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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7 年 9 月 3 日分享 
第一章：信步星圖（51）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想請問改變歷史，與我們能夠成為新婦，能夠得著、承接至聖所的權柄，有什 

麼關連呢？並且，於我們在被提前，是否可以擁有改寫歷史的權柄呢？ 
 
曼德拉效應預告 12 
「曼德拉效應」，是指一些人、事、物件的現實狀況， 
與大部分人的記憶印象不相符，但凡出現這個現象，就稱為「曼德拉效應」。 
 
人們聽過「曼德拉效應」個案，總會拋諸腦後。 
因為他們只把它當作《瀛寰搜奇》的未解之謎， 
從未認真了解「曼德拉效應」個案背後的真意， 
所以，他們亦未曾發現，世界正在急劇轉變。 
 
過去人們一切以為重要的事物，亦在「曼德拉效應」之下，步向崩壞邊緣。 
過往營營役役度過的一生，到底有甚麼是確切可以把持得住的呢？ 
是時候要停下腳步，去認真了解這個正在徹底影響你人生的「曼德拉效應」。 
 
對美術有所認識的朋友，都應該認識， 
19 世紀法國雕塑家奧古斯特羅丹的著名作品 —— 沉思者（The Thinker Statue）。 
這座本來安置於群雕《地獄之門》橫楣上的銅雕，後來被羅丹和他的學生， 
用大理石和石膏重塑成獨立雕像，因而舉世知名， 
成為大量模仿者的扮演動作，以及素描愛好者的臨摹作品。 
或者大家記得沉思者雕塑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坐著的男人， 
他用右手握拳托頭思考的動作，太過形神兼備，所以，令人印象特別深刻。 
但是，在「曼德拉效應」之下， 
原來沉思者已經變得不再沉思，本來的右手握拳托頭， 
變成一個用手背托著下巴，彷彿無所事事在發呆的神態了。 
 
但當你看見大量遊客在沉思者旁邊的模仿動作， 
從模仿動作和雕像之間的明顯分別， 
我們可以確定，沉思者經已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不單模仿者與雕像動作不相符， 
事實上，亦有不少編輯嚴謹的書籍，都有提及沉思者的動作， 
例如 1997 年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教師手冊， 
當內文提及這個沉思者雕塑，都形容雕像是一個手握拳頂著額頭的人， 
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用手背頂著下巴的模樣。 
 
另外，於 2004 年出版，一本有關美國國土安全指引的書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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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沉思者雕塑，都是握拳頂著額頭，而不是手背托著下巴。 
明顯地，沉思者肯定經已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提到沉思者，人們自然聯想到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名言 —— 「我思故我在」。 
的確，人具有思想的天賦，思考亦成為我們生存於世的證明。 
而人類思考的憑據，建基於各類知識、藝術鑑賞，甚至國家歷史等等， 
這些都成為人類的思想寶庫。但是，「曼德拉效應」卻是輕易將這些寶庫當中的資料一一瓦解。 
就以國家歷史為例：「911 事件」發生那天堪稱美國最黑暗的一天， 
飛機撞入紐約的摩天大廈，絕對是前所未見的人為災難。 
不過，今日的現實，剛才我用到「前所未見」這四個字去形容「911 事件」， 
原來經已不再適合了。因為今日的現實中，飛機撞入紐約的摩天大廈， 
竟然於「911 事件」發生的數十年前，經已發生過一次！ 
 
1945 年，美國空軍一架 B-25 型轟炸機， 
因為大霧而不慎撞入當時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廈 —— 帝國大廈。 
雖然大廈結構無礙，但仍然造成 14 人遇難。 
這宗飛行事故，在今日的現實，能夠找到的證據實在非常多，絕對能夠證明確有其事。 
但是，只要我們按邏輯思想一下，當非常同類的「911 事件」發生的時候， 
同樣在紐約，亦同樣是飛機撞入摩天大廈， 
但是竟然沒有任何新聞媒體，將兩宗事件並列對比， 
甚至絕大部分的美國人亦對這宗大型人禍毫無印象，你認為有可能嗎？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這宗事故是「曼德拉效應」之後出現的事故。 
其實相比一宗從未聽過的大型人為災難， 
以下的「曼德拉效應」個案，也許更加撲朔迷離， 
就是到底美國有多少個州份呢？ 
 
在現今的現實裡，無論你上網查考，又或者數一數美國國旗上的星星，都只有 50 個州份。 
但是，在你的記憶中，美國的州份是否整整齊齊 50 個呢？ 
由密西根大學財經教授 Mark Perry 於 2016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 
報告是以獨特的理解，證明今時今日的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強國。 
報告以 2015 年，美國個別州份的 GDP， 
獨立對比 GDP 數值相仿的國家，重新繪製一幅獨特的美國州份分佈地圖。 
 
例如：喬治亞州 GDP 約 4,957 億美元，台灣的 GDP 約 5,236 億美元， 
兩者 GDP 相近，地圖就以台灣取代喬治亞州，如此類推，將美國地圖變成以下地圖。 
 
若果你數數地圖上州份的數目，沒錯，是 51 個！ 
看看文章的附表，對比一下現今的 50 個州份，我們會發現，少了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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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會說，美國太多州份，可能記錯而已！ 
試想一下，作為美國頂尖學府的知名經濟學者，怎會連美國有多少個州份都弄錯呢？ 
 
再看看另一個證據： 
一些介紹銀幣的網頁及片段中，都指出美國政府曾經於 2006 年， 
推出一款華盛頓特區州 25 美分銀幣， 
上面鑄有華盛頓紀念碑及國會大廈，亦寫上華盛頓特區的字眼。 
更指稱華盛頓就是美國第 51 個州，並且附有美國鑄幣局的真品證書。 
但奇怪的是，當你翻查美國鑄幣局的所有資料，卻從未有過相關的鑄幣記錄。 
 
從以上兩個資訊，至少我們肯定：美國曾經有 51 個州份， 
而目前肯定，消失的一個，就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不過，在大部分人的記憶中，美國其實有 52 個州份， 
到底另一個消失的州份，會否是現今現實中，曾經進行 5 次公投， 
以民意表達期望能夠獨立成為美國州份的波多黎各呢？ 
相信，「曼德拉效應」必定伴隨的殘餘現象， 
早已默默地為世人留下線索，讓有心人能夠尋得原本的證據。 
 
《聖經》清楚指出，末後的日子，一切可以被震動的都會被震動。 
當我們面對正一步步被瓦解的現實，一切我們以為可以掌握的事物，其實都無法掌握； 
是時候要醒覺，認真尋找人生中，真正牢固穩妥的根基。 
繼續留意我們的「曼德拉效應」系列，我們會為全人類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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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的時空裡，在「911 事件」中，於五角大廈地面的死亡人數有 125 人，究竟他們是 

甚麼人呢？ 
 
答：他們可能是「神工智能」（GI），又或是本來早已死去的人， 
而在「曼德拉效應」下的新現實裡，多活了一些時間，直至被飛機撞死。 
這就是現實中的時間自我修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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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除了英王欽定本《聖經》被修改之外，還有其他釋經書出現改變，包括︰《Dake Bible》及 

《Strong’s》。假如這些書籍的作者尚未離世，其實於他們的腦海中，會否有撰寫這些修改 
部分的記憶呢？ 

 
答：假如他們仍然在世，一定會記得。 
因為我們活在同一個被「曼德拉效應」改寫了的現實場景， 
除了報章和影片的證據外，他們的腦海仍會有時間自我修復現象。 
但是，假如他們已經離世，他們只會記得最初的版本， 
因為於「曼德拉效應」下的新版本，只是他們在夢中完成的情節。 
 
問題三：究竟是什麼方法，令人在自由旨意底下作出不同決定，將歷史改寫呢？ 
 
答：按現時的理解，自由旨意不會被場景影響， 
不論是現實的時空，或是平行場景下的夢景時空， 
我們的決定，都是自由旨意下的內心選擇，神亦是審判我們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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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因應自己的身份作出取捨，是各人自由旨意的決定。 
假如我們是真心真意跟從神、愛神，我們就能夠在兩個時空中得到雙倍奬賞。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過去的先知，都停留在片面層面， 
從來沒有教會或傳道人，能夠像主耶穌一樣萬能、全面地分享預言。 
但錫安教會多年來分享的層面，不論經濟、醫學、政治或天災人禍等， 
都是全面地、準確地，分享將要發生的事。 
神在歷史中，正是等候一間可以遵行聖殿所有預表，最具規模和規範的全備教會， 
所以，神以時間中的絕對存在去印證錫安。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影片：「曼德拉效應」講座與共同信息 
上星期 2017 年 8 月 27 日，受 8 號風球影響，當天主日信息改為網上發佈， 
讓弟兄姊妹留在家中觀看，該篇主日信息的開始， 
正是精華短片（VO）「時事追擊︰強颱風天鴿襲港與共同信息」。 
當時香港正在懸掛 8 號風球，戶外狂風大作，相信大家觀看時，別有風味。 
內容詳細分享 8 月 23 日的強颱風天鴿，形成近年最矚目、最影響港澳兩地， 
並充滿共同信息的風災，這一切，都是為了印證錫安教會現時分享的主日信息。 
 

 
 
因為，當我們以 superimposed 方式，將天上眾星鏡面倒置對應地球， 
南方星空的天鴿座，正一點也不偏差地對應南非， 
即現時主日信息的題目，「曼德拉效應」關鍵人物 ── 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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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證神一點也不偏差地超然掌控歷史， 
透過「曼德拉效應」，急劇改變「已經製造的歷史」， 
以超現實的手段，改寫我們現時所謂的現實世界。 
 

 
 
我們眼見的所謂現實、歷史、人倫、建築物，龐大如獵戶座三顆主星， 
甚至太陽系在宇宙的位置，都可以輕易改寫。 
證明我們的現實世界和歷史，正在急劇瓦解， 
而背後駕馭世界和製造「曼德拉效應」的推動者，即神和新婦， 
正在展示超現實的勢力、超然掌控全世界， 
將這一個瓦解的世界，推進更真實的超現實裡。 
 
我們可以肯定，上星期三颱風天鴿襲港絕非偶然， 
而是一個向新婦教會傳遞信息的共同信息。 
因為颱風天鴿，是以南方星空的天鴿座（Columba）命名， 
原名為 Columba Noachi（Noah's Dove），意思是大洪水後，挪亞從方舟放出來的鴿子。 
 
而鴿子在普遍人眼中，都會聯想起飛鴿傳書，用作傳遞信息， 
按著《聖經》記載，鴿子更是代表聖靈。天鴿不單代表天鴿座， 
同時亦代表一套從天上而來的完整信息，透過風 ── Wind 帶給地上的世人。 
強颱風天鴿的出現，絕對是印證現時的「曼德拉效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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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7 日，主日信息藉精華短片解構強颱風天鴿的意義和共同信息的那一天， 
正是今年的第 239 日！更重要的是，透過強颱風天鴿及當天主日信息， 
印證錫安教會翌日，2017 年 8 月 28 日的特別行動， 
舉行錫安教會第一次「曼德拉效應」講座（Talk on Mandela Effect）。 
 

 
 
這一個充滿共同信息印證的超然日子，教會招聚了歷代不同事奉的工作人員， 
包括︰《錫安日報》、電影部、2012 製作團隊、特效部 CGI、主日導讀 Deepro.以及 PZ 等人員， 
聯合籌備及試辦「曼德拉效應」講座，簡稱 T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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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講座後預先為日華牧師慶祝 56 歲生日。 
 

 
 
