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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7 年 8 月 20 日分享 
 
*編者按：本篇信息，乃歸納 8 月 20 及 8 月 27 日兩篇信息的 BitCoin 內容；  

至於兩篇信息中有關「曼德拉效應」的內容， 

則請查閱 2012 榮耀盼望第 394《星際啟示錄》第 352 篇天馬座行動（129） Mandela Effect（12）。 

 
 
第一章：比特幣回顧及更新資訊 
第二章：救亡語句的巨大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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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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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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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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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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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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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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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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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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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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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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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沒辦法配得去接受這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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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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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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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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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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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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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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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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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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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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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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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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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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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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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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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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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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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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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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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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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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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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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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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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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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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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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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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救亡語句的巨大權限 
 
影片：救亡語句的巨大權限 
「救亡語句」的實質意義，你是否已經完全明白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真看待救亡語句，因為它代表了絕對的能力及權限。 
 
以傳統貨幣為例：銀行發給戶口持有人的提款卡，包括了一般提款服務， 
例如︰在提款機提款、在存款機存款。 
如圖中顯示，提款卡能夠為大家提供簡單、方便，但有限度的服務。 
 
當我們需要更複雜的服務時，就需要戶口持有人帶著存摺，親身到銀行櫃位處理， 
在銀行櫃位提供的服務，比提款機和存款機更多、更複雜。 
套用比特幣（Bitcoin）上，提款卡就是手機上的軟件錢包 apps， 
能進行有限度服務，如轉數、查數和一些基本設定。 
銀行存摺及櫃位服務，相等於電腦登入 blockchain.info，提供更多、更複雜的服務， 
甚至有問題的時候，亦可以詢問在線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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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救亡語句，就等同户口持有人拿著身分證明文件， 
在銀行櫃位報失並重新開啟銀行戶口、取回個人財產。 
即使你的戶口已經設置密碼及收藏妥當，甚至已經將密碼或硬件錢包放在保管箱， 
以為萬無一失的時候，其實，只要擁有救亡語句，就能夠無視一切，輕鬆取得所有資產。 
 
當取得你的救亡語句，已等同取得你所有資產， 
任何一位懂得使用救亡語句的盜賊，只需 3 分鐘，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論是咖啡店、圖書館等， 
透過電腦在網站將你的比特幣轉入他的帳戶內， 
不需密碼，不會留痕跡！甚至比你登入自己帳戶更快。  
所以，救亡語句就等同資產。 
就如同有人假扮你本人，在銀行櫃位出示你的個人身份證， 
就能輕易地重新申請一本銀行存摺和提款卡，取得你銀行戶口內所有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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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位必須極為小心地處理救亡語句， 
否則，其他人就可以扮成資產擁有者，以你的救亡語句偷走你所有 Bitcoin。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存放救亡語句呢？ 
事實上，救亡語句由 12 個英文單字組成，如圖中 12 個單字。 
這 12 個單字，完全沒有任何句式和含意， 
任何企圖偷 Bitcoin 的賊人，都能夠輕易辨認救亡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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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記錄救亡語句時，建議使用「6 加 6 法則」， 
將 12 個英文單字分兩組存放，每組 6 個。分成兩組文字後， 
千萬不要隨意放在家中不同角落，以為「越危險的地方，就越安全」， 
假如放在畫框背面，可能不幸在搬屋時丟了，隨意放在床底，可能被蟲子咬了， 
或是縫在衣服內層，可能會找不回這件衣服。 
 
所以，認真尋找合適地方存放，是十分重要。 
例如︰其中 6 個貼身保管，另外 6 個存放在保險箱內。或者放進不同區域的保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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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個字，不能存放在同一個空間，或是倒序填寫， 
增加使用難度，就能夠真正有效且安全地保管救亡語句。 
但你必須緊記使用原則，否則只會弄巧反拙。 
 

 
 
再次提醒，救亡語句，等同我們帶齊一切證明文件，親身到銀行辦理補領戶口， 
能夠輕易取得戶口內全數金額。所以，我們必須極為小心地處理救亡語句。 
萬一救亡語句資料外洩，你唯一只能夠與賊人鬥快轉走 Bitcoin。 
因為不同戶口會有不同救亡語句，所以，假如你 blockchain 戶口的救亡語句外洩， 
就只能盡快將所有存款轉到 KeepKey。 
所以，慎重保管你的救亡語句，是極為重要的一點。 
 
