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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7 年 8 月 20 日分享 
 
第一章：比特幣回顧及更新資訊 
第二章：信步星圖（49）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 JFK（甘迺迪）的「曼德拉效應」（Mandela Effect）中， 
我們見到有兩段不同的影片，分別是從前坐四人的車輛，以及之後坐六個人的車輛。 
請問這是否代表 JFK 死了兩次呢？即是在四座位的車裡死了一次， 
然後歷史改變了，在六人車時又再死一次呢？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問題一：當我們眼見「曼德拉效應」急劇發生，弟兄姊妹也被每一篇信息震撼，除了相信 Alef Tav 

的新婦實實在在改寫歷史和現實外，弟兄姊妹又能否在被提前，配得及正確運用這種改變 
現實的權柄呢？還是這種權柄是否只有《啟示錄‧12 章》所記載的小孩子，在他被提後才 
可動用呢？ 

 
答：我們要記得被提前及被提後是兩件事， 
現在，我們只需要專心於被提前的成長， 
因為假如趕不及在被提前成長，就不能被提。 
 
我們並不知道「曼德拉效應」的發展程度， 
同樣亦不會知道自己的權柄可到達什麼程度， 
只能夠盡最大限度擴展，跟上神的時代步伐。 
但假如我們的成長未能達標，就不能被提、 
亦不能承繼這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錯失小孩子的位分。 
因為在一些國家裡，可能只有一個人符合資格成為新婦的資格， 
但假若人們不參與錫安教會的話，就連候選資格也沒有， 
所以，弟兄姊妹已經比其他人優勝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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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到最後一刻，一切仍是未知數，就如場上賽跑，得冠冕的人只得一個。 
我們正與全人類歷史一起賽跑，而「曼德拉效應」的出現，就讓我們知道， 
神是著急地要我們進步成長，在我們的崗位中進步。 
 

 
 
問題二：在「曼德拉效應」中，我們身邊有些人是存在原有的舊現實記憶，但亦有第二類人，因為 

他們涉及相關行業而出現新記憶，甚至連舊現實記憶，都彷彿失憶般消失了。我們是否不 
需要與他們爭論新記憶的正確與否呢？另外，他們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改寫記憶呢？是否如 
日華牧師過往所分享，有機會是人們造夢時被改寫了潛意識呢？抑或是其他形式使他們的 
舊記憶消失，而擁有新記憶呢？ 

 
答：之前信息提過十兆個平行場景的現象，「曼德拉效應」改寫人體後， 
為了避免一日間造成大量醫療失誤，所以相關專業人士就如被洗腦般，換成新記憶。 
所以，我們不需要與他們爭辯，終有一天，他們都會接受和記得「曼德拉效應」。 
因為所有「曼德拉效應」都是神的設計，留下了足夠有餘的證據，所以不需要爭論。 
 
至於，他們的記憶被改寫，主要是在夢裡進行， 
我們睡著的時候，會在夢中去到另一個平行場景工作， 
這些夢境，真實得有如現實般，只是睡醒後就會被強制忘記， 
腦袋中回憶與夢境成了兩套現實。 
 

 
 
當我們思想、回憶的時候，通常都是一些圖片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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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夢境般，圖片和影像都是模糊， 
只是，當它們變得較鮮明、清晰的話，我們就以為那是現實。 
 

 
 
在「曼德拉效應」下，神刻意將過去的回憶變得模糊， 
但夢境中的平行場景，卻在腦海中清晰浮現。 
所以，這個夢境就成了現實的回憶，即「曼德拉效應」下的新記憶。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第一章：比特幣回顧及更新資訊 
今星期，我們看見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比特幣（Bitcoin）的價值已超過三安士的金價。 
 

 
 
按著我們早前的分享，這是比特幣（Bitcoin）應有的現象。 
直至現時為止，網上有很多談論比特幣（Bitcoin）的資訊， 
亦有很多關於比特幣（Bitcoin）的影片。 
 
舉世也未有能及我們過往幾年間，分享有關這方面的投資、資料、買賣、留意事項， 
以及提防病毒程式等資料。現在網上才開始談論， 
但是，我們早於幾年前已分享得比他們更為詳盡。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4 

所以，弟兄姊妹確是非常幸福。 
因為，有許多關於這方面的 VO（精華片段）尚未對外發佈， 
換言之，當你參與主日聚會，聽畢便罷了， 
如 Vessel 所言，當談及別人壞話時，常常提到「聽畢便罷了」。 
我們甚至設計了一些工作坊（workshop）， 
在家聚裡教導和幫助你們如何買賣。接下來的日子，我們也會有這些工作坊。 
 
現在，我們有少許關於比特幣（Bitcoin）的重溫，讓你知道現時需要留意的事情。 
 
時事追擊：2017 年比特幣 Bitcoin 暴升至三倍金價（回顧篇） 
2017 年 8 月 14 日，因日本市場對數碼貨幣比特幣（Bitcoin）需求上升， 
加上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增加避險需求， 
引致 Bitcoin 升破 4,200 美元大關，再創歷史新高。 
 

 
 
按 Bitcoin 交易平台 CoinDesk 的資料，Bitcoin 一度突破最高價至 4,483.5 美元。 
同日的黃金價格，僅僅不足 1,285 美元， 
一個 Bitcoin 的價值經已是黃金價格的 3.48 倍（$4,483.5 /$1,285），實在相當驚人， 
單單今年首 8 個月，Bitcoin 經已暴漲 3 倍，總市值大舉膨脹至 640 億美元。 
 
4 年前，2013 年 1 月，Bitcoin 仍然寂寂無聞，被普遍所謂財經專家看淡， 
視為一種沒有實質價值，僅是數以百萬計投資工具或虛擬貨幣之一。 
當時一個 Bitcoin 的市價，不足 20 美元，根本微不足道。 
但日華牧師按著神賜予的超然智慧和洞察力， 
按著 Webbot 的資訊著手留意這種嶄新數碼化貨幣的驚人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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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向資料員及教會策略家分享。 
並於 2013 年 4 月 8 日，召開全職講座，為教會全職及參與事奉的領袖們， 
詳盡講解 Bitcoin 的背景、潛力、前瞻性分析及注意事項。 
講座當日，Bitcoin 升至大約 183 美元，日華牧師當時已前瞻性預告， 
Bitcoin 的最終價值，甚至可以超越金價 5,000 倍，達 1,000 萬美元。 
 
由於 Bitcoin 非常嶄新，而且資訊瞬息萬變，在教會自行研發的溝通平台 Sync Calling 上， 
除了一向作為全職溝通的「教會全職」群組， 
日華牧師更特意開設「Bitcoins（比特幣）講座資訊」群組， 
為教會領袖們傳達 Bitcoin 的最新資訊，包括 2012 小組及約 50 位非全職領袖們。 
群組內，每日都有 Bitcoin 最新的即時資訊，包括︰國際新聞、最新動向、 
每星期更新的比特幣買賣方法等。 
 
四年前，要買賣 Bitcoin 是非常困難的，但日華牧師在全職講座上， 
經已詳盡介紹了 Bitcoin 的買賣方法，所以絕大部分有份出席的領袖們， 
已經開通了 Bitcoin 錢包 Blockchain， 
及中國買賣 Bitcoin 的交易平台 BTC China，進行了實際買賣。 
舉行全職講座時，一個 Bitcoin 大約 183 美元，約港幣 1,418， 
當時絕大部分領袖都至少購入了 1 個或以上的 Bitcoin， 
部分錫安教會成員更購入超過 10 個。 
 
兩日後，2013 年 4 月 10 日，Bitcoin 曾一度上升至 266 美元，約港幣 2,061，升幅達 70%。 
沒錯！再次出現連一日也不偏差的共同信息日期 —— 4 月 10 日，及共同信息數字 266， 
明證神連一日也不偏差地掌管歷史，超然帶領錫安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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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職講座後，錫安教會成員經已逐步掌握 Bitcoin 買賣的操作， 
能夠在日常生活間，按時分量，不斷自行購買 Bitcoin。 
 
尤其如日華牧師所預告：Bitcoin 慣常出現下跌調整，所謂大特價的時候， 
弟兄姊妹因為確知 Bitcoin 的驚人潛力，更會在這種慣常調整的時候， 
放膽大手進貨，成為日常長線投資儲蓄的習慣。 
 
以下，是三位曾參與 4 年前錫安教會全職講座的成員， 
分享他們因為聽過日華牧師對於 Bitcoin 的前瞻性教導， 
早於 4 年前，普遍人尚未認識 Bitcoin、未知如何購買的時候， 
他們已經輕易捕捉到 Bitcoin 的極低價，確實非常幸福。 
 
第一位是錫安教會全職劉志泉策略家。 
 
訪問片段： 
在此很開心跟大家分享一個個人的富足見證， 
也是一個進入末後世代中，第四個動勢（momentum）中的一種恩典、經歷、體驗， 
這是來自甚麼呢？來自四年前，日華牧師分享一個關於比特幣知識的教導。 
當然，當他知道有甚麼好東西時，首先就是跟策略家分享。 
當時，我聽牧師講，關於一個虛擬貨幣時，簡直是完全陌生，對它的認識是零。 
 
但是，聽完牧師講它的價值、它將來的升幅威勢等，我就採取了一個甚麼態度呢？ 
就是用了一個信心行動，去回應牧師所講的。 
當聽完牧師所講後，我馬上探查一下，用甚麼方法可以買到比特幣呢？ 
 
當時我的親人，就是我的女婿偉德，打探之下，原來他買了， 
我馬上第一時間邀請他來我家，我問：「你可以教我買比特幣嗎？」因為買的過程比較複雜。 
當然，他人很好，就是聽岳父話，馬上第一時間幫我做了這件事，我當時就買了第一個比特幣。 
但當時買的價錢，我很深刻記得，是人民幣 700 多元而已。 
當我買了後，牧師想祝福全教會的人，就開設了一個講座， 
邀請了全職、家聚負責人、部分門徒來講座中， 
講解 Bitcoin（比特幣）的價值，教導他們購買的方法。 
 
當晚完了講座後，其實（比特幣）價值已經飆升至⋯⋯ 
我最記得當晚已經飆升至（人民幣）1400 元了，跟我買入時的（人民幣）700 多元， 
已經是一個 double（雙倍）了，感謝主！我買完後，很快，數天後又已經跳升了， 
我接著再去買了一小部分，全部加起來的總值，對比現在 Bitcoin（比特幣）的價值， 
那個對比是非常懸殊的。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7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在這個恩典，這麼大的祝福中， 
很感謝日華牧師，在他牧養教會 30 多年來，這四個動勢（momentum）裡面， 
都帶給我們一個無論肉身上和屬靈上一個很大的祝福。 
尤其在這末後日子中，第四個動勢（momentum）復還、發動的時候， 
讓每一位參與在教會中的事奉者，當他們是盡心、盡意、盡性、盡力愛神的時候， 
使他們⋯⋯真的可以說，在經濟上是完全無後顧之憂， 
讓我們在經濟上得到一個很大的自由， 
讓我們的身心靈裡，處於一種很喜樂、很愉快、毫無壓力、 
很輕鬆地，奉獻我們的時間、生命給神。 
 

 
 
所以，在這點中，我很體會到日華牧師，為何經常要責備一些壞學生。 
其實，在我眼所見，真的過去在教會當中， 
有些壞學生離開教會的原因，就是他的不信。 
甚至他那種不信，導致他花了幾百萬去供樓， 
真的有這些人，很沒頭腦地這樣做。 
 
但是，如果他真的知道，我們現時在神的智慧下，教導我們投資， 
我們竟然可以用一個幾百元的電子虛擬貨幣 Bitcoin（比特幣）， 
一個（比特幣）就可以買到一幢房子的時候， 
他們看見和知道的時候，真的會咬牙切齒。 
 
但是，真的如牧師所講，他們確是活該的。因為他們沒有用信心去跟從神， 
明顯有一個這麼好的牧者，帶領我們進入這四個動勢（momentum）的每個祝福， 
但是，他們竟然離棄了自己起初的愛心和這份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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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沒辦法配得去接受這種祝福。 
 

 
 
因此，最後再看今時今日 Bitcoin（比特幣）這種升值趨勢， 
如果它再有一次動勢，就能夠產生一個更大的升幅時， 
我覺得真的整間教會的肢體都可以當一個一元傳道人， 
甚至可以將我們的時間、心力、所有一切，完完全全奉獻給神。 
 
第二位，是錫安教會家聚負責人黃務行弟兄。 
 
訪問片段： 
當初接觸比特幣時，是在 2013 年 4 月， 
日華牧師召開了一個全職講座，當中有家聚負責人在場，開始介紹比特幣。 
我最初聽的時候，都不知道究竟比特幣是甚麼，是網上虛疑貨幣，我都不認識。 
那時只拿著 iPad，就開始學習怎樣逐步、逐步購買。 
當然，整個講座分析得很詳細。 
 
直至我回到家中，開始慢慢研究， 
看看如何可以存款到比特幣網站購買時，原來非常複雜。 
當時資源有限，存入的渠道有限，所以不能多買。 
那時候我成功買第一次時，已經到了人民幣 1800 元的時候， 
我才可以買到第一個，或者稱為第一批。 
 
接著，再慢慢研究，直至數個月之後，我記得是大旅行之後， 
有一晚，是星期二晚，那時已經夜深，我一直在看，究竟比特幣（現在）要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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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比特幣是有一個頗大的跌幅，一直跌，跌至（人民幣）300 多元，已經到達 3 字頭了。 
當時我就想，究竟是否再買呢？因為我在那個戶口內仍有資金。 
 
基於我們認識的日華牧師，其實他每次分享不同東西， 
無論健康、經濟，甚至教我們怎樣投資，都不是胡說， 
是經過他詳細考慮，為了我們的身心靈，或者為了我們生命中每一個範疇去考慮時， 
我就想，其實我相信日華牧師講的！雖然現在是一個⋯⋯當時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跌幅， 
但是，我相信日華牧師不會胡說。 
 

