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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 年 3 月 11 日分享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 ── 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以往你曾分享的共同信息，至現今曼德拉效應信息，我們在當中許多都是被動 

地發現和印證，非我們主動、刻意製造岀來的。那麼，我們怎樣可以運用這種能力？我們 

又怎樣在今生當中掌握與應用，好讓我們能夠製造共同信息，於今生中穿梭時空，與神同 

創呢？甚至在復興之時，能如《聖經》所記載，可以將大山挪開。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掌握 

這種能力呢？ 

問題二：今年除了看見世界出現「曼德拉效應」之外，我們亦見到 Bitcoin 在這年不斷創出新高。就

像牧師在 2013 年開始教導 Bitcoin 時，也有提及 Bitcoin 的無限潛力，甚至它有一天能夠超

越到金價 5000 倍。當我們現在慢慢亦見到，整個世界是環繞著錫安教會而轉動，甚至現 

時的「曼德拉效應」，根本都是在配合我們教會的信息而變動中。當現時 Bitcoin 慢慢地升 

  價，很多弟兄姊妹進入富足時，究竟心態上如何預備自己將要有這種富足生活，甚或他們 

  有機會富足之後，亦可能會進入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事奉層面。在態度上，他們怎樣去預備 

  進入這個事奉的新環境呢？ 

 

影片：時事追擊 2018 年 2 月全球地震及反常天氣 

踏入 2018 年 2 月，全球地震頻生，造成極大死傷和廣泛破壞。 

 

 

  

2018 年 2 月 6 日，台灣花蓮縣近海發生 6.4 級地震，震源深度約 10.6 公里， 

主震當日正是 2016 年高雄美濃地震兩周年，也是該次地震後最嚴重的一次。 

災情主要集中在花蓮縣花蓮市，震感強度達 7 級，建築物劇烈搖晃， 

花蓮歷史地標之一，深受中國遊客歡迎的統帥大飯店嚴重傾斜， 

一至三層下陷倒塌，17 人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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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雲門翠堤大樓出現 45 度傾斜， 

遠東百貨花蓮店舊址大樓結構受損，有安全疑慮必須拆除， 

國盛六街住宅區大樓白金雙星及吾居吾宿，低層遭壓毀，七星潭大橋結構變形、 

台 11 線花蓮大橋路面隆起，台鐵花蓮站月台及多處路段隆起崩裂。 

 

2 月 4 日晚至 2 月 5 日上午 11 時 30 分為止，有 224 次餘震，10 次達規模 5 級以上， 

餘震不斷，令居民人心惶惶，擔心有更劇烈地震。 

 

 

 

假如包括主震及主震前 95 次輕微地震，整區群震總數達 320 次， 

創下氣象局 46 年觀測紀錄以來的最大群震紀錄，造成 17 人死亡，200 多人受傷。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指出， 

二十世紀初台灣東部將有規模達 8 級以上的地震，今次是 8 級以上地震的先兆。 

 

隨後，2018 年 2 月 17 日，墨西哥南岸 7.2 級地震， 

震央位於瓦哈卡州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區，震源深 25 公里， 

一小時後再發生 5.8 級餘震，建築物明顯搖晃。 

遠至中部首都墨西哥城的建築物都有震感，大量民眾走到街上避難， 

雖然死傷並不嚴重，但卻引起恐慌。 

此外，兩名高官視察災情時，所乘坐的直升機不幸墜毀， 

造成機上及地面至少 13 人死亡，10 多人受傷。 

 

2 月 20 日，墨西哥南瓦哈卡州再發生黎克特制 5.9 級地震，是當地一周內第二次地震， 

距離震央超過一百公里的首都墨西哥城亦有震感，大批民眾睡夢中驚醒，到街上暫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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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英國西南部下午發生 4.4 級地震，震央位於威爾斯斯旺西北部 20 公里， 

由康沃爾至利物浦的居民都感到地面移動及大廈搖晃，斯旺西大學立即疏散學生。 

 

2 月 25 日，巴布亞新幾內亞發生 7.5 級地震，引發山泥傾瀉，有村莊幾乎完全被山泥覆蓋， 

道路受阻、電力中斷、電話網絡服務受影響，4 個省份合共 40 萬人受影響。 

赫拉省科羅巴．科皮亞戈區（Koroba-Kopiago District）官員稱，八至九成建築倒塌， 

全省瀰漫濃厚的恐懼氣氛，尤其每三十分鐘、每五分鐘或每兩分鐘就有一次餘震。  

地震同時破壞石油及天然氣工廠，赫拉省（Hela Province）員表示， 

今次地震是當地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災難。 

  

新聞片段： 

Now to the remote Papua New Guinea Highlands where a powerful earthquake and several aftershocks have 

caused landslides and damaged roads, killing up to 14 people with unconfirmed reports of up to 30 dead.  

偏遠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發生強烈地震數次餘震導致山體滑坡和道路損毀，多達 14 人死亡，有未

經證實的報道更指死亡人數高達 30 人。 

 

Aerial video footage revealed new erosion on hills near the Komo area in Hela Province.  

航拍視頻顯示，希拉省科莫地區附近的山上有新的侵蝕。 

 

Dozens of aftershocks rattled the area, including a 5.7-magnitude quake on Tuesday afternoon. 

該地區經歷了受數十次餘震，包括週二下午 5.7 級地震。 

 

The 7.5-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rocked the region early Monday damaged the country’s mining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and led Exxon Mobil to shut down its liquefied natural gas plant, the country’s biggest export 

earner.   
還有週一早上 7.5 級地震，破壞了該國的採礦和電力基礎設施，導致埃克森美孚關閉，其液化天然氣

工廠是該國最大的出口商。 

 

巴國總理歐尼爾（Peter O’Neil）宣佈偏遠高地災區面臨空前災難，並發佈緊急狀態， 

強震最終造成最少 67 人死亡，逾 300 人受傷。 

 

2 月 28 日，英國罕有地在兩周內發生兩次地震，最近一次， 

是中部坎布里亞郡 3.2 級淺層地震，地震維持了 20 秒，居民慌忙穿著睡衣逃生， 

並指整間房屋震動，同時因風雪吹襲，多條道路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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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地震之外，踏入 2018 年 2 月，全球出現大反常天氣。 

 

 

 

2018 年 2 月，極端氣候在世界各地發威，有「東方怪獸」之稱的西伯利亞寒流侵襲歐洲， 

令各地急凍。挪威竟然出現比北極更冷的超低溫零下 41.8℃，整個歐洲至少有 56 人死亡， 

再加上風暴艾瑪（Emma）夾擊，可謂禍不單行。 

歐洲多地受西伯利亞寒潮影響，出現嚴寒天氣， 

俄羅斯及立陶宛錄得氣溫超過零下 20℃。 

 

2 月 3 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刮起有紀錄以來最大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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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降雪量比半個月平均總降雪量還要多，超越 1957 年創下的紀錄，達百年一遇。 

積雪壓毀逾 2,000 棵樹及電線桿倒塌，造成至少一死五傷，多區斷電。 

大雪亦影響陸空交通，造成公路大擠塞，逾二百航班延誤。 

 

新聞片段：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星期日經歷冬季最冷一夜，氣溫只有攝氏零下 20 度， 

約 150 名露宿者到教堂領取熱食。氣象學家預計低溫會持續至三月初。 

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暖氣系統故障， 

約 650 幢大樓在攝氏零下 17 度天氣下沒有暖氣供應。 

當局派員搶修管道，周一已恢復暖氣供應。 

波斯尼亞首都有兩名滑雪人士，星期日晚因大雪迷路被困山上。 

救援人員搜索數小時，將他們救出。 

巴爾幹地區低溫預計持續，更有可能跌至零下 20 度。 

多個地區有大雪，影響交通，學校也需要停課。 

  

英國亦是重災區之一，2 月 28 日，英國迎來陣雪和寒風等惡劣天氣。 

一股由大西洋進入的冷空氣，為英格蘭北部帶來強風，及蘇格蘭降雪， 

加上風暴艾瑪吹襲，導致廣泛地區被雪覆蓋。  

 

 

 

蘇格蘭地區的 M80 高速公路，有大量車輛因暴雪被困， 

有駕駛者表示，已經在攝氏零度以下低溫等待了足足 13 小時，仍未知何時能夠解困。 

大風雪繼續吹襲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積雪達 40 厘米， 

氣象台向蘇格蘭發出紅色天氣警報，表示嚴峻天氣會對安全構成危險， 

蘇格蘭的格拉斯哥機場取消所有起飛及降落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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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The warnings had been clear but the snow which swept in from Europe still gave travelers a taste of what this 

week has in store. 