舉行 ToME 講座的地點，是科學園內高錕會議中心，稱為金蛋，又名時間之蛋（Time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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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 2009 年先知 Bob Jones「神榮耀列車」預言所提及， 
神會將時間錦囊（Time Capsule）賜給新婦教會，揭示歷代歷世所隱藏的人類智慧總和。 
事實上，這個時間之蛋，正是我們過往超過 7 年所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會議中心內有一座高錕會議中心模型，表揚光纖之父高錕教授在光纖科技研究領域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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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同樣出現我們耳熟能詳的共同信息，分別是 12 月 14 日， 
對應日華牧師曾經居住過的彩虹邨綠柳街碧海樓 1214 室，以及十周年，逢「10」的共同信息。 
 

 
 
在此，我們再次看見神超然掌管這次「曼德拉效應」講座的籌備， 
因為《聖經》記載，世界第一次出現彩虹，正是挪亞方舟後，神藉彩虹與人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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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強颱風天鴿的名字，取自天鴿座，正是代表挪亞從方舟放出來的鴿子。 
 

 
 
舉行這次「曼德拉效應」講座的地點高錕會議中心， 
竟然出現當年日華牧師曾經居住過、彩虹邨 1214 室的奇妙數字， 
而彩虹正是與挪亞方舟及天鴿有關。 
  
此外，高錕會議中心附近的葉子擺設， 
亦再次印證日華牧師過往曾使用的名字 Leaves！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12 

 
 
而且今次「曼德拉效應」講座舉行的日期 8 月 28 日，828， 
正好完全吻合上年錫安劍動勢其中一個重要環節「萬劍齊發」行動， 
千多位弟兄姊妹在三日內，用盡最後一顆單元，組裝成 8125 部耳機。 
 

 
 
熱熊熊舉行的「萬劍齊發」行動期間， 
該星期橫跨的主日聚會，正是上年 2016 年 8 月 28 日，同樣是 828， 
與神超然帶領的「錫安劍行動」，完全吻合及印證，正好是一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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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早前精華短片（VO）「神以自然常數 e 成為如同 Pi 一樣的共同信息」， 
詳盡分享到自然常數 e 的數值約是 2.718281828...小數位至無限長， 
頭十位數字 2.718281828，出現了兩次重複數字 828，並且兩次都以數字 1 分隔， 
如 4794、923、410、322 等傳奇數字， 
神同樣以自然常數 e 出現的 828，印證鍚安教會的事跡和行動。 
 

 
 
另外，整個籌備過程，實在非常奇妙， 
講座的全名是「曼德拉效應」講座 ── 探索 8 維空間， 
日子剛好定在 8 月 28 日，然而，整個講座的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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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籌備到完成都充滿了 8 及 88 的印證！ 
 

 
 
我們知道，數字 8 對應所羅門至聖所 8000 肘，亦代表四維立方體（tesseract）。 
另外，88 更一直是代表時空穿梭的數字。 
可見，是次 ToME 講座的籌辦，亦是神認同錫安教會新婦身份的一大明證。 
 

 
 
首先，8 維空間是科學專有名詞，但意想不到， 
原來最早期印證「天馬座行動」信息的電影《Buckaroo Banzai》早已提及這個專有名詞！ 
當你搜尋 8th dimension，你唯一只會搜尋到這一齣 1984 年拍攝的《Buckaroo Ban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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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任何其他電影。 
 

 
 
第二點，講座舉辦場地 ── 高錕會議中心，官網顯示，座位總數是 288 個。 
 

 
 
第三點，教會大型講座 Perfect Zound，至 7 月為止，剛好是 PZ 8； 
倘若從一年前 Eddie Forum 開始的 Perfect Zound 計起，直至 PZ8 的最後一場， 
講員吳志雄弟兄剛好分享了 87 場，亦即是，在 828 的 ToME 講座， 
正是吳志雄弟兄分享的第 88 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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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談到一年前的 Perfect Zound，也順帶一提一個日華牧師的生日印證。 
相信很多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Perfect Zound 是 Eddie Forum 送給日華牧師的 55 歲生日禮物； 
發展成 Perfect Zound 講座後，每次都發揮了領人歸主的驚人威力；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神透過信主人數，印證整份生日禮物！ 
從 PS 到 PZ8，講座後恩賜運作即場決志的總人數，是 901 人！ 
不多不少，就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日期 9 月 1 日； 
不單如此，離開恩賜運作場地後，藉弟兄姊妹陪談帶領信主的總人數， 
竟剛好是 55 人！就是上年日華牧師生日的歲數！ 
完全印證了牧師這份 55 歲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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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飛快來到今年，Eddie Forum 為牧師送上的生日禮物， 
是向八達通公司訂製的「4794 Destiny 紀念版」八達通。 
我們知道，八達通名字有 8，八達通的標誌，亦象徵了 infinity ── 無限的意思。 
這兩點與 ToME 講座不謀而合， 
亦是五月初開始籌備生產「4794 紀念版」八達通時從未想過的印證， 
可知，當時教會仍未發現「曼德拉效應」的驚人影響力。 
 

 
 
但是，原來背後有一個驚人印證，更為意想不到！ 
就是，今年日華牧師的生日正日 ── 2017 年 9 月 1 日， 
竟然正是八達通於香港正式使用的 20 周年！從《維基百科》，我們可以查到這個資料， 
八達通的啟用時間是 1997 年 9 月 1 日，剛好是 20 年後，成了這個「4794 Destiny」的印證！  
 

 
 
第四點，倘若回顧日華牧師的生日與 ToME 講座的奇妙印證， 
很有趣，828 當天是中國節日七夕節，這節日的另一個名字，就是七姐誕， 
提到七姐，相信各位一定會聯想到共同信息七姊妹星吧！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18 

 
 
除此之外，在七夕（7）當日分享 8 維空間的信息 ── 8 x 7 就是 56， 
正是日華牧師今年生日的歲數。 
 

 
 
第五點，ToME 講座其中一個部分，包含了戲劇元素，劇中主角由教會弟兄李天翔飾演。 
李天翔，顧名思義是在天際翱翔；而李天翔也是共同信息名字 Martin，即是天馬； 
相信這點不用多解釋了；但是，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 
李天翔弟兄曾參演香港知名金像電影《無間道》，角色名字正是孖八！88 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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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事實上，ToME 講座關於 8 的印證，實在多不勝數， 
例如：從籌備至 828 試辦的期間，一共出現了兩次導致主日暫停的八號風球，再次出現孖八！ 
按天文台紀錄，上一次導致主日兩次暫停的年份，就是籌備千年蟲預備的 1999 年，距今剛好 18 年。 
 

 
 
又例如︰ToME 講座的架構，共分 8 大部門。 
以及講座內與新朋友一起互動的「曼德拉效應」個案環節， 
由原定 20 個，縮減至 13 個，最後因為時間關係，變成只有 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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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點，最後，今年坊間出現 8 這個數字，亦多得極不尋常，以下，我們會略舉一二。 
今年政府慶祝回歸 20 周年的展覽，以代表無限的 8 做主題，將展館外型建成數字 8， 
位置更是設於共同信息建築物門常開的對開。 
 

 
 
今年多個著名手機品牌的旗艦手機，都以 8 命名， 
並且，這些旗艦機的相關日期，亦充滿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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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Samsung 於共同信息日子 3 月 29 日發佈了 Galaxy S8、 
Samsung 亦於颱風天鴿肆虐香港的 8 月 23 日發佈了 Galaxy Note 8。 
 
Nokia 於香港時間 8 月 17 日，亦即日華牧師與玉珍師母的結婚紀念日， 
發佈其久違了旗艦機 Nokia 8，更定於共同信息日子 9 月 6 日正式發售。 
 

 
 
倘若加上傳言一直甚囂塵上，蘋果 iPhone 十周年紀念的 iPhone 8。 
不論相關日期及型號，均以無獨有偶來形容這次手機界 8 的巧合，也絕不為過。 
 

 
 
加上，荷李活史上兩大賣座系列《星球大戰》及《狂野時速》， 
都正好於今年推出第 8 集。不要以為這是相當平常的事， 
要知道，一個電影系列能夠持續到第 8 集，是少之又少， 
即使是知名的占士邦系列，到了第 8 集都已經是中衰期。 
所以，能夠到了第 8 集，仍維持被高度關注的話， 
除了早已完結的哈利波特系列之外， 
今年這兩個系列，已經是荷李活碩果僅存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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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相信「8」的印證，在往後日子必定會越發增加， 
為要印證錫安教會的每個動勢，都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行在神的帶領中。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21：各種不同的「曼德拉效應」個案 3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20，談及夢境與「曼德拉效應」的關係，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21，會再分享幾個「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就是 1997 年上映的荷里活科幻笑劇《黑超特警組》（Men in Black），簡稱 MIB。 
講述一個管理美國境內外星人難民、保持地球中立的秘密組織 MIB， 
沒有人知道探員的身份，政府亦不會干預這個組織運作， 
演員方面，由 Tommy Lee Jones 飾演年老 MIB 探員，Will Smith 則飾演新手 MIB 探員。 
 

 
 
這齣電影，對參與了錫安教會多年的肢體，絕對不會陌生， 
因為 1997 年，電影上映的六年前，即 1991 年 1 月 26 日， 
日華牧師在主日信息「加拉太書第 201 篇之不明飛行物體續集」中， 
曾提及 MIB ── Men in black，正是這齣電影提及的 M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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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齣電影的「曼德拉效應」， 
再一次成為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超時空共同信息。 
 
主日信息： 
第四，他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 MIB。 
誰聽過 MIB？ 
證明這裡沒有研究 UFO 的專家。 
所有研究 UFO 的人都知道甚麼是 MIB，除非你只是聽新聞而已。 
所有研究 UFO、真正的專家，一定知道 MIB 是甚麼。 
MIB 是甚麼呢？就是 Man In Black。即是一個人，黑色的，一個黑色的人。 
 
你會問，即是甚麼？ 
很有趣的，原來所有研究 UFO 的人都發現一件事， 
就是所有見過 UFO，特別是第三類接觸的人，即是甚至與外星人接觸過、聊天等等， 
在接觸之後都會有一個人穿著黑衣服、黑褲、戴墨鏡、黑帽去找他們，每人都有！ 
找他們的時候，那個人通常自稱是聯邦密探、便衣（警察），或者某政府的高層人員， 
威脅他們，叫他們不要說出來。這樣的很有趣吧！有個謎。 
威脅他們不要說出來。 
並且恐嚇他們，甚至想拿一些證據，拿一些他們得到的證據， 
或是他們身上有些⋯⋯因為有些見過 UFO 的人，身體好像曬了太陽一樣，全都紅了， 
他們想毀滅那些證據，可是他們多數毀滅不到，很有趣。 
 
但是，這些 MIB 出現的時候，通常一定會留下一些東西， 
讓那個所謂見過 UFO 的人懷疑他，為甚麼呢？ 
或者看見他有像蛇皮般的手，眼睛不是人的眼睛， 
雖然戴了墨鏡，說話的聲音好像蛤蟆等類似的東西。 
他留下⋯⋯總之那些人看見（MIB）後，使他們怎樣呢？更有膽量去舉報這件事！ 
 
很有趣，好像串通了一樣。 
但問題是，讓他們更加覺得⋯⋯發生了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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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 MIB 出現後，那些人就很有膽量去說， 
給他們一個感受，就是：「原來我剛才看見的 UFO 不是假的！是真的！ 
甚至那些外星人來對付我了！」 
因為他們（MIB）來到以後，一定會恐嚇他們，令他們很混亂，並且一定會報警的。 
不單這樣，因為這些 MIB 通常會恐嚇得令他們非常驚慌。 
 