 
 
所以，我就將最後一些錢，買了最後一批比特幣。 
哪時候買，雖然我現在再找不到記錄（record），因為那個戶口我已經太久了沒有開過。 
但是，我很記得那個數字，是人民幣 369 元，我就買了最後一批。 
 
這個星期「OK coin」網站的比特幣，已經升至人民幣 29,000 元。 
所以，對比我當初買的時候，已經升了 75 倍！在這裡很感謝日華牧師！亦很衷心感謝神！ 
將末後一個富足的方法，或者一個富足的途徑教授給我們。 
不然，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比特幣是甚麼，還有，根本沒辦法，用甚麼渠道去買我也不知道。 
 
第三位，是錫安教會門徒邱偉德弟兄。 
 
訪問片段： 
我最初認知比特幣，其實就在 4 年前，講座前的一段時間， 
剛好認知有些弟兄懂得如何購入比特幣，也跟他學了。 
所以之後，有幸能幫 Eddie 叔叔，在一個如此低的價錢，幫他購入第一個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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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第一次購入比特幣，也是大約跟 Eddie 叔叔（購入）的價錢差不多， 
大約人民幣 700 多元一個。 
 
之後，有幸能夠參與全職講座，再了解多些， 
真的對比自己有機會所謂接觸過的一些新聞， 
在牧師的分享下，其實更能夠全面了解，比特幣是甚麼、如何運作、 
它的升值潛力、將來對世界的影響等各種理解，讓我們更明白、更清楚。 
 
在講座之後，（比特幣）飆升至一千多元一個。 
按著牧師的分析，讓我們知道，其實有一個慣性的調整在比特幣裡面， 
突然下降（drop）至一個很低的價錢，大特價，我們就能夠再有機會購入。 
我最低購入的時候，大約是人民幣 397 元一個， 
對比今天在「OK Coin」網站裡面， 
一個比特幣大約人民幣 29,000 元一個，差不多是 3 個金幣的價錢。 
粗略計算，如果一個比特幣以 300 多元來計算，差不多可算是賺了 73 倍。 
 
很感恩！因為按著牧師對每一個層面，那種專業的認知、分析、理解程度， 
導致我們能夠在末後經濟大轉移的時間，有幸能夠成為當中的受益者。 
也認識有些肢體非常信任牧師，教導這個如此陌生的比特幣，他們也購入了數十個以上。 
 
有份參與這次全職講座，透過日華牧師認識並買入 Bitcoin，確實是非常幸福。 
有關 4 年前的全職講座內容，一直順延至 9 個月後， 
即 2014 年 1 月 19 日才於主日公開首播， 
詳情可以重溫 2014 年 1 月 19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06 篇」。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11 

此外，有關 Bitcoin 的實際操作方法，可以重溫 2014 年 2 月 2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08 篇」。 
該篇主日信息的第二章，詳盡介紹了以下六點： 
1） 申請買賣 Bitcoin 戶口的方法 
2） Bitcoin 轉賬及買賣概念 
3） 比特幣中國（BTC China）的充值方法 
4） Bitcoin 戶口設定兩重密碼保密功能的方法 
5） 戶口備份和防毒留意事項 
6） Bitcoin 儲存備份方式 
 
至於，進一步實際操作及買賣 Bitcoin 的智慧方法， 
其實一直沒有對外發放，即是沒有在 YouTube 版的「2012 信息」發放。 
如精華短片（VO）「比特幣（Bitcoin）與家聚配套」所分享， 
日華牧師悉心為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於主日聚會以外， 
在每星期的家聚，額外增加了一連三星期的「比特幣工作坊」（Bitcoin Workshop）， 
及製作了不同主題的短片，包括： 
 
1）指導弟兄姊妹開設「比特幣錢包（Bitcoin Wallet）」，例如：Blockchain Wallet， 
是一個免費的在線比特幣錢包，同時亦是一個行動錢包， 
用戶可以透過電腦的網頁瀏覽器、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程式作管理。 
 
2）如何實際購買比特幣，例如：如何申請比特幣中國（BTC China）戶口， 
及透過此平台買賣比特幣的實際步驟。 
 
3）在各個家聚提供「比特幣指導員講座」訓練，藉著完善的培訓， 
訓練各位比特幣指導員，貼身幫助每位家聚成員，解決所有買賣比特幣的困難。 
 
4）教導每位家聚成員，創建一個既安全又易記的密碼， 
因為購買、使用及保存比特幣，必須擁有一個高度保安性的密碼， 
所以，教會會教導家聚成員，如何輕易牢記這些不常用的密碼，避免遺忘。 
 
5）在家聚舉辦「比特幣工作坊」，詳盡教導每位成員有效保存比特幣的保安方法， 
如何防範致命錯誤，及預防被盜取比特幣等。 
 
6）在家聚教導防毒及保安方法，包括：安裝防毒軟件「AVG ANTI-VIRUS 」、 
切勿使用盜版 Windows 及其他盜版程式等。 
 
所以，過往藉著教會家聚的多項配套，弟兄姊妹就能夠得到貼身的幫助， 
於 4 年前已經一直擁有及妥善保存 Bit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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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錫安教會全職兼電腦資訊管理部負責人何國偉弟兄（基甸）的專訪， 
他分享自 4 年前，Bitcoin 仍然寂寂無聞時，如何按著日華牧師的前瞻性指示， 
著手協助弟兄姊妹在家聚操作嶄新的數碼貨幣 Bitcoin。 
 
訪問片段： 
2013 年，日華牧師第一次跟我說關於比特幣（Bitcoin）的事情時， 
其實我開始聽的時候，沒有想像過會發展到今時今日這樣的局面。 
 

 
 
當時就算我自己在一些的雜誌上看到這個字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也不以為意，覺得比特幣好像玩具一樣， 
沒有認真考慮過究竟它有何用。 
 
但在日華牧師的眼中，他真的是有這種遠見，不像外面的牧師般只是教你借錢、供樓， 
他真的見到將來的局面，真的有那種智慧去了解比特幣（Bitcoin）當時可以塑造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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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他分享的時候，我們開始研究關於由買賣、儲存， 
到將來有沒有可能日常使用，和關於保安，所以開始傾談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知道將來它一定會變得很大， 
甚至你去咖啡店（coffee shop）買一杯咖啡，也可以使用比特幣（付款）。 
到了 2015、16 年左右，你看到美國有很多食肆都已經支援比特幣、 
甚至手機上有程式（app）可以作付款的功能。 
 

 
 
所以當時其實他（牧師）分享的時候是很雛形， 
甚至由我們買賣到存放的媒介，都選擇不多， 
所以當時要花很多功夫去看每一件事情，究竟如果香港買不到，我們要去何處買？ 
 
當時的美國、加拿大、中國都可以買到，有多少錢包可以儲存（比特幣），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說電腦錢包或是一些網頁， 
所以其實都是很雛形，但他看到將來一定會有那種（龐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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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開始全職講座的時候，我們就更加需要仔細釐定每件事情。 
所以剛才所講關於買賣，買賣回來之後，弟兄姊妹如何存放它， 
因為知道當時售價是很便宜，和因為當時的流通性比較低， 
所以其實大家一定是（儲存）多，像儲錢一樣，不會真的拿來使用。 
所以一直記住提醒他們關於如何存放、存放的媒介，或者他們要記得自己的密碼， 
他們如果放在電腦裡面，一定要有防病毒（軟件）和安全，不要使用盜版的軟件。 
 
直至發展到電話開始普及，可以用到的時候，也一直有跟大家說電話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其實他是很清晰，很清楚有一個藍圖見到一步一步、整個比特幣（Bitcoin）的發展， 
 
所以到了今時今日，它已經變成一個在加密式貨幣裡面，最有價值的貨幣。 
 

 
 
但當時就像許多弟兄所說，當時是很便宜的。 
甚至當我看了所有資料，開始教導的時候，在早期的時候是屬於十分吃力的， 
因為其實在早 4、5 年前，電話上網也不是很快速的時代， 
要所有弟兄姊妹很慣常上網，要申請帳號（account），懂得在網上買賣，其實相對地是很困難的！ 
 
甚至你會想到在 4、5 年前的時候，其實淘寶也不是這麼普及、支付寶等等都是一些雛形， 
所以其實是需要花很多時間，甚至我們當時組合了一班團隊， 
比較對電腦有經驗的，平時會多上網的，我們先去訓練大約 100 人（Train up）， 
讓他們自己知道如何做，存放應該是怎樣的，和最常見會遇到的甚麼問題等等。 
 
所以是一步一步去做，接著他們被訓練得足夠的時候， 
我就讓他們成為一個指導員的身份，去到每個家聚裡面開始一些工作坊。 
當然，其實我們在主日裡面也有一些的 VO 清楚去教導的，甚至當時只在主日播放出來， 
因為當時牧師也有提到，這個其實是弟兄姊妹的福利，不需要教懂這些外邦人， 
不需要清楚教導外面這些人，因為其實他們根本也不重視智慧。 
 
所以當時我花了許多時間，做了很多 VO，做了很多的指引， 
讓他們一步一步，弟兄姊妹真是可以將聽到的這件事情慢慢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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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每一個人都真的能買到。中間經歷的時間也差不多接近一個月， 
從開始、知道、到每一樣去研究、到逐步教授，到大家真的完成了，所以也是一大群團隊去做， 
如果沒有日華牧師當日吩咐我們去做的話，我相信全教會也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一定會當成像一種投機，不會有這種智慧。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我們更加見到日華牧師帶領教會的遠見。 
也告訴我們其實經濟的祝福，不是像世界所講，或許你要借錢、要作奸商，才可以做到， 
而你真是相信神的話、甚至你聽著牧師的帶領，你就可以得到神所給你的這種祝福！ 
 
4 年後，我們見證 Bitcoin 由每個僅僅 183 美元，即約港幣 1,418， 
暴升至 4,483.5 美元，即約港幣 34,880，是黃金價格的 3.48 倍。 
我們亦特別邀請三位 2012 小組資料員，分享他們與日華牧師一起研究的體會和經歷。 
 
2012 小組資料員林世勤弟兄 
 
訪問片段： 
其實，最早我聽到日華牧師講關於 Bitcoin（比特幣）是 2013 年初， 
他當時跟我們資料員很興奮地說，就是他跟我們說， 
他已經跟一些策略家分享過，原來有一種 Bitcoin，即比特幣，要盡快去買， 
因為將來會有一個很大的升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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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華牧師跟我分享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一早已經聽過 Bitcoin（比特幣）了， 
而他最早聽到 Bitcoin（比特幣）的時候，Bitcoin（比特幣）只是價值 5 元美金。 
 

 
 
其實他當初也不知道這事情真與假，但就聽了一些網絡上好些有名的人物，例如 Clif High， 
或者其他平台的一些評論員也有提到，這一種貨幣， 
比特幣將來會取代其他貨幣，成為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擁有一個很大的升值潛力。 
 

 
 
但當時牧師聽了，他告訴我們，他也是半信半疑，而觀察到 2013 年初的時候， 
這比特幣當時已經是港幣 500 到 600 元，即是幾十元美金了， 
而當時他就叫我們快些去研究如何去買，怎樣可以盡快教一些弟兄姊妹，可以作出一個投資。 
 
但當時我們也看到，當我們買的時候，其實它也開始了一個頗誇張的升勢， 
甚至直到 2013 年 4 月，開始一個全職以及教會領袖講座時， 
當天甚至由最初我們認知的（港幣）500 元左右，飆升至已經是差不多接近 1900 元人民幣。 
但後來曾經試過暴跌至 300 到 500 元，而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那時候買入了一些貨，神很祝福， 
看見今時今日的升幅如此龐大。 
 
而當時，其實日華牧師也要求我去預備講座裡的資訊，主要就是比特幣的原理， 
它運作的一些方式，為何它是可靠，為何它是牢不可破， 
因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用了全世界所有參與做 transaction（交易）的掘礦機，一起加密的話， 
其實它的安全程度，是遠比全球所有銀行系統加起來，是更安全、可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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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會有任何人為於背後去操控這貨幣的價格， 
而純粹是按著經濟的原則，多人買就會升，多人放售就會跌，僅此而已。 
所以不會有人可以操控得到的。 
 

 
 
而這就將會取代全世界很多⋯⋯因為當時的經濟，很多金融海嘯， 
因為很多國家不停印鈔票，上百倍地印鈔票，令貨幣不斷眨值，令通漲不斷上升， 
其實早晚，全世界的人都會轉用比特幣，或者背後所有經濟，都會由比特幣去衡量。 
 
甚至後來，當 2014 年的時候，日華牧師決定把這講座變成主日信息時， 
我也是幫忙寫最早期那幾個 VO（精華短片），特別是講到比特幣的原理，保安，設立密碼等等 
這些關於比特幣根基性的 VO（精華短片），其實都是由我去執筆的。 
 
後來，到日華牧師要求所有家聚負責人，幫忙在家聚中舉辦一個工作坊， 
就是直接教導弟兄姊妹，如何很實際地購買比特幣， 
並且帶同電腦、工具，在家聚中，教大家如何購買比特幣、開設戶口， 
可以看見日華牧師對弟兄姊妹那種不論身心靈的照顧都是非常的體貼， 
而不只是說空話，只是講了一件事的原由，這麼簡單就算了， 
而是真的讓我們每一個都能夠很切實地受惠。 
 