天氣警告已經很明確，但席捲歐洲的大雪，仍讓旅客體驗本週的極端天氣。 

 

On the M20 in Kent, drivers filmed traffic gridlock, as ice and accidents close roads. 

在肯特郡 M20 公路上，司機拍攝了交通堵塞的情況，因為冰雪和事故導致道路封閉。 

 

The county had declared a snow emergency that the freezing weather overwhelmed the efforts of the gritting 

teams. 

該郡宣布雪災緊急狀態，冰凍天氣覆沒了鏟雪團隊的努力。 

 

Police reported dozens of accidents. 

警方報告了數十宗事故。 

 

These images are from the A120 near Colchester, littered with damaged or abandoned vehicles. 

圖像拍攝到科爾切斯特市附近的 A120 主幹道，散落著損壞或被遺棄的車輛。 

 

Tonight rail operators who’ve done their best to protect their timetables are reflecting on a day of cancellations. 

今晚盡力維持服務時間表的鐵路操作員，經歷了一整天的列車停運。 

 

Temperatures have dived again and more snow has fallen. 

氣溫再次下降，帶來更多積雪。 

 

Traveling will remain unpredictable but potentially hazardous in the coming days. 

未來幾天交通仍不穩定，並潛在危險。 

 

With lambing already underway in some areas, these are not conditions farmers need at the moment. 

某些地區綿羊已開始產羔，這並不是受農民歡迎的天氣。 

 

Weather warnings for snow and ice are in place until at least Saturday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UK. 

冰雪警告在英國絕大部分地區至少持續到週六。 

 

Plenty more of this is to come. 

更多寒冷天氣將降臨。 

 

And the snow has been falling steadily this evening across large parts of northern England and Kent as well, and 

as a result there are scores of roads now closed because of stranded vehicles. 

今晚英格蘭北部和肯特郡大部分地區持續降雪，結果有幾十條道路因滯留車輛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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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appealing on Twitter for people not to travel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警方在推特呼籲民眾如非必要不要外出， 

 

Anticipate a much worse rush hour tomorrow morning than we had today. 

預計明早的交通高峰期將比今早更惡劣。 

 

Forty centimeters of snow is expected in some areas by Thursday evening. 

週四晚上部分地區會有 40 厘米積雪， 

 

Temperatures as low as -15 degrees Celsius. 

氣溫低至攝氏負 15 度， 

 

So more problems to come over the coming days. 

未來幾天會出現更多問題。 

  

由於持續嚴寒，攝氏零度以下的低溫天氣， 

令倫敦超過兩萬個家庭沒有食水供應或水壓下降。 

泰晤士水務公司表示，漢普斯特德區有多條主要供水大喉管爆裂和漏水， 

正展開前所未有的搶修工作。 

因為災情嚴重，英國出動軍隊協助因風雪滯留的數百名司機。 

  

寒流侵襲亦令民眾對天然氣需求大增，英國國家電力供應公司（National Grid）發出緊急通報， 

指天然氣存量不足，緊急情況下會減少向工業用戶提供天然氣，以確保家庭用戶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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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陸空交通大受影響，建造業停頓， 

分析估計，惡劣天氣造成每天高達十億英鎊的經濟損失，約 108 億港元， 

是自 2010 年聖誕節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經濟分析指英國今年首 3 個月的經濟增長將會受挫， 

首季經濟增長率可能下跌 0.2%，較預期的 0.4%減少一半。 

風暴也導致進出英國的旅客受阻，上周五共有逾一千航班取消。 

 

2 月 26 日，意大利首都羅馬下了六年來首場大雪， 

多個著名景點，包括：鬥獸場、許願池及西班牙階梯都被白雪籠罩， 

梵蒂岡聖伯多祿廣場亦風雪交加，披上一片積雪，當局下令學校停課。 

  

由於羅馬的冬天普遍相對溫暖，很少出現降雪天氣， 

當局需要出動軍隊協助清理積雪。 

 

新聞片段： 

With St. Peter's Square covered in snow, priests of the Vatican couldn't resist a chance to throw snowballs. 

當聖伯多祿廣場覆蓋著白雪，梵蒂岡的神父們都忍不住擲雪球， 

 

He said it's incredible, and Mother Nature has gone mad. 

他說這是難以置信的，大自然發瘋了。 

 

I woke up at 4 o'clock this morning, and I looked outside and said it's snowing. 

我今早四時醒過來，我看到外面就說下雪了。 

 

The rare dusting of white transformed famous Italian landmarks, turning the Colosseum and Trevi Fountain into a 

winter wonderland. 

罕見的白色撒粉撤換了意大利的地標，將羅馬鬥獸場及特里維噴泉變成冬天的仙境。 

 

The drastic change in weather has sent temperatures plummeting, as a so-called "Beast from the East" weather 

system blows chilling Siberian winds across Europe. 

劇烈的天氣轉變令氣溫暴跌，由於所謂的寒流的「東方野獸」，將西伯利亞冷氣團吹到歐洲。 

 

It has brought the heaviest snowfall in the Italian capital in six years, making navigating the city's icy street 

difficult. 

為意大利首都帶來六年來最嚴重的大雪，路人在結冰的街道上寸步難行。 

 

Vespas came to a halt, and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s, school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shut down. 

摩托車停止操作，主要旅遊景點、學校和交通中心都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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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warned people to stay indoors. 

當局警告人們要逗留在室內。 

  
此外，2 月 5 日法國北部持續受大雪侵襲，巴黎市內白濛濛一片，舉步維艱， 

著名景點巴黎艾菲爾鐵塔全日關閉，當局呼籲市內司機盡量不要外出駕駛。 

連場大雪引發當地歷來最嚴重的交通大擠塞，數百名司機被困車內， 

氣象部門預測降雪加劇，警告全國約四分一地區情況嚴峻。 

 

德國及愛沙尼亞的氣溫更跌破零下 29°C， 

多地陸空交通服務受阻，多班航機取消或延誤，不少學校停課， 

阿爾卑斯山區錄得零下 27°C 低溫，巴爾幹半島亦下大雪， 

克羅地亞因大雪導致學校停課，當局勸喻民眾不要外出， 

瑞士日內瓦機場宣佈暫停所有航班，呼籲旅客不要前往機場。 

 

 

 

3 月 4 日，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氣溫多日跌至攝氏零度以下， 

運河罕有結冰，變成室外大型溜冰場。 

據指，上一次阿姆斯特丹巿中心的大運河結冰至能夠承載人類重量，已是 6 年前的 2012 年。 

 

