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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7 年 12 月 17 日分享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 ── 答問篇 
問題一：主日信息裡曾提及，在我們人生當中，除了有一生之外，還有不同的場景，包括夢境中的 

補拍時段。其實那些片段，是儲存在哪裡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不是每一 
個人都如葛培理般，在他原本的人生中多出一段場景呢？ 

問題二：我們知道，曼德拉在 1980 年便離世，但另一個的他卻在 30 多年後，即 2013 年才離世， 
而我們知道活得較長年歲的曼德拉是於 B 場景，是一個夢境的世界。但在現實中，這個人 
本身知不知情呢？而在這三十年中，他經歷的亦是另一個現實，那麼，究竟他和以往 A 場 
景中，那位過去的自己，是否會作出同一個決定？或者兩個場景中，他的性格會否都很接 
近？甚或是一樣？ 

問題三：現在，我們知道有千億個不同場景，當進入了這些場景之後，是否可以讓我們自由選擇和 

決定進入哪個場景？或是每個場景也是由神全然掌管？ 
問題四：請問我們在夢境中的信仰是否與我們現實的信仰相符？即是說，我們是否一定要在現實的 

信仰努力，才能在夢裡看見和遇見相關的情景？ 
 
影片：馬鞍山石中劍共同信息補充 
上兩個星期，我們曾經分享過馬鞍山的共同信息， 
解釋了我們現時分享的信息，甚至是至聖所級數的信息， 
當中所帶著的審判能力，有著兩個月時間的同步， 
任何人嘗試舉起重石頭，都必受重傷，隨後更分享了一個有關神審判的個案。 
 

 
  
由於這個案於 2017 年 9 月份開始，而 2017 年 9 月，其實已經踏入了以色列猶太年曆的新年， 
是以色列人 2018 年的開始，所以 2017 年 9 月已經開始對應《詩篇‧11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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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釋經家都會認為，舊約《詩篇‧118 篇》是預表新約的主耶穌， 
得著從神而來的勝利，也就是新郎的聲音。 
然而，當我們認知《詩篇》亦是由 1900 年開始一篇對一年， 
那麼，踏入 2018 年的這一刻，這段經文應該有對應 2018 年的解釋。  
 

 
 
即是這個以第一身方式，講述自己所行的大事的主角， 
就是新婦，成為了新婦第一身的聲音。 
所以，假如《詩篇‧118 篇》是對比 2018 年應驗在我們身上的話， 
《詩篇‧118 篇》就是我們向神發出的聲音、與神的對話， 
如主角新婦般，講述自己的遭遇，雖然在危難中，神卻成為她的拯救，甚至將勝利交給她。 
所以，今次神不單以整個馬鞍山成為共同信息印證， 
更以前所未有的重石頭例子，作為應驗《詩篇‧118 篇》的明證， 
讓我們明白，2018 年並非普通的一年，更是我們能夠與神對話的一年。 
 
我們看看當中一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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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8 篇 5-7 節：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

能把我怎麼樣呢？在那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所以我要看見那恨我的人遭報。」 
 
大家豈不看見這段經文應驗在我們身上？《詩篇‧118 篇》，新婦會看見恨我們的人遭報， 
這段經文，原來記載於《詩篇‧118 篇》，成為神給予我們一日也不偏差的印證。 
並且，《詩篇‧118 篇》的 10 至 14 節，都是提及神的幫助和拯救，甚至有大量的「我」字， 
明顯，這個「我」，就是 2018 年指向真命天子的新婦錫安教會。 
 

 
 
因此，這一年就如《詩篇‧118 篇》的標題，神將勝利交給我們，我們亦因勝利而稱讚神。 
 
事實上，《詩篇‧118 篇》對比的 2018 年，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 
大家有否留意到，環繞我們身邊，神給予我們眾多「圓夢」的共同信息， 
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等候多年的事情，終於會實現。 
 
2018 年，正是 1996 年雙氧水事件的 22 周年， 
我們知道，雙氧水事件是神給予我們一個里程碑式的帶領， 
甚至，當外邦人提起錫安教會的時候，也會說我們是「雙氧水教會」。 
但是，神以拉線的距離 4794 去印證我們，也是以雙氧水事件開始， 
所以，雙氧水事件就是我們的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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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以這個角度理解 1996 年雙氧水事件是 Alef 的話，到了 2018 年，就是 Tav。 
因為以色列人的 22 個字母，是由 Alef 至 Tav。 
現時「栽在溪水旁」所分享的《賢婦篇》， 
正是以 22 個字母去解釋新婦被塑造的過程，由 Alef 走到 Tav。 
對我們而言，就是由 1996 年走到 2018 年，22 年的塑造和帶領， 
讓我們得著新婦的位份和資格。 
 

 
 
再者，很多釋經家也相信，從 1900 年開始， 
《詩篇》一篇對一年的預言，到了 118 篇就完結。 



20171217   www.ziondaily.com 
 

 
 5 

因為 119 篇是最長的一章《詩篇》經文，不可能用來形容一年。  
另一方面，119 篇原來也是以離合詩的方式寫成， 
每幾句分為一組，每組的第一個字，都是一個以色列的字母，由 Alef 至 Tav。 
所以，《詩篇‧119 篇》可能就是用來描述新婦的《詩篇》。 
 

 
 
此外，還有一個指向圓夢的共同信息。在剛過去的 12 月 13 日，是「2012 信息」8 周年紀念， 
由 2009 年 12 月 13 日，第一篇「2012 信息」開始計算，不經不覺已經分享了 8 年。 
然而，這段時間正好亦是今年修殿節，即是光明節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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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殿」當然是有著圓夢、為神完成壯舉的意思，並且，修殿節時， 
為了紀念馬他提亞於聖殿裡，用一天的油點燃八日的神蹟， 
人們亦會於八天裡，燃點一個特別設計的燈臺， 
這個燈臺除了中間僕人的燈之外，還有另外八個燈座。 
 

 
 
這個家家戶戶都有的燈臺，預表聖殿被提後，縱使人們再沒有至聖所的金燈臺， 
但平民百姓家家戶戶也會有修殿節的燈臺，即是這八年間孕育的「2012 信息」， 
將會成為毛衣人及千禧年信徒的餵養和真理亮光，成為光明節，燃亮所有人。 
 
「曼德拉效應」預告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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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聽完「曼德拉效應」的個案，只當是《瀛寰搜奇》的未解之謎，卻從未認真了解， 
「曼德拉效應」經已將我們的現實，帶入撲朔迷離的光景之中。 
營營役役的世人，是時候要停下腳步，去認真了解這個，正在改寫我們人生的「曼德拉效應」。  
 
電影，從 120 年前面世以來，迅速就成為最普及的娛樂之一。 
在我們的認知中，每次技術突破，都會為電影事業帶來商業新高峰。 
從短片到長片、從默劇到有聲電影、從黑白到彩色、從黑房特技到電腦特技。 
由於技術突破必定帶動龐大的商業成效，所以，一直以來， 
電影技術的進程，都必定與商業電影的發展緊緊連繫。 
 
對電影發展有認識的朋友，能夠輕易告訴我們，為電影揭開序幕的是法國盧米埃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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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 1895 年放映的《火車進站》，早已名垂青史，更成為所有電影學院課本的必然章節。 
另外，1927 年由華納兄弟電影公司推出的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 
以及 1935 世上第一齣彩色電影《浮華世界》。 
這些作品，都標誌著電影技術發展的進程，同時連繫著他們商業上的每個高峰。 
 
不過，相信觀眾早已漸漸明白，我們原來不知不覺間， 
已經活在一個「曼德拉效應」的世界中，一切歷史，都可以無聲無色地改變。 
若果大家今日稍有耐性，在互聯網上尋找相關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過往人們對電影發展的認知，經已被顛覆，而且，全部也是證據確鑿。 
 
例如︰剛才提及，電影迷熟知的盧米埃兄弟， 
我們知道 1895 年，他們在法國巴黎一間咖啡館的地下室， 
展開了歷史第一次電影公映，亦因此成為電影與及電影放映機公認的發明人。 
但是，即使熟知電影發展的朋友，應該都從未聽過， 
今時今日的資料記載，原來他們兩兄弟於 1904 年，經已發明出真正的彩色底片。 
 
我想，單單這個改動，經已令我們不禁懷疑， 
為何等到 31 年後的 1935，才誕生第一齣彩色電影《浮華世界》呢？ 
既然電影技術的突破必然連繫到商業利益的成功， 
彩色菲林由發明到應用，竟然會出現超過 30 年的相距，是否有些少不妥呢？ 
不過，我們的懷疑很快被解答。 
原來今時今日的世界，最早出現的彩色電影，經已不再是電影迷熟知的《浮華世界》， 
取而代之的，是一齣名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生活和苦難》的電影。 
雖然從片段中可見，色彩的表現，不能與日後的彩色電影比擬， 
但是毫無疑問，的而且確是彩色電影。 
根據記載，這齣電影並非近代數碼修復變成彩色的電影， 
而是切切實實，歷史上第一齣彩色電影。 
 
不過，最離奇的一點，就是這齣電影，竟然是於 1903 年經已面世， 
對比剛剛提到，盧米埃兄弟於 1904 年發明出彩色底片的年份更早！ 
那麼，這齣電影用的彩色菲林感光技術，又是誰發明的呢？為何完全沒有文獻記載呢？ 
 
好，既然發生了「曼德拉效應」的話， 
亦即是說，另一個場景的時間之輪，亦會繼續轉動。 
這個 1900 年代經已發明了彩色菲林的世界， 
轉眼，時間去到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既然有彩色菲林，就自然會出現彩色的一戰記錄片。 
大家可以看看，你沒有看錯，你正在看的彩色片段， 
就是 2003 年英國推出的一戰時期記錄片，《第一次世界大戰全彩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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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製作這輯記錄片的公司聲稱，當中的片段有部分是後期以數碼技術進行電腦著色， 
但是亦強調，有一部分的片段，於一戰期間，經已採用彩色菲林拍攝。 
到此，你應該會覺得更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戰經已有這種質素的彩色記錄片， 
為何我們成長過程的多年來，反而從未見過更清晰的彩色第二次世界大戰記錄片呢？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這輯 1972 至 73 年期間，同樣是英國電視的製作， 
名為《The World at War》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記錄片。 
這輯記錄片，更號稱是當時電視歷史上製作費用最高昂的節目。 
你能夠想像，當年的製作圑隊，必然會用最優質與及最珍貴的影片輯錄而成。 
但是，從片段中可見，絕大部分的影像都是黑白，畫面質素模糊並且不穩定， 
 
沒錯，我相信大家看見這些二戰片段的質素，反而與我們記憶中的戰爭記錄片質素更加吻合。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所看過的戰爭記錄片，都只是有這個程度的畫面質素， 
對比剛才彩色的一戰記錄片，實在與我們的記憶印象格格不入。 
但是，「曼德拉效應」的時間自我修復現象並未停止，當我們看見以上殘舊的二戰記錄片， 
以為終於符合我們的記憶之後，原來網上早已出現新一代的二戰片段， 
不單有優良的色彩表現，而且畫面影像亦非常清晰，遠遠超過我們記憶所及的畫面質素。 
 
「曼德拉效應」逐步修改人類科技的發展進程。 
早前我們經已與大家分析過，硬照攝影技術發生了轉變。 
今次，我們再次見證到電影技術的發展，都出現了令人混亂的進程。 
 
今日，當我們於書本、於網上資訊，查考有關電影技術的發展的話， 
與以往的「曼德拉效應」個案有所不同，今次的個案，出現了極多混亂與不協調。 
正如剛才與大家分享，電影及放映機的發明人盧米埃兄弟，忽然亦變成彩色菲林的發明者。 
但是，竟然在他們發明的年份之前，經已有世上第一齣彩色電影， 
不過，網上卻又充滿了記錄，證明第一齣彩色電影應該是幾十年後才出現的《浮華世界》。 
 
當我們看見歷史上製作費最高昂的電視節目當中， 
其二戰記錄片質素都是殘缺破損的同時， 
網上竟然湧現了大量一戰的彩色記錄片，與及二戰的高質素片段。 
這個矛盾本身就充滿疑團，再加上，上述記錄片的質素， 
甚至比當時任何娛樂電影都更出色時，不禁令人更加疑惑， 
為何最優質的拍攝技術，竟然沒有運用在具商業價值的娛樂市場， 
而是應用在險境重重，命懸一線的戰場上呢？ 
 
我們發現，「曼德拉效應」不單已經改變我們的現實， 
原來，它亦開始令新舊兩個世界出現了不能銜接的混亂情況。 
接下來的日子，人類的歷史、文化、科技亦會一步步走到無法再傳承的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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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文明亦會隨之瓦解。面對熟悉的一切，即將面目全非的當下， 
我們又有甚麼可以自恃呢？ 
 