2012 小組資料員黃文偉弟兄  
 
訪問片段： 
好！提到有關於日華牧師和我們分享比特幣這個歷程。 
其實，時間大約是 2013 年初，日華牧師向我們一班資料員分享， 
他想研究比特幣這個題目。但是，其實在此之前，已經討論過一、兩次， 
原因就是在之前的時間，已經從 RT 電視台的 Max Keiser， 
或者是 Webbot 的作者 Clif High，都有分享過這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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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牧師叫我們開始籌備，怎樣協助弟兄姊妹買賣，做一些研究等等。 
我就去尋找香港有甚麼地方可以買比特幣。當時，雖然比特幣已經推出了數年， 
但都是比較初階的時間，所以並沒有一些平台賣比特幣。 
我們從一些比特幣網站，它主要的網站，（尋找）介紹香港在哪裡買到時都說： 
「其實你要去接觸那些人，自己去找那些人買的。」 
 
在我嘗試時，當時記得大約是港幣 500 多元的價錢，我找到了一個賣家，並嘗試去聯絡他， 
先用電郵（Email），接著是用 WeChat 聯絡。當時那人在上海， 
基本上要用轉賬方式，將資金轉到一個內地賬戶。大家靠互信了，就是大家一同按鍵， 
你放錢給我，我就給你比特幣，傳送（send）到你的賬戶裡。 
當然，之前又要處理 Block Chain、處理錢包，又處理了好些時間。 
 

 
 
後來到最後，我記得當時都是處理不到，為甚麼？ 
因為香港轉賬，網上轉賬到大陸，就是要開通一些銀行程序，後來也處理不到。 
之後去尋找其他地方，在中國裡找到一個平台，就是 BTC China 的平台去買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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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記得價錢是⋯⋯到了兩星期後，變成人民幣 5、600 元，兌換後， 
就是港幣 700 元左右。 
當時是要用支付寶，又要開通支付寶，又要在 BTC China 開通比特幣錢包， 
處理了一些時間，可算是在平台裡買到比特幣了。 
 

 
 
後來經過討論，就開始籌備一個講座。當時第一個講座，由一群全職先開始， 
當時我也在場協助他們，最主要幫他們透過比特幣戶口買賣之前， 
需要用支付寶付款，幫他們處理這個情況，這些都是挺深刻的印象。 
 
接著，我記得自己買過最低價的比特幣， 
當時應該是講座之後一段時間，當時比特幣曾出現跌幅， 
我最低價時，應該是（人民幣）400 多元的時候，買過一些比特幣。 
 
其實整個過程最深刻的，就是日華牧師那種前瞻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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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實在 2013 年到現在 2017 年，4 年之後，環顧身邊的朋友，就是外出工作的同事， 
或者是外面工作上的伙伴、朋友，雖然他們都是一些有知識的人， 
有專業知識，也是一些有錢人，但基本上，我認識的朋友中， 
沒有一個人有買比特幣，也不知道從哪裡買，也沒有這些戶口。 
 
還有實際上，直至現時為止，香港的平台都只有一個，情況就是如此。 
對比外面每天幾萬、甚至十幾萬的比特幣買賣交易， 
香港只有幾十個，或者是一百個，就已經是很多了。 
所以，對比全香港整體水平來說，日華牧師是有一種非常強勁的前瞻性。 
 
原因是，日華牧師帶領著我們整間教會時， 
他希望我們全部整體一同成長，一同進入神的計劃中。 
 

 
 
你想想，其實這間教會裡，由有些是手抱嬰孩，到老人家，那個年齡層其實很廣闊。 
在這個比特幣的研究當中，當然對年輕的一群來說，一群一直用電腦的人來說， 
可能花一點時間，有一群人教導，就已經可以了，可以做得到了， 
甚至只看短片（VO）都可以了。 
 
但是，對一群年紀比較年長的弟兄姊妹來說， 
甚至牧師會想一些策略，想一些方法，去舉辦一些工作坊， 
希望能夠每一個，無論是年紀有多大，只要他肯學的話，也能夠有方法學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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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也看見，整體基本上，我們教會也是很同心的一群， 
回到教會裡，當然經過工作坊之後，我們每一個都懂得一些基本操作。 
其實環顧整體，對於現在來說，到了這一刻來說，最少香港能夠銷售， 
你也可以從一些渠道處理得到。 
 
但是你想想，在最低價的時候，最寂寂無聞的時間裡， 
牧師就是為到整體的緣故，去制定了策略的時候， 
讓所有人都能夠參與，是比絕大部分香港人更進一步， 
在更早的時間裡，已經接觸到和已經做到了。 
這就是我所講的，牧師的前瞻性！ 
 
就是說，不單是他收到神的啟示去研究，並且他還肩擔起整間教會的責任， 
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因為這個升幅而受祝福。 
原因是，牧師很早年已經提及，其實這個比特幣就是 666 系統的前身， 
我們知道，就在這個 666 系統開始前，就一定會經歷比特幣雛型的發展。 
 
所以，這是一個方向的進程，只會越演越烈，不會再回頭了。 
所以，我們可以預計，或者我們可以分析到，其實這個比特幣或者這些數碼貨幣， 
只是剛剛開始和起步，而弟兄姊妹就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 
相信我們透過這個部分裡，我們能夠承接到第四個動勢（momentum）的祝福。 
 
2012 小組資料員鄧玉生策略家   
 
訪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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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對於比特幣的認識。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家聚負責人，也是 2012 小組裡的資料員，  
可說是最早期在教會裡接觸到比特幣這方面的資訊。 
 

 
 
當時其實牧師是很開心，因為透過 Webbot 的資料而認識了比特幣。 
牧師也花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慢慢理解究竟比特幣是甚麼， 
和委派了教會的電腦部基甸，進一步研究這個資訊。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感動，也是神給他的一個啟示，  
知道比特幣不是一個普通的虛擬貨幣，它是一個數碼貨幣，  
所以到我們正式主日出片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是超脫了當時的人對比特幣的認識，  
而我們介紹它是一個數碼化貨幣，因為在 2013 年的時候，其實比特幣是一個寂寂無聞， 
就算到 2014 年主日正式播放的時候，連從前的財政司曾俊華、 
甚至前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也不看好比特幣，覺得比特幣是一個騙局，  
是一個無價值、沒有實際價值的東西。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23 

 
 
但是當時牧師在 2013 年年頭的時候，已經藉著神的啟示， 
知道它的價值將會可以上升很多、很多。我記得當時牧師有具體資料之後，  
其實他向全教會裡面第一批分享（的人），除了資料員之外就是策略家， 
當時牧師跟我們策略家分享，大家一定要盡快學了！ 
 

 
 
現在比特幣的升幅顯示了它的潛力，所以當時日華牧師委派了基甸，  
幫我們數個策略家買第一批比特幣，當時其實是由 800 元人民幣一直升上 1000 多元，  
所以我們部分策略家，其實在 1000 元以下已經買了我們手上第一批的比特幣，  
其中一個是 Eddie 叔叔，因為他有一個好女婿，所以他以 700 多元人民幣就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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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之後的全職講座，當時其實全職講座已經⋯⋯ 
牧師是很全面和整體性分析了比特幣的潛力，它有的現象。  
其中我記得當時牧師已經提到，比特幣這個特性，其慣性升跌 50%是常有的現象。 
 
當時牧師也分享了，大家不需要擔心，因為我們最重要是理解它（所擁有的）無限潛力， 
就已經足夠。牧師在講座中也分享了，比特幣雖然現在是幾百或一千元人民幣， 
但它絕對有能力升值超過金價，即一個比特幣等於 1 安士黃金， 
並且，它有機會升至 2 安士黃金，突破至 3 安士黃金，甚至升至 5 千倍的金價。 
 

 
 
事實上，在講座中，牧師也教導了當時的全職、家聚負責人、 
和一些教會的核心門徒認識比特幣，並藉著全職講座教導他們如何開設比特幣賬戶、錢包， 
甚至他們如何在比特幣中國（BTC China）購買比特幣。 
 
因為香港當時還未有買賣比特幣的機構，就算現在香港著名的 ANX， 
也是在我們的講座完結後的其中一個農曆新年，才開設了網站⋯⋯ 
我記得，當時全香港也不知道比特幣是甚麼東西， 
連派發利是的人員也不知道比特幣是甚麼。 
他們更詢問我們的弟兄姊妹，為甚麼你們會去拿這些利是呢？它們值錢的嗎？ 
我們當然不會告訴他們了，因為他們根本還未有那些智慧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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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時，我們教會⋯⋯我記得其中一件趣事， 
是當 ANX 開幕時，他們送出一個比特幣作為一、二、三獎， 
我們教會中有幾位弟兄當時獲得了這獎項，即獲得了一個比特幣。 
 

 
 
我相信，連 ANX 這間公司當時也沒有想過比特幣的潛力，他們只是覺得奇怪， 
為甚麼有這麼多人會拿這些利是封呢？ 
我相信當時的弟兄姊妹也藉著這個機會拿了不少比特幣利是。 
 
影片：香港 Bitcoin 買賣交易平台 ANX 零售店開業事件簿 
早在 4 年前，世人對於 Bitcoin 皆一無所知， 
日華牧師已於 2013 年 4 月 8 日，召開一次全職講座， 
非常前瞻性地詳盡講解有關嶄新數碼貨幣 Bitcoin 的潛力和特性。 
 
延至 9 個月後，即 2014 年 1 月 19 日，這次全職講座內容才首次於主日公開播放， 
詳情可以重溫 2014 年 1 月 19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20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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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隨著這篇主日信息剛剛播出， 
當時世界經已配合錫安教會最新的動勢，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3 年前，普遍香港人尚未認識 Bitcoin，半個月後，2014 年 1 月尾， 
香港 Bitcoin 買賣交易平台 ANX 零售店突然橫空開業。 
 

 
 
剛成立的 ANX 公司，在香港展開了多項推廣活動， 
包括：2014 年 1 月 29 至 30 日，趁著 2014 年農曆新年， 
一連兩天隨機在香港多處地方，由宣傳大使派發 Bitcoin 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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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封利是包含 1.4m（Milli）BTC，即 0.0014 個 Bitcoin， 
以現時 1 個 Bitcoin 價值人民幣 30,000 元計算，當時每封利相等於人民幣 42 元， 
隨著 Bitcoin 仍然不斷升值，當某一天升至金價五千倍時，等於 7 安士黃金的價值。 
 

 
 
當時，全香港都不認識 Bitcoin，接過利是後，只拿起了精美利是封， 
無知至一個階段，竟將裡面的 Bitcoin 掉進垃圾桶。 
 
沒錯！他們無知得丟棄將有機會升值至 7 安士金價的 Bitcoin。 
事實上，連負責派發利是的宣傳大使，都不知道手上的 Bitcoin 是甚麼， 
反過來請教接收 Bitcoin 利是的錫安教會肢體。 
 
事關，當時錫安教會肢體剛聽過日華牧師分享 Bitcoin， 
隨即知道 ANX 派發 Bitcoin 利是，簡直是一大喜訊， 
於是，透過 Sync Calling apps，即時互相通知每次隨機派發 Bitcoin 利是的地點。 
由於負責派發利是的宣傳大使太過無知，更欣然向弟兄姊妹派發大量 Bitcoin 利是， 
拜託我們幫手向朋友宣傳。 
 
當然，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立即收起利是內的 Bitcoin 券， 
快速地透過電腦將手上 10 至 30 多封 Bitcoin 券兌換成 Bitcoin， 
再轉帳至 Blockchain 錢包，所謂袋袋平安，多謝 ANX 公司的厚禮， 
更多謝日華牧師早已教導 Bitcoin 的長遠價值。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28 

當時，ANX 公司另一項宣傳活動，是 ANX 零售店正式開業大抽獎。 
凡參與開幕儀式的來賓，都可以參加大抽獎，有機會赢取 Bitcoin， 
頭獎是 1000m（Milli）BTC，即 1 個完整的 Bitcoin， 
二獎是 500m（Milli）BTC，即 0.5 個 Bitcoin， 
三獎是 100m（Milli）BTC，即 0.1 個 Bitcoin， 
此外，還包括其他面值的 Bitcoin 獎項。 
 
部分錫安教會肢體抱著進一步認識的心態，出席這次開幕儀式， 
更蒙神祝福，抽中多項大獎，包括頭獎是一整個 Bitcoin！ 
以現時 Bitcoin 價格計算，1 個 Bitcoin 已相等於 3.5 安士黃金的價值。 
在此，錫安教會肢體再次看見「2012 信息」的寶貴， 
我們藉著神賜予日華牧師的智慧，顯然比起全世界的精英更有智慧！ 
 
當時，牧師分享了這個全職講座後，大約相隔了半年多的時間， 
就開始正式在主日介紹比特幣了。我記得，其實因為牧師分享了比特幣全職講座之後， 
它有一段時間的價格調整，可以說，是我們稱為大特價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家聚負責人都很開心，因為它的價格下調了，我們之前要 1000 多元， 
現在只要 700 多、400 多元人民幣就可以買到了。 
 

 
 
所以，當時有一群核心人員也趁此機會大手進貨，因為機會難得，400 多元也能夠買到， 
甚至有弟兄能夠以 300 多元人民幣買到，當然，我們不知道他買了多少個比特幣，但應該也不少。 
其實他們本來在 BTC China 已經存入了幾千元的人民幣等著購買， 
所以難得（比特幣）特價的時候，他們很安心地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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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當在全職講座之後，我們正式在主日介紹比特幣的時候， 
日華牧師透過資料員和基甸，發放一系列實際如何買賣比特幣、 
儲存比特幣和比特幣的保安系統（的資訊）。 
 
因為這非常重要，牧師當時已經有那種高瞻遠矚， 
知道當比特幣一直升值的時候，會有很多黑客（hacker）會偷取比特幣。 
所以很著重當時一些精華短片（VO）介紹，幫助弟兄姊妹如何儲存比特幣。 
 