我現在不是在說故事，你要記住！ 
我現在講的是真人真事，你查考一些書籍，真的有提及這些事情。 
而恐嚇至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他們很多會（出現）精神錯亂，甚至有點被鬼附的現象。 
當他們見警察時，而因為這緣故⋯⋯聽好了！ 
很多時他們一定需要透過催眠，才能記起那件事。 
啊！那個局就全佈好了！催眠，你知不知道現在這時代，是甚麼人負責催眠呢？ 
是 New Age、新時代的人，是他們一直把催眠帶給整個時代。 
 
現在與大家玩一個遊戲，在現今的現實中， 
電影《黑超特警組》飾演新手探員的黑人 Will Smith，究竟他的角色造型有沒有留鬍鬚呢？ 
是左邊沒有留鬍鬚，還是右邊留鬍鬚呢？給大家 5 秒時間。 
 

 
 
好！開估！現今的現實中，Will Smith 在電影《黑超特警組》的造型， 
原來一直留著明顯鬍鬚，奇怪嗎？我們看看當年的電影預告片， 
在現今的現實中，Will Smith 自第一集開始，已經是留著鬍鬚， 
與大部分人的記憶不相符。 
 
YouTube 片段： 
MORE SECRETIVE THAN THE C.I.A. 
比中央情報局更神秘 
We work for a highly funded yet unofficial government agency. 
我們來自資金充裕但非正式的政府部門， 
 
We'll take it from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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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我們處理， 
 
Who the hell are you? 
你們是誰？ 
 
INS Division Six. 
移民局第六區的。 
 
There is no Division Six. 
沒聽說過第六區。 
 
MORE POWERFUL THAN THE F.B.I. 
比聯邦調查局更強大。 
 
Our mission is to monitor extraterrestrial activity on Earth. 
我們負責監控地球上的外星人， 
 
AND THEY'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AN 
他們正招募有能之士， 
 
You're all here because you're the best of the best.  
你們在這裡是因為你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And we're looking for one of you. 
我們會選出一位。 
 
Hey, what's up? 
怎麼了？ 
 
I'm gonna get some coffee, you want some coffee? 
我要喝咖啡，你要嗎？ 
 
No, thank you, I'm fine. 
不要了，謝謝！ 
 
Hey, Kay. 
嗨，Kay 
 
You guys get along 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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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相處愉快吧？ 
 
Alright, I'm in. 
好，我加入。 
 
THEY ARE THE MEN IN BLACK 
他們是黑超特警組。 
 
From now on, you will have no identifying marks of any kind… 
現在開始你沒有任何的身份記號。 
 
Oww! 
噢！ 
 
You are no longer part of the system.  
你不再是制度一部分， 
 
We are the Men in Black. 
我們是黑超特警組。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is between you and me?  
知道我和你有什麼分別嗎？ 
 
I make this look good! 
我穿起來更好看！ 
 
Series 4 DeAtomizer. 
原子四號槍。 
 
Yeah,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就是我要的。 
 
Noisy Cricket. 
小蟋蟀。 
 
I feel like I'm gonna break this damn thing! 
感覺上一捏就碎了。 
 
Oh it get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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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的。 
 
Zed, we have a bug. 
Zed，蟲族入侵。 
 
Unlimited technology from the whole universe and we cruise around in a Ford POS. 
全宇宙有無限科技，而我們卻坐這福特爛車。 
 
Fasten your seatbelt. 
綁好安全帶。 
 
See, now we gotta work on your people skills. 
你的人際關係還要加強， 
 
Columbia Pictures and Amblin Entertainment present… 
哥倫比亞影業及安培林娛樂呈獻， 
 
I knew it, this is an alien, 
我知道這是外星人。 
 
and you guys are from some government agency trying to keep it under wraps. 
你們是政府官員來掩飾實情的。 
 
No. 
不。 
 
TOMMY LEE JONES… 
湯米‧李‧瓊斯 
 
I'm gonna count to three. 
我數到三， 
 
He'll do it Jeebs. 
他會開槍的， 
 
One… 
一 
 
I'm telling you that man does not look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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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看起來不太穩定，知道嗎？ 
 
Two… 
二 
 
He's always crazy.  
那傢伙總是很瘋狂， 
 
Why don't you get a massage or take a cru… 
你不如去按摩一下⋯⋯ 
 
Three. 
三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much that stings? 
你知道那樣有多痛嗎？ 
 
WILL SMITH 
威爾‧史密斯 
 
What the hell are you? 
你是誰？ 
 
Your world's gonna end. 
你的世界末日到了。 
 
In a new film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Addams Family and Get Shorty 
《愛登氏家庭》、《矮子當道》導演執導 
 
Men in Black protecting the Earth from the scum of the universe. 
黑超特警組保護地球免受宇宙生物侵擾。 
 
You know how to use these things? 
你知道怎麼用嗎？ 
No idea whatsoever. 
不知道。 
 
但是，看過這齣電影的人，都清楚記得 Will Smith 並沒有留鬍鬚， 
因為電影描述他是一位年青人，對比另一位扮演老年人的 Tommy Lee J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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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黑一白、一年青一年老、一個活潑一個冷靜，兩者相映成趣， 
所以，Will Smith 根本不可能留著鬍鬚，完全違背電影中 Will Smith 年青活潑的形象。 
 

 
 
當年，電影十分賣座，之後推出了兩齣續集、卡通、玩具， 
甚至很多人以電影為藍本，推出二次創作的卡通和圖畫。 
 
所以，一如以往的「曼德拉效應」， 
許多二次創作，都留下明顯的殘餘現象，保留了舊現實的原本面貌， 
例如：1997 年，同年於電視播放的動畫《Men in Black》， 
對比兩位白人和黑人探員時，明顯沒有在黑人探員的臉上畫鬍鬚。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片段， 
可以明顯看見，動畫黑人的 MIB 探員並沒有留鬚， 
與現今現實中的角色造型出現嚴重分歧。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30 

 
 
YouTube 片段： 
How're we supposed to find the perp in... 
我們如何找出罪犯？ 
 
Shhh 
安靜 
 
It’s OK, we are Actors Division Six. 
稍安毋躁，我們是演員第六小分隊， 
 
How are we supposed to find the perp in here? 
我們如何在這裡找出罪犯？ 
 
The place is packed. 
這裡擠滿了人。 
 
Hey, guys,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my exciting channel where the fun never ends with Mandela Effects 
大家晚上好，歡迎收看這精彩頻道，為你帶來趣味無窮的「曼德拉效應」。 
 
Thanks for joining. Welcome to my channel. 
歡迎收看，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So I wanted to bring up something, because last night we were doing a live show. 
我想帶出一點，昨晚有一個現場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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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oticed that Will Smith aren't… 
我留意到威爾‧史密斯不⋯⋯ 
 
In this reality something is different about him you tell me what it is. 
現今的現實，他有些不同了，你告訴我是甚麼。 
 
you look at that original Men in Black poster you tell me what it is. 
看看最早的黑超特警組海報，你告訴我是甚麼。 
 
What do you see different? 
你看到甚麼不同了？ 
 
And here's the thing, if you've said his mustache you're right on, you're dead on. 
如果你說他的小鬍子，你就答對了。 
 
He never had a mustache in the first one and now he does. 
他在第一集是沒有小鬍子的，現在卻有。 
 
I see residue that Rena Jacile and Theresa Lynch have sent me Men in Black on Etsy without a mustache. 
Rena Jacile 和 Theresa Lynch 發給我殘餘證據，《黑超特警組》在 Etsy 網店上沒有鬍子。 
 
Everybody remembers his little cricket gun that was so powerful and everything. 
大家都記得他那支很厲害的小蟋蟀槍， 
 
Here is another Men in Black without a mustache.  
這是另一個沒有小鬍子的《黑超特警組》。 
 
Another residue on DeviantArt and usually people on DeviantArt really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y're like nerds you know. 
殘餘證據也出現在 DeviantArt，藝術社交網站 DeviantArt 的人很懂創作的，要知道他們是書呆子。 
 
Here's another one，Men in Black with the Simpsons characters. 
另一個，《阿森一族》扮演的《黑超特警組》角色。 
 
You see that? No mustache.  
看到嗎，沒有小鬍子。 
 
Righ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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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 
 
And there is another one that Rena pointed out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Hitler mustache on one of these 
pictures somewhere that she saw. 
這是 Rena 指出的另一幅，她的圖片中似乎有一幅有希特拉式小鬍子。 
 
It's freaking me out because I don't remember there being a mustache either. 
令我很震驚，因為我記憶中沒有小鬍子。 
 
I've had six people I've got Tom and I've got Melissa here with me and I've got M. Pearl. 
我邀請了 6 個人，包括 Tom、Melissa 和 M.Pearl。 
 
Hey, guys, you want to shout out to everyone? 
朋友，跟大家打個招呼？ 
 
Hi, hi people - Hey 
大家好 - 嗨 
 
So I've asked all of…I've asked everyone about this that I know. 
我問了所有我認識的人， 
 
Like even my mom said No, he didn't have a mustache. 
連我媽媽也說，不，他沒有小鬍子。 
 
What do you guys think about that? 
你們怎麼看？ 
 
That weird. 
奇怪。 
 
明顯，Will Smith 在電影《黑超特警組》的造型，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改變了， 
由本來沒有鬍鬚，變為現今現實中一直留著鬍鬚。 
 
第二個個案，是中世紀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伽利略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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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特別是西方社會，都會認為地球是太陽系的中心，甚至是宇宙的中心， 
意思是，他們都以為地球是一個靜止不動的平地， 
其他星體，包括︰太陽、月亮和所有星星，則環繞著地球而轉動。 
這種理論，稱為地平說、地心說或天動說。 
 

   
 
但伽利略卻支持另一位天文學家哥白尼臨終時提出的日心說理論，因而被天主教教廷逼害。 
最終，歷史和科學都接受了伽利略的日心說，知道地球是環繞太陽轉動，而地球本身亦會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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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歷史和科學都將伽利略譽為現代觀測天文學之父、現代物理學之父及現代科學之父， 
但伽利略的生平，原來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改變了。 
現在考考大家的記性，與大家玩一個遊戲。 
 
究竟是 
 
A. 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伽利略，因為堅持日心說， 
最終被天主教教廷判為異端，處以火刑，並當眾燒死。 
 
還是 
 
B. 伽利略因面對死亡威脅，決定收回日心說的理論，雖然逃過火刑，卻鬱鬱而終呢？ 
給大家 5 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 
 

 
 
在現今的現實中，伽利略最終決定妥協，收回日心說， 
所以沒有被天主教判處火刑，奇怪嗎？ 
相信，很多人兒時閱讀過不少介紹偉人的書籍， 
提及伽利略不畏強權，堅持日心說的理論， 
被現代科學家推崇，視為現代物理學和天文學之父。 
 
但現今的現實中，伽利略在強大壓力下，竟然沒有堅持自己的理論，反而妥協收回了日心說。 
假如，我們一直以來所認知的伽利略，只是一個強權下妥協的人， 
後人又怎可能給予他如此高的評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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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如圖中所見，有書籍稱伽利略為「殉道者」，顧名思義就是為真理而犧牲性命的人， 
如果伽利略當年選擇妥協，人們又怎會稱他為「殉道者」呢？ 
 

 
 
