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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7 年 5 月 7 日分享 
第一章：信步星圖（34） ── 答問篇 
問題一：當「錫安劍」誕生後，就像十八年前，你開始分享錫安新歌的第一個動勢，現在就進入第 

二階段，一個真正的最後復興。於當時，日華牧師曾分享了四個的動勢（Momentum）：即 
是詩歌創作、人數增長、恩賜運作與富足的動勢。該四個動勢於十多年前，你已陸續分享 
了，而我們亦經歷過當中初階的智慧，像是一個起首式般。但慢慢地，這四個動勢彷彿在 
我們當中沉澱，我們並非忘記了或沒有了，只像沉澱了，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但卻一直 
累積智慧。當第一個動勢在十八年後再一次爆發的時候，是不是代表了接下來的第二、第 
三、第四個動勢也會好像這個樣子呢？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問題一：「錫安劍」耳機的動勢，由屠聾行動演進成馭聾行動，隨著「錫安劍」的知名度不斷增加， 

會否展開下一波新動勢，甚至到一個階段，當「鑄劍坊」亦未能應付這種數量時，教會因 
而開設新的系統去配合整個動勢呢？ 

 
答︰會的，「錫安劍」信息的分享，是夾雜在「天馬座行動」和 Pi 的信息之間。 
 

 
 
水瓶新世紀與美國的密西西比河、Pi、鏡面倒置、活水等有關。 
而密西西比河，將按著 Bob Jones、Edgar Cayce 所言，成為美國最大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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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就像演活主耶穌基督帶著十二門徒的活劇一樣， 
我們並且會發現，神會逐漸打開更多從創世而來，已經預留給我們的事情， 
包括︰4794 的雙氧水事件第一天，及現時的「錫安劍」。 
 
所以，將會有更多錫安教會的產品和發明震撼全世界。 
讓人看見錫安教會當中，神的同在、真理、啟示、能力、智慧及時代信息， 
將會為整個世界帶來意想不到的轉變。 
當中的躍進，是創世以先已經產生，亦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但無論如何，神每星期揭示眾多共同信息，印證神對我們的帶領。 
 
現時，按著神的帶領，我們將會繼續每個月生產一萬部「錫安劍」。 
假如每部「錫安劍」的超卓音色，於知識產權上價值一萬元的話， 
我們就等同每月送出一億元。 
 

 
 
神對錫安教會信息上的帶領，往往都讓人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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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們在大旅行後，就分享了「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的信息； 
當我們分享 Pi Day 信息時，突然間又分享了「錫安劍」。 
因為神對我們的帶領是傲視同群，並且是屬於皇后位份的級數。 
 

 
 
問題二：日華牧師提及傲視同群的帶領。在 1992 年，先知 Cindy Jacob 在阿根廷為傳威牧師按手的 

時候，談及我們擁有以斯帖的位份，多年來，我們好像仍未有看見這個預言實質的應驗。 
但屠聾行動中，一些弟兄姊妹身上卻應驗了這個預言，他們能夠接觸到一些特別人物，而 
這些人收到「錫安劍」後，亦非常讚嘆和接受，甚至戲劇性信主，這會否是其中一個應驗 
的印證呢？ 

 
答：多年裡，我們一直有著以斯帖的呼召和預備，完結 Pi Day 的分享後， 
就有了生產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及「錫安劍 II」的決定。 
 

 
 
明顯地，這是 2016 年 3 月 14 日後，神明證我們終於得著新婦的位份。 
正如以斯帖以一年時間用香料潔淨自己，預備自己去見阿哈隨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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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我們過去一直作出預備，神亦在 Pi day 當日，用難以置信的方式去印證祂揀選了我們。 
 

 
 
正如舊約當中，皇帝揀選皇后時，會在眾人面前伸出他的權杖。 
同樣，2016 年 3 月 14 日後，神開始在全世界面前證明祂揀選了我們， 
神以各種共同信息，加上存在於世界的法則，去證明錫安教會的存在，及神的揀選。 
所以，Cindy Jacobs 對錫安教會的預言，將會在很短時間內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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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教會會以行善及成就換取社會接受，但我們所誕生的末後復興並非如此， 
反而會像初期新約教會一般，會突然間出現爆發性大復興， 
到時所有人都會知道我們是神所選召，並前來參與聚會。 
隨後，因為我們不斷送出「錫安劍」，更會產生大量神蹟及能力彰顯， 
成為大復興的引發點，我們被高昇的速度，將會是以百倍計。 
神 Alef Tav 的名字，及當中所蘊藏的一切，祂都會賜給我們。 
 
因著神給予我們各種創造式的共同信息印證， 
如《以賽亞書》記載，君王、祭司、國家元首和首領都會前來， 
因為所有領袖都只是普通人，希望能夠得到精彩的人生，如年青人般，奔跑屬天的路徑， 
所以會帶著雀躍的心情，來香港參與錫安教會的聚會。 
於主耶穌 Alef 的時代，人們會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朝聖， 
同樣，當 Tav 的時代，君王和首領則是到錫安教會來朝聖。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啟示錄》的內容要點， 
就是帶出全世界都會一起聚焦，見證新婦獲得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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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世界的走向、歷史的建設或宗教的帶領，甚至是邪靈的歸宿， 
全部都好像一個鏡頭聚焦到最後的主角，就是新婦。 
因為，不論是七姊妹星或獵戶座，都是指向代表新婦的伯利恆之星。 
 

 
 
當舊約和新約的預言都是印證新婦的角色，就是錫安教會的話， 
全世界都會聚焦在新婦，即有著金燈臺和杏樹雛形的教會。 
主耶穌開始了救恩，但我們卻會完成歷史給予錫安教會 ── 即新婦的塑造， 
當新婦塑造完成，神把名份及權柄都授予錫安教會的時候，就是教會被提的時間了。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 
 
第一章：信步星圖（34） ── 答問篇 
問題一：當「錫安劍」誕生後，就像十八年前，你開始分享錫安新歌的第一個動勢，現在就進入第 

二階段，一個真正的最後復興。於當時，日華牧師曾分享了四個的動勢（Momentum）：即 
是詩歌創作、人數增長、恩賜運作與富足的動勢。該四個動勢於十多年前，你已陸續分享 
了，而我們亦經歷過當中初階的智慧，像是一個起首式般。但慢慢地，這四個動勢彷彿在 
我們當中沉澱，我們並非忘記了或沒有了，只像沉澱了，沒什麼特別事情發生，但卻一直 
累積智慧。當第一個動勢在十八年後再一次爆發的時候，是不是代表了接下來的第二、第 
三、第四個動勢也會好像這個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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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們必須知道，神所給予我們的每一個應許，都必定按著撒種的方式而成全。 
這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發覺的不朽真理。 
我們曾經歷過無數的神蹟、恩賜運作、醫治，也發覺有這現象。 
 
影片：撒種比喻與神蹟奇事的奧秘 
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早年，已經發現很多基督徒對神蹟奇事有一個很基本的誤解。 
正因為他們都誤解了主耶穌基督得著行神蹟的方法， 
所以一直以來，普世和歷代教會對於行神蹟的能力， 
都感到彷如神話般無跡可尋，甚至有教會因而否定神蹟的可能性。 
 
其實主耶穌早已將得著行神蹟的能力和秘密，藉《聖經》透露給門徒， 
只是現今普世教會，都輕看了主耶穌的說話、一點也不相信主耶穌所說的真理。 
因為，只要他們有一丁點相信主耶穌的說話，都不會淪落到現今的墮落光景。 
其實所有行神蹟、得能力的秘密， 
早已隱藏在主耶穌開始傳講天國的第一個天國比喻 ── 撒種的比喻， 
而這個秘密，他亦已經向門徒和所有人透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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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比喻既是主耶穌所講的第一個天國比喻， 
亦是解開所有天國比喻、天國奧秘、能力和祝福的第一條且最主要的鑰匙，即 Master Key。 
 
馬太福音 13 章 1-9 節： 
「當那一天，耶穌從房子裡出來，坐在海邊。有許多人到他那裡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眾人都站

在岸上。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

鳥來吃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

了；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

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如果你不明白撒種比喻，就無法明白主耶穌所講的其他比喻。 
那麼，到底撒種比喻的啟示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天國裡，將所有祝福和能力，倍增和擴展的方法。 
再說一次，撒種就是天國裡，將所有祝福和能力，倍增和擴展的方法。 
 

 
 
天國裡行神蹟的能力是如何倍增和擴展呢？ 
天國裡使教會人數倍增和擴展的秘密是甚麼呢？ 
天國裡得著富足倍增和擴展的方法是甚麼呢？ 
其實所有倍增和擴展的秘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要明白甚麼是撒種。 
 
一般人都以為，一個人能夠行神蹟，如同神將金幣從天上掉下來給人， 
這人撿起了金幣，他就得著能力。 
換言之，人們都認為行神蹟的能力，是神隨己意送給某人， 
完全是神的旨意，人類完全沒有方法自行得到行神蹟的能力。 
一般而言，所有基要教會都相信這種行神蹟的觀念， 
如同天主教教堂中，聖像流血或流淚， 
或某人身上突然出現釘十字架的傷痕一樣。 
 
在教會歷史中，我們亦見過這種情況，一些人會在一時之間、不明所以地得著能力，如參孫； 
或如 1948 年出現的復興佈道家 William Branham、Jack Coe 和 A.A. Allen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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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都無法維持神所賜的金幣，更不得善終。 
 

 
 
教會亦有另一批人，對行神蹟的能力存在另一種誤解， 
以為神蹟像工作般，憑著自己的努力、善行和聖潔， 
只要多勞就會多得，額外加班就會有獎金一樣， 
以為神是一位屬世公司的老闆，以此嘉許勤力的員工。 
 
如同美國很多所謂的電視佈道家，由神蹟開始、卻以血氣結束， 
又或是中世紀的清教徒，或中國古代的和尚和道士一樣，靠修行修練。 
於 1992 年曾到錫安教會舉行十日佈道會的 Ezekiel Chong，就是其中的表表者。 
 
但是，倍增和擴展天國任何一個祝福和能力的方法都並非如此， 
真正的秘密，就是天國比喻的第一條鑰匙 ── 撒種。 
 

 
 
所有倍增和擴展的秘密，首要是我們要明白這些能力並非從天上掉下來， 
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神自己的旨意，無人能明白。 
相反，撒種讓我們知道，倍增和擴展都是有跡可尋、有方法讓人可以永遠掌握。 
因為神給予我們任何能力和祝福，目的都只有一個，就是將我們塑造為新婦， 
所以，神設立撒種的律，是要我們從中學習成長和變得似神。 
 
其次，我們要明白天國的增長，是 30 倍、60 倍、100 倍的增長，不是人類或自然的力量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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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然的增長，極其量都只能以百分比為計算單位。 
一個社會每年的經濟增長，只能以個位數的百分比增長， 
一個人能夠連續做一百次掌上壓，亦不可能因為不斷鍛煉，而能夠連續做到一萬次掌上壓。 
即使有人可以刷新世界記錄，以 9 秒跑完一百米， 
但亦不可能因為鍛煉，就能夠跑快十倍，做出 0.9 秒的一百米記錄。 
 
但天國的增長卻是以百倍計算，並非人類靠血氣的力量可以做到。 
就如一位農夫在田裡撒種，能夠叫種子生長的生命是來自神，而不是農夫的努力。 
 

 
 
雖然農夫要付出勞力去撒種，但叫種子生長的能力卻是完全來自神， 
人和神所付出的比例是天文數字的差距，根本不可能計算和比較。 
所以，撒種是完完全全，來自人對神、對《聖經》應許的信心，並非人血氣的能力。 
 
所以，為何世上所有因為神單方面恩典而得能力的人， 
都只能夠在恩典的部分中得著能力和祝福，卻不能將祝福的層面擴展至其他部分。 
甚至有好些醫治佈道家，都只能醫某一種病，例如︰眼盲或耳聾， 
但對其他病卻束手無策，因為他們根本不懂得撒種比喻的真諦， 
導致行神蹟的能力只集中在某人身上，無法教其他人行出來，亦不能普及。 
 
相反，錫安教會活在另一個完全不同，超越歷代歷世教會的領域。 
因為日華牧師使用了撒種的真理， 
我們不單可以行出《聖經》曾提及的絕大多數恩賜和神蹟， 
甚至能夠藉著教導，讓神蹟普及化。 
 
每次神想將某方面的屬靈超自然能力賜給我們，就會先給予我們相應的考驗， 
趕鬼能力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我們面對極艱難的趕鬼考驗時， 
仍願意持續撒種，直到有收成，我們就會得著百倍的趕鬼能力。 
 
最初，日華牧師學習趕鬼的時候，一開始已經要面對一些很難趕走的鬼， 
每一次趕鬼中，日華牧師和傳威策略家都堅持以撒種和忍耐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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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一日 24 小時，甚或長達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仍因為愛人和撒種的緣故，不斷堅持、不怕艱辛地，直至成功趕鬼， 
最終，就得著大家今天所見，百倍的趕鬼能力。 
 
當神給予我們難題，我們不單為此而撒種，更以將會得到百倍增長的信心去預備收成。 
同時間，亦鍛煉自己內裡的性格，讓自己的內涵能夠盛載撒種而來的豐收， 
不會因成功的榮譽和富足而敗壞，如此，我們就預備好迎接將會來到的百倍收成。 
 
除此之外，有很多懂得撒種的人，得到第一轉收成後就停下來， 
不懂得不斷撒種，亦不懂得將撒種而得的成功，複製到其他領域。 
亦有很多人，雖然因為撒種而得到成功，卻不懂得將榮耀歸給神， 
甚至為了維持自己的成功，選擇出售神的啟示， 
例如︰將詩歌或講道變為商品出售，以為這樣就可以維持自己的成功。 
但這種行為，實在是愚不可及。 
因為撒種而得的百倍收成，根本就是來自神的奇蹟， 
又怎可能以人的血氣去持續呢？ 
 
過去三十二年，從神給予我們錫安教會一切祝福和能力的百倍增長， 
我們就看見，日華牧師示範如何藉撒種，在任何領域上得著百倍收成的榜樣。 
就是將神給予的明白和啟示，例如︰講道、詩歌和恩賜撒種付出，並堅持不收取一分一毫。 
以信心、盼望和愛心，將種子撒出、堅持忍耐，持續相信， 
並維持良好品格，預備好接收將會來到的百倍收成， 
最終，就必定會得著神所賜的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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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6 章 9 節：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雅各書 5 章 7 節：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如同撒種比喻所講的第四種心田， 
只要將好種子撒在好土裡，再加上忍耐地澆灌，到了時候就會有豐收。 
 