此外，亞洲地區方面，2 月 11 日，日本北陸地區降下罕見龐大暴雪， 

福井巿和金澤巿積雪達 80 厘米和 35 厘米，是往年的二至四倍。 

其後降雪加劇，新潟縣達 60 至 80 厘米、東北及北陸地區達 50 至 70 厘米、關西近畿達 50 厘米， 

山形縣更錄得 4.32 米高積雪，大家沒有聽錯，確實是 432 厘米，即超過四米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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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除雪時被雪埋住，最終喪生， 

大雪導致日本各地至少 12 人死亡，逾 180 人受傷。 

惡劣天氣導致各地 JR 新幹線列車及空中航班取消或延誤。 

 

3 月 2 日，日本北海道受到近年最嚴重的暴風雪吹襲，至少一名男子死亡，逾 140 班航班取消。 

受一股急速發展的低氣壓影響，北海道廣泛地區出現暴風雪，各地被積雪覆蓋。 

札幌市早上錄得最大陣風風速達每小時 93 公里， 

部分地區更錄得每小時 158 公里風速，民眾需要冒著大風雪出門。 

 

新聞片段： 

日本北海道受到近年最嚴重的暴風雪吹襲，至少一名男子死亡，逾 140 班航班取消。 

受一股急速發展的低氣壓影響，北海道廣泛地區出現暴風雪，周圍被積雪覆蓋。 

札幌市早上錄得的最大陣風風速達每小時 93 公里，部分地區更錄得每小時 158 公里的風速， 

民眾冒著大風雪出門。在苫小牧，日本放送協會一名男記者駕駛的私家車被困在一處山林， 

他致電汽車服務公司求助。三名公司職員成功救出男記者，但其中一人期間迷路， 

被發現時昏迷倒臥路上，送院後證實死亡。 

 

暴風雪令能見度下降，交通大亂，超過三百輛車一度被困在路邊，有巴士遲了 12 小時才抵達目的地。 

有巴士司機稱：「視野白茫茫一片，我只能見到前面的車尾燈。」 

約 140 班內陸航班取消，數百列車停駛或延誤，車站擠滿候車乘客。 

有乘客表示：「早上幸好能來到這裡，但有點擔心之後不能回家。」 

氣象廳預測，這股近年最嚴重的暴風雪將繼續影響北海道， 

預計 24 小時降雪量可達 40 厘米，呼籲民眾避免外出並密切留意交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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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氣方面，2 月 3 日，中國同樣受低溫影響， 

渤海及黃海近海海域的海冰範圍擴大，遼寧大連金石灘海域被冰封， 

場面相當壯觀，漁民被迫結束捕撈。 

 

2 月 4 日，福建泉州及晉江地區於農曆立春的晚上，極罕有地下起飄雪。 

根據古籍記載，清代共錄得十二次飄雪， 

上一次泉州城區大雪要追溯至清光緒二十年（1894 年）， 

晉江則遠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即相距至今已 124 年及 122 年。 

 

相對，泉州郡城和晉江轄區內僅僅只錄得九次降雪， 

最近一次是清順治十三年，即 1656 年，距今 351 年，當地已有幾代人未曾見過泉州雪景。 

  

2 月 25 日，吉林省大部分地區遭遇強降雪天氣， 

長春市部分地區降雪達暴雪級別，多地路面被厚厚白雪覆蓋， 

大雪對當地陸空交通造成極大影響，長春龍嘉國際機場暫時關閉，1.3 萬旅客滯留機場。 

遼寧省也迎來今個冬天最強降雪，局部地區達暴雪級別，陸空交通嚴重受阻。 

省內二十一條高速公路需緊急封閉，瀋陽桃仙國際機場部分航班延誤或取消。 

 

實在，全球天氣出現大反常，持續破紀錄的天氣正急劇影響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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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信息提及，從某方面撒種就會得著某方面能力，而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明證 

    我們就是真命天子及新婦。但綜觀全世界，並沒有多少基督徒或教會會分享這題目，並且 

    剛回來的初信，大部分只是賓客程度。那麼，他們能否藉著 ToME 得著大幅度加分呢？還 

    是要看他的屬靈情況，才可以計算他們能否成為新婦、童女或賓客呢？ 

  

答：是。即使最後大幅加分的時間，也要視乎他們的屬靈情況， 

因為永恆祝福就像一個立方體，除了高度和闊度，還要加上長度， 

假如長度是「0」，即使高度和闊度是「1」，相乘後最終也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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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過去 33 年，我們不斷重複神的律， 

無論得到任何祝福，首要也是得著教導，再加上撒種， 

最後才會擁有這個祝福、富足、智慧和恩賜。 

 

 

 

正如「曼德拉效應」，我們也是藉著教導、撒種，最後才擁有「曼德拉效應」的能力。 

所以，我們撒種的時候，一定要合乎「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的原則， 

以及要有真正的信心和信念，才可以平衡我們所栽種的種子。 

 

 

 

因此，將來所有參與錫安教會動勢的人，已經在急劇加速當中， 

即使他們趕不及聆聽過去的教導，仍必須在撒種時具備過去提及的內涵。 

假如他們沒有內涵，也只會成為阻力，不會成為助力，最終只會受到咒詛。 

因此，當教會成為至聖所級數的教會時，必定會限制人數，免得有人被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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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舊約聖殿已經讓我們知道，外院是不會限制人數和資格，只在乎是否有貢獻， 

聖所同樣不會限制人數，但會限制資格，只有符合資格的利未人才可以進入， 

至於至聖所，則會限制人數和限制資格。 

 

 

  

問題二：2016 年，神帶領錫安教會發展了錫安劍動勢，讓我們全民皆兵，除了「2012 榮耀盼望」信 

    息之外，亦有《鑄劍坊》和屠聾，再加上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很多弟兄姊妹可以 

    進入不同事奉部門。究竟弟兄姊妹參與教會不同事奉崗位和部門，或帶領別人出席 PZ 完美 

    音色講座或 ToME 時，應該要留意什麼，令他們的事奉能夠得到更多獎賞呢？ 

 

答：事實上，由「錫安劍」開始，就是進入至聖所的另類撒種和預備， 

因為 PZ 就是我們進入榮光前所預備的金香爐，讓我們永恆中不會在神同在下被擊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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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已經有上千首詩歌，再加上送出「錫安劍」耳機， 

這些撒種，換來進入至聖所前要預備的金香爐。 

再進深就是藉著舉辦 ToME 講座的撒種，帶來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和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盡心回應錫安每一個行動， 

以「錫安出品，必屬佳品」的態度去事奉，這樣就能夠得著更多獎賞。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33：「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33」，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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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個案，是二月的英文串法，現今現實中，二月的英文串法， 

到底是左邊的 Feburary，第四、五個字母是 ur， 

還是右邊的 February，第四、五個字母是 ru 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好，開估了！ 

現今現實中，二月的英文串法是右邊的 February， 

即第四、五個字母是 ru 才是正確串法，奇怪嗎？ 

但在很多人的記憶中，都清楚記得二月的英文是 ur 的 Feburary， 

甚至以往學校上課時，也是這樣教學生。 

 

假如二月的英文串法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必定如同過往眾多已探討的「曼德拉效應」個案般，出現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二月英文的第四、五個字母是 ur 而不是 ru。 

 

 

 

例如︰當你在 Google 搜尋 ur 的 Feburary，會發現極多網頁使用這種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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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當你在美國政府的官方網站 US.GOV 搜尋， 

同樣會發現極多美國政府網頁使用 ur 的 Feburary。 

又例如︰著名時事雜誌《Asiaweek.com》的網站，亦曾使用 ur 的 Feburary。 

又例如︰以 ur 的 Feburary 搜尋網上舊報紙，會發現約 78,000 多個記錄。 

 

