使用接地滑鼠墊、通用墊、赤足走路。 
 
If I’m in the city sometimes, I have got to wear a Vibram FiveFingers shoe and that’s what I need to do at 
that time. 
如我在市內，我便會穿 Vibram 牌五趾鞋，這是我需要做的。 
 
Sometimes when I’m doing a big event with some big speakers. I use the Vibram FiveFingers shoe, and I 
like using the Vibrams because they give your foot a natural articulation. They allow your back and spine 
to move naturally. 
有時當我與其他著名講者參與大型活動時，我便會穿 Vibram 五趾鞋，我喜歡 Vibram 產品，因為它

能使腳足自然地伸展，也讓背部和脊椎能自然活動。 
 
It’s like what Dr. Rossi says 60 plus years of research and 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a shoe-wearing human 
to have a natural gait and natural walk, because those shoe doesn’t allow your arch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and it doesn’t allow you to use your whole foot. 
正如 Rossi 醫生所說，經過 60 多年的研究，他說穿鞋行走的人，絕對不可能擁有正常和自然的步態，

因為那些鞋阻止足的弧度正常運作，並使你不能用到整隻腳板。 
 
and I did go through about a six-month process of re-educating my feet. 
我花了約 6 個月的時間重新教育我的雙腳。 
 
when I really went barefoot, when I really went for about three years ago and really went for the 
FiveFingers shoe, the Vibram shoe when I wasn’t barefoot. 
當時我完全赤足行走，那是大概 3 年前的事，不赤足時我便使用 Vibram 五趾鞋。 
 
So sometimes I have to use that, but most of the time. 
有時我必須穿著它，但大多數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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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actually walking around barefoot. And it gives you a feeling of connection. It really sources energy. 
我其實也是赤足行走的，這可給你連接的感覺，真的加添能量。 
 
And when I’m in the summertime, deep in the summer especially in the forests of North America, way ou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barefoot walking there’s a sense of ecstasy and bliss that comes out of the earth. 
It's a feeling, it's definitely there. 
在夏天時，在盛夏時，特別在北美杳無人煙的森林裡，赤足走路，你會有一種從地而來的歡欣愉快

的感覺，這感覺是千真萬確的。 
 
I definitely felt it when it’s not there and I definitely felt it when it’s there. 
這感覺不存在時，我能察覺到，它存在時，我亦能察覺到。 
 
There’s an energy that comes out of the earth that is blocked by shoes and shoe-wearing. 
有一種從地裡散發出來的能量，是會被鞋和穿鞋而隔斷的。 
 
And if you’re a hiker, if you’re a runner, if you’re a walker this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you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going barefoot, becoming part of the barefoot revolution and 
reconnecting to our earth, again. 
如果你是個登山者、運動員、步行者，你就要開始考慮，考慮赤足，成為赤足革命的一分子，再次

與地連接起來。 
 
Now you’ve gotta have a sense about this, go slow, step by step. 
你需要開始認知，一步一步的行走。 
 
Re-educate your foot. Strengthen the arch in your foot. Strengthen your calves and you’ll get there. 
重新教育雙腳，強化腳板的弧度，強化你的小腿，你會做到的。 
 
David Wolfe 在講座中，示範接地的床墊， 
如何使不健康的正電荷，完全從身體裡消除。 
 
YouTube 片段： 
So I’m completely ungrounded right now right? 
現在我整個人都沒有接地，是嗎？ 
 
I’m not touching any, like ground or anything. 
這刻我沒有接觸地面或任何東西， 
 
So we’re just gonna see what I’m going to get hit by right here. 
大家將會看到我會被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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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 this I got a little thing here so I’m going to connect on. This is gonna show me how much radiation 
is hitting me. 
看這裡，我會連接到這個小儀器，它會顯示我身體受著多少電磁輻射影響。 
 
Okay, now we’re gonna zoom in on this. Watch this. 
好，放大這個給大家看，看著。 
 
Now you can see the big harmonic right there, what’s that one? 
現在你會看到此大諧波，那是甚麼呢？ 
 
See that? That’s 60Hz right there. 
看到嗎？那正是 60 赫茲。 
 
What’s…why’s it 60Hz? Because electricity is all at 60Hz. 
甚麼……為何是 60 赫茲呢？因為所有電流頻率都是 60 赫茲。 
 
Now watch what happens here. 
看看隨後的情況， 
 
Touching the light, watch this, I’m going to turn it off, watch this. Didn’t change at all. 
當我觸摸這盞燈，看著，我會關上，看著，沒有任何改變。 
 
If you turn your lights off, it does not change anything. 
關上燈，沒有改變甚麼。 
 
Watch, turned on, turned off 
看，開 ── 關 ── 
 
You still get fried. 
你仍然是被影響。 
 
Wire...coming through your...like if I just…watch what happens here. 
電線透過……看，如果我……看，發生何事， 
 
Watch this. Now I’m touching the wire. But now watch when I ground myself. 
看著，我現在觸摸著電線，請看，當我一接地。 
 
This is an oscilloscope. It’s telling me what’s happening on all theses cycles and watch again. 
這是示波器，示波器顯示週期的變化，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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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oing to get off the bed. And that’s just one surface. 
我會下床，只是接觸一個表面。 
 
If I put more, it’s gonna go better. 
如有更多接觸面，會變得更好。 
 
Watch. My touch here. Boom, it knocks it out. 
看，我觸碰這裡，一下子消除了。 
 
See how that 60 hertz spike? See how bad that is? 
看那 60 赫茲的高峰？看到那是多壞嗎？ 
 
See how much it knocks it out, quiets it out? 
看到它消除了多少電磁輻射？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on voltage. 
現要讓你看看電壓， 
 
See what I'm getting hit by right there? 
看到我在那裡被電磁輻射影響嗎？ 
 
That's 2.7 volts, 2.8 volts. 
這是 2.7 伏特，2.8 伏特。 
 
Okay, here we go. Watch this, 3 millivolts. Watch, 2.6 volts，4.3 millivolts. 
好，我們開始，看這個，3 毫伏，看，2.6 伏特，4.3 毫伏。 
 
And it will keep going down if I just stay here long enough. 
若我停留在這裡久一點，讀數會持續下降， 
 
If I just sit here like that, watch, keeps going down. 
若我像這樣坐著，看，一直下降。 
 
If I just get on like this, like that. Should go to zero, if I touch this to the bed, it will go to zero. That’s volt. 
若我這樣，或那樣，應到 0 伏特，如果把它接觸這床，讀數會降至 0 這是伏特。 
 
這些人用了這個方法的時候， 
當然，他們除了用在植物身上，用在水仙身上， 
他們也運用在人的身上、用在運動員身上、用在傷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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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們這樣做，那些傷者痊癒的速度比別人快 10 倍； 
如果用在運動員身上的話，就會導致他們的乳酸，其他東西都會更快消失。 
 
影片：人體接地令身體傷患加快十倍痊癒 
日華牧師為大家分享到，人體和地球連接對身體健康的好處， 
即所謂的「接地」Grounding or Earthing。 
 
當外國一些運動員使用接地後，發現原來可以把運動後， 
身體乳酸的消失速度加快十倍，使身體更快復原。 
 
甚至有一些單車運動員，因跌傷而擦損皮膚，只要在傷處貼上接了地的矽膠， 
睡了一晚之後，傷處就立即「結焦」，好像已經過了十天一般， 
證明「接地」對加速身體傷患復原的奇效。 
 

 
 
YouTube 片段： 
And I first was interested when there... a lot of elite athletes were using it for recovery and they were, also 
it was useful for tissue healing and wound repair. 
我起初感興趣是因為，很多優秀運動員用這方法來恢復，而且它有助組織癒合及傷口修復。 
 
So those are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it's so useful I have been doing it for about seven years. 
這些就是我認為它非常有用的原因，而我已經使用了約 7 年。 
 
And why the ways you can do this at night when you…So we use the technology at nigh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get up the next day fully re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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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可以在晚上使用的原因是……我們在夜間使用這技術，確保他們在次日便能完全恢復。 
 
Second use of the technology is to accelerate tissue repair and wound healing from injuries that may be 
sustained during a day’s tour race. 
其次用途為加快組織修復和傷口癒合，損傷可能是整天比賽造成的。 
The Tour de France is by far the most difficult sporting event in the world. It's comparable to running three 
marathons a day for 22 consecutive days. 
環法單車賽是世上迄今最艱辛的體育盛會，它相當於連續 22 天每天跑 3 次馬拉松。 
 
The athletes reported and observed better sleep, less pain more energy, faster recovery from injuries on a 
routine. 
運動員稱他們得到更優質睡眠、較少痛楚，更多能量，而常規鍛鍊損傷也能較快康復。 
 
……crashed on a time trial had massive abrasions to his right hip and his right elbow. 
……曾在計時賽中發生意外，其右臀和右肘大量擦傷。 
 
The moment that we got back to the hotel, we used the earthing technology immediately to start to 
accelerate his recovery. 
我們一回到酒店，便立即用接地技術加速其恢復。 
 
He was able to get up and compete fully the following day and put in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helping Alberta win that year’s tour. 
次日他能站起來並全身投入比賽，作出其中一個最重要貢獻，協助阿爾伯塔省贏得當年比賽。 
==================== 
 
這統稱叫做「接地」（Grounding），你用這個字，就可以找到一些相關資料， 
但發現這秘密的是「以看太陽為食物」的人。 
 
當他們繼續去研究的時候，就發現近代會有這麼多疾病的原因， 
就是因身體接受了太多的電荷，而這些電荷導致身體沒有地方釋放出來， 
而當有需要的時候，也沒有地方給它們交換， 
所以，近代的產品，例如無線網絡（Wi-Fi）， 
各類不同的電磁波，都會導致人短命的，還會更易生病和死亡， 
因這些電荷在身體裡聚積，這是我們處理不了的， 
從而產生更多的酸性、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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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之前的人也說，聽手提電話會得腦癌， 
原來這是因在你身上聚積了一些它沒辦法控制的電子。 
但這些電子進入人的身體，它不會胡亂跑， 
人的身體會自然把它封鎖在某個器官裡，用鎖鎖住了， 
所以，那個器官就會開始生癌。 
 

 
 
但為甚麼身體不放它們出來呢？ 
當放出來的時候，其他地方也會生癌（Cancer）， 
我們所講的游離基是甚麼？游離基是缺少了一顆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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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原來，只要我們懂得「接地」（Grounding）的話， 
你已經不用再怕游離基了，因為游離基本身是電子。 
但有一個現象，就是用這種系統，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是以星期、以月份計，慢慢才能夠釋放這些電子出來。 
 
初時，我開始用這個「接地」（Grounding）時， 
簡單而言，你用“鱷魚夾”（電線夾）去夾住水龍頭， 
那時我曾經教你們用過這個方法去「看太陽」的。 
 
影片：重溫室內食日接地 
日華牧師於 2013 年 1 月 6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152 篇」， 
引述希拉‧瑞坦‧馬內克（HRM）提倡「以看太陽為食物」的方法（簡稱：食日）， 
就是按著步驟在日出後或日落前的一小時觀看太陽。 
 

 
 
好讓人的松果體促使 DNA 產生變化，得以長壽， 
並且從「食日」獲得身體所需的能源，其副產品就是從此不用進食， 
這練習甚至能夠成為接下來危難日子的生存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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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以瀏覽及重溫「2012 榮耀盼望第 148 至 153 篇」，及其他「以看太陽為食物」的教導。 
其中，日華牧師曾分享在惡劣天氣、暴雪、暴雨，或身體行動不便，未能外出進行「食日」練習時，

可以在家中自製人工觸地的沙盤來觀日，以幫助自己維持進度（即: Keep Level）， 
避免降級和退回三星期前的時間。 
 

 
 
做法是在室內以一根電線，連接水管，讓水管導電接觸地面， 
另一端接駁電線到一個放了沙的鋁盤或金屬盤， 
當站在沙上觀日時，按電路的理論，會變成導電， 
與地球「接地」（Grounding），這方法在理論上應該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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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譬如：會不會用一些方法，就如舉一個例子，在室內…… 
這個我不能百分百肯定，但是如果真的去到那些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嘗試一件事情，就是怎樣呢？ 
 
就是找一根電線，連接到你的水管， 
因為水管在電路（circuit）上面，一定接到地的。 
你的窗框從前是可以的，現在的窗框已經是不行了， 
因為現在的窗框很多都是偷工減料的，其實不是真的貼著鋼筋水泥。 
所以一定要夾著水管，因為水管一定是接到地的， 
就是在導電上任何一個方向它也是接地的。 
 
所以，夾著那個水管， 
然後接駁一條電線去夾著一個鋁或金屬的盤子， 
而在這個金屬的盤子內倒一些沙。 
那麽，你站在那些沙上，或者是可行的， 
按著一個電路（circuit）的話，它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實際上是不是可以，我不能保證。 
 
但如果去到一個真的這麼惡劣的環境，整個冬天都是零度以下， 
你根本不能站在地面上的話，這個是可以嘗試的。 
因為至少不會減慢你的進度， 
至少不會說突然之間，當你過完這個冬天之後， 
你要重新扣掉三星期，至少你可以維持住這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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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可能你會發現： 
咦，原來不是呀！一直成功呀， 
甚至在那個過程當中，過完冬天你也不用吃東西， 
那就證明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如果是有弟兄姊妹嘗試過，或者是外國有人試過又成功， 
你其實可以給予我們消息，那我們可以分享出去、發放出去， 
但是這個方法我覺得是可以提議。 
 
但原來已經有人以 10 年計用在自閉症、糖尿病，風濕症同樣也治好了； 
 

 
 
那些痛風或其他的，使用後就能減輕痛楚； 
有些人有脊椎、坐骨神經痛， 
所有患神經痛的病人，他們甚至在講座當中所坐的墊子， 
就已經「接地」（Grounding）了， 
當他們坐到一半的時候，那些痛已經沒有了，這麼快！ 
因為其實痛也是電子訊號來的。 
 
所以，他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就是他們做了很多這些研究， 
他們用了很多方式去量度，已經可以量度出來讓你看， 
他們發現，藉著「接地」（Grounding）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身體，產生一種電牆式的防護罩， 
因為，當你接觸地的時候，那你就跟地成為一個接觸體， 
地就會用你去表達它的電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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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身邊的所有無線網絡（Wi-Fi），各類不同的電波都不可以干擾你， 
甚至你講電話時，它也不能夠進入你的身體裡， 
因為你整個身體，已經接了地的電荷。 
 
而事實上，這可以說是一種很聰明的方法， 
不是用物理方法、也不是用其他化學的方法，去解決了身體上的電子問題。 
 
影片：「接地」Grounding 對身體的好處 
關於「接地」（Grounding）或稱 Earthing 對身體健康的好處， 
其中一位主力提倡者 David Wolfe 於 2010 年舉辦了一個講座，講解甚麼是接地， 
和接地對身體健康的好處，甚至即場替所有觀眾接地。 
 

 
 
YouTube 片段： 
One of the things I learned is that I was actually trying to do the impossible which is getting people to do 
wheatgrass ene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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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到的一樣東西，就是嘗試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叫人進行小麥草灌腸。 
 
And for years of that kind of service the universe rewarded me with the simplest thing ever. 
因多年以來介紹這種服務，宇宙以最簡單的東西來回報我。 
 
You don't have to leave your seat; you don't have to go anywhere. And this is the most phenomenal 
discovery that Len and I’ve ever come across together in last 10 years that we've been together, working 
together. 
無須離開座位、無須去任何地方，這是 Len 和我在過去十年來最非凡的發現，Len 和我一起共事。  
 
So we are actually going to do something that'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hat is, we're going to ground every 
single person in the first, maybe two-thirds of this room. 
我們將會做一些從未做過的事。就是，我們會給所有人接地，是這房間內三分之二人。 
 
Hold up, 460 people 460 people will be grounded. 
等一下，即 460 人，460 人將會接地。 
 
Yes, and just everybody knows this is the actual grounding mechanism. 
好，大家都知道這就是接地裝置， 
 
if you want to explain exactly, when this, okay, right here there's sort of a point right here. Don't touch yet, 
please. 
你可解釋清楚，當這個……好，這裡。這裡有一點……請暫時別碰它！。 
 
There's one by your seat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你好奇的話，你座位旁也有的。 
 
When this actually touch your skin. 
當它接觸到你的皮膚， 
 
David is gonna explain exactly what happens. 
David 將會解釋清楚甚麼會發生。 
 
So you peel off the sticker, don't do it yet, then it touches your skin. 
撕去那貼紙，但不是現在，然後接觸皮膚， 
 
Okay, so what's gonna happen is that we’ve had the developer of this grounding technology come into this 
room and actually wire up every seat, 460 seats. 
好，我們將要做的，就是我們邀請了接地技術研發者到來，為現場 460 個座位接上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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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every seat in this room, and except for the back portion and corners and that kind of a thing. 
幾乎是房間內所有座位，除了後座及角落位置， 
 
And what's going on is that we all are gonna actually be able to touch the ground. So electrically, now this 
wire is connected to a rod that stuck in the ground outside. And that means you're gonna get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arth. 
我們正讓大家能夠接觸到地面，此電線已與一根固定在室外地面的棒連接，亦即你將會透過電路與

大地連接。 
 
Then you think, what could that do? Is that really a big deal? 
你或會想，那又怎樣？這樣真的重要嗎？ 
 
And we're gonna find out together that it is a big deal it's one of the biggest deals ever and that shoes have 
been doing a whole lot of damages to us we never suspected. 
我們將一起認知到這是很重要的 ── 這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鞋一直帶來眾多損害，是

我們從未想過的。 
 
Being in insulated homes with carpets has been damaging us in ways that we never expected. 
身處絕緣、有地毯的家居一直損害我們。其原因也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And we're gonna find out just how quickly you can remove inflammation and pain from your body. 
我們將會知道如何快速去除炎症及痛症。 
 
Then as Len was alluding to, we're gonna see it. 
然後正如 Len 所提及，我們會親眼見證。 
 
We're gonna see blood normally, as we are, which is in shoes run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n we're 
gonna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connect to the earth, go barefoot. 
見到血液在我們素來穿鞋的情況下的狀態，然後會見到，當我們赤足接地時又會怎樣。 
 