 
 
甚至，每次百倍收成都會出現不同形態， 
對比之前的豐收，於智慧、能力和數量上，都有著幾何級數的升級。 
 
例如︰當日華牧師開始教會的時候，決定免費送出所有錫安教會創作的詩歌， 
堅持撒種了十三年後，神就讓日華牧師從撒種中得到百倍收成， 
就是 1998 年得到的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啟示，可以源源不絕地創作出動聽詩歌。 
 
但日華牧師並非就此完結，而是繼續免費送出第一個音樂動勢的所有詩歌， 
無論曲、詞、編曲、錄音和一切製作上，都精益求精，不單撒種，更是撒出優質的種子。 
於是，神就在 2016 年，將詩歌的百倍祝福，倍增成另一個更上一層樓的百倍收成， 
成為一個製作「錫安劍」的啟示，成為大家有目共暏的「錫安劍」動勢。 
 
一切有關能力和祝福增長百倍的要訣，都是用天國比喻的第一條主要鑰匙去得到， 
就是撒種，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無論講道、詩歌、富足、恩賜運作、醫治、趕鬼、智慧和策略等等， 
每一種來自神的啟示、能力和祝福的增長秘密，就是撒種， 
以正確的方法和心態，將它們白白地付出和捨去。 
如此，我們就能夠由一個普通不過的平凡人，變得超乎常人， 
擁有神百般恩賜、能力和祝福的屬靈偉人。 
 
過去，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過程，已經向大家示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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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藉著撒種，成就今天發生在錫安教會的一切奇蹟。 
這是所有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有目共暏的， 
亦是所有效法日華牧師、照樣撒種的肢體， 
都一同見證自己生命中，同樣誕生百倍收成的神蹟果效。 
 
如果我們嚴格遵守撒種的真理，並在生命中切實執行， 
就一定會在各方面得到撒種的增長。相反，如果缺少任何一個步驟， 
都會如同外間的基督徒，與神的能力、恩賜和祝福絕緣。 
 
當我們明白了撒種和信心的基本操作，現在就讓我們為大家講解一幅更整全， 
關於撒種和信心的大圖片，讓我們的人生，活在一個全面成功、倍增和擴展之中。 
 

 
 
就以一幅圖表為例，圖中所見，X 軸的各個棒形（bar）代表人生各種不同範疇， 
例如：恩賜、神蹟、富足、醫治和傳福音等。而圖中的 Y 軸，代表人生不同範疇中， 
因著你真心相信，再加上口裡的信心宣告，繼而誕生的成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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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你懂得謹守自己的口，只說來自《聖經》的積極宣告， 
就代表你人生各方面都越成功，以圖表對比，各個棒形都會越高。 
 
但是，我們如何令人生不同範疇都越來越成功呢？ 
原來，一切都同樣是以撒種去開始，沒有撒種，就休想於人生中誕生任何成功。 
我們以傳福音為例，當你去撒種傳福音的話， 
人生中傳福音果效的棒形，就會隨著你傳福音越來越多，而越來越高。 
但這棒形越高，並不代表你能夠帶更多人信主， 
亦不代表你能夠使你帶信主的人，成為信仰好的門徒。 
雖然這棒形長高了，但仍然是空心， 
就好像一顆麥穗成長的時候，都會先長成一個空殼的糠秕， 
隨後仍需要以其他物料，長成一顆真正的麥子，才可以收成。 
傳福音亦一樣，當你不斷傳福音， 
沒錯，你撒了傳福音的種子，但只是長成了大量只有空殼的糠秕。 
 

 
 
你還需要明白更多有關傳福音的信心，學會只說來自信心的積極宣告， 
完全不讓內心有任何消極的思想生長，亦不會說出任何一句違反真理的消極說話。 
加上忍耐、堅持和良好態度，再加上學習不同的傳福音智慧和方法， 
學習行神蹟去傳福音，以及如何好好跟進初信。 
如此，你才可以擁有傳福音方面的所有成功內涵， 
不單可以成功帶人信主，更可以成功地跟進初信，甚至使他們成為門徒事奉神。 
 
我們以能夠帶一百人信主並信得好的能力為例， 
就是教會中可以帶領一個百人家聚的能力，當某一個門徒能夠帶領並牧養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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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夠帶領一間一百人的教會， 
因為他在這方面已經到達某個領域，一百人的教會已經如同囊中之物。 
 

 
 
人生每一個範疇的成功秘密都是大同小異，必須藉著撒種， 
神才會給予你相應的成功配額。 
 
如同一個人擁有一張十萬港元的附屬信用咭， 
你就可以自由使用限額內的金額、作任何銷費，神亦會為你支付。 
撒種越多、限額就越提高，加上努力學習而產生相應範疇的明白， 
就能夠按著撒種程度，得到 30 倍、60 倍或 100 倍的增長。 
 
但日華牧師指出，除了逐一為到不同範疇的成功而撒種、宣告、相信、學習和明白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令我們一次過全面提升人生所有範疇的成功，就是謹守我們的口和心至一個階段， 
於人生中，絕不讓心中誕生任何消極思想、絕不從口中出一句與《聖經》和信心相反的說話， 
如此，就能全面提升人生的成功底線。 
一些對別人而言，需要神蹟才能解決的事情， 
對你來說卻如同日常生活的呼吸或行路，是自然不過的事。 
 
我們就以圖表為例，當你的人生就如以上所說，所有 X 軸都全部一次過提升， 
這種一次過提升，就會自然令一些要求不高的神蹟， 
成為你不需要刻意用信心都會自然成就的事。 
因為人生中整個 X 軸的成功底線，已經超越了這一類要求不太高的基本神蹟了。 
例如：對很多錫安教會的門徒而言，在聚會中或街頭佈道中， 
為素未謀面的人預先接收準確的恩賜運作，已經如同日常生活般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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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對很多家聚負責人而言，在家聚中預先接收家聚病人的位置， 
並在家聚中 Call 位，已經是駕輕就熟。 
 
但是，無論 Call 位或恩賜運作，對歷代歷世的教會， 
或現今絕大部分外間教會而言，都如同天方夜譚的神話般不可能， 
但對於我們教會的領袖群而言，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當我們人生整體，在信心宣告上都謹守《聖經》的原則，就會有著同樣的整體提升。 
但如果個別能力，神要求更多撒種、信心和智慧， 
就要個別為這範疇去撒種和宣告，才可以行出這一類神蹟。 
 
例如：面對一個末期癌症病人，要藉著 Call 位指出，並神蹟地立時得醫治， 
就需要集中火力在這個別範疇中，付出更大撒種、信心、宣告和智慧， 
提升自己至配得被神授予這一種能力。 
 
正因這緣故，我們就明白，為何某些人的神蹟是「時有時無」， 
但錫安教會卻可以讓某些神蹟變為我們的日常生活， 
因為我們明白了撒種的真諦，令我們一步步地掌握行出各種神蹟的有效方法。 
如今，假如你仍未聽過日華牧師分享的「天國比喻」信息， 
或只是曾經水過鴨背地聽過一、兩次， 
就無怪乎你的生命中，從未發生過百倍祝福的神蹟。 
 
當下，你應該立即重溫「天國比喻」信息， 
並且不單是重聽一、兩次，而是四次，甚至十次都不為過、不會浪費， 
因為當你明白了撒種的真義，這才是成功人生的真正捷徑，是能力和祝福的快車道！ 
 
但每一個撒種也一定有撒種期、耕耘期，然後才有收割期。 
 

 
 
而我們親眼看見，我們的撒種以及耕耘期就是過去的十八年， 
那麼在這過程中，是否由神教我們撒種？的確如此， 
甚至神就如教一個農夫怎樣耕耘一樣，教導我們怎樣去耕耘第一個動勢，過去十八年來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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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知道無論是撒種，還是啟動這個被稱為第一個動勢， 
當中所有智慧都不是人想出來的，就連怎樣在這十八年中耕耘也不是人可以想出來的， 
那麼現在到了收割的時候，也不會是由人想出來的。 
 
影片：因撒種而誕生不同形態的百倍收成 
日華牧師回答了資料員關於四個動勢的提問。 
問題︰日華牧師在 1998 年已經得到神所啟示的第一個音樂動勢，後來亦陸續接收到第二、第三和第 

四個動勢。起初，這四個動勢都帶來了一個初階復興，但後來就好像進入了沉澱期。而第一 
個音樂動勢經過十八年後，於 2016 年進到第二個階段，即「錫安劍」的誕生。其他三個動勢， 
究竟會否如第一個音樂動勢般，一個接一個地，陸續出現第二個階段的復興呢？ 

 
日華牧師回答，當我們明白了撒種的比喻， 
就知道十多年前，日華牧師從神接收的四個動勢，都是因為撒種而得來。 
 

 
 
但當百倍收成後，再將第一次大豐收的種子全數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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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得到另一個形態，是更上一層樓、另一個層次的百倍大豐收。 
 
例如︰1984 年，日華牧師由加拿大回到香港，按照神的呼召，於 1985 年開始錫安教會。 
 

 
 
當時，日華牧師已經決定，所有錫安教會出品，關乎各種福音聚會和福音產物， 
包括︰講道、詩歌和恩賜運作，只要與福音有關，都不會收取一分一毫， 
甚至連同將相關產物送到別人手中的運費和載體， 
即是錄音帶、鐳射光碟，以及郵寄的費用，都不需要對方付出任何金錢。 
 

 
 
因為這是《聖經》的基本原則，福音是我們白白得來，所以亦要白白捨去， 
這亦是所有基督徒要遵行的最基本義務，將白白得來的福音，白白地免費傳開去， 
假如不這樣行，基督徒就會連自己的救恩都會失去。 
 
馬太福音 10 章 5-8 節： 
「耶穌差這十二個人去，吩咐他們說：『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馬利亞人的城，你們不要進； 
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痲

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 
 
當日華牧師白白地捨去，將福音免費傳播，就引發了因撒種而得百倍收成的神蹟。 
有關撒種的詳細教導，日華牧師早於三十年前，已經分享了一套三十六篇的「天國比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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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日華牧師本著《聖經》撒種的原則，白白地撒出福音種子， 
十多年後，就從神接收到第一次百倍豐收，就是大家熟悉的四個動勢， 
包括︰第一個動勢音樂的秘密；第二個動勢人數增長的秘密； 
第三個動勢「說的聚會」級數的恩賜運作，以及第四個動勢亞伯拉罕的富足經濟系統。 
 

 
 
日華牧師指出，雖然這四個動勢，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智慧和祝福， 
但究其原因，都只是撒種所得的豐收回報，只是它們的第一個形態而已。 
因為每次因撒種而得到百倍豐收後，若果再次將收成的 100%全數免費撒出， 
就可以進入第二個形態的豐收，一直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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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究竟撒種而得的第二個豐收形態，是甚麼意思呢？ 
當日華牧師由 1985 年開始，將所有錫安教會創作的詩歌，都白白地撒種送出， 
經過十三年撒種、耕耘和澆灌，到了 1998 年，終於得到音樂所有秘密的第一個音樂動勢， 
讓錫安教會因此源源不絕地創作出無限量動聽的詩歌。 
 
由 1998 年計起，即十九年前至今，已經正式推出了超過一千首優質詩歌， 
這是因為日華牧師當初堅持撒種，而得到百倍豐收的第一個形態。 
 

 
 
然而，當錫安教會能夠源源不絕地，創作出新穎又優質的詩歌後， 
雖然每星期至少推出一首新歌，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金錢等資源， 
但日華牧師並沒有改變完全免費送出詩歌的宗旨。 
 

 
 
相反，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不斷與時並進、配合時代的需要，不惜功本地以不同方式送出詩歌， 
例如︰送出 CD 音樂碟、製作錫安新歌網站、製作錫安新歌詞集， 
以及播放錫安新歌的應用程式 ZionNewSong Play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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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8 年至 2016 年期間，日華牧師並非只是坐享其成， 
相反，更將神所賜的音樂動勢，成為錫安教會在音樂方面的第二個層次撒種， 
不單收成了一百倍詩歌，亦將這百倍數量的詩歌，升級為百倍的撒種。 
 

 
 
到了 2016 年，經過十八年間的百倍撒種， 
神就為日華牧師打開了另一個更高層次、形式和領域的百倍收成， 
就是「錫安劍」的誕生，讓人享受錫安新歌的程度提升一百倍， 
亦讓未信主的外邦人，對錫安新歌誕生多一百倍和快一百倍的震撼。 
 

 
 
由第一個音樂動勢，至「錫安劍」耳機的誕生，成了第二個形態的豐收。 
 

 
 
當日華牧師按照《聖經》最高的標準，將天國提供的資源用作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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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帶來的，不單是數量和質量上的百倍收成， 
並且會蛻變出另一種更高層次的演變，得著更廣闊的擴展。 
 
其實，不單第一個音樂動勢會有如此跳躍式的演進，其他三個動勢也是如此。 
當得到第一轉百倍收成後，只要再白白地將所有種子撒出， 
就會出現與第一個音樂動勢相同的形態演變現象。 
 

 
 
例如︰日華牧師開始教會時，竭盡所能地用盡 100%心力研究神的話， 
不計代價地大灑金錢買入正版屬靈書籍和講道帶， 
務求分享出神家中最前哨、最有恩膏的信息， 
因而得到第一轉收成，能夠於講道中有著源源不絕的啟示， 
可以每星期不斷分享最強勁、最新鮮的《聖經》真理。 
 
但日華牧師並沒有就此停步， 
換了是世上其他大教會和大牧師，所謂「按人情事理」的方式行事， 
早就以賣書、賣錄音帶和賣光碟的方式，維持自己教會的事奉和經濟。 
但日華牧師卻相反，免費送出撒種而得的每一篇信息， 
當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信息，日華牧師亦是不計後果地分享。 
雖然，換來的是全世界各方面的殘酷逼迫，但卻成了拉線 4794 英里傳奇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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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009 年，由這時開始至今天 2017 年， 
神於這七年間給予日華牧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就成了講道方面的第二次百倍收成，亦升級成為講道的第二種形態， 
令日華牧師不單能夠分享《聖經》中全部 66 卷的啟示。 
 

 
 
神更將大一百倍的智慧，即歷代歷世以來人類智慧總和的信息，全數給予日華牧師， 
用比以往大一百倍的共同信息，證明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是百分百完全來自神， 
更以一日也不偏差，緊貼神時代計劃的帶領方式， 
證明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就是神所揀選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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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三個動勢光恩膏的神蹟奇事，日華牧師又是如何得著呢？ 
外界絕大部分得著屬靈恩賜的牧師， 
都會因為行使恩賜運作和醫治的能力，能夠吸引大批會眾， 
因而急不及待地利用這些時機，收取大筆奉獻。 
 