在你的記憶中，二月的英文串法，是否出現了「曼德拉效應」呢？ 

須知道，二月的英文串法，與其他出現「曼德拉效應」的文字不同，例如：名人和品牌等， 

因為二月是最基本的日常英語，所有懂得英語的人都會學過，上學時更必定寫過無數次， 

懂得如何串寫，而且一年裡總會見過數十次，至少每逢二月都會看見 28 次或以上， 

加起來，一生最少見過數千次，甚至數萬次。 

 

現實裡，亦可以找到數以億萬計的例子，都是使用舊現實 ur 的 Feburary 串法。 

所以，如果你認為只是有人目不識丁，一直以來都串錯， 

這種講法近乎認為有人會記錯自己名字串法般不合常理， 

只有完全沒有基本邏輯思維的人才會說這種話。 

所以，二月的英文串法明顯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第二個個案，同樣是一個可能出現了「曼德拉效應」的英文串法。 

考考大家，現今現實中，一直以來，「驚訝」一詞的英文串法， 

是左邊七個字母 S-u-p-r-i-s-e 的 Suprise， 

還是右邊八個字母 S-u-r-p-r-i-s-e，第三個字母多了一個 r 的 Surprise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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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家五秒想一想。好！開估了！ 

現今現實中，驚訝的英文串法一直以來都是右邊多一個 r 的 Surprise， 

但很多人的記憶中，以往一直是左邊少了一個 r 的 Suprise。 

假如這個字的串法出現了「曼德拉效應」，必定會出現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驚訝」的英文串法是比現今現實少了一個 r 的 Suprise。 

 

最普遍的殘餘現象，就是世上最暢銷， 

由朱古力和隱藏玩具組成的健達出奇蛋 Kinder Surprise Egg。 

如果品牌名字隨著驚訝一詞的英文出現「曼德拉效應」，我們必定會發現很多殘餘現象。 

 

例如︰2016 年 12 月的新聞，報道出奇蛋創辦人 William Salice 的離世， 

標題的串法是少了一個 r 的 Suprise，但圖片包裝卻是多了一個 r 的 Surprise， 

明顯出現文字與圖片不相符的現象。 

 

 

 

又例如︰這個介紹 Kinder 產品的網站，無論網站地址或標題，都是少了一個 r 的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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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這則新聞的內文，是少了一個 r 的 Surpise，但圖片卻是多了一個 r 的 Surprise。 

 

 

 

又例如︰當你在 YouTube 以舊現實少了一個 r 的 Surprise 搜尋， 

會發現很多介紹出奇蛋的影片標題，都是少了一個 r 的 Suprise， 

部分影片更是上萬、上百萬瀏覽人次的熱門影片。 

 

又例如︰這個網購平台的標題，同樣是少了一個 r 的 Suprise， 

但圖片的出奇蛋卻是現今多了一個 r 的 Surprise，同樣出現文字與圖片串法不符的現象。 

網上你還可以找到很多例子，證明很多人的記憶中，以往 Surprise 的串法是比現今少了一個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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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Surprise 這個字，極可能同樣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第三個個案，是一齣 2009 年上映的迪士尼動畫電影《冲天救兵》， 

英文片名是非常簡單的一個字《Up》。但在很多人的記憶中， 

這齣電影的英文名字以及海報，本來應該有一個感嘆號，即《Up!》。 

 

 

現在，我們一左一右對比， 

左邊是我們後期製作，一幅有感嘆號的電影海報， 

右邊則是現今現實中，沒有感嘆號的電影海報。 

左邊這幅有感嘆號的電影海報，會否勾起你的記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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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今現實中，當你仔細翻查這齣電影的一切資料， 

包括歷史和圖片，都完全找不到名字裡的感嘆號， 

彷彿被人從歷史和現實中完全抹去，消失得無影無蹤。 

 

你可以嘗試問問身邊的親友， 

假如他們曾看過這齣動畫，會否記得電影的英文名字，本來應該有一個感嘆號呢？ 

這齣電影的名字和海報，極可能都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 ── 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以往你曾分享的共同信息，至現今「曼德拉效應」信息，我們在當中許多都是 

被動地發現和印證，非我們主動、刻意製造岀來的。那麼，我們怎樣可以運用這種能力？ 

我們又怎樣在今生當中掌握與應用，好讓我們能夠製造共同信息，於今生中穿梭時空，與 

神同創呢？甚至在復興之時，能如《聖經》所記載，可以將大山挪開。究竟我們怎樣可以 

掌握這種能力呢？ 

 

 

 

答：在信息的提供與方向中，我們永遠都是被動的， 

因為我們永遠是聆聽神的 Rhema，而走在時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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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主動能做到的，永遠是承先啟後。 

 

 

 

因為，在神的家中，我們永遠不可對真理貪新忘舊！ 

縱然現在所分享的「曼德拉效應」信息， 

當中提到及後得著的能力，都是承先啟後，按著撒種的律才得著這個能力。 

並且，撒種的方法，更是要按著我們以前所教導的原則， 

開墾心田、除荊棘、拾石子，使泥土鬆軟、有春雨秋雨、聖靈的能力， 

要懂得撒種、澆灌，一定要懂得栽種，一定要成為一個勞力農夫， 

讓它們能長出穗子，然後成為飽滿的子粒。  

 

 

 

這些程序都是不能忽略的，一定要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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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撒種與教會存在的目的 

早在 32 年前，日華牧師已經在主日信息「天國比喻」中，詳細分享過有關「撒種的比喻」。 

 

 

 

簡單而言，天國裡每種祝福都可以藉撒種產生， 

例如：以人的心比喻為心田，當人在好心田上撒出麥子，就是好種子撒在好土上， 

將會種出 30 倍、60 倍或 100 倍的收成。 

 

相反，不好的心田就不會有收成， 

在這塊心田上撒出稗子，即壞種子的話，甚至會種出咒詛。 

所以，我們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人生一切際遇和結局， 

是完全建基於我們心田和所撒出的種子品質。 

 

然而，世上只有基督徒能夠擁有種出天國好種的心田， 

未信主的外邦人是不可能種出天國的稻種， 

所以，一間教會就是世上擁有最多好土的地方。 

而錫安教會，當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塊最好和最多好心田的教會， 

當人在這間教會撒出好種，自然會種出 30 倍、60 倍，甚至 100 倍屬靈祝福的好果子。 

 

當初信進入錫安教會，一個如所羅門聖殿般，結構最完備的屬靈聖殿群體， 

就能夠立即拍入聖殿全自動化的成長程序， 

隨後只要按部就班，如學生上學般依照錫安教會提供的成長課程一步步學習， 

按年成長至一位成熟的基督徒，就可以學習成為聖殿的祭司事奉神。 

 

例如：參與每星期的家聚及主日，每天收聽網上靈修分享《栽在溪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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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跟進行列、主日信息和家聚信息，並且珍惜參與教會事奉的付出機會， 

例如：屠聾、鑄劍坊、PZ 完美音色講座和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 

珍惜在家聚中參與各種付出機會，服侍領袖和弟兄姊妹等， 

這樣就能夠將好種撒在自己及錫安教會的好土上。 

 

 

 

當一位初信願意按部就班、努力不懈地跟隨教會和栽種心田， 

以及學習傾聽神的聲音和被聖靈澆灌，就可以不斷收割個人生命的果子， 

例如：屬靈生命、信心、道德、家庭、工作、學業、事業、富足、健康、位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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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錫安教會就是世上最好的一塊屬靈田地，讓所有教會肢體一同栽種，將種子變為果子。 

弟兄姊妹亦會發現，當他們在錫安教會撒出各種好種子， 

不論是愛心、信心、醫治、恩賜運作、傾聽神的聲音、經濟、時間、跟進、傳福音、 

服侍、跟隨神的時代計劃等，都會在生命中結出 30 倍、60 倍或 100 倍的果子。 

 

 

 