《聖經》清楚指出， 末後的日子，一切可以被震動的都會被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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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英王欽定本《聖經》，有 AB 兩個場景，會否我們仍然活在 A 場景，卻將英王欽定本 

《聖經》B 場景的片段，剪接入 A 場景呢？ 
  
答：不會。 
因為 A 場景的世界已經不存在，只存在於我們的記憶裡。 
 

 
 
我們只能夠在 B 場景的世界尋找 A 場景的殘餘現象，即使出現 Flip flop 現象， 
都只是令更多人覺得自己置身於迷離世界，確定「曼德拉效應」的存在。 
  
假如我們能夠返回 A 世界，就不會出現《啟示錄》所描述， 
地球人口大量被提消失，以及人們記憶消失的世界。 
將來，於 B 場景的人會突然失去記憶，不記得自己信主的父母， 
彷如麥基洗德，是突然間出現在世上， 
《Kolbrin Bible》亦早已提及這種記憶失常的現象。 
 
問題二：英王欽定本《聖經》在 AB 場景有如此大的變動，會否出現一種情況：有人在 A 場景本來 

是信主，但到了 B 場景，因《聖經》變得千瘡百孔，他就不信主呢？ 
  
答：會有這種情況，因為神對於每一個人的信仰，都有十分精細的計算， 
假如這人的信仰，在 A 場景早已搖擺不定、「吊鹽水」的話，到了 B 場景就可能不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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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假如這人信得好、非常愛主的話，那麼，AB 場景對他而言也沒有影響， 
因為兩個場景只是反映我們真正的內涵。 
 

 
 
這就如一個小偷，在光明的房間內未必會盜竊，但在黑暗的房間內，他就會進行盜竊。 
 

 
 
因此，不同場景，不會影響我們的信仰，而是反映我們的信仰， 
令一些人的內心世界經歷《聖經》提及的考驗。 
  
問題三：日華牧師曾教導弟兄姊妹，睡覺前在牀頭預備紙筆或錄音機，當晚上得到一些夢境，就可 

以立刻記錄下來。這是否為了引導弟兄姊妹接收異夢呢？ 
  
答：《約珥書》預言，末後日子會出現大量異象和異夢，在「曼德拉效應」下，我們有另一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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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曼德拉效應」，根本就是很多人的異夢，而這種異夢，是以往歷史中從未出現過的。 
過去，它一直被隱藏，直至現時的殘餘現象，我們才能夠查證及發現， 
《約珥書》正好記載「曼德拉效應」帶來的這種現象。 
  
至於另一種異象和異夢，是我們在過往歷史中所見，一種可以建立和發展的恩賜。 
然而，不同於人人都能夠擁有，來自神的禮物的恩賜運作，異夢恩賜並非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 
末後日子，凡有血氣，包括外邦人都會擁有的異象異夢，應該就是「曼德拉效應」。 
 

 
  
問題四：究竟異夢會否是一種末後普世復還的恩賜呢？ 
答：「曼德拉效應」是人們不由自主地，被神改動現實，導致我們進入不同場景， 
最終進入末世場景，因此，這種異夢不會是恩賜，而是完全由神掌管。 
 
過往，異象和異夢有兩種：一種，是尼布甲尼撒王和法老王的經歷，並非一種恩賜， 
而是神在他們未信主的情況下，給他們異夢， 
比較接近「曼德拉效應」，是為了推動世界的歷史進程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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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就是約瑟及但以理的異夢，亦是我們過往所認知，與恩賜運作相近的恩賜， 
是神賜給五旬職事，藉這恩賜服侍及帶領這個世代。 
 

 
 
最後一種，就是現時「曼德拉效應」所帶來，末後凡有血氣都會有的異象和異夢。 
 

 
  
問題五：《約珥書》提及末後日子，少年人會見異象，老年人會見異夢，究竟這是我們需要發展的機 

能，還是於「曼德拉效應」下夢境變成現實的現象呢？ 
  
答：首先，「曼德拉效應」下的新現實，是我們被動地進入許多異象和異夢， 
而恩賜方式的異象和異夢，是我們可以去追求， 
但假如我們以好高騖遠的心態追尋，只會成為屬靈怪人。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我們不能花時間和心力尋找這些神怪事物， 
反而應該做好手上的事情，盡自己的本份，神就會祝福我們，在恩賜上慢慢發展。 
加上，我們有對一系統，以及能力根基的家聚信息， 
只要腳踏實地，按著信息內容仔細做好，那麼，恩賜運作就會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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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98︰「曼德拉效應」個案（二次大戰的鬼魂部隊 Ghost Army）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97」，分享了《約珥書》預言的異夢，正是現今的「曼德拉效應」。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198」，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美為首的盟軍登陸法國諾曼第反擊德國後至二戰結束， 
曾經使用名為，「鬼魂部隊」（Ghost Army）的特殊戰略。 
 

 
 
「鬼魂部隊」 Ghost Army 是甚麼呢？先賣一個關子，大家可以看看以下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一輛坦克車，接著就有兩名士兵推倒它，他們在做甚麼呢？ 
 
原來鬼魂部隊，是英美為首的二戰盟軍，以極低成本的吹氣假坦克和假運兵車欺騙德軍， 
令德軍誤以為盟軍在某些地方部署了重兵，因而作出錯誤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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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過往大家曾否見過或聽過二戰時的盟軍，用過如此有趣的戰略呢？ 
假如你對二戰歷史有認識，又曾否看過這些影片， 
聽過這種鬼魂部隊戰略，以吹氣假坦克或運兵車欺騙敵軍呢？ 
 

 
 
大家再看一次片段。 
大家是否第一次看見如此有趣的影片呢？ 
二戰時的盟軍，竟然以吹氣玩具欺騙德國。 
 
以下影片，盟軍的有趣手法，不單是吹氣坦克車、運兵車和大炮， 
還有在短管內引爆少量炸藥、用喇叭播放機關槍和大炮聲音等，欺騙和恐嚇敵軍。 
 

 
 
再看看以下影片。 
 
YouTube 片段： 
Remember those aggressor tanks that our friend Lieutenant Vieta told us had just moved into position?  
還記得陸軍中尉告訴我們侵略坦克已經到位嗎？ 
 
They have been known to fool an observer from as little as 50 yards away.  
坦克可以欺騙 50 碼外的敵方觀察員， 
 
Such equipment, combined with a few real tanks, gives the aggressor the appearance of a strong arm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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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at a fraction of the cost in men, material and time. 
這種裝備混在真實坦克之中，使我方看起來具有強大的裝甲力量，大大減省了成本、人力、物力和

時間。 
 
Light and compact, this equipment can be shipped around the country to where it’s needed with a minimum 
of effort.  
這種設備輕便小巧，能輕易地運送到全國各地， 
 
A few minutes at the end of this air hose and the limp bundle becomes a two-ton truck. 
吹氣幾分鐘，這束東西變成兩噸卡車。 
 
Besides tanks and trucks, the aggressor pneumatic equipment also includes artillery.  
除了坦克和卡車之外，充氣裝備也包括火砲， 
 
And speaking of artillery, here is some more aggressor equipment that adds to the realism. 
談到火砲，有裝置令軍事設備更加逼真， 
 
Sound and flash simulators, they give our forward observers a real target to look for.  
火砲的模擬聲音和閃光令敵方無法掉以輕心， 
 
From a distance when the pneumatic gun position fires, it could be the real thing. 
發動時更足以令遠處的觀察員信以為真， 
 
And when these battle noise simulators contribute their din to the maneuver area, you have the closest thing 
to combat without anybody getting hurt.  
當噪聲模擬器在戰地中發揮作用時。這種仿真武器卻不會帶來傷亡。 
 
假如你也是第一次聽見盟軍這些戰略、第一次看見這些影片， 
你並不是孤單，因為很多喜愛研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 
都從未見過這些鬼魂部隊的吹氣假坦克， 
以及用喇叭播出大炮和機關槍聲來欺騙敵軍的影片， 
極可能二戰歷史已經因為「曼德拉效應」改變了，出現以往沒有人見過的戰略方式。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199：英王欽定本的改動 
今星期，我們會繼續探討「曼德拉效應」下英王欽定本的變動。 
  
《聖經》曾以不同物件代表主耶穌， 
其中一個，就是將主耶穌比喻為「房角石」（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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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12 章 10 節》一節非常之經典，用來形容主耶穌的經文， 
經上寫著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經文清楚指出，主耶穌成為了匠人所棄的房角石。 
 

 
 
那麼，英王欽定本變成怎樣呢？ 
 
Mark 12:10 
And have ye not read this scripture;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jected is become the head of the corner: 
 
大家是否留意到，原本應該是 cornerstone 的地方，竟然變成了 head of the corner，奇怪嗎？ 
 

 
 
head of the corner 直譯中文就是「角落的首領」，完全沒有房角石的意思， 
甚至，根本沒有人能夠明白為何角落要有一個首領。 
但是，如今的英王欽定本，卻是用這個稱呼來形容主耶穌。 
 
現在，讓我們一起看看 NIV 譯本。 
 
Mark 12:10 
Haven't you read this scripture: " 'The stone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apstone; 
  
雖然這裡是 capstone，而不是 cornerstone，但仍然有「房角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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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將 cornerstone 換成 head of the corner，並非個別例子。 
英王欽定本裡，head of the corner 角落的首領，一共出現了五次。 
 

 
 
其實這幾節新約經文，是引用舊約的經文， 
就是指向 2018 年的《詩篇‧118 篇》當中的 22 節，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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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英王欽定本變成怎樣？ 
 
Psalms 118 :22  
The stone which the builders refused is become the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這裡，房角石被譯為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即「房角的頭塊石頭」。這變動像是由中文的「房角的頭塊石頭」， 
再次翻譯成英文，變成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謎題終於解開了，之前幾段新約經文引用《詩篇‧118 節 22 節》時， 
居然由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變成 head of the corner，這是一個何等可笑的錯誤。 
 
至於 NIV 譯本，《詩篇‧118 篇 22 節》，仍然是以 capstone 形容房角石，不是用 cornerstone。 
即使是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亦應該是「曼德拉效應」下的改變。 
因為當我們用 Google 搜尋 Psalms 118 :22，我們會發現大部分圖片， 
都形容主耶穌是 cornerstone，而不是 head stone of the corner。 
 

   
  
甚至，有教會因為引用這段經文，將自己的組織名字改為 cornerstone church。 
 
假如《詩篇‧118 篇 22 節》從來都不是 cornerstone 的話， 
為何有教會用這個字作為教會名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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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網站版面。 
 

 
 
明顯，他們引用的經文，已經與現今的英王欽定本不同。 
此外，其他產品亦出現一些殘餘現象。 
 

 
 
下一次，我們將會繼續研究「曼德拉效應」下，英王欽定本的眾多改變。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答問篇 
問題一：主日信息裡曾提及，在我們人生當中，除了有一生之外，還有不同的場景，包括夢境中的 

補拍時段。其實那些片段，是儲存在哪裡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不是每一 

個人都如葛培理般，在他原本的人生中多出一段場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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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好比如在現實中，無論是曼德拉場景或現實的場景， 
它本身是存在於另一個空間（Dimension）裡的硬盤（Hardware）裡。 
 

 
 
等同現在我們問：「AOE（世紀帝國）這個世界存在於那兒呢？」 
其實，它根本不存在於二維空間，但它卻存在於三維空間裡面的硬碟裡， 
然後，我們把它顯示出來，所以，它看起來好像真的存在般。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0：世界存在於某一個更高維度的世界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0」，會分享我們所活的三維空間世界， 
原來存在於神所在的更高維度世界，並以一個程式運行， 
就如我們以人類角度，看我們所玩的電腦或手機遊戲一樣。 
 
原理是甚麼呢？表面好像難以理解，但試舉一個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以遊戲「世紀帝國 2」為例，假如遊戲角色擁有自我意識的話，他可能會想： 
「我是存在於這個電腦屏幕中的平面二維世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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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遊戲世界的畫面，就是我們所活的世界。」 
 

 
 
但事實是否如此呢？遊戲「世紀帝國 2」的一切存在和運行， 
包括當中的角色和物件，是否存在於電腦屏幕內呢？ 
遊戲之所以能夠存在和運行，是否一切都來自遊戲畫面的世界呢？ 
遊戲內的農民或騎士，是否自我獨立存在呢？ 
支援遊戲世界的一切定律，以及維持遊戲的一切能量， 
例如︰遊戲內植物生長所需的能源和資源，是否全部存在於遊戲畫面呢？ 
 
當然不是，電腦遊戲是人類編寫的電腦程式，被玩家安裝在電腦硬碟上， 
只是再經電腦運行，將遊戲顯示在畫面上，供人類遊玩而已。 
 

 
 