但日華牧師不單不會藉恩賜運作和醫治能力收取大筆奉獻， 
更不斷努力研究將恩賜運作和醫治普及化的方法， 
以完全免費的方式教導教會門徒， 
同樣以不收分毫的方式，為別人恩賜運作和醫治。 
 
最終，因為日華牧師在恩賜運作和醫治方面的撒種， 
得著了百倍回報，能夠產生「說的聚會」，在聚會中藉著看見神寶座的玻璃海， 
準確且大量地以 Call 位方式指出病人的位置和疾病名稱， 
亦能夠以禱告方式，醫治被 Call 出來的病人，彰顯神的榮耀。 
 

 
 
所以，為何過去 32 年間，甚至二千多年教會歷史中，都沒有任何一間教會， 
能夠在詩歌、神蹟、講道和恩賜運作的任何一項中，能夠達到錫安教會的領域。 
因為外間的教會，根本連第一個層次的撒種標準都從未達到過， 
就已經認為主耶穌所說，因著撒種而得到百倍豐收， 
是一件不可能或標準太高的事，只當作是某一種宗教字眼而已， 
不會將撒種的真理當作科學一樣，認真相信和研究。 
他們甚至連撒種的真理都不認知，更不相信主耶穌所講， 
只要在一個好的心田上撒種，再加上合乎主耶穌所講的撒種標準， 
就能誕生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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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遑論他們會以實際行動，如同日華牧師一樣，當得到第二個形態的百倍豐收後， 
會殷勤並一百倍地撒出所得的一百倍種子，付出一百倍勞力去耕耘， 
期望再次得到另一轉、更上一層樓的豐收。 
 

 
 
然而，錫安教會建立三十二年間，日華牧師一直以撒種原則， 
將從神而來的祝福，無論是講道、詩歌、恩賜運作和醫治等， 
都成為種子撒出去，因而得著神所應許的百倍收成， 
但百倍的收成，原來每一次都會出現新形態， 
而每一次出現，都會令人驚嘆萬分！ 
 

 
 
經過十八年悠長的過程當中， 
證明當日教我們開始第一個動勢的，一定是來自神！ 
因為如果不是來自祂的話，我們是不可能會有這個收割工具， 
就是發揮第一個動勢的「錫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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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那個沉澱過程，就是每一個勞力農夫耕耘的時間， 
只是收割的時候，就是由 2016 年的 3 月 14 日開始。 
 

 
 
影片：撒種循環第二種形態的擴展 
早在 30 年前，1987 年 4 月，日華牧師已經一連分享了三十六篇「天國比喻」的主日信息。 
就在主耶穌剛剛開始傳道時，曾詳盡分享了天國的比喻， 
而其中一個比喻撒種比喻，不單能夠解開所有比喻， 
並且是打開天國奧秘的主要鑰匙（Master key）， 
這比喻是關於種子落在好土裡，就能結出 30 倍、60 倍、100 倍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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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明白撒種比喻，你就無法明白主耶穌的其他比喻。 
 
馬可福音 4 章 13-20 節： 
「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種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

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

了道，立刻歡喜領受，但他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了逼迫，立刻

就跌倒了。還有那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有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和別樣的私慾

進來，把道擠住了，就不能結實。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主耶穌是刻意藉著農夫耕作和栽種的模式，讓我們明白天國的祝福及能力， 
是如何運作、如何有效地按著耕作和種子的特性倍增及擴展。 
 
在傳統耕作和栽種模式中， 
春播秋收不單是一個時令習俗，亦是一個農作收成的循環，一個緊接另一個的循環， 
在農夫撒種之後，需要努力耕耘，最後才會出現極大的豐收。 
 

 
 
主耶穌以相同概念，分享了撒種比喻，教導我們將這個智慧應用在信仰上。 
所有屬靈祝福、權柄及能力，都依循著撒種、耕耘和收割的循環， 
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祝福，繼而出現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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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新婦錫安教會在各樣屬靈權柄和祝福上，都源源不絕， 
包括︰講道、傾聽神的聲音、恩賜運作、醫治能力、神蹟奇事以及世上各種頂尖知識和智慧， 
更理解音樂和音響的秘密，創作過千首錫安新歌，及鑄造出世上最好聲的「錫安劍」耳機。 
因為日華牧師早已理解撒種比喻的法則，令錫安教會在各種祝福和能力上， 
都擁有超然的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增長，成為世人超越時代的典範和榜樣。 
 
而撒種比喻的法則，是撒種、耕耘和收割的循環， 
每位農夫在完成一個栽種循環後，都需要為下一個循環作預備及籌算。 
意思是，農夫要考慮每次收成中，需要抽取多少比例的種子，用作下一輪播種， 
預留的種子，亦意味著是未來將要出現大豐收的預備。 
甚至，隨著第一個「撒種循環」的豐收之後， 
就將這些耕種推進成為另一種形態，成為撒種循環第二種形態的擴展， 
再度經歷「撒種循環」的撒種、耕耘和收割，這是每位農夫必定有的步驟和決定。 
 

 
 
正如一個農夫經歷了一次「撒種循環」的最後大豐收後， 
於一般情況下，農夫只會抽取每次收成中最優質的百分之一（1%），作為下一次耕種的種子。 
過往主日信息亦曾提及，普遍農夫都慣常篩選出最優質的種子，預備作下一次的撒種和耕種。 
而篩選方法，就是將所有收成的種子放入水中， 
浮在水面或水中的種子，都會用作銷售或食用， 
餘下有實質內涵、有份量的種子會沉在水底， 
因為種子的重量及密度，意味這些是最上等、最優質的種子，適合用作新一輪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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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慮種子之外，農夫還要考慮耕種的田地， 
假如之前需要一塊田地來耕種原先這 1%種子， 
隨後則決定將收成的 100%，就是一百倍豐收後的所有種子， 
全數成為新一輪耕作的種子，成為新一輪耕種的第二種形態， 
他就要在每次收割後，額外預備一百塊的新田地，才能夠容納這 100%的種子。 
 
傳統上，沒有農夫會這樣做，因為要同時處理一百倍土地， 
當中的工作、代價、壓力，都並非個位數的百分比增加， 
而是以幾何級數躍升，難度以百倍或千倍升級。 
單單要管理土地已經相當困難，更遑論要尋找這個數目的耕地。 
 
當我們套用在信仰層面，田地就是我們耕耘的心田， 
每位事奉者或基督徒的心裡，都要有更大的擴展、破碎自我、謙卑和順服。 
這就是神所說：要預備更多田地，更多可耕耘領域的意思。 
 
當我們將心比己、撫心自問，在得到神賜予的祝福、能力及經濟後， 
是否願意將所有祝福，再一次撒種出去，成為耕種的第二種形態， 
而且是更多種子，需要照顧多一百倍的田地。 
 

 
 
可見，在內涵上，這人為著愛神的緣故，甘願作出一種何等大的決定和誠意呢？ 
這位農夫需要花上更多心力和金錢，飽經風雨地， 
悉心照顧每塊田地和種子，是一種更大的擴展。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這現象就發生在第一個音樂動勢，是日華牧師與我們親眼見證。 
第一個音樂動勢，是神於十八年前，在一夜間賜予日華牧師的啟示，成為耕種田地的第二種形態。 
至今普世仍未有一間教會，能夠配得擁有和得著這重大祝福。 
正因為舉世教會，在音樂和詩歌創作的事奉上， 
都沒有這種胸襟，都不願意付上這種級數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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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錫安教會，一直以來堅持為神獻奉更多種子，願意開墾並耕耘更多心田， 
令神的祝福，以百倍又百倍的方式，與日俱增地滿溢臨到我們的生命。 
 
十八年前，日華牧師從神得著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啟示後， 
就決定帶領錫安教會忠心地不斷撒種和耕耘，成為創作音樂和詩歌的第二種形態。 
栽種出大家今天有目共睹的水瓶新世紀復興，就是第二種形態的豐收， 
不單出現過千首全音域錫安新歌，更演變成下一個全新的形態，就是能夠播出天籟之音的「錫安劍」。 
 

 
 
大家可以細心思考，原來在創世之先，神早已預定在歷史結束、新婦誕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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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第一個音樂動勢創作音樂的秘密、每首錫安新歌潛藏的信息及靈感賜下。 
 
在神的心意下，亦預定了錫安教會在創作錫安新歌層面上努力撒種和耕耘， 
甘願遵行神的吩咐，免費送出每首錫安新歌、不收任何版稅， 
或是當數以千計的詩歌，灌錄製作成 CD 光碟後， 
甚至每輯錫安新歌的 CD 光碟都不收成本、全部免費送出， 
就連寄往海外的郵費，都是由錫安教會支付。 
 

 
 
換言之，製作每首錫安新歌的一切經濟成本， 
全部都是由錫安教會負責，叫人白白得著福音和詩歌的好處。 
只是，現時神賜予我們錫安教會，擁有製作「錫安劍」的智慧，輕易完勝世上所有旗艦級耳機， 
同樣是神的心意，亦預定了錫安教會會將每部「錫安劍」免費送出。 
 
除此之外，當現時錫安新歌和「錫安劍」的發展，演進至一個全新的形態後， 
更發展了弟兄姊妹共同參與的屠聾行動、「完美音色」講座等，嶄新的傳福音模式， 
使人透過全音域的「錫安劍」和錫安新歌，輕易經歷神的同在、傾聽神的聲音、觸發神蹟。 
成為了我們另一次一同奮發地撒種、耕耘和收割的循環。 
 
正因為日華牧師懂得充分應用預備心田的原理， 
於數量和比例上不斷擴展，持之以恆地努力耕耘，耕種出卓越的果子和種子。 
主耶穌的一生，就向世人示範了怎樣按著撒種比喻的法則， 
以撒種、耕耘和收割的循環，有效地開墾自己的心田，使屬靈權柄和祝福在生命中倍增。 
其實主耶穌教導眾人撒種的時候，已經將秘密說了出來， 
只是沒有人願意相信，或甘願付上最基本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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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今普世教會與主耶穌的能力總是脫節， 
世人至今仍認為擁有屬天權柄，猶如不解之謎、遙不可及。 
因為他們不願意付上當中的代價，部分就連得著救恩的最基礎代價， 
也要討價還價、打上折扣，成為一群懶惰、不撒種、不耕耘、貪小便宜的農夫。 
自然亦鐵定無法得著任何屬神的祝福，就是成為天國最基本的賓客都不配。 
 
相對地，新婦錫安教會在各樣屬靈的恩賜和祝福上， 
例如︰神蹟奇事、傾聽神的聲音、恩賜運作、源源不絕的講道和錫安新歌， 
每個範疇都駕輕就熟、傲視同群。 
例如︰大家親身經歷全音域的「錫安劍」和錫安新歌，完勝音樂界和音響界過百年累積的成果。 
至今，成本只是 15 元的「錫安劍 II」，都能輕易完勝當今所有過萬元的旗艦級耳機。 
 

 
 
試問錫安教會是否單單在第一個音樂動勢出現這種現象？當然絕對不是！ 
過去，幾乎錫安教會執行的所有真理和觸及的各種範疇，都有這個現象。 
只要願意開墾心田，就不單能夠做好一件事， 
而是每一件事都能兼顧、能做得好，並且妥當， 
是全力以赴、精益求精，能夠盡善盡美，為神奉獻最卓越的成果。 
 
換個角度想想：假如主耶穌沒有升天離開世界， 
大家認為主耶穌建立及管理的教會，應該是怎樣的形態呢？ 
是一間專門向銀行借債，負債累累的教會嗎？ 
是一間完全沒有嶄新啟示，講道重複又重複， 
甚至聘請同性戀者成為牧師的教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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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主耶穌創作出詩歌，其質素及數量，有可能與現時普世教會一樣貧瘠嗎？ 
錫安至今仍只能頌唱數百年前的詩歌集，完全缺乏新歌嗎？ 
大家再想想，假若主耶穌創作出詩歌後，祂會怎樣安排呢？ 
創作出源源不絕、感動人心、讓人經歷神同在的詩歌後， 
大家認為主耶穌會藉此收取版稅、變賣圖利， 
還是會如錫安教會般，一概免費送出呢？ 
 
由主耶穌分享的信息、教導和啟示，怎可能不及錫安教會一樣的源源不絕呢？ 
由主耶穌施行神蹟的級數和戲劇性，怎可能沒有錫安教會「說的聚會」的級數呢？ 
無疑，若然主耶穌建立了一間教會，耕種屬靈的田地， 
必然至少與錫安教會看齊，根本絕不可能墮落至現時普世巴蘭事奉者般，出賣屬靈恩賜。 
 
因此，現時錫安教會在各個屬靈範疇上的超然性， 
正好顯示我們錫安教會，已經找到了主耶穌的秘密。 
只要我們以主耶穌的身份去管理教會、行主耶穌相同的事， 
我們自然會有相同的神蹟、啟示和祝福。 
同樣，我們亦會如主耶穌一樣，遭遇攻擊， 
正如當日法利賽人逼迫主耶穌一樣， 
這亦是耕耘屬靈田地、擴展屬靈祝福的必經難度和挑戰。 
 
所以，第二、三以及第四動勢，都是由神把這些智慧給予我們， 
就好像恩賜運作、人數增長、富足等，而富足就是提到饑荒撒種。 
 

 
 
但問題是，由第一個動勢開始，到第四個動勢，都是鐵定一定是來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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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如今已度過了耕耘期，接著，會否有三樣不同的工具讓我們全部收割？ 
我們不知道，但一定會有的，只是甚麼工具，你不知道而已。 
 

 
 
我們在第一個動勢（momentum）中，已經看到這出類拔萃、意想不到、 
難以置信的帶領，神在創世的時候已經預備了。 
原來，神創世的時候已經預備和定了收割工具， 
並且是整個復興當中誕生的爆發點。 
 