The only way we can do that in the carpeted room is to connect ourselves electrically this way. 
在鋪地毯的房間內的唯一方法，就是以電路來把自己連接起來。 
 
We'll see what that blood looks like in about an hour or so. 
我們將會看到血液在約 1 小時後的狀態， 
 
Does that sound like the best thing ever? 
聽起來似乎是最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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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So now let’s talk about what it means to be grounded and what that looks like. 
現在讓我們講解什麼是接地，究竟接地是怎樣的呢？ 
 
If we had a room filled with oxygen and the room next door had about 8% oxygen. 
如果我們有一個房間充滿氧氣，而隔壁的房間卻只有約 8%的氧氣。 
 
where we’d go（sound）, if we opened the door between them. What’s going to happen? What would 
happen? 
我們可能會窒息，如果我們打開中間的門，會發生什麼呢？會是什麼呢？ 
 
Right, it floods in. It’s called diffusion. 
正確！氧氣會湧進，這稱為空氣擴散。 
 
In the plants, it’s called osmosis, that everything tries to equal out. 
在植物這則稱為滲透，就是兩者平衡起來。 
 
And so the oxygen will rush into that room in order to fill that gap and we’d go, eh phew,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t’s like to go barefoot. 
所以氧氣會湧進那間缺少氧氣的房去填補差距，我們就能透過氣來，而這正如赤足一樣。 
 
As soon as you put your foot on the ground, the electricity rushes into you because in most cases, in fact in 
all cases we are deficient in the earth’s electrons or electricity. 
當你把腳放在地上，電流就湧進你的身體，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在所有情況下， 
我們也是缺少大地的電子或電流。 
 
And therefore, the earth goes and senses its imbalance and literally it’s like suction, it's just drawn right into 
you. 
大地會偵測到我們和它在電子上的不平衡，就好像吸氣一樣，把電子吸入你體內。 
 
Overtime, because we have various gates that block just the immediate absorption of everything. 
很多時，因為我們有不同的關卡阻礙我們即時吸收， 
 
Overtime, it increases your electrical, negative electrical charge. You gain more electricity. 
但當日子有功，這會增加你身體的負電荷，你會獲得更多的電力。 
 
And that’s what this idea, any time you have two conductive objects. 
所以概念就是，當你有兩個導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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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empty rooms next to each other that make contact, you open the door such as your bare feet on the 
ground, the electrons will flow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abundant. 
就如兩個相連的空置房間，每次當你打開門時，就好比你赤足接地，電子便會從高密流向低密。 
 
remember that room with all the oxygen in it, into the place where they're less abundant. 
記住，就是從充滿氧氣的房間流到較少氧氣的房間。 
 
The electrical potential of the two objects will thus equalize: and that's called earthing. And that’s called 
grounding. And that’s when we come to that place of starting to be connected again to the earth. 
兩個導電體的電勢便會平衡：這就稱為接地，就是連接地下，就是我們再次重新連接到大地。 
 
You’ve heard of this phrase before? Disconnected? I feel ungrounded. 
你有聽過這詞語嗎？你是否隔絕了？我覺得沒有接地。 
 
Or you ground your child, their behaviors are erratic crazy. 
或者你把孩子接地，因他們行為異常瘋狂嗎？ 
 
You’re grounded!  
你接地了！ 
 
Right? The anxiety, the erratic behavior. 
是嗎？焦慮、失常行為。 
 
we’re going to look at some slides here that I believe are gonna shock you. 
我們將會看一些資料，相信會震撼你。 
 
This is the science and Clint has been responsible. 
這是科學，Clint 一直研究。 
 
it's been about 30 studies now, on this subject. And we’re just going to be giving you the cliff-notes on all 
that pictures which is great,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bar graphs, you can see the images you can see how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when you’re grounded. 
現在此題目上有約 30 份報告，我們也會給你一本手冊，附有圖片，那非常好，因為你可以看到棒形

圖、影像，你可以看到接地之後帶來的轉變。 
 
We’re going to see the blood, what happens? Right, you’re gonna get to feel that. 
我們也會看看血的變化？你也感受一下。 
 
We're gonna see what happens in an hour 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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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一、兩小時後作出觀察。 
 
It’s only you know 20 minutes. 
那只是 20 分鐘。 
=========== 
原來，講座的主持人也是一位食日者。 
 
Now,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sun gazers in here…Anybody in the sun gazing? 
對於我們食日者而言……有誰在進行食日？ 
 
The great immortal practices of sun gazing. 
食日是美妙的長生訓練，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 can really do with this in mind is you sun gaze, barefoot wherever you’re in the 
world, wherever the world.  
進行食日時，大家可記著，食日時要赤足，無論在世界何地。 
 
wherever that plane deposits you – Pan Am Airlines delivers you in Tehran in Iran. 
無論飛機把你帶到哪裡，即使泛美航空把你帶到伊朗的德黑蘭。 
 
First thing you do is you get out that plane, you get barefoot so that’s sunset, you watch that last minute or 
two barefoot on stone and then you’re recalibrated. 
離開機艙第一件事就是赤足，日落時，看那最後一、兩分鐘，赤足站在石頭上，那生理時鐘便會重

新校準。 
 
And that’s why I can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don’t get sick. I don’t get tired, don’t get wiped out. 
這解釋為何我能環遊世界而不生病，不會感疲累，不會精疲力竭。 
 
他解釋現代人居住的高樓大廈，原來是對身體有害， 
因為高空對比地面，有更大正電荷，令身體更缺乏負電子， 
住二樓的人，相比住在一樓的人，中風機會已經增多了 40%之巨。 
但接地就可以解決這問題。 
 
YouTube 影片： 
It's the shoe, the rubber-soled shoe is a big factor in this. 
是鞋，膠底鞋是一個重大因素， 
 
and then also buildings, 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third floor, fourth floor, fifth you know what I'm going 
here to here? 30th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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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建築物，一樓、二樓、三樓、四樓、五樓，你知道要數到第幾層嗎？30 樓。 
 
that we are so high up in the atmosphere, big problems can develop. 
我們位於大氣中如此高的地方，大問題就來了。 
 
40% more strokes on the second floor than the first floor just two-storey house. Because there is a voltage 
change as you go higher up in the atmosphere. 
住二樓比一樓多 40%機會中風，這只是兩層高的房子，因為當你到大氣更高的地方，電壓就會變化。 
 
The higher up you are with no ground to connect you to the earth the more troubles will arise, and the faster 
and the worse the inflammation will be. 
當你越往高處，沒有地面把你連接到大地，越多麻煩就會出現，炎症會出現得更快，更壞。 
 
接地亦可等同血清機的功效，使紅血球分開。 
 
So we’ve got the blood sample, that's good. Here's what we're gonna see in their blood. 
我們已取得血液樣本，真好，這就是我們將要從他們血液中看到的。 
 
Here's what's been researched. 
這就是已研究的， 
Gaitana's gonna be here, he'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is. 
此研究背後的科學家 Gaitana 稍後也會到這裡， 
 
Pre-grounding, we see the clumping. 
接地前，可看到細胞聚在一起。 
 
Post-grounding, instant change of the charge on every cell. 
接地後，每個細胞的電荷起了即時變化， 
 
The cell is electrical, not chemical. 
細胞之間是電子連繫，而非化學連繫。 
 
And therefore, as soon as the electrons are available. 
所以，當有電子存在， 
 
Boom…the charge comes onto the cell, and it's able to produce a zeta potential which keeps every cell 
bouncing off of every other cell, but not clumping with every other cell. 
砰……電荷便會傳到細胞上，並能產生界達電位，維持細胞與細胞之間互相排斥，不致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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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umping is electroplating. It means that there's a deficiency of electrons. 
這份聚力等同電鍍，意即缺乏電子。 
 
Everybody's trying to get together to get the oxygen or to get wherever the charge is. 
導致所有細胞聚在一起，爭取氧或任何帶電荷的東西。 
 
That makes sense? 
明白嗎？ 
 
Like, you know, if we want all grounded. 
就像如果我們全部都想接地， 
 
we'd all be touching each other and clustering up next to each other trying to get to the person who is 
grounded. 
必然要互相觸碰，並擠在一起盡量接近那位接了地的人。 
 
So we would be like, “Oh we want what you've got”. 
就像是：「啊，我們想要你擁有的」。 
 
And that's kind of what happens to our blood. 
這就像是我們的血液裡的情況。 
 
My opinion about this is that this is going to lead to a dramatic change in our longevity. 
我認為此法會導致人的壽命產生戲劇性變化， 
 
接地可以令用電腦的人，不會受到電腦的電磁波影響。 
 
When you ground yourself – this’s a great ground pad. This’s what I have underneath my computer. 
當你將自己接地 ── 這裡有塊接地墊，我就是把它放在電腦下面。 
 
Right? So my feet are on that. 
是嗎？雙腳放在上面。 
 
So when that computer’s sending that EMFs at me yep, it blocks it. It shields you, as you’ve become part of 
the earth. 
故當電腦向我發出電磁波時，正確，它會阻擋這些電磁波，它會保護你，因你已成為大地的一部分。 
 
It just shields ‘cause it’s just right over you. 
它會保護，因它正包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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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gonna show you that, show you images of that. So the original medicine. 
我們將要把一些相關圖像給你們看，故這就是原始藥物。 
 
可以將人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數字回復正常，幫助改善睡眠質數和減低壓力， 
尤其是平衡女性的荷爾蒙，甚至是甲狀腺問題。 
 
Cortisol, who is familiar with the research on cortisol. 
皮質醇，誰熟悉皮質醇研究？ 
 
that's come to light in last 10 years that's indicating that, these elevated cortisol levels are bringing forth a 
whole bunch of problems. 
皮質醇研究在近 10 年出現，指高皮質醇水平會引起一大堆問題。 
 
we've got sleep disorders, hypertension… the whole list is there. 
睡眠障礙、高血壓，整個清單在此。 
 
Autoimmune conditions, erratic glucose levels, blood sugar erratic behavior mood disturbances, decreased 
immune response and of course changes in bone density. 
自身免疫病、血糖水平不穩、血糖反常，行為情緒障礙、免疫反應下降，當然也包括骨質密度改變。 
Watch this. This is a normal 24-hour cortisol profiles. 
看，這是正常 24 小時皮質醇概况。 
 
So it changes, just like everything in our body very important word is in a cascade of circadian rhythms. 
皮質醇水平有變化，就如人體所有部分一樣有一重要字眼：一連串的生理節律。 
 
Right, everything is in a pulsation. 
是，所有部分都有規律地跳動。 
 
Our heart doesn’t go, burp – 
心臟不會：嗶 ── 
 
Right? What does that do? 
是嗎？那會怎樣？ 
 
Bup-bup, bup-bup, bup-bup… it’s in a rhythm. 
砰砰、砰砰、砰砰，有節奏的。 
 
That would even speed up: bup-bup, bup-bup, bup-bup, bup-bup 
或會加快：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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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it can slow down: bup-bup, bup-bup 
也可以減慢：砰砰、砰砰 
 
But it's a rhythm, that's this. Okay, everything is going on like that. 
但這就是節奏。好，所有部分都是這樣。 
 
Our hormones are like that, our neurotransmitters. 
荷爾蒙是這樣，神經傳遞素也是這樣。 
 
This is a study that was done, it’s called. The Biologic Effects of Grounding the Human Body during Sleep 
as Measured by Cortisol Secretion and Subjective Reporting of Sleep, Pain, and Stress. 
曾有個研究，題目是：於睡眠時接地對人體的生物影響：皮質醇分泌量度及主觀睡眠、疼痛及壓力

報告。 
 
Here it is. On your left side, you're gonna see 24-hour cortisol secretion profile before grounding and then 
after. 
就是這個，左手邊可見 24 小時皮質醇分泌概況分別在接地前及接地後。 
 
Immediate changes in cortisol levels. 
皮質醇水平有即時改變。 
 
Okay, watch this. 
好，請再看這裡。 
 
Mostly affecting females, most pronounced effects. 
大多影響女性，並有最明顯影響。 
 
You're gonna see this pattern coming up quite a bit. 
你會看見此模式出現得相當多。 
 
And the pattern is, as soon as you ground yourself, all your circadian rhythms go to order as soon as you 
unground yourself, they go to chaos. 
而此模式是，當你一接地，生理節律便回復正常，當你一不接地，它們便混亂起來。 
 
And what Clint has theorized and I think it's accurate and it’s been my experience for sure is that the earth 
is a reference point for circadian rhythms. 
而 Clint 建立的理論，我覺得是準確的，因為這也確是我的經驗，就是大地乃生理節律的參照點。 
 
So here's what the results are indi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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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結果所表示的。 
 
The grounding in human body to the earth during sleep produces night-time levels of cortisol and 
re-synchronizes cortisol hormones to more align with the natural 24-hour rhythm. 
睡眠時身體接地的話，會產生夜間水平的皮質醇，並把皮質醇與天然的 24 小時節律再次同步。 
 
Changes were most apparent in women. 
有關變化在女性身上最為明顯。 
 
Why do you think that is? 
你覺得為何會這樣？ 
 
Because generally, there's more circadian rhythm issues going on in women, right?  
因為通常女性會有更多晝夜節律問題，是嗎。 
 
More hormones, more variety of hormones and women generally can't kind of go against the nature's laws 
as much as men can. 
女性擁有更多激素、更多種類激素，並且女性一般不能像男性那般違反自然法則。 
Otherwise things will come up. 
不然問題就會來， 
 
Yeast infections come up. 
念珠菌陰道炎就發生。 
 
Things that will throw the female body out of balance faster than men. 
令女性的身體比男性更快失去平衡， 
 
so that's why it's usually women who show up to health lectures right 'cause it's you can't get away with the 
transgressions as much. 
因此通常都是女性出席健康講座，因為對比男性，女性比難以違反自然法則。 
 
Now this has been profound I actually talked about, pointed about this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這個意義深長的，我其實昨天或前天都談及這一點。 
 
This has been so profound that it's actually been found if you ground yourself to the earth you've got to cut 
your thyroid medication and there are implications her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be very aware of. 
這一點的意義在於，有人已經證實，如果你把自己接地，就要停止服用甲狀腺藥物，這點是有影響

的，所要要小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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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so know with blood thinner medication as we're going to see that you gotta be also very careful and 
you gotta work with a physician or someone who could help you to cut back in a way that's appropriate to 
the new homeostasis that you're gonna settle into when you're grounded. 
並且我們將會談到血液稀釋藥物，也要小心處理，要找醫生或其他合適人士，把你的用量減到合適

水平，適合於你接地之後所達至的體內平衡。 
 
改善所有炎症非常有效。 

This buzzword “inflammation”I think it hit Newsweek magazine and Time magazine It must have been, 
it’s about six years ago. 
「發炎」這個名詞，曾在《新聞週刊》、《時代雜誌》大肆報道，我想應該是 6 年前。 
 
You remember when that hit, it’s like: OK, now we are on this whole idea of inflammation that it appears 
that the big undertaker that has taken us out back parts of the ankles, hips chronic inflammation, injury, 
trauma never goes away. 
當時的報道大概是：關於發炎這回事，它似乎是某個主因困擾著我們腳踝背部、臀部。引發慢性炎

症、受損、創傷不斷。 
 
That i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is inflammation which just keeps producing our immune response that 
evolves into constant and chronic pain. 
發炎不斷引發身體各個免疫反應，最終演變成持續、慢性的痛症。 
 
Now, I sat down with Clint last night he said there is no inflammation in nature, can exist that inflammation 
is a response, a free radical response. 
昨晚我和 Clint 見面，他談到發炎在自然界根本不應存在，發炎是一個反應，一個游離基反應。 
 
and normally, you are touching the ground immediately the electricity of the earth neutralizes all the free 
radical damage and you could have no inflammation. 
基本上你只要接觸地面，地面的電流就會立即中和所有游離基的破壞，而你的炎症就會立即消退。 
 
Yep, you know what this goes pretty darn quick, because we are gonna see it. 
是的，瞬間就消退，我們將會看到。 
 
Because there are some folks here who have been in pain for a while and we are gonna see how quickly 
they go out of pain. 
因為你們中間有些人患痛症一段時間。我們將會見證他們如何迅速痊癒。 
 
There is Time magazine 2004, that’s six years ago, seven years ago basically. This is wha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all this inflam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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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2004 年的《時代雜誌》，即 6、7 年前，報道把不同的疾病歸咎於發炎。 
 
All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chronic this, chronic that, chronic neck pain. 
例如各式各樣的長期痛症，包括頸痛，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won’t admit it but who admit neck pain? 
我知道許多人不會承認，但你們誰有頸痛？ 
 
Okay. Who won’t admit anything no matter what I say. 
好，誰無論我說甚麼都不會承認？ 
 
Who here will never raise their hand no matter what? 
誰無論如何都不會舉手？ 
 
Okay. Look at it. Look at the li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steoporosis and grounding will be explored. 
來，看看這個清單，我們會探討骨質疏鬆症和接地的關係。 
 
And it’s a big o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這是重要的，不同病況之間的關係。 
 
Ann Mass, who was the woman called the other day. What was her issue? What has Ann Mass? 
之前有位名叫 Ann Mass 的女士，她是甚麼情況呢？患有什麼？ 
 
It was fibromyalgia. Is that on the list? 
纖維肌痛，在清單上嗎？ 
 
I mean these are issues that are related to having electricity problems. 
這些都是不良電流引發的病症。 
 
可以改善皮膚問題，減低發生腫瘤的機會。 
 
So this is what we are hearing, this is in the media. You’ve seen it. 
這是我們所聽的，這是在媒體上的，你們已經看到了。 
 
Chronic inflammation that is the engine that is really creating the aging. This is really associated with 
aging. 
慢性炎症真是製造老化的源頭，這實在與老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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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to put this up here because when you ground yourself as you’ve done there is an instantaneous 
change in your skin conductance, it’s instantaneous. 
我想談論這個，因為當你接地時，你皮膚的導電性就會立即改變，是一瞬間的。 
 