但是當完結那套主日信息之後，牧師也和我們資料員提到， 
其實這些精華短片（VO）不會向公眾發放。 
這些精華短片（VO）製作得非常詳盡、仔細，只是祝福錫安裡的弟兄姊妹。 
而外面透過網絡收看 2012 信息的人，牧師覺得他們不選擇回來錫安， 
我們也沒有必要提點他們。所以正式在 YouTube 版本發佈的時候， 
這些精華短片（VO）在 4 年前已經收起來了。 
 
影片：Bitcoin 儲存與保安的智慧：Mt Gox 倒閉事件簿 
早於 4 年前，2013 年 4 月 8 日，日華牧師召開全職講座， 
前瞻性詳盡講解 Bitcoin 的潛力和特性。 
日華牧師最鄭重提醒的其中一項內容，就是 Bitcoin 保安和儲存的智慧， 
提醒弟兄姊妹購入 Bitcoin 後，應該盡快將 Bitcoin 轉入 Blockchain 的 Bitcoin 錢包或硬件錢包。 
 
而且也鄭重提醒，絕不應寄存於 Bitcoin 的買賣交易平台， 
因為在 Bitcoin 系統上，交易平台帳戶內的 Bitcoin， 
其實並不屬於自己的錢包，而是儲存在交易平台公司的個人錢包， 
萬一發生事故，例如公司倒閉或遭駭客入侵， 
暫存的 Bitcoin 就有機會失去或被偷竊。 
 
所以，即使計劃進行交易，而將 Bitcoin 寄存於交易平台，亦應該以小量和短期數天為原則。 
如非必要，應該全數轉入自己 Blockchain 的 Bitcoin 錢包，或如 Keepkey 的硬件錢包內。 
正在這次全職講座完結的兩個月後，由 2013 年 6 月開始， 
全球最大的 Bitcoin 交易平台 Mt. Gox 暫停讓客戶提取美元， 
隨後更演變至停止讓所有客戶提取現金。 
 
最終，於 2014 年 2 月 25 日深夜，Mt.Gox 官方網站發佈訊息， 
指發現公司名下擁有的 10 萬個 Bitcoin 及使用者的 75 萬個 Bitcoin， 
合共 85 萬個 Bitcoin 被盜，因此暫時關閉所有交易， 
所有未提取或轉走 Bitcoin 的客戶，都失去所有寄存的 Bit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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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連全世界最大的 Bitcoin 交易平台也可以倒閉，客戶因而失去所有 Bitcoin， 
證明將 Bitcoin 儲存於買賣交易公司，實在非常危險， 
懂得妥善儲存 Bitcoin 和保安的智慧是非常重要。 
同時，Mt.Gox 倒閉事件吻合了日華牧師之前的忠告， 
明證「2012 信息」的前瞻性和準確性，讓弟兄姊妹在過往 4 年裡避免了各樣的損失。 
 
另外很特別，牧師知道比特幣很難操作，因為於當時來說，在主日正式發佈的時候， 
最主力能夠購買比特幣的市場就是 BTC China 的網站， 
但因為當時其實需要開通支付寶才能夠購買， 
因為 3、4 年前，香港人根本未全面認識淘寶和支付寶， 
所以其實很難購買！你要開通也很複雜！ 
 
所以當時牧師通過家聚系統去舉行工作坊。 
在工作坊事先訓練一些指導員，幫助整個家聚如何實際操作。 
 
其一，教導他們如何在 Block Chain 開設錢包，甚至開設 BTC China 的買賣帳戶， 
教他們開通支付寶，然後將港幣轉入支付寶， 
再由支付寶轉入 BTC China 的網站，才能操作買賣。 
你只是聽已經覺得很複雜！ 
 
沒錯，其實當時牧師已經講，因為它這麼複雜，所以很多人也不懂得買。 
但是，正因牧師這麼細心，每一個步驟也為弟兄姊妹設想， 
所以，我相信當時教會很多年青的弟兄姊妹，也是因為有牧師這麼仔細的教導， 
幫助他們購入人生第一批的 Bitcoin（比特幣），而且是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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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其實除了家聚的工作坊之外，牧師也理解到，除了工作坊這一天、或者這一兩周， 
是弟兄姊妹可以買賣比特幣之外，其實很多時候弟兄姊妹他們之後每個月發薪， 
也會想買一點比特幣。 
 
所以當時牧師在家聚工作坊以外，再設立了一個「代購系統」， 
即在家聚當中，透過家聚負責人的嚴格管理和監管底下，去委派一些弟兄姊妹， 
可以幫其他弟兄姊妹在工作坊之後，每個月或者每個星期， 
當有人想買比特幣的話，可以委派家聚的代購員，即場在該星期的家聚，支付金錢給代購員， 
然後代購員就會透過支付寶，在他們 BTC China 的賬戶中，幫他們買該數量的比特幣， 
然後馬上轉賬到購買者的 Block Chain 中。 
 
所以其實因為牧師能夠在家聚中設立代購的服務， 
讓很多即使不太懂操作買賣比特幣的弟兄姊妹，在這幾年當中都不斷地按時分量地購買比特幣， 
所以在這星期，其中一個好消息就是，當我們看見比特幣在 OK Coin 的網站上， 
已經升上 29,000 元，即等於三個金幣的時候，其實我們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開心，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不像其他香港人那樣，完全不認識比特幣， 
而我們不單認識比特幣，並且我們在很多弟兄姊妹的賬戶上， 
無論是透過 Block Chain 或者電腦硬盤（hard disk）中， 
其實都已經儲存了一定數量、一批的比特幣， 
而我們大家都知道，當日我們買的時候，其實已經知道它一定會攀升得比金價還高， 
並且是超過 3 安士的金價，甚至它一定會朝著 5 千倍金價進發。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看見，牧師如何很細心地為我們今天這間教會中， 
為很多在錫安中的弟兄姊妹設計了很多東西，去祝福我們， 
讓我們能夠在經濟上能夠不斷被神祝福和突破。 
 
相隔 4 年後，Bitcoin 經已出現多番轉變， 
所以，日華牧師經已在家聚制定全新系列的「比特幣工作坊」。 
在家聚裡，將會有更多操作和買賣 Bitcoin 的更新精華短片（VO）， 
協助弟兄姊妹進一步認識 Bitcoin，及近來衍生的 Bitcoin Cash 和其他數碼貨幣， 
如以太幣（Ethereum）等，敬請大家密切留意家聚通告。 
 
另外，截至 2017 年 8 月 17 日的最新消息， 
國內 Bitcoin 價格經已突破 3 萬元人民幣大關， 
每個 Bitcoin 價格觸及 30,200 人民幣，再次創出歷史新高。 
單單今年 8 月，短短 17 日內，Bitcoin 已屢次刷新歷史最高價，漲幅達 58%。 
按 Bitcoin 交易平台 CoinDesk 的資料，Bitcoin 更一度觸及最高價格至 4,522.1 美元。  
無疑，Bitcoin 升勢已經銳不可當，朝著終極超過黃金價值五千倍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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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認識加密式數位貨幣 
2009 年，比特幣 Bitcoin 成為加密式數位貨幣的代表， 
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加密式數位貨幣， 
1 個比特幣由原本 0.1 美元以下，至今已升至 4300 美元，創造了新經濟奇蹟。 
 

 
 
而下一次新經濟奇蹟，你能夠掌握嗎？  
 
如此，你就必須先認識加密式數位貨幣（Cryptocurrency）以下兩項特點︰ 
一、點對點（peer-to-peer）系統（PIC SEARCH：PEER TO PEER） 
二、密碼學的加密方式（PIC SEARCH : AES 256）（pic02） 
 
加密式數位貨幣，自 2009 年冒起至今，已經有過百種， 
而 Bitcoin 系統更新的過程中，亦已分裂出 10 多種副產品。 
因為不同技術團隊，都期望增加一些功能，令 Bitcoin 更先進完善， 
但這些 Bitcoin 副產品，亦可以與原來的 Bitcoin 相容，稱為 Soft Folk 軟分叉， 
即使產生新功能，亦不會對舊系統有任何影響。  
 
時至今日，多數 Bitcoin 副產品因為不同使用特性、方便程度或產量等因素， 
最終亦無法獲得用家或服務終端機，即掘礦者的支持，所以在過程中自動被淘汰。 
人們仍舊鍾愛原生 Bitcoin，認受性及價值都日漸提升，  
成為現今新世代的嶄新支付模式，亦是現時勢在必行的消費模式。 
隨著這種貨幣逐漸普及，亦證明它的成功，並且能夠為任何一個國家帶來極大方便。  
 
所以，除了比特幣，近年市面亦有三種值得留意的數位貨幣， 
不單價錢便宜、技術相彷、使用亦方便，蘊藏巨大升值潛力，值得大家認知和留意， 
日華牧師亦建議我們可以考慮作投資用途。 
 
一、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簡稱 BCC 或 BCH） 
今年 8 月 1 日，Bitcoin 首次進行硬分叉更新，有別於過往 Bitcoin 的副產品， 
這次衍生的新貨幣，無法與原生 Bitcoin 兼容，程式設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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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新名字命名比特幣現金 Bitcoin Cash。既改善了 Bitcoin 本身的問題， 
亦提高了交易速度、使交易收費下調，而價值亦只是 Bitcoin 的十分一，可以考慮作適量投資。  
 

 
 
二、以太幣（Ethereum，簡稱 ETH） 
2013 年發展至今，以太幣於全球加密式數位貨幣中排位第二，僅次於 Bitcoin。 
 

 
 
以太幣能夠在過百種貨幣中脫穎而出，主因是它由同一群程式設計員設計， 
他們勇於革新、快速優化自身網絡，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至今，以太幣已經完成了四次硬分叉更新，相較之下，Bitcoin 僅僅完成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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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硬分叉中，汰弱留強，原本的古典以太幣（Ethereum classic）， 
最終演變為最新，亦是最常用的以太幣（ETH）。  
同時，大大改善了整個區塊鏈的速度，能夠防止駭客入侵和 DDoS 網絡攻擊。 
使用上，亦更趨向適合日常使用，所以，近年價值亦不斷躍升，是現時很值得投資的數位貨幣。  
 
三、萊特幣（Litecoin，簡稱 LTC） 
這是一種早期受 Bitcoin 啟發，而發展至今的數位貨幣， 
與 Bitcoin 區塊鏈技術相同，發行量多 4 倍，及更少支付單位，是一個很成功的數位貨幣。 
 
最後，假如你打算購入這些數位貨幣，你需要特別留意， 
不論比特幣（BTC）、比特幣現金（BCC）、以太幣（ETH）或萊特幣（LTC）， 
都需要不同的軟件錢包、分開處理，換言之，是需要四個不同的錢包軟件。 
正如我們的港幣存放於港元戶口，美元則存放於美元戶口。  
我們持有這些貨幣時，需要認知如何分開存放，及小心保管每一種貨幣， 
而不同電腦平台，都有不同軟件錢包支援。 
 
你可以想像，四個軟件錢包、四套密碼、四種不同使用方法， 
聽到這一點，相信大家已感到十分無奈。 
相對地，硬件式錢包卻能夠在同一個裝置內，儲存多種不同的數位貨幣。 
 

 
 
所以，進行任何數位貨幣投資，你都必須擁有一個硬件式錢包，才能夠靈活處理各種數位貨幣。 
至於，各種數位貨幣的軟件錢包，將於下周主日詳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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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處理比特幣 Bitcoin 的八個注意事項 
自比特幣出現後，網上發生了極多不同的勒索事件， 
駭客會鎖起事主的電腦，並要求支付比特幣為贖金，支付後才會為事主解鎖電腦， 
傳播途徑，包括︰病毒電郵、系統安全漏洞或防毒軟件過期等。 
 
而且，比特幣 Bitcoin 的勒索軟件，不單多次出現，而且不斷革新，牽連甚廣。 
2017 年 8 月 15 日，一宗嶄新的勒索軟件新聞， 
有別於之前電腦被勒索軟件入侵後，需要以比特幣開啟。 
 

 
 
今次新聞明確指出，現時的勒索軟件， 
經已進階至能夠辨認及針對電腦比特幣錢包的.dat 或.wallet 檔案， 
繼而封鎖目標的比特幣錢包，勒索事主支付比特幣作解鎖。  
 
現階段的勒索軟件，不但能夠知道事主持有比特幣與錢包， 
甚至知道事主的比特幣交易買賣。所以，啟動比特幣户口及備份時， 
我們必須為電腦進行少許事前預備，而每個家聚，已設有 5 位以上的 Bitcoin 指導員協助大家， 
如有特別問題，亦可以經他們再向教會反映及跟進。 
 
緊記：不當使用電腦，讓駭客有機可乘，就有可能損失所有比特幣， 
例如：貪方便拍下 Bitcoin 救亡語句的照片，並存放在電腦內， 
駭客只要取得這張照片，不需要任何密碼就可以取去你的比特幣。 
 
此外，亦要特別防範駭客透過電郵附件，入侵你的電腦， 
切勿開啟不明來歷或朋友突然發出的電郵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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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發現或懷疑電腦被入侵，請盡快將所有比特幣轉移至安全平台，例如：轉回交易平台儲存。 
所以，操作比特幣或其他數位貨幣帳戶時，務必小心處理。 
 
以下，是儲存比特幣的八個注意事項： 
 
一、了解自己電腦的病毒軟件  
鑑於勒索軟件的威脅，啟動比特幣户口及備份前， 
大家必須先了解自己電腦病毒軟件的有效日期，及保持更新，確保電腦不存在任何病毒。  
免費家用防毒軟件，如 AVG AntiVirus，已擁有基本防毒功能， 
需要購買的全面防毒軟件，如卡巴斯基（Kaspersky）和諾頓（Norton），則提供更全面保護。 
 

 
 