所以，「世紀帝國 2」是一個存在於玩家電腦硬碟的程式， 
當玩家啟動遊戲，電腦程式才會將需要的畫面投影在電腦屏幕，供玩家看見遊戲進展， 
雖然會有遊戲是在電腦屏幕中運行的錯覺，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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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遊戲是一套安裝在硬碟的程式，存在於我們所活的三維空間， 
這才是遊戲能夠存在和運行的真正來源，電腦屏幕的二維空間， 
只是遊戲投影的影像，並非遊戲本身和全部。 
 

 
 
所以，絕不可能有一日，遊戲角色突然可以在遊戲內時空穿梭， 
回到之前的儲存點，從那一點再開始遊戲， 
因為遊戲世界只是更高維度世界的一個程式投影影像。 
活在遊戲世界，僅以影像顯示的遊戲角色， 
絕對沒有能力改變遊戲程式的運行、啟動、儲存或結束， 
而且是百分百不可能的事，唯有活在三維空間的玩家才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再想深一層，人類所活的三維空間世界之所以能夠存在， 
我們眼睛所見和身體所接觸的世界，以及當中存在的一切物質、 
人類和推動這個世界運行的一切定律，就如電腦遊戲般， 
必定是來自一個更高維度的世界去創造和維持。 
 
但很多不信神的人，就會自圓其說，認為世界的一切存在和運行所需的定律和能量， 
都來自這個空間本身，其實這是絕不可能，亦非常不合理。 
以電腦遊戲為例子，已經證明電腦遊戲世界並不能自我獨立存在， 
而是在更高維度的人類世界中，藉電腦描繪出來。 
 
同樣，既然人類所活的世界，都存在不知從何而來的能量和物質， 
就證明必定有一個高維度的世界存在，支援和給予人類世界的一切。 
現今我們所活的三維空間世界，發生了「曼德拉效應」，有人物回到過去改變歷史和現實， 
就證明除了我們所活的這個世界之外，還存在一個更高維度的世界， 
唯有一個活在更高維度的主宰，才可以回到過去改變歷史。 
 
我們所活的世界，是這位主宰的一個電腦程式， 
即是，在一個更高維度世界中，由一部電腦運行並顯示出三維空間世界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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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就如電腦遊戲的角色，不可能干擾遊戲的時間軸， 
就好像漫畫小說內的角色，甚至無法從紙張中走出來， 
又怎可能改變漫畫的時間作時空穿梭呢？ 
 
意思是，當有一日你看見漫畫完成了， 
你就知道必定有一位漫畫作者，在紙張世界畫了漫畫， 
即二維空間的漫畫，是由一位三維空間的作者畫出來。 
假如有一日漫畫的內容被修改，你不會認為是漫畫世界的角色修改了內容，因為這根本不可能。 
只有作者，或與作者同樣活在三維空間的人類才可以做到。 
所以，活在時間流的人類，即使用盡整個宇宙的所有能量，都不可能作一次時空穿梭， 
因為宇宙本身根本不存在這種能量。 
 
就如漫畫角色，是一枝筆畫成的圖畫，圖畫本身不可能改變漫畫， 
只有作者或與作者活在同一世界的人類才可以， 
而圖畫本身根本不存在可以改變漫畫的力量。 
同樣，人類也不可能改變時間，回到過去或走出時間流， 
只有創造世界，活在更高維度的神才可以。 
 
《聖經》所說的被提，就是讓所有跟隨神的人可以離開神所設定的世界程式， 
以一個新身體，走到神所在的空間， 
如此，新婦時空穿梭、回到過去改變歷史，都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所以，我們所說的現實以及「曼德拉效應」的世界，其實存在於同一個地點， 
該地點只是分了 A、B 檔案（File）而已。 
 

 
 
即是等同我們說，一齣影片裡所說的故事存在於哪個空間？ 
當然，它拍攝的空間可以存在於香港、美國、或荷里活等地方， 
但影片裡的內容存在於什麼空間呢？ 
是存在於硬碟裡，還是剪片的磁帶裡呢？或是菲林底片呢？ 
然而，每一齣影片都是存在於記憶體（Memory）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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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齣影片是存在這記憶體裡，另二齣影片是存在那記憶體裡。 
而我們的現實就如一齣影片般，它是存在於另一個空間之中的記憶體。 
 
「曼德拉效應」根本就是另一個完全絕對相同的空間、相同的場景裡， 
不過，它卻隱藏在夢境裡，所以我常說的夢境，不是夢境世界，而是真實世界， 
只是它所有的數據皆存在於我們的夢境中，也是一個真實的場景。 
 
就如葛培理死而復生一樣，他所有人生多餘的場景都是活在其中。 
所以，現在大家便明白了，我們為何用這方法解釋了， 
這兩年，很有趣地，當中有一個共同信息，就是《愛麗絲夢遊仙境》， 
為何是「夢遊仙境」？因為她好像進入一個鏡面倒置的世界，那個世界好像虛幻一般， 
但那個世界發生的事，與外界活的另一個世界，兩個世界均不斷發生不同的情節。 
 

 
 
因此，前陣子推出一齣電影《愛麗絲夢遊仙境》，會存在這麼多的共同信息， 
而這些共同信息，是於原著已經存在了， 
可見，我們分享的信息是一直向著這超現實的方向發展。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1：「曼德拉效應」向超現實的方向發展 
「曼德拉效應」信息讓我們明白到，世界末日的進程並非我們以往所想像的簡單， 
以為是人類惡貫滿盈，所以神要審判世界，於特定時間毀滅地球。 
 
相反，《啟示錄》所說明的，其實是一個更為複雜的進程， 
我們所活的地球，原來只是眾多場景之一， 
甚至，我們每個人的靈魂，都穿越了大量不同的平行場景和世界。 
  
我們不禁會問，為何神要這樣做呢？ 
假如神只是要毀滅地球，藉著眾多災難已經可以做到，同時亦能夠令很多人信主。 
但是，為何神要大費周章，製造「曼德拉效應」的千百場景呢？ 
為何神改寫歷史的同時，亦保留殘餘現象，讓我們發現真相呢？ 
為何神不直接毀滅地球，而是用「曼德拉效應」，讓外邦人迷迷糊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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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明白，神在時間流之外，必定可以時空穿梭隨意改寫歷史。 
但是，祂向世人顯明「曼德拉效應」，讓全世界陷入混亂，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完成神最初創造世界的心意， 
透過歷史塑造出與神匹配的新婦。 
  
「曼德拉效應」出現的最主要原因，是神要與我們溝通， 
對比全世界所有人，我們更認知「曼德拉效應」的特性、成因和走向， 
因為神要訓練我們，先是認識和理解，最終控制和駕馭「曼德拉效應」。 
 
於神而言，地球就是新婦的模具， 
當新婦塑造成功，就會同時打破模具，以此成為新婦的最後塑造。 
 
「曼德拉效應」正是關於時空穿梭的塑造，讓我們學習如何架構和管理整個人類歷史。 
相比之下，對整個世界而言，「曼德拉效應」並沒有任何意義， 
只是讓世人知道世界正在崩潰，人們驚恐無助，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希望，只能等待毀滅， 
他們亦會明白，地球的滅亡將如舊衣服般被捲起。 
 
但對我們而言，「曼德拉效應」卻是神給予我們最艱深的課題，讓我們解謎。 
雖然神有千百萬種方法教導我們，但神卻選擇了這種複雜方法， 
為了訓練我們如福爾摩斯般解謎，從中學習如何掌管萬國、歷史，甚至現實。 
  
既然，歷史和現實都可以在神的權柄下，剎那間被改寫， 
而新婦亦擁有與新郎匹配的樣式和權柄， 
自然，新婦亦可以與主耶穌一樣，擁有改寫歷史和現實的權柄。 
「曼德拉效應」，正是神給予新婦的例子和學習對象。 
 
問題二：我們知道，曼德拉在 1980 年便離世，但另一個的他卻在 30 多年後，即 2013 年才離世， 

而我們知道活得較長年歲的曼德拉是於 B 場景，是一個夢境的世界。但在現實中，這個人 

本身知不知情呢？而在這三十年中，他經歷的亦是另一個現實，那麼，究竟他和以往 A 場 

景中，那位過去的自己，是否會作出同一個決定？或者兩個場景中，他的性格會否都很接 

近？甚或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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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實可以說，除了我們與及世上很少數的人知道有兩個世界、有兩個現實（reality）之外， 

全世界是不被容許知道的，就算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都是很有限， 

即是說，我們不能百分百知道，兩個場景裡發生的所有事情。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2：「曼德拉效應」下現實的解謎鑄造新婦之智慧（現實不被認知）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2」，會進一步分享「曼德拉效應」下改動的現實， 
是為了鑄造新婦在不斷解謎中增長智慧。 
隨著「曼德拉效應」出現，神讓我們認知到， 
是神製造給全人類賺取永恆身份的考驗和機會， 
為了訓練世人，神預設現實的真面目是「不被人類認知」。 
  
或者有人會問： 
假如神想訓練世人，為何不是一開始就告訴世人呢？ 
既然神想人成功的話，為何不是一早就告訴世人現實的全部呢？ 
原因很簡單，假如有兩個人面對成長，其中一位由別人告訴他一切， 
另一位則被訓練和成長，最後親自解開謎題，兩者所需要的智商是不同。 
  
前者可能是一位低智商的蠢材，只會知道別人告訴他的事， 
後者卻需要擁有如福爾摩斯般的智商，經過嚴謹鍛煉，最終才能夠解開最難的謎題。 
因為解謎是有趣的試題，訓練人擁有更高智商，就如喜歡出謎題的人， 
會不斷提出具有思考性和合理的謎題，謎題的答案亦往往只有 A 或 B 兩個選擇， 
選擇 A 是立刻知道最終答案、不用思考、猜測，不用腦筋成長， 
選擇 B 卻是不斷猜，直至猜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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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後，顯而易見，選擇 A 的人不會有任何進步， 
相對，選擇 B 的人在猜謎上會很有成就， 
在智慧上不斷累積，成為一個更聰明，能夠準確解謎的人。 
 
神絕非要訓練一群沒有腦的低智商蠢材， 
所以會將現實世界的奧秘、真知識及謎題刻意隱藏， 
不斷按部就班、按時分量地放下謎題，賜予世人擁有新的靈感和知識。 
  
2015 年「天馬座行動」信息分享後，「曼德拉效應」與日俱增，是過往數千年歷史從未發生的事，

神的用意就是要訓練我們成為一群解謎專家，能夠成熟地解開謎題。 
而且，「曼德拉效應」是我們與創造主以對話方式解謎， 
我們需要聽到神的聲音，發掘神賜下的謎底，尋找答案成為一篇篇主日信息，與神對話。 
  
當我們尋找到答案，命中謎題後，神就隨著我們每篇主日信息的成長， 
藉「曼德拉效應」改動歷史，讓世界環繞錫安教會和「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一方面，神為我們鋪設下一道謎題，另一方面，神亦認可我們的成長， 
確認我們的解謎旅程連一點也不偏差。 
  
因此，我們的成長是必須到達某個程度， 
及至 2015 年進入「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神才釋放「曼德拉效應」，製造新、舊現實兩個場景， 
成為最後的謎題，也是新婦解謎的謎底。 
 
無疑，所謂的現實，即新、舊現實兩個場景的秘密，神是不容許世人知道， 
因為兩個場景的存在，及參透謎底的時間，都是用來訓練新婦， 
這終極謎題，神只容許成為新婦的一群有資格知道，卻不容許世界認知。 
  
誠如於 1996 年「雙氧水及氧分療法」已被發掘及研究超過 180 年， 
但一直被無理壓抑、不被世人認知，及至 1996 年被錫安教會遇上， 
日華牧師持著道德勇氣，即使面對種種阻力，仍堅持分享它的好處， 
最終孕育出 4794 雙氧水事件的超然共同信息。 
  
相隔 21 年後，至今 2017 年，「雙氧水及氧分療法」仍然遭無理壓抑超過 200 年， 
只是，在世人眼中，錫安教會與 4794「雙氧水事件」已經劃上等號，是揮之不去， 
怎樣也抹不掉，更意味新婦 4794 的共同信息是必然存在， 
雙氧水事件的歷練和成長，是新婦教會的必經階段。 
  
因此，我們知道雙氧水事件是全人類歷史和文明的不解之謎， 
它們的存在都是訓練一位解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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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神鑄造新婦，需要訓練至這種超級層次？ 
為何神不可以一早告訴世人，雙氧水事件是必要的謎題呢？ 
因為背後掌管歷史的神，需要新婦的候選人，即全世界每一個人， 
在毫不知情下，發自內心的本性和善良，依循真理的線索，從種種不解之謎裡面發現答案， 
經過嚴謹的鍛煉，最終解開設謎者神所鋪設的最難謎題，擁有與神一樣的智商。 
  