So let’s say somebody has a skin issue, what do those look like?  
譬如說某人有皮膚問題，是怎樣的呢？ 
 
Let’s name some. 
讓我們列舉一些， 
 
Psoriasis. What else? Right. Yep, dermatitis. 
牛皮癬，還有什麼？對，皮炎。 
 
Yep, seborrhea, you got it. 
是，皮脂溢出，你說對了。 
 
Acne, rosacea, hives. 
痤瘡，酒糟鼻，蕁麻疹。 
 
So all of this stuff is improved immediately, instantly when you ground. 
當你接地時，這些病情都會瞬間改善。 
 
It’s instantaneous. There is the chart right there that you can see where it happens. 
是瞬間改善，這裡有圖顯示是怎樣發生的。 
 
I’m gonna point it out. 
我會就此說明， 
 
So right there is the moment of grounding. 
所以正是接地的瞬間。 
 
Look at the change, boom, boom, instant. 
看其變化，是即時改變的。 
 
You can see over here folks. if you are on this side. From the instant you ground, your skin conductance 
changes. 
如果你在這一邊，可以往這裡看，就在接地的瞬間，皮膚的導電性改變。 
 
That then cascades deeper and d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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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串聯越來越深。 
 
and just for my own research, I’m looking at all the studies that Clint has given me over the years. 
在我的研究中，我會讀 Clint 多年來給我的資料。 
 
I’ve been actually been able to see this. 
實際上我能看到這點， 
 
It takes about 10 minutes, for the other things to start coming in. 
其他現象開始發生需時約 10 分鐘。 
 
Because our body is gated. 
因為我們的身體是有關卡封鎖的，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When a gated community all those electrons just can’t charge in and vandalize the place. 
當一個社區被封鎖，所有電子就不能通過，便破壞該地方。 
Right, our body is like: Okay, hold on, you go through gate one, skin, first. 
對，我們的身體就像這樣的：等等，你先通過第一道閘，皮膚。 
 
Then, deeper, second muscle tissue. 
然後，更深入，第二道閘，肌肉組織， 
 
Then it goes deeper and deeper and deeper and eventually if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it starts getting to 
those deep-seated issues in our organs. 
然後越陷越深，最終，如果你留意，它開始進入器官的深層組織。 
 
In those places deep inside our tissue where there can be positive charges or deficiency of charges, which 
may be called things like tumors, Excessive growth, excessive growth. 
在我們組織的深處，有正電荷或電荷不足的問題，那東西可能稱作腫瘤，過度增長、過度增長。 
 
So we’re starting to see it. We start to se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body’s ability to inhibit excessive 
growth. 
因此我們開始明白了，明白接地與身體抑制過快增長之間的關係。 
 
What’s that? I mean I was just reading up on ovarian cysts. 
那是什麼？我之前讀到卵巢囊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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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rian cysts come and go with what? Hormone cycles. 
卵巢囊腫是隨什麼而來和去？激素週期。 
 
If the hormone cycle's way out of balance the grandfather clock is suddenly 30 minutes behind then, all of a 
sudden, a cyst can grow out of control and the body can’t draw it back again because the circadian rhythms 
are out of balance. 
如果激素週期完全失去平衡，生理時鐘突然慢 30 分鐘，然後，一個囊腫便突然失控生長，身體不能

收納它，因為晝夜節律失去了平衡。 
 
What happens then?  
然後會怎樣？ 
 
Well, then we start to develop such large growth that... 
嗯，然後身體就開始大量增生…… 
 
I remember a young girl that I went to school with. She had a gigantic grapefruit-sized cyst removed from 
her body because her body couldn’t bring it back, couldn’t reabsorb it because of the circadian rhythm 
issues. 
記得我以前有一位女同學，她切除了柚子般的巨大囊腫，因晝夜節律的問題，她的身體不能吸納它。 
 
How do we keep that in balance？ 
我們如何保持這種平衡？ 
 
just simply walking barefoot, touching the earth, connecting to the earth. 
就是單單赤足行走和觸摸大地，連接到大地。 
 
There’s a revolution coming. 
一個革命正在來臨。 
 
「接地」亦可以改善一系列健康問題，令白血球、淋巴球和胆紅素等數字回復正常。 
 
Okay, let’s look at some of these images. 
好，請看這些圖表， 
 
There’s what the study was about. Again we’re looking at markers, 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 
該研究是關於以下資料，再看看有關遲發性肌肉痛的指標。 
 
We’re looking at eosinophils,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red blood cell counts etc. 
包括嗜酸性粒細胞、白血球數量、紅血球數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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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here’s white blood cells. 
先說白血球， 
 
Grounded dramatic decrease which you can see right here what this means. 
接地使數量劇減，圖中可見我所指。 
 
See that the blue part of the graph there, that line? What’s going on there? 
看見那藍色部分，那條線嗎？那裡發生甚麼事？ 
 
It means that the white blood cells are wrapping up because there’s inflammation. 
意即白血球正完成工作，因有炎症出現。 
 
But for grounded, there’s no inflammation, so everything just goes right back down. 
但接地後，沒有炎症，數字便下降。 
 
Look at this here, same type of thing Neutrophils. 
再看此圖，同樣情況，嗜中性球。 
When we’re not grounded, the inflammation is greater, increases. So if you’re grounded, draws that right 
back down. 
當沒有接地，炎症增加，漸趨嚴重。若接地，數字便下降。 
 
Here we see again, look at that Lymphocytes, what’s a lymphocyte? 
這裡又再看到，淋巴球，甚麼是淋巴球？ 
 
White blood cell again, and boom, drops when we’re grounded. Here it’s again. 
也是白血球的一種，接地後數字便會下降。又再看。 
 
These markers are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f we’ve been studying the name of the game when it comes to 
cancer, we will come to aging in general eve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這些指標是很重要的，如果研究過癌症的本質，就會觸及衰老這問題，甚至心血管疾病。 
 
pretty much all evidence is pointing to immune system. 
會發現全部證據幾乎都指向免疫系統。 
 
If we’ve really been paying attention, it’s all points saying. 
若我們留心，所有證據都指出一點， 
 
Okay, if our immune system is strong enough, we’re gonna be able to knock out whatever it is. 
若免疫系統夠強壯的話，甚麼病都能夠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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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f our immune system isn’t, we’re gonna be in trouble. 
但若免疫系統不強壯，我們便有禍了。 
 
Has anybody come to that conclusion from studying the research? 
有沒有人曾讀過有關研究得出相同結論？ 
 
It seems to be pointing that to that. 
研究結果似乎指出。 
 
if we’re at that level of understanding ‘cause like inflammation okay, that’s whatever but if our immune 
system is able to deal with the inflammation, what’s underneath it, the calcification it’s all gonna be cool. 
若大家都了解免疫系統，如果炎症或類似問題出現，若免疫系統能夠解決炎症，或背後的鈣化問題，

那便很好。 
 
but if it’s not, it’s not gonna be cool. 
但若免疫系統並不能解決，那便有問題了。 
If our immune system’s able to get on top of the tumors, it's gonna be okay. 
如果免疫系統能夠解決腫瘤問題，那便很好， 
 
If it's not able to, trouble. 
如果不能夠，便有禍了！ 
 
So we see here for our immune system is activated in a way where we're not crying wolf for four days in a 
row after our, say cycling tour or whatever it is that we do for exercise. 
所以，當免疫系統被激活，那便不會在運動後連續四天因疼痛大呼小叫，例如單車遊或任何其他運

動。 
 
Okay, look at this right here. 
好，現在請看這裡， 
 
Bilirubin levels. 
膽紅素水平， 
 
Now bilirubin is the premier antioxidant in your body, secreted by your liver. 
膽紅素是身體首要的抗氧化劑，由肝臟分泌， 
 
Look at the difference here, look what's going on. 
請看這裡的分別，看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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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re grounded, our bilirubin is dramatically different meaning our bilirubin is called up and has to 
deal with an inflammatory condition. 
當我們接地，膽紅素水平便有明顯分別，意即膽紅素被喚醒，以解決發炎情況。 
 
Therefore it's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more work than it needs to. 
故此，它們會比平常有更多工作。 
 
And so if we’re grounded, that changes like that. 
當我們接地，便會看到如此變化。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that I've seen in the researches on bilirubin that grounding dramatically 
changes what the bilirubin is doing in your body. 
這就是我在膽紅素研究中，看見的一個最大分別，是接地明顯改變膽紅素在體內的工作。 
 
我初時用這個方法時，其實它是非常簡單的，就是找到一些導電的纖維， 
那現在你知道，銀有一天一定會很昂貴， 
最好的導電纖維永遠都是銀，因為它跟你身體的離子交換，也是交換膠質銀（Colloidal Silver）， 
所以，最好是銀，其次是銅，如果沒有辦法的話，甚麼都可以。 
 
但總之就是，這是一條線，這個插進地下，就是插進泥地， 
如果你居住在粉嶺圍等地方，就插進泥地裡，這條線就連接到家裡。 
 

 
 
然後你只要找一些能夠導電的纖維， 
譬如好像一些銀製的纖維，譬如好像一些布、床單，又或是枕套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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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把它們連接起來，當連接好之後，我嘗試去使用， 
開始時，感覺不了有任何分別，但用了一個星期後， 
我就問志祥弟兄：「咦？是不是接錯線了，為甚麼會有電的呢？」 
就是當碰到床的時候，感到自己被電了，被針刺般。 
 
甚至乎，我叫志祥弟兄重新改動那些線路， 
那我就問志祥弟兄：「咦？水龍頭可能不管用，那不如把線插進地裡。」 
我剛好上了大陸，那就可以在那裡把線插進地裡， 
然後沿路一直引線上 4 樓，再由 4 樓接回我家中。 
 
當我嘗試睡覺的時候，結果都是被電了，為甚麼呢？ 
因為原來我的身體開始開鎖了，把我自己內臟裡的那些電子， 
以前沒有釋放出來，到後來它能夠釋放出來，所以，不斷感到刺痛， 
當碰到就會感到刺痛，就是當你手背碰到，或是針尖兒大小的範圍碰到了， 
例如頸項位置，你們頭髮多的就有禍了，就是頸項位置被電到了。 
 
因為其實我是戴著帽子睡覺的，所以，我只碰到頸項， 
不是因為我頭髮比你們多！頸項被電到了，後來怎麼弄都一樣， 
因為沒理由地都是有電的，但原來發覺不是這樣，是身體慢慢釋放靜電。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太太， 
我太太也是一起用的，初時她沒事的， 
我說：「你試試看，我覺得有電的。」 
她說：「沒有啊！」 
但後來，她一樣在使用一個星期之後， 
開始感到有點刺痛，有電感了， 
有點靜電跳過來的感覺。 
 
但之後，就如我所講的，你每天使用 45 分鐘，就等於走沙地 45 分鐘， 
你想想那是多麼幸福的事！以後都不用再行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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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使用之前經已完成走沙地， 
所以，我也可以以第一身的身分告訴你， 
因為我平常走沙地之後，大家都知道， 
你走沙地的那天肚子特別飽脹、精力（Energy）特別好，很精神。 
 
當停下來，沒有走沙幾天，你就會開始感到多一點肚餓感覺， 
沒那麼有精神的樣子。 
 
但是，當我用這個「接地」（Grounding），就馬上開始， 
發現它跟走沙地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這群人就組合了一個這樣的組織， 
我們在數月之前，我上大陸之前已經買回來了， 
也使用了一段時間才上大陸，在大陸也有再用。 
 

 
 
而且在那段時間，我們馬上再尋找這些物料， 
於是乎，我們在大陸找到這些物料，一小箱 2,000 元。 
 
其實在大陸一樣有這種叫做防輻射的導電纖維製造出來的布， 
這面是導電，有小鴨那面是不導電，是棉質而已，所以你不要弄反了， 
這面才是導電的，你在網上可以買得到的，這東西才百多元而已， 
但其實我嘗試過這款，嘗試布料質地。 
 
你使用的最好時間，一定是睡覺的時間， 
因為你是在休息、交換，肝腎功能，甚麼功能都在運作， 
當進行這些功能的時候，它們會釋放一些酸性出來。 
酸性就是缺乏負電子，讓血與血之間，能夠有排斥力去分開， 
但問題是，那時候如果有這張被子，就會把它「接地」了。 
 
當然，使用它的時候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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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買回來的時候，是預備給那些孕婦穿的，用來防輻射， 
因為，有些孕婦是做電子工作的，她們很多時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們被輻射電磁波影響肚裡面的嬰孩， 
或者會被微波影響她們肚裡的嬰孩，使之變成畸形。 
 
所以，她們普遍有這些布料、這些衣服。 
這塊布料是蓋在膝蓋上，給她阻擋在上面的電腦的輻射，這個價錢約百多元。 
 
影片：銀纖維布介紹 
最初的銀纖維（silver fiber）生產技術，是以尼龍為基本材料， 
採用化學鍍銀技術在尼龍纖維表面，形成一層銀鍍層所產生的纖維， 
這些鍍銀就是以物理形式附在紡織纖維上，再製成其他成衣，達致防電磁遮罩等效果。 
 

 
 
由於技術進步，銀纖維已經能夠通過特殊鍍膜技術， 
較持久地將一層純銀結合在纖維表面， 
再加上表層經過抗氧化處理，能夠延緩布料氧化變黑的速度。 
 
這種結構不僅使銀纖維保持了原有的紡織品屬性， 
更賦予了它銀所具有的一切奇妙功能。 
原則上，這種銀纖維布於導電、除靜電、防電磁波等， 
已經非常有效，是理想的銀纖維布。 
 
但是，隨著科技發展，銀纖維從最初的化學鍍銀，發展成今時今日的納米銀技術， 
採用化學和物理方法，將納米單位的銀，結合在銀纖維的生產技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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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出納米銀纖維布料，並應用在其他高端科技上， 
相對地，納米銀纖維亦會較傳統方法製作的銀纖維昂貴很多倍。 
 
應用銀纖維在紡織品上，有以下五項好處︰ 
一、防輻射效果： 
銀纖維可以非常快速且有效地把電傳導出去， 
防止人體受到電擊，並保護人體免受電磁波影響。 
經過嚴格檢驗，在 0.1MHz 到 20GHz 的電磁頻率內， 
遮罩效果均可達到 60 至 80db。 
孕婦更可以藉此保護腹中的胎兒，免受電磁波污染。 
 
二、抗靜電： 
人們常會遇到靜電點擊和靜電粘附等麻煩， 
但是，在某些工業生產中，這種情況會造成嚴重危害。 
 
眾所周知，銀是導電率最高的物體，因此銀纖維是抗靜電的絕佳紡織品， 
應用在服裝或鞋襪上，就能很快消除摩擦電荷，使靜電消失。 
 
三、除臭及抗菌功能： 
細菌滋生會令人的身體產生臭味，銀纖維可以除菌、消除臭味， 
普遍純銀纖維能在數小時內消除 99%以上的表面細菌。 
 
四、安全及天然的元素︰ 
銀在醫學上，是一種對哺乳類動物最安全且屬於良性物質的元素，無毒且沒有其他副作用， 
相對地，其他化學性抗菌產品對人體都有負面影響的隱憂。 
 
五、調節體溫，冬暖夏涼︰ 
銀纖維能把人體皮膚的熱量加速散發， 
使身體感到涼爽，加速濕氣蒸發，從而改善舒適感。 
 
而銀纖維的主要用途，則有以下四項︰ 
一、防輻射衣服，如專為孕婦設計的防輻射圍裙及衣服等。 
二、電腦及電子儀器的防護罩，以阻隔電磁波，甚至是太陽風的電磁波。 
三、機房工作人員專用的防輻射大衣或斗蓬。 
四、防輻射床單、窗簾布、蓋毯、口罩、面罩、護頸、頭巾和帽子等。 
 
當選購銀纖維時，要注意以下四點︰ 
一、選購以 100%純銀鍍膜製成的銀纖維。 
 

 
 59 



20150913   www.ziondaily.com 
 
二、選購高效遮罩輻射及屏蔽率達 100%，高密度編織的銀纖維。 
當然，由於市場上質量參差，可以先訂購少量， 
測試其效果合格後，才進一步訂購目標數量。 
 
三、雖然某些產品宣稱可以清洗或耐洗滌， 
但是，銀纖維其實不宜過量洗滌及浸泡， 
只要經過數次普通清洗後，效果就會被大幅度破壞。 
 
四、參考售價方面， 
由於製造銀纖維的主要材料就是白銀，所以，假若售價太便宜， 
就顯示當中使用較少白銀，亦意味著質量會較差。 
 
以 2015 年 8 月份，淘寶網中質量較理想的銀纖維布為例， 
參考售價 1.5 米寬 x 1 米長，約 150 至 170 人民幣， 
折算每平方米，即 1 米 x 1 米，約 100 至 110 元人民幣。 
 
但問題，把這些放在床上、你睡覺的時候，在早上你就會發現，經已把它踢在一旁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枕頭了，這個枕頭，售港幣 1,550 元。 
 
但我們找回這種物料，是用銀纖維做出來的線所織出來的布， 
那方法也很簡單的，因為市面上有一種會導電的膠， 
簡單來說，你只要做的時候，放一些炭纖維下去，那它就已經會導電的， 
你只不過把一塊這樣的布，做成枕頭的樣子， 
一面是銀纖維；一面是普通棉布， 
然後在它們的縫口上，連一塊這樣的膠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那膠塊是用來做甚麼呢？ 
就用子母扣，一些金屬子母扣， 
就好像你們用在 Zapper（電療器）的那些， 
子母扣的那些就可以接上了。 
 
而這一款，當然它不用做子母扣，就粘貼下去，導電的啫哩膠，這就可以接一根線。 
 
譬如，我做這個實驗的時候，我整間屋子，所有的床和桌子都連接一根水線， 
水線有兩個方法可以連接落地的， 
一種就是插頭上最大的插孔，他們是這樣教的， 
但因為我做過水電工程，我知道這樣做，你就有很大的機會被電死了， 
因他只會教你量度一下有沒有「接地」（Grounding），有沒有接地， 
但如果你鄰居漏電，或者打雷閃電，那條線是有機會有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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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睡在床上的時候，你就如在煎鍋上一般，馬上熟了。 
 