並且，這本書的網頁簡介稱，「伽利略不畏强權、勇於鬥爭，最终冤死獄中」， 
這根本不是現今的現實歷史。因為現今的歷史記載，伽里略被天主教廷釋放了。 
 
按現今現實的歷史記載，被天主教判為異端，以火刑燒死的人，只有一位並不著名的哥白尼支持者， 
數學家和宇宙學家 ── 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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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歷史真是如此，最應該被歌頌的人，其實是現今毫不著名的布魯諾，而不是伽利略。 
明顯，著名天體物理學家伽利略的生平，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出現了重大轉變。 
 
第三個個案，是交通燈。 
雖然大家的答案必定是統一，但都先與大家玩一個遊戲。 
全世界的交通燈一直有歷史以來，包括香港， 
到底是左圖由上至下順序的綠、黃、紅，還是右圖由上至下順序的紅、黃、綠呢？ 
 

 
 
今次，不需要大家等 5 秒才開估， 
當然，在現今的現實中，右圖由上至下順序紅、黃、綠的交通燈， 
才是正確的交通燈號排列。 
 
你有可能會這樣想，對大部分人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答案。 
但事實又是否完全一面倒呢？假如我告訴你，很多人的眼中和記憶中， 
有歷史以來的交通燈號排列，一直都是由上至下順序的綠、黃、紅，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37 

而不是現今現實中的紅、黃、綠。 
甚至有很多殘餘現象，證明以往很多人的眼中，交通燈都是綠、黃、紅。 
 
一起看看以下短片。 
 
YouTube 片段： 
Hello everybody. Hope everyone is doing well. 
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很好。 
 
I have voting video number 52 for you today. 
今天來到第 52 個視頻投票。 
 
This one is kind of strange because about six months ago when all these Mandela Effect phenomenon hit 
me really hard. 
很奇怪，大概六個月前，「曼德拉效應」現象重重打擊我。 
 
I saw a video by Life Matrix who had started making videos a month or two before me and he did a video 
saying that the stoplights had flipped upside down. 
我看到了 Life Matrix 的視頻，他比我早一兩個月開始製作視頻，他有一個視頻說紅綠燈顛倒了。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trange. 
我覺得很奇怪。 
 
I, at the time was thinking yeah, maybe, maybe the green was on top.  
我當時想：是的，也許綠燈是在上面。 
 
But I am not sure how could that have happened. 
但我不確定是怎麼發生的。 
 
where I didn’t notice, I mean how could it just flip upside down and I didn’t notice. 
我沒注意到，意思是，為何顛倒了而我卻沒注意到。 
 
So, so many months went by and then a few weeks ago I was driving at night and I had this overwhelming 
feeling as I saw multiple stoplights running down the street, I saw them all upside down. 
幾個月過去，數星期前，我在晚上開車，我有種強烈的感覺，我看到街上許多紅綠燈全都顛倒了。 
 
It hit me like a ton of bricks. 
我真是驚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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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t this weird rush of energy come over me and just tingling and weird sensation.   
有這種奇怪的能量湧向我，一種刺痛和奇怪的感覺。 
 
And it was like an epiphany. It was the craziest feeling. 
就像靈異事件一樣，超級瘋狂的感覺。 
 
And all of a sudden: BOOM They’re all upside down. 
It just hit me. 
突然隆一聲，全都顛倒了，我突然意識到。 
 
and now, just like the Staples and the JC Penney and all the signs and everything that I see every day that 
look odd. 
就像 Staples 和 JC Penney，還有其他標誌和現象，我每天看到都覺得很奇怪。 
 
The stoplights look odd now. 
現在紅綠燈也很奇怪， 
 
Every time I see one, it looks upside down. 
每次我看到都是顛倒的， 
 
Please thumb this video up if you agree with me that, you are conscious in another reality where the 
stoplights were upside down and you had green on top Green, yellow, red. 
如果你同意我的話，請點讚，就是你在另一個現實中紅綠燈是顛倒的，綠燈在上面，綠、黃、紅。 
 
If it’s always been red on top for you Stop, yield, go on the bottom. Please thumb down the video. 
如果你的紅燈一直都是在上面，紅、黃、而綠在下面，請反讚視頻。 
 
Now this may get quite a few of thumb-down votes I understand.  
可能會得到不少的反讚票，我明白的。 
 
I can't imagine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我無法想象那是如何發生。 
 
But it's like all the rest of the Mandela Effect. 
如同其他「曼德拉效應」個案一樣。 
 
I don't know how all that could have happened either. 
我都無法理解是怎樣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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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is one is quite bizarre and you can see here there's some reality residue of other people who remember 
it with the green on top and it's just crazy. 
這次就更奇怪你可以看到，有些人還有著綠燈在最上面的殘餘記憶，真是瘋狂。 
 
Now I can't look at a stoplight and without noticing it's upside down. 
現在我每次看到紅綠燈，都不禁想起它是顛倒的， 
 
That's my thought as I'm driving around. 
就是在我開車的時候。 
 
I drive, you know, hundreds of miles a day some days as I drive for uber. So it's just crazy. 
我偶然會在一天之內開數百英里，因為我是 Uber 司機，真是瘋狂。 
 
another crazy thing. 
是另一件瘋狂的事， 
 
but it is what it is and so moving along with it. 
但就是這樣，我們只可接受。 
 
Wanted to put it in as number 52 in the voting series. 
希望把這個案定為 52 號， 
 
So please vote, I will talk to everyone soon. 
請大家投票，下次再聊。 
 
Take care everybody. 
大家保重。 
 
例如影片中這幅圖片。內容是以交通燈成為一個笑話， 
但這幅圖片卻將交通燈畫成由上而下綠黃紅， 
明顯，在創作者眼中，以往現實的交通燈一直是由上而下順序綠黃紅，而不是新現實的紅黃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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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認為交通燈絕不可能是上至下的綠黃紅， 
請留意剛才大家一起看過的 YouTube 影片，是觀眾們的投票， 
以往舊記憶是綠黃紅，就舉起姆指， 
如果一直以來都是紅黃綠，就舉向下的姆指。 
結果，多達 600 多人的舊記憶曾經是綠黃紅， 
只得 300 多人的記憶一直沒有改變，始終是紅黃綠！奇怪嗎？ 
 

 
 
影片留言中，大量人見證交通燈以前是由上至下的綠黃紅， 
有人 100%肯定以往綠燈是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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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表示最近看過一齣電影《捉鬼敢死隊 2016》，是綠燈在最上方。 
數以萬計的人，在不同留言區中， 
聲稱以往記憶中的交通燈，最上方必定是綠燈，而不是紅燈。 
 
明顯，我們所活的世界，是由每秒 10 兆個場景組成， 
每一個人都活在與別不同的獨立場景，卻一直以為世人眼中的事物都與自己一樣。 
但「曼德拉效應」卻證明世界只是由幻象和夢境組成， 
只有神所在的天國，才是永恆不變的真實世界。 
 
第四個個案，是手指放在手腕上的把脈方式。 
先與大家玩一個玩戲，不要立即將手指放在手腕上檢查脈搏， 
單憑記憶，想想檢查脈搏的方式，是左圖將手指放在手腕中間， 
還是右圖將手指放在姆指對下的手腕旁邊呢？ 
 

 
 
給大家 5 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 
在現今的現實中，無論西醫、中醫或任何醫學， 
都是將手指放在手指公對下的手腕旁邊把脈， 
因為脈搏是在手腕兩邊，而不是中間。 
 
但你的記憶中，是左圖，還是右圖呢？ 
可能你會認為，一直以來都是將手指放在手腕旁邊， 
而不是中間，但事實又是否真是如此呢？ 
於不少人的記憶中，以往曾經是把手指放在手腕中間去檢查脈搏。 
 
YouTube 片段： 
Hey, there, everyone, thank you for clicking on this video and checking this out. 
大家好！謝謝觀看影片。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everybody that left me nice messages in my last video.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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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多謝大家，給我上一段短片的美好留言，萬分感謝！ 
 
You know who you are, I'll message you back. 
我會回覆你們的， 
 
And so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pulse, taking your pulse on your wrist. 
我今天會講脈搏，在手腕上把脈。 
 
Now I've done a few first aid courses back in the day. 
我上過急救課程， 
 
And when I was young. I live in the U.K. and it would be for the St. John Ambulance. 
當時還年青，住在英國，是聖約翰救護機構課程。 
 
Yeah, so I always was told that it was like in the middle of your wrist, a bit like how this bloke is doing it 
now. 
別人一直教我是手腕中間的位置，就如他所示範。 
 
You just follow the thumb down sort of into the middle and have a look. 
姆指往下中間的位置檢查。 
 
But now, you know, people are taking your pulse like this to the side. 
但現在是在側邊位置把脈， 
 
You follow your thumb down inside the crevice of the bone and so on and so on. 
姆指往下骨頭裂縫的位置，諸如此類。 
 
It's in there. Here's a little peak and as you could see. 
那裡有個突出的地方， 
 
Here's a video of a woman that, she went to here to be a professional nurse. And she...this is how she tells 
you how to do it. 
你會見到這是專業護士拍的影片，她會教你如何把脈。 
 
She tells you to go into the middle here. Have a look. 
她告訴你在中間的位置，請看。 
 
Hi, I'm Jesse, a licensed registered nurse. 
你好！我是註冊護士 J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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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 here today to teach you how to take a pulse. 
我今天會教大家如何把脈。 
 
These are the radial which is the inside of the wrist and the carotid which is the side of the neck. 
這是在手腕內的橈動脈，而這是在頸側邊的頸動脈。 
 
To take a pulse, you're going to want to use your middle and index fingers. 
你要用中指及食指來把脈， 
 
Do not use your thumb. Your thumb actually has a pulse and can interfere with your ability to count the 
pulse in those places. 
不要用姆指，你的姆指本身有脈搏，這會影響你數脈搏的次數。 
 
So, on your wrist, you're going to place your fingers lightly on the inside part of your wrist. 
在你的手腕上，將手指輕輕放在手腕內側上。 
 
And moving around until you'll feel that pulsing sensation under your fingers. 
移動至你手指感到脈搏跳動， 
 
Here you go, she's telling you to try the middle of your wrist inside the wrist. 
如你所見，她提到手腕內側中間的位置。 
 
If you have a nurse or you have to go to hospital and you have a nurse checking around that sort of area, 
just sort of tell her about the Mandela Effect and that the body has changed. because you're checking in the 
wrong place. 
若你有護士或要去醫院，有護士在那位置把脈的話，告訴她「曼德拉效應」和人體結構已改變，因

為你在錯誤的位置檢查。 
 
So let's have a look now where you're meant to take your pulse and you're not meant to use two fingers. 
現在看看你應該把脈的位置，其實不應該用兩隻手指。 
 
You can use two fingers but now that sounds better off to use three here. 
可用兩隻手指，但現今最好用三隻， 
 
Have a look with this professional doctor saying now. 
看這位專業醫生講解。 
 
Three fingers of your right hand and place them on your wrist of your left hand. 
將右手的三隻手指放在左手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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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after the end of your thumb, just where you feel that sort of sinewy bony place. 
在姆指的末端，你感到多腱和有骨的位置。 
 
And if you just feel around, you'll start to feel your pulse beating. 
感受一下，你會感到脈搏跳動。 
 
There you go. Crazy, you know I always thought you run your thumb down like I said earlier into the 
middle and it was always in the sort of the middle of your wrist, your main artery going down. 
是吧！瘋狂！我一直都以為是姆指往下中間的位置，一直是在手腕中間的位置，有主動脈經過。 
 
but as you can see that lady now is telling you you're better off using three fingers follow your thumb down 
into the little bone bit there and that's where your main artery is for your pulse to do... your pulse checking, 
obviously. 
但該女士現在告訴你，你最好用三隻手指，從姆指往下到有骨的地方，顯然地有主動脈通過讓你把

脈。 
 
So thumbs up, if you always remember it being in the middle and thumbs down if you always remember 
having to follow your thumb down into the bone bit. 
如你記得是中間位置，請讚好影片，不然就反讚短片，表示你記得姆指往下有骨的地方。 
 
非常明顯，檢查脈搏的方式，發生了「曼德拉效應」，證明我們每一個人，以往都是活在不同場景內。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22：英王欽定本的改動 
今星期，我們繼續進深研究英王欽定本的「曼德拉效應」改動。 
以下例子，是以現代發明的物品，取代舊約時代尚未出現的物品。 
我們一起看看《利未記》有關獻祭的經文。 
Leviticus 7:9 
And all the meat offering that is baken in the oven, and all that is dressed in the fryingpan, and in the pan, 
shall be the priest's that offereth it. 
 