二、切勿隨意開啟不明來歷的檔案 
即使是相熟朋友傳送的檔案，亦必須在確保安全後才開啟， 
切勿一時大意，落入勒索軟件的圈套。  
在此溫馨提示：請確保電腦系統處於安全的情況下， 
才開始處理接下來的比特幣工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三、更新 Bitcoin 備份 
大家手上的 Bitcoin 經已購入多年，大部分人一直未使用過， 
加上備份版本陳舊，多數是當年最舊版的 Bitcoin QT 備份。  
現時，大家需要更新 Bitcoin 備份，轉用新軟件 Bitcoin Core 作活化步驟， 
然後儲存為一個新備份，重新取得救亡語句（recovery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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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啟動 blockchain.info 户口  
如果你的 Bitcoin 儲放於 blockchain.info， 
請於本周內嘗試登入網址、啟動户口。 
重啟過程中，如果遇上登入問題、雙重認證錯誤或忘記登入資料， 
請嘗試了解問題所在，及翻查過往自己抄寫的登入資料。  
 
在此溫馨提示： 
隨著多次手提電話或軟件升級後， 
現時多數用戶，都無法即時在手機應用程式 apps 內登入戶口， 
所以，建議大家先嘗試以電腦登入。 
 
方法很簡單，正常情況下，在申請 blockchain 帳戶的 email 內， 
以關鍵字 blockchain 搜尋，就能夠找到當日登記戶口時的資料及戶口編號， 
再加上自己預設的密碼，就能夠順利登入。  
 
詳情請重溫： 
2012 榮耀盼望 Vol.373 Blockchain.info 的使用更新 
 

 
 
五、早前主日提及 MultibitHD 軟件錢包的更新資料  
Keep Key 總公司於七月尾發出公告，放棄繼續支援及開發 MultibitHD 的免費軟件錢包， 
轉而核心發展 Keep Key 硬件錢包。有見及此，假如你選用 MultibitHD 存放 Bitcoin， 
就需要轉用其他軟件錢包，稍後，亦會為大家更新更多錢包資訊。  
 
六、請勿將新購入的 Bitcoin 放入舊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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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這段期間仍不建議大家轉帳手上的 Bitcoin， 
購入新 Bitcoin 後，可考慮短暫存放在買賣網站，但請勿放入舊戶口中。 
 
因為大部分人的 Bitcoin，早於 8 月 1 日前已經存放在舊戶口內， 
這些 Bitcoin，理應每 1 個都可以衍生 1 個 Bitcoin Cash。 
 

 
 
為了安全起見，Bitcoin 誕生新 Bitcoin Cash 的期間， 
建議大家不要混淆不同時期購買的不同幣值。  
 
此外，再次提醒大家︰ 
更新備份的過程中，務必小心記錄救亡語句（recovery sentence）， 
因為這項資料將來必定有用，將 Bitcoin 轉換為 Bitcoin Cash 時，亦需要用到。  
 
七、Keep Key 硬件錢包的訂單資訊更新 
早前，教會為弟兄姊妹與 Keep Key 公司接洽購買硬件錢包的事宜， 
由於 Keep Key 公司有很多制程上的問題有待處理， 
至今仍未開始付運，弟兄姊妹的款項亦繼續保留在教會手上。  
現時，Keep Key 公司已初步定下日期，大約於 8 月尾開始付運， 
在此，敬請各位弟兄姊妹繼續耐心等候。 
 
八、由比特幣 Bitcoin 匯出新的比特幣現金 Bitcoin Cash 
現時，比特幣現金錢包的數碼簽章保安仍未完善， 
改版的比特幣現金錢包，亦有機會被駭客偷走救亡語句。 
救亡語句本身已等同 Bitcoin，被偷走救亡語句， 
不單會失去比特幣現金，連原生比特幣亦會一同被偷走。 
 
現階段要提取比特幣現金，屬於十分高危，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1）不必急於提取比特幣現金， 
因為它具備良好升值潛力，不需要在現階段急於放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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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妥善保存舊有的比特幣私人鑰匙（Private Key），以備將來提取比特幣現金。 
 

 
 
3）切勿在不明白的情況下，胡亂嘗試匯出新的比特幣現金， 
因為網上已經有大量因此而失去比特幣的苦主，大家切勿重蹈覆轍，成為下一個苦主。 
 
影片：硬件式錢包的必要性 
當你擁有四種數位貨幣，需要四種軟件錢包， 
加上不同 Apps、密碼，及每種貨幣的備份救亡語句（Recovery Sentence）， 
大家必定期望有一種裝置，可以一次過處理所有程序。  
 
所以，當我們進一步了解加密式數位貨幣， 
就會明白每一種貨幣，都需要特定軟件或錢包處理。 
每種不同貨幣，如：比特幣、比特幣現金、萊特幣、以太幣， 
都需要安裝專用錢包（Wallet）。 
比特幣：Bitcoin Core 軟件錢包  
比特幣現金：Bitcoin ABC Core 軟件錢包 
萊特幣 : Litecoin Core 軟件錢包 
以太幣： Ethereum Wallet 軟件錢包  
假如為了安全，每種錢包再設置個別密碼，遺失密碼的機會亦會增加。 
究竟，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簡單處理呢？ 
或者，一個錢包，就能同時處理四種數位貨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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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有！假如你擁有上述煩惱，你絕對需要擁有一個硬件式錢包。 
因為完成設定後，只需統一登入（log in），就能一次過同時管理數款加密式數位錢幣， 
大大減省登入和使用程序。 
 

 
 
基本上，這次主日提及最原生的比特幣（Bitcoin）、 
以太幣（Ethereum）、萊特幣（Litecoin），及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 
除了 Bitcoin Cash，因為太新暫未能夠支援， 
但隨著錢包開發商確認正在開發和試用中，相信很快亦能夠推出相關支援。 
而其餘貨幣，都可以儲存於一個硬件式錢包。  
 
數位貨幣的操作實在非常繁複，這已經是最好的方法，根本沒有更好的方案， 
亦正因為使用上非常繁瑣，成為其中一個人們會願意接受 666 晶片的原因。 
 
若果選擇電腦安裝，四種貨幣都必須各自安裝一種專門的軟件錢包， 
當然，一部電腦可以使用同一個密碼，但若果以四組不同密碼加密，你就需要記下很多密碼。 
所以，硬件式錢包就能夠為大家解決大量麻煩。 
暫時，教會仍推薦 Keep Key 這一款硬件式錢包， 
因為在質料、使用和設定上，都較為方便好用，目前教會仍與廠方接洽中，相信很快就能夠取貨。  
 
此外，另一種支援 Bitcoin Cash 的 TREZOR 硬件式錢包， 
亦是眾多硬件式錢包中，少數能夠設定不同帳戶，同時儲存各種數位貨幣的硬件式錢包。  
只是，TREZOR 選用膠質物料，而且使用和設定上，都較 Keep Key 繁複， 
所以，暫時教會仍推薦使用 Keep Key 硬件式錢包。 
假如你打算繼續投資加密式數位貨幣，就必須考慮擁有一個硬件式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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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轉輯 109︰各種不同的「曼德拉效應」改動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08，教導大家如何成為一名說客，讓世人認知「曼德拉效應」的真實。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09，會繼續為大家分享一些「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與香港只相隔一個南中國海，距離非常接近的旅遊熱點菲律賓， 
而且過去 30 多年，大量菲傭來港工作，所以，香港人對菲律賓這個國家絕對不會感到陌生。 
可是，菲律賓的英文串法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而無聲無息地改變了。 
 
現在，先與大家玩一個認字遊戲，究竟哪一個才是菲律賓的英文串法呢？ 
圖中左邊，究竟是連續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還是圖中右邊，只有一個 l 的 Philippines 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 
 

 
 
好！開估，現今的現實中，右邊只有一個 l 的 Philippines， 
才是現今現實中，真正的菲律賓串法。奇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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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記憶中，無論菲律賓還是菲律賓人的英文串法，都應該是兩個 l， 
就如著名品牌飛利蒲 Philips，本來是有兩個 l 的 Phillips， 
卻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改為現今現實中只有一個 l。 
 
同樣，當你在網上用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 搜尋， 
不難發現不少報紙都是用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 
 

 
 
當你 Google 用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 搜尋，就會發現，過去不少人寫菲律賓的英文時， 
都是用兩個 l ，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的一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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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字典網站 Free Dictionary，我們會發現網站記載菲律賓英文名字的網頁地址， 
是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但內文卻是一個 l，並且 Google 的搜尋結果，是顯示兩個 l 。 
 

 
 
明顯地，搜尋結果與網頁地址，都出現內文與現實不相符的現象。 
證明人們以往的記憶中，菲律賓的英文串法，是兩個 l 的 Phillippines， 
而現今現實中，只有一個 l 的 Philippines，正是「曼德拉效應」後的結果。 
 
第二個個案，是著名的雕塑沉思者（The Thinker Statue）， 
思想者（The Thinker），又稱沉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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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期是奧古斯特‧羅丹安置在群雕「地獄之門」橫楣上的一座銅雕， 
後來羅丹及他的學生，用大理石和石膏重塑，成為羅丹著名作品之一。 
 

 
 
雕像人物俯首而坐，右肘支在左膝上，目光下視、陷入深思。 
現在考考大家記性，在大家的記憶中，這座沉思者的雕像， 
究竟是左圖：右手握著拳頭頂著前額？ 
還是右圖：右手沒有握著拳頭，只用手背頂著下巴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 
在現今的現實中，沉思者的雕像，右手沒有握著拳頭，而是手背頂著下巴，奇怪嗎？ 
 

 
 
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沉思者的雕像，本應右手握著拳頭，並且是拳頭頂著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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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今現實中，沉思者的右手卻沒有握著拳頭，只是用手背頂著下巴。 
但我們可以找到不少歷史痕跡，證明以往在很多人眼中，沉思者都是用右手拳頭頂著額頭。 
例如這一張相片，我們看見沉思者雕像已經是手背頂著下巴， 
而雕像底的遊客，明顯想模仿沉思者雕像，但他卻是手握拳頭頂著額頭， 
與雕像的動作出現明顯分歧。但卻與無數人記憶中， 
沉思者以往用拳頭頂著額頭的動作完全一樣，奇怪嗎？ 
 

 
 
難道這名遊客是瞎子，看不見雕像的動作與自己不同嗎？ 
明顯，不是這名遊客的眼睛有問題，而是沉思者雕像因為「曼德拉效應」改變了， 
變為有歷史以來，一直是以手背頂著下巴， 
並且所有嚴格的仿製品，都已變成用手背頂著下巴。 
 

 
 
又例如這幅相片，出現相同現象： 
一位女遊客在一個二次創作的沉思者雕像前拍照， 
雕像與現今現實的沉思者一樣，是用手背頂著下巴， 
但女遊客卻是手握拳頭頂著額頭，與雕像的動作出現明顯分歧。 
明顯，這個二次創作的沉思者雕像，同樣因為「曼德拉效應」改變了， 
這位女遊客的動作，就證明她拍照的時候， 
沉思者與舊現實一樣，是手握拳頭頂著額頭。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46 

 
 
又例如這一位女遊客，同樣是在沉思者前模仿雕像拍照，但動作卻明顯與沉思者完全不同。 
 

 
 
又例如這一幅，5 年前即 2012 年上載到史丹福大學網站的相片， 
一位美式足球員用自己比賽時下跪的相片，對比沉思者的雕像。 
但明顯，相片中兩者的動作出現嚴重分歧， 
相片中的沉思者是用手背頂著下巴，但美式足球員卻是用拳頭頂著額頭， 
美式足球員的動作與大部分記憶中舊現實的沉思者一模一樣。 
 

 
 
模仿沉思者拍照的人，多數是用手或拳頭頂著額頭，而非下巴，如以下一些例子： 
並且，以往一些文章和書籍形容沉思者雕塑時， 
都是用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明顯，文章內容與現今的雕塑出現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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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997 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教師手冊《Language in Use Upper-intermediate Teacher's Book》 
內文提及奧古斯特‧羅丹製作的沉思者雕塑時， 
形容雕像是一個人手握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又例如：2004 年 Lawtech Publishing Group 出版有關美國國土安全指引的書籍中， 
形容奧古斯特‧羅丹所製作的沉思者雕塑， 
是一個人手握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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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售賣精品的網站，刊登沉思者複製品時， 
圖片的沉思者是新現實用手背頂著下巴，但文字的形容卻是用拳頭頂著額頭， 
明顯，出現圖片與文字內容不相符的現象。 
 

 
 
又例如：1990 年 Penguin Books 出版， 
Garrison Keillor 所寫的獨白小說《Leaving Home》中， 
作者形容沉思者是用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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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1997 年由 Rodale Press 出版有關男性健身和運動的書籍中， 
同樣形容沉思者是用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又例如：Peter Lang 出版的一本書籍 
《Visual Difference: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Cinema》中， 
同樣形容沉思者是用拳頭頂著額頭，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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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上眾多不同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奧古斯特‧羅丹所製作的沉思者雕塑， 
明顯出現「曼德拉效應」，由本來大部分人記憶和經歷的舊現實，手握拳頭頂著額頭， 
變成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並且動作由一位沉思者，變為一位發呆者。 
 
大家可以試想，單以一個身體語言來說， 
新現實中以手背頂著下巴的雕塑，又怎可能被稱為沉思者呢？ 
你可以自己試試，坐著，並以打開的手背頂著下巴， 
看起來就是發呆、發白日夢或無所事事的動作， 
根本不是正在沉思重要或嚴肅問題時會有的表現。 
 

 
 
就如一個站立的雕像，不會被形容為「靜坐者」般， 
現今沉思者的雕像，已經由本來用拳頭頂著額頭的沉思者，變為手背頂著下巴的發呆者。 
 
第三個個案，是 1988 年韓漢城奧運會女子田徑賽跑項目中， 
大放光芒的姬菲芙（Florence Griffith Joyner）。姬菲芙獲得 100 米、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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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100 米接力三枚金牌和 4x400 米接力銀牌， 
並以 21 秒 34 的成績，創造了保持至今的 200 米世界紀錄。 
 

 
 
現今差不多所有網站和記錄，都記載姬菲芙在 1988 年奧運會 200 米比賽中， 
創造的世紀界錄為 21.34 秒。這個紀錄由 1988 年至今一直保持了 29 年，尚未有人能夠打破， 
可見這個紀錄是非常難打破，即使人類經過 29 年後，無論科技或訓練技術都應該比當年進步得多， 
但過去 29 年，竟然沒有人能夠打破這個紀錄，連快百分之一秒都沒有人做到。 
 
但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原來這個紀錄早已被人打破， 
並且正正是快了百分之一秒，只是沒有人發現。究竟是誰打破呢？ 
答案正是 1988 年的姬菲芙自己，並且是在同一場比賽之中。 
當我們翻看當年姬菲芙 1988 年漢城奧運 200 米決賽的現場錄影， 
大家請留意大會的時間計算、顯示的結果時間和旁白所講的結果， 
是否現時世界紀錄記載的 21.34 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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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留意，這是一個 YouTube 視頻標題， 
清楚寫明影片中姬菲芙跑出 200 米的世界紀錄是 21.34 秒。 
 

 
 
YouTube 片段： 
And it's a good start for Florence Griffith Joyner already closing the stagger on Grace Jackson. 
姬菲芙起跑不錯，首先超越對手 Grace Jackson， 
 
That is her first goal. And here she comes. 
這是她首個目標，她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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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pick it up as she turns down this straight. 
轉入直路加速， 
 
She's going up for another record. 
她勢必打破世界紀錄。 
 
Gwen Torrence is running fairly well outside but this race belongs to Florence Griffith Joyner 
Gwen Torrence. 
表現不俗，可是這場比賽是屬於姬菲芙的。 
 
21:33! 
 