 
 
所以，最好把它連接水龍頭，因為水龍頭一定接地， 
而且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導電性，那些電不會走向你的身上， 
一定走向水龍頭，走那條長的銅管。 
 
所以，一天中，最容易「接地」（Grounding），「接地」（Grounding）最長時間的， 
其實就是你洗澡的時間，洗花灑浴的時間。 
 
所以，那時為甚麼你整個人是感到那麼清新（Refresh）、那麼精神？ 
差不多不想出來，寧願在裡面 45 分鐘，那你就不用走沙地了，已經 45 分鐘。 
 
原來那時候，就是你「接地」（Grounding）的時間， 
是你每天唯一「接地」（Grounding）的時間。 
 
所以，為甚麼在你洗澡的時候，會感到精神、更新， 
每天起床的時候，一洗澡就精神起來， 
原來那時候是在「接地」（Grounding），因為那時候是連接水線，是連接著水龍頭。 
 
當然，你不一定要在浴室裡待 45 分鐘也不出來，你可以從那裡接一根線出來， 
塑料的就可以舖在地下，那你自己的腳就可以放下去， 
但是，與其只靠你坐著的時候「接地」（Grounding），你不如在床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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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買了他們的床罩、床墊， 
全部嘗試過後，最好的還是枕頭，枕頭是最好的， 
因為，你用銀纖維的話，其實，它本身除了導電之外，已經是殺菌的。 
 
影片：如何使用防輻射或防靜電產品來把身體「接地」 
日華牧師分享到人體和地球連接對身體健康的好處， 
即所謂的「接地」（Grounding or Earthing）。 
 

 
 
我們在家居，其實亦可以自製一個令身體「接地」的環境， 
做法非常簡單，可以在淘寶網等網上商店， 
購買一些防輻射或防靜電產品，選購銀纖維織成的產品則更佳。 
 
例如︰防靜電地毯、防靜電桌墊、防靜電枕頭、防靜電拖鞋或布鞋等， 
再到五金店，購買一綑約數十呎包上塑料的單銅芯幼電線， 
把銅芯電線一端的表皮除去，長度約為一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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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去除了表皮的銅線部分，繞在家中的金屬食水管， 
注意要確保電線銅芯部分，是緊貼著食水管的金屬部分。 
再把銅芯電線的另一端，用接線夾或矽膠貼， 
固定在防輻射或防靜電產品的可導電面上，就可以使用。 
 

   
 
我們一同看看以下的示範： 
首先，要找出家中廚房或廁所的水龍頭閘門開關位置， 
因為這些水管的開關是連接著地下的水管，所以一定是已經接了地。 
 
第二，在五金店買入圖中的單芯銅電線， 
 
第三，把銅芯電線一端的膠皮除去，長度約為一呎， 
然後把去除了皮的銅線部分，繞在家中的金屬食水管， 
注意要確保電線銅芯部分，是緊貼著食水管的金屬部分。 
 
第四，把銅芯電線拉到你需要使用接地產品的地方，例如︰睡床、書桌等， 
然後，先用膠帶紙把電線固定在牆邊，再以建築用矽膠、熱熔膠，或俗稱玻璃膠， 
把電線封在牆邊，完成後把膠紙移除。 
 
第五，把電線的另一端，按需要除去部分膠皮， 
把銅芯部分造成一個圓形，尖銳的電線要用電線膠布包好， 
免得被它刺傷，再用接線夾或矽膠貼，固定在防輻射或防靜電產品的可導電面上， 
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在我自己使用的這段時間裡，就發現，傷口很快痊癒。 
事實上，他們經已使用在專業運動員身上， 
就是那些進行連續長期疲勞式單車比賽那些隊伍上，整個隊伍， 
他們晚上在酒店休息的時候，就「接地」了，  
他們發現那些疲勞，比平時更快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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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剛巧那 1 次遇上意外，其中 1 名運動員跌傷了，半邊身給擦傷了， 
那晚睡覺的時候，就把他「接地」（Grounding）。 
他「接地」（Grounding）的方式，是直接把這導電貼，貼在他的傷口上， 
就是傷口的前後，譬如中間這個傷口，貼在半邊身。 
 
第二天一早起床， 
就經已等於好像 10 天之後的傷口一樣，就是快了 10 倍速度康復。 
第二天，他貼了一些創可貼，馬上能夠正常運動， 
但之前是不能的，之前全瘀了，因為他一邊身體割損了。 
 
所以，在這幾年當中，在所有運動員中也使用過， 
而且，全部在檢查（Check）身體上使用過，就是糖尿病所出現的不同特徵， 
或者身體裡面所出的很多的乳酸，這些全部都是量度過的。 
 
他自己本身也出版了一本書，專門講論這些數值， 
他自己本身都出版了三本書， 
一本是見證書，另外一本是他的檔案資料， 
因為他們是一群醫生，他們做了調查（Research）之後，就出版了這本書。 
 

 
 
這本書都很厚的，因為它有很多見證， 
而且，他們有很多醫學裡面的數據，和他們做實驗的資料， 
那不是亂講的，因為被醫生證明了，還有他們量度每一種導致那種病的因素， 
譬如胰島素的量，那人出現血壓高的現象， 
甚至量度譬如說是自閉症，患有自閉症的小孩接地（Grounding）和不接地之後有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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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做過實驗，證明人類需要接地（Grounding）。 
一來證明以看太陽作為食物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這些資料是由一群醫生在醫院研究，而出版的一本書。 
他們還推出一些見證光盤（DVD）， 
所以，是一個很詳盡、很多年的研究， 
但居然差不多在 2009 年才正式公布出來，  
因為，他做了一個很長（時間）的研究。 
 
影片：The Grounded DVD 介紹 
《The Grounded》是一齣 2013 年 11 月出版的真實記錄片 DVD， 
該記錄片由自然生態攝影師 Steve Kroschel 執導， 
與兩位研究接地 Grounding 對身體健康影響的醫生 Dr. Joseph Mercola 和 Laura Koniver, MD 一同拍

攝。 
 
內容講述美國阿拉斯加一個寒冷小鎮的見證， 
小鎮中很多受疾病困擾的居民，甚至一位癱瘓了 30 年的殘疾人士， 
都因為認識了接地的好處，並應用後都得著很大的改善，最後更完全康復。 
 
YouTube 片段： 
What he felt like he was doing for the world, he has mad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health discoveries of 
all time. 
他感到自己是為到整個世界而做，他發現了史上對人類健康最重要的發現。 
 
Pretty far-fetched that I thought but something to consider while dealing with the cold reality of the day. 
我認為有點誇張，但遇到真正嚴寒的日子時，確實需要作些部署。 
 
35 below windshield. 
擋風玻璃下是零下 35 度。 
 
Does this sink work? 
這盥洗盆可以去水嗎？ 
 
20 below zero, sitting overnight, couldn’t use this. 
經歷了整晚零下 20 度的氣溫，發動不了。 
 
Oh dear, oh come on… 
親愛的，努力啊…… 
 
But the more I thought about that internet show with its elevated message, perhaps there was some trut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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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當我深思該互聯網節目的內容時，我想，也許是真的吧！ 
 
Greatest health discovery ever? 
史上有關健康最大的發現？ 
Okay, when you are in physical pain like I was you tend to look closer at your options to some kind of 
relief. 
好的，如果你患有和我當時一樣的痛症，你也一定會四處尋找舒緩的方法。 
 
This was a winter like no other 44 feet of snow fell in total. 
這是一如以往的冬季，降雪量達 44 英尺。 
 
There’s a reason why I feel crappy today yet. 
這天我感到非常糟糕是有原因的。 
 
Help! Can you help me carry some pieces of firewood? 
幫幫忙！可以幫忙運走這幾根柴嗎？ 
 
The workload was daunting and unrelenting. 
工作量多得驚人。 
 
My back muscles kept me in agony. My frozen hands stayed numb. 
我背部肌肉使我非常痛苦，我雙手亦已凍僵了。 
 
Here’s a fence. An eight foot high fence. 
這是一個圍欄，一道 8 英尺高的圍欄。 
 
As you could see, I take care of orphaned wildlife. Their lives fared much better than in a brutal season 
compared to their wild counterparts. 
如你所見，我照顧那些被遺棄的野生動物，在這個艱難的季節，牠們活得比野外的同類好多了。 
 
You might have wondered what that greatest health discovery pronouncement made on that internet show 
was. 
可能你在想，網上節目到底介紹了什麼最偉大的健康發現！ 
 
It’s called “Earthing” which refers to the recent uncovering of the fact that major health benefits result 
from contact with the earth’s energy field by walking barefoot. 
那節目叫「接地」，它打開了一個真相，就是藉著赤足連接地上的能量場，會為人類帶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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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ing conductive footwear, such as leather, also works. 
甚至穿著導電的鞋也有效，例如皮鞋。 
 
But because I was desperate I went for the whole treatment from head to toe, regardless of the temperature. 
但因為我已到了絕路，所以就立時由頭到腳採用這種療法，並不理會當時的氣溫。 
After about twenty minutes of lying naked on the bare earth in below freezing temperatures a wave of calm 
had come over me, and I felt warmed and tingly 
在零度以下的氣溫下，我赤身躺在地上 20 分鐘後，一份平靜臨到我，我內裡感到溫暖及刺痛 
 
The next morning, something was missing It was the pain in my back, and both of my hands were no longer 
numb 
翌日我感到有些東西消失了，就是我的背痛和雙手的麻痹感消失了 
 
This was crazy, how could this have occurred? Was it my imagination? 
真是瘋狂，這有可能發生嗎？是我的幻覺嗎？ 
 
Did I simply tell myself the pain would go away if I touch the earth? And by doing so it would? 
是否因為我對自己說接地會使痛楚消失，而跟著做就有效呢？ 
 
I decided to try a different method. 
我嘗試另一個方法， 
 
Of course, I didn’t want to stay connected to the earth by lying outside in the cold. 
我當然不希望再到寒冷的室外躺在地上接地。 
 
Since earthing or grounding is all about soaking up the earth’s free electrons. All I needed to do was stick a 
grounded rod in the earth and bring the energy right into the cabin. 
既然接地的原理是支取地上遊離的電子，那麼我只要用一條管道接上地面，理應可以把能量引入室

內。 
 
And while I was at it, why not start an experiment to see if this magic works on other living things. 
在進行期間，我忽然想到做個實驗，看看這方法是否對其他生物也有效。 
 
And so, I also cut two sprigs off a cottonwood sapling grounding one and not the other to see if it would 
influence the sprouting of the buds. 
所以我從三葉楊的樹身剪下兩根幼枝，把其中一根接地以測試對發芽的影響。 
 
This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itmus test. 
我認為這實驗是一個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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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hey, why stop with cottonwood twigs? 
但，為什麼只用三葉楊的嫩枝呢？ 
 
It was almost Valentine’s Day and my helper Rocky delivered ideal additional specimens for my 
experiment. 
既然差不多到情人節了，我就讓助手 Rocky 送來一些更理想的實驗材料。 
 
Thank you! 
謝謝！ 
 
I put the first batch of lilies in the new workshop addition, which were not grounded to the earth and even 
added the stuff that comes with store-bought flowers to give them a longer shelf life. 
我把第一束百合花置於工作房，但不讓它接地，我還添加延長開花期的東西，是從花店買來的。 
 
The other batch for the grounding experiment. 
另一束花則以接地作實驗。 
 
But the next morning after sleeping grounded something elsewas happening. I noticed I wasn’t grinding my 
teeth in my sleep anymore either. 
翌日，當我從接地的睡眠中醒來後，有其他事情發生了，我發現我睡覺時再沒有磨牙了。 
 
Things start coming into focus rapidly after that. The cottonwood sprig that was in the grounded vase 
sprouted before the other one. 
情況越來越明顯了，那根放在接地器皿的三葉楊樹枝，比另一枝先發芽。 
 
And then the verdict was in between the grounded and ungrounded lilies. 
接著就取決於有接地和沒有接地的百合了， 
 
Guess which lily kept its petals the longest? 
猜猜那一束的花瓣能維持最久呢？ 
 
The grounded lily of course. 
當然是接地那一束。 
 
All the ungrounded lilies in the new workshop addition had long been dead. 
在工作房內沒有接地的百合老早就凋謝了。 
 
It’s a moment like this that you just want to jump on your snow machine and get to the first person you 
could think of who was suffering who might really take it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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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刻，我只想馬上騎上雪車，找那位我立即想到也是活在痛苦中的人，他可能願意認真一試。 
 
That person was my associate, Mario Benassi. 
那人就是我的同工 Mario Benassi。 
And then my helper Rocky caught an internet discourse between two celebrity doctors about this earthing 
discovery. 
同時我的助手 Rocky 亦從互聯網上，看到兩位名醫談及接地的發現。 
 
Who’s doing this? Who gave this idea? 
誰在做這個？誰提出這個概念？ 
 
Well, it’s because it’s not simply waking barefoot. 
你要知道不是單單赤足走路，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walking barefoot on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is a massive source of free electrons I 
mean if you do that, the electrons go into your body. 
當中的奧秘是赤足在地上走路，地面是一個遊離電子的龐大源頭，我意思是當你這樣行，電子就進

到你身體內。 
 
So my mother-in-law has been torturing me about this. 
甚至我岳母也用這話題煩擾我， 
 
She's been talking about walking barefoot outside. I thought it was just a scam to get me out of the house. 
她一直談到要赤足走路，我起初還以為是把我趕出家門的戲言。 
 
Meantime, my associate Mario had some news. 
與此同時，同工 Mario 有新消息， 
 
I didn’t really think it was true I didn’t want to believe it was true. 
我本來不相信這是真的，我不願意相信是真的。 
 
But it’s the truth, he hasn’t been snoring for the last three nights. Now I don’t hear him snore at all. 
但原來是真的，過去 3 晚他都沒有打鼾，我再聽不到他的打鼾聲了。 
 
After initial email Clint Ober, the man who discovered grounding and earthing for modern men, contacted 
me. 
自從發出了第一封電郵後，發現和提倡現代人接地的 Clint Ober 聯絡我。 
 
I explained to him how many people I knew were suffering in our community. He responded with this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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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說社區內許多人正受疾病煎熬，他就以這個箱子回應我。 
 
From then on, all I had to do was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nd put together resources to anyone I knew that 
would benefit. 
從此，我的工作就是傳播這個資訊，提供資源讓那些會受惠的人使用。 
 
Words getting out. 
信息傳播中。 
 
Tim are you there? Now you’re in pain right? 
Tim，在嗎？你感到痛楚，是嗎？ 
 
I am. 
是的。 
 
What’s the matter? 
為什麼？ 
 
Ruptured disk. 
椎間盤突出。 
 
So you’re always in pain? 
你經常感到痛楚嗎？ 
 
Always. 
經常。 
 
Take this. 
拿這個。 
 
You’re here. 
你在此。 
 
so I just bumped into you. 
我剛才碰見你。 
 
Local business owners took this seriously. 
本地商家對此非常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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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reputation and hunt-ship of grounding was now open to public scrutiny. 
我的名譽和接地工作現在受到公眾監察。 
 
Either this was going to change the community here in Alaska or I’ll be laughing stock of the town. 
要不這東西改變阿拉斯加州這個社區，要不我就成為區內的笑柄。 
 
Alaskans it seems are skeptical by nature and quite opinionated. 
阿拉斯加人似乎傾向抱懷疑態度，並且是固執己見的。 
 
Show me a better way and I’ll do better. 
告訴我其他方法，我會做得更好。 
 
You should just take this thing and run with it and get it out to the public as fast as possi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你應該拿這東西，盡快跑去告訴大眾。盡可能讓更多人知悉。 
 
So the concept they had considered. 
他們提出的這個概念。 
 
So, whether it makes sense or not, who’s to say? 
是否合理，誰說的準？ 
 
But I did crawl underneath the house and get naked and lay on earth for about twenty minutes and I felt 
better. 
但我確實在屋內赤身躺在地上約 20 分鐘，然後感覺好一點。 
 
Why would the local doctor be so underwhelmed by this? 
為什麼本地醫生對此不感興趣呢？ 
 
Uh-oh! 
噢！ 
 
Something happened here （moose killed on highway） 
有事情發生了（駝鹿在公路上死了） 
 
...tell you how thankful and good I feel Without any back problem, whatsoever 
告訴你我是多感恩和感覺良好，背痛消失了，全都消失了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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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 
 
Has your back gotten better? 
你背部感到好一點嗎？ 
 
I have absolutely no pain in my back whatsoever 
我現在一點背痛也沒有 
 
And how long have you had this back pain prior to meeting on this earthing thing? 
在接地之前，背痛的問題持續了多久？ 
 
Twenty years? Day to day was a struggle 
20 年？每天都在掙扎 
 
My goodness 
天啊 
 
Every day was a struggle to get through 
每天都是活在掙扎中 
 
Oh, got in the truck  
上車吧 
 
Well, the wolf like that 
嗯，那隻狼 
 
Almost everyone was being transformed 
幾乎所有人都重獲新生 
 
In my hometown, there continue to be profound and life impacting reports 
在我的家鄉，重大生命改變的消息不斷 
 
At the Eagle Foundation, for an example, there was Dave Olerud who'd been a paraplegic for 30 years in a 
state of unimaginable suffering barely able to twitch his toes 
例如鷹基金會中的 Dave Olerud 他截癱 30 年，活在難以想像的痛苦中幾乎不能抽動腳趾 
 
Until now, he had only been grounded a month 
直到現在，他只是接地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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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the moose branches 
謝謝那些駝鹿的樹枝 
 
You’re welcome 
不客氣 
 
What you are gonna help me uh.., what’s that? 
你要幫助我……那是甚麼？ 
 
That’s uh…Grounding things from a lady She gave it back because she can’t get too well or she’ll lose her 
disability （benefits） 
那是……一位女士的接地工具她交還了工具，因為她好起來的話就會失去殘障福利 
 