這裡出現「fryingpan」平底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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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平底鍋的正確英文串法是 frying pan，是兩個字，而不是一個字， 
現時兩個英文字放在一起，當然就變成了錯字。 
此外，《利未記》在舊約時代寫成，當時根本尚未發明現代的平底鍋， 
所以 NIV 譯本只是簡單地譯作「鍋」。 
 
fryingpan 在《聖經》出現了兩次，兩次都是在《利未記》。 
 
在「曼德拉效應」下，我們常常看見英王欽定本將兩個英文字組合起來，變成一個錯字。 
現在，讓我們看一段新約經文。 
 
Colossians 2:16 
Let no man therefore judge you in meat, or in drink, or in respect of an holyday, or of the new moon, or of 
the sabbath days: 
 
大家是否發覺，這裡出現了一個由兩個英文單字組成的錯字 holyday 呢？ 
 

 
 
我們再看看 NIV 譯本。 
 
Colossians 2:16 
Therefore do not let anyone judge you by what you eat or drink, or with regard to a religious festival, a 
New Moon celebration or a Sabbath day.  
 
NIV 譯本以 religious festival 形容 holy day， 
但 holyday 這個錯字，在英王欽定本出現了兩次。 
 

http://www.biblewheel.com/GR/GR_Database.php?SearchBy_Word=fryingpan
http://www.biblewheel.com/GR/GR_Database.php?SearchBy_Word=frying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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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王欽定本的《出埃及記》曾將 holy day 清楚分開。 
 
Exodus 35:2 
Six days shall work be done, but on the seventh day there shall be to you an holy day, a sabbath of rest to 
the LORD: whosoever doeth work therein shall be put to death.  
 

 
 
可見 holyday 並非獨有的宗教名詞，而是一個錯字。 
 
又例如：《出埃及記》提到，當時的埃及人有一種器皿，稱為摶麵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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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8 章 3 節： 
「河裡要滋生青蛙；這青蛙要上來進你的宮殿和你的臥房，上你的床榻，進你臣僕的房屋，上你百

姓的身上，進你的爐竈和你的摶麵盆。」 
 

 
 
在「曼德拉效應」下，摶麵盆變成怎樣呢？  
 
Exodus 8:3 
And the river shall bring forth frogs abundantly, which shall go up and come into thine house, and into thy 
bedchamber, and upon thy bed, and into the house of thy servants, and upon thy people, and into thine 
ovens, and into thy kneadingtroughs: 
 
這裡，摶麵盆是兩個英文字組成的錯字 kneadingtroughs。 
 

 
 
但 NIV 譯本中，這是兩個分開寫的正確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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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ile will teem with frogs. They will come up into your palace and your bedroom and onto your bed, 
into the houses of your officials and on your people, and into your ovens and kneading troughs. 
 
英王欽定本出現了兩次錯誤的 kneadingtroughs，代表這改變出現了兩次。 
下星期，我們將會看更多英王欽定本的「曼德拉效應」改變。 
 
第一章：信步星圖（51）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想請問改變歷史，與我們能夠成為新婦、能夠得著、承接至聖所的權柄有什麼 

關連呢？甚或我們在被提前，究竟是否可擁有改寫歷史的權柄？ 
 
答：在我們被提前，絕對不能有改寫歷史的能力， 
類似改寫歷史的能力是可以擁有，但這個類別就不行。 
因為，用鐵杖轄管列國與坐上這個寶座，一定是在小孩子被提之後才發生。 
經文中沒有提及他在被提前、在母腹中已經有寶座，已經能以鐵杖轄管列國。 
他在母腹中的時候，被形容為將來會以鐵杖轄管列國，所以，用了「將來」這個字眼。 
 

 
 
所以，證明我們在被提前，我們不可以有這種至聖所的權柄和能力， 
那真的要留待我們被提、進到幔子之後才行。 
 
影片：孕育執政掌權者與認可的資格 
 
啟示錄 12 章 1-5 節： 
「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懷了孕，在生產的

艱難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著七個冠冕。牠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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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

她的孩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 
 
《啟示錄‧12 章》記載了一位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作為掌權者的男孩子被孕育的過程， 
就如訓練一位指定皇位繼承人，王子或王儲般。 
尚未正式登基前，每位王儲都需要經歷許多訓練， 
就如其他官員和平民一樣，需要在營中服役當兵，在陣中領軍打仗， 
在城中管理經營，或在朝中治國安民。 
 
林林總總的特定訓練，讓他們各方面都鍛煉充足， 
才能夠真正承擔皇位的責任、執政掌權、行駛權柄。 
因為正式接管權柄後，他就是全國最高的決策者，操生殺之權、轄管萬民。 
 

 
 
雖然繼位前後，王子都是同一個人，有著完全相同的外表，但職責及機能已經截然不同。 
繼位前，是試用期和訓練期，確保他在正式登基前，鍛煉出符合資格的相應才能， 
這時，他只是被授權擁有有限度的權力，並非真正擁有權柄。 
繼位後，他才真正掌權，擁有真正的皇位身份及全面行駛權柄的資格，遠遠超越訓練期的權柄程度。 
 
所以，在訓練期內，皇帝是刻意讓王子有嘗試和實習的機會，鍛煉他成為接班人。 
沒錯！是給予他嘗試和實習的機會，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地，親身參與或帶領不同戰役， 
試用統軍打仗的權柄。或是遇上天災、饑荒處處，被皇帝委派至災區實習皇的權柄， 
消解民困、化險為夷，使國度興旺。 
 
受訓是為了讓他成長，在錯誤及失敗中汲取教訓，所以，即使王子犯錯，亦是被容許的。 
但當他正式繼位、接管權柄後，就不容許再犯從前幼嫩及魯莽的錯誤。 
 
神在《啟示錄‧12 章》刻意描述男孩子是以「鐵杖」轄管列國， 
神授予男孩子「鐵杖」的權柄，就是刻意讓我們這群在世的基督徒，知道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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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男孩子的誕生過程，就是權柄與資格的孕育過程， 
不是計較他的年歲、身量或其他外在因素，而是他的成長，是否符合指定資格。 
沒錯！神是衡量這位被孕育的男孩子，能否滿足神期待的標準、符合資格。 
所以《啟示錄‧12 章》所預言的男孩子， 
孕育完畢及誕生後，就符合資格擁有承繼轄管萬國的權柄。 
 
相對之下，為何婦人的其他兒女，比男孩子更早誕生，卻無法承繼轄管萬國的權柄呢？ 
有別於傳統王位的世襲制度，竟然不是頭生長子或其他較早誕生的王兄繼位， 
反而是廢長立幼，讓剛孕育完畢、剛誕生的真命天子 ── The One， 
坐上神的寶座，用鐵杖轄管萬國。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51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一個重要信息： 
為何頭生的兒女都無法得到權柄，反而最遲出世的男孩子， 
一誕生就能夠得著權柄和坐上寶座呢？ 
答案顯而易見，因為其他兒女都不被神認可（Qualify），未能符合資格。 
 
換言之，承繼權柄的男孩子，是誕生在神的認可中， 
不論出生或是成長，都完全符合神極為嚴謹的要求， 
甚至如主耶穌一樣，以連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成長， 
所以一出生就已經擁有神的認可。 
 
但其他兄弟姊妹在出生過程中，都選擇了枉費一生、安逸度過，沒有承擔責任， 
亦沒有長大進入神的標準，所以他們並沒有承繼資格。 
只要以傳統掌權者的世襲制度，去解讀《啟示錄‧12 章》，就能理解這段經文的意思。 
 
在神眼中，不是頭生、次生、最早認識神、最先決志信主的基督徒， 
就能夠順理成章「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不需要努力、不需要為永生付代價，就能妄想賺得神認可的身份。 
事實上，唯有以一命換一命方式，成長至符合神標準的基督徒， 
最終才能夠成為這位男孩子，坐上神的寶座，承繼權柄、執政掌權、轄管萬國！ 
 
而事實上，我們在被提之前，是取得改寫歷史資格而已， 
當中牽涉到我們有沒有那種智商、智慧，以及信念與信心， 
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與神有一樣的同心，意即以基督的心為心？ 
 

 
 
惟有如此，才有資格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與神一同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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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聖殿與似神的人生 
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深分享神在地上創造聖殿的美意。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神創造人類的目的，是在悠長的六千裡， 
讓人類由亞當開始，一步步學習、被塑造， 
最終，於末後日子誕生一批可以與全能的神匹配， 
有著神完整樣式、妝飾整齊的新婦， 
可以被提到主耶穌羔羊的婚宴，與神共度永恆， 
這就是神創造人類的計劃。 
 
這個計劃，對於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一定不會陌生， 
因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已經不斷強調神這個最重要的計劃。 
可是，大家可以想想，假如我們不是聽見日華牧師的分享， 
我們能否於有生之年，理解到神創造人類的目的和計劃呢？ 
退一步來說，假如我們沒有信主，又能否尋找到神呢？ 
再退一步，世上數十億人中，又有多少人以尋找神為人生目標呢？ 
  
當我們環顧身邊認識的人， 
現實讓我們知道，以尋找神為人生目標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可能，我們一生中都不會遇上數個。 
  
因為世界何其大，人類卻如此渺少， 
任何人誕生於世，不論是城市或農村，都要面對環境的考驗、掙扎求存。 
生於氣候惡劣的地區，例如：極北的西伯利亞，或酷熱的中東國家， 
更要用人生大部分時間和力氣與大自然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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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前，科技落後的農業社會，大部分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就如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般，他們將所有精神和力氣，用於耕種田地或畜牧。 
當時人們因生存及維持基本需要，已經佔據每天大量精力， 
人又怎會有心情在苦短的人生中尋找神呢？既然人不主動尋找，又如何認識神呢？ 
可是，當人解決基本需要、成功活下來，下一步，就是滿足生命的各種需要， 
包括︰三餐溫飽、家庭、工作、事業、大量物質享受、娛樂消費等， 
都可以歸納為內心的慾望和需要。 
 
現時，世上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度過一生，終日思想的只是吃喝玩樂， 
尋找更多享受，或不斷滿足內心需要，這些思念，已經佔據他們所有時間， 
最終，平平凡凡地度過一生，從未尋找過神，就結束短暫人生。 
的確，人生有許多事情能夠完全佔據我們的內心思想， 
例如：有人怕窮，終其一生不斷工作賺錢； 
有人喜歡聽音樂，花盡一生不斷研究更好的音響。 
  