同樣，神以「曼德拉效應」，將所謂的現實， 
即我們眼前新、舊現實背後隱藏的真相，設為謎底， 
被神預設為「不被人類認知」，以此訓練世人， 
等待能夠有資格成為永恆新婦的一群，成為這個時代的約瑟和但以理， 
將謎題解開，為世人和君王圓夢、使夢境成真。 
 
當我們解開「曼德拉效應」的謎題，分解出現實的真面目， 
我們就輕易發現，確實存在另一個更高維度的空間、存在一個更高維度的創造者， 
製造及掌控這個現實裡的一切歷史發展。 
正如電腦遊戲 AOE 世紀帝國的農民，按照正常運作， 
他一生也不會知道那是一個遊戲世界，是一個僅僅存在於電腦的空間。 
 

 
  
若然這些農民能夠建立自己的智商，能夠連繫自己身邊的事物和世界， 
發現一切只是存在於電腦的虛擬現實，農民就會有更多認識、成為線索， 
了解及查明現實的真相，並解開謎題，對現實和空間有更進深的理解，明白更多維度的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神在世界刻意預設了很多謎題， 
如雙氧水、Tesla、免費能源等資訊，或「2012 信息」裡面的千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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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天上繁星、黃道十二宮、萬物定理、拉線、Bible Code、Bitcoin， 
以至現在的「曼德拉效應」等，都是不為人所知，最多被理解為不解之謎及陰謀等。 
但神所預設的一切事物，卻是留給我們， 
屬於我們的訓練和謎題，鑄造我們擁有新婦的智慧。 
當謎題解開了，豈不讓我們更了解我們的神比世上的假神和偶像更真實！ 
當我們越是理解創造主神的偉大，就越發認知神是超越人所想像。 
 
最後，當我們透過「天馬座行動」和「曼德拉效應」信息的解謎， 
突然發現我們的進步，是為了掌管這個世界， 
而「曼德拉效應」改動的歷史，則印證我們是背後掌管的一群，是真命天子的新婦。 
 
相對，世上一切愚蠢的人們，往往以驕傲狂妄、自欺欺人的態度，輕看神的聖言和真知識， 
最終成為一群不配的愚昧人，神也不會將謎題交給他們， 
因為神預設了這個世界和現實，本來就是不被人類認知。 

 

舉例：現時，我們知道有兩個場景存在， 

但現在，叫你回憶你的一生，你是不會有兩個人生的回憶。 

 

 
 

而另一個人生裡面，是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場景，可能你有完全不同親戚、同學， 

上一所完全不同的大學、就讀一間不同的小學，可是，你不會有這樣的記憶。 

所以，若不是說起殘餘現象，你都不知道另一個場景曾經出現。 

 

所以，你是記不起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你只有一個人生的記憶， 

而在這個人生中，還是在兩個場景中跳來跳去不斷互換，但這兩個人生都假設是整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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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基本上我們所知道的都是有限，故此，曼德拉是否知道自己多活了 30 年？ 

他死之前，可以說是接近百份之百不知道的！ 

他就算好像我們一樣知道，但都沒有辦法記起兩個人生。 

我們只記得一生，只能藉著很少碎件，並且殘餘現象來證明，是有另一個人生、另一個現實存在。 

 

所以，在這情況下，如我們早前所分享，既然他兩個人生也記不起， 

所以他兩個人生都是用「本心」來活，而在兩個人生中，一定會作出不同的決定， 

亦一定有不同的結果，所以，出來的影響會有多有少。 

但那分別卻不會極端到正與邪那麼厲害， 

並不會這邊廂正直得如武林盟主，而那邊廂卻邪如魔教教主一樣，這是絕對不會出現！ 

意思是，兩者的確是會有偏差，但卻是很接近。 

 

正如我早前分享過「黑房」與「白房」的分別，有光的房，也有黑暗的房， 

以此來看看你忠誠度的高低，亦是要來挑戰你在人生中作與不作的界限。 

 

 
 

有些人是介乎於作與不作之間；但有些人卻是無論如何也不會作。 

所以，在「曼德拉效應」下，已有足夠證據證明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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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3：「曼德拉效應」下無數人的壽數已經不同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2」，分享了在「曼德拉效應」下，現實的解謎製造新婦的智慧。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3」，會分享於「曼德拉效應」下， 
無數人在新舊場景中，極可能擁有不同壽數。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前南非總統曼德拉， 
在很多人的舊現實記憶中，曼德拉早於 1980 年代初，已經在南非監獄中離世。 
 

 
 
但卻因為「曼德拉效應」，令全人類由以往舊現實的 A 場景，即曼德拉於 1980 年代初離世的場景， 
跳到現今新現實的 B 場景，即曼德拉於 2013 年 12 月 5 日才離世的新場景。 
另一個例子，就是著名基督教佈道家葛培理，在很多人的記憶中，他在多年前已經離世， 
但現今的新現實中，葛培理仍然在生，並未有離世。 
 
既然，曼德拉和葛培理的人生歷史，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改變， 
由十年前，甚至三十多年前已經離世，變為延長了許多的壽命。 
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就是世上很多人的壽數，都已經隨著「曼德拉效應」而改變， 
這批人的數目，可能過億，甚或多達 20 億。 
就如上兩星期的主日，曾為大家分享過，在少數人的記憶中，地球人口總數本來達到了 90 億， 
但新場景內，地球人口總數卻只有 70 億，整體減少了 20 億。 
 
這 20 億的巨大人口數目，從未在新現實出現過，他們去了哪裡呢？ 
極可能，在舊現實場景中，他們已經因為 2013 年 6 月 1 日的「全球性海岸線事件」而罹難， 
但事件伴隨「曼德拉效應」，令還在生的人完全忘記相關記憶， 
新現實的歷史，甚至沒有留下任何事發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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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例子，我們可以作一個非常合理的假設， 
就是世上所有人的壽數，在新舊現實的 AB 場景中，都是完全不同。 
可能有一位 X 君，如同曼德拉和葛培理，在 A 場景早已離世， 
卻因為「曼德拉效應」，於 B 場景仍然在生，並未離世。 
而類似 X 君的例子，在現今 B 場景的新現實中，極可能有上億數目。 
 

 
 
既然這種「曼德拉效應」可以出現在曼德拉和葛培理身上， 
自然亦可以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同樣出現 AB 場景不同壽數的現象。 
只是因為曼德拉和葛培理是名人，引起公眾注意， 
而其他普通人，只有親人和朋友會留意到， 
但他們的記憶亦出現了時間自我修復現象， 
令認識他們的人，忘記他們早已在 A 場景離世， 
只保留他們在 B 場景仍然在生的新現實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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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現在，我們知道有千億個不同場景，當進入了這些場景之後，是否可以讓我們自由選擇和 

決定進入哪個場景？或是每個場景也是由神全然掌管？ 

 

答：首先，每個場景其實都是對全人類個別的考驗， 

而在每一個場景中，我們也個別成為了故事中的主角。 

這樣，就變成我們的人格、內涵，我們的人生，全面的考驗。 

 

 
 
所以，我們已經不需要介懷，有些人一出生便餓死了， 
可能在另一個場景，他是活足一百歲。這絕對是許可的。 
曼德拉、葛培理和香港某些明星已經證明了這件事。 
 

 
 
只是從前一些無聊的人覺得這些人很可憐，所以有輪迴， 
那些人認為，這次他雖是短命，下次他投胎於第二世便會長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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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次做壞事，下次投胎或變作一隻雞蛋。他們以這樣去解釋。 
 
但現在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原來在同時並存下，確實存在這些場景， 
是為了神對人生一個全面的考驗。這怪不得神創造的時候是有諸世界， 
意即不只是一個世界，而是眾多個世界。 
 
從前，人們解釋作有眾多個空間（dimension）， 
但卻沒有任何經文證明，是有很多個空間（dimension）。 
《聖經》是記載諸世界，不是諸空間； 
是眾多的世界。正如我們所說，整個世界皆是一個場景， 
所以，諸世界便是很多個不同的場景，原來在創造時所有已經並存。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4︰《聖經》中諸世界和世界的分別 
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3」，分享了「曼德拉效應」下無數人的壽數已經不同。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4」，會分享《聖經》不單提及代表不同平行場景的「諸世界」， 
此外亦有提及「世界」一詞，並非指「曼德拉效應」的平行場景， 
而是指人類所製造，與天國彼此抗衡的社會風氣和文化。 
 
2017 年 11 月 19 日播放的精華短片（VO），已分享《聖經》曾提及「諸世界」一詞， 
明顯，這是指神創造了無數平行場景，令現今的「曼德拉效應」可以成為事實， 
證明人類確實是由 A 場景跳到 B 場景，令歷史現實與記憶不相符。 
 
新約《聖經‧希伯來書》曾兩次出現「諸世界」一詞，一次是 1 章 2 節，另一次是 11 章 3 節。 
 
希伯來書 1 章 2 節：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這節經文，我們可以看見諸世界的概念與統治有關，就如「曼德拉效應」的存在， 
是證明存在另一個比人類世界更高維度的生命在統治宇宙。 
 
希伯來書 11 章 3 節：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這節經文所講，諸世界並非由顯然之物造出來， 
正如電腦遊戲，並非由電腦遊戲世界自我衍生， 
而是由電腦世界以外的人類世界創造和維持， 
同樣，人類世界亦是由我們眼不能見，存在於更高維度的神的世界所創造和維持。 
 
事實上，人類世界是由大量定律維持，這些定律根本不可能在我們這個空間無中生有地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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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諸世界，同樣是希臘原文 Strong No. 165，意思是「一段沒有開始與結束的漫長時間」、 
「歷史當中的一段時間或時代」，或是代表「世界」的簡單意思。 
 

 
 
《希伯來書》所講的諸世界，不一定是指文化，同樣可以是神所創造， 
眾多由開始至結束完整的時間流，所以才會稱為諸世界。 
 
《聖經》另一個譯作「世界」的詞語，是希臘原文 Strong No. 2889， 
意思是世界、宇宙、人類所在之處、人類居住的地方、人類存在的機制或是指世人。 
 

 
 



20171217   www.ziondaily.com 
 

 
 36 

例如︰《約翰福音‧1 章 10 節》、《約翰福音‧15 章 19 節》， 
以及《約翰一書‧2 章 15 節》都是以 Strong No.2889 的世界一詞。 
 
約翰福音 1 章 10 節：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 
 
約翰福音 15 章 19 節：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

就恨你們。」 
 
約翰一書 2 章 15 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所以，《聖經》所講的諸世界和世界，是存在很大分別， 
使徒約翰所用 Strong No. 2889 的世界， 
是指人類建立的世界，以及當中與天國對立的道德、風俗和文化， 
人若愛 Strong No. 2889 的世界，就不會愛神了。 
 
日華牧師亦曾在主日信息《加拉太書》中， 
藉分享「搖滾樂」、「玩具與邪教」及「電視」的跟進行列信息， 
詳細分享基督徒必須離開屬撒但的世界道德、風俗和文化，分別出來、不被污染。 
 
問題四：請問我們在夢境中的信仰是否與我們現實的信仰相符？即是說，我們是否一定要在現實的 

信仰努力，才能在夢裡看見和遇見相關的情景？ 
 
答：其實，我們在夢境和現實的信仰，應該絕大部分是很接近，卻不相符的。 
因為，第一，它為製造不同的歷史，即曼德拉世界的歷史。 
第二，它為我們個人全面的信仰考驗。所以，它是接近，但不相符。 
也許，對某少部分人來說，可能連國籍，工作的地方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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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造自由神像為例，有兩個場景，一個在自由島，一個在埃利斯島。 
兩個已經不同，不能說完全相符。所以，對一些人來說，變動是很大的。 
 

 
 
這既然不在乎我們是否努力，而是在乎我們的身份，並且同時製造曼德拉世界， 
所以，在這場景裡，我們無論怎樣努力，都不能控制在可選擇的範圍下。 
 
就是說，無論怎樣努力做，在這兩個不同範圍裡， 
一個會像曼德拉，他在 1980 年代中死了，另一個範圍卻相差三十年。 
想想有多麼大的控制程度，才能控制三十年後，他於 2013 年才離世。 
 

 
 