大家可以清楚看見，雖然按現今所有文字和文章記載， 
當年 1988 年漢城奧運女子 200 米決賽，姬菲芙是以 21.34 秒的成績創造了世界紀錄， 
可是，保持了 29 年的世界紀錄，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而被打破了， 
因為現今的錄影片段證實，在新現實中，當時的紀錄其實是快了這不可能的百分之一秒， 
變成了 21.33 秒。 
 
大家再看一次，這歷史性快了百分之一秒，由「曼德拉效應」創造的世界紀錄！ 
 
YouTube 片段： 
And it's a good start for Florence Griffith Joyner already closing the stagger on Grace Jackson. 
姬菲芙起跑不錯，首先超越對手 Grace Jackson， 
 
That is her first goal. And here she comes. 
這是她首個目標，她來了。 
 
She'll pick it up as she turns down this straight. 
轉入直路加速， 
 
She's going up for another record. 
她勢必打破世界紀錄。 
 
Gwen Torrence is running fairly well outside but this race belongs to Florence Griffith Joyner. 
Gwen Torrence 表現不俗，可是這場比賽是屬於姬菲芙的。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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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個案，是美國著名老牌二人合唱組合 Simon & Garfunkel 的一首經典名作， 
可能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出現了改變。 
 

 
 
現在先與大家玩一個遊戲，究竟二人合唱組合 Simon & Garfunkel 的經典名作， 
是左邊《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眾數 s 字尾的 waters， 
還是右邊《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是沒有眾數 s 字尾的 water 呢？ 
還是沒有 s 的呢？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了！ 
答案是右邊沒有 s 字尾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在你的記憶中，這首歌的歌名，究竟結尾有沒有 s 呢？ 
當你在網上搜尋，會發現很多殘餘現象，證明過去很多人眼中、耳中和記憶中， 
這首歌的歌名都是有 s 字尾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例如︰Facebook 專頁名稱、BBC 新聞、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美國政府農業部網頁、門票網頁、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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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無數的網頁，引用這首歌成為標題時， 
都是用 s 字尾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而不是現今現實中，沒有 s 字尾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證明很多人的眼中、耳中和記憶中，都與現今的現實出現分歧。 
這首歌被翻唱無數次，YouTube 頻道及舊報紙， 
都有極多記錄是用有 s 字尾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作為歌名。 
 
YouTube 片段： 
Welcome everyone! 
歡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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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joining me today for another incredible Mandela Effect video. 
多謝收看另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曼德拉效應」短片。 
 
Number 174 
編號 174 
 
This one's sure to rattle some brains. 
這個肯定會震動一些腦袋， 
 
Go and sit back and relax. 
坐下來，放鬆一下。 
 
We're going to be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1972 and No.1 hit song. 
我們將回到 1972 年，頭號主打歌，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here with LeAnn Rimes who many people remember as “R-H-I-M-E-S”, me being 
one of them. 
我們將從 LeAnn Rimes 開始，許多人都記得是 R-H-I-M-E-S，我是其中之一。 
 
I never did a video on it, 
我沒有為此製作短片， 
 
but I remembered an H in LeAnn Rimes’ name. 
但我記得 LeAnn Rimes 的名字中有 H。 
 
but she's always been R-I-M-E-S in this reality. 
但這個現實一直都是 R-I-M-E-S。 
 
and she also sings a song the way that I remember, 
她還唱過一首我記得的歌， 
 
so let's go ahead and start with her. 
就從她開始吧！ 
 
There’s a few other things I want to mention I'll save to the end. 
還有其他事情我留到最後才分享， 
 
Some people get impatient if I don't jump right into the content in the title so here we go. 
如果我不直入主題，有些人會不耐煩，我們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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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幫助你走過）。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 
 
So, we're going to have thumbs up for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來「讚好」這首《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ebruary 1970 the San Bernardino County Sun Simon and Garfunkel. 
1970 年 2 月的《聖伯納迪諾縣太陽日報》，賽門與葛芬柯， 
 
If you remember it like I do and Lauren Waterworth here go ahead and thumb up the video. 
如果你像我及 Lauren Waterworth 一樣記得，繼續看並「讚好」短片。 
 
…be found. 
朋友難尋。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幫助你走過）。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幫助你走過）。 
 
So without waiting to the end, we're going to jump right to what it's always been in this reality. 
歌還未播完，我們要跳到今天的現實去。 
 
Simon and Garfunkel have always sa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ich does not match my memory, 
sounds very strange. 
賽門與葛芬柯一直都是唱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沒有 s）這跟我的記憶不符，聽起來很奇怪。 
 
However, thumb the video down if this is your memory. 
但如果是你的記憶，請給短片「噓」，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幫助你走過）。 
 
Not my memory, but this is the way it's always been in this reality. 
這不是我所記得的，但現實卻一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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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we have a 1971 December,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1971 年 12 月的文章寫著：「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 
 
Moving along. 
繼續去，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像橫跨在惡水上的大橋，我將伏下（幫助你走過）。 
 
That man remembers it like me, he was in another reality. 
那個男人像我記得的一樣，他活在另一個現實。 
 
We're all shifting multiple realities. 
我們都在多個現實之間轉移。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Simon and Garfunkel, February 1970 
賽門與葛芬柯，1970 年 2 月 
 
明顯，二人合唱組合 Simon & Garfunkel 的經典名曲《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變為沒有 s 字尾的 water 了。 
 
「曼德拉效應」專輯 110：著名基督教佈道家葛培理的生與死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09，分享了數個「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0，會分享基督教著名佈道家葛培理 Billy Graham 的「曼德拉效應」。 
 

 
 
按現今資料，葛培理生於 1918 年 11 月 7 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現年 99 歲， 
是美國當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佈道家。 
他被按立為美南浸信會牧師，是二戰後福音派教會的代表人物之一。 
自 1949 年開始，於中產階級及部分保守新教徒中，頗有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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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各地舉行大型宗教集會，他的講道曾於廣播及電視台中播放，部分講道至今仍在重播。 
長達 60 年的電視佈道生涯中，最為人熟悉的是每年的「葛培理佈道大會」。 
 

 
 
他自 1947 年開始舉行佈道會，直至 2005 年從電視佈道節目退休， 
於 1950 年至 1954 年間，更曾主持非常流行的廣播節目《抉擇時刻》。 
對於他，相信香港人，特別是香港基督徒，並不會感到陌生， 
因為他曾於 1955 年、1975 年及 1990 年，三次在港主持大型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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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葛培理都是歷任美國總統的私人顧問，經常對美國國策提出意見。 
按現今資料，葛培理仍然在世，現年 99 歲。 
但有趣的是，不少人都記得他早於 2009 年已經離世， 
並清楚記得他的死訊，被各基督教刊物及世界各地新聞大肆報道。 
美國甚至舉行國家級喪禮，人們都湧至悼念。 
 
以下，是一位女士的見證，她的記憶中， 
養父母為了參與葛培理的喪禮，曾長途跋涉，一來一回用了幾天時間。 
但數年後，當她提及此事，她的養父母卻否認曾有數天長途跋涉出席葛培理的喪禮， 
並指葛培理還在生，令她大為不解。 
 
YouTube 片段： 
A question I get a lot on my Mandela videos is. 
關於曼德拉視頻，我常會被問到。 
 
When do you first realize when were you first Mandela affected? 
你是何時意識到，你第一次受到曼德拉影響？ 
 
This is actually hard for me to answer. 
這個我很難回答， 
 
Because I have had some hardcore changes through life. But did not have a label for it until 2015. 
因為人生中我經歷過一些重大轉變，直到 2015 年才給它們起了標籤。 
 
So let me explain. 
讓我解釋一下， 
 
I have absolutely no blood relation, because I was adopted nor have I ever met this person or even their 
close family. 
我沒有任何的血緣關係，因為我是被收養的，也從未見過這個人或者他的近親。 
 
My dad who is amazing and the only father I know is related to the evangelical televangelist Billy Graham. 
我爸爸很棒，也是我唯一的父親，他與福音電視佈道家 Billy Graham 有關。 
 
My grandparents are his cousins or something. 
我的祖父母是他的堂或表兄弟姊妹， 
 
I’m not sure of the relation connection. 
我不確定他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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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I would assume cousins anyways. 
但我會假設是堂或表兄弟姊妹。 
 
I watched them leave Florida to go to North Carolina to see the family for the funeral. 
我看著他們離開佛羅里達州，去北卡羅來納州參與葬禮。 
 
Apparently, I was going crazy at a young age. 
顯然，我年輕時就已經瘋了。 
 
This happened in the early 2000s or late 90s. 
這發生在二十世紀初或九十年代末。 
 
But then years later. At a family dinner when I mentioned the fishing trip. My dad and I went on while they 
went to the Carolinas for the funeral. 
但是幾年後，在一個家庭晚餐，我提到那個釣魚之旅，爸爸和我去釣魚，而他們就去了卡羅萊納州

的葬禮。 
 
They looked at me and said he’s alive and well. 
他們看著我，說他還活著好好的。 
 
Of course, I questioned those out of everyone at that dinner table and they swear they never went to the 
Carolinas that year or even within that timeframe. 
當然，我質問餐桌上的每一個人，他們發誓，他們沒有去卡羅萊納州，那一年或那段時間都沒有。 
 
But, in my reality they were gone for a few days more than a week. 
但在我的現實中，他們去了好幾天甚至超過一個星期。 
 
And to add to all the confusion. 
還有令人困惑的是， 
 
we all lived together because of my great grandmother’s health. 
因為我曾祖母的健康狀況，我們都住在一起， 
 
So I would have noticed them being gone. 
所以我才會注意到他們離開。 
 
But apparently they were there the whole time. He never passed away. 
但顯然他們一直都在，他從來沒有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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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as never a funeral. And my father and I never went on this fishing trip. 
也從來沒有葬禮，我父親和我從未去過這個釣魚之旅。 
 
此外，2009 年，日華牧師從基督教新聞中得知葛培理的死訊， 
並與教會一些領袖討論他離世，對世界和教會的影響。 
近日，當日華牧師研究「曼德拉效應」時， 
竟發現現今的現實中，原來葛培理仍然在世， 
當日華牧師將這消息告訴一些領袖時，他們與日華牧師同樣非常詑異， 
因為他們都記得，日華牧師曾就葛培理的離世，與他們討論。 
 
以下，是錫安教會全職陳興盛弟兄的分享。 
 
訪問片段： 
我記得在 5 月中，日華牧師有一次在主日後吃飯，  
跟我們談及關於「曼德拉效應」，當時他問了我兩條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Adidas 究竟有多少個 D，當時我已經是覺得很詫異，  
呀！竟然 Adidas 只剩兩個 D，因為在我記憶裡面是三個 D。  
 
但是第二個問題才令我震驚，讓我覺得驚訝！  
我當時是答不上話，就是牧師問我究竟葛培理死了沒有？  
 
我當時回答：當然是死了！因為我很清楚記得看過他的喪禮，他當然是死了！  
但牧師吩咐我立即上網，「你現在上去看看」。當我在搜尋之下立即發現，啊！他沒死！  
 
當時我的心是震了出來，覺得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發生在我眼前，  
如果告訴我葛培理死了然後再復活，這樣也是震驚，也是厲害！很感謝神！  
但現在不是在說一個死人復活，而是他未曾死，  
就是說有人或甚至返回時空（之前）改寫了葛培理的人生。  
 
所以當時我的心真是震出來，給我的感覺只能用一個字，就是「恐怖」這樣來形容， 
形容當時聽到，我認為非事實但卻是事實的事件。  
因為我很清晰在我的記憶中，基本上有兩個證據是證明葛培理是一定死了，  
他沒可能在現在的時空中還沒死。  
 
第一個證據就是因爲我親自在電視看過他的喪禮，因為他太有名了！  
有名得連香港的新聞也有報道，也登上了報紙，電視也有轉播他當時的喪禮，  
因為我看電視這個喪禮的時候，葛培理的棺木就擺放在一個很大的教堂的講台旁邊，  
而講台上演講的人，就是克林頓，接著上去演講的就是小布殊。 
所以我很清晰記得，當時的情景，克林頓演講時他激動的情況，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63 