影片：投資策略及買賣須知 
現時，我們認識了四種數位貨幣： 
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萊特幣（Litecoin）和以太幣（Ethereum）。 
數位貨幣各有優點，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投資策略及買賣智慧上，又需要留意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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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會逐步講解： 
 
問題一：我們應該怎樣投資呢？ 
答案：這段時間，首選是投資比特幣現金、萊特幣和以太幣。 
 

 
 
因為這三種貨幣仍處於發展階段，配套及安全系統仍未及 Bitcoin 完善，仍有被盜取的危機。 
所以，它們現時的情況有如兩年前的 Bitcoin， 
經常有大幅度升跌，仍處於低位，非常值得投資， 
尤其遇上大特價期間，更是我們應該把握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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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足夠時間，它們的配套及安全性亦會慢慢改善，負面評價和不利新聞亦會隨之減少。 
將來就能夠與 Bitcoin 一樣，躍升為優越的數位貨幣。 
 
問題二：我們應該以甚麼形式購入呢？ 
答案︰由於三種貨幣的價位仍有 50%的上落空間，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將投資金額分數次，每周、每兩周或每月購入， 
在某段時間購入後，亦同時預留下次購入的機會，不需要進行一次性購入， 
隨著每次不同價位的投資，就能平均攤分購入成本。 
 
問題三、除了分段投資，金額分配上有甚麼策略呢？ 
答案︰假如你有 6000 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每月平均購入以太幣、 
萊特幣及比特幣現金，各 2000 元，直至你認為足夠。 
 

 
 
問題四：現時還需要購入比特幣嗎？ 
答案︰若果之前購入的比特幣較少，現階段建議先投資以上三種貨幣， 
累積到一定數量後，才再次考慮購入比特幣。 
雖然比特幣價格仍有上升空間，但價格已經相當高， 
相比另外三種貨幣，升幅空間仍小，需要投放更大量資金。 
 
在了解投資策略後，實際執行買賣的過程上，我們仍需要小心留意、智慧行事。 
 
問題五：現時可以透過甚麼途徑購買數位貨幣？可以透過 btcchina.com 嗎？ 
答案：最好的中國平台仍是 btcchina.com 交易網， 
多年觀察後，可以看見它的營運是最符合中國政府規則， 
及最快、最充足回應政府的監管要求，是比較穩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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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時，它已經不接受中國境外人士，包括香港人的實名認證。 
只能使用 btcchina.com 的海外網站 btcc.com， 
重新申請會員及完成實名登記，才可以作買賣及使用服務。 
在此一提，這裡的買賣是以美元為單位結算。 
 
問題六：必須實名認證嗎？認證後有什麼分別呢？ 
答案：是。必須完成所有實名認證程序，才能買賣，但 btcc.com 只接受美金充值， 
由港元兌換美元、再轉帳，需要付 10%的高昂手續費， 
所以 btcc.com 只適合暫存數位貨幣，並不適合作現金買賣。 
 
問題七：如果想以人民幣購買各種數位貨幣，可以怎樣做呢？ 
答案：有一個新平台 viabtc.com，接受香港人登記及使用人民幣充值， 
只要以 E-mail 簡單登記，然後再完成高級實名認證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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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 viabtc.com 按著政府標準，登記的帳戶姓名必須與你的內地銀行戶口姓名完全一致， 
兩者都必須是簡體字，所以註冊時請使用回鄉證上的簡體姓名。 
全部證件資料亦盡量填寫回鄉證上的內地資料，內地手提號碼，只有地址填寫香港地址。 
 

 
 
高級實名認證大約一小時內可以完成， 
透過你持有的內地戶口，可以將人民幣充值至 viabtc.com， 
買賣任何數位貨幣，包括比特幣、比特幣現金、以太幣和萊特幣。 
 
按資料顯示，viabtc.com 是其中一間最佳支援比特幣現金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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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能夠將比特幣現金「幣入幣出」， 
可以將其他地方買入的比特幣現金，轉到 viabtc.com 戶口。 
加上，能夠自由交易四種貨幣，所以亦建議大家使用這平台。 
 