所以，接下來另外三個動勢神會用甚麼方法、事物？ 
或者用甚麼策略、恩賜？ 
或者有甚麼全世界的災難，或是 Planet X？我們皆不知道。 
總之就是接著發生。 
 
影片：撒種循環第二種形態的明白與工具 
日華牧師在今篇主日信息分析到，現時大家看見「第一個音樂動勢」經歷了撒種、 
耕耘、收割的循環，創作出源源不絕的錫安新歌。  
 
於三十二年前，日華牧師按著真理、憑著信心，在缺乏和饑荒中，於音樂領域撒下不同種子， 
在錫安教會起初建立的十三年裡，尚未出現第一個音樂動勢的錫安新歌前， 
日華牧師經已相信神會賜下創作詩歌的恩賜，並且決定不跟隨普世巴蘭音樂事奉者變賣詩歌。 
反而致力對外分享每首錫安教會原創的詩歌，開放版權、不收取任何金錢，供應普世基督徒頌唱、

讚美敬拜神，叫神得著一切榮耀和稱讚，抗衡這群貪愛錢財的惡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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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錫安教會最初的十三年裡，只創作了十多首詩歌，收錄在專輯「錫安詩歌 7」內， 
但是，日華牧師的決心和犧牲，被神看為優質的種子， 
成為神面前蒙悅納的馨香活祭和香料。 
 
所以，於十九年前，即 1998 年，神讓這些種子成長起來，成為一個大收割、大豐收， 
神賜予日華牧師得著「第一個音樂動勢」源源不絕地創作錫安新歌的秘密， 
是錫安教會成立以來，在創作詩歌方面的另一個嶄新形態， 
讓我們按著「撒種循環」，可以再一次撒種和耕耘，繼而得著另一次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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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日華牧師擁有了源源不絕創作全音域、悅耳、經典詩歌的秘密， 
但是，日華牧師從未有利用這 19 年間過千首的錫安新歌賺錢， 
相反，卻甘願讓每首錫安新歌，繼續成為一顆顆卓越、優質的種子，栽種在更多田地上， 
按著「撒種比喻」的法則，進一步擁有 30 倍、60 倍、100 倍的增長。 
現時，大家可以同證錫安新歌是音樂界的奇蹟。 
 

 
 
過往神賜予日華牧師啟示，得著第二個動勢傳福音、第三個動勢光恩膏的神蹟奇事， 
以及第四個動勢亞伯拉罕的經濟富足等，同樣經過「撒種循環」的撒種、耕耘、收割， 
甚至，得著這些撒種和豐收後，更演進至另一個層次的嶄新形態。 
 

 



20170507   www.ziondaily.com 
 

 
 37 

過往十九年間，第一個音樂動勢中， 
認識音樂的秘密、作歌的智慧和知識，就是推動這個動勢持續增長的工具。 
 
然而，上年 2016 年，藉著神超然帶領， 
藉著水瓶新世紀賜予我們新的明白（Understanding）及嶄新的工具， 
以「錫安劍」將第一個音樂動勢由第二個形態，推進至第三個形態， 
就是現時的「錫安劍」動勢、屠聾行動、「完美音色」講座等嶄新模式。 
 

 
 
藉著「錫安劍」的致勝工具，將第一個音樂動勢發揚光大，影響力提升超過一百倍。 
這正是大家在屠聾行動、「完美音色」講座等嶄新傳福音模式裡面， 
共證「錫安劍」與錫安新歌，輕易讓人經歷神的同在、改變人心，甚至決志信主尋求神。 
 
正如近半年，每月舉行的「完美音色」講座，是一種綜合了多元優勢，完全嶄新的傳福音模式， 
同樣是神在傳福音上，賜給我們的明白和工具。 
在第二個動勢 ── 傳福音上，提升了傳福音的果效， 
同時亦降低了傳福音的難度，能夠輕易感動親友經歷神的同在。 
 
而在第三個動勢 ── 光恩膏的神蹟奇事中，錫安教會過去同樣在恩賜運作上撒出許多種子， 
並持著道德勇氣和信心，不畏強權，分享了「氧分療法與醫藥陰謀」教導， 
一方面，按著神的預定，向全世界揭示無故被壓抑的「氧分療法」， 
另一方面，藉著研究「氧分療法」以及世上眾多健康和保健信息， 
讓日華牧師和弟兄姊妹對疾病和病理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於神蹟醫治疾病的範疇上，擁有更龐大可以與神溝通的言語（Language）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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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得著進深認識 Call 位恩賜的鑰匙，可以準確指出病人就坐的位置和病徵等， 
這些都是經過「撒種循環」的撒種和耕耘，最終得到的大豐收。 
 

 
 
及至神給予我們「說的聚會」作為工具， 
脫離過往數十年，靈恩教會只能在按手禮聚會中運作的模式。 
 

 
 
進而，錫安教會的成員甚至能夠在任何時間進行恩賜運作、說預言、Call 位、 
進行巡行式恩賜運作等，每次聚會裡，都能夠以團隊事奉方式， 
於同一個聚會中，讓多於一人施行神蹟及帶領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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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神蹟和醫治上，錫安教會得著第三個動勢 ── 光恩膏的神蹟奇事啟示， 
在行神蹟和醫治的層面上，發展出另一種形態，  
好讓全教會在這種嶄新形態上，按著「撒種循環」繼續撒種和耕耘， 
最終可以於行神蹟和醫治上，出現另一次大豐收。 
 
接下來，當我們繼續撒種，神就會賜下新的明白及工具，可能是一種新的聚會模式， 
將第三個動勢 ── 光恩膏的神蹟奇事，推進至第三個嶄新的形態， 
在屬靈權柄和神能方面出現突破和躍進，將第三個動勢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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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四個動勢亞伯拉罕的經濟富足，同樣因著教會早年的無私付出、在饑荒中撒種， 
最終在 2002 年，神賜予日華牧師得著第四個動勢亞伯拉罕經濟系統富足的教導。 
 

 
 
由當年 2002 年直至現在，我們仍然處於第二種形態， 
無論從 2003 年建聖殿，即教會全職辦公寫字樓， 
以至其後神帶領我們展開拆殿、繼續儲糧及「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各樣為著捨己愛人的預備、逃難、大旅行及大度假等， 
所有我們本著愛心的付出、撒種、為神犧牲， 
都是第四個動勢於第二種形態下的撒種和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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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接下來，神必然會賜下更進深的明白，及突破性工具， 
讓我們一起將第四個動勢發展至豐收期。 
或許，這些突破性工具，就是白銀和比特幣 Bitcoin。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若不是因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我們因著捨己愛人，為到全人類預備如何防備接下來 Planet X 的再來， 
將會觸發的世界性大災難及經濟崩潰， 
因而讓我們為著世人作預備、儲糧、研究各種逃生走難的智慧。 
 

 
 
正因為我們遵行了亞伯拉罕經濟系統富足的教導， 
相信施比受更為有福，施恩祝福別人，行出主耶穌捨己愛人的生命， 
因而神讓我們有機會在「2012 信息」裡面，接觸到白銀和比特幣的資訊。 
 



20170507   www.ziondaily.com 
 

 
 42 

 
 
而且按著神賜予的超然智慧、高瞻遠矚， 
超越時代地準確捕捉到白銀和比特幣的無限潛力， 
是世界末後防備全球經濟崩潰的致勝之道， 
是得著亞伯拉罕經濟系統超然富足的工具。 
 
就以比特幣為例，大家可以試想： 
單單香港，究竟有多少人認知比特幣呢？或知道如何購買呢？ 
甚至，放眼全香港或全世界，現時擁有比特幣的人，又有多少人認識比特幣的保安系統， 
能夠避免於比特幣暴升後，不會受騙、不會被駭客盜竊而蒙受損失呢？ 
 
普世對比特幣的認知程度，最典型的縮影就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於 2013 年，縱使他已經管理政府財政至滿頭白髮、滿臉鬍鬚， 
但他對比特幣的認知，仍不及我們錫安教會的百分之一。 
當年，他竟然在自己的網誌中，無知地聲稱： 
「這種 Bitcoin 的價值沒有實物或發行人支持，不保證可以兌換成實體經濟的貨幣或商品。 
嚴格來說，Bitcoin 現時仍不算上是電子貨幣，只是可以進行私人或網上交易的『虛擬貨幣』。」 
「現時 Bitcoin 兌換美元的價值不斷上升，基本上是出於投機因素，沒有實體經濟支持。」 
 
顯然，他對比特幣的觸覺遠遠落後我們教會，單憑上述錫安教會對比特幣的透徹認知， 
已顯出神賜予錫安教會這方面的明白，是世人望塵莫及。 
 
日華牧師早在三十年前的「天國比喻」的教導中，已講及「撒種」必定會有這種循環現象。 
先是撒種，然後是耕耘，繼而預備更多明白及泥土，再去栽種更多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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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第四個動勢 ── 亞伯拉罕經濟系統富足在形態上也會有所改變， 
就如當年分享十分納一和奉獻，就是帶領我們撒出種子， 
隨後神亦賜予第四個動勢 ── 亞伯拉罕經濟系統富足的啟示。 
現時，神賜予第四個動勢的工具，已演變成白銀和比特幣，是神在創世時已經為我們預備。 
 
若果錫安教會要駕馭這些工具，就必須擁有更多明白！ 
所以，神一直期待我們在四個不同動勢裡面，不斷撒種和耕耘， 
如此，神就會獨特賜予我們一些世界絕不會有的寶貴工具。 
 

 
 
因為每一個收割都一定要經過撒種及耕耘，就如你所說的沉澱時期， 
但就好像現時的「錫安劍」，當它爆發出來以後，會如耕種接續收割一樣， 
是不停地循環（cycling），重複循環。 
所以，很明顯，在將來的日子，我們會親眼見到那種爆發。 
 

 
 
雖然，我們並不知道是那種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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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是「錫安劍」引起很多人數增長，然後突然間， 
神啟示一個很有智慧的恩賜運作方式或家聚模式， 
然後人數便急劇增長，這亦不足為奇。 
 
這不一定是來自另一種電子零件的發明或新發明， 
當然有這可能，但未能肯定，也有可能是我們發明了另一個流動應用程式。 
總之，它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但一定是神在創世之前已經預定，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 
 
影片：創世之先的預定與錫安教會的擴展 
日華牧師提及，當我們認識撒種的天國定律， 
天國擴展的級數，將會龐大得令人難以置信。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錫安劍」的發明，以及神在當中的印證和帶領， 
當中的級數，簡直是前所未見。 
 
「錫安劍」的音色，不單弟兄姊妹已經親身驗證， 
證實比過去百多年世界所研發的耳機更好聲。 
並且，每星期與時並進的印證，更明證「錫安劍」的動勢， 
是神所命定，於 Pi Day 錄影後開展的第一個動勢，音樂動勢的第二部分， 
甚至，這個動勢將會帶來前所未見的末後大復興。 
 
日華牧師分析，這一切都源於教會過去一直免費送出詩歌， 
由一個很微小，卻沒有教會願意實行的撒種開始。 
 

 
 
當我們細數神於創世以先，為「錫安劍」而埋下的共同信息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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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會明白到，當我們願意獻上香料，為主行真理的時候， 
神的回應，豈止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呢？ 
 
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一年當中，神為「錫安劍」的出現和其後的演變， 
放下了多少共同印證。當我們一次過細數，就更加明白到， 
神所放下有關「錫安劍」的共同信息，真是偉大得讓人難以想像， 
因為「錫安劍」的研究，必然是神於創世以先所定下的計劃，要於今天完成。 
 
有關「錫安劍」的印證，最先必然是神於創造之中， 
埋下鈦金屬成為「錫安劍」耳機鈦晶膜單元的原材料， 
鈦金屬的元素代號是 22，藍牙「錫安劍」所用的鋰電池， 
鋰的原子序數則為 3，放在一起，就是 223。 
 

 
 
「223」關係於 3 月 22 日、理查三世、1455 年的玫瑰戰爭、 
李斯特城、曾被 Walker 及 King Powers 贊助的李斯特城球隊、 
以及英女皇與奧巴馬所拍攝「傷兵運動會」Invictus Games 的 923 和 223 廣告。 
223 亦是石油公司 ESSO 的鏡面倒置，當中隱藏了七姊妹石油公司、 
美孚石油的天馬及蜆殼石油的珍珠和阿佛洛狄忒等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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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更是黑門山，一系列屬靈巔峰的共同信息。 
 

 
 
接著的共同信息，就是 2016 年 3 月 14 日的主日錄影， 
錄影當天，恰巧就是 Pi Day 圓周率日，牧師並於當天決定研發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而圓周率的數值 3.14，早已隱藏於《創世記‧1 章 1 節》，就是神創造整個宇宙的起始， 
同一節經文中，更隱藏了神最重要、最有能力的名字 ── Alef Tav。 
 
到了 2016 年 3 月 20 日春分，當天於預表王座的半島酒店內， 
日華牧師決定研發第二代「錫安劍」有線耳機，展開了水瓶新世紀的終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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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酒店附近就是 1881 商場，而 1881 年正是耳機被發明的年份， 
整個尖沙咀的設計，亦有著眾多共同信息。 
 

 
 
此外，派發第一代「錫安劍」有線耳機的日期是 2016 年 5 月 8 日， 
508，就是音樂動勢的第一首詩歌「蒙神憐憫」的編號。 
而 5 月 8 日當天的錫安新歌編號，正是 1455，就是玫瑰戰爭的年份， 
而玫瑰的共同信息，就包括整個香港的玫瑰園基建計劃。 
 

 
 
到了 6 月 26 日，於灣仔修頓室內運動場舉行的 SingSongZion 十周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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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扣除工作人員及小孩數目，就有 1455 人，同樣是玫瑰戰爭的年份。 
 

 
 
當時，香港可派發的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總數為 1923 部， 
應驗錫安教會於 2007 年拍攝的感人短篇名字： 
《第一幕‧劇終》、《九月和弦》和《23 英里外的貝殼》。 
 

 
 
扣除派送給國外差會的部分，於 626 當天派發的黑色版本為 923 部、白色版本為 922 部， 
再一次出現 923 的共同信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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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626 主日前，同一星期，於 2016 年夏至，即 6 月 21 日， 
香港牛頭角發生了一宗香港歷來燃燒時間最長的工業大廈大火， 
當中啟動了代號 Mayday 的拯救程序。Mayday 這個求救訊號正好在 1923 年出現， 
再一次應驗了《第一幕‧劇終》、《九月和弦》和《23 英里外的貝殼》的戲名。 
 

 
 
並且，Mayday 可以解作五月天，當中隱藏眾多共同信息， 
包括五月花號、4794 拉線、日華牧師信主的地方，以及新興五月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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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錫安劍」動勢演進成於尖沙咀南洋中心舉行的「完美音色」講座， 
就是水瓶座倒水後，覆蓋了整個南方天空所代表的星座， 
包括︰鯨魚座、波江座、水蛇座、六分儀座、圓規座、矩尺座、 
羅盤座、船帆座、船底座、船尾座、飛魚座、劍魚座和南魚座等。 
 