他講到葛培理對世界的影響力原來這麼深、這麼厲害！ 
所以讓我留下深刻印象，完全記得葛培理已經死了。  
 
第二個證據，其實葛培理死後，那段時間，我很清楚記得，  
日華牧師跟我們討論過關於葛培理的死。因為葛培理已經死了，他的功過得失，  
其實你很容易從他過去所做的事情上評論到。  
第一次的時候，我記得也是主日後吃飯， 
就是有一位肢體問到，其實葛培理死了，  
他的兒子葛福臨可否承接他的棒呢？可否再繼續下去呢？  
 
牧師很清楚告訴我們，其實應該是接不到。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樣的質素，也沒有實質的素質能夠承接葛培理這一棒，  
根本是完全不能。 
 
我記得第二次討論葛培理的死，就是談到關於時代的結束，  
談到葛培理的功過得失，他所做的每一件事，當時怎樣影響這個世代，  
但是影響到那個世代的那一刻，他的死就成為了終結。  
應該要有另外一位興起，能夠可以完全代替葛培理。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為何這麼震驚，因為我是親身，不是經歷他的死， 
而是聽到並看見他的喪禮，聽過日華牧師真正討論過關於葛培理的死。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在「曼德拉效應」中，對我影響真是更深， 
看到神的掌管超越我想像以外，從來沒有想像過。  
 
另外，最先將這類歷史被改寫事件命名為「曼德拉效應」的 Fiona Broome， 
在 2013 年 4 月 25 日發表的網誌文章中，亦指出自己曾經在電視見過葛培理的喪禮。 
在她的記憶中，葛培理與約翰甘迺迪的弟弟， 
愛德華甘迺迪 2009 年 8 月 25 日的離世十分接近， 
當時，不論她轉到任何一個電視台，都在轉播葛培理的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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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網誌發表後，極多人留言，指他們同樣清楚記得葛培理已經離世，並曾經觀看他的喪禮。 
證明過往許多人的歷史經歷中，都經歷過葛培理的離世， 
只是現今因為「曼德拉效應」，歷史變為葛培理仍然在生。 
 
明顯，雖然葛培理現今仍然在生，但極可能是南菲總統曼德拉的同類「曼德拉效應」。 
雖然很多人都記得曼德拉早於 1980 年代初，已經在獄中逝世。 
但現今現實中，曼德拉卻是到了 2013 年才離世，出現記憶與現實明顯不相符的現象。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11：KJV 與「曼德拉效應」10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1，我們會繼續分享「曼德拉效應」下，《聖經》英王欽定本的各種轉變。 
一本英國文學史上的經典名著，已經變成千瘡百孔，文法一塌糊塗的劣作。 
甚至，假如不是與其他譯本一同閱讀，根本不能夠明白經文的內容。 
 
例如： 
路加福音 4 章 16 節：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 
 
這節經文提及，主耶穌於會堂中，站起來要念《聖經》。我們一起看看，英王欽定本的這節經文。 
 
Luke 4:16 
And he came to Nazareth,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as his custom was, he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on the sabbath day, and stood up for to read. 
 
這句 stood up for to read，英文文法上完全令人摸不著頭腦，就像香港小學生作文會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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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看看 NIV 譯本。 
Luke 4:16 
He went to Nazareth, where he had been brought up, and on the Sabbath day he went into the synagogue, as 
was his custom. He stood up to read,  
 
NIV 譯本將這一句譯為 He stood up to read， 
就是一個非常簡潔的方式，表達出主耶穌站起來讀經。 
 
另一個更離奇的例子，出現於《約書亞記‧9 章》， 
正是主日信息分享約書亞世代時，曾經詳細分享過有關基遍人欺騙約書亞的教導。 
當中提及，基遍人來到約書亞面前，扮作遠道而來的人。 
 

 
 
約書亞記 9 章 4 節： 
「就設詭計，假充使者，拿舊口袋和破裂縫補的舊皮酒袋馱在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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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到，基遍人是帶著舊皮酒袋， 
因為約書亞時代，人們只會用獸皮製造的皮袋盛酒，根本未發明酒瓶。 
但是，於英王欽定本，這節經文又變成怎樣呢？ 
 
Joshua 9:4 
They did work wilily, and went and made as if they had been ambassadors, and took old sacks upon their 
asses, and wine bottles, old, and rent, and bound up; 
 
這裡再次出現我們熟悉的字眼：酒瓶「wine bottles」。顯然，這裡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所有的皮袋 wine skins，竟然都變成了酒瓶 wine bottles。 
 

 
 
我們看看 NIV 譯本。 
 
Joshua 9:4 
they resorted to a ruse: They went as a delegation whose donkeys were loaded with worn-out sacks and old 
wineskins, cracked and mended. 
 
NIV 譯本，與中文和合本一樣，也是用上 wineskins 皮袋， 
而不是英王欽定本所用的 wine bottles（酒瓶）。 
 
除了這節經文外，bottle 這個字，於英王欽定本出現了 14 次， 
甚至早於《創世記》亞伯拉罕時代經已出現。 
但歷史上，創世記時代當然還未發明瓶子。 
我們一起看看這節英王欽定本經文。 
 
 
Genesis 21:14 
And Abraham ros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and took bread, and a bottle of water, and gave it unto Hagar, 
putting it on her shoulder, and the child, and sent her away: and she departed, and wandered in the 
wilderness of Beersh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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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出現 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並且，這章經文第 15 及 19 節，也同樣出現 bottle 瓶子。 
 

 
 
我們一起看看《中文和合本聖經》的內容。 
 
創世記 21 章 14 節：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拿餅和一皮袋水，給了夏甲，搭在她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給她，打發她走。

夏甲就走了，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這裡清楚指出是一皮袋水，而不是一瓶水。 
 
我們再看看 NIV 譯本。 
Genesis 21:14 
Early the next morning Abraham took some food and a skin of water and gave them to Hagar. He set them 
on her shoulders and then sent her off with the boy. She went on her way and wandered in the Desert of 
Beersheba. 
 
這裡也是指出一袋水 a skin of water，而不是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 
 
明顯地，英王欽定本於「曼德拉效應」下，變得完全不合常理。 
下星期，我們將會繼續分享英王欽定本出現的各種「曼德拉效應」轉變。 
 
第二章：信步星圖（49）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在 JFK 的「曼德拉效應」（Mandela Effect）中，我們見到有兩段不同的影片， 

分別是從前的四個人，以及之後的六個人的車輛。請問這是否代表 JFK 死了兩次呢？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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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四個人的車裡死了一次，然後，歷史改變了後，他在六個人車又再死了一次呢？ 
 
答：是的。我們曾經分享過平行場景，平行場景與我們的現實是平行、一同出現的。 
只不過它是以不同 frame（格數）的形式，梅花間竹地出現。 
 

 
 
事實上，以我們所知的平行場景，先假設有兩個現實吧， 
當然，實際上不只這數目，但需要我們作行動的現實，估計最多也是一至兩個而已， 
只是，有更多所謂平行場景的現實，並不需要我們行動而已， 
因為，那只是一些和我們不切身的外圍事件遭到改變。 
 
所以，例如好像甘迺迪，其實是有兩個現實的， 
第一個現實，他的死因與第二個現實不相同。 
 

 
 
但是於第二個現實當中，死亡是例外，其實，出現一次死亡的場景就足夠， 
只是在平行場景當中，他也是同樣中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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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做事呢？如回應一些事情，在此說一句「No, I am your father.」 
另一個場景又說一句「Luke, I am your father.」這才是真正在做事，而不單是死去。 
另一個並未出現的平行場景，就是「曼德拉效應」後才出現的平行場景， 
在歷史上，這個人是怎樣的 fulfill（執行）完成當中的任務呢？ 
如我所說，他可以在夢境中完成， 
換句話說，在他自己現實中的靈魂，是在度過和經歷兩個平行場景。 
 
例如有兩個平行場景，分為單數和雙數的 frame（格數）， 
這一面是一、三、五、七、九的場景，另一面是二、四、六、八、十的場景。 
在一、三、五、七、九的場景，他說「No, I am your father.」 
但在二、四、六、八、十的場景，他就說「Luke, I am your father.」而其中一個就是夢境。 
 

 
 
如我所說，原來，我們許多的平行場景，是用夢境去完成的， 
當然，大部分都是一致，只有小部分的情節是不同， 
不同的部分就是我們的夢境，像是化假為真一般，變成了另一個場景中的一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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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我們所說的 Mandela Effect（曼德拉效應）出現的時候， 
對這些人來說，歷史上的人來說，他們已經死了、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對於我們的現實來說，我們和他們的經歷都是一樣， 
但是，因為在現實裡，我們已經考證過有兩個現實。 
於是，自然因為我們進到「曼德拉效應」的現實的時候， 
我們的腦就會拾起在夢裡所經歷的「曼德拉效應」，就把它當成真實。 
 
如我所說，我們所有的回憶，當我們閉上眼睛的所有回憶，其實，是如同夢境一樣的模糊。 
 

 
 
或許有些人，一些人層次高一點，他的回憶會是彩色；一些層次較低的人，其回憶並非彩色的， 
而我所指的是大家人生中大部分的回憶。 
 
我們的回憶大部分都是圖像化，圖像化，更會令我們更難分辨不到究竟是夢境，還是現實。 
其實，所有人都是如此經歷的。 
 
那麼，JFK 到底是否需要死兩次呢？ 
其實，他不需要死兩次，只不過，他的身體經過兩個 frame， 
而大家其實只會處身同一個 frame 中，一同離開這個世界，所以，他不需要死兩次。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12︰如何解釋甘迺迪的死是經過兩次現實？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1，再次分享了英王欽定本的「曼德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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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2，會為大家解釋甘迺迪遇刺案中，出現了兩段不同歷史。 
 
甘迺迪遇刺時，有一個場景，他是坐在一輛四人車上，而車上亦坐著四個人； 
另一個場景，他則坐在一輛六人車上，而車上則坐著六個人。 
但是，究竟甘迺迪是死了一次，還是兩次呢？ 
 

 
 
答案是，在這種情況下，甘迺迪是不需要死兩次，所以，他只是死了一次， 
但過程中，卻是梅花間竹地經歷了兩個不同場景。 
 
按現今量子物理學對現實的理解，我們處身一個每秒至少有十萬億格靜止場景的世界， 
只是，我們的靈魂和意識，是以固定的格數向前跳越，造成時間向前流動的假像。 
 

 
 
因為每秒跳動十萬億格場景的速度實在是太快， 
即使人類科技再先進，都無法察覺現實世界，其實是由靜止場景組成。 
所以，就能夠出現甘迺迪遇刺案的「曼德拉效應」，神只需要將甘迺迪和相關人士，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72 

於事發那一段時間身處的場景分為兩部分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即 A 場景，是甘迺迪遇刺時，他坐在一輛坐著四人的四人車上。 
第二部分，即 B 場景，是甘迺迪遇刺時，他坐在一輛坐著六人的六人車上。 
 

 
 
A 場景和 B 場景並非獨立存在於不同空間，而是梅花間竹地出現在同一個時空， 
只是，世人都被限定了，同一時間只能看見 A 場景或 B 場景。 
意思是，當事件發生的那一秒鐘，事件是分別發生在 A、B 兩個場景， 
事發時的每一秒，四人車的 A 場景及六人車的 B 場景，可能都各有五萬億個場景。 
每秒各五萬億個的 A 場景和 B 場景，每一個場景的每一格靜止空間，都是梅花間竹地出現。 
先是 A 場景，後是 B 場景，然後再不斷重複，直至事件完全結束為止。 
 
或許你會有一個問題：究竟甘迺迪當時的自我意識，是處身 A 場景，還是 B 場景呢？ 
答案是，甘迺迪的靈魂，即自我意識，是同時出現在兩個場景， 
因為 A 場景是甘迺迪清醒時發生，而 B 場景，則是甘迺迪遇刺前，在他造夢期間發生， 
他的靈魂跳越到將來的 B 場景，於夢中的 B 場景被行刺而死， 
但甘迺迪睡醒後，這件事就被強制完全遺忘。 
 
以往，亦有很多人見證這種現象，在夢中看見自己將會離世， 
能夠清楚知道離世的時間、原因和情景，甚至，成為不少電影和小說的劇情。 
意思是，甘迺迪還在生時，就已經發過一個夢， 
夢見自己坐在六人車上被行刺身亡，夢醒後卻遺忘了， 
B 場景早已在夢中完成了，而甘迺迪的靈魂亦參與其中。 
 
所以，就出現了現今的現象，以往的歷史中，人們明明是親眼看見， 
或是從錄影片中看見甘迺迪坐在一輛四人車上被行刺身亡， 
歷史留下來的記載，亦全部是 A 場景的現實歷史。 
但當「曼德拉效應」發生後，卻可以將 A 場景的歷史完全抹去， 
變為甘迺迪在 B 場景的一輛六人車上被行刺而死， 
歷史留下來的記載，亦全部變為 B 場景的現實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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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實中，只有 A 場景曾經連貫發生， 
所以，只有 A 場景是我們清醒時經歷過的現實。 
B 場景雖然同時存在，卻只有甘迺迪遇刺案的相關人士在夢中經歷， 
除了他們，99.999%世人的記憶中，都只有 A 場景。 
所以，往後歷史中，無論是影片、相片或記憶， 
甚至事後製作的汽車複製品，都是 A 場景的四人車。 
但「曼德拉效應」後，事件發生的 A 場景被強制抹去，現實歷史被覆蓋為 B 場景。 
於是，就出現我們現今所見的現象， 
事件發生時的相片、影片，及相關人士的記憶，都變為六人車， 
但其他未經歷過 B 場景的人，他們的記憶和製造的複製品， 
都因為未見過 B 場景，而形成殘留記憶和殘餘現象。 
 