Is that okay? 
可以嗎？ 
 
But then there was Rocky himself, a man who lives a hard life, and sort of homeless who sleeps in his truck 
each night until I invited him to stay with me in the cabin 
Rocky 他自己，過著艱苦的生活，無家可歸，每晚在自己的卡車睡覺，直到我邀請他到我的小木屋 
 
There was no way of him getting a good night's sleep with that type of situation happening on the couch 
four feet away from my bed 
以他的情況，他根本無法安睡，他睡在沙發，距離我的床四英尺 
 
The next night, Mr. Seward agreed to allow me to hook him up to the earth in an experiment 
翌日晚上，Seward 先生答應讓我替他做接地實驗 
 
He had nothing to lose really, since he'd never gotten a true night's sleep anyway due to waking up, choking 
and with a headache and more 
這是值得一試的，因為他根本從未安睡過，他會半夜醒來、感到窒息、頭痛等許多問題 
 
You guessed it, he never snored again 
是的，他再沒有打鼾了 
 
我自己使用後，發現傷口更快地痊癒， 
尤其是健身後，乳酸更快的恢復，沒有那麼痛。 
 
譬如，好像這些醫療個案，他們也是使用後， 
一些潰瘍，潰瘍就是根本治療不好的傷口，潰瘍也是使用了它之後，那傷口就能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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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會導致傷口無法痊癒， 
但是，使用這個接地（Grounding）後，連糖尿病也好了。 
 
所以，當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我覺得真的很聰明！ 
他竟然用這個概念理解到，人類其實是用電來運作的， 
但是，人類不僅是所有信號、思維、動作、感覺、感應器（sensor）都是用電來運作。 
 
因為，現在你會看見，很多感應器（Sensor）都是抄襲人類去感覺溫度、 
或是感覺壓力、感覺搖晃，我們稱這些為 gyroscope。 
全部都是用電運作的，那些都是抄襲人類的感官（sensor）。 
 

 
 
但是，原來人類去補充這些電，也可以用電去做， 
但是那方法很瘋狂，就是接地（Grounding），原來它就是免費能源， 
你只要接地（Grounding）就可以。 
 
所以，現在無怪乎是步行者（Walker）， 
Webbot 一直都有說，將來會有一群步行者（Walker）， 
就是不穿鞋子已經可以在極嚴峻、寒冷、炎熱的地方，他們都可以去到這些地方。 
 

 
 
而事實上，後來，他也說明，這些步行者（Walker）一定是以看太陽作為食物的那群人， 
但是，現在原來接地（Grounding），真的可以解決（沒有）食物，是完全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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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很有名的勵志故事，有兩個銷售員（sales），去了一些地方，兩個人都是賣鞋的， 
一個人說：「沒有用的！這裡只有一半的人是穿鞋子的！」 
另一個人回答他說：「哇！很厲害啊！這裡只有一半的人有鞋子而已！」 
 
但是，原來這是一個很悲劇、很悲情的故事， 
弄到這些人要穿鞋子，有很多人會餓死！ 
根本，基本上，原來這些人不穿鞋， 
如果，懂得以看太陽作為食物的話，甚至是不需要食物。 
 

 
 
所以，現在我們做了那麽多個月的實驗， 
感謝主！我們發現不說不行了！白銀快要升到天價了！ 
 
影片：白銀巿場的現況應驗篇 
日華牧師於 2015 年 8 月 23 日， 
「2012 榮耀盼望第 289 篇之中國帶動全球步入大蕭條的 9 個步驟」中， 
按著 Webbot 資訊，率先警告接下來 9 月開始，當股市及經濟持續出現崩潰及動盪時， 
中國人將會如同藍色的螞蟻，不單走遍中國， 
甚至會遠赴全世界，尋找金、銀等保值物品，並且瘋狂購入， 
因為，在他們買盡所有資源後，手上還剩下其他希望用作保值的資金。 
 
由於現時金和銀的價值被過分低估，以中國大陸人民所擁有的龐大財富， 
一下子就可以買下全世界所有金和銀。 
日華牧師引述 Webbot 的預測，警告當金銀被人們買光後， 
賣金銀的店舖更會因為沒有商品可供售賣而倒閉。 
 
主日片段： 
到一個程度… 
首先我們會看見，這些人會大量買金、銀、寶石，所有值錢的東西，大量地購買， 
買光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會開始買比特幣（Bitcoin）， 
這件事會不斷嚴重下去，東西的價值會不斷上升。 

 
 75 



20150913   www.ziondaily.com 
 
為甚麼會狂升呢？而且讓他們買光呢？ 
他因為就算買光了所有的金、銀、寶石、珠寶，也買不花不完他們的資金。 
那你能夠想像，接著下一步， 
他們看見自己手裡的另一批，上億、上百萬、上千萬計算的這些人民幣也貶值， 
那你能不能想像……你為他們設想一下，他們會怎樣呢？ 
他一定會買光所有能夠保值的東西。 
 
就好像 Webbot 這裡所說，說看見他們好像藍色螞蟻一樣， 
為了從政府面前保護他們自己的財富，因此購買金和銀。 
我想讓你們知道，弟兄姊妹，現在的金和銀是過份地被低估價值， 
中國大陸這麼龐大的財富，一下子會買光現在普世， 
在地面上能夠購買的金和銀。他們是可以一下子買光的！ 
 
但最瘋狂的是，按著 Webbot 預測，就算他們買光所有金、銀、寶石， 
其實他們也無法保護自己的財富，所以他們會繼續買下去。 
你能夠想像，會不會再有金、銀呢？ 
其實按著 Webbot 預測，如果這次被買光之後， 
在很長的時間裡面，也不會再有金、銀， 
導致所有這些專門賣銀幣、賣金幣的店舖，全部都會叫職員回家去，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金、銀賣了，接下來就會陸續的倒閉， 
其實它（Webbot）在說這件事，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現時會親眼看見的現象。 
 
日華牧師 8 月 23 日發出預測後， 
香港其中一間極具規模、國際著名的銀幣銷售店「香港金拓 KITCO 貴金屬網上商店」， 
店內當時仍有十多種款銀幣大量出售，部分商品甚至是剛剛購入的新貨。 
 
然而，4 日後的 8 月 27 日，消息透露有大戶訂購了幾噸楓葉銀幣， 
導致 KITCO 店內所有楓葉銀幣即時售罄。 
由 8 月 23 日開始，僅僅過了 16 日， 
到了 9 月 8 日，KITCO 店內由十多款存貨，瞬間只剩下 3 款而已。 
 
最終，在 9 月 9 日早上，KITCO 於網上 Facebook 專頁， 
終於「首次」公布店內所有銀幣已經全部售罄， 
連翻箱倒籠的倉底貨亦已經沽清，請求顧客不要再查詢存貨，事件實屬史無前例。 
 
事實上，踏入 2015 年 9 月，不少投資者及白銀售賣店， 
都發現很多人購買銀幣，大量銀幣已經沽清，需要訂貨，供應甚為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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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2015 年 9 月 7 日，有數據顯示， 
世界各國央行對金銀的態度有所轉變： 
由沽出黃金轉為買入黃金，甚至，完全停止賣出白銀。 
 
數據中，由 2003 年至 2013 年這 10 年裡， 
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三國政府一共出售了 4.542 億盎司白銀進入市場， 
尤其 2003 年至 2006 年間，這三國的白銀銷售量都是最多， 
其次是 2003 年至 2008 年間，各國央行出售了 9,150 萬盎司黃金和 3.68 億盎司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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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各國央行所出售的黃金和白銀量都明顯下降， 
2009 年至 2014 年間，只出售了 110 萬盎司黃金和 8,620 萬盎司白銀。 
此後，直至 2011 年，各國央行所出售的白銀量都處於下降趨勢， 
直至 2014 年，出售量更跌至 0，即由 2014 年開始，各國央行已經停止賣出，只有購入。 
 
2015 年 9 月 3 日，著名白銀生產商 Sunshine Minting Inc 的首席執行官 Tom Power 接受訪問。 
 

 
 
Sunshine Minting Inc 是美國其中一家著名鑄幣廠， 
負責供應銀幣原幣給美國政府印製鷹揚銀幣， 
Tom Power 透露，現時所面對的白銀短缺，是前所未見的。 
 
先不論原材料的礦產是否短缺，但無論是生產銀幣或是銀條的廠房， 
廠房的產能也是有限制的，開一間新的廠房，由投資到建成投產，也需要幾年的時間， 
因此，如果，現階段一旦需求大過供應，供不應求的話， 
當產能未能追上，那就沒有辦法，只能讓白銀短缺， 
這正是現在我們見到的情況。 
 
YouTube 片段： 
Certainly, Sunshine has a long history supplying into the silver market and we have the benefit I guess of 
30 plus years of history here saying this and really w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is reminiscent of what 
happened 2009 through 2011 and I actually think it's even stronger now than it was back then the surge in 
demand for any product It's something I haven't seen 
好的，Sunshine 作為白銀供應商歷史悠久，我們擁有 30 年經驗來討論這話題，現時情況確實令人回

想起 2009 至 2011 年的經歷，我認為投資者對各類產品的需求，甚至是比當時更強勁，是我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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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 
 
In the past we would see big demand obviously Silver Eagle was always people's No. 1 go-to product but it 
seems now it's...people are just clamoring for any product that they can get their hands on and it's really, 
really just an incredible market out there right now especially on the supply side we're faced with obviously 
capacity challenges but we're trying to deal with right now 
以往我們看到需求明顯集中於，像美國銀鷹等最暢銷的產品，但現時似乎人們爭相搶購的，是任何

他們能抓著的產品，現時市場的情況真令人難以置信，特別在於我們這類供應商而言，明顯正面對

產能問題，但已著手處理中 
 
Yeah I mean the US mint we obviously had to pump up our production for them especially you know when 
they sold out of allocation several months ago 
我們這類鑄幣廠明顯要為美國政府增加產量，特別是政府在數個月前已把配額賣光 
 
They've been much better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about doing their planning and trying to ensure that 
they had inventory and they really thought they felt they had a comfortable level of inventory and then 
when the market just took off basically within two weeks sold out all the product that they had and they had 
no blank inventory or anything  
美國政府於近兩年在策劃上有所改善，他們嘗試使庫存保持在一定水平，而政府今次真的以為自己

有足夠庫存，但沒想到當市場一起飛，僅僅兩星期內他們所有產品就售罄，他們已再沒有銀幣坯餅

或其他產品 
so as a supplier the challenge for us is to try to ramp up to meet their demand plus meet the demand of 
other customers  
因此對於供應商而言，我們的挑戰就是，增加產量來滿足政府和顧客的需求 
 
We are not just a one-trick pony we don't just supply to the US government There're other, probably 14 
other countries we supply product to plus private label plus our own branded products so it's been a real 
challenge for us to try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of feeding the product into the marketplace 
因為我們並非做單一業務的，即我們不僅供應美國政府。我們還供應大概 14 個其他國家，還有商店

自用品牌以及自己品牌的產品，因此我們正面對一個挑戰，就是要在供應產品上尋得平衡點 
 
So you know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US govern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s and seeing what their 
demands are, we build our capacity to that but when all of a sudden that surges 
我們與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緊密合作。會因應他們的需求而增加產能，但需求增加得很突然 
 
that the challenge in our industry is that a lot of equipment that we use has a very long lead time you know 
If you were to go and buy a new coining press for instance from some of the main German manufacturers 
there're six to eight months, lead time, for a single piece of equipment 
行業面對的挑戰是。我們許多設備都有很長的生產周期，舉例說，向德國製造商訂購新的壓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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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一件設備的生產周期就是 6 至 8 個月 
 
There're some local sources a little better on lead times  
有些本地供應商有較短的生產周期 
 
Melting equipment is the same way, rolling equipment  
熔煉設備一樣，還有軋製設備 
 
I mean so you know we sit here try to look into the crystal ball as everybody does in the silver and gold 
market to see you know not just what the price is gonna be but what the demand gonna be and how do we 
set up our process so you know 
我意思是我們嘗試看看水晶球，像所有在金銀市場的人一樣，去捕捉不僅是格價的走勢，還要捕捉

需求的變動，來調節工序 
 
We've kind of built ourselves to... 
我們現在的產能是…… 
 
We're probably producing between our two facilities right now  
我們大概正使用兩個生產設施 
 
 
I can honestly tell you since 2007 we've tripled our capacities and it's still not enough you know and that's 
just how the market has just continued to grow It's just a...it's a crazy market 
說實話，自 2007 年以來我們已把產能增加 3 倍。但仍然不足夠，可見市場是如何持續地增長，這是

個瘋狂的市場 
 
I guess just catch everybody by surprise 
我想所有人對升勢都感到驚訝 
 
I do know that they had been building inventory prior to this big surge and which is probably more than I 
know that they've done in the past you know  
我知道美國政府在升勢前曾增加庫存，據我所知，力度比以前更大 
 
There's been times for...I know that their inventories get uncomfortably high but then all the sudden takes 
one turn in the market and it wipes them out of inventory so and then there's a catch-up time you know the 
suppliers you know 
我知道他們的庫存曾高得令人憂慮，但突然間市場逆轉，就把所有庫存消化，然後就是供應商趕緊

增加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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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running 24/7 and we have been running 24/7 literally since you know since 2009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market and then we had to bring on our second operation in Nevada two years ago just to help again 
with that increasing demand 
我們每星期 7 天，每天 24 小時生產，自 2009 年起就這樣，以滿足市場需求，兩年前我們要在內華

達州開設第二個工廠，來應付不斷上升的需求 
 
They're running 24/7 as well now too so it's, you know, it's just a challenge and then like I said getting the 
equipment in place  
他們也是每星期 7 天，每天 24 小時運作。這實在是個挑戰。如我所言，要使生產設備到位 
 
The US mint has the same capacity issue 
美國鑄幣業面對同樣產能的問題 
 
They only have X many coining presses 
他們只有某一個數量的壓花機 
 
They can only run you know it's only 24 hours in a day with this equipment and that... 
他們的機器也只能一天工作 24 小時 
 
because they can go out and buy 50 more presses and spend a ton of money to do that but then if the market 
changes in six months, that's just equipment that's just going to sit idle so they've got to be cautious and 
careful as to how they build their capacities as well too 
因為即使他們花許多錢添購 50 台壓花機，一旦市場在 6 個月內逆轉，那麼設備就會閑置，因此他們

在增加產能上也要小心謹慎 
 
因此，從現時的市場實況看來，已出現白銀短缺的情況， 
並且，正如 Webbot 所預測，當白銀短缺，這問題並不可能立即能夠解決， 
而是成為一個長期的情況，於極端供不應求下，白銀的價格亦會隨即升上天價。 
 
現在我們接地（Grounding）最好的物料，就是銀纖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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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不是用白銀編織出來的， 
它們有不同的金屬，可以用不鏽鋼，或者是不同金屬的纖維，編織這些導電的布。 
 
基本上，你用一個普通的電流表，已經能量度它是否導電， 
你買一塊布回來，基本上那塊布導不導電， 
你買一個十幾、二十幾塊的，或者是貴一點，一百塊的電流表。 
 

 
 
這個電流表多少錢？這個 300 元啊！ 
為甚麼不買一個 10 元的回來呢？ 
 
這個，基本上它是有測量瓦特，也有量度是否導電的， 
譬如，量度是否導電，它會量度 ohm 數和 K 數。 
如果兩枝棒摺起來，不摺是「0」 
摺疊後等 1 到 2 秒，就會有數字出現，現在摺疊就是這樣子， 
放開應該是「0，0」，全部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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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現在再摺疊起來，它會有數字跳動的。 
 
你去量度這塊布，插進這塊布，這是 0 沒有動， 
一旦插進這塊布，是的，就是這樣，那就證明這塊布導電。 
 
如果這塊布是白銀做的話，它的數值會越接近這個， 
就是「0，0」，越接近這個就是最好的！ 
那布料就是最好的「接地」（Grounding）。 
 
如果不接近這個數值，不是「0，0」呢？ 
譬如「0，L」，當然不行了！那就是不導電！ 
如果這樣呢？如果近一點呢？ 
當然要看 KB 和 MB， 
MB 就是大一點，KB 就是小一點， 
基本上，1 千 KB 等於 1MB。 
量度一下，這樣，證明這塊布是導電。 
 
所以你買回來，是能夠量度到的，銀纖維的導電數值是最好的， 
它導電越好，就是對你的身體越有效， 
而且，因為如我所說，銀纖維等於膠質銀（Colloid Silver），對你的身體很好。 
 
影片：測量「接地」物件的導電情況 
日華牧師分享一種對身體健康有極大好處的方法， 
稱為「接地」（Grounding 或稱 Earthing）。 
 
讓身體「接地」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接地」產品接駁水龍頭，因為所有水喉的另一端必然是「接地」埋藏在地裡， 
所以，以此來達到「接地」效果，是 100%安全的方法。 
 

 
 
同時，亦絕對不建議各位使用接駁家居電源插座的「水線」達到「接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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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是非常不安全，更有可能會致命。 
 

 
 
至於，推廣「接地」方法來改善身體的人， 
都會特別以「銀纖維布」製成枕頭套、枱布、地毯、腳墊和床單等。 
 
至於，如何測量「接地」物件的導電情況︰ 
一、首先要購買一部「驗電萬用錶」，俗稱「他錶」， 
視乎產地及質量，售價大約 100 多元至 300 元不等。 
如圖所見 Sanwa 三和牌 PM3 型號萬用錶，售價為人民幣 190 元。 
 

 
 
二、調較「驗電萬用錶」的電阻率至 ohm 檔， 
當未有任何連接時，會顯示為 0.L。 
 
三、將「驗電萬用錶」兩枝「驗電筆」連接， 
留意儀器的電導率指數是 0.1 至 1 ohm 左右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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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其中一枝「驗電筆」放在「銀纖維布」的一端， 
保持一定的距離下，再在布的另一端放下另一枝「驗電筆」， 
留意「驗電萬用錶」的電導率指數是多少？ 
現在的指數約是 0.4 至 0.6ohm。 
 
假若結果在 0.1 至 1 ohm 範圍內跳動，就代表已經導電成功。 
 
若然，一些布料在進行測試時沒有反應的話，就意味著所謂的「銀纖維布」是不合格， 
可能是因為棉質或尼龍成分太高，白銀金屬成分太少， 
又或是其他不明原因，而導致未能達至「接地」效果。 
 