因此，單看這兩個個案，相差三十年。同一個人在兩個個案中，卻相差三十年， 
這讓我們知道，不可以藉努力，使場景很接近，或際遇很相同。 
想想，於三十年的人生，其際遇會相差多麼遠， 
這不是走捷徑與否，去到共同目的地，相差了五或十分鐘，而是相差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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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轉捩點，在這分叉路當中，需要作出多大的決定，才可以多三十年壽命呢？ 
所以，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使你場景受控。因為，既然可以同一個人身上有這麼大分叉， 
這絕非靠努力便能讓場景受控，而是在受控的情況下，增加三十年壽命。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05：神製造成場景的夢境是不容許被記得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05」，會進一步分享神預設製造成場景的夢境， 
是強制性令世人忘記、不容許記得。 
  
但為何有些人會記得情節古怪的夢境，或在夢境中變成另一個身分， 
例如：現實世界是一名基督徒，但夢中卻是一個賊人， 
出現與現實不相符的另一種身份呢？ 
原因非常簡單，假如是人能夠記得的夢境，就不屬於神製造的場景。 
 
沒錯！絕大部分人能夠記得的夢境，都並非神製造的另一個場景， 
僅僅只是世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聯想編織出來的幻夢。 
有些人夢見自己是一個超人、鐵甲萬能俠、卡通人物等，千奇百怪、荒誕離奇。 
簡單來說，所有能夠輕易記得，沒有被神強制性忘記的夢境，都並非神預設的場景， 
將來，這些夢境亦不會變成「曼德拉效應」的現實世界。 
  
因為另一個場景的夢，神是預設世人強制性忘記、不容許記得， 
即使記得，極其量也只是部分資料碎件， 
例如：睡夢先知，及以既視感 Déjà vu 方式出現似曾相識的景象。 
但既視感的現象只出現極少碎件，只飄過十數秒的場景，並非整全記得自己的身份及情節， 
以免人透過預知、干預及影響真正的現實和神的原定計劃。 
 
所以，神容許世人記得和回憶的夢境，就如既視感， 
是因為這些夢境都是神製造的場景，是將來的現實，夢境內容亦必定是貼近現實， 
甚至每一秒，都同樣是未來場景的一秒，是絕對貼近現實的進程。 
 

 
 
相對世人所謂記得和能夠回憶的夢境，單是一場夢就經歷完一生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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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俗稱「南柯一夢」，憑空做出來的一場大夢。 
 

 
 
這些夢境，並非神製造及賜予的場景， 
絕不會變成「曼德拉效應」的現實世界，只是世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幻夢。 
 
第二章：總結感言 
感言部分，值得與大家再分享關於「祝福的餅」。 
 

 
 
「祝福的餅」，讓我們知道，現有所有的祝福都是從撒種而來，撒種導致整個餅都一直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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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中某一個範疇的祝福擴大的話，其他的祝福便會相對地縮小， 
所以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要使這個「祝福的餅」一同擴大。 
 
現在，一個無與倫比的富足正要來到，那麼，我們便要考慮「祝福的餅」這個問題了。 
假若我們「祝福的餅」只是很細小，那麼，我們到底配不配得擁有這無與倫比的富足？ 
如果不配得的話，我們在健康、壽數的部分便會縮小。 
 

 
 
因此，有兩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讓大家知道： 
 
首先，為什麼現在「祝福的餅」會這麼大？ 
因多年來，神一直教導我們健康的智慧，這就是我們能這麼健康的原因。 
看看我們弟兄姊妹的樣貌，很多時都比外面的人年輕很多， 
因我們以前分享過氧份療法，導致我們有資格令「健康的餅」得以擴大， 
至少，在「祝福的餅」中，健康部分可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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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這個教導肯定絕對是合神的心意。 
當別人談及我們教會，無論是褒獎還是貶低，都說我們是「雙氧水教會」， 
這就是 4794 第一天！可想而知，「雙氧水事件」是多麼重要。 
 

 
 
第二件事情，我先舉一個例子。為甚麼我們沒有遇見急難？ 
這是由於我們幫助別人預備和面對災難，所以這方面的付出，千萬不要收縮。 
 

 
 
現在，我們為什麼有著投資 Bitcoin 的智慧？ 
是因為過往我們曾在走難時，為到別人預備一些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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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要記著：縱使在接下來的日子，可能用不著儲備的白銀，但不要賣掉它。 
當年，大家為什麼儲備那些白銀？你們想清楚是什麼原因？ 
是為了當走難時，又或將來被提後，留給毛衣人的。 
假如，現在你想著要賺到最盡，將它們賣掉了，這樣，祝福的餅在富足部分便縮小了。 
 

 
 
雖然，比特幣仍然升值，將來一個比特幣已經值一億美圓，等如七億七千萬港幣一個了。 
到那時，富足來到，但你不配得神在你的祝福裡，當讓富足填滿整個餅時， 
你的壽數和健康便會縮小。 
 

 
 
影片：總結感言 1︰重溫「祝福的餅」的教導 
早在 16 年前，2001 年 11 月 4 日「摩西詩篇第 385 篇祝福第 6 篇」，日華牧師詳盡分享祝福的原理，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可以因為遇到一些擁有大祝福的人，使自己進入被神祝福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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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每個人的內心，都是一個容器，平均分佈和盛載各樣祝福， 
例如︰健康、長壽、富足、平安、仇敵必然逃跑、凡事盡都順利、居上不居下、 
天下萬民懼怕你，還有婚姻、人倫關係和保護等不同範疇的祝福。 
 

 
 
按著祝福的餅的概念，由於各人內心容器的限制， 
假如富足的百分比擴大後，內心祝福容量卻沒有同時擴大， 
變相就會出現祝福攤薄或重新分配的情況，導致健康及其他範疇的百分比自然減少。 
 

 
 
日華牧師亦分享到，如何按著祝福的原理，有效地擴大內心容器， 
當祝福和富足臨到時，不會出現祝福攤薄或重新分配的情況。 
  
以下是節錄 16 年前，「摩西詩篇第 385 篇祝福第 6 篇」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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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片段： 
好，所以我們嘗試⋯⋯ 
因為這樣，我嘗試跟大家，這次理解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我嘗試理解一個很大的鑰匙，是解答一個問題。 
理解了這鑰匙後，我嘗試跟大家看看《聖經》中， 
每一個人物，他們的為人，為何會得到這樣的結局。 
 
我相信講完之後，你們可以在整本《聖經》中， 
隨便找一個人，你都會知道，因為他的為人，所以他得到這樣的結局。 
 
第一個問題是甚麼呢？可否解釋一下，甚麼是重新分配祝福？ 
其實我們生命中會遇到很多情節，而很多的情節⋯⋯ 
譬如大衛也遇到押沙龍的背叛，對不？ 
你會看見任何一個人，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事件發生在他們身上， 
羅得和他太太遇到所多瑪、蛾摩拉的被毀滅，對不？ 
你會看見亞伯拉罕遇到甚麼？要獻上以撒。 
 
人生當中有很多的情節、很多的波折發生， 
但這些波折，其實是神有意計劃進去，是讓祝福重新分配的。 
完全是因為那人的為人，而影響到那人的結局。 
所以，我嘗試跟大家解釋，究竟⋯⋯就是我用一個很簡單的理論讓你看見， 
《聖經》是清楚明確記載，並且有無數眾多的例子， 
《聖經》記載的，無論好人與壞人，都其實可以從祝福與咒詛、 
禍與福、生與死來看見的。全部是以祝福這個概念，你可以全部理解的， 
你可以用這方法去理解，一個個人、一個宗族、或者一間教會，或者一群人。 
 
《聖經》是清楚、明白地解釋，並且是清楚、明白地有無數例子， 
每一個人記載他們生命的例子，都會顯示出，祝福是會重新分配的。 
 
首先你要知道，在《聖經》裡面清楚記載，很有趣的，很多人希望求祝福、求復興， 
但他不知道，他求眷顧也好，主耶穌來是帶給法利賽人歷代歷世以來所求的眷顧，對不？ 
但他們得到嗎？得不到！因為他們有沒有注意那個容器？ 
他們沒有，他們只是注意去求而已。你們有沒有發覺，很多人身為一位基督徒， 
他們一生中都錯誤理解，總是求、總是要得到，你以為得到就可以嗎？ 
不是的！如果你的容器是有問題的話，那個祝福是會重新分配的。 
而那分配的方法，我相信會令你耳目一新。 
所以，原來神每一次講到關於祂的祝福、祂恩膏的賜予，都一定是用流質去講的， 
這成為一個出發點，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先看圖 1A。原來你將一個祝福，由一個人，或者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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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一個有祝福的人，或者一個原動的人， 
到一個被帶動的人，或者去到另一個人，是完全要看那個容器能否承載得到。 
 

 
 
所以，你會看見，我們這次只是將《申命記》第 28 章， 
裡面提到的眾多祝福，只是分為 8 類。 
其實是很多種類的，我只是約略分為 8 類讓你們簡單一點， 
因為我要用一個容器的方法，去理解甚麼是重新分配。 
或者對於你沒有讀過物理，會比較深奧一點， 
但是，應該這樣的步驟去解釋，比較容易明白。 
首先，你會看見，祝福是基本上有這樣的現象， 
神把祝福倒給你這個新皮袋，這新皮袋就是我們的心。 
 
《聖經》中主耶穌每當提到 Treasure of Heart， 
即是你心裡面的寶庫，就是放置這些寶物的地方， 
基本上我們現在拿了 8 種東西出來而已， 
就是︰凡事盡都順利、長壽、富足、健康、天下萬民都懼怕你、平安、仇敵必然逃跑、 
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 
那你會看見，當祝福留給你的時候，是完全按照你自己能夠承載的量。 
但是，當它進入你生命當中，當祝福臨到時，它就自然按照《申命記》第 28 章， 
產生一個現象，就是它會分類的，祝福自然進入你生命中，它就會立刻分類， 
我這裡只是將它分為 8 類，但要記住，是很多的。我們看圖 1B。 
就在這裡我們只是分成 8 類而已，即是它會在生命中，幫你填充了你生命不同的需要。 
 
接照《申命記》裡面說，你是有很多需要的，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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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你自己本身的，這裡主要說你本身， 
包括你的田地、你的產業、你的牛羊、你養的寵物、你種的植物，總之你的家庭每一件事， 
你的親人，你身所生的，全部都會在這祝福範圍下，被分配了這些祝福下去。 
當然，既然它被分配的話，每一樣都會稀薄一點。 
 
所以，就好像切蛋糕一樣，這個人的心你會看見，一顆心， 
但是，因為祝福進入後，就自然分配了，而分配因此分薄了， 
於是，每個都會有一個單元的。假設，這個人的總容量是 80 個單元， 
假設，它（祝福）是分為 8 個單位，其實是不止的，最少有 20 個的，有 20 類的。 
 

 
 
即是，第一個單元是，剛才也有講的，仇敵必然逃跑，凡事盡都順利。 
但如果把它（祝福）分為 8 個單元，即是，如果他總容量是 80 個單元， 
而分為 8 份，每一份是有多少個單元？10 個！明白嗎？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理論， 
總之，祝福進入你生命當中，你認識了一個擁有祝福的人， 
或者跟隨一位有祝福的人，參與一間有祝福的教會， 
祝福進去，就會這樣擴散的，明白嗎？ 
 
原因是按照你的總容量，投進了 80 個單位的祝福， 
它就不會單是投進 80 個單位的健康，然後其他甚麼都沒有，不會的！ 
它是投進了 80 個單位的祝福後，然後分配到不同地方， 
導致每一個地方，只有 10 個單位而已，如果是分 8 個，但其實是不單分 8 個的。 
所以，你會看見，是由我們的心是否長大， 
而決定那個容量的，並決定每一個容量的數目。 
但人生並不是這麼簡單，當我們的人生有一個可量度（measure）的祝福進入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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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人都對自己的前途和人生，都有不同的反應。 
你 40 歲有 40 歲的反應；50 歲有 50 歲的反應；已婚有已婚的反應； 
生孩子有生孩子後的反應，明白嗎？成年與年少時也有不同的反應。 
於是，在你的生命當中，你就會為自己選擇一些道路， 
而導致似乎你表面有些東西改變了，但其實最主要是你的心改變了，看見嗎？ 
你選擇善的方法執行，或者惡的方法執行； 
你選擇逃避的方法執行，面對的方法執行； 
你選擇用撒嬌的方法處理， 
或是真正以奮勇、勇敢的方法處理； 
你在人生當中，究竟選擇成為領袖般為他人著想， 
還是選擇成為跟隨者，只為自己著想？都會影響你心的容量， 
也是因為在這情況下，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有不同的事你成就了，有些是你強求，有些是因為你遇上有大祝福的人。 
但無論如何，你內心的容量會因此而改變的，明白嗎？ 
而這種改變，基本上只有兩個理由而已，第一個理由是最普遍的， 
也是為甚麼當你遇上一個有大祝福的人，是你十分幸福的原因。 
 

 
 