神創造的世界既廣闊又美好，每一種嗜好都可以花盡人們的一生， 
導致人沒有時間尋找神，很多人一生之中，甚至從未用過一星期時間尋找神， 
可想而知，人類可以無知、庸碌到甚麼程度。 
不過，世上亦有較為長進的一群，當他們的人生目標一一完成後， 
就會開始醒覺，嘗試探求人生的目的、生存在世的目的。 
地球如此美好、世界如此廣闊，一定並非偶然存在， 
而是有一位創造主創造萬有，然後，他們就會開始尋找這位創造主。 
 
但是，即使他們希望尋見，希望接觸這位創造主，都未必尋找得到， 
因為地球如此龐大，假如神沒有留下線索， 
即使人們花盡一生，都無法從萬事萬物中尋找到神。 
沒有接觸《聖經》和基督教的外邦人，正是一群耗盡一生，都無法尋找到耶和華的人。 
 
他們有些會覺得太陽非常偉大、孕育萬物，把太陽當作神來敬拜； 
有些則覺得大海非常偉大，所以拜天后娘娘； 
甚至，有些地方將動物視為神聖，例如：印度的牛和泰國的大象； 
有些人，可能因為蚯蚓或四腳蛇，被切斷尾巴後竟然可以重新生出來， 
能夠做到自我修復的神蹟，而崇拜牠們。 
 
但是，當他們拜這些受造之物的時候，又豈能認識到我們所信的真神，甚至能夠似神？ 
答案當然是不能。這就是神不喜歡人類拜偶像的原因。 
摩西時代，以色列人拜金牛犢，神就施行審判， 
因為當人拜偶像時，他們只會似所拜的偶像：太陽、牛和大象， 
卻不會似創造萬事萬物的創造主。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hl=zh-TW&biw=1745&bih=864&tbm=isch&q=%E9%87%91%E7%89%9B%E7%8A%A2&spell=1&sa=X&ved=0ahUKEwiP3IGHyerVAhWIfbwKHfkEAdkQBQghK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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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們以為大海、太陽或星宿是神，即使一代、十代，甚至一百代之後， 
他們的子孫也無法證明大海、太陽和星宿並非神， 
無法尋找出丁點證據，證明它們只是受造物。 
即使經過 100 年、1,000 年，甚至 1 萬年，人類也不可能製造到大海、太陽和星宿。 
 
那麼，他們又怎能否定大海、太陽、星宿，甚至雨水、閃電、颱風都不是神呢？ 
這就是人類因為有限而導致瞎眼。 
 
假如神沒有向人介紹自己，親自去接觸和探訪人類， 
人類就會一直瞎眼，永遠無法尋找到神。 
正如人類已經有六千年歷史，但直至現時這一刻， 
仍有無數人繼續將這些受造之物當作神去崇拜。 
 
還有一些人，會以為鍛煉身體就可以似神， 
例如：鍛煉視力希望槍法如神、鍛煉腕力希望刀法如神， 
他們一廂情願地以為突破身體極限，就可以成為神一樣， 
但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幼稚想法，根本無法藉此認識真正的神。 
既然他們無法認識神，連哪一位是神都不知道，更遑論可以似神。 
 
所以，當人類仍處於困苦和慘淡的農業社會，汗流滿面才得以糊口時， 
神賜下聖殿，將祂的偉大形象濃縮在人類一個小小的建築物內， 
讓人認識誰是創造主、誰是真神，讓人可以認識神，甚至似神。 
更重要的目的是，讓人了解神創造人類的計劃和目的， 
並藉著聖殿的各種家具及節期的獻祭， 



20170903   www.ziondaily.com 
 

 
 55 

讓人仔細了解人類是可以有跡可尋、循序漸進地親近神、似神， 
甚至可以成長至一個階段，超越人類的有限，達至與神匹配的新婦程度。 
 

 
 
今時今日，錫安教會豈不成為世人的示範嗎？ 
當我們不斷追尋神的聖殿，按著神的帶領，復還聖殿所代表的各種真理時， 
神豈不也讓我們知道，我們正慢慢踏進新婦鑄模的階段，被神塑造？ 
 
但是，環顧世上其他教會， 
雖然神已經用了舊約一千五百年，藉以色列人及利未人在聖殿供職作為示範， 
加上新約二千年，讓教會復還不同家具，讓基督徒可以更走近神、更似神。 
 

 
 
可惜，普遍基督徒與外邦人都沒有分別，即使少量基督徒能夠進入外院， 
但仍沒有按著神的帶領決定踏進聖殿、成為君尊的祭司、屬神的國度。 
亦正因這種膚淺信仰，導致他們於新婦及童女被提後，仍要留在世上，度過三年半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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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理解為何神如此珍視錫安教會，看為珍珠一樣。 
並非我們比其他人有甚麼過人之處，而是我們願意進入神早已訂下， 
讓人可以似神的聖殿方向，但世人卻不願意走進這個方向。 
 
事實上，聖殿提供的方向，可以讓任何人成為《啟示錄‧12 章》提及以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 
但是，許多人都不相信聖殿是唯一答案，寧可浪費一生偏行己路， 
即使已經藉著《聖經》認識神，亦不肯將人生擺上，逐步成長至童女及新婦。 
他們沒有想過，神設立的聖殿就是認識神、似神的唯一答案， 
任何其他方法、其他路徑，都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根本無法讓人接近神和似神。 
 
當我們理解聖殿是似神的唯一答案， 
基督徒由外院進到聖殿，藉著成為祭司，不斷供職， 
甚至可以成為大祭司，進到至聖所與神見面，這就是神提及的新婦程度。 
 
因此，我們應該越發珍而重之，珍惜聖殿每一個細節，尊重聖殿每一個預表， 
我們就能夠更走近神，更認識神的愛、神聖、性格和智慧等。 
回顧錫安教會的成長，豈不看見我們比其他基督徒更全面地認識神？ 
並且，我們認識神的程度，亦遠遠拋離其他教會。 
一些我們看為非常根基的概念，例如：教會不應傳奉獻箱及奉獻袋， 
甚至應該將所有產品，包括：詩歌、主日分享和書籍免費送出。 
這些根基概念，對其他教會而言是聞所未聞， 
從未想過會這樣做，更沒有信心走這條信仰路。 
 
對外邦人而言，他們又怎可能藉著觀察這個世界，而尋找到神，甚至似神呢？ 
普遍教會連眾多根基的屬靈概念，都聞所未聞， 
我們就明白到，為何《啟示錄》記載，婦人先前誕生的其他孩子，反而沒有資格承繼權柄。 
 
因為他們在歷史洪流中，因著種種原因， 
錯失了認識神的機會，亦錯失了神的藍圖， 
雖然他們比我們早出世，卻無法得到這權柄。 
唯有最後這個世代，出現一群新婦級基督徒， 
願意持著精益求精的信仰情操，完成神的藍圖及計劃， 
才能夠成為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 
  
因此，當我們願意尋找神，珍視神為我們設計的聖殿，一步步走近的時候， 
我們亦更接近神給予小孩子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當然，這是被提後，神給予我們的權柄，但在世的時間，我們也要練習它的雛形， 
因為天上所有權柄，也是於地上賺取，假如地上未能得到，在天上也無法得到。 
正如一個人，無法在地上聽見神的聲音，在天上就更無法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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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啟示錄‧12 章 5 節》提及，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裡去了。既然，這名孩子可以坐在神的寶座，有著神鐵杖轄管萬國的權柄，

為何他不是在天上出生，而是在地上出生呢？ 
 

 
  
既然這名孩子是神所寶貴，有著尊貴身份， 
不單可以坐上神的寶座，更擁有轄管列國的權柄， 
這名男孩又怎會像我們，平平凡凡地在地上出生呢？ 
大家曾否想過，《啟示錄‧12 章》描述的情景，是一幅何等奇怪的圖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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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細想，原來剛才提到《啟示錄‧12 章》，在天上擁有如此強大權柄的男孩子， 
都需要在地上誕生，成長至得著所有權柄、符合小孩子的資格， 
才可以成為這名剛出生就可以被提的男孩子。 
當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就會更加熱切和充滿盼望地度過在世的每一天， 
因為我們面對一個公平競賽，可以選擇以在世的光陰， 
在神面前努力成長，爭取成為這名男孩子的資格。 
 
整個世界的設立，都是人們爭取這男孩子資格的訓練場及試場， 
任何人在這個世界，成功完成這個男孩子資格的考驗和挑戰， 
就可以被提，坐上神的寶座，得著轄管列國的資格。 
因為整個人類歷史所製造的龐大試場中，終於有人考試合格，得著出線資格， 
對這群出線的得勝者而言，獎賞當然就是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啟示錄‧12 章》後的章節，記載神如何審判和毀滅這個地球， 
因為當比賽出現勝利者，比賽亦自然會完結， 
所有比賽佈置都會失去意義，可以拆除棄掉。 
 
既然，世界歷史的創造，是為了孕育最後得著權柄的男孩子，成為他的比賽場， 
那麼，地上最後一個世代的人，能夠趕上這個資格，得著權柄並且被提到天上後， 
地球就沒有存在價值，歷史亦到了終結的時間。 
 
另外，當改寫歷史事件出現的時候，明顯地，絕對能夠做到兩件事： 
第一、印證我們；第二、提昇我們的信心。 
如我所言，「時空穿梭」的祝福，這個神所給予的權柄， 
任何一樣的獎賞，都要我們運用信心去承接。 
沒有一樣神所給予我們的恩賜，是不須要運用信心的。 
 

 
 
肯定的是，我能夠分享給你知道，我當然擁有這份信心， 
但是否我們整間教會的信心都達到日華牧師的階段呢？ 
顯而易見，有很多人出現很大的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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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23：「曼德拉效應」與鼓勵我們提升信心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22，繼續分享了英王欽定本的改動。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23，會分享「曼德拉效應」可以幫助我們提升信心。 
 
為何「曼德拉效應」的出現，是神讓錫安教會的成員提升對神的信心呢？ 
因為「曼德拉效應」必定是神容許，並且帶著一個目的。 
 
首先，2015 年 3 月 15 日，當日華牧師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 
「時間中的絕對存在」、「923 共同信息」和「Pi Day 信息」等， 
已經讓我們知道，錫安教會的永恆身份就是新婦，時空穿梭亦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 
過去兩年，隨著信息分享，帶來意想不到的共同信息印證， 
已經證明時空穿梭的人物確實存在，而且正是被提後的錫安教會。 
 
直至 2017 年 6 月 4 日，牧師開始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對比以往的共同信息，絕對是更上一層樓的超時空共同信息印證， 
不單證明有人能夠時空穿梭製造歷史，而且已經出現歷史現實的改變。 
 

 
 
我們一開始分享共同信息時，已經提及人類歷史存在這種改變歷史的龐大能力， 
而「曼德拉效應」不單證明這種能力的存在，而且是更上一層樓， 
可以改變地球和太陽系在銀河系的位置、神創世時設計的人體結構、 
最權威的英文《聖經》譯本、人所共知的歷史大事和人倫關係， 
同時，亦仔細得可以改變世上任何一件既定事實。 
 
這就解釋了，為何除了錫安教會，世上根本沒有其他人可以解明「曼德拉效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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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無法肯定有沒有人能夠時空穿梭，更不可能相信地球的位置與過往相差了八萬光年， 
所以，只能相信是人們集體記錯或時空錯亂。 
 
「曼德拉效應」信息已經帶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 
就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背後，是由一群隱藏在歷史裡，擁有時空穿梭能力的神級人物完全掌管。 
然而，「曼德拉效應」的個案，已證明所有改變都並非隨機發生，或是時空錯亂而產生。 
可見，背後存在一位智者，不單可以掌管宇宙一切，進行有意識的精細操控， 
以時間自我修復現象，有智慧地修改歷史，同時刻意留下殘餘現象。 
這些能時空穿梭的人就是《啟示錄‧12 章》所提及， 
得著被提資格並坐上神寶座的男孩子，亦是整本《聖經》所提及，可以與神同創、謎一樣的新婦。 
 