你們可以用這些布。 
如果以導電來說，這些布是有便宜和昂貴的， 
衣服也有的，有些衣服甚至是防輻射， 
整件衣服都可以導電，或者是整件衣服是防靜電， 
你在淘寶網以「防靜電」這字眼搜尋，也會找到這類全導電的衣物， 
讓人穿了以後，進去電子廠防靜電的。 
 

 
 
總而言之，我使用過這麼多款， 
床墊、床單非常貴的，就算買材料也是很貴的， 
但是，最便宜、最實用、最有效，始終都是做枕頭， 
只非要 2 塊布而已，一邊全是銀纖維，另一邊全是棉布，那你就會很省錢！ 
 
物品當中，我試過這個，我也穿了二星期導電的襪子，子母扣兒， 
這是導電線，這是很不方便！ 
除非你是一棵樹，栽在溪水旁， 
因為你走路的時候，就會斷開，會踢開它或者是扯開它， 
所以，在我桌子下夾條線出來穿著襪子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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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鞋也試過，這種是導電拖鞋來的， 
但是鞋子方面，有布質的導電鞋，有這些導電鞋。 
 

 
 
所以，你跟這些公司買，1 千幾百塊，買一雙導電鞋讓你出門的時候隨時等於接地 （Grounding）， 
 
但其實，這雙在淘寶網買是 10 塊 8 塊而已，有這種鞋子， 
這種鞋，有些是防靜電鞋，讓你可以接地，是布鞋來的， 
也是 10 塊而已，那些是值得買的，因為你穿著這雙走沙地就可以了， 
再不怕踏到玻璃、不怕被刺傷、不怕踏到 5 毛錢， 
所以，用這些布鞋走沙地就可以了，因為你走沙地主要是為了導電。 
這個可以用來走沙地，可以逛街，是布質的帆布鞋， 
記著：是寫上防靜電的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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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其實是讓你用按摩機時的一些製品而已， 
你可以在按摩雙腳的時候夾著按摩機，改裝了就可以變成一雙鞋， 
但我發現鞋子跟襪子都是不行的。 
 
這個就是床單，床單有一點被騙的感覺， 
因為它是整塊棉布，其中的方格才是銀纖維，所以有一點被騙的感覺。 
但要花上千塊買回來，但這是國內用作窗簾布的，這是防輻射的窗簾布來的。 
所以，有一點被騙的感覺，又是遇到我之後被我拆穿了！ 
 
因為它太幼了，所以不耐洗，不能多洗， 
它要用指定的清潔劑來洗，所以很麻煩，昂貴之餘還很難服侍它。 
 
但是銀布的纖維枕頭， 
第一，你可以很少清洗，因為本來就是防菌， 
洗的時候輕輕用清水洗了，立即晾乾它就可以， 
千萬不要放進洗衣機，因為始終銀纖維會氧化。 
 
還有其他的，你們可以選擇不用枕頭， 
你想時尚（Fashion）一些的話，也有一些是防輻射的睡衣， 
是我們所說，是利用造枕頭的銀纖維而製成的衣服、睡裙、睡衣， 
專門是給孕婦穿著的，所以弟兄不要買， 
穿了之後，也是一樣貼（Stick）一個貼紙（Sticker）上去，一樣可以導電， 
那種我沒有試過。 
 

 
 
枕頭就男女也合用， 
但始終有一條線繫著在身上，睡覺你也會隨時拉斷， 
所以枕頭是最好的，無論你怎樣動也離不開枕頭的。 
你可以把被子踢走、可以踢走床墊、你可以把衣服線踏斷， 
但是枕頭你通常也會抱著它，通常火警或走難的人也是抱著枕頭走， 
所以，我們的潛意識也很顧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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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這就是第一個，你有這個根基才能明白第二個。 
 

 
 
如果你按著這個 Earthing 的組織，你輸入「Earthing」就可找到這個組織， 
裡面很多設施和有用的物件其實是不用買，用也是不安全， 
因為它有一些是一個三腳插頭，讓你插在插座上， 
讓你檢查（check）一下插頭有沒有接地（Grounding）。 
 

 
 
可是，它解決不了在打雷閃電時有機會觸電的問題， 
你看家裡的電器就知道了，打雷閃電時會出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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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打雷閃電，你洗澡時有沒有試過被電死？ 
你沒試過吧，不然，你也不會坐在這裡了。 
你聽說過，在香港有人在洗澡的時候，因為打雷閃電被電死嗎？ 
以香港的電子設備跟它的漏電斷路器，其實很輕易就防止這事情， 
所以，夾著水管是最安全的。 
 
反而，如果以插座地線接地（Grounding）的話， 
經常也會聽到內地製造的那些電器漏電， 
因為，你家中只要有一件電器漏電的話，那個插頭就會使人觸電， 
只要有一件電器，或是你的鄰居買一些國產東西，如果它漏電，也會影響你這間房子。 
 
但西醫就不懂這些事情，但我們做過水電工程就知道一定會被電。 
你現在量度，它沒漏電就安全， 
但到你用的時候，是放在床上的，你睡 8 小時的， 
那麼，怎樣保證 8 小時別人不漏電？ 
你是躺著，不能跳走的， 
所以，最安全就是夾水管，這一點讓大家知道。 
 
所以，這一點你發現是跟他這個組職所提供的資料是不同的， 
因為，始終，他們認識的是難阻他們知道這個重要的常識。 
 
影片：以電源插座接地線來使用「接地」產品的危險性 
「接地」（Grounding），或稱 Earthing，原理是藉人體與地球連接而保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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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有不同的接地產品出售，例如：枱布、地毯、床鋪等， 
但為了做到接地效果，差不多所有產品都是直接連接家中或酒店的電源插座的接地線， 
或俗稱「水線」的插頭。 
 
雖然，這方法在正常情況下是可以達到接地效果， 
但事實上，日華牧師絕對不建議各位選擇接駁水線， 
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的做法，甚至有致命的可能。 
 

 
 
電器設備在居家環境、工廠、實驗室等地方無處不在， 
但錯誤使用電器，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因此亦產生許多安全的問題。 
甚至有些問題是非常離譜，幾乎會隨時發生危險， 
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安全意識較低，經常會發生因為電器漏電而致死的新聞。 
 
現代電源插座一般有三個接頭，按世界各地不同標準，有不同的品字形插孔， 
如果在中國大陸，一般圓形的孔就是接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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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跟隨英式的電源插座為例，有三個成品字形的長方形插頭， 
上方就是接地線，或俗稱水線，右下方是真正有電的火線，左下方則是中性線。 
 

 
 
正常情況下，只有右下方的火線是通電，其他的對地電壓都應該是零， 
但許多電工施工時都沒有按照規定， 
甚至乎，由於建築工人的無知和懶惰，幾乎絕大部分場所都有接錯電線的情況， 
於是，在實際量度很多接地線時，竟然經常量出電壓。 
 
原因，可能是大樓的接地線已經腐蝕，或者插座的火線因為有鹽分、 
化學物等滲入而漏電，甚或單純因為骯髒， 
但確實有接地的話，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日華牧師絕對不建議各位選擇接駁水線來達至接地效果， 
因為這是非常危險，甚至有可能致命， 
相反，將接地產品接駁水龍頭來達至接地效果，卻是 100%安全的方法。 
 
所以，他們有這些設備，讓你去到酒店， 
插進它的三腳插頭，然後夾在那塊布或枕頭去睡覺。 
 
但記著：那也是危險， 
因為酒店可能有火警，漏水、漏電， 
你就躺著不用走了，因為已經把你電死了。 
所以，接地（Grounding），最安全一定是夾在金屬的水管頭那裡， 
因為，有時候夾在窗邊和窗框，這些是不行的， 
因為，舊式的鋁窗框也是落地的。 
但現在新式的有些落地有些不落地，因為偷工減料， 
所以，最安全是夾在水龍頭。 
 
另外，要讓你知道的是，當你接地 （Grounding）的時候， 
如果我接地之後，我自己接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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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個一個拖著手，到最後一個人全部都一起接地（Ground）的， 
因為，這是一個導電的基本常識， 
所以你只要觸碰到它，旁邊的人也接地（Grounding）了。 
 
事實上，最初分享時有人問我， 
究竟接地（Grounding）的時候要接觸腳、接觸頭、接觸手、接觸那個部位才好？ 
 
按中醫來說可能是接觸頭比接觸腳好，接觸背部比接觸胸口好， 
但其實，接地（Grounding）是沒有分別， 
因為中醫指的曬太陽，這些是物理的現象， 
無論按摩、穴位、經絡，這些都是物理的治療手法。 
 
但以電子來說，接觸那裡也一樣，大拇指和尾指也是沒分別的， 
腳底和頭也沒分別的，你只要接觸身體任何一個地方，全身就會在那裡接地（Grounding）， 
只不過，它們發現，你的身體是鎖著那些電子， 
起初，你不會覺得電得那麼厲害，就是你不會覺得接地（Grounding）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但你睡著睡著，你就會有感覺了，你發覺有刺痛了， 
因為，你的身體願意大量地，藉著這個接地（Grounding）釋放這些電子。 
 
基本上，他們發現，百分之 50 以上老年人的痛，用第一次就已經開始解決了， 
但當然，如果是物理上的痛，那他要長用才會止痛， 
因為可能他扭傷了、脫骹，筋骨移了位， 
他用的時候會止痛，但走開以後，過幾天不用又會再痛， 
因他那個根源沒解決，所以會解決你的痛和很多痛症， 
但關於筋骨方面，就不屬於這一個範圍可以解決到的。 
 
第二章：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如果有些皮鞋，整雙都是皮造的，連鞋底也是皮造的， 
如以這個概念看，平時穿著是否會比穿膠鞋好？ 
 
答：對，所以大家都知道為何有些人喜歡穿外國貨、喜歡穿皮鞋， 
因為穿皮鞋沒那麼累，這是因它導電，但他當時當然不知道是導電。 
但也要分辨，若你是做電工的話就不好， 
若你做電工的話，就一定要穿絕緣的鞋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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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是皮鞋的話，也其實是不好的，比不上我現在講的這些拖鞋， 
因為這些鞋的導電率比皮鞋高很多倍。 
 
你隨時用電錶量它，你量不到它導電，不過你知道它會導電而已， 
因為 220 瓦特（Watt）或者濕水後過千伏特（Watt），它便導電， 
可問題是，如果是很微量，你身體流出去的電， 
有 90 個迷你瓦特（Mini Watt），那些是你測量不了的。 
 
並且，你身體可能是長期暴露在 Wi-Fi 的環境下，你若是靠那裡釋放正電子， 
那些皮鞋是幫不了的，一定要是一些，你一量度，錶就已經會動的，那些物件才可以。 
所以，這個設計是絕對百分之百保證，可以代替走沙地的，這點你已經可以肯定的。 
 
現在等於有辦法一生都可以走沙地了， 
就是把你的家設定了睡覺的地方，或者你經常都在辦公桌面前工作的， 
那你就於腳下放一張這樣的膠片，那些可以導電， 
用碳做的膠片，在網上很容易買得到，就是一些導電的膠料。 
 

 
 
第三章：多頻震盪器（Multi Wave Oscillator） 
繼續分享另一個可以說是更加驚人的發現， 
我由接地（Grounding）這些資料一直追查下去， 
因為當我理解了以後，知道這方式是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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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是用電子方式解決物理的問題。 
 
原來，我們自古以來的食物， 
神所創造的地球，根本已經有了足夠的供應給我們生存， 
就是說，假設我們沒肉食，甚至連植物也沒得吃，原來人也不會餓死的， 
神創造的地球本來就已經是這樣。 
 
你想想，現在這些所謂的現代科技，是多麼的低智商， 
就是它講的所有東西也完全碰不著邊，跟人的創造簡直脫節了， 
人類被創造自古以來就已經是可以有一餐、沒一餐，或者有一年不進食也可以。 
 
原來神創造人類，只要你在神創造的地球就已經可以生存了， 
原來人類是這麼特別的。 
神創造了我們，並且可以長壽、沒有病痛， 
但原來，我們現代發明的東西，就是中看不中用， 
所有發明原來使我們越來越病，越來越多問題； 
越來越多有錢人的病、城市病，全部都是因為這些東西。 
 
也是因為我們追尋這個關於電子方面， 
就讓我找到一個特斯拉的朋友所發明的一個叫做多頻振蕩器，那就是 MWO。 
 

 
 
如果你查 MWO——Multi wave oscillator，就在網上立刻找到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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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來自甚麼呢？ 
原來，這是導致特斯拉，他的特斯拉椅子（Tesla chair）失傳的原因， 
特斯拉椅子（Tesla chair），是在特斯拉年輕時已經發明了， 
但他年老時，被人燒了他整個的實驗室。 
所以，當時這麼貴重才能做出來的特斯拉椅子（Tesla chair）， 
他沒辦法再使用，但當他用的時候，有幾年他不用睡覺！ 
 

 
 
它何為會失傳呢？ 
這個之所以失傳，是因為他有個朋友做了一個比特斯拉椅子（Tesla chair）更好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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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特斯拉想讓他的朋友取得版權，但他朋友立刻就死了， 
那這個人就叫做尼可夫斯基，他是特斯拉的朋友。 
 

 
 
當尼可夫斯基研究關於怎樣治病時，真的發明了一部機器， 
在 11 年裡面，在不同的醫院，  
特別單單以癌症來說，其他病就百分之百痊癒的， 
但以癌症來說，11 年裡面，全部百分之 98 的癌症痊癒。 
 

 
 
大家都知道，我們 11 年裡面遇上多少有癌症需要醫治的人？ 
但你想想，能夠想像百分之 98 可以讓那群人痊癒，是多瘋狂？ 
如果用這台機器，總共用多長時間，可以使一個癌症病人痊癒呢？ 
總共是 1 小時。1 個小時就可以治好了， 
一個星期用 15 分鐘，用 4 個星期，那就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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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MWO 醫療病症 
主日信息提及一種 100 年前的醫學科技， 
就是由尼可夫斯基（Georges Lakhovsky）所發明的多頻震盪器（Multiple Wave Oscillator），簡稱 MWO。 
 
尼可夫斯基是一位工程師，出生於 1869 年，沙皇時代的俄國， 
1894 年，他到法國修讀物理、土木工程，及醫學， 
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研究不同震頻對身體的影響。 
 

 
 
1923 年，他發明了第一部以頻率震盪進行醫療的儀器， 
名為「無線電細胞震盪器」（radio-cellulo-oscillator）。 
1924 年，於巴黎一間醫院（Pitié-Salpêtrière Hospital ）以植物作實驗。 
 
其後幾年，他開始在私人診所醫治絕症病人， 
於 1925 年，他在 Radio News Magazine 發表了一篇名為 "Curing Cancer with Ultra Radio Frequencies" 
《以超無線電頻率醫治癌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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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29 年，他將多頻震盪的理論，以法文寫了一本名為 "The Secret of Life : Electricity, Radiation and 
Your Body" 《生命的秘密：電子、輻射及你的身體》。 
該書於 1935 年翻譯成英文。 
 

 
 
其後，他發明了多頻震盪器，並於 1931 年，於美國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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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931 年開始，於巴黎不同醫院醫治絕症病人， 
包括 Saint Louis Hospital、Valde-Grace Hosptal、Calvary Hospital 以及 Necker Hospital， 
於這十年間，寫下了不少著作。 
 
1940 年，他為了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統治而到了紐約， 
於 1941 年，他開始以 MWO 在醫院醫治各種病人， 
但是，到了 1942 年，他在一宗神秘車禍裡死亡， 
由 1931 年至 1942 年這 11 年間，他以 MWO 治療癌症成功的百分比，高達 90%以上。 
 
當我查考這些資料時，就很震驚， 
以我本身的學識，一定明白他 100 年前已經發明出來的這台機器，究竟是用甚麼原理， 
我自己是學電子的，所以，他 100 年前，比我學習時還要落後， 
而事實上，歐洲有一群大學教授有機會接觸到原裝那一台。 
 
因為當他發明了、研究了，他由 1920 年做了出來，去到 1940 年， 
接著，想公布出來時，那次他打算去探望特斯拉，結果被人用車撞倒， 
他其實沒事的，但那幾個人下車抓住他，一定要送他去醫院， 
當他被抓了去醫院，幾日以後就在裡面死了。 
 
他們先等他拿了版權，所以，他的版權從此就沒了， 
幾十年裡面，你也不能做， 
但那台機器就給政府沒收了，政府就突然間收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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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George Lakhovsky（佐治尼可夫斯基）和 Dr. Boris H. Vassileff 介紹 
佐治尼可夫斯基（George Lakhovsky）是一位俄羅斯人， 
生於 1869 年，死於 1942 年，他就是多頻震盪器（Multiple Wave Oscillator），簡稱 MWO 的發明者， 
並於 1934 年 6 月取得該發明的專利，編號為 US Patent 1962565。 
 
他在 1920 年代至 1940 年於法國巴黎定居， 
在法國多間醫院利用 MWO，進行醫治各種疾病的實驗，11 年間醫好了 98%癌症病人。 
這些醫院分別是 Saint Louis Hospital、Valde-Grace Hosptal、Calvary Hospital 以及 Necker Hospital。 
 
在法國居住期間，尼可夫斯基亦出版了一本書，名為《The Secret of LIfe》， 
專門講解有關 MWO 的運作原理。 
 
及後戰火蔓延至法國，尼可夫斯基於 1941 年到美國紐約定居， 
在當地一間主要醫院繼續進行 MWO 的研究。 
 
但是，1942 年，尼可夫斯基在紐約被一輛房車撞倒， 
本來只是輕傷，卻被車上的人強行帶到當地醫院，數天後神秘死亡， 
他在紐約醫院的所有 MWO 機器都被人搬走，MWO 從此消失於美國。 
 