但以往未參與錫安教會前，即使在其他教會付出相同努力， 

每星期同樣參與聚會、聽主日信息，也絕對及不上錫安教會內的 1%回報， 

極其量也只能結出極少屬靈果子，甚或完全沒有果子。 

 

為何錫安教會的屬靈心田可以種出纍纍果子，與其他教會群體之間存在天淵之別呢？ 

因為，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都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帶領， 

不論是日華牧師個人，抑或整間教會的行動和決定， 

都是完全遵守《聖經》的最高標準和行事原則，絕不會與《聖經》互相違背。 

 

多年來，日華牧師都毫無保留地將《聖經》原則教導弟兄姊妹， 

除去眾人心田上的各種石頭、荊棘、蒺藜和雜草， 

讓《聖經》真理不斷開墾和澆灌我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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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錫安教會成了一塊前所未有，最廣闊又最美好的心田。 

無論神交托日華牧師的種子是什麼，都可以種出果子，包括人類歷史未曾見過的創舉， 

例如：「說的聚會」、恩賜運作、「2012 榮耀盼望」信息、龐大的事奉團隊等。 

 

 

 

弟兄姊妹更各盡其職、全民皆兵式參與製作「錫安劍」、錫安新歌， 

參加 PZ 和 ToME 講座，還有購買 Bitcoin 而帶來經濟轉移級數的富足， 

再加上弟兄姊妹的同心、喜樂，以及日常生活經歷的神蹟， 

都明證錫安教會是神悉心栽種，可以種出 100 倍收成的好土、好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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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肯定，在這塊好土之中，無論將來神給予錫安教會任何更新奇的動勢， 

錫安教會都可以完全承接這些種子，並結出 100 倍的果子。 

所以，現在我們就會明白，為何神會將「2012 信息」的啟示賜給日華牧師， 

因為神將世上各種千古之謎交給錫安教會，讓我們藉著不斷撒種的方式解謎， 

到了今天，終於可以解開所有謎題，例如：拉線、黃道十二宮、瑪雅年曆、 

Freemason、各種恐襲和偽旗行動、電影電視劇隱藏的信息、伯利恆之星、 

所有神秘古文明、共同信息，甚至是現今的「曼德拉效應」。 

 

錫安教會都可以完全解開當中隱藏的奧秘， 

謎底就是新婦的身份 ID，並揭示新婦將會擁有的能力， 

而能夠打開謎底的人，亦就是謎底所指向的主角。 

 

因為一切解謎，不單是讓我們找出自己的身份， 

同時亦是撒種，種出新婦在永恆中擁有的能力， 

就是歷史中建造各種共同信息、拉線、天上星宿的排列、瑪雅年曆、掌握歷史上的十王和 Freemason。 

 

試舉例，為何神要讓日華牧師發現拉線的秘密呢？ 

因為藉著一步步打開更多拉線的秘密，我們竟發現大部分國家的歷史，只會出現一條拉線， 

但發生在錫安教會身上的拉線，卻是有數十倍之多。 

因為世上其他拉線只是一個引子，當日華牧師深入研究拉線後， 

最終發現拉線的存在是單單為了印證錫安教會， 

並且，在永恆中製造拉線的人，就是將來被提後的錫安教會， 

正是我們發現拉線的秘密後，繼而撒種研究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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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曼德拉效應」的出現，同樣是為了錫安教會而存在。 

在我們向世人揭開謎底的同時，亦為到我們在永恆中擁有時空穿梭， 

和以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撒了種，並且在將來種出這方面的能力。 

 

因為當我們所栽種的東西，越到後期就越難，越需要聖潔，是更加講究， 

並且是需要由專家去做，就如聖所外面，有些事情是一般會眾都能夠做到， 

但是當進到至聖所的話，當中的事奉就一定是要大祭司才能做得到。 

 

 

 

影片：錫安教會會眾如何參與事奉並栽種神的時代計劃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享，錫安教會會眾應如何參與教會的事奉，一起栽種神時代計劃的劇情呢？ 

  

個人參與方面，即使我們看見神啟示教會各式各樣的屬靈新種子， 

但作為會眾得到這些新的真理種子時，也要時常檢討自己怎樣與教會同步和同心， 

一起完成這些事奉。 

 

第一，認同和檢討。 

透過神賜予的共同信息，我們必須認定教會已經行在神的旨意之中， 

更要認同教會已經達至連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栽種出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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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要順應神的印證，既然神是刻意以如此龐大的共同信息手段， 

顯示我們錫安教會是連一日也不偏差。 

顯然，神的目的就是要我們擁有這種程度的信心和確據，相信我們就是真命天子的新婦。 

神絕不希望我們妄自菲薄、缺乏信心， 

不敢相信神對我們錫安教會這永恆新婦身份（I.D.）的認可。 

 

無疑，錫安教會擁有的屬靈成就已經是有目共睹， 

例如︰源源不絕的啟示、錫安新歌、傾聽神的聲音、恩賜運作、教會體系、「錫安劍」等， 

更是基督教界史無前例、從未有教會到達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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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及跟隨者眼見錫安教會已經成為出產眾多果子的園子時， 

各人首要就是跟從教會的方向、打好自己的根基、 除掉自己的頑固、檢討自己的錯漏。 

  

第二，參與。 

顯然，當大家持著信心跟隨教會現時的方向，絕對是無往而不利，這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認定錫安教會絕對行在神的旨意之中，積極及主動地參與事奉、貢獻自己！ 

《聖經》提及，當人接待先知，就有先知的賞賜，若然接待新婦，也會得著新婦的賞賜。 

  

當基督徒有機會接觸錫安教會及「2012 榮耀盼望」信息時， 

必須明白神藉著共同信息，讓我們認知一個重點。 

明顯，共同信息指出錫安教會就是世上唯一真命天子的新婦，神並沒有認可其他教會， 

將共同信息及「與神同等智慧」級數的啟示，即「2012 信息」信息賜給他們。 

既是如此，人們隨意參與任何一間教會事奉，是否都能夠賺取新婦級數的獎勵呢？ 

  

難道單單在網上觀看「2012 信息」，不置身在神帶領的錫安教會付出、撒種和貢獻自己， 

也可以得著接待新婦的賞賜嗎？當然不可以。 

 

對於其他教會或沒有參與錫安教會的基督徒而言， 

共同信息正是反映這些教會從未付上信仰的代價、努力撒種、耕耘屬靈田地。 

所以，按著撒種定律，神從來沒有將解謎的智慧賜給其他教會， 

讓他們尋找出成為永恆新婦的種子。 

重申：神連種子也沒有賜給他們。 

 

當臨近末世，快將被提的時候，普世其他教會根本沒有這種知識、智慧和屬靈本錢， 

可以栽種出「與神同等智慧」的啟示級數。 

換言之，他們的園子裡，根本完全沒有成為永恆新婦的種子。 

況且，即使神將部分種子賜予他們，他們也沒有適當園子及優質田地種出果子， 

這就是普世教會真正的屬靈慘況，既沒有種子，也沒有好的泥土。 

  

透過世上的共同信息，神向我們和世人顯示， 

唯有進到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得著從神而來的種子， 

並且在這豐富園子裡栽種的基督徒，才可以走進神的計劃，得著成為永恆新婦的賞賜。 

 



20180311   www.ziondaily.com 
 

 
 30 

 

 

因為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都是按著神的帶領而建立錫安教會。 

我們與神的關係、信仰宗旨、持守真理的態度和決心，  

甚至領袖與弟兄姊妹之間的相處、家聚、一對一門徒訓練和弟兄姊妹的同心， 

才能夠架構出今天的錫安教會，可以承接神的祝福。  

 

 

  