若然大家對一般註冊和買賣手續，有任何疑問， 
可以向家聚中，已經率先了解和嘗試過每個步驟， 
完成了註冊動作的 Bitcoin 指導員查詢。 
 
影片：四種貨幣的儲存方法 
Keep Key 硬件錢包到達前，我們需要妥善處理以下四種貨幣： 
 
一、比特幣（Bitcoin） 
之前已經擁有 Bitcoin 的肢體，可以按以往的儲存方法及比例處理舊 Bitcoin。  
而新買的 Bitcoin，可以選擇放在 blockchain.info 的 MyBitcoinWallet。 
 
在此溫馨提示： 
將新購買的 Bitcoin 存放入 blockchain.info 前，請先在帳戶裡設定新的地址。 
 

 
 
方法是在左邊工具列選擇設置，再選地址， 
在我的比特幣錢包按「＋添加」，然後填上註解名稱。 
完成添加，在新地址後選擇「管理」，在右上方選擇「More Option」設為默認，添加新地址， 
系統就會出現一個新地址編號，如圖中所示。 
之後，只需要按交易平台指引，轉帳至該地址， 
所有新存入的 Bitcoin，都會自動存入這個地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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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大額轉帳前，緊記先以 0.01BTC 等，進行少額轉帳測試，確認收到後，再正式進行轉帳。 
所有新地址轉帳，都必須先以少額貨幣進行轉帳測試，如沒有問題後，才將餘數轉入。 
 

 
 
二、以太幣（Ethereum，簡稱 ETH） 
今年 8 月，Blockchain 新增了存放以太幣的服務。 
大家購買以太幣後，只要在 Blockchain 網頁左上方，選擇接受以太幣， 
然後按地址傳送至 Blockchain 就可以了。 
 

 
 
三、萊特幣（Litecoin，簡稱 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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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唯一能夠存放萊特幣的網上平台 LiteVault，屬私人團隊開發， 
安全性及誠信方面，仍是未知數，所以暫時並不考慮。 
 
而個人平台方面，目前只有一個類似 Bitcoin QT 的電腦錢包 LitecoinCore， 
但這類錢包需要花長時間同步，所以亦不推薦使用。 
所以，Keep Key 硬件錢包送到前，暫時不考慮將萊特幣存放在自己的軟件錢包內， 
大家可以先在交易平台放一段短時間，如 btcc.com 或 viabtc.com。 
  
四、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簡稱 BCC 或 BCH） 
Bitcoin Cash 是一種十分雛型的貨幣， 
現時能夠透過提倡者的 viabtc.com 購買，支援亦較完善。 
 
但是，雖然 Bitcoin Cash 能夠「幣入幣出」， 
但目前尚未有任何軟件或硬件錢包能夠提供安全支援， 
所以，放在交易平台，反而比自己儲存更可靠。 
因此，建議大家將所購買的 Bitcoin Cash，暫放於 viabtc.com 交易平台。 
 
此外，2017 年 8 月 23 日， 
Blockchain.info 宣布 8 星期內，將正式支援 Bitcoin Cash， 
而且 8 月 1 日前存放於 Blockchain.info 的 Bitcoin，亦會自動產生 Bitcoin Cash， 
相信這項支援，能夠幫輕弟兄姊妹取回舊有 Bitcoin 產生 Bitcoin Cash 的工序。 
 

 
 
將來，大家只需要處理 BitcoinQT 或 MultiBitHD 軟件錢包內產生的 Bitcoin Cash。 
進一步處理，則留待 Keep Key 硬件錢包送到後，再作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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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簡介本周 Bitcoin 工作坊及 Bitcoin 處理工作表 
教會將於 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 
在各家聚再次舉行比特幣（Bitcoin）工作坊，讓弟兄姊妹可以更確切執行每個重點。 
工作坊裡面，將會派發 Bitcoin 處理工作表 checklist， 
讓大家逐項執行、逐項完成並記錄， 
令指導員容易知道你未完成的項目，協助你盡快處理。 
 