 
 
而藍牙耳機的十字架形設計，則對比 88 宮當中的南十字座， 
它排第 88、亦是最小的星座，即 Tav，亦涉及南十字座再次被看見的年份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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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試想，要埋下以上的共同信息，要花費多少人力物力？ 
甚至乎到一個階段，不是人類能夠做到，只有神才能夠做到， 
以鋪張諸天及不同星宿的故事，指向「錫安劍」耳機。 
 
再加上不同歷史年份發生的大事件， 
如︰玫瑰戰爭、五月花號、香港的基建玫瑰園計劃。 
參與者，甚至是國家君王和世界巨富， 
包括︰英女皇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 923 和 223，以及石油大亨七姊妹公司。 
還有神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錫安教會，由第一首錫安新歌 508 直到現在。 
以上種種，眾星、歷史大事、君王和巨富等， 
一切一切，都只為印證神賜予錫安教會的第一個動勢音樂復興。 
大家有否想過，這是何等偉大的事情呢？ 
 
但一切一切，都只因為一個非常微小的開始， 
就是我們願意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願意為神獻上香料， 
堅決不做巴蘭，每星期將神的詩歌免費送出，並且持之以恆， 
像一個勞力的農夫般，努力撒種及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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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親眼看見，因為日華牧師於幾十年前所作出的一個決定，單純地獻上詩歌、絕不賣錢。 
當時，教會並未有音樂動勢，尚未開始創作出詩歌，還未看見任何前路， 
更不可能想到，會演進成打開全音域詩歌的奧秘，及發明出世上最好聲的耳機。 
 
但這個不憑眼見的微小撒種開始，讓我們有著第一個動勢源源不絕的詩歌， 
以及世上沒有其他耳機能夠及得上的「錫安劍」。 
神早已看見這個微小的開始，能夠帶來龐大的天國擴展，就是末後大復興的引發點。 
因而在創世以先，已經為著這個微小開始所延伸的「錫安劍」，作出一切設定和鋪排， 
而整個鋪排，不單包括創世以先的星宿，亦包括歷史的大事及君王和富商的參與。 
 
所以，當我們有機會行真理的時候，不要小看一個非常微小的開始。 
當我們願意全心擺上，為神獻上最好的香料，願意為神耕耘我們的內心， 
於心田當中，挪開一切荊棘蒺藜，並且百分之一百，全心全意信靠神。 
縱使開始的時候，是非常非常微小，沒有人知道， 
但神看在眼內，卻會引發出龐大的連鎖反應， 
甚至值得在創世以先，已經為著這微小的開始而作出紀念。 
 
因此，你問得很好，現時我們看見的，是四個動勢中的第一個動勢。 
我在十八年前的某一晚得到的時候，簡直是超乎我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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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只知道要這樣做，卻不曾想到於十八年後，它竟以如此瘋狂、難以置信的方式和形式， 
簡直是以君臨天下之勢，誕生在這個世代！ 
它不光是挑戰一間教會、一個地方或城市， 
更是挑戰整個歷史，挑戰整個音響界和音樂界的智商！ 
 

 
 
「錫安劍」與錫安新歌的誕生，簡直會令人覺得， 
外面世界有這麼多資源來作歌、唱歌、研發音響、製造耳機、喇叭， 
究竟你們的智商去哪了？為甚麼質素這麼差，卻還要研發這麼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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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錫安教會的智慧挑戰音樂界 
由上年 Pi Day 之後，我們親眼見證， 
並且參與「錫安劍」所誕生的整個動勢及其後的發展， 
於短短數個月間，日華牧師因著神的帶領，研發出世上最好聲的耳機， 
當中，更有著神超然的印證，讓所有人知道，這是神所帶領音樂動勢的第二部分。 
 
現時，我們所用的耳機，是於 1881 年發明， 
由 1881 年到現在這百多年間，無數耳機廠出現， 
投放了無數金錢及人力物力，經歷上百年時間， 
為的就是要研發出一部最靚聲的耳機，能夠稱霸整個耳機界市場。 
 

 
 
因為今時今日，耳機已經成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所有人都需要買耳機，更有人願意付出過萬元買一部靚聲耳機。 
在大量需求下，耳機廠商於過百年間， 
當然亦願意付出龐大金錢去研發新耳機，出現眾多過萬元的旗艦級耳機。 
然而，整個耳機界百多年的總和，卻不及日華牧師於神的帶領下， 
於短短幾個月研發出來的「錫安劍」，這就是人的智慧與神的智慧的分別。 
 
當我們願意按著天國的原則不斷撒種， 
到了收割的時候，神於一剎那所揭示的智慧，必然高於人類過百年智慧的總和， 
這就是屬靈撒種下的百倍增長，甚至百年耳機工業的總和都及不上。 
足以證明，神就是世界的創造者，亦是世上所有原理和定律的創造者。 
 
事實上，不單音樂動勢的第二部分， 
就連音樂動勢的第一部分，源源不絕的作曲恩賜也是如此。 
過去，基督教界絕大部分自稱從事讚美敬拜的事奉者，都是神眼中的巴蘭， 
將原本為了讚美神，將會眾帶入神同在而創作的詩歌，成為賺錢得利的門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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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班巴蘭，包括全球所有著名的讚美敬拜組織， 
所以，現時眾多教會每次聚會所頌唱的詩歌，也是巴蘭的詩歌。 
包括︰美國葡萄園教會運動（Vineyard Church Movement）延伸的 Vineyard Worship； 
1985 年成立的 Integrity Music，當中的分支，包括︰Don Moen、Bob Fitts 等人的 Hosanna Music； 
由 Darlene Zschech 帶領的澳洲教會 Hill Song，以及台灣讚美之泉等。 
這班人，原來被呼召要成為讚美敬拜神的祭司，卻將自己變成屬世中為錢而賣唱的歌手。 
 
這些從事讚美敬拜事奉的組織，都如同耳機生產商般，投放大量人力物力， 
希望得到最動聽的詩歌，讓他們能夠賺取更多金錢。 
雖然這些組織，是專門為到讚美敬拜事奉而設立， 
甚至會強調自己的歌曲，是因神的感動而下寫成， 
但是，當他們不斷以讚美敬拜作為得利的門徑， 
不斷收取大量版稅，神又怎會站在他們的一邊呢？ 
神極其量因著憐憫會眾的緣故，讓聚會當中的會眾得到神的同在， 
但這班巴蘭的結局，亦是十分悲慘的下場。 
 
但無論如何，對比日華牧師於十多年前， 
一夜間收到第一個動勢的音樂創作秘密開始， 
錫安教會就有著源源不絕，永不枯竭的全音域詩歌， 
十多年裡，每星期都有錫安新歌，並且當中容載著神厚厚的恩膏， 
讓弟兄姊妹能夠隨時隨地進入神的同在。 
 
再一次，所有從事讚美敬拜的專業組織， 
總和起來所花的大量人力物力及時間，都及不上一位能夠傾聽神聲音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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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人的智慧與神的智慧的分別。 
當人以血氣方式，希望將創作詩歌變成賺錢工具， 
又怎可能比得上透過屬靈撒種和耕耘，最終得到神於剎那間揭示的智慧呢？ 
 
我們可以從中明白，當我們不斷於讚美敬拜中無私付出， 
於屬靈上不斷撒種時，最終是會得著百倍增長， 
就是一間教會所創作的詩歌，於數量上、質素上，遠超眾多從事讚美敬拜的組織。 
 
因此，當我們每天不斷聽著「錫安劍」所播出的錫安新歌， 
享受著神的同在和感動時，我們又曾否想過，當中所蘊藏的音樂奇蹟， 
是遠超世上所有音樂組織及整個耳機工業界呢？ 
然而，所有事情，其實都出於一位並非以音樂為專業的牧師。 
總括而言，這就是有神與沒有神的分別。 
 
所以很特別，十八年前是完全意想不到的程度。 
但現在，看見那麼多印證，完全吻合了，原來是神在當中預定了。 
好像元朗十八鄉路一樣，其實，他們不是說一個信息那麼簡單， 
而這些信息是指著一件事件、一個時段。 
我相信，發現那麼多印證的時段，是剛好在 2016 年， 
很多也是提及今時今日，講述今年發生的事。 
 

 
 
影片：十八鄉路的共同信息 
於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再次提及元朗十八鄉路的共同信息， 
但部分肢體，可能未必記得元朗十八鄉路所隱藏的共同信息，現在讓我們先作出少許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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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2015 年 12 月 6 日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首次提及法國巴黎和香港所隱藏，有關新婦住處的共同信息， 
因為法國巴黎以三個凱旋門，包括：卡魯索凱旋門、雄獅凱旋門和新凱旋門， 
指出伯利恆之星的所在位置，並指向末後新婦的住處香港。 
 

 
 
香港亦有三個凱旋門建築， 
第一個是位於金鐘的香港政府總部，俗稱「門常開」； 
第二個是西九龍圓方建築群；第三個就是元朗十八鄉路 11 號的尚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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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凱旋門，指出錫安教會弟兄姊妹，即新婦教會的住處，元朗公園百鳥塔。 
 

 
 
當我們站在百鳥塔上，就能夠看見錫安教會一直以來最多人聚居的地區， 
分別是天水圍、元朗、屏山和廈村，所以，位於十八鄉路 11 號的尚悅， 
就是最後一個指向擁有牛腿形狀七姊妹星星圖的凱旋門。 
 

 
 
於 2015 年，我們尚未能夠解開十八鄉路的意思， 
但 2016 年，當日華牧師在 Pi Day 錄影當日，即 3 月 14 日，開始研發「錫安劍」。 
同時，錫安新歌於 1998 年開始創作，2016 年正是錫安新歌十八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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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周年，正好對比指向伯利恆之星星圖的元朗十八鄉路。 
 
正因為日華牧師是在 2016 年的 Pi Day 開始研究「錫安劍」耳機， 
而第一部真正自行研發的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亦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的 SingSongZion 十周年慶典中送出， 
成為錫安新歌十八周年的禮物。 
 
所以，十八鄉路對我們而言甚具意義， 
代表我們返回十八年前，用全音域的「錫安劍」系列耳機， 
重聽十八年間所創作，上千首以全音域錄製的錫安新歌！ 
加上，「錫安劍」的音色以壓倒性實力， 
完勝世上所有最貴價和所謂聲稱最靚聲的耳機， 
故此，日華牧師亦為弟兄姊妹精心設計了屠聾行動，向親朋戚友推廣「錫安劍」。 
 
事實上，當我們提及儲存了十八年的錫安新歌及屠聾行動時，大家是否覺得有些熟悉？ 
沒錯！當我們帶著「錫安劍」，外出比試論劍或屠聾時， 
常常會將「錫安劍」比作金庸小說的「倚天劍」。 
當更進一步降聾時，另一個共同信息，就是金庸小說的「降龍十八掌」。 
在此，我們再次看見是關於數字十八，並對比十八鄉路和印證錫安教會， 
就是伯利恆之星星圖所指向的新婦的共同信息。 
 

 
 
明顯那是一個引發點，其中值得一提，就是密西西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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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Bob Jones 說那裡會突然間變成洪水沖激墨西哥灣，  
他們形容是一個婦人的羊水穿了，就好像嬰兒出生時有羊水一樣。 
 

 
 
而事實上，現在我們知道密西西比河是對比「錫安劍」， 
我們就知道，活水所帶來的波江座，就是水瓶座所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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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個有趣的對比中，「錫安劍」只是一個開始， 
是四個動勢（Momentum）的開始，隨後會以怎樣的形態誕生，我們不知道。 
 

 
 
總而言之，今次所要建立的營，就是「錫安劍」，要將它做到盡善盡美。 
它要做多少時間，什麼時候停止，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現在要盡力去做，並且以這單位，這做法，每星期繼續做下去。 
 
第二章：總結感言 
過去曾經有人向我發問一個問題，我覺得可在這個時間與大家分享。 
因為以撒種這個題目去解釋，能讓大家更加明白。 
 
從前，我們已經分享了「神的十二個名字」，接著解釋了「主耶穌的名字」。 
現在，分享到 Alef Tav 這個名字。 
於是，有人問我：「如果現在有人慕名而來，拼命跟從， 
並放下所有來到錫安學習，他會否得到 Alef Tav 這名字的祝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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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答案。 
得到 Alef Tav 這個名字，有什麼祝福呢？ 
《聖經》明言，主耶穌的名字是給人在地上使用的。 
 

 
 
Alef Tav 則是給人在永恆裡時空穿梭使用的。 
當你能擁有這個名字的話，便能時空穿梭，你便擁有新婦的身份。 
 

 
 
因此，我可以給予大家一個答案。 
《聖經》中的《雅歌》說明，新婦是一個結果子的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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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屬於她的園子，結出了所有最優美的果子。 
新婦是能結果子的人，那麼，神又怎麼會將新婦的資格給予那些來吃果子的人呢？ 
現在才來錫安的人是吃果子的，他們怎會能夠得著呢？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全世界之所以認識錫安，主要透過哪一件麼事情？ 
認知我們是「雙氧水教會」，這便是我們結的果子。 
 

 
 
在雙氧水事件發生前的數星期， 
我親口說：「我都不知道為什麼神一直跟我說是 69 和 96？」 
那些現在來認識錫安的人，只要去看看《詩篇‧69 篇》， 
便會知道《詩篇‧69 篇》是描述錫安教會的。 
 
詩篇 69 篇 1-2 節： 
「神啊，求你救我！因為眾水要淹沒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過我身。」 
 
當天，我們便因為分享雙氧水（氧份療法），結出這個果子。 
到了今天，我們便是因為撒出這粒種子、耕耘而得祝福， 
我們在水瓶新世紀傾倒我們的水來淹沒全世界。 
 
要是說，那些來吃果子的人便是新婦，這是天方夜譚！ 
這班到現在仍不肯來錫安的，我告訴你，他們會往地獄去！ 
 
影片：總結感言 1：4794 錫安教會與《詩篇‧69 篇》 
如早前 2017 年 4 月 23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376 篇」， 
藉精華短片（VO）「世上的 4794 與新婦」。 
詳盡分享代表新婦錫安教會的數字 4794， 
就是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距離 4794 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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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4794，正正對應由 1996 年 7 月 21 日雙氧水事件的發生， 
到 2009 年 9 月 5 日，日華牧師因著先知 Bob Jones「榮耀列車」的預言， 
決定開始著手研究「2012 信息」，兩者之間相隔的日數正是 4794 日， 
標記錫安教會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當以 4794 四個數字相乘，得出的數值就是 1008。 
《聖經》中數字 1008，就是代表哈米吉多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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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按著希臘原文數字計算，「主耶穌基督」的名字得出的總數就是 3168。 
 