 
 
這就解釋了一個最重大的問題，究竟甘迺迪是否死了兩次呢？ 
答案是︰否，他只死了一次，而另一次，則是發生在夢境之中。 
 
我們要謹記，在某些一次過的事件中，而我們毋需作出許多回應或動作的話， 
其實，這些事情的終結也只會是一次。只不過，當我們以一格格菲林來作對比的話， 
他其實可以在一秒鐘內死十兆次。換句話說，如果一秒鐘有十兆次的 frames， 
若然每一個 Frame 我們當一次的話，就變得不太合符現實了， 
因為每個現實中，真的有十兆次。 
但因為一秒鐘是十兆次，所以它可以分開兩部分，而我們是用同一秒去度過。 
所以，在我們來說不是操勞了，尤其是死亡這些並不操勞， 
因為他怎樣也是在那一格菲林（Frame）逝世， 
所以無論是哪一格菲林，大家都是在那個終結底下， 
即兩個現實（Reality）都是在那一刻終結，不需要死去兩次。 
但是，在那個菲林當中，如果要說兩段不同的說話，他便要說兩次了， 
但是，他們相對都是用一秒去完成。 
 
假如，他要在這一秒鐘，即這十兆次中，他不是造兩個平行場景， 
以這個人的身份，他造了十個，因為，原來有十個現實循序漸進在歷史中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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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要造十個，但是，他們也是在一秒中完成。 
在他而言，不是辛苦了，在他來說不是做多了， 
在他來說，真正的現實，是用他自己的人生去完成， 
另外九個我們所說的「曼德拉效應」（Mandela effect）的現實，就是用他的夢境去度過。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13︰夢境中的靈魂完成了另一個場景的補償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2，分析了甘迺迪在兩個平行場景中被行刺， 
但實際上只是死了一次，並非兩次，正如《聖經》所說，人人都只有一死。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3，會深入剖析人們在同一件事，如何經歷兩個或以上的場景呢？ 
 
有兩個原理： 
第一個原理，神所創造的時間流，是由每秒超過十兆個靜止場景組成， 
只要神預先將「曼德拉效應」事件，分拆為兩個或以上，梅花間竹或分岔路的場景， 
就可以在時間流的同一個時刻，製造兩個或以上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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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個角色扮演遊戲，當玩家操控著遊戲角色遇見分岔路， 
第一次可能選擇了 A 路徑，但重新再玩時，就可能會選擇 B 路徑， 
如此，同一個角色就可以同時經歷 A、B 路徑。 
 

 
 
但是，為何神在同一段時間，製造不同的 A、B 場景，再讓不同人經歷， 
以這種方式製造「曼德拉效應」呢？ 
因為，這種梅花間竹的方法，只需要相關人物在夢中補拍另一個場景的劇情， 
就可以同時製造兩個不同場景，這已經是最簡單的方式。 
 
在將要出現的「曼德拉效應」事件中，神只需要在相應時段，製造事件的不同平行場景， 
如同遊戲的分岔路，雖然兩條路都會到達同一個目的地，但中間的經過卻是不同。 
 

 
 
以黑武士的經典對白為例，配音員配音時，只需要在錄音室說出︰Luke, I am your Father， 
同時，在 B 場景說出︰No, I am your Father，就完成了。 
而 B 場景，除了配音員，或許還需要導演和剪接師一同經歷，但其他人並不需要經歷兩個場景。 
 
以甘迺迪遇刺案為例，事件發生前，所有人都同樣在 A 場景， 
但當事件演變為需要兩個現實並存時，就會出現現實場景的分岔路，同時存在 A、B 兩個現實場景。 
而兩個場景，可以是梅花間竹地交替，或是地圖上的分岔路， 
但兩條路最終都會重遇，變回同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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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理，如果一件事件中，並存兩個只有少許差別的 A、B 場景， 
但每人都只有一個靈魂，又如何同時經歷兩個梅花間竹的分岔路場景呢？ 
答案就是當事人所作的夢境。 
 

 
 
不論事前或事後，只要當事人清醒時經歷了 A 場景，再在夢中經歷 B 場景， 
就可以跳越 A、B 場景。當「曼德拉效應」發生時， 
神只需要將夢境中經歷的 B 場景，變為更清晰的記憶， 
又將本來清醒時經歷過的 A 場景，變得模糊不清， 
甚至以 B 場景完全覆蓋腦海的記憶，就可以出現「曼德拉效應」後的新現實記憶。 
 
當歷史由 A 場景轉到 B 場景，部分人就可以立即更新記憶， 
擁有 B 場景記憶，補回歷史的缺口。 
可是，為何有人仍能夠維持 A 場景的舊記憶呢？ 
如之前的專輯提及，甘迺迪日間清醒時，是在 A 場景被行刺，即一輛坐著四人的四人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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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甘迺迪的夢境中，在 B 場景被行刺時，卻是一輛坐著六人的六人車上， 
而事件中，甘迺迪和相關人士的靈魂，是預先或事後在夢境中補回 B 場景的經歷。 
 

 
 
當「曼德拉效應」出現後，所有人由 A 場景走到 B 場景，歷史現實都會變為甘迺迪坐在六人車上。 
但大部分人都從未見過六人車的情景，因為只有少量人曾在夢境中經歷過 B 場景， 
才會變為擁有新記憶，記得是六人車。 
 
又例如︰1980 年上映的《星球大戰 5︰帝國反擊戰》， 
當配音員 James Earl Jones 為黑武士配音時， 
說出經典對白「Luke, I am your Father！」。 
這時，其實同時出現了兩個場景，James 清醒時，在 A 場景說出對白「Luke, I am your Father!」， 
但夢境中，卻在 B 場景說出另一句對白「No, I am your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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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曼德拉效應」出現後，神就以 B 場景代替 A 場景， 
雖然現實變為 B 場景，但曾經在 A 場景活過，並沒有被 B 場景覆蓋記憶的人， 
仍會留下 A 場景的舊記憶，於是，就出現了兩批不同記憶的人。 
然而，曾經在夢中見過 B 場景的人，就會被神設定在「曼德拉效應」出現後， 
強制性遺忘 A 場景的記憶，並以 B 場景的記憶覆蓋。 
 
所以，我們有時候的夢境是重複又重複，便是這個現象， 
現在我們更看見，原來是一個這樣的事實。 
這亦解釋了，為何很多人的夢境都與預言有關， 
單從尼布甲尼撒王或埃及法老王來看，一個夢見將來的歷史事實， 
一個則夢見將來的十四年中有七年荒年和七年豐年。 
 

 
 
這讓我們看見，他們的靈魂在夢境裡是去了另一個世界， 
同樣活在一個時空兩次，甚至在那時空仍未來到前， 
他們已經活在其中，這是我們在夢境裡常常會出現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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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14：人類的夢境與穿梭時空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14，我們將會進一步理解人類的夢境與穿梭時空的關係。 
 
認識《聖經》的人，相信必定聽過《聖經》記載的異夢，包括兩位皇帝夢見關於未來的異夢： 
約瑟時代，埃及法老王夢見七隻母牛和七隻乾瘦母牛、七個穗子和細弱穗子； 
另外，先知但以理時代，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夢見金像的異夢； 
還有約瑟夢見關於太陽、月亮及十一個星的異夢，以及先知但以理看見四獸與世界末後的異夢。 
 
於舊約時代出現的四個異夢，都能夠穿越數千年， 
明確預示「啟示錄時代」所發生的事情，讓我們知道末後景況將會如何。 
另一邊廂，《啟示錄》第 12 章，本來就是描述約瑟夢見太陽、月亮及十一個星的預言。 
 

 
 
這就解釋了上篇及今篇主日信息所分享，「曼德拉效應」出現的眾多平行場景現實， 
是藉著夢境來進行補拍。夢境是一個媒介，藉著異夢或異象，讓人穿梭時間， 
進到另一個時空，甚至，透過異夢看見未來的景況。 
事實上，單單《啟示錄》的記載，就讓我們明白︰ 
整卷《啟示錄》一直描述作者使徒約翰，藉著夢或異象，進到未來和末世的時空， 
明證人類可以穿梭時空，超越時間流，進入末世的平行場景現實， 
由此可以知道，我們的靈魂是可以穿越到另一個時空。 
 
過往的「天馬座行動」信息經已詳盡分享到不同種類的時空穿梭。 
好些情況下，只能從其他時空看見一些資訊， 
如《啟示錄》一樣，將關於未來的資料帶回來， 
或是 CERN 的科技，將未來的資訊，以時空穿梭方式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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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人物，例如新婦級數的人物，卻能夠時空穿梭，履行一些身份及責任， 
於時間流鋪設歷史，或如「曼德拉效應」將「已製造的歷史」重新改寫。 
換句話說，神藉埃及法老、尼布甲尼撒王和約瑟的異夢， 
讓我們知道，在尚未發生的未來時空裡，經已有人物個體存在， 
這都是我們處身末世真正的現實。而且，這些夢豈不正是現實的濃縮， 
切切實實地預示了將來必然發生的實況嗎？ 
 
不論埃及法老、尼布甲尼撒王、約瑟的異夢， 
甚至《啟示錄》都是一個接一個的確切預言，是必定會發生，絕對千真萬確的預言！ 
又例如︰舊約裡，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義人以諾， 
他不單與神同行 300 年，並且藉著異象和異夢穿梭時空， 
預先看見世界末日的時候，主耶穌帶著千萬聖者降臨，在眾人身上施行審判， 
這一個既已製造完成的現實，一個必然應驗的平行場景。 
 

 
 
正如距今一千九百多年前，《啟示錄》的作者使徒約翰， 
同樣藉著異夢或異象，穿梭時空、預先看見末世必然發生及應驗的平行場景， 
有如播放一齣已經拍攝及完成剪輯的電影般，預告種種必然發生的情節和事件， 
預先將電影的結局描述出來。 
 
所以，我們簡稱這些預言是「將來現實的濃縮」，我們可以預先在夢裡經歷和看見。 
但要留意，尼布甲尼撒王睡醒時，已經忘記了所做的異夢。 
正如上星期主日信息分享，世人睡覺時，靈魂藉著夢境進入神預設的不同平行場景， 
醒來後，往往都會被強制忘記，難以想起。 
這亦是神的預設，構成今天驚人的「曼德拉效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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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神的計劃，當夢境經歷的事情於現實發生，或有人再次提起， 
就會勾起鮮明的記憶，再次聯繫這些平行場景。 
明顯地，神創造我們的夢境根本就有著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完全被神控制，如尼布甲尼撒王一樣， 
神要人記起，人就記起；神要人忘記，人就會忘記。 
神放在異夢或異象裡的，是另一個平行場景的現實， 
如《啟示錄》，使徒約翰進入世界末日的異象， 
亦正是「曼德拉效應」所製造，終極末世的平行場景，是真正末世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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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我們終於明白，真正末世的現實，源自歷史上四個夢， 
埃及法老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王、約瑟及但以理的異夢， 
是真正的末世平行場景，構成末世終極的現實世界。 
 
最後，近幾個星期，透過日華牧師分析「曼德拉效應」與夢境和現實的關係， 
相信大家終於知道神製造夢境的原因，為何每個人都需要每日睡眠 6 至 8 小時。 
原來神為世人製造了這個程序，在舊現實的 A 場景，各人擔演指定角色， 
在自由旨意下作出各人的選擇外，神亦製造了睡眠休息和造夢的時間， 
讓人的靈魂藉著夢境，進入歷史上不同的平行場景， 
在「曼德拉效應」新現實的 B 場景進行補拍， 
在夢裡編織一個接一個「曼德拉效應」改動後的新場景和新現實。 
 
正如過往未曾出現「曼德拉效應」前， 
我們長大至今，一直存在腎臟位於肋骨內，而不是腰部的平行場景， 
我們的靈魂，就藉著夢境不斷參與 B 場景，進行無數選擇和決定，預先為新現實進行補拍。 
 
只是近幾年因為「曼德拉效應」的出現， 
神強制帶領世人的靈魂脫離舊現實的 A 場景，走進以往只存在於夢境的 B 場景， 
是腎臟一直位於肋骨內、Adidas 一直只有兩個 d、自由神像一直位於自由島等， 
這就是今天實實在在出現在我們眼前，「曼德拉效應」的終極世界。 
 
換言之，現今新現實的 B 場景，一直存在於歷史上，只是存在於夢境而已， 
但亦是世人的靈魂一同參與及編織而成的現實， 
只是，過往的世人一直被強制忘記，無法記起。 
 
隨著「曼德拉效應」的出現，只存在於夢境的 B 場景，卻變成了新現實， 
相反，過往我們存活過，舊現實的 A 場景卻變成模糊不清、似是而非， 
甚至絕大部分人和相關行業的人，完全被強制忘記舊現實的場景， 
完全忘記腎臟曾經位於腰部、Adidas 曾經是三個 d，以及自由神像曾經位於埃利斯島等。 
 
今天，活靈活現，已經被改寫，成為我們摸得到的新現實， 
就如埃及法老王、尼布甲尼撒王、約瑟及先知但以理所見的末世異夢， 
根本就是同一個「曼德拉效應」的終極世界，是同一個平行場景。 
 
沒錯！原來今天「曼德拉效應」的終極世界、最終的新現實，根本就是夢境， 
是法老、尼布甲尼撒王、約瑟及但以理的夢， 
亦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靈魂，在夢中一同參與及編織的 B 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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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曼德拉效應」將夢境的世界變成現實， 
所有被封鎖的記憶和檔案，終於被強制記起。 
本來，這只是一個夢境裡的世界，但現今，卻是我們各人身處的世界， 
為要完成歷史最後《啟示錄》所記載的謝幕！ 
 
最後，每個人向三個人說：「我要成為約瑟，為全世界解夢了！」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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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