而意大利一位匈牙利裔醫生 Dr. Boris H. Vassileff， 
在 1930 年代至 1980 年，利用他所發現的資料複製的 MWO 機器， 
開設了三間名為「Cura Lakhovsky」診所，專門用 MWO 醫治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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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科學家，他們在歐洲找了它出來， 
就跟一群博士一起研究，全部複製出來， 
複製後，用了很多年時間，近這 10 年左右，治了很多病人，而效果一模一樣。 
 
當時，他寫了一本書，拍了照，差不多是 100 年前的照片， 
就是那些人用了這個多頻振盪器之後，痊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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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的方法是和接地（Grounding）一樣， 
就是理解電子一個很重要的秘密，然後解決這個問題的。 
 

 
 
他起初這個實驗是來自甚麼呢？ 
來自他理解了一個事實，而這個事實上後來是被人再次抄出來，並拿了諾貝爾獎的， 
是近這幾十年被人抄出來，用一模一樣的概念拿諾貝爾獎， 
那個就是 Otto Robert，這位很有名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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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Dr.Otto Warburg 介紹 
Dr. Otto Warburg 生於 1883 年 10 月 8 日，直到 1970 年 8 月 1 日離世， 
他是 20 世紀著名的生物化學家之一， 
曾任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所長， 
榮獲眾多國際榮譽稱號，並且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獲哈佛大學、牛津大學及海德堡大學授予榮譽學位。 
 
他的研究工作橫跨 60 多年，發表的學術論文多達 500 多篇， 
分別在 1931 年及 1944 年兩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以表揚他在這個研究領域的最重要發現， 
而著名的沃伯格效應 Warburg effect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早於 91 年前，即 1924 年，Dr.Otto Warburg 經已發表生物細胞的電子物理性質， 
包括：人體體內游離基的產生。 
游離基是帶有不平衡電子的分子，它的電子會隨軌道運行， 
尋找其他電子以求達至平衡和穩定， 
向其他正常穩定，有成對電子的分子，竊取電子，令它們反倒變成游離質， 
造成「鏈鎖反應」chain reaction，引起許多分子的結構變化， 
過程往往會引致細胞受損甚至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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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游離基未必都是「壞」，有許多游離基是生命的必要元素， 
例如：當身體含有足夠氧氣 （Oxygen, O），或藉著氧分療法獲得足夠氧分子時， 
體內就會釋放大量雙氧水，它的活潑氧離子，或稱單氧陰離子基 O-，是帶有負電荷的氧離子。 
是由身體自行製造，淨化身體毒素及其他有害游離基， 
因為身體所有有害物質均帶正陽性電荷， 
甚至，也可以輸送能量到細胞，或作為新陳代謝的必要元素。 
另外，單氧陰離子基 O-的游離基， 
在調節賀爾蒙等生命所需的化學物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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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tto Warburg 進一步發表《癌症的主要原因與預防》， 
證明癌細胞經常處於一種缺氧狀態生長， 
因為癌細胞不可能在高鹼性及高含氧量的環境生存， 
所以，每位癌症患者也是酸性體質。 
 

 
 
因此，他確定癌症發展的先決條件是細胞缺氧， 
當細胞持續 48 小時含氧低於 35%，就會轉變成癌細胞的狀態。 
 

 
 
事實上，正因這項發現，讓他史無前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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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個不同領域裡，獲三次諾貝爾獎提名， 
其中，1931 年及 1944 年兩度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有關 Dr.Otto Warburg 對生物細胞的電子物理性質，和細胞缺氧引致癌症的發現， 
日華牧師早於 19 年前，1996 年 5 月 12 日至 7 月 28 日， 
一連 12 篇「氧分療法與醫藥陰謀」信息裡詳盡分享。 
 

 
 
有關經已有效使用超過一百多年的「氧分療法」背景和被打壓的歷史， 
可以登入「錫安日報」氧份療法一欄作進一步認知， 
或登入「錫安日報」YouTube 頻道，瀏覽影片「雙氧水：騙人庸藥？醫學奇蹟？」。  
 
當時，100 年前的尼可夫斯基發現了一件事，原來，人類的身體當中， 
其實每一個細胞都應該有 70 個至 90 個負的迷你瓦特（Mini Watt），負的、負電子的。 
所以，我們最近講的酸鹼性也講過負，對不？ 
 
他說，應該有 70 至 90 個的迷你瓦特（Mini Watt）。 
但如果人跌至 50 的話、負 50 的話就生病了，負 15 的話就會死， 
當時，他發現了這件事， 
但後來，就給這個 Otto Robert 拿出來講，拿了諾貝爾獎， 
 
這真的很慘！ 
人家 100 年前已經知道的事，我們竟然全不知道， 
就是你爺爺都應該知道的事，我們也不知道，你想想有多可怕， 
這就是西醫醫學界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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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一件事，他發現既然是這樣的話，於是他就做了一件事， 
當時代已經研究到細胞核了， 
而他看見細胞時的理解，是跟我們看的不一樣， 
他發現細胞核裡面的設計，是由很多絲狀的東西繞圈而成的， 
裡面包括有基因（DNA）是繞圈的，其他的絲狀東西繞圈。 
 

 
 
因為他也是一個電子工程師，他發現「這不就是天線？」 
我們看那些是基因（DNA），他看的是天線， 
他發現，我們的身體，從 90 跌至 15 便會死， 
那麼，我們可否無線傳輸供應給他呢？而導致他能充電到 90 呢？ 
 
結果，他在 20 年裡不斷去做， 
他就找一棵有癌症的樹。而這棵有癌症的樹， 
於是，把這些癌症瘤移植到 10 棵樹裡， 
這 10 棵樹在 10 至 20 天中，一直凋謝。 
 
他接著就做了一件事，就在 10 至 20 天中，在 10 棵樹也凋謝的情況下， 
他就找了其中一棵，給它一個天線， 
讓它能夠發射一個信號給這棵植物， 
讓植物的細胞接收到，其所需要充電的那種信號的電。 
 
方法很簡單，就是找一條 12 吋直徑的電線繞一個圈，不接合， 
電線頭不接合，繞一個圈圍著它， 
一放了在那兒，三個星期以內，那個癌症瘤掉了下來， 

 
 107 



20150913   www.ziondaily.com 
 
但其餘 9 棵樹呢，在 30 天後全都死光了， 
但兩年以後，這棵樹還是活的。 
 
現在你會看見， 
他們卻是用低智商的石油副產品，全都要你用物理方法解決， 
吃吧！讓你吃到呆頭呆腦為止吧！ 
 
那你能夠想像，當時殺這個人的那班人是甚麼人了，一定是洛克非勒那班人。 
因為你現在只需要用一個方法，便可以治好你身上所有的病， 
那不如你每一種癌症，也得吃不同的毒藥，還要吃一輩子， 
吃至最後，你所有錢也要全給他。 
 
這個就是細胞核，它裡面是絲狀的，還要繞圈的，他發現這些是天線來的。 
 
就如我所說一個理論，我們每天也有閃電，我們有一個頻率， 
其實是來自每天的閃電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空氣當中充滿了不同的頻率， 
每一個閃電是把整個頻率，從最低到最高， 
從紅外線到我們所講最低頻率的也出齊了， 
所以，既然有了這些頻率在你身旁， 
你只不過是找一條天線去接這個頻率，不就可以了嗎？ 
因此，我們那些排骨天線，是一排排，一直排下去，從短到長排下去， 
那些就在接收那些長度的信號。 
 

 
 
他找出，原來植物頻率的信號是 12 吋直徑的，他在這棵植物上繞了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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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理論是甚麼呢？理論就好像音叉理論， 
我們用這個理論，很多證明是可行的， 
始終當時是 100 年前的科技，我們現在是 100 年後了。 
 
音叉理論就是，我們主日也講過的： 
那邊「嗡」一聲，另外一邊的音叉就會聽到， 
只要你的共振頻率，就是以天線來講是那個長度， 
就是那個共振頻率一樣的話，它會接了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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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做了這個實驗， 
旁邊就是其他的癌症樹，這棵就是圍了這個圈的， 
這個電線是沒接口的，圍了一個圈而已， 
以後你們開心了，你們種任何東西也可以給它圍一個圈， 
就是 12 吋直徑的電線而已，很便宜的。 
圍圈以後既不怕癌症，又不怕蟲害，並且它生長得非常好。 
事實上，兩年之後，就變成一棵很大的植物。 
 
影片：癌症樹的例子 
當尼可夫斯基（Georges Lakhovsky）研究頻率對人類身體的影響時， 
1924 年 12 月，他以植物做了一個實驗， 
首先讓 10 盤植物染上癌症，然後用一條直徑 12 吋長的銅線， 
圍成一個兩端不接疊的圈，套在其中一盤植物身上。 
 

 
 
而這個銅圈就能夠收集宇宙射線的震頻，釋放到植物身上， 
幫助植物重拾力量，對抗及毀滅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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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期後，腫瘤掉落，植物亦回復健康，並且漸漸長大。 
但其他沒有銅圈的植物，則因為癌症緣故，30 日內全部死亡， 
唯獨這盤有銅圈的植物，能夠繼續茂盛生長。 
 
YouTube 影片： 
The human body has 200 quintillion cells, all vibrating at different frequencies 
人體有 2 億兆個細胞，全以不同頻率振動 
 
To drive out a cancerous condition, Lakhovsky would create a field of the proper frequencies which would 
bring the cells back to oscillatory equilibrium 
為驅走癌症，尼可夫斯基製造合適頻率場，使細胞回復震盪平衡 
 
It is a well-known law of resonance that when one tuning fork is rung an identical fork, when held nearby, 
would begin to ring also 
這是眾所周知的共振定律，當一個音叉響起，另一個在附近的相同音叉亦會開始響起 
 
Lakhovsky did many experiments with the oscillating circuits The simplest of these was a single length of 
wire made into a single-turn spiral suspended around the stems of growing plants 
尼可夫斯基用震盪線路做了很多實驗，最簡單是以一條金屬線製成一個單圈螺旋，圍繞植物的莖部 
 
This picture shows geraniums two months after they were inoculated with cancer 
圖為接種癌症後兩個月的天竺葵 
 
The large plant has an oscillating circuit suspended around its stem on an ebnoite ins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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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盪線路圍繞那大棵植物的莖部，繫在硬橡膠絕緣體上 
 
The tumor can still be seen half way up the stem 
仍可見腫瘤長至莖部的一半 
 
The untreated control plants have all perished 
對照組植物已全部死亡 
This second picture shows this plant flourishing without the tumor having regained cellular equilibrium due 
to the oscillating circuit 
第二張圖片顯示，這植物在沒有腫瘤的情況下蓬勃起來，由於震盪線路而重獲細胞平衡 
 
於是，他就做了一件事，證明一個事實讓你知道， 
導致整個歐洲也知道這件事， 
就是他幫人做了一些有缺口的銅環，有缺口的，就是不能圈起來的， 
所以，手鐲那些圈起來的，就不行的，不是天線來的，是一定要有缺口的， 
做了這些銅做的銅環，就發現很多人病好了，腰、手等那些痛症也好了。 
於是他就一直研究到 1920 年，就開始把這台機器做出來了，是跟特斯拉一起做的。 
 
這台機器，你看不看見有很多個環？ 
那旁邊兩個推動它的，其實是一個高壓變壓器， 
這是當時 100 年前的高壓變壓器，現在基本上用 7 塊錢能買一個這樣的高壓變壓器了。 
 
那條天線就是這樣了，看得見有很多銅環嗎？一定是不接口的。 
他要這些銅環共振，你不供電給它，它也能夠收到那些能源的，貼在身上也行， 
但他能夠有辦法把它增強威力，加強 100 萬倍， 
就是用高壓導致它放電，於是，這也是他認識了特斯拉的原因。 
 
因為當時特斯拉很有名， 
於是他找了特斯拉幫他做這個銅環之餘，就做了一個線路， 
一個高壓的線路，導致這些銅環可以跳火， 
跳火等於一個音叉，找鎚子敲它，你搖它也會響。 
 
放著它，也會慢慢吸音頻的， 
但當你用鎚子敲它，你敲它，鎚子越強就越厲害， 
如果天線你敲它，現在講的是電子，你就用電敲它。 
 
於是，它用閃電的方式敲它，導致這些銅環跳火， 
每一次跳火，在電子上，裡面撞得很厲害， 
它就會自己產生那個頻率的，釋放強上百萬倍的瓦數的信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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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坐在它前面 3 呎的人，就因為這樣而痊癒了。 
 

 
 
因此這些病人全部都是坐在這台機前面的 3 呎， 
但問題是，若你被它電到的話，就不用做第 2 次了，你就會見主了， 
因為它有 10 多萬瓦特（Watt）。 
 
所以，事後，很多人都試用很多方法把它再造出來， 
這個是用一些銅板去做，這些全部都是他們做的銅板， 
譬如好像這個人患了癌症（Cancer），已經在眼睛裡面了， 
那麼，只是做 4 次，每 1 個星期做 1 次，就會痊癒了。 
 
這一個女人，在顴骨上患了癌症（Cancer）。 
 
所以，我在上個月，給跟我一起到國內大旅行的人用這台機器， 
他們通常稱它作「反老還童」機。 
 
這個人患了癌症（Cancer），看看她下巴那些皺紋， 
她用了這個之後，就變成這樣，你看看下巴的皺紋。 
因為，她所有細胞回到 90 毫瓦（Miniwatt）， 
她做了兩組，1 個星期 1 組，每組大約 15 分鐘到半個小時。 
 
做了 4 組，即一個月後，她就變成這樣了， 
你能夠想像，效果非常顯著， 
現在，它不只是治療癌症（Cancer）， 
更把能量增加到每一顆細胞，產生醫療作用。 
 
首先，最初它只是一條 12 吋的銅圈， 
後來，他做了 6 個圈，可以放在脖子、腰、手、腳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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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了後來更加有效能，就在 1920 年時，就是這實驗往後的很多年以後， 
他就造出這樣的一台機器，就是這個跳火機， 
現在按照原裝一模一樣造出來的，就是那邊那個了。 
 
他這組東西，已經有他所有版權裡面的設計， 
他拿了版權的設計，包括前面的燈泡，那是一個高頻共振的燈泡， 
能產生很多不同頻率的無線電信號（Radio Signal）， 
是導致整個會場的人，都會吸收到這種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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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先講他那一台，然後告訴你們， 
我把他那個演變成甚麼，讓你們可以用在你們的帽子上， 
你平常穿的襯衫裡，可以在家裡當裝飾品。 
 

 
 
這就是我說，能夠導電的纖維當中， 
於當時代還未那麼厲害，這時代，已經可以用油墨加銅粉， 
造出一條這樣的天線，那你可以穿在身上， 
因為你一上街，四周都有那種頻率的，那它就會幫你接收， 
因為，他那個是一星期做 15 分鐘而已， 
這個，你可以一天也穿了不止 15 小時了。 
 
全部我都試了才告訴你。 
並且，因為我本身每個星期都很自律，如對比我每天的工作量， 
還有我的精神量，我的精神量要比普通人高至少 1 倍， 
可問題是，我每個星期的體能，會有幾天下滑得很厲害， 
因為太忙、太辛苦、太多事要做。 
 
可是，一穿起這些衣服就立刻知道見效， 
因為，那一天我通常都要再睡一遍，才撐得住晚上可以持續做事， 
對片至 3、4 點鐘，但一穿起這些衣服，那一天就不用睡了，還要很精神， 
所以，你想想是多驚人？ 
 
我已經用營養補給品（Supplement），用很多方法去補充我自己所需要的， 
但它已經超越了營養補給品（Supplement）能夠供應的了， 
因為，我不會停用我有吃的營養補給品（Supplement）、運動、我生活的拍子， 
全都按照我一向會用的方向，十多年來沒停止過，因為工作一定要做這些事。 
 
所以，每天我都會非常小心，留意我的精神度， 
因為不論分享、預備信息、看信息，那個敏銳（sharp）是很要緊的， 
就是你看書就會知道了，是入腦與否，你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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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入腦的速度有多快，那我這些年來，看了幾十年書，找了幾十年資料，我當然知道了！ 
用了它以後，是完全在不用休息底下，絕對沒影響我自己的精神度、吸收力， 
所以，是厲害得很，就是這些設計，帽子也好、其他的也好。 
 
好了，那這台機器呢，一啟動你就知道，為何不能給常人用， 
我不管你用一百次也好，你讓它電一次之後，你基本上沒下一次了。 
 

 
 
這就是原裝的，它距離那個人，中間那椅子， 
在兩邊開了它，然後它會放電的，非常吵耳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特斯拉線圈（Tesla Coil）， 
這高壓電可以跳到一尺以外，所以屬於危險的， 
現在你聽到的聲音，其實是高頻、高壓下的跳火現象所產生的。 
 
如果全部燈關掉，你會看見它會有藍色的火焰在旁邊散出來， 
連電線也可以搶火，何況是人。 
 
其實，你們每個人都不是當過水電工，就算當過水電工，都不能處理到。 
以我所知道的，100 個當水電工的人，肯定都沒學習過如何處理這東西。 
但只要你被它電一次，你就等於完了，你就等於死了。 
所以，以治病來說，這是十分不安全的！ 
當我們擁有這個後，我們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就是以安全最重要，寧可細水長流， 
因為，沒有理由說一生只用 4 次， 
不如你一生用它，讓它長期接觸你，就好像接地（grounding）一樣。 
 
所以，我們就按他的方式，最初期造了一些天線出來，硬的那種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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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以前做研究的一群，做過很多免費能源的研究， 
所以，其實我們對線路、銅板很認識， 
知道世界上不需要用這種方法來做， 
就是可以用這些銅板的方式，做這些天線出來。 
 
這些天線是銅，比較硬， 
如果是銅和銀的話，因為它長期不放電的時候， 
在是不用電的時候，你可以直接觸摸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貼在沙發椅後面，「大班椅」後面， 
或者譬如好像我放在床墊下面。當然這是我們早期嘗試。 
 

 
 
因為，我們最主要製造了用電的這個版本， 
它是一條一條天線來的，一圈一圈從小到大， 
其實，我們最好有這麼大，直徑 36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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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 12 寸，這個可以穿在衣服裡面的。 
 