除了錫安教會，世上並沒有其他教會可以栽種出這種程度的屬靈種子， 

始終，在 Alef Tav 創世之先，神已經預設錫安教會的鑄造和信仰的成長路。 

因此，神在世上超然鋪設的共同信息，就是要告訴世人， 

錫安教會的存在絕非偶然，而是神按著預知揀選及塑造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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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人必須份外感恩和珍惜，細心聆聽每篇「2012 信息」， 

接收神賜予的種子，參與在錫安教會群體建立的泥土上， 

與日華牧師同心，謙卑遵行及耕耘神賜予的每顆種子。  

 

 

 

所以，以前我們學的東西，還未學會的不要好高騖遠，而是一定要學會； 

學得不好的，就要重溫；態度不好的就更加要檢討， 

因為，有時候，不是你對真理的認識不夠， 

而是真理上的執行不足夠，這樣就要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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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根基要打得好，然後跟著教會現時的方向走， 

就絕對無往而不利！這就是我們應該要有的主動！ 

 

 

 

特別是現在提到移山的信心、死人復活、時空穿梭等， 

這些都是現時教會每星期的動向，導致我們能擁有這些能力。 

因為，事實上所有共同信息都是這樣的印證。 

 

 

 

當我們大部分都合格的時候，你能夠想像，接下來的數個星期， 

神就會用「曼德拉效應」來印證我們所做的事，亦證實我們擁有這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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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一所教會中，有部分會眾可能仍未達標，但只要大部分達到就可以了。 

 

影片：時事追擊：葛培理離世應驗篇 

2018 年 2 月 21 日，一則轟動國際的頭條新聞，就是過往「曼德拉效應」信息中已經多次提及， 

大家經已耳熟能詳，他的死亡出現了「曼德拉效應」的著名佈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 

他在 2 月 21 日早上約 8 時再度離世，享年 99 歲。 

 

 

 

葛培理 16 歲時聽到一名旅行傳道者傳道後，成為了忠實的基督徒， 

1939 年被神呼召成為傳道人。 

1940 年神學畢業後，同年被按立為美南浸信會牧師。 

1950 年在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里斯市創立「葛培理佈道團」， 

自此，推行全球佈道運動，每年舉辦全球知名的「葛培理佈道大會」。 

 

 

 

1954 年由倫敦開始，巡迴世界各地舉行大型佈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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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多年來，葛培理利用媒體， 

包括電視節目及書本，甚至電話熱線等，向各地傳送基督教福音信息。 

他的發言人曾表示，全球有 7,700 萬人曾親身聽過他的講道，超過 2 億人經媒體認識他， 

他亦曾三度來港，在大球場舉行佈道會。 

 

 

 

2005 年，葛培理在紐約佈道會後宣佈退休。 

 

此外，他有「總統牧師」之稱，不少美國總統都曾向他尋求宗教指引， 

在成名後，他仍保持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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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他在莫斯科佈道會尾聲時說：「你們今晚是來到基督面前，而不是為了見我。 

我沒有超自然力量去做任何事情，與你們每個人一樣。我只是一個信使， 

要帶來的信息是『上帝愛你』。」 

 

 

 

以下，是新聞媒體對於葛培理逝世的報道。 

 

新聞片段：  

美國佈道家葛培理牧師逝世，享年 99 歲。 

葛培理 1918 年生於北卡羅來納州，21 歲成為牧師， 

後來更成立自己的協會，在全球各地舉行佈道會。 

聽過他傳教的，估計超過一億人次。 

美國多位前總統視他為顧問，等同是白宮的牧師。 

2005 年 6 月，87 歲的葛培理在紐約一連三日舉行佈道會，有超過 23 萬人出席。 

他之後退休，將協會交給兒子打理。葛培理星期三早上在家鄉的寓所離世，享年 99 歲。 

 

事實上，過往透過精華短片（VO）「曼德拉效應專輯 110：著名基督教佈道家葛培理的生與死」， 

經已詳盡分享葛培理的壽數發生了「曼德拉效應」，因為世上有不少人都記得他在 2009 年已經離世， 

並且清楚記得各基督教刊物和各地新聞都曾大肆報道他的死訊， 

甚至舉行了國家級喪禮，美國各地的人都湧到喪禮悼念他。 

  

直至上年 2017 年，普世逐步出現大量「曼德拉效應」事件時， 

人們才驚覺新現實裡，葛培理原來一直健在、未曾離世， 

及至今年 2018 年 2 月 21 日，伴隨主日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的時候， 

葛培理終於再度離世返回天家，明證國際大事是環繞「2012 榮耀盼望」信息而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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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震驚的是，葛培理離世前三天，即 2018 年 2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19 篇」， 

日華牧師曾引用三位上一代帳棚式佈道的佈道家。 

大家用三秒時間猜一猜，日華牧師第一位引用的人物是誰呢？ 3…2…1…  

沒錯！答案正是葛培理，日華牧師主日信息當天第一位提及的佈道家， 

正是當時新現實中尚未離世的葛培理，至於另外兩位事奉者， 

則是當日主日信息分享前已經離世的 Oral Roberts 和 Kathryn Kuhlman。 

 

 

  

當天主日信息分享的三天後， 

葛培理就隨著另外兩位被日華牧師引用的佈道家般，返回天家、與他們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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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葛培理在這篇主日信息播放後，已經正式完成了他在世的使命。 

 

以下，是節錄葛培理離世前三天， 

2018 年 2 月 18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19 篇」的內容。 

 

主日片段：  

這就是為甚麼神放棄了帳幕，或帳棚式的大復興，看見嗎？ 

上幾代我們所說的復興，全部的復興和歷史上的會幕是一模一樣的。 

上幾代的復興，首先，我們看見，很多時是到處遊蕩，接著是帳棚式， 

好像葛培理 Billy Graham 或者是 Oral Roberts 或者是 Kathryn Kuhlman，都不在教會裡。 

 

非常明顯，神透過葛培理壽數的「曼德拉效應」，令基督徒能夠認知「曼德拉效應」的真實， 

與此同時，神藉著葛培理一直等到這篇主日信息播放後，才在新現實再度離世， 

終於完結地上新、舊現實兩個場景的使命。 

  

顯然，新現實中葛培理能夠延長的壽數，正是為了配合「2012 信息」的內容。 

無疑，神再次製造歷史，為要明證世界和歷史確實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並且「2012 信息」確實是這個末世的唯一答案！ 

 

所以，如今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要承先啟後，將之前錫安所教的東西執行到爐火純青， 

當然，聽信息就已經是一個捷徑，但是，最好是找一個屬靈師傅討論如何細緻地執行， 

不是只有紙上談兵的執行，而是在實際執行真理上作出討論。 

 

 

 

即是說，今次我怎樣能夠這次恩賜運作更加進步、做得更好？ 

因為，今次恩賜運作已經不是受浸恩賜運作，或是 PZ 恩賜運作， 

而是幫助這個「曼德拉效應」講座進行恩賜運作， 

這一點已經是撒種在「曼德拉效應」的能力上。 

不論是做場務、帶人到講座或是恩賜運作，都可以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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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精益求精，並非單單你的態度或是恩賜運作，可能是你的精神、你的時間分配， 

如何更加長久地維持這項工作，更加有交代和令人滿意，甚至能夠參與更多部門。 

你可以全面地擴展，因為，如我所說，新婦是萬能的， 

所以，你必須在這些地方看看自己能夠如何進步。 

 

影片：初信得著信仰捷徑的方法 

日華牧師提及，我們已經得著神的認可，將會得到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 

但一些剛剛參與的初信，已經落後了幾十年，他們又怎樣可以得著神的認可呢？ 

  