因為永遠⋯⋯當你遇上像亞伯拉罕那類人，亞伯拉罕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會將神的話訓練他的家庭，並教導他的眷屬，《聖經》記載。 
你遇上一個有大祝福的人，最大的祝福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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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他將祝福給你這麼簡單，是因為他會挑戰和感動你去擴大你的內心容量。 
一個有大祝福的人，因為他根本是一個新皮袋， 
而他會感動你成為一個新皮袋，明白嗎？ 
 
他會給你一些意見讓你成為新皮袋，我所說納十份之一就是這樣了， 
即是，神會給他啟示，對不？好，原來有兩個基本的原理，導致你的容量會改變， 
就是你遇到一個有大祝福的人，或者一間有大祝福的教會， 
導致你的容量擴展，明白嗎？ 
 
第二是你自己去檢定、檢討，然後自己擴展自己。只有兩個而已，沒有第三個。 
 

 
 
好，於是，你現在會看見一個現象，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當一些祝福臨到， 
但有一個現象，所謂重新分配，即是，你認識了一個有大祝福的人， 
這本來是好的，這個擁有大祝福的人， 
基本上，他有很強勁的教導，他教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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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他之後，你的富足、領導群雄的特質會提升，明白嗎？ 
當然你也看見，因為你跟隨他，自然就能帶動你， 
但失敗在你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你不喜歡被人帶領、你不喜歡被人責備、你不喜歡改變， 
你不管那人是誰，你不管他比你強，明白嗎？你不管他的恩膏有多大。 
 

 
 
於是，這就是強求了，你跟隨了一位有大祝福的人，他真的居上不居下， 
他也真的能夠給你示範，而並且教導你。 
你學習了，你喜歡居上不居下，你喜歡富足， 
但你不喜歡擴展你的新皮袋，那會有甚麼現象呢？我們看看圖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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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會有這個問題，你 80 個單位的容量沒有改變，明白嗎？ 
你 80 個單位的容量是沒有改變的，因為你沒有擴展。 
於是，你真的跟隨了那個人，就是使你居上不居下， 
使你居上不居下的單位容量去到 18 個單位，明白嗎？ 
富足也是一樣，上升了，明白嗎？ 
但其他這些都不變的，明白嗎？這些都不變的。 
 

 
 
但有一個問題，因為你的總容量是 80 個單位而已， 
這兩個明明是上升了，但不變，那你知不知道一定會有拉上補下。這就稱為重新分配！ 
 
為甚麼羅得的太太會死？為甚麼？為甚麼拉結會死？為甚麼？ 
為甚麼亞拿尼亞、撒非喇會死？為甚麼押沙龍會死？為甚麼？ 
 
你說︰「我不聽他說關於居上不居下的真理， 
我不做一位好領袖，我要得到祝福，但我不做一位好領袖。」 
好，你不知道他教的東西，雖然跟長壽無關， 
但神唯有將另外兩個單元降低，你的健康和長壽會降低。 
 
但為甚麼我要戒掉不尋常的祝福呢？ 
因為《聖經》清楚記載，將會有一個神眷顧的日子， 
《瑪拉基書》說，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一個全地都是不尋常眷顧的時候， 
那時承受得起這個眷顧的人就有祝福，承受不了就是免得我來，甚麼？ 
咒詛遍地就是這個意思。 
 



20171217   www.ziondaily.com 
 

 
 51 

記住，我常常都說，咒詛是別人身上的祝福來的，明白嗎？ 
不需要有一個特別咒詛的能力，是別人身上的祝福來的。 
所以，我現在說不尋常的祝福，因為日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看見， 
你現在來到這間教會聚會，其實你們已經或多或少也在不尋常的祝福下， 
或者你在這間教會感到很開心，你在這間教會完全不開心。 
 
但我想讓你知道，你也是有不尋常的祝福，你比很多人幸福很多， 
你今天的健康，你今天所聽的知識，你對真理、對神的真實認識， 
根本是很多人在香港裡，不及你們一半的程度，甚至他們是基督徒， 
不是很多人有你們一半的程度，你知道嗎？ 
你是在不尋常的祝福裡，你對生命真正的意義，你對生命真正的價值， 
你對歷史的認識，有很多這些祝福是你們活在這個光境， 
但是《聖經》提到，將來會有一個不尋常的祝福。 
譬如現在我們看到，我們將要處身在這個光境，但他們正處身在這個光境。 
 
押沙龍是處身在不尋常祝福的光境，但是他沒有擴展自己的心。 
他是皇帝的兒子，他是富足的，居上不居下， 
他有他的尊榮，不是他賺取的，但是他還要強求一個皇位， 
而他們的強求，為甚麼我會用「強求」這個字？ 
因為任何東西強求的時候，你就不顧及你的心， 
甚至你不顧及你的良心，你會用我說的那種不擇手段的方式， 
於是，你的心是因為你強求時被敗壞， 
亞拿尼亞、撒非喇他們這樣做，他們心的容量是怎麼樣？是小了。 
他們更加變成一個壞皮袋，一個舊皮袋，他們強求。 
 
就好像《聖經》所說，原來在不尋常祝福下的人， 
是會有一樣東西，最大的罪是甚麼？ 
在不尋常祝福下的人，最大的罪是甚麼？誰想知道？ 
這 4 個人都有共通點，就是驕養他們的心，你認真記住這句話！ 
 
在不尋常祝福下，你還諸多要求，諸多失見證， 
覺得無所謂，因為你自己知道，你是雅各的老婆，你是皇帝的兒子，你是押沙龍。 
因為你知道不管怎樣你都不會跌下去，但很可惜，有些東西你是對的， 
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跌下的，沒錯，你是對的， 
那些你知道你永遠不會失去的，你是不會失去， 
不過，你看不見的一些東西，你會失去。 
所以，當這些人在這個位置，還驕養他們的心的時候， 
這就是為甚麼你認識大祝福的人是十分幸福，因為他不會讓你驕養自己的心， 
你要他鼓勵你，他不鼓勵你，將你揭穿，明白嗎？他不會容許你驕養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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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認識一位大祝福的人，或者你有一位父親的話，是一件很好的事，為甚麼？ 
因為在不尋常眷顧下的人，他們會有一個問題，他們會驕養他們的心， 
而直至神終於忍無可忍，到那天，就是重新分配日，那天，祂會重新分配他們的祝福。 
尼布甲尼撒王會遇到這一天，亞拿尼亞、撒非喇遇到這一天，押沙龍遇到這一天。 
 
原來你生命的生死禍福是你選的！每一天都是。 
每一天你遇到的事是你選的，你可以推卸給任何人，你推給其他人後， 
只不過越來越選進到裡面，為甚麼？因為這些全都不是偶然的。 
這些病，例如：癆病、熱病、火症、瘧疾， 
這些全部在《申命記》你可以再看到，原來神是用這樣來平衡你的人生， 
免得在一些你最不想的地方，你沒有了，看見嗎？ 
 
但你是普通人就可以，但如果你在不尋常的祝福當中， 
有一些東西是神不能降低的，只能選一樣東西去降低，看見嗎？ 
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認識你自己的位份，清楚認識這個真理，這是真理， 
因為我一會讀《聖經》，裡面每一個人， 
你都可以用這個理論去看他們的壽數， 
以及為甚麼他們的人生會遇到這些事。 
 
好，我們現在看看，相對，如果這是一個好人呢？ 
我們看看圖 3B，即是，他的心不單不會變小，也不會停在這裡， 
他反而擴大，明白嗎？撒萊變成撒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你會看見，撒萊她一直沒有子女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她根本配不上這個祝福， 
如果她真的勉強要生育，我相信她的結局會跟拉結一樣，她不會活到 120 歲，你知道嗎？ 
 

 



20171217   www.ziondaily.com 
 

 
 53 

因為神要祝福亞伯拉罕，有些東西是不能夠降低的， 
亞伯拉罕比雅各還要大祝福，你知道嗎？ 
所以，其中一樣東西是， 
所以，教導順服時是用了撒拉來分享，就是這個原因。 
 
舉個例子，這個人是普通人，但是個好人， 
他認識了一個大祝福的人，例如：我，對不？ 
或者傳威，或者展鳴，除了大祝福，還有大鼻子， 
又上錫安教會的話，他又是新皮袋的話， 
他容量擴展的話，神需要平衡其他東西嗎？ 
沒有的！即是他會富足，但不會有癆病，明白嗎？ 
他長壽了，但他的種子不會被蝗蟲食了，明白嗎？ 
你是否看見在人生中，有一些東西是你自己選擇的，是你自己選擇的， 
但你說，好像沒有甚麼關係，因為是這樣平均分配而已。 
所以，在你以為沒有關係的地方，其實是有關係， 
因為祝福是 backup，我由第一篇已經說了， 
祝福是我們有生之年所有東西的後盾！ 
如果這個給你的時候，它就要填充不同的位置， 
但如果這個後盾來了，但你這個變小的話， 
那你就會出事了，在你的生命當中就會有這個問題了。 
 

 
 
原來神強調除了祝福臨到之外， 
永遠在祝福臨到之前，一定要先處理好容量， 
你只是讀這段經文都是強調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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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瑪拉基書》第 3 章開始已經說， 
神會派祂的使者突然進到祂的聖殿當中，去煉淨利未人， 
去教他們納十分一，教他們做這些事，明白嗎？ 
教他們不要頂撞耶和華，你會看見在這裡，一直到第 4 章都強調， 
他們一定要做這些事。接著第 4 章結束時都強調，一再強調處理好你的皮袋， 
你的容量，我才會叫這個祝福臨到。 
 
而這個所謂容量，在《聖經》統稱就是我們的心， 
這個心的統稱，做好它的方向，向著好的方向走，統稱是新皮袋， 
即是，你每天都有步驟地做好你優質的信仰，有步驟地一步步增加你做好的見證， 
有效地、自律地建立你的人格，你的品格，增加你的知識，改好你的性情，建立你的習慣， 
完全純淨（purify），完全潔淨你的動機、你的目的和你的愛，這就是《聖經》所說的方法。 
 
綜合祝福的餅的教導，我們必須有以下兩個理解︰ 
第一點，因為錫安教會蒙神賜福的緣故，每位進入錫安教會的成員， 
都無可避免沾到新婦錫安教會的光，被神祝福及高升， 
甚至，居上不居下，經歷龐大的經濟祝福成為富足等。 
 
但與此同時，大家將會面對祝福攤薄或重新分配的情況，例如︰健康和壽數，甚或屬靈壽數上出現

扣減，導致信仰死亡或離開教會，選擇物慾享受，所謂尋找人生的自由和理想。 
 

 
 
第二點，我們必須認知及解決，就是撒種、祝福人、順服和跟隨教會的帶領、 
為神付出，擴展心田的容量，使內心容器擴展，成為新皮袋， 
在各個範疇上擴展至能夠承載 18 單位的祝福，例如︰健康、長壽、富足、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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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敵必然逃跑、凡事盡都順利、居上不居下、天下萬民懼怕你等等的祝福。 
 

 
 
換言之，使心田容量由原本僅僅 80 單位，大幅擴展至 144 單位，就能夠在不同範疇上， 
平均承接 18 單位的祝福，沒有一個項目需要被攤薄。 
 

 
 
大家終於明白，為何過往 33 年，神帶領錫安教會的成長和發展， 
不單在恩賜和祝福上不斷擴展，達到前所未有、史無前例的境界， 
與此同時，神同樣帶領錫安教會上下，每位成員都必須不斷撒出種子， 
全部免費送出各樣恩賜，祝福人、為著別人作出危難的預備、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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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內做足逃難的綵排，免費送出錫安劍耳機，為神付出等等， 
因為這些都是有效擴展心田容量的方法。 
  
大家終於理解，為何 2003 年當日華牧師分享「第四個動勢︰亞伯拉罕富足的經濟系統」時， 
同一時間，神感動日華牧師帶領全教會展開建殿工程、為神付出， 
藉著建造全職辦公室及學習事奉的聖殿，跟從教會、貢獻自己、盡心竭力事奉神。 
 

 
 
同樣，為何 2013 年，當弟兄姊妹購買白銀和 Bitcoin 時， 
另一邊神亦帶領錫安教會為著愛人和祝福人的緣故，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籌備中， 
一同在人力、物力、經濟和時間上，不斷犧牲和捨棄，盡力做到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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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期望我們被提後，能夠為那些仍要面對大災難的毛衣人， 
存留這些白銀和物資，幫助他們在 666 獸印經濟系統下， 
能夠度過最後 1,260 日，完成神給予他們的託付。 
  
過往神帶領我們種種捨棄、犧牲和付出， 
不論是 1996 年雙氧水事件，1999 年千年蟲預備， 
或是過往 8 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超然帶領及各種動勢， 
都是有效擴展我們內心容器，成為新皮袋的方法， 
使我們擁有更大容量，配得盛載更大祝福和經濟富足， 
不至於成為福薄的一群，被神重新分配健康、壽數及其他生命的祝福。 
 