藉著所有共同信息印證的指向，這位神級人物，就是被提後得著新婦資格的錫安教會， 
因為所有共同信息，都是指向錫安教會每星期分享的信息題目和內容， 
指向神帶領錫安教會的行動，並且指向日華牧師、教會中的領袖和弟兄姊妹。 
 
既然以往的共同信息，已經成為 100%無可推諉的鐵證， 
證明錫安教會必定是這位神千古命定的新婦，可以時空穿梭改變歷史。 
為何神和新婦要再大費周章，製造大量驚為天人的「曼德拉效應」事情， 
讓這種超時空的共同信息，更上一層樓地證明錫安教會得著新婦位分呢？ 
 
最大的原因，不外乎是向全世界顯示神和神授予新婦的能力， 
並不限於「天馬座行動」信息所指向的時空穿梭，製造歷史的能力。 
更是一種自由改變時間流一切事物的能力， 
神和新婦都有能力隨時改變世界發生的一切， 
並且是以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的方向和方式，製造各種「曼德拉效應」， 
除他們以外，無人能夠做到，亦無人能夠阻止。 
 
所以，由 2015 年開始至今，所有共同信息和現今發生的「曼德拉效應」， 
都證實錫安教會就是那群回到過去，於歷史製造共同信息和「曼德拉效應」的一群， 
在時間流以外，為仍在時間流的自己製造印證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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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之前已分享過，當被提或離世進到天堂後，任何人都無法提升位份和權柄， 
因為所有人在永恆中的位份和權柄，都是我們被提前或離世前，用一生去賺取， 
到被提後或離世後，一生的功過已定，再沒有賺取更多的機會。 
例如：一個基督徒在世時信仰只到達賓客程度，他在永恆中，就永遠是賓客級數， 
如果他在世時不能聽到神的聲音，神在永恆中亦不會與他說話。 
 
換句話說，過去和現今的共同信息和「曼德拉效應」， 
是要提醒和鼓勵錫安教會的肢體，神已經在永恆中確定了錫安教會的位份， 
明證我們將得到改變世界和歷史的能力。 
 
只要我們願意在一生中，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在信仰內涵和恩賜上， 
迎頭趕上成為合資格的新婦，甚至在被提前，擁有製造共同信息和「曼德拉效應」的能力， 
並且向全世界人類證明我們可以做得到，我們在天上就會擁有同樣並更大的能力， 
與神同創整個宇宙和人類歷史。 
 
但是，我們的信仰能力要進步至甚麼階段， 
才可以在永恆中製造共同信息和「曼德拉效應」的級數呢？ 
就是在被提前，在今生已能夠製造共同信息和「曼德拉效應」， 
否則，永恆中亦無法得到時空穿梭和製造「曼德拉效應」的能力。 
換句話說，在世時自己仍未得到，永恆中亦無法得到。 
然而，《啟示錄‧12 章》清楚記載，可以被提的男孩子， 
是一出生已得到所有資格，但比男孩子更早出生的其他兒女，卻永遠無法得到。 
 
過去兩年多的「天馬座行動」和往後一系列信息，日華牧師分享時都伴隨各種共同信息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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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華牧師分享玫瑰代表五月花，並指向五月花號的拉線是 4794，甚至代表死人復活的能力時，  
香港以至全世界，都突然出現大量與玫瑰花和玫瑰粉紅有關的新聞、資訊和產品。 
 

 
 
當日華牧師分享「923 共同信息」時，就發現以往錫安教會拍攝的感人短篇電影， 
早已隱藏數字 923，並且黑門山的高度也正是 9230 英呎。 
 

 
 
當日華牧師錄影主日信息時，分享著名歌手 David Bowie 拍攝的電影隱藏共同信息， 
隨後按著時序排期在主日播放，David Bowie 突然就在同一星期離世， 
並且終年 69 歲，同樣是帶著共同信息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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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眾多例子的其中三個，證明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 
已經得著被提的資格並擁有時空穿梭能力， 
在永恆的時間流以外，為自己製造共同信息，並且成為一個印證， 
證明錫安教會和日華牧師已經可以在被提後得著時空穿梭的能力。 
 
就好像我們以往認為有人能夠跳遠 100 呎，是一個非常誇張、不可能的記錄， 
而以往分享的共同信息，就是這種不可能，只有得著時空穿梭的神級能力才可以做到。 
但現今的「曼德拉效應」，我們卻突然發現， 
這人原來不單可以跳 100 呎，甚至可以跳一萬呎， 
這種天方夜譚的級數，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 
 
然而，當「曼德拉效應」出現，我們認識到神一種更高更嶄新的能力級數， 
令我們知道《聖經》所說：叫山挪開投在海裡、叫死人復活， 
都是絕對能夠做到，只是我們尚未到達這個級數。 
今時今日，我們必須迎頭趕上，盡力在被提前掌握「曼德拉效應」的能力。 
 
現今誕生的「曼德拉效應」，已經是另一個級數， 
是被提後的我們，在永恆中製造與時並進及超時空的共同信息， 
指出錫安教會就是將會擁有這種能力的明證， 
因為許多「曼德拉效應」都是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所以，既然有了雙重印證，證明錫安教會能夠時空穿梭、改變歷史， 
我們今天就要更加努力，成為童女，甚至新婦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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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非到達某一階段，是不能夠承繼這個祝福。 
因為我去查看、細緻地分析，在某些人來說，還要靠我的信息去說服他們， 
甚至在我分享信息時，還要半信半疑，覺得很誇張，甚至認為想像不到。 
所以，其實對於這些人而言，他們需要更多的恩典，才能夠承接這個權柄。 
因此，新婦作這種改寫歷史的方式，就是為著第一點，印證我們， 
從而達到第二點，去幫助我們當中好些仍未達到的人，能夠盡快達到。 
 
影片：基督徒應該擁有一顆持續增長的信心 
今篇主日信息，日華牧師再三提醒弟兄姊妹， 
在神鑄造的人生過程中，應該擁有一顆主動建立持續增長的信心， 
不能單單被動地依賴日華牧師的信息分享， 
在大量證據下才能被說服，被動地建立信心。 
 
究竟，怎樣才能夠主動建立信心，而不是單單依賴日華牧師說服我們呢？ 
方法就是效法日華牧師的做法，主動爭取在神的話語、應許和已知的事情上建立信心。 
 
許多時，基督徒在信仰上過於忙亂，忘記研經的真正目的。 
所以，日華牧師每次釋經和解經前，都必定會先帶領弟兄姊妹仔細查閱和誦讀相關經文。 
 
羅馬書 10 章 17 節：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Rhema）來的。」 
 
提摩太後書 3 章 16-17 節：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因為日華牧師清楚知道，釋經的目的，是讓弟兄姊妹真正相信這段經文。 
每一次讀經、背經，都是運用經文來建立和增長信心， 
讓經文與我們的信心連繫，產生功效。 
 
舉個簡單例子： 
日華牧師擁有醫治恩賜的信心，並非在看見病人時才相信醫治的應許， 
而是每次自己患病時，都運用這個機會， 
翻查醫治應許的經文，誦讀並相信，直至自己超自然痊癒為止。 
 
建立信心的過程中，會有以下兩個層面的特質︰ 
首先，神蹟醫治彰顯後，個人對醫治經文的應許，會有更充分確據； 
其次，在神蹟醫治出現前，恆久忍耐的信心方面，亦經歷了寶貴的磨練和塑造， 
因為信心的歷練，必須經歷恆久忍耐，向神證明我們的信心及結出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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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與神之間，一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信心決定。 
 
神期待我們擁有以上兩種信心特質，鍛煉信心的肌肉， 
往下扎根，成為能夠在暴風雨中屹立不倒的參天大樹， 
而不是栽種在溫室，驕生慣養、信心完全經不起風浪的小花。 
 
事實上，唯有這種恆久忍耐、經得起風浪，滿有肌肉的信心， 
才能夠在大型神蹟醫治聚會，這些神恩膏的事奉上大派用場， 
以堅毅不移的信心彰顯神的權能。 
故此，藉著日常生活，不斷累積及增長信心， 
誕生一次又一次神蹟，令自己更快超自然痊癒。 
 

 
 
日華牧師會把握每一次機會，藉著主動相信及運用相關經文、操練信心， 
以真理和過去的超自然見證，更加鍛煉自己的信心增長。 
即使生病或遇到困難，仍然不會灰心，不會容許自己有半點消極，反而主動出擊、擴展信心。 
 

 
 
過去 30 多年，即使信仰被神鑄造的過程裡，遇上不明白或沒有答案的時候， 
日華牧師仍然會讓信心持續增長，盡力拋棄任何有機會浮現的消極， 
主動地維持及建立常存積極的信心。 
 
同樣，弟兄姊妹聽信息時，亦絕對不能有「聽過就算」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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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於這一套，達 Oracle 神諭級數「2012 榮耀盼望」的 Rhema 信息， 
我們更不應以不求甚解、水過鴨背的態度，看待每篇信息蘊藏的祝福， 
應該主動釋放自己的信心，與每篇信息連繫，為自己產生果效。 
單單停留「聽過」或「知道」的層面，未能進入信心累積的階段， 
就無法讓神的話為自己帶來果效。 
 
以籃球為例，一個只會安坐家中，觀賞一場接一場籃球比賽， 
聽過籃球、見過別人打籃球、知道有甚麼籃球健將的人。 
單憑聽過、看過或知道，是否已經足夠？ 
是否意味著，這人無須經歷任何鍛煉和面對磨練， 
已可以成為一位卓越的籃球運動員呢？ 
 
當然是不可能！一個只是坐著看籃球比賽的人，沒有經過嚴格訓練， 
怎可能成為一名卓越的籃球運動員呢？ 
顯而易見，若然要成為一位專業及卓越的籃球運動員， 
在籃球比賽的知識層面上，除了「知道」或「聽過就算」外， 
還需要有嚴格上百倍或上千倍的歷練和代價， 
這是每位卓越運動員都需要經歷的階段。 
 
在信心上，為了走上更專業的層次，成為卓越的信心典範， 
每每聽到一個真理或知識後，都需要額外花時間鍛煉、實習和操練信心， 
其艱辛程度，簡直匪夷所思，比「知道」的層次，遠遠超越千千萬萬倍。 
在神眼中，這種自律地持續增長的信心，是非常寶貴，是神珍而重之。 
所以，我們必須明白信心成長的起點。 
沒錯！這只是信心的一個初階、一個起步點， 
是每個人在信心歷程上，都必須滿足的基本功課。 
 
既然，我們有日華牧師，為我們忠心研讀《聖經》各樣真理， 
悉心預備每篇主日信息及「栽在溪水旁」分享等， 
日華牧師已經為我們付上代價，承擔最艱難的查考和組織部分，令每篇信息都如豐盛的屬靈筵席。 
我們必須以一顆溫柔、受教、學習的心，透過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建立基礎信心， 
明白重聽信息，是為了累積一個更強的信心，甚至比任何人都更強， 
只有這種信心，才能夠誕生更多從神而來的應許。 
 
在靈修和重聽信息時，除了頭腦上的認知，還要不斷挑戰自己的不信，完全去除不信， 
消滅雞蛋裡挑骨頭、對真理一知半解的懷疑心態。否則，就無法在真理上， 
實際建立自己的信心，只能一生依賴牧師的分享來說服自己。 
 