它是用銀造的，所以，你能夠想像是多珍貴，對不？ 
它在你身上的時候，它有銀離子到你那裡。 
 
這是線路板來的，這款可以做到 36 寸，所以，可以放在你們的床墊下。 
這只是一個不用電的製品，就可以發展這方向， 
但這個硬身的，就可以變成用電製品了。 
 
當有一個要用電的製品， 
譬如假設現在每人坐在你的椅子上，每人有一張椅子， 
都坐在你的椅子上，我假設就算這裡有 1 萬人也好， 
我只要開著其中一隻碟，你們一萬人的天線就會立刻產生共振，因為你接收到了。  
 

 
 
所以，用接收的方式，是比那個更加安全， 
更加貼身、更加長期的，你穿在身上也可以。 
並且它很安全，它放在玻璃盒裡面，在家裡的某個地方開著， 
然後你整個房子裡，任何一個角落都能接收得到。 
 
我們開其中一個給他們看看。這就是我們自己製造出來的， 
下面的這個盒子要 300 多塊錢，上面的那個碟是 20 塊錢。 
塑膠的話會溶掉，所以，塑膠是不行的！ 
 
但有一個問題，雖然這已經跟它無法相比了， 
但放在一般人家裡，其實還是會有危險的，因為它有 5 萬瓦特（watt）， 
所以先讓你見識一下，然後我們再在這之上進步到另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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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 1 個是 12 吋的碟，1 個是 10 吋的碟，整組連機器是 500 塊錢。 
但只要告訴你，這是用來發射的，所以，教會只允許真正懂電子的人去做， 
因為免得你有生命危險，因為我還能提供另一個選擇給你們， 
但這真的是目前我們做過最好的。 
 
另外這一個，27 吋的那個， 
我們嘗試打開下面 27 吋的這個給你們看。 
這是 1 個相架，也是我們自己做的、自己研發的，這個是最厲害的， 
我可以肯定，這個比那個厲害， 
同樣只是打開 1 分鐘而已，開大一點，讓它的火力變大。 
 
這個是有消耗的，開太大的時候會有消耗， 
因為它本身每次火力變大的時候，是會著火的， 
所以，你看到它用那種天線就是這個原因了。 
 
但當然，消耗的問題很容易解決而已， 
因為，如果是大量生產的話，每一個是很便宜的， 
這些 1 年消耗 1 個，說的也只是 200 塊錢， 
但不用患癌症就完全值得了！ 
或者 1 年之內也不知道治好了多少千萬個癌症！ 
 
因為它一旦被打開了，全場，你們的天線都能接收到它， 
說的是成千上萬人的都能接收到，只要打開 1 個而已。 
 
如果在聚會當中，每一張椅子都有能接收到它的全頻天線， 
放在椅子上，那麼在某一間房間裡打開它， 
整個聚會都能接收到它，就會治療那些人， 
每個星期坐 2 至 4 個小時，甚麼病都被治好了。 
 
之前講的那個需要 15 分鐘而已，所以，當年來說是很寶貴、很聰明的設計。 

 
 119 



20150913   www.ziondaily.com 
 
所以你能夠想像，有了這台機器，還需要醫院嗎？ 
只需要跌打而已。因為，除了斷骨之外，沒甚麼人需要再吃那些石油副產品的藥。 
 
所以，這就是我們研究出來的另一個版本， 
於國內 5、6 月完成的一個研究，是可以用這些線路版來做。 
 
但沒有人能夠說懂得處理這機器， 
因為，你有兒女的話，兒女不懂，那就有機會電死了， 
因為，它跳火的程度，是遠距離都可以跳穿電線，直接跳過所有玻璃盒， 
這些玻璃盒，最主要讓你知道，手不要接近那個位置，而不是你可以接近那個位置， 
因為你到了那個位置，它可以拐個彎，從玻璃旁邊的空隙跳出來。 
 

 
 
我們直接嘗試過，白色那些膠管、電線管，它是絕緣， 
但電也能跳穿它，再跳出來， 
因為，5 萬瓦（Watt）太瘋狂，那個 10 幾萬瓦（Watt）。 
 
所以，讓你知道，這個是發射的， 
你沒這個發射，在大氣都有一個比它弱大概 1 萬倍的頻率， 
但這個 1 萬倍頻率，已經足夠長期繞著一倮樹，讓它能夠治療癌症（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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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外出又好，在家裡也好， 
如果長期用這個，就已經絕對比你看黑白照那些人，所經歷的醫療過程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需要用電的版本，就發展了很多、很多設計出來， 
這些設計就有巫師帽，就是這樣繞著而已， 
但是因為直徑很小，所以我是繞了 1 圈、2 圈、3 圈、4 圈、5 圈，為 1 次， 
接著第 2 次，1 圈、2 圈、3 圈、4 圈、5 圈，為第 2 次，一直繞下去。 
那就變成一個你不想戴出街的一頂帽子， 
這個是同樣有效的，因為它是銅圈，它一樣可以戴在身上。 
 

 
 
所以，穿在身上可以，戴在頭上也可以，就好像那個人一個銅環而已，就已經有效了。 
 
開不開這個，它都有效的， 
但是，不開這個的話，這個的效用是戶外最強， 
因為，家裡始終都有很多紅泥、石牆、鋼筋，把絕大部分信號也隔了， 
但不過你又不能戴出去，所以，我們都研發了幾種款式， 
有一些就是這種，這些是可以做在外面，或者是裡面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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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為了讓你知道的其中一個發展，但這樣的外表，不建議的。 
 
另外一款都不建議的，不過告訴你，我們也嘗過、做過，就是那個披肩， 
這其實不是披肩，這就是用那些理髮店用的篷子做出來的。 
 

 
 
其實全部都是同一個理論，我現在要讓你理解它的理論是甚麼， 
它只要任何一條線，都有效的， 
但是，你這麼多條，並且不同長度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對人類來說，最好那個直徑是 36 吋，以 1 個圈算，這個也只是半個圈而已。 
 
所以，這個你不要笑，我在大陸都用過， 
所以，做牧師也很辛苦的，真的不到你不相信！ 
 
影片：訂購 MWO 天缐介紹 
在 2015 年 9 月 13 日及 20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92 及 293 篇」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了兩種當今最嶄新的健康保健發現。 
 
其中，第二種稱為「多頻震盪器」（Multi-Wave-Oscillator），簡稱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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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頻震盪器早在上世紀初，由俄籍科學家尼可夫斯基（Georges Lakhovsky）發明， 
透過產生對人體有益的電波，有效改善身體過剩的正荷電子， 
可以進一步改善身體健康，達到驚人的醫療效果。 
至於多頻震盪器的「靈魂」，最能夠改善身體的驚人裝置，就是稱為「天線」的配件， 
單是這塊「天線」已經是「多頻震盪接收器」了，因為僅僅憑著它已經能夠改善身體狀況。 
 

 
 
這塊「天線」的製作材料有多種類型，包括：炭、銅或白銀， 
若要在人體上產生導電，並達到卓越效果，必然要以白銀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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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Webbot 警告：踏入 2015 年 9 月後，白銀將會短缺， 
因此，白銀會升上天價，甚至會耗盡，有見及此，教會已經物色了一些製造商， 
以物超所值的白銀來生產「天線」這配件。 
 
保健頻率天線，詳情將於主日信息再作講解： 
一套 3 種尺寸，共五款，包括：12 寸保健頻率天線， 
16 寸保健頻率天線共分作 3 款，圖案包括有一圈、二圈、三圈， 
36 寸保健頻率天線，只是，「天線」的生產期需要 14 至 20 天， 
所以，需要及早完成首批訂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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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今天主日聚會後，各個家聚負責人將會收集弟兄姊妹訂購各款「天線」的數量。 
 
第四章：總結感言 
我相信這次大家看見了， 
原來我們這麼多年撒種，才導致我們這次能夠收割。 
因為，現在我們所講的，這些機器，就好像看太陽一樣， 
就是我自己試過、我用過、經歷過，它裡面所講的是真的。 
 
接地（Grounding）我自己睡覺的時候，工作的時候也有運用， 
真的看到它那個效用，是直接比得上走沙地。 
而事實上，接著這個 MWO（多頻震盪器）， 
旁邊的人在那段時間，不知道我在用這台器， 
有些人直接說：「嘩！為甚麼，日華您年輕了？」 
「為甚麼！你做了甚麼來了？」 
其實就是這台機器了！ 
 

 
 
我們當中，有些全職跟我去旅行的時候，有部分人都用過，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奇效。 
因為你要記著，我們用的和普通人不一樣， 
我們絕大部分人都看完太陽，我們正在走沙地， 
我們已經在用很多自然療法的東西， 
甚至我健身，我的健康甚至比 19 歲那時候好， 
但我用了這台機器，還要繼續改善。 
 
所以，你想想，如果給病人用， 
就好像這個女人一樣，她的變化是多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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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顯地，藉著我們這麼多年裡面， 
我們從最基礎，一直願意撒種、付出的話，神就讓我們「收種」。 
 
就好像在大旅行當中，因為我們在大旅行當中， 
願意為祝福人而做，而不是為了自私而做， 
也因為我們為了祝福人而做，才不會在第 1 次大旅行、第 2 次大旅行、 
甚至到了第 3 次大旅行而跌倒！ 
 
那些就是在騙著我們說，他說是為別人而做的， 
但其實說到最後，都是為自己而做， 
你叫他去第二次，他都已經勉強了！ 
第三次，他就會跌倒給你看。 
 

 
 
其實，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跌倒，就是讓人知道，他是一個壞人， 
你如果真的從第一次是為人而做，就不會在第三次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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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為人而做，這不好嗎？ 
現在神一直再給你更多智慧知識，讓我們成為民間的智慧人的榜樣。 
 
所以，現在，弟兄姊妹，神讓我們在這短短幾年裡面， 
無論在智慧、知識、實行和神所給我們在信仰上裡面的奧秘和啟示， 
都可以說到了信仰的極致。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影片：信仰的極致 
自從《創世記》當中，亞當與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後， 
罪就入了世界，人類亦喪失了神所賜予的神能，以及需要離開伊甸園， 
甚至，地亦因此受咒詛，人要汗流滿面，才得糊口。 
 
從此，人就與神相隔了一條鴻溝，像是失去了記憶一般， 
活在一個被咒詛後，陌生的地球，為著生活而每天掙扎求存。 
 
從此，他們再一次，從研究萬事萬物中尋找出各種不同知識， 
並且，高舉尋找到的知識，甚至以為自己是地球的王者。 
同時間，信仰、神的話語，對他們而言，反倒成了精神寄託， 
越是崇尚知識的社會，就越是輕視神的話語。 
 
他們的愚昧，就如小孩子嘗試從觀察和使用， 
去理解如何應用一部智能電話，卻輕視這部電話的說明書。 
亦不知道，自己花上大量時間尋找這部智能電話的功能， 
但這些資料，其實早已記載在隨電話附送的說明書裡。 
 
人們以為，時間越近代、科技越進步， 
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就更多、更準確，甚至高舉科學過於神， 
以為《聖經》只是二千年前的歷史著作，絕對比不上人類的科學聰明， 
即使成為教學內容，亦只是與倫理一同教授，貶低至變成德育的一部分。 
 
而一般教會，亦是以這種心態營運，將自己定為「社福」機構， 
將一班壞人改造成社會定義的好人，或是救助有需要的人，這就成為教會的目的和責任。 
 
他們如外邦人一般，輕視神的話語，看信仰只是不現實的精神寄託， 
因此，才會用社會的妥協方法生存， 
出現六大宗教一起祝福香港、教會爭取賽馬會資源，甚至接受同性戀等鬧劇。 
 
然而，日華牧師提及，教會不應被社會牽著走，不應讓社會成為教會的答案， 
事實上，情況應該相反，就是教會為社會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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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世上有一種方法，能夠得著所有答案， 
就是藉著認識神、敬畏神，去跨越神與人類之間的鴻溝， 
當人越能夠倚靠神的話語，越接近神，神就能夠開啟越多答案， 
這就是日華牧師所提及極致的信仰。 
 
箴言 9 章 10 節：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世上的知識，只是人類於過去，以經驗方式，憑著自己的努力去發掘， 
所以，唯有真正敬畏神、願意跟從神的人，才會擁有一切真正的答案。 
 
就如錫安教會的信息，完全明證這節經文所講， 
唯有敬畏、認識耶和華，才是智慧和聰明，掌握萬事萬物背後的真相， 
對比屬世的知識，似是錯誤的表面故事，而多於事實的真相。 
 
當教科書教導人們，歷史是由偶發事件所組成， 
但其實，人類歷史歸納起來，就是四獸和十王， 
並且，美國和香港的歷史，也是由人在背後規劃，從來也不是偶然， 
人們所以為認識的歷史，從來只是表面的故事，而不是內裡的真相。 
 
當教授經濟、投資的人，依賴各式各樣理論、圖表、數據，從而作出種種估計的時候， 
其實，股市的興衰，從來也離不開以色列的節期。 
 
事實上，人類自古以來，已經開始研究如何醫治疾病， 
但花了上千年時間也未能成功， 
甚至以為種種不治之症的出現，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西醫已經盡力研究，以日新月異的科技去拯救更多病患， 
但這些都只是表面的故事，而不是事實的真相。 
 
原因，他們不知道，西醫背後有另一班人，用上同等的努力， 
去壓抑和謀害那些能夠以廉價且簡單方法，讓人遠離疾病，得著健康的人， 
他們不惜以謀殺手段，使這些方法從世界上消失。 
 
就如主日信息所提及的「接地」和「多頻震盪器」， 
一種極為廉價和簡單，卻比現今最新醫學科技有效得多的工具， 
但是，100 年過去，卻仍然不為普羅大眾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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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創作歌曲看似全是倚靠靈感，沒有一個必然的方法， 
但神卻可以讓日華牧師知道作歌的秘密， 
讓教會可以每星期也有源源不絕的新歌， 
這是任何一個教授音樂的專家，也無法做到的事情。 
 
以上所提及的，已經不是聖經真理的範疇，而是世界學識的範疇， 
敬畏神、認識神的人，遠比各個科目的專家還要更優勝。 
 
論到聖經真理的範疇，更加是顛覆所有人的知識範圍， 
就如主耶穌於 2000 年前來到這個世界，所展現出的屬靈能力， 
豈不顯示出世界所有的知識，反倒像沒有實質的空談？ 
 
水變酒、五餅二魚、醫好各樣疾病、死人復活、行水面、平靜風和浪， 
每一種神蹟，豈不是顛覆及違反了所有物理、醫療、化學、天文等學術定理？ 
甚至，2000 年後的今天，也沒有任何科學家能夠以他們的學說， 
去解釋這些現象是如何發生，亦沒有任何科學家，能夠藉著科技去複製這些現象。 
 
到近 100 年，神藉著靈恩運動，復還各種不同真理， 
錫安教會亦承傳了當中的部分，並且演進下去， 
包括︰神蹟醫治、趕鬼、說預言、源源不絕的新歌、說的聚會等等。 
 
試問，世界上又有哪一所大學的博士、教授，能夠解釋並且複製這些神蹟？ 
對比世界所謂的現實，教會的超然存在，才是真正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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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新約時代，主耶穌的出現，祂的分享、祂所行的神蹟， 
萬物也要聽候祂的差遣，這才是真正的現實，真正信仰的極致。 
 
原因，對於地球而言， 
地土不效力，不是因為沒有養分，而是人類犯罪的緣故， 
其實，受造之物都是勞苦嘆息，等候著神的眾子出現去釋放它們。 
 
羅馬書 8:19-21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

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因此，萬事萬物當然會聽從基督徒的差遣， 
亦理所當然會圍繞著教會，尤其是神所揀選的時代主角而轉動。 
 
而過去錫安教會所分享的信息，其超然程度， 
亦正正讓我們知道，我們正在走向信仰的極致。 
 
就好像現在，這次我們將這些，關於醫療的這個秘密講出來， 
根本，西醫在過去 100 年他們的成就加起來， 
到了今天，還沒能夠在他們有生之年，讓癌症（Cancer）百分之 98 治好， 
基本上，百分之 98 全部都是死於這些癌症（Cancer）， 
或者癌症（Cancer）這些的併發症就差不多！ 
 
我們只是一所教會，但是神把這些的智慧、這些的知識，加給我們。 
而很特別的，如果你再看這些資料，它們所發掘的年份， 
全部都是最近這十年八載而已，一個、一個這些的發現出現， 
我說的是發現，不是發明， 
因為尤其是看太陽、行沙地，遠古地，這些已經是發明了， 
而這個 M.W.O.甚至已經發明了 100 年了。 
 
但現在我們看到，我們是一天都沒有偏差的情況下， 
原來，我們要在信仰上跟從神的話…… 
有些人說，信仰是不行的！信仰不現實的！信仰不實際的！ 
是嗎？！我們這個信仰讓我們比西醫厲害，有甚麼不實際？ 
西醫對比我們才不實際！ 
 
我們對歷史，我們比歷史學家更清楚，有甚麼不實際？說政治呢？說經濟呢？ 
 
好了，這些已經就是說，屬世最實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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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發現，學他們這些，根本是最無聊！ 
我們對歷史，我們最清楚歷史；我們對經濟最清楚， 
我們甚至對醫療，都比西醫更清楚。 
 
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認識神更比他們更清楚， 
我們對將來，比所有專家的總和更清楚， 
我們比天氣學家、天文學家，甚至比財經預測的專家， 
我們比這個世界的新聞更專業。 
 
那麼，為甚麼我們一定要相信這些騙子，這些墮落的所謂牧師或者傳道人， 
他們所說的：信仰是精神寄托？ 
 
現在你看見嗎？ 
這個就是信仰的極致，信仰就是能夠告訴你， 
你能夠超越這個世界所講的所謂實際的事。 
 
好了，就算講富足，他們說，在世界賺錢、買股票吧！哪會有空上教會？ 
好了，現在你會看到，這些的經濟，現在弄成這個樣子，你看見嗎？ 
神現在證明給整個世界看，我們跟從神的話，我們一樣都不缺！ 
 
好了，到最後，我想每 1 個都跟 5 個人說：「我要進入信仰的極致！」 
 

 
 
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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