誠如神藉著新酒與新皮袋的教導，當新酒祝福臨到， 
唯有充滿彈性、可以擴展的新皮袋，才能夠承接及盛載新酒。 
那些舊皮袋的心田，面對更大祝福、更滿溢的新酒臨到，只會被破壞及毀滅， 
這就是祝福的餅重新分配祝福的必然現象。 
 

 
 
自 1996 年雙氧水事件 4794 Alef 的開始， 
至現今 Tav 的結束，神在「2012 信息」各種超然帶領， 
一方面，神帶領我們得著及擁有更大祝福， 
另一方面，神要我們不斷祝福人、為神付出， 
使我們善良的心不斷擴展，成為一個擁有更大容量的容器， 
充分盛載神賜予 Alef Tav 新婦滿溢的祝福。 
 
故此，來到今天，相對 4 年前，2013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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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透過全職講座，前瞻性分析 Bitcoin 的潛力， 
講座當日 Bitcoin 價值約 183 美元，至今已升值超過 96 倍，超過 17,578 美元。 
無疑，很多弟兄姊妹在富足範疇的祝福比例已大幅增加， 
與此同時，按著祝福的餅的概念，必然會出現祝福攤薄或重新分配的情況。 
 

 
 
因此，早在 3 年前，2014 年 2 月 24 日， 
日華牧師經已前瞻性預先錄影「白銀或 Bitcoin 暴升之後的生活」的教導， 
按計劃當 Bitcoin 狂升至 100 萬美元，就會公開這套教導， 
幫助弟兄姊妹調節 Bitcoin 升至 100 萬美元後的生活。 
 
當中包括以下四個重點： 
 一、弟兄姊妹搬屋及改變生活環境的智慧 
 二、傳福音及與舊朋友聯繫的智慧 
 三、編排時間表照顧健康 
 四、明白祝福的餅的概念 
 
當神賜予我們富足的同時，如何有效地擴大祝福的總容量， 
導致其他祝福和保護不會被攤薄。詳情請留意日後主日信息的播放。 
 
因此，我們要記住，我們要怎樣平衡現在在比特幣中這麼多的富足？ 
是因為當日你是為別人在苦難中也有經濟。 
所以，你儲備了銀，為己為人，即救災救亡。 
正如當年我們所說，在逃難時懂得帶著一隊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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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別人面對急難時，我們不用面對；別人面對窮困時，我們面對富足。 
因此，將來比特幣一直狂升，是來自你當初去為別人買這些銀。 
當你富足時，賣掉這些銀，你的富足就會落空。 
 

 
 
記住，既然，我們將來對這些銀都已經不屑一顧， 
因將來一個比特幣已經可以買起全球現存所有的銀， 
所以，不要打算賣掉所有銀來買比特幣。 
記住，仍然要想著為祝福人而留下這些銀。 
 
如我們以時間的概念來看。過去，我們估計，如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 
我們要逃難時，曾分享這概念，就是災難非常急劇發生時，我們可能會橫跨這些災難。 
如果「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沒有了文明時，而比特幣卻升了， 
我們便可以享用比特幣帶來的富足，同時也享用銀帶來的富足，兩者集於一身。 
 
但現在卻不是。現在的文明沒有消滅， 
「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沒有如急難發生，現在比我們所想像中的時間拖長了， 
我們很大機會可以享用比特幣的所有的升幅，賺取到富足和享受。 
然而，在我們被提後，敵基督出來，每個人都要用比特幣，用 666 晶片。 
所以，那時毛衣人便會用銀，但你卻把銀子出售，那麼，神會否祝福你？ 
因為，你把銀變賣而會弄死了毛衣人，你這樣做的話，能否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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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能在開始時，因為神的感動，或是因為私心和貪心，甚至是好心，於是購買了銀幣， 
可是，現在卻因為私心和貪心而變賣銀幣來購入更多比特幣，希望賺到最多的利潤。 
難道你的初衷改變了？你不想祝福人了嗎？你不想救災救難嗎？ 
你不想在被提後留下銀子給毛衣人使用嗎？突然間又不想？ 
現時，你卻不是因為貧窮而作出這樣的決定。 
 

 
 
如果你為了錦上添花，導致他人不能雪中送炭的話，神便會將你的餅扣減，這乃是志在必行。 
當我們越是富足或當比特幣升值時，越要回想當初你跟從錫安教會時得到祝福的原因， 
千萬不要以為是因為你而達到祝福，乃是因為你跟從錫安教會而得著祝福。 
當時錫安教會教你怎樣做？現時又教你怎樣做？ 
當時教你做這些行動時引發了你甚麼的心態？ 
不要把善心變為私心，亦不要把好心變作貪心，仍然要保持那一顆心。 
你有否為到別人的需要而作出預備？ 
當發現災難到來時，即使當時你過著富足的日子，你又會否儲糧？ 
這些事情你都需要思考，不要以為你富足了便不用聽從牧師所教導的內容， 
相反，你要記著，不是因為你自己而得著富足， 
乃是因為你跟從錫安教會，行在神的旨意下才得著富足。 
現在同樣都要繼續執行，不能改變那一顆心，反而那顆心更要堅強。 
 

 
 
以往，你可能因為順服而聽從，但現時你已很自由了， 
更要聽從神的話，因為這才能得著最多的奬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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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越是自由，反而要越行真理，那才真正的行真理，與被逼或人做我做的心態不同。 
 
影片：總結感言 2：錫安教會為著祝福人和犧牲預備「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2017 年 12 月 13 日，Bitcoin 現貨價格高見歷來高位 17,578 美元，相等於 136,700 港元， 
以高位計算，單單今年，Bitcoin 價格已暴升超過 17 倍。 
 

 
 
普遍經濟分析均指 Bitcoin 價格很快會升上 20,000 美元， 
有分析員相信，年底前已有望升穿 20,000 美元的重要心理關口。 
 
相對 4 年前，2013 年 4 月 8 日錫安教會舉行的全職講座， 
日華牧師前瞻性分析 Bitcoin 潛力，大家當日手上僅僅價值約 183 美元的 Bitcoin， 
在這 4 年間已經升值超過 96 倍。 
 

 
 
隨著弟兄姊妹將要進入非常龐大的富足祝福， 
今篇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將會按著祝福的餅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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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個角度分享，幫助我們在擁有龐大富足後， 
能夠擴展內心容量，盛載無窮祝福，不至攤薄或重新分配人生的祝福。 
 

 
  
透過今篇精華短片（VO），將會全面講解第一點，一生持續不斷祝福人。 
自 1985 年錫安教會成立以來，神製造了眾多場景， 
成為鑄造錫安教會成長的女院，在過程中妝飾整齊。 
  
神帶領日華牧師一生朝著祝福人的方向，建立錫安教會成為一個祝福人的容器， 
神賜予的每一個祝福，包括︰真理、啟示、講道帶、詩歌、神蹟醫治、恩賜運作、 
大型聚會、說的聚會、電影製作、鑄造全音域「錫安劍」耳機等， 
日華牧師都是分毫不收、全部免費送出， 
令錫安教會能夠按真理祝福人，叫人白白得福音的好處。 
 

 
 
1996 年，在神超然帶領下，日華牧師以祝福人的動機、持著道德勇氣， 
分享壓抑了超過 180 年的雙氧水及氧分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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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些被疾病折磨的人，能夠得到一種既有效又近乎免費的醫療。 
結果觸發了轟動國際的 4794「雙氧水事件」。 
日華牧師被西方醫療霸權、傳媒、政府及喪盡天良的教會，無理地群起而攻，逼迫和打壓， 
只是，日華牧師仍為著使人得祝福的緣故，甘願犧牲、被屈枉及承擔種種逼害， 
沒有屈服和妥協，反口否定「氧分療法」的驚人果效。 
 
但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鑄造從未停止， 
不論是 1999 年的千年蟲危機預備，或是 2009 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儲糧預備， 
同樣因為祝福人、為別人預備的緣故，動用全教會極龐大的經濟、人力及物力， 
作出種種極細緻的預備、儲糧及科技研究，成為基督教史無前例的典範。 
 

 
  
事實上，每一次縱使只有 1%機會發生重大危難，可能為世人帶來嚴重傷害及損失， 
日華牧師都會帶領全教會作出未雨綢繆的預備，只要能夠幫助人、祝福人、為人犧牲， 
錫安教會都會投放大量人力、物力和經濟，全力進行各種專業預備。 
 
例如︰2012 年 6 月 16 日，Webbot 作者以錄音分享， 
印證 The Farsight Institute 20 位遙視者發佈的預測， 
於 2013 年 6 月 1 日前，將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Webbot 數據顯示，一方面，全球海邊城市都會受災， 
最終死亡人數更超過 20 億人，世人必須為此做足準備。 
  
另一方面，同一份 Webbot 也預告：白銀和 Bitcoin 價格將會暴升， 
更多次預告這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發生的主要標記（Markers）， 
在暴升的 15 至 20 天後，就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因此，當日華牧師接觸到有關資訊後，本著祝福人、為人預備的緣故， 
縱使只有 1%機會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造成重大人命傷亡， 
錫安教會都會同樣投放大量人力、物力和經濟，為祝福人而全力預備。 
  
所以，日華牧師基於相信 Webbot 的警告， 
4 年前，2013 年，一方面著手帶領全教會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做足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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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厭其煩地在國內實習走難、租借落腳點、購買物資、認識各種生存智慧。 
 

 
 
另一方面，同樣是 4 年前，即 2013 年 4 月 8 日， 
當 Bitcoin 仍然寂寂無聞，世人難以理解及購買 Bitcoin 的時候， 
日華牧師於教會內舉行全職講座，前瞻性分析 Bitcoin 潛力， 
教導全職、家聚負責人及一群核心門徒，如何正確認識 Bitcoin， 
以及分享如何操作、購買及有效保存的實際方法。 
 
當時，日華牧師理解到，萬一如 Webbot 所警告，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全世界絕大部分位於海岸線的繁華城市，都會被波及和破壞，導致超過 20 億人死亡， 
屆時，在社會動盪及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白銀和 Bitcoin 價格必然會暴升， 
成為我們可以祝福人的工具。 
 
故此，如 Webbot 的提示，預備「全球性海岸線事件」時， 
購買白銀和 Bitcoin，是整個籌備項目中重要的一環，能夠以實際行動助己助人，祝福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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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2013 年，錫安教會為了祝福人、貢獻自己、為神犧牲的緣故， 
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籌備上，作出萬全及充足的預備， 
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大量儲備糧食、物資和白銀， 
並且在 4 年前，當 Bitcoin 只是僅僅價值約 183 美元的時候， 
已經著手購入、學習操作的智慧， 
使自己在接下來有機會發生的災難中，能夠更有效幫助別人。 
  
與此同時，更期望我們被提後， 
能夠將一切留給未能準時被提，仍需要面對大災難的毛衣人， 
依靠白銀和物資供應，度過最後 1260 日，抗衡敵基督的 666 獸印經濟系統。 
這是神過往刻意製造的美麗誤會，縱使我們身處的平行場景， 
並未有如期發生「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但過往懷著愛心撒出的種子， 
為了祝福別人而預備的物資和白銀，都是蒙神悅納。 
 
這就是 2013 年，神透過帶領我們在「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備上， 
擴大生命上「祝福的餅」的容量，使我們錫安教會成為一個配得被神祝福的群體。 
 

 
 
所以，今篇主日信息的第 1 點，日華牧師就是要我們明白，一生持續撒種祝福人的重要性。 
 
接下來，Bitcoin 價格仍會繼續暴升，不單超越金價 5000 倍，更絕對有可能升值超過 1 億美元！ 
因此，日華牧師進一步提醒我們，屆時我們單憑 Bitcoin 累積的財富， 
已經擁有一輩子用不完的富足，已經不需要變賣儲存的白銀，以物易物。 
按著神的策略，我們被提後，敵基督出來制定 666 獸印的經濟系統後， 
毛衣人就需要憑我們留下來的物資和白銀度日，完成神授予他們毛衣人的最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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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接下來當 Bitcoin 暴升，出現史上最龐大的經濟轉移， 
金子、銀子和富足進入錫安教會和基督徒手中， 
弟兄姊妹坐擁 Bitcoin 的龐大富足後，不要因為貪心和私心， 
由原本單純為了愛人、祝福人及為毛衣人預備， 
卻變質而倒行逆施，為了吃盡這些財富，變賣儲下的白銀， 
令留在大災難的毛衣人變得一無所有。 
  