 
 
但是，大家又是否知道世上有哪一個數字，只要乘了「圓形 Pi（π）」的數值， 
就會得出「主耶穌基督」名字的總值 3168 呢？究竟這個數字是甚麼？ 
沒錯！答案就是 1008！ 
 



20170507   www.ziondaily.com 
 

 
 66 

 
 
換句話說，只要將 Alef Tav 新婦錫安教會的 4794，四個數字相乘， 
再乘以共同信息「圓形 Pi（π）」的數值， 
就會得出答案 3168，即新約希臘原文 Alef Tav 新郎「主耶穌基督」的數字。 
 

 
 
所以，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這兩年間， 
神超然帶領我們錫安教會分享了 Pi（π）的信息， 
甚至世界與時並進地，出現種種與 Pi（π）有關的共同信息， 
印證新婦錫安教會與「錫安劍」誕生的事跡。 
 
因為當 4794 的錫安教會錄影及開始分享 Pi（π）的信息之後， 
我們錫安教會，就展開了全面解構 Alef Tav 的奧秘， 
揭示歷史上除了「主耶穌基督」的名字以外， 
原來隱藏在《創世記‧1 章 1 節》，至到《啟示錄》最後一章， 
「主耶穌基督」真正最重要及最偉大的名字，就是 Alef 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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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4794 新婦錫安教會與 Pi（π）的信息， 
就是揭示「主耶穌基督」是創始成終、是阿拉法，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除此之外，當我們將 4794 四個數字相乘，得出的數值就是 1008， 
再加多一次 1008，得出的數值就是 2016。 
正是 Giza 金字塔和美國大國璽所預示，共同信息指向 2016 年的年份。 
 

 
 
然而，從過往主日信息裡面，我們共同見證新婦錫安教會傳奇的數字 4794， 
是潛藏在世上眾多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地方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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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動的國際大事，以及國際間帶著共同信息的城市位置， 
竟然全部都與 4794 有關，來印證錫安教會的事跡。 
 

 

 
 
除了地上出現如此龐大的 4794 印證之外， 
就連宇宙間，代表第四馬天馬座旁邊，一對兩顆星的聯星（binary star） ── 天馬座 IK（IK Pegasi）， 
根據波昂星圖的名稱，這顆星就是 BD +18°4794。 
竟然同樣出現代表我們終極定命（Our Destiny）的數字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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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我們從地球地心拉出 69 度， 
按著地球的體積，在球面上弧度的距離正正就是 4794 英里。 
 

 
 
所以，大家耳熟能詳的鏡面倒置 69，就是 96， 
剛好對應 1996 年新婦錫安教會發生雙氧水事件的年份。 
就連大自然法則、萬物定理和 Pi（π），原來都潛藏了眾多 4794 的共同信息。 
 
例如：1996 年 7 月 21 日發生雙氧水事件的主日聚會， 
日華牧師再次重申 69 與 96 的鏡面倒置印證，以及終於明白 69 與 96 的意義。 
因為 69 年的時候，日華牧師在電視機外面，而電視機的畫面是黑白色； 
到了 96 年，因為發生了雙氧水事件，成為轟動全港的大新聞， 
於是日華牧師出現在電視機裡面，卻是彩色的。 
事件正吻合過往主日信息提及，電影《綠野仙蹤》潛藏的信息， 
當松果體被激活後，人們就像從黑白的世界，走進彩色的世界。 
 



20170507   www.ziondaily.com 
 

 
 70 

 
 
顯然，1996 年 4794 的雙氧水事件， 
正好預示新婦錫安教會，隨著雙氧水事件的發生， 
正式進入神所預定、真正的彩色世界，踏入 Alef Tav 的終極定命。 
 
除了《詩篇‧96 篇》對應 1996 年，印證發生在我們錫安教會的事件， 
預示錫安教會持著道德勇氣，遵行神的吩咐， 
揭示遭無理壓抑的氧分療法及擁有奇妙療效的雙氧水， 
從而在列邦中述說神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神的奇事！ 
 
此外，《詩篇‧69 篇》原來更預示今天新婦錫安教會， 
因進入水瓶新世紀的最後大復興，而付上代價。 
 
詩篇 69 章 1-2 節： 
「神啊，求你救我！因為眾水要淹沒我。我陷在深淤泥中，沒有立腳之地； 
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過我身。」 
 
然而，按著《詩篇》一篇對應一年的原則， 
只有短短兩節經文的《詩篇‧117 篇》就是對應 2017 年。 
踏入 2017 年，相信各位弟兄姊妹都已經知道， 
神向錫安教會，超然啟示了《詩篇‧117 篇》的驚人準確對應及預示： 
於 2017 年，錫安教會藉著全音域的「錫安劍」和錫安新歌， 
展開了水瓶新世紀的復興，讓萬國都讚美耶和華，萬民都要頌讚神， 
讓人透過「錫安劍」和錫安新歌，輕易經歷神的同在、傾聽神的聲音、觸發神蹟的發生。 
 
詩篇 117 章 1-2 節： 
「萬國啊，你們都當讚美耶和華！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因為他向我們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存到永遠。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然而，當我們計算這篇短短兩節經文的數值，卻得出極之驚人的發現。 
按希伯來文數字的總數，單單計算《詩篇‧117 篇 1 節》，總數正是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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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 正是月亮半徑的長度 1,080 英里，亦是銀的當量 108， 
藉著嫦娥奔月的神話記憶鉤，預示新婦教會被提進到永恆的天國。 
 

 
 
當以舊約希伯來文的數字計算《詩篇‧117 篇 1 節》的總數，得出 1080， 
大家又想想，當以新約希臘原文的數字計算，這節經文的總數會是多少？ 
這節經文得出來的數字，會否同樣是一個共同信息， 
潛藏與新婦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數字呢？ 
首先，《詩篇‧117 篇 1 節》除了在舊約出現過之外， 
原來亦曾在新約《羅馬書‧15 章 11 節》引用過。 
羅馬書 15 章 11 節：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當《詩篇‧117 篇 1 節》在新約裡出現的時候， 
按著希臘原文數字計算，總數是多少呢？ 
沒錯！按著希臘原文數字總數，正好就是 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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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個數字也沒有多，一個數字也沒有少， 
就是預示錫安教會終極定命的數字 4794，並且與 2017 年更是息息相關。 
 

 
 
至於《詩篇‧117 篇 2 節》，由於沒有被新約經卷引用過， 
所以只用希伯來文數字計算，得出的數字就是 1214。 
沒錯！1214 正是日華牧師居住在彩虹邨碧海樓的門牌號碼 1214， 
同時，這裡亦是日華牧師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住處。 
 

 
 
所以，《詩篇‧117 篇 1 節》的總數，得出 1080，正是月亮半徑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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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預示新婦教會被提進到永恆的天國。 
然而，《詩篇‧117 篇 2 節》的總數，得出 1214， 
就是代表日華牧師一生中，在地上居住時間最長的住處。 
短短兩節經文的《詩篇‧117 篇》，與拉線的共同信息一樣， 
兩節經文分別同樣隱藏了日華牧師地上的住處，以及被提後進入永恆天國的住處。 
 
除此之外，1214 亦是 2015 年修殿節的最後一日 12 月 14 日。 
 

 
 
而 2015 年修殿節的主日，即 12 月 14 日的前一天「2012 榮耀盼望第 305 篇」， 
日華牧師隨著神的帶領，因著法國巴黎恐襲事件， 
逐步解構法國巴黎伯利恆之星的龐大共同信息。 
從而展開了「最後聖誕節」Last Christmas 的解謎， 
揭示了關於 Alef Tav 新婦 ID 的身份，4794 新婦錫安教會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顯然，《詩篇‧117 篇》是神命定給予 2017 年， 
並且，正好於今年 2017 年，揭示了《詩篇‧117 篇》， 
與新婦錫安教會 4794、Pi（π）、「主耶穌基督」的名字、Alef Tav 及新婦被提的關係。 
《詩篇‧117 篇》短短兩節經文，就潛藏了 Alef Tav 的主耶穌基督，與新婦錫安教會的超然關係， 
一切都絕非偶然，是神連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著錫安教會的明證！ 
 
所以，以撒種概念來看，人不但要撒種，也要耕耘。 
然後，當你及格時，才可進到第二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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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第二階段完成後，才能到達第三階段。 
 

 
 
所以，那些現在才來的錫安的人，又怎可以得到 Alef Tav 的祝福呢？ 
他們能來到錫安吃果子的，已經要沾沾自喜，暗自偷笑。 
 
《啟示錄‧2 章 17 節》神說到會賜一個新的名字給一群人， 
但是，卻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現在，大家便明白當中的意思了。 
因為，每一個名字代表一個應許（promise）， 
而他擁有的名字是別人不會知道的，即是別人不能擁有這個應許（promise）。 
 
舉個例子，我們知道主耶穌基督的名字，所以我們得到救恩。 
那些只認識釋迦牟尼這個名字的人有什麼用？ 
他可以自欺欺人，可以做神棍，也可以燒香。 
但是，他沒有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只認識釋迦牟尼這個名字，是不能上天堂。 
你就算認識龍珠的名字也沒有用，難道真的可以像卡通中，能得到一個願望？ 
 
啟示錄 2 章 17 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

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原來，神的名字是否一個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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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專門為某些人而設的，那些有資格、得勝的才擁有， 
而不是來到吃果子、沾光的，在受逼迫的時候就劃清界線、攻擊你， 
現時要被提才回來沾光的人也可以擁有。 
 
如我所說，現時全世界每一個人都知道、認識我們這間教會， 
只是，他們知道我們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最大的榮耀， 
但他們卻覺得是最大的羞辱、最大的攻擊， 
要他們承認自己認識錫安教會，他們會認為留待下輩子吧！對不？ 
如我所說，我們鼎鼎大名的錫安教會，其實，全世界都認識我們。 
 
所以，你能夠看見，神給予我們的印證是無與倫比。 
現時我們看見，天國，當我們真的由微小開始， 
就如《耶利米書》所說，我們不要輕看微小的開始， 
因為我們由微小開始，能夠擴展得大至歷史也是為我們而寫， 
為了我們那一件事件（Case）而寫，為了我們「雙氧水事件」所引發， 
水瓶新世紀這一個創作歌曲的祝福而寫、特別給我們， 
因而出現一日也不偏差的印證。 
 
事實上，接著我們現時所分享的這些印證，提及我們擁有神這個名字，就可以時空穿梭。 
 

 
 
影片：總結感言 2︰認知與神的名字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在神眼中新婦、以至錫安教會的獨特性。 
神於錫安教會揭示祂 Alef Tav 名字的意義，可說是神揀選錫安教會成為祂新婦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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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早前主日信息提及，神每一個名字都帶著不同能力， 
舊約中，每當神揭示一個名字，得著這名字的一班人， 
亦會得著這名字背後相應隱藏的能力， 
因此，舊約中主耶穌十二個名字，背後都有著不同能力。 
 
我們就以「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為例， 
新約中，任何人不認識主耶穌基督這名字的話，就不可能得著救恩。 
所以，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背後隱藏著一個非常強大的能力， 
就是救恩，能夠從必死的過犯罪債中出來，並且今生得百倍、來世得永生。 
這就是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所蘊藏， 
一個全世界所有人類總和也無法賺取的能力，救恩的能力， 
任何人不認識主耶穌基督這個名字，就不能得救，結局就是焚燒。 
 
同樣，在末後日子裡，神亦有一個簽名，是特定賜給祂的新婦， 
其他身份的人，包括童女及賓客都沒有，只有祂所揀選的新婦可以擁有。 
我們知道，這就是《創世記‧1 章 1 節》及《啟示錄》提及的 Alef Tav。 
這名字是獨特賜給新婦的原因，是因為《箴言》的《賢婦篇》，同樣亦是以 Alef Tav 的方式記載， 
主耶穌最終迎娶了祂的新婦，並且將祂名下的一切， 
包括祂的簽名 Alef Tav 及背後所隱藏，時空穿梭的能力，也一併給予新婦。 
 
不但如此，《啟示錄》亦提及一班得著神新名的人。 
 
啟示錄 2 章 17 節：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

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啟示錄‧2 章》提及的新名，並不是任何人都能夠認識， 
因此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得著這名字背後的能力。 
唯獨「那領受的」，就是能解開這名字奧秘的人，才能夠得著名字背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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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神並沒有將 Alef Tav 這個名字，揭示給所有人， 
神只將 Alef Tav 這個新名，揭示給新婦教會， 
因為這名字背後的祝福，不是給予童女或賓客，而是獨特給予新婦。 
 
過去現在，神都沒有讓其他教會得著揭示 Alef Tav 這名字的領受， 
不單外面教會不知道，連熟悉希伯來文的以色列人也不知道。 
這名字就像封印了一般，過去歷史中， 
從未有任何一間教會能夠知道及解明神這個名字，就是為了留待幾千年後的今天， 
神才將 Alef Tav 這名字及時空穿梭能力的啟示，揭示給錫安教會。 
因為，錫安教會就是那一間於歷史上完成新婦鑄模， 
如以斯帖般，被神揀選得以繼承王一切能力的新婦。 
 
當我們提及時空穿梭和 Cube，然後這數星期漫威漫畫（Marvel）出版的漫畫， 
就提及 Cube 可以時空穿梭改變歷史， 
就在我們當時分享時空穿梭的數星期裡推出，你知道這是多麼瘋狂嗎？ 
 

 
 
你將時空穿梭，這一種世上最強的能力，去對比一個 Cube。對不？ 
當我們從聖殿尋找出這教導的時候，他們就提及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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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你看《美國隊長》的電影，它提及最大能力的物件，也是一個四方形的 Cube， 
提及他們如何集齊這些寶石，然後就可以為這 Cube 充電（Charge Up）， 
然後就可以時空穿梭、控制時空。 
 
影片：總結感言 3︰荷里活科幻電影中有關正方體 Cube 的共同信息 
由 2015 年 3 月 15 日開始播放的主日信息「天馬座行動」， 
特別是數字 923 的共同信息中，日華牧師曾為大家分享過， 
原來過去數十年，一直有大量電影和電視劇， 
隱藏了印證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當中最具代表性的， 
當然是 1985 年開始上映的三齣《回到未來》電影系列， 
以及 1989 年上映的香港電影《奇蹟》。 
 