再舉一個例子：日華牧師可以在分享中，重複誦讀醫治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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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弟兄姊妹：「因主耶穌的鞭傷，你們都能得醫治。」 
 

 
 
但是，假如弟兄姊妹只是「聽過就算」， 
並非以個人靈修及讀經的方式，持續增長信心， 
其實任何信息，都無法對你產生功效。 
 
相反，如果弟兄姊妹聽完日華牧師的分享， 
每次患病或遇上困難，都再次查閱和誦讀這些經文， 
肯定自己的信心是源自哪一章節、哪個應許， 
甚至肯定每粒字都沒有錯，在記憶中建立一份絕對的肯定， 
這一種，就是神所喜悅的信心。 
 
此外，我們每一次經歷神的重大事件， 
都可以全面革新我們對神的全能和真實的認知， 
加上以往靈修曾經誦讀的經文，令我們的信心大大提升。 
 
沒錯！當我們擁有一顆正確、蒙神喜悅、主動的信心， 
每次經歷神蹟彰顯、神同在的觸摸、神的探訪和神蹟醫治後， 
原來不單在神蹟醫治的屬靈祝福上，得到信心增長。 
與此同時，過往靈修時誦讀不同範疇的經文， 
同樣可以因為這次超自然經歷，同時間得到信心增長， 
令每一個範疇的屬靈祝福，都同時受膏、加增信心。 
 
例如：一次為病人祈禱，病人得醫治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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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們醫治的信心加增之外，同一時間，其他範疇的經文， 
包括︰信心、富足、神的幫助、傾聽神聲音、恩賜運作、行神蹟、 
手所作盡都順利、在別人眼前蒙恩、傳福音、講道、讚美敬拜、創作詩歌的靈感等， 
都可以藉這一次經歷的神蹟和神的同在，全面提升這些應許和神的話語的信心，成為出類拔萃的人。 
因為《聖經》每個字，都是神所默示，只需要一次經歷，就會引發連鎖效應， 
令曾經靈修誦讀過的不同經文，產生更強果效。 
 
我們現在明白，人生的目的，是要引發對神主動的信心， 
絕不是被動地，「聽過就算」的所謂信心。 
如此，才能夠成為神所認可，不是單靠日華牧師而建立的信心， 
不會成為自以為是，以所謂思想自由來縱容自己的不信及懷疑，最終被神憎恨。 
 
基督徒已經快要被提，日華牧師早已在沒有任何前輩或屬靈偉人扶助下， 
主動從海量資訊中尋找確切證據，主動引發自己持續增長的信心。 
現時，藉著「2012 信息」及「曼德拉效應」系列信息， 
日華牧師已不厭其煩地解釋，及提供海量證據， 
正是要同樣引發我們，讓我們主動地啟動信心。 
 
我們再以打籃球為例：現時日華牧師訓練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的難度， 
就如著名籃球健將及教練 Michael Jordan，要將畢生所學， 
教給一個毫無天分、經驗和技術，而且體型誇張超磅的胖子。  
對於教練 Michael Jordan 而言，自己的技術和知識是否豐富、是否完全正確， 
已經是毋庸置疑、不爭的事實，歷史已經證明他的技術和知識是絕對非凡。 
 
可惜，教練 Michael Jordan 的難度， 
在於如何防範這位肥胖的年青人，不要有任何誤解，或犯下自以為是的錯誤。 
甚至，這位胖子驕傲狂妄至一個階段，自以為「聽過就算」、「知道」已經足夠， 
基本功都未學好，已經狂妄至一個階段， 
所謂「未學行，先學走」，天馬行空地自創一些新做法， 
嘗試改善這些訓練，自作聰明地不按訓練步驟，懶得就懶，只求貪方便地草率做完熱身， 
就離開籃球場，帶著仍然肥胖的身體再暴飲暴食，飽了就睡。 
他認為這才是最好的訓練，只要單單「聽過就算」，認識了 Michael Jordan，「知道」就夠了。 
 
他單憑聽過，就認為不需要操練、吃苦及磨練，不需要恆久忍耐地訓練， 
他朝一日，他仍能夠像 Michael Jordan 般成為籃球健將。 
來到這裡，大家可以想像 Michael Jordan 所面對的難度嗎？ 
世上竟然充斥著這些不自量力，毫無自知自明的自大狂。 
 
事實上，日華牧師正面對同樣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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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天馬座行動」信息後，神以世上 Alef Tav 的共同信息， 
明證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 榮耀盼望」信息，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時。 
 
日華牧師希望藉著每篇「2012 信息」，幫助我們提升信心、擴展我們的境界， 
讓我們從信心的根基和起步點，做好每樣功課，滿足神的要求、符合信心的標準， 
藉著神啟示日華牧師授予我們的鍛煉，能夠按部就班，逐步趕上日華牧師最基本的信仰程度。 
甚至能夠以一命換一命方式，朝著永恆賓客、童女和新婦的不同目標進發， 
趕上賺取永恆最大的獎勵。 
 
所以，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我們必須效法日華牧師的榜樣，擁有一顆持續增長的信心， 
不要自作聰明、自把自為地過一個平凡人生。 
相反，我們需要在信心及每樣真理範疇上，不斷建立信心， 
達致出類拔萃，甚至藉著每一次超自然的經歷，令各個屬靈祝福和應許上都能夠加增信心， 
最終成為蒙神悅納的新婦。 
 
接下來，我們將要見證時間及歷史，隨著「曼德拉效應」而改變及瓦解， 
按著神預定的計劃，整個歷史的結束和終極的場景， 
必然是環繞我們錫安教會及「2012 信息」而轉動！ 
 
當然，有些人是永遠都不能夠達到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這種信心， 
亦不懂得在信仰上由根基做起。他們信主後又不付出，也懶於參與事奉， 
對這些人，就算再多給予他們一百萬年時間，也是徒然的。 
但對於另一班人，只要有足夠時間給予他們，他們就能夠趕上的，神就是在幫助這些人。 
 
現在，我們看見藉著改寫歷史的事件，神明顯是幫助這一批人。 
因為，改寫歷史，只不過都是共同信息而已，只不過是加添了時空穿梭的證據， 
其實，它們都是共同信息，是改寫歷史的事件，亦都是屬於十王的級數才能夠做到的事。 
並且，全部都為了證明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所以，大家能看見這個現象，改寫歷史明顯地出現了。 
 
影片：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甚麼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我們已經明白聖殿的設立，是為了解釋神創造人類的原因， 
假如神沒有留下任何線索，人類面對龐大的地球，根本無法從中找到真神， 
人類的生活亦只能像其他動物般，不可能似神。 
 
神設立聖殿，為人留下信仰線索， 
讓人類可以在歷史中，由外院開始信仰，最終孕育出至聖所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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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人類被造的原因，亦是神創造時間的原因。 
神用 164 億年時間預備，再用六千年時間， 
藉著救贖計劃，讓人類能夠在信仰不斷成長似神，最終孕育出新婦。 
 
因此，聖殿的設計，就是描繪出神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與藍圖， 
這六千年時間，就是實踐這個計劃和藍圖，及新婦被孕育和誕生的過程。 
而錫安教會正是經歷這個計劃被實踐的一部分。 
 
所以，既然孕育新婦是人類被創造，甚至是時間被創造的唯一目的， 
即是時間的設定，並非漫無目的，讓人類按著自己的喜好，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 
相反，時間的設定，是為了完成神創世以先所定下孕育新婦的計劃， 
即是完成一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計劃完成後，時間會終結、地球亦會毀滅。 
這就是《啟示錄》提及，當新婦妝飾整齊、被提之後，地球亦會如舊衣服般被捲起來棄掉。 
 

 
 
而會幕的設立，正是用活劇方式，記載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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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歷史中只有一批人能夠滿足這個計劃，如聖殿所提及的藍圖，人類重生得救後， 
藉著時間由外院平信徒，進到成為聖殿祭司，再進到至聖所成為大祭司， 
那麼，這班人就是神眼中的真命天子，配得稱為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一般人以為沒有人能控制時間，所有世事亦看似是隨機發生、不能預測， 
可是，為了協助一群真命天子完成終極使命、成為新婦， 
世事竟變得有跡可尋，甚至出現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現象。 
 

 
 
在我們看似平常的生活、一心想著跟隨神帶領而度過每一天， 
但在我們不知情下為神作工的時候，神卻會讓時間成為我們的工具， 
讓我們一次又一次，發現時間一日也不偏差的印證。 
以 4794 事件為例，起點是 1996 年 7 月 20 日的雙氧水事件。 
當然，不是我們刻意引發雙氧水事件， 
令氧份療法信息成為錫安教會被傳媒和社會一直攻擊的主因。 
但神對時間的設定，卻讓這一天成為我們 4794 定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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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經歷四千多日後，直至 Bob Jones 於 2009 年分享榮耀列車的時候， 
我們尚未認知 4794 的共同信息，亦不會知道世上存在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級數的教會。 
 

 
 
直至我們以拉線，計算出我們與聖殿根基石的距離，正是 4794，我們才發現 4794 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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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幾年間，我們亦發現眾多歷史事件都與我們有關， 
這些歷史事件與我們的連繫，明證我們就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成為了我們的線索和工具，告訴我們正一步步完成神創造時間的唯一計劃， 
即被孕育成為新婦的過程。 
 
我們可以作一個對比，假如時間的存在，有龐大的力量， 
令整個世界、宇宙和人類，在時間流中不斷前進， 
即使人們用盡辦法，甚至用盡全宇宙所有能量，都無法令時間為我們倒流一秒鐘， 
可想而知，時間的力量是何等龐大。 
 
可是，由開始至終結，所謂的時間總和都只是一幅藍圖， 
訴說一個人類由塵土蛻變成神的新婦的過程。 
因此，能夠完成這個藍圖的人，當然比這個藍圖，即時間的總和更重要， 
因為神的計劃中，時間只是藍圖，我們卻是藍圖的實質和成品， 
既然時間是我們的寫照、我們的藍圖，我們亦必然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我們認知到，原來聖殿及會幕的設計， 
就是於千百年間，不斷訴說神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 
我們亦看見歷史的演變，正是按照聖殿及會幕的設計而應驗。 
既然，聖殿是這個計劃的藍圖， 
那麼，歷史的演變，就是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本體。 
 
例如：摩西出埃及到主耶穌出生的 1,500 年，就是應驗外院設計 1,500 肘的本體。 
由主耶穌出生，到現在的 2,000 年，就是應驗聖殿 2,000 肘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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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聖所，就是集合歷代歷世所有信仰精英，進入至聖所的大祭司， 
他們就是 1,000 肘至聖所的本體，成為 8,000 立方肘， 
能夠時空穿梭，返回過去的新婦級基督徒，他們就是整個聖殿藍圖的實質和成品。 
 
過去的歷史，是照著聖殿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應驗， 
現在，我們亦是這個聖殿設計所描繪、於時間中應驗這個計劃的一員。 
因此，我們就是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實質和成品。 
 
現時，我們必須正視聖殿和會幕，是神創造人類的原因， 
及整個計劃的藍圖和影兒。這一刻，這個藍圖和影兒會在哪裡實現呢？ 
這個世界是由哪一班人，應驗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的計劃呢？ 
 
答案正是我們必須成為錫安教會的一部分的原因， 
錫安教會就是這個藍圖和影兒的實質和成品， 
在茫茫人海中，唯一一批實現這個時間中的絕對存在計劃的人。 
 
最後，每個人向三個人說：「那麼，你要在這個解謎中確立自己的身份了！」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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