總括而言，按著祝福的餅的教導， 
我們持著祝福人的動機和態度，才能夠擴展自己內心容器的限制， 
令心田容量加大，符合資格盛載更大的富足和祝福， 
與此同時，又不會在各個範疇上攤薄或重新分配神賜下的祝福。 
 

 
 
第一點，關於祝福，當比特幣的祝福大至前所未有的現象時，也要記著，祝福人的概念不可少。 
第二個概念是祝福的餅，祝福神的概念也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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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詩篇》經常提及為神祝福（Bless the Lord）？因為建殿的用意正是為神祝福。 
你可曾想過，我們處身的是什麼光景？ 
我們正處身於《哈該書》應驗的時刻，一個我們已宣講多年的時刻。 
以往五百年間，基督教亦不住提及這節經文， 
每一個人都盼望得到這歷史上最大的經濟轉移。 
 

 
 
你正聆聽這番說話的現在，是否覺得，現在正是應驗的時間？ 
既然，現在正是應驗那一時刻，按《哈該書》記載，金子、銀子運到神的殿， 
目的是建殿，建殿完成以後才是修殿，亦即《啟示錄》第 11 章中提及， 
神要收貨以後，接下來的，才是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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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曾於主日中分享，當比特幣（Bitcoin）價值增幅至某一程度，我們便會建殿。 
目的正是為了有一個地方，將我們現有的事奉方式，發揮至百分之一百， 
甚至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亦即為了「為神祝福」（Bless the Lord）。 
 

 
 
於舊約中，建殿正是由所羅門完成。 
試想一下，縱觀整個人類歷史，其等待的正是所羅門建殿。 
然而，所羅門建殿不過是一個活劇，說明歷史結束時，所羅門群眾將要建殿， 
因此，我們擁有的正是所羅門的智慧。 
 
我們將會建殿，然後，南方女皇都會來到，聽我們所說的智慧說話， 
金子、銀子將會運來神的殿，這殿完成以後，榮耀將比先前更大。 
 

 
 
而這殿完成以後，我們便會被提。所以，原來這世界正在等待新婦於最後時刻建殿， 
為神祝福（Bless the Lord）。整卷《詩篇》同樣亦記載，在神的殿內， 
除了為人祝福以外，就是為神祝福，建一個聖殿去祝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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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所有投資、亞伯拉罕的富足，一切事情的起源，正是由我們建殿開始。 
我們第一次建殿，正是於分享亞伯拉罕的富足教導， 
從那時開始教導投資海爾，教導如何購買股票，如何學懂不投機而投資。 
 

 
 
接著，我們不斷進步，變成我們逃難時懂得使用淘寶網購物，運用網絡系統。 
直至最後，我們懂得很多金融及股票的資訊， 
然後，我們分享比特幣（bitcoin）的時候，大家才懂得怎樣在淘寶網充值。 
 
我們由一個連手提電話也不懂怎樣使用的人，變成現在每人也懂得怎樣購入比特幣（bitcoin）。 
有機會，現在一些十餘歲的小孩子，他們未懂得的事情比我們還多。 
但是，這是由什麼開始？是由建殿開始。 
我們的第一個建殿已經充滿了許多神蹟， 
但是，這是預表了我們真的會建一個殿， 
因為一切都是由那時開始，包括神給予的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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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神給予我們這些富足，會否就是應驗《哈該書》， 
其實，這些富足到最後是否任由我們怎樣運用，自由地事奉神， 
去建立一個聖殿導致我們每人也可以事奉神， 
然後成為一個一千年的榜樣，接著我們便會被提，明白嗎？ 
 

 
 
「修殿節」是否在描述這件事情？是的！ 
而《啟示錄》第 11 章是否也在描述這件事情？都是！ 
因為祂用葦子去量度這個殿和量度在裡面敬拜的人，然後便會被提，外院便被外邦人踐踏，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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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你並不知道為何外院會被外邦人踐踏，因為在《啟示錄》第 11 章提到聖殿，聖殿在哪個地方？ 
其實聖殿是在摩利亞山上，那裡本來是一個牛場，是讓牛去踐踏穀的地方， 
就是收回逾越節時的種子。 
 

 
 
所以，當我們被提後，外院仍然被踐踏，因為外院是牛場，就是牛，亦即是 Alef。 
那個時候仍然回到《舊約》，是收穀的時候，不是收果子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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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何當我們被提後，外院一定是會被踐踏呢？原因就是這樣了，又是提及聖殿。 
 
影片：總結感言 3：祝福神（Bless the Lord）與建殿（祝福的餅） 
總結感言的最後部分，日華牧師分享另一個加大祝福的餅的要素，就是 Bless the Lord 祝福神。 
 
因為世上所有物質，都是神創造， 
目的是製造一個又一個場景，成為鍛煉和塑造我們內心的訓練場。 
既然所有物質都是神所做，我們當然無法以此震撼神， 
神卻是藉著這些場景，成為我們的考驗，看我們得著豐盛之後，會否忘記自己的信仰初衷。 
還是如《哈該書》所期待，當金子銀子運入神的家時， 
我們就建立聖殿、應驗修殿節，即《啟示錄》所提及，神收貨、收回聖殿，被提的時間呢？ 
 
《哈該書》所描述的情景，是千百年來， 
所有信徒都期待和希望發生在他們那一代人身上， 
擁有前所未見的豐盛，帶起龐大復興。 
但《哈該書》的預言，要留待最末後的日子才會發生， 
當經濟臨到、聖殿完成後，就是被提的時間，之後已經是最後三年半大災難。 
 
建殿在人類歷史中，一直是大事，例如：舊約的摩西會幕、大衛會幕及所羅門王的殿。 
當中，所羅門王的殿，是最龐大、最宏偉， 
因為所羅門的時代，正是以色列國力最豐盛、最富足的時代。 
所羅門的智慧更是聞名於世，連南方的女王亦要前來聽智慧的話。 
但數千年後的今天，新約時代的我們， 
當然明白到，即使是所羅門的殿，對比我們而言也是影兒，我們才是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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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所羅門的殿聞名於世，是以色列人千古傳頌的大事， 
但《哈該書》預言，我們將要建的殿，是比所羅門的殿更大、更榮耀， 
所以，神要再一次將歷代未曾見過的豐盛帶給我們。 
 
事實上，《哈該書》提及，金子銀子運入神的家，是為了建一個比先前， 
即比所羅門的殿更宏偉的聖殿。 
 
哈該書 2 章 6-9 節：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

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

的。」 
 
這段經文，必定是形容一個聖殿的建立。 
然而，於《哈該書》的年代，所羅門的殿已經建成， 
所以，這裡提及，比先前的殿更大、更榮耀的殿， 
一定不是所羅門的殿，而是以後建立的另一個殿。 
現時，我們是否看見，現時我們正經歷《哈該書‧2 章》的預言？ 
神真的將經濟放在我們手上，讓我們開始感受到富足的力量？ 
 
要知道，Bitcoin 等電子加密貨幣，正好就是以震動萬國的方式出現， 
這是世界上從來未有過的現象，連科技、石油、軍事、醫學都未曾出現過這種震動萬國的情景， 
但現時，卻在我們眼前發生。 
 
但這一切只是開始，神會震動萬國，將萬國的珍寶運來， 
我們將會看見歷史上最龐大的經濟轉移， 
在各國經濟崩潰的同時，神卻將豐盛和富足交給我們。 
《哈該書》更強調，我們所要作的，是祝福神、為神建殿， 
這一所由我們興建最後聖殿的榮耀，要比先前的殿更大。 
 
所以，為何日華牧師分享，當富足臨到，為了令我們可以承擔這份富足， 
加增我們內心祝福的餅，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祝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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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在第 9 節將平安賜給我們，擴大我們祝福的餅， 
令我們可以安心承接神給予的豐足和經濟。 
 

 
 
這是錫安教會將會成就的計劃，在這次經濟轉移中為神建殿， 
建一所比所羅門的殿更榮耀的末後聖殿。 
但值得一提，我們當中，是哪裡讓我們能夠得著富足、 
學習亞伯拉罕經濟系統、第四個動勢的起始 Alef 呢？ 
原來，同樣是因為我們願意為神建殿，於田氏工業大廈建立第一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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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時，當我們回看，神一直帶領我們到今天，當我們得著富足的終結， 
應驗《哈該書》的內容時，原來，亦是以為神建殿作為結束 Tav。 
 
所以，縱使所羅門的殿是非常的榮耀，為後世所傳頌， 
但所羅門的殿只是影兒，只是為了指向末後的我們， 
同樣擁有所羅門的智慧，以及會為神興建末後的殿， 
並且在當中事奉，帶起末後的大復興，然後被提。 
這是新婦為神獻上一份最大的禮物，同時，亦是神對新婦的最後考驗。 
 
因為《哈該書》的經典預言，將會應驗在我們身上， 
意味我們將會經歷這次歷史上最龐大的經濟轉移。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份試探，需要在心理上細緻調節， 
讓我們在加大祝福的餅之餘，亦能夠適應富足後的生活。 
 
在此，日華牧師提供了一些智慧， 
正如剛才所提及，神給予我們的祝福，是以一個餅的概念， 
包括︰友誼、富足、健康、長壽、開心、平安等。 
假如其中一項突然增大，例如︰投資 Bitcoin，令財產增加， 
與此同時整體面積卻沒有增加，其他祝福就會被壓縮，出現福薄的現象。 
 

 
 
祝福人及祝福神的行動，能夠不斷擴大我們祝福的餅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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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增加富足，亦不會影響其他部分。 
試想，假如你不斷富足，仍然只是成為神的好管家、流通的管子，而不是暴發戶， 
神當然會繼續給你更多、更大的祝福， 
甚至當你祝福的餅增大後，其他不同的祝福亦會加給你。 
  
所以，這就是為何《聖經》常常強調，我們要祝福神。 
 
詩篇 103 篇 1-2 節：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雖然，中文《聖經》用「稱頌」這個字，但英文《聖經》更為貼切，用 Bless the Lord。 
 
Psalm 103：1-2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forget not all his benefits. 
  
我們亦正因第一次為神建殿， 
令神開始增大我們祝福的餅，同時開始祝福我們的經濟， 
因為我們已經學會如何有系統地增大我們祝福的餅， 
令我們被神祝福之餘，亦不至於被寵壞，在其他層面敗壞。 
  
現時，可以預期 Bitcoin 帶來的財富祝福，每年都會幾何級數遞增， 
因此，我們內心祝福的餅，亦要每年加增， 
才可以容納這種加增，不至於福薄，令其他部分崩潰。 
 

 
 
因此，增大祝福人及祝福神的步伐， 
就能夠不斷增大我們祝福的餅的面積，容納更多祝福， 
就如一個器皿，不斷增大的時候，就能夠盛載神更多、更大， 
並且源源不絕的祝福，為神成就更大的使命和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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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被提後，這件事情便會發生。 
我們富足將要來到的時候，我們要謹記： 
第一、我們要繼續祝福（bless）人，因為這樣你祝福的餅才會大。 
但也不及你要祝福神（bless the Lord），這樣，你祝福的餅便會更大。 
 

 
 
所以，在我們將會富足的時候，當富足臨到的時候， 
我們便開始把從前「聖殿」的所有部門再次重新整頓，這些全都沒有消失。 
但是，我們會將其整合，讓我們在事奉神那方面， 
不論是電影部、「2012 信息」部門、發佈工作、全職辦公室、策略家辦公室全都會整合在一起。 
 
這便是為何我在主日中曾分享： 
「我們這個聖殿會分為三個：在香港會有聖殿；在內地會有辦公室； 
在海上有海上學府和郵輪的原因。」 
 

 
 
但是，在《舊約聖經》中便預言了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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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總是以為當某件事情發生便會被提，某個日子到了便會被提， 
事實上，整個世界是在等待最後的新婦建殿後便開始被提， 
因為，《哈該書》是這樣記載。 
 
《哈該書》所指的金子銀子運到神的殿， 
神再一次引用天地萬物滄海，然後再一次把富足運到神的殿， 
經濟轉移最龐大的一次，我們是否正在經歷其中？ 
 

 
 
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其實，《哈該書》是記載了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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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編寫《哈該書》時，所羅門已經建造聖殿完畢。 
然而，這裡所指的是將來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既然所羅門那件事蹟只是我們的活劇， 
那麼，你便能想像，為何神要找在世上最懂得編寫謎語和解謎， 
並編寫了《箴言》的所羅門去建殿？因為，最後那位新婦的特徵全都集於我們一身。 
故此，可能這是難以想像，世界何時被提是由錫安教會決定。 
 

 
 
最後，我們每個人跟三個人說：「那麼，我們努力再去建殿了！」 
 

 
 
我們若學到任何事情，一起鼓掌多謝神！Amen！感謝主！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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