除此之外，於 2016 年 1 月 17 日和 1 月 24 日的主日信息中， 
亦曾與大家分享過多齣隱藏印證錫安教會的 923 共同信息的電影和電視劇， 
例如︰《魔幻迷宮》、《恐怖小店》（Little Shop of Horrors）、 
《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F 檔案》（Fringe 和 Rewind）等。 
又例如︰迪士尼的動畫《魔髮奇緣》和《冰雪奇緣》， 
都隱藏了很多與錫安教會有關的共同信息， 
過往，亦已經為大家詳細分享過了。 
 
甚至早在 2015 年 12 月 27 日及 2016 年 3 月 13 日的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已經初步分享了，三個凱旋門隱藏了三個立方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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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立方體所代表的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一種神循序漸進地設置在人類歷史中，用來塑造新婦的三種程度的鑄模， 
分別是個人信仰級數的鑄模、國際信仰級數的鑄模和星際信仰級數的鑄模。 
 

 
 
現在讓我們為大家詳細分享。 
日華牧師曾於信息中分享到，美國首都華盛頓，亦隱藏了一個六角形設計， 
而六角形就是一個立方體的平面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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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華盛頓是隱藏了一個立方體，  
但是，為何 Freemason 要將華盛頓建造成一個立方體外形呢？  
 
原來，凱旋門就是拱門，英文是 Arch， 
但聖殿立方體外形的至聖所中的約櫃，原文亦是 Ark。 
 

 
 
此外，舊約會幕和聖殿的至聖所，外形亦是一個正立方體， 
並且《啟示錄》所記載的新城耶路撒冷，外形亦是正立方體，  
而新城耶路撒冷的體積，正好是數值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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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國的 Freemason，是將華盛頓建造成將來的新耶路撒冷，即是有關新婦的喻表！ 
 
日華牧師亦曾為大家分享過，所羅門聖殿中的至聖所， 
不單外形是一個正立方體，其體積亦比摩西會幕的至聖所大八倍， 
正好對比一個超時空的 4D 四維正方體 tesseract，可以打開成八個三維空間的正立方體。 
 

 
 
因為摩西會幕的至聖所體積是一千立方肘， 
但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體積，則是大八倍的八千立方肘， 
這是對比神給予以色列千禧年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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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給予新婦的應許，不單是活在千禧年， 
更可以在七千年人類歷史中自由時空穿梭。 
一千年加上七千年，就是時空重疊的八千年， 
因為在最後的一千年裡，新婦會同時活在地上和時間流以外。 
 

 
 
所以，所羅門聖殿的至聖所，是對比當新婦被提後， 
可以進到時間流以外神所在的空間，得著時空穿梭的能力。 
 
然而，就好像 923 的共同信息，以及其他印證錫安教會就是神所揀選的新婦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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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部分荷里活所拍攝的科幻電影，當提及一個代表宇宙終極能量， 
或是可以讓人時空穿梭的物體時，都會以正立方體，甚至四維立方體 tesseract 來形容它的外形。 
例如︰源於 1980 年代，美國孩之寶出品的「變形金剛」玩具產品， 
並於 2007 年改編上映的美國科幻動作電影《變形金剛》系列， 
就提及一個名為火種源 Spark，一個供應所有變形金剛生命能量來源的物件， 
其外形正好是一個正立方體。 
 

 
 
電影內容提及，因為火種源的強大力量， 
成為了變形金剛正反兩派，即博派和狂派的爭奪目標。 
最後，兩派的戰爭導致變形金剛本來生存的星球塞博坦星毀滅， 
而立方體的火種源亦失去蹤跡。 
 
大約漂流了數萬年後，立方體的火種源墜落地球， 
於 1930 年代被美國人發現，在其上建造了胡佛水壩保護火種源。 
當變形金剛正反兩派博派和狂派雙方得知後， 
就前往胡佛水壩試圖爭奪火種源，並在附近的米辛市進行了戰鬥， 
最後，男主角山姆趁機將火種源塞進變形金剛反派的領袖密卡登胸口， 
密卡登因為能量超出負荷而死亡，火種源亦隨之消失。 
 
電影一開始就形容，正立方體的火種源， 
雖然來歷不明，亦不知道是何時開始存在，但卻是變形金剛的生命來源。 
正好對比《聖經》所講，聖殿至聖所的正立方體，就是神同在的地方， 
而神就活在時間流之外，是自有永有、無始無終，就是 Alef Tav 創始成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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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火種源 Sparks 的意思，正好對比從天上降下來的火種， 
用作燃點聖殿的祭物、金燈臺及金香爐的聖火。 
 
電影片段： 
Before time began, there was the Cube. 
時間尚未開始前，能量體就已經存在。 
 
We know not where it comes from only that it holds the power to create worlds and fill them with life. 
我們不知道它從哪裡來，只知道它擁有力量創造世界和賦予生命。 
 
That is how our race was born. 
我們這個種族就是這麼誕生的， 
 
For a time, we lived in harmony. 
我們一直和平地生活著， 
 
but like all great power some wanted it for good, others for evil. 
但就像其他巨大力量一樣，擁有它的目的有善有惡。 
 
And so began the war a war that ravaged our planet until it was consumed by death and the Cube was lost 
to the far reaches of space. 
所以戰爭開始了，一場使我們的星球毀滅的戰爭，能量體也丟失在浩瀚的宇宙裡。 
 
We scattered across the Galaxy hoping to find it and rebuild our home searching every star, ever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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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搜尋了整個銀河系，希望可以找到它來重建我們的家園，尋找每一個星球，每一個世界。 
 
And just when all hope seemed lost, message of a new discovery drew us to an unknown planet called 
Earth. 
就當我們似乎失去所有希望時，新發現把我們帶到了一個不知明的星球，稱為 —— 地球。 
 
But we were already too late. 
但我們已經太遲了， 
 
Well, you got one now. 
現在問題可大了。 
 
So why Earth？ 
為何要來地球？ 
 
It's the All Spark. 
因為火種源。 
 
All Spark？What is that？ 
火種源？那是什麼？ 
 
Well, yeah, they came here looking for some sort of cube-looking thing. Anyway, Mr. NBE One here, AKA 
Megatron, that's what they call him who's pretty much the harbinger of death, wants to use the Cube to 
transform human technology to take over the universe. That's their plan. 
他們來尋找一個立方體似的東西，NBE-1，也就是他們說的密卡登，他是死亡使者，想利用能量體，

轉化人類科技來統治宇宙，那就是他們的計劃。 
 
And you're sure about that？ 
你很確定？ 
 
Yeah. 
是的。 
 
You guys know where it is, don't you？ 
你們知道那東西在哪，是不是？ 
 
Follow me. 
跟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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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e about to see our crown jewel. 
你們將看到我們的大秘寶。 
 
Carbon dating puts the Cube here around 10,000 BC. 
碳-14 年代測定預估能量體是在公元前一萬年來到地球。 
 
The First Seven didn't find it until 1913. They knew it was alien because of the matching hieroglyphics on 
the Cube as well as NBE One. 
初代七人組在 1913 年才發現它，他們知道這是外星物體，因為其表面的象形文字，和 NBE-1 的刻

紋吻合。 
 
President Hoover had the dam built around it four football fields thick of concrete. 
胡佛總統因此建造了水壩，以四個足球場厚的水泥將它隱藏於其中。 
 
A perfect way to hide its energy from being detected by anyone or any alien species on the outside. 
任何人或外面的任何外星種族，都無法偵測出它所散發的能量。 
 
Put the guns down. They're not gonna hurt you. 
放下槍，他們不會傷害你的。 
 
Here, come with me. 
跟我來， 
 
I'm gonna take you to the All Spark. 
我帶你去看火種源。 
 
Okay, here we go. He doing something. He doing something. 
來了，他要做什麼了，他要做什麼了。 
 
Oh my God! 
我的天啊？ 
 
Message from Starfleet, Captain. 
上尉，來自星際艦隊的消息。 
 
I'll kill you! Mine! All Spark! 
我要殺了你！火種源是我的！ 
 
Sam! Put the Cube in my ches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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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快把能量體塞入我的胸膛！現在！ 
 
Sam! 
Sam！ 
 
No, Sam! 
不，Sam！ 
 
Hold up! 
不要開火！ 
 
另一齣同樣提及一件擁有終極力量， 
可以用來製造終極武器和用作穿越時空的正立方體的共同信息電影， 
就是美國漫威漫畫（Marvel）改編而成的一系列漫威漫畫科幻電影， 
例如：《美國隊長》和《復仇者聯盟》電影中， 
就提及一個空間寶石，名為「宇宙魔方」， 
英文名字正是四維超立方體（Tesseract）。 
 

 
 
例如：2011 年上映的科幻電影《美國隊長》第一集， 
就提及納粹德國邪惡組織的九頭蛇首領紅骷髏， 
因為得到了「宇宙魔方」（Tesseract），能夠製造出威力強大的武器， 
並且宇宙魔方，就藏在一個分別善惡樹圖案的秘密機關。 
如同日華牧師所分享，亞當和夏娃以作弊方式希望得到分別善惡樹的知識， 
但相反，新婦是以正途方式，得著分別善惡樹的能力，並且因此得到神的獎賞，可以時空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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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The Tesseract was the jewel of Odin's treasure room. 
宇宙魔方是神明奧丁的珍寶庫， 
 
It is not something one buries But I think it is close, yes？ 
不會那麼隨便的埋起來，可是它應該就在附近，對吧？ 
 
I cannot help you. 
我不能幫你， 
 
No. But maybe you can help your village. 
沒錯，但也許你能幫你的村子。 
 
You must have some friends out there. Some little grandchildren, perhaps？ 
你一定有朋友在那，或是小孫子？ 
 
I have no need for them to die. 
他們不必白白送死， 
 
Yggdrasil, Tree of the world, Guardian of wisdom, And fate, also. 
世界樹，世界的樹，智慧的守護者，以及命運的。 
 
And the Führer digs for trinkets in the desert. 
元首卻在沙漠中挖掘破銅爛鐵。 
 
You have never seen this, have you？ 
你從來沒看過它，對吧？ 
 
It's not for the eyes of ordinary men. 
這不是凡人能看的。 
 
Exactly! 
一點也沒錯！ 
 
Twenty percent Forty Sixty Stabilizing at 70% 
百分之 20，40，60，百分之 70，穩定中。 
 
I have not come all this way for safety, Doctor. 
我大老遠跑來不是為了安全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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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as that？ 
發生了什麼事？ 
I must congratulate you, Arnim. 
我必須恭喜你，Arnim。 
 
Your designs do not disappoint though they may require some slight reinforcement. The exchange is stable. 
你的設計沒讓我失望，不過可能需要稍微強化，轉移過程很穩定。 
 
Amazing! 
太驚人了！ 
 
The energy we have just collected could power my designs all my designs. 
我們剛才收集的能量可以驅動我的發明，我的所有發明。 
 
This will change the war. 
這會改變戰局。 
 
Dr. Zola, this will change the world. 
Zola 博士，這會改變全世界。 
 
What have you done？ 
你做了什麼？ 
 
而 2012 年上映的科幻電影《復仇者聯盟》， 
更提及奸角得到宇宙魔方後，可以打開穿越時空的門，即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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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The Tesseract has awakened. 
宇宙魔方已經覺醒了， 
 
It is on a little world, a human world. 
它在一個小小的世界裡，人類的世界裡。 
 
They would wield its power but our ally knows its working as they never will. 
人類試圖控制它的力量，可惜只有我們的盟友才知道如何掌握魔方的秘密。 
 
He is ready to lead and our force, our Chitauri, will follow. 
讓盟友去做開路先鋒吧，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齊塔瑞人將緊隨其後。 
 
A world will be his, The universe, yours. 
這個星球可以歸他所有，但是整個宇宙將是你們的。 
 
And the humans, what can they do but burn？ 
至於人類，除了等死還可以做什麼？ 
 
Dr. Selvig read an energy surge from the Tesseract four hours ago. 
四小時前 Selvig 博士檢測到魔方發出一股能量。 
 
NASA didn't authorize Selvig to go to test phase. 
航天局沒有授權博士進行測試。 
 
He wasn't testing it. He wasn't even in the room. Spontaneous event. 
他沒進行測試，他根本就不在房間，是自動觸發的。 
 
It just turned itself on？ 
它就這麼自己激活了？ 
 
Where are the energy levels now？ 
能量現在什麼水平？ 
 
Climbing. When Selvig couldn't shut it down, we ordered evac. 
上升中，確定博士無法關閉之後，我們下令撤離了。 
 
How long to get everyone out？ 
全部人撤出要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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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 should be clear in the next half-hour. 
半個小時就可以清場了。 
 
Do better. 
抓緊點。 
 
Sir, evacuation may be futile. 
長官，撤離也許是沒用的。 
 
We should tell them to go back to sleep？ 
難道讓他們回去睡大覺？ 
 
If we can't control the Tesseract's energy, there may not be a minimum safe distance. 
如果我們不能控制宇宙魔方的能量，那最小安全範圍根本就不會存在。 
 
I need you to make sure the Phase 2 prototypes are shipped out. 
我要你確保，第二階段原型機能安全轉移。 
 
Sir, is that really a priority right now？ 
長官，現在不是優先考慮這些的時候吧？ 
 
Until such time as the world ends, we will act as though it intends to spin on. 
除非世界末日到了，否則我們的日子還得繼續過。 
 
Clear out the tech below. 
馬上清點物品， 
 
Every piece of Phase 2 on a truck and gone. 
把所有第二階段的相關設備都裝車運走。 
 
Yes, sir. 
是，長官。 
 
With me. 
跟我來。 
 
Talk to me, Doctor.  
告訴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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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長官。. 
 