日華牧師分析，當他們參與教會最新方向， 

包括：「錫安劍」、PZ 完美音色講座及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時， 

表面上與其他已經參與錫安幾十年的弟兄姊妹並沒有分別， 

但是，假如他們想得著童女，甚至新婦的獎賞，就必定要補回過往不同教導的撒種。 

 

因為《聖經》當中每一個祝福，都是由教導開始，再藉著我們的撒種，才能夠得著， 

就如努力的農夫，先要付出耕耘，最終才能夠得著收割。  

事實上，《雅歌書》亦提及，我們的心田就像一個園子，栽種不同植物，有著不同果子， 

對比屬靈當中，我們的心田可以種植出佳美的果子，被神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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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與其他教會的不同之處，在於錫安由 33 年前開始， 

已經對神的話語一絲不苟，期待能夠努力實踐，生命改變得更似神。 

因此，神就由根基開始，不斷帶領錫安進到一個又一個更進深的領域， 

讓這間教會由無到有，讓當中的基督徒由賓客變成童女， 

再由童女成長進到新婦，這就是錫安三十多年的歷程。 

  

所以，現在當我們已經由外院進到至聖所領域，由平信徒進到新婦，即大祭司的資格時， 

假如剛參與的弟兄姊妹希望得到同等祝福，除了要緊貼教會最新動勢之外， 

亦要返回信仰的根基部分，栽種過往錫安已經做到爐火純青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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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外面教會的事工只著重綽頭，一心只希望招聚更多人數，從來不會考慮會眾的質素， 

因此，他們從未想過要累積、耕耘、栽種和結果子，亦不考慮信徒的內涵，所以他們不會有進步， 

雖然有眾多節目和聚會，但忙亂過後卻無法令會眾成長，神亦不會賜恩膏給他們。 

 

但過去，錫安教會由零開始，一步步被神帶領，由根基做起， 

直至 30 多年後，才被神認可成為真命天子，成為世上唯一一間塑造新婦的女院， 

過去打下的根基已經被神驗證，在神面前配得支取神的祝福，甚至在全地中成為神所揀選的教會。 

 

 

 

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參與教會最新動勢時，亦要補回過去的根基， 

將過去錫安的教導總和及累積，成為種子，藉著撒種，執行至爐火純青的地步， 

這正是錫安教會三十多年來，一路走到今天能夠被神認可的原因。 

  

所以，初信不能跳過這段落，他們誤以為現在可以跳過生命的成長， 

誤以為不用再花時間聽之前的信息，誤以為只需埋首於「2012 榮耀盼望」信息， 

誤以為只要在參與 PZ、ToME 或鑄劍坊時， 

能夠與其他弟兄姊妹和諧合一，努力事奉就可以了。 

 

因為過去的根基，能夠改變我們的心田、改變舊我， 

讓我們於每星期不斷的事奉當中，仍然樂此不疲， 

只是靠著初信階段屬乎血氣的幹勁、熱誠、一腔熱血，無法長久繼續下去， 

正如一盞油燈，唯有燃點燈油，才可以長久發亮，假如燃點燈芯的話，過不多久就會燒毀。 

因為只著重杯盤的外面，只是外表上跟從及順服， 

但內心卻沒有被過去的信息，被神的話語煉淨自己， 

心田仍舊充滿過去的毒根、荊棘、苦毒、自私、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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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斷生長、越來越茂盛的話，最終，不單令參與的事奉獎賞大打折扣， 

甚至會在事奉中，發現與其他弟兄姊妹始終格格不入， 

無法完全拍入教會的事奉，連信仰亦慢慢變質及枯萎。 

 

他們落入這種光景，並非教會撇棄他們，而是神也撇棄他們， 

因為他們如果沒有一塊優質心田的話， 

神始終不願意讓他們拍入教會的事奉，讓他們與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栽種各種能力及分享果子。 

假如以為時間短促，神就會容許初信跳過信仰根基部分， 

一開始參與就能夠得到童女、新婦的祝福，就大錯特錯，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天真想法。 

  

正如一對愛錫子女的父母，也不會將一件超級武器交給仍吃奶的嬰孩， 

此舉不單會帶來破壞，最終亦會傷害這名嬰孩。 

因此，這名嬰孩尚未有生命內涵駕馭這件超級武器時， 

他的父母只能夠等待他慢慢成長，直到配得為止。 

  

事實上，只有人類才會有時間短促的問題，在神眼中，從來不會有同樣問題， 

因為宇宙萬有都是神創造，時間流亦是神掌管。 

既然，神設定基督徒的成長如嬰孩般，慢慢成長才能變成神的長子的話， 

那麼，這段成長歷程就不可以因為時間不足而跳過。 

  

所以，為何日華牧師提及，新參與的初信不單要花時間聆聽過去的信息， 

並且要如其他返了幾十年的弟兄姊妹一樣，執行至一個階段，到達爐火純青的級數， 

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需要刻意提醒，這些真理已經變成了他們的為人， 

唯有這樣，這班初信才能夠與其他弟兄姊妹一樣，有著真正的同心、真正的信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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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末後日子，神會讓他們有捷徑補回，這已經是神極大的恩典。 

正如之前提及，過去錫安能夠得到神的認可， 

是因為當初一篇篇信息的累積，一點一滴的建立， 

弟兄姊妹亦因著信心而跟從執行，慢慢才創立出現時的信仰生活和事奉系統， 

令每一位願意成長的弟兄姊妹，都能夠擁有優質的信仰。 

  

但教會過去的成長，需要幾十年時間慢慢建立，而今天的初信，卻可以一次過複製。 

過去要用信心去相信、不憑眼見、冒險、經歷內心的掙扎和患得患失的感覺， 

甚至是信心的考驗，最後才以信心回應。 

就如瞎子摸象，未看見全幅大圖片的時候已經要執行， 

亦彷彿摸著石頭過河，慢慢成長。 

 

 

  

但現在，初信眼前已經有足夠證據和榜樣， 

當他們親眼看見錫安成功，甚至是成為神認可的真命天子， 

再加上眾多難以想像的共同信息成為印證， 

他們當然不需要再掙扎懷疑，也不需要再動用信心， 

一開始已經可以放膽跟從，短時間內就可以做到。 

 

就如金庸要花幾年時間寫一套長篇小說， 

但部分讀者卻可以幾天讀完，甚至以影印機複印，也只需幾十分鐘， 

這就是日華牧師提及，末後日子的信仰捷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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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神不需要這班初信於幾十年前，與牧師由零開始一起慢慢建立教會， 

現在剛參與已經可以參加建立聖殿的至聖所，他們就不能連信仰捷徑都希望跳過。 

  

就如影印一本小說，雖然已經比寫一本小說節省大量時間， 

但仍然希望藉著改動小說內容，抽取當中幾頁， 

令自己省掉一些時間，付少一些代價，以為可以用自己的小聰明走得更快一點。 

 

但這只證明他們的驕傲和不忠心，以為可以藉著改動舊有信仰系統、節省撒種部分， 

在一條已經不需要付信心的捷徑中，仍然要走精面。 

在公義的神眼中，當然不會容許他們奸計得逞。 

正如金庸要花上幾年時間才寫完一套小說，讀者卻可以輕輕鬆鬆地， 

帶著享受的心情，花幾天就讀完，對於讀者而言，這就是理解金庸小說的捷徑。 

  

同樣地，神讓日華牧師及整間教會以 33 年信仰生命寫下的教導， 

成為所有人信仰成長的榜樣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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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初信而言，並不需要用 33 年去認識錫安教會， 

只需要像追小說般，重聽過去的信息，將故事溫習一次， 

這已經是神的最低要求，讓初信的信仰根基能夠穩固。 

 