由於部分工作，在電腦或 iPad 執行會比較快捷和易於管理， 
所以，當天請盡量自備已充電的手提電腦或 iPad，現場未必有足夠電力位讓你臨時充電。 
 
以下，是工作坊的 Bitcoin 處理工作表 Checklist， 
請大家先在已完成的項目加√ 剔號，並保持更新。 
 
blockchain.info 戶口 
- 有沒有 blockchain 戶口？如沒有，請即申請。 
- 申請 blockchain 戶口的電郵是否使用正常？是否已完整備份用戶名及密碼？ 
- blockchain Wallet ID：知道如何在舊電郵找回嗎？是否已記錄備份？ 
- blockchain 副密碼（第二密碼和交易密碼）：是否已設定和記錄？ 
- 救亡語句備份：是否已完成？請根據 6+6 的原則分開存放。 
- 如「導入的地址」內，有存放 Bitcoin 的地址，是否已備份 PrivateKey（私鑰）？ 
- 是否清楚現時不可轉動 blockchain 內持有的 Bitcoin？直至完成 Bitcoin Cash（BCH）的誕生。 
- 如需要將新購買的 Bitcoin 存入 blockchain 戶口，是否已懂得開設新地址收款， 
避免舊有帳目混亂？ 
 
MultibitHD 等 HD 軟件錢包（如沒有可跳過） 
- 是否擁有救亡語句？如沒有，請找回。 
- 如已訂購 KeepKey，之後可以直接以「救亡語句」回復錢包，暫時不需要回復。 
- 如沒有訂購 KeepKey，可選用 https://electrum.org/#home 軟件錢包。      
 
Bitcoin Core（Bitcoin QT）（如沒有可跳過） 
- 是否已完成安裝及數據同步？ 
- 回復備份。 
- 是否已熟悉戶口操作？ 
- 是否懂得取回 PrivateKey（私鑰）？將來需要自行以 PrivateKey（私鑰）取得 Bitcoin Cash。 
- 回復後，請再重新備份，更新.dat 檔。 
- 是否已清楚不建議將來繼續使用 Bitcoin Core 軟件，建議改為使用硬件錢包 KeepKey？ 
 
購買新數位貨幣的儲存方法 
- 是否已擁有交易平台戶口，及完成實名登記？例如：viabtc.com、btcchina.com、btcc.com。 

http://blockchian.info/
https://electrum.org/%23home
http://viabtc.com/
http://btcchina.com/
http://btcc.com/


20170820   www.ziondaily.com 
 

 
 52 

（註：需以回鄉證為標準，以簡體登記名字） 
- 是否已擁有內地銀行服務及網上銀行？ 
- 是否擁有 viabtc.com 或其他容許人民幣充值的交易平台，能夠完成買賣？ 
 
以太幣（Ethereum：ETH） 
- 是否已擁有 blockchain 戶口？如沒有請即申請。 
- 是否了解以太幣與 Bitcoin 不同，是另一種貨幣？操作時，需要進入 Blockchain 頁面的右上方， 
選擇 ETH（beta）區域管理。 
- 購入以太幣後，建議暫時轉入 blockchain.info。 
- 是否明白 KeepKey 到貨後，建議與 blockchain 以一半一半 50% 的比例分開存放？ 
 
比特幣現金（Bitcoin Cash，BCC／BCH）  
- 8 月 1 日前，是否已擁有 Bitcoin？理論上應已擁有同等數量的 Bitcoin Cash。 
- 是否清楚知道：8 月 1 日前存放在 blockchain 的 Bitcoin，於數周後會自動產生 Bitcoin Cash，所以

暫時不可以動用帳戶資產？ 
- 8 月 1 日前存放在交易平台的 Bitcoin，需按交易平台指引，或詢問客服人員如何取回。 
- 明白暫時沒有適合平台存放新購買的 Bitcoin Cash， 
建議暫放交易平台，直至 blockchain 網站提供支援及取得 KeepKey 硬件錢包，才進行轉移。 
 
萊特幣（Litecoin，LTC） 
- 暫時沒有適合平台存放萊特幣，blockchain.info 亦不支援，建議購買後短暫存放在交易平台。 
- KeepKey 到貨後，請將所有萊特幣存入 KeepKey。 
 
硬件錢包（KeepKey） 
- 是否已訂購 KeepKey？如沒有請留意稍後補購安排。 
- 所有數位貨幣，建議分開一半存放於 KeepKey 及 blockchain。 
 

 
 

─ 完 ─ 
 

http://viabtc.com/
http://blockchian.info/
http://blockchai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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