Is there anything we know for certain？ 
現在有什麼是確定的？ 
 
The Tesseract is misbehaving 
宇宙魔方不太正經。 
 
Is that supposed to be funny？ 
是開玩笑的時候嗎？ 
 
No, it's not funny at all. 
不是開玩笑。 
 
The Tesseract is not only active, she's behaving. 
宇宙魔方不僅活躍，而且我行我素。 
 
I assume you pulled the plug. 
你沒拔掉插頭試試看？ 
 
She's an energy source. We turn off the power, she turns it back on. 
它本身就是個能量源，我們關閉電源，它自己又打開了。 
 
If she reaches peak level... 
如果讓它達到峰值…… 
 
We prepared for this, Doctor. 
博士，我們不已為此預備了？ 
 
Harnessing energy from space. 
從宇宙中汲取能量， 
 
But we don't have the harness. 
但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If there was any tampering, Sir, it wasn't at this end. 
有問題的話也不會出在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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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is end？ 
我們這邊？ 
 
Yeah, the Cube is a doorway to the other end of space, right？ 
是，魔方通向宇宙另一邊的一扇門，對吧？ 
 
Doors open from both sides. 
這門兩邊都能開。 
 
到了今年 2017 年，《美國隊長》的漫畫劇情，甚至出現了大逆變的發展， 
再一次印證四維立方體（Tesseract）是代表時空穿梭的能力。 
 
漫畫中，原來美國隊長一開始就是邪惡組織九頭蛇的特工， 
更利用他本來美國人的身份，成了美國的超級士兵， 
幫助九頭蛇及納粹黨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但戰敗的同盟國，則利用宇宙魔方（Tesseract）修改世界歷史， 
包括︰美國隊長是二戰大英雄的事件等。 
更令九頭蛇的紅骷髏，以為宇宙魔方令美國隊長變成了九頭蛇的特工， 
但實情，卻是宇宙魔方令美國隊長恢復了被改寫前的記憶。 
隨後，美國隊長殺死了紅骷髏，正式成為九頭蛇的最高領導，即神盾局局長， 
並展開他三階段的征服計畫。所以，一個超時空的 4D 四維正方體（tesseract）， 
是對比新婦被提後，可以進到時間流以外，神所在的空間， 
得著時空穿梭的能力，並得著鐵杖審判列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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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神在提及一件很重要的事， 
試舉一個簡單例子，現時才進入教會的人，肯定是不認識神。 
因為我們提及，主耶穌的羊會聽他的聲音， 
並且，於聽神的聲音後，不斷在信仰上耕耘、結果子， 
才能夠建立天國、印證他們的工作。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非常特別的事。 
原來《聖經》開始的第一卷書《創世記》， 
例如︰亞當和夏娃同房這個字，原文並非「同房」，而是「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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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聖經》中有兩個「認識」，至少有兩個， 
一個是主觀認定的認識，即是你認識那人，你們是朋友， 
他可能是你的哥哥、爸爸或是太太。 
這是主觀認定的認識，你真的知道有這個人存在， 
並且他和你是在生命中互動（Inter-act）。 
 

 
 
就如在座很多人都認識李嘉誠，但你認識李嘉誠的那一種認識， 
大部分人而言，當然除非有人真的認識他，他是你的爸爸。 
我是指，你們大部分人所謂認識李嘉誠，都是客觀認識。 
你聽人提起、在報紙看見、見過他的照片， 
或是曾經見過他在街上吃飯，那是另一種認識。 
 

 
 
所以，主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7 章 28 至 29 節》， 
就提及法利賽人是不認識神，連客觀認定都不是。 
但主耶穌說，我自己認識神，並且，他的認識，是主觀認定的認識。 
《聖經》裡一直將這一種認識，甚至是用作形容夫婦同房， 
也是用同一個「認識」。你知道嗎？ 
 
影片：總結感言 4︰信仰兩個層次的認知 
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繼續進深分享新婦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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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有詳盡篇幅，提及《啟示錄》的時候， 
被提的一群，是要進到羔羊的婚筵，就是主耶穌的婚禮。 
當中有三批人，分別是賓客、童女及新婦。 
由於三批人都是被提的人，所以三批都是基督徒，絕不是外邦人， 
只是三批人的信仰程度卻有著重大分別。 
 
《聖經》亦有記載，童女及賓客，有合格與不合格之分。 
只有合格、有穿禮服的賓客，才可以參與羔羊的婚筵， 
不合格的，就要留在外頭的黑暗裡，即《啟示錄》的大災難中，不能被提。 
 
同樣，唯有合資格、有油的童女，才可以參與羔羊的婚筵， 
沒有預備足夠油的一批，雖然也是童女，是於教會中參與事奉的一群， 
但他們同樣要留在外頭，即《啟示錄》的大災難中。 
 
因此，《聖經》清楚指出，不同信仰程度的人，於神眼中都有著不同身份， 
不合格的一群，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被提。 
 
但這概念對於大部分香港教會而言，也是匪夷所思、不能理解。 
因為他們奉行的社會福音，早已將神的話語無限量沖淡，將信仰標準降得不可能再低。 
既然，他們已經將信仰標準降至「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在他們的信仰標準當中，又怎會有人在信仰上不合格呢？ 
甚至乎，怎會有童女，即事奉者會在信仰上不合格呢？ 
 
在他們眼中，只要一信主，不論信主後的行為是否與福音相稱， 
又或是信主後會否用一生拼命追尋神， 
只要他們一信主，就已經等於在神面前取得 100 分，是信仰巔峰級數的王者， 
甚至，他們會以為只要願意決志成為基督徒，已等同成為神的新婦。 
 
當然，這只是現代法利賽人的牧師，瞎子領瞎子的瘋狂概念， 
因為日華牧師指出，即使人倫常理中， 
都不可能因為你知道某君的名字，已等同成為這人的太太。 
客觀上認知一個人的存在，與主觀上認識這個人，是有著極大分別。 
於人倫上，我們可以藉著報紙知道很多名人、富商和政要的存在， 
能夠知道他們的名字和事跡，但並不等於我們是他們的配偶， 
直到我們有機會親身接觸他們，才算是真正的認識。 
 
因此，《約翰福音‧7 章 28 至 29 節》就提及，主耶穌說法利賽人根本不認識神， 
但主耶穌卻認識神，因為主耶穌是神親自差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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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7 章 28-29 節： 
「那時，耶穌在殿裡教訓人，大聲說：『你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從哪裡來；我來並不是由於自己。

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你們不認識他，我卻認識他；因為我是從他來的，他也是差了我來。』」 
 
主耶穌在這段經文明明地說，這班人是不認識神， 
唯有主耶穌是認識神，與神有著個別關係、是真正的認識， 
因為主耶穌是神所差派而來的。 
 
此外，《約翰福音‧8 章 55 節》，主耶穌亦提及這班猶太人並不認識神， 
主耶穌自己則不但認識，甚至是遵行神的道。 
 
約翰福音 8 章 55 節： 
「你們未曾認識他；我卻認識他。我若說不認識他，我就是說謊的，像你們一樣； 
但我認識他，也遵守他的道。」 
 
要留意，這節經文第一個「認識」，即「你們未曾認識他」的「認識」， 
Strong No. 1097（即希臘文的 ginosko） 
意思是外在、客觀的知識，即是一個人從客觀方式學習所得。 
因此，主耶穌的意思是，這班猶太人對於神，就連基本客觀上的認識都未有。  

 
 
而往後經文的「認識」，是 Strong No.1492（即希臘文的 oida）， 
意思是內在、主觀的知覺，是直接的認識。 
因此，主耶穌的意思是，祂對神的認識，並不單是客觀上的認識， 
而是直接的接觸、主觀上的認知， 
並且，唯有主耶穌是真正認識神，因為只有主耶穌願意遵守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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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分析，信仰上只是客觀認識神， 
藉著神的名字得好處、尋找利益、撿小便宜， 
希望一次得救、永遠得救的不合格基督徒，根本不可能成為新婦， 
甚至最終只能夠成為不合格的賓客。 
 
唯有我們是主觀上認識神、認定神， 
不單願意聽神的話語，還願意遵守神的道， 
並且為神而活、為神的緣故奔跑一生，如同一位太太無限量支持丈夫， 
這才算是主觀上認識神，甚至有機會成為神的新婦。 
 
所以，我想讓你知道，這就是提及新婦認識主耶穌， 
要有這種程度的認識，才有資格成為新婦。 
 

 
 
那些客觀的人或只想得益處而沒想過要付出的人， 
哪有可能會成為新婦？他們只是法利賽人般的認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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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撒種的概念讓大家理解，當你一起拓展天國、認識怎樣擴展天國， 
甚至能夠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榜樣，這樣才是真正認識主耶穌，才有資格成為新婦。 
 

 
 
若然甚麼代價也不願意付，上教會只為了聽幾篇的講道分享，是不可能成為新婦﹗ 
 
現時，剛上錫安教會或轉會而來的人， 
他們也未必能夠聽懂「主耶穌基督的名字」這套信息，更遑論可以做到。 
這並不是你能夠明白信息的內容就能稱為祂名下，而不是掛名的。 
 
他們甚至未能做到主耶穌基督名字的經歷，又怎能說認識這個名字呢？ 
很多人不能動用這名字的能力， 
原因，他們對這名字的認識程度，並不是這種主觀認定的認識。 
 
Alef Tav 是一個甚麼程度的認識？ 
就是新婦程度的認識，才不只是知道，而是能夠真正擁有這個名字。 
難道《賢婦篇》的記載是，當有一天能夠聽見主耶穌的名字就是賢婦？絕對不是。 
然而，透過《箴言‧331 章 22 節》可得知賢婦應付的代價。 
難道有利益才過來的就是賢婦？ 
 
主耶穌所娶的是賢婦，而非潑婦，亦非妓女， 
可是，現時卻有很多人當遇到好處便出賣任何事情， 
當世界上有好處，他便會出賣， 
或當臨近世界末日時，即使他知道主耶穌的真實，能上天堂了， 
他又出賣自己的人生，難道這樣就能擁有 Alef Tav？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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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總結感言 5︰在創世之先，神觀看錫安教會 
過往 32 年，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每天持守著對神的熱切和單純， 
無懼逆境與衝擊，甘願隨從神給予的鑄造和歷練。 
錫安教會就如《聖經‧雅歌》所預言的新婦一樣， 
為著我們朝思暮想、至愛的良人主耶穌的緣故，奔跑在信仰路上。 
但當我們不斷為神和別人而犧牲、付出， 
卻遭遇種種艱難、誣衊、毀謗、攻擊，被人陷害和搶奪。 
 
日華牧師所做的，就是按著真理而行， 
不單將所有信息、詩歌、書籍、講道帶、神蹟醫治聚會、說的聚會， 
以至鑄造出世上最好聲音的「錫安劍」，都一律免費送出，甘願不收取任何金錢。 
甚至是教會經濟收入都尚未穩定的時候， 
已不斷免費送出每篇講道錄音帶，並支付寄往海外的郵費。 
因為我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讓人免費得福音的好處。 
 
縱使我們無私付出，持著道德勇氣分享世上種種遭壓抑的資訊， 
包括：「氧分療法與醫藥陰謀」教導、各種保健資訊、免費能源與科技陰謀、經濟陰謀等， 
全都是一些便宜得近乎免費的智慧和科技。 
 
甚至，自 1999 年開始，直至今天， 
錫安教會為到世人將要面對種種末日級數的災難， 
以教會的身份代替政府、科學家和專家，警告世人防範危機， 
著手研究儲糧、躲避危機及種種災難中的生存智慧。 
 
32 年來，錫安教會總是朝思暮想地思念神， 
絕不氣餒或灰心，一點也不偏差地完成神託付的使命， 
努力朝著成為新婦的標準而奮發。 
 
然而，在毫不知情下，日華牧師一直傾聽神的聲音、憑著信心、隨著神的帶領， 
終於來到錫安教會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一方面，神向我們揭示了千古隱藏 Alef Tav 的奧秘。 
另一方面，神藉世上眾多 Alef Tav 的共同信息，一脈相承、貫徹始終地向我們明證， 
錫安教會就是永恆的新婦，是 Alef Tav、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按著神的預定，是連一個人數也沒有偏差。 
 
其實，神從時間的開始 Alef，已經預定了萬物的結局 Tav， 
並且在創世之先，已經觀看錫安教會 32 年所成就的事跡， 
一切關於錫安教會未曾發生的人與事，錫安教會朝思暮想都思念著神的事， 
其實，原來早在 164 億年前，宇宙被造的時候，神已經望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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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弟兄姊妹在教會領袖或家聚負責人生日時， 
常常一方面創作一首接一首悅耳的新歌， 
另一方面，亦會收集過往眾多極具紀念價值的照片， 
製作成一段優美、感人、勾起各人美麗回憶的音樂影片 MV。 
 
當大家看著數十年的照片，都會回味各人在同一個家聚中，同心、努力愛神愛人的情節， 
見證著我們每一位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於數十年間一直遵行真理、無條件付出及犧牲， 
完成神給予我們每年、每月、每日的命令。 
 
當我們看著這些極具紀念價值的照片時，亦會思考，假如錫安教會沒有家聚的話， 
我們又怎能在數十年之久，一直對人付出愛呢？ 
我們這份愛，又怎能持續數十年之久，都是真正無私的付出，讓我們心靈能夠成長呢？ 
 
大家可曾想過，錫安教會這群人數十年間的照片， 
其實在 164 億年前，神已經看過了， 
並且在這 164 億年間，神對我們的牽掛，亦從未停止。 
這些照片，一直被神紀念（Always on His mind）。 
當神鋪設世上眾多共同信息、架構全世界的同時， 
神亦以這些共同信息，來紀念及印證照片上這班人的存在。 
 
原來由 164 億年前，直至今日，神亦朝思暮想、掛念著新婦錫安教會將要誕生， 
以及被歷練、被鑄造和不住地成長。 
錫安教會每位成員的一生遭遇、磨練和成長， 
甚至何時何日進入錫安教會，一切一切，神都從未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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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所有關於新婦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龐大建設和古文物， 
甚至每星期與時並進印證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都足以顯示， 
相比我們於這數十年間對神的思念程度， 
其實，神對我們的牽掛，更是千千萬萬倍。 
 
於這 164 億年裡，我們的良人主耶穌基督， 
一直切慕渴想，等候智商能夠與祂相提並論的新婦錫安教會的誕生。 
誠如近期的錫安新歌「1494 願敞開我靈感應」的歌詞， 
神歷世歷代的計劃，關於新婦錫安教會的眾劇情，其實千古已定， 
神以天上眾星和歷史，預示新婦錫安教會內心與主的約定，是神所珍惜和寶貴！ 
 
藉著撒種的概念讓大家更理解。 
我曾提及，在永恆中真正新婦的數目，最多只有約一千人。 
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神只揀選在信仰上很認真的一千人， 
即使自覺花盡一生也沒有足夠時間去愛神的人，才能夠成為新婦。 
 

 
 
相反，那些只花一小時或一年的時間，便感到很吃虧， 
甚或要先盡情享受世界的人，便不用妄想了﹗ 
他們能夠擁有神所賜予他們在世上使用的名字已經很棒了， 
例如：神賜下的十二個名字或主耶穌的名字。 
但我所提及的新婦，他們的一生都只為了永恆而活， 
如此，神便賜給他們一個永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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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想每一個也向三個人說：「我要努力取得 Alef Tav 這個名字。」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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