因為錫安 30 多年的信息內容不單沒有重複，而且非常精簡，已經為弟兄姊妹節省了極多時間。 

對比之下，就如小說作者花費的時間，與讀者閱讀小說的時間。 

假如，一位金庸讀者連閱讀一本小說的代價也不願意付上，他還可以說是理解金庸嗎？ 

同樣地，假如連錫安過去的信息也不願重聽，遑論要成為錫安的一部分，同心參與事奉， 

其實就連錫安的讀者，可能也稱不上，所以，這條捷徑是不能再節省。 

  

錫安過去用了幾十年時間，從最初尋找到神的帶領，由無到有，不憑眼見的情況下， 

憑信心一步步建立至現時的階段，成為一間實質的 2,000 人教會，當中的過程可說是歷盡萬難。 

因此，當現時已經出現了實質之後，再翻聽過去需要付信心的信息， 

其實已經容易了十倍，已經不需要信息的內容去說服你。 

 

雖然，錫安現在仍被眾人攻擊，但將來有一天，我們卻會被全世界所認可，成為新婦級教會。 

當我們現在再翻聽幾十年前的信息，伴隨我們的， 

就是這幾年間神以世界歷史不斷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和印證。 

過去，我們要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夠看得見， 

但現在卻是實質的真命天子、實質的石中劍在我們面前被拔出來。 

 

 

 

因此，假如剛進來的初信連最初的信息也希望省下來不用聽， 

就如影印小說時，以為只要影印封面和底頁就已經完成，對於自己還可以自欺欺人， 

但在神面前，假如連百分之一的努力也不願意付，最終也不會得到神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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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沒法得到神認可，遑論是希望參與其中得到百倍收成， 

像教會中努力幾十年的「開荒牛」般，因為參與建立這間教會而得著百倍祝福。 

甚至乎，這班初信最終可能是徒勞無功， 

因為賜種子，甚至叫種子成長、發芽結實的，就是每天鑑察我們心腸肺腑的神。 

 

無法得到神認可、沒有在神面前考試合格的人，當然不會得到百倍收成。 

因此，最低限度，他們也要付出過去弟兄姊妹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努力， 

那麼，藉著栽種，因著捷徑的緣故也可以得到 30 倍收成， 

假如連百分之一的努力也不願付出，最終連 30 倍的收成也不會有。 

  

雖然這班初信有幸趕上尾班車，進入全地唯一的女院， 

但卻成了進到寶山仍空手而回的愚昧人，這是一件何等可惜的事。 

 

如果你發現自己做的時候已經偏向濫，你就應該寧願減少，貴精不貴多。 

假如，你已經在某一點上做得很精，你可以嘗試擴展自己，在更難的事情上做得更好。 

 

   

 

但謹記，在你的優點和你最有貢獻的地方，千萬不要停下來， 

不要說，你是要嘗試新事物，因為這就失去承先啟後的意義。 

以我自己為例，難道我的恩賜運作變得很強，於是就放棄講道嗎？不是的。 

即使我的講道和恩賜運作已相當強，我也不會停止在啟示上進步，對不？ 

 

大家都能夠看見，我在每一個做得好的項目上都精益求精，即是，我會繼續加添（add on）。 

不是像旅遊般，放棄這裡，去那裡，放棄做這些，去做那些。這種人一生一事無成！ 

在神那裡，最沒有恩膏和能力的就是這批人。 

 



20180311   www.ziondaily.com 
 

 
 46 

 

 

影片：普遍教會因不知教導的「向量」而一事無成 

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期間，一直遵守一個顯而易見，卻非常重要的屬靈原則， 

令錫安教會不斷成長，一步步建立在一層又一層穩固的屬靈根基和磐石上， 

並彰顯出前無古人的祝福、能力和智慧。 

 

這是甚麼原則呢？ 

當說出來，大家會發現這是一種非常基本， 

而且外邦世界所有學校都會奉行的原則，但過去 2000 年的教會歷史， 

除了初期教會外，幾乎沒有任何教會奉行這個原則，甚至連奉行這個基本原則的知識都沒有。 

 

這原則就是「向量」。 

 

 

 

向量是甚麼意思呢？這詞語來自物理學力量和速度的計算， 

不單講求力量或速度的單位，如公斤或每小時多少公里， 

因為單單力量和速度的單位，並不足以代表當中的力量和速度，要再加上指定方向計算才會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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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輛汽車的速度是每小時十公里， 

如果要計算這輛車花多少時間到達十公里外的目標，答案是不知道，因為數據不足。 

為何數據不足呢？我們已經知道，這輛車的速度是每小時十公里，而目的地就在十公里， 

我們豈不已經得到答案，這輛車會在一小時後到達嗎？ 

 

 

 

錯了，我們還要知道這輛車行走的方向才能作準。 

例如：目的地是東方，但汽車卻向西方走， 

即使這輛車走多快，也不會在一小時後到達目的地，因為方向錯了。 

 

 

 

又例如：這輛車一開始向東方走，十分鐘後轉向西方， 

再十分鐘後走向南方，再十分鐘後又走回東方，一直向四方八面胡亂駕駛， 

雖然汽車一直以每小時十公里的速度行駛，但一小時後會到達目的地嗎？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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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日華牧師所說的「向量」。 

原來，錫安教會多年來的教導，都奉行這個基本原則， 

所有教導都不會互相矛盾，並且按部就班地，讓所有弟兄姊妹一步步按照指定課程， 

藉著學習、撒種和收成，在信仰中穩步成長。 

 

就如一間學校的所有學科，例如：英文、中文和數學，每年都會有固定、按部就班的課程， 

不會每個學期的課程都一樣，也不會與以往所教的課程出現矛盾， 

如此，學生才不會原地踏步，可以正常成長。 

 

例如：小學一年班的數學科會教加數，一加一等如二， 

但到了二年班，老師不會突然向學生說一年級所教的內容全部都是錯，要重頭再學過， 

或完全不作任何解釋，就說一加一其實等如三， 

因為這種情況下，任何學生都會滿頭問號，甚至一事無成。 

 

可能你會想，一間學校當然不可能每年改變課程，或每個年級所教的都一樣、毫無進步， 

更不可能每年推翻之前所教的內容，假如真有這種學校，也根本與垃圾無異。 

但這卻是現今絕大部分教會的寫照，甚至是歷史上絕大部分教會的寫照。 

 

現今絕大部分教會，甚至神學院所教的，都是互相矛盾的教導， 

令教會中的弟兄姊妹，甚至神學生，都無法在信仰和屬靈上有任何成長。 

而日華牧師早已經在 25 年前即 1993 年所分享的主日信息「加拉太書（256）代禱須知（一）」當中，

分享到教會的信息是絕對需要考慮到「向量」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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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節錄「加拉太書（256）代禱須知（一）」信息的部分內容 

 

主日片段： 

在我的呼召當中和我現在這麼多年當中所做，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向量」。 

 

 

 

「向量」其實是一個伸數名詞，意思其實在這幾年當中，我研究很多偉人，  

有 Paul Cain、Cindy Jacobs、Peter Wagner、Rick Joyner、Kenneth Copeland、Kenneth Hagin、 

Benny Hinn、Casey Treat、Bob Yandian、Rick Renner 等，很多名字你也不認識， 

但是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人生當中的成功、背景、 

缺陷和他們自己的弱點，而他們的教導在全世界根本不能夠勉強放在一起。 

 

新數的「向量」就告訴你，所有力量加起來不一定等於雙倍，即 10 磅加 10 磅不是等於 20 磅，  

因為如果它們相反的話，是會抵消。這裡 10 磅推過來、那裡 10 磅推過來，是可以抵消，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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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我發覺真理也一樣，而我發現很多偉人教導的真理很好，Benny Hinn 的超級恩膏， 

Paul Cain 的超級智慧知識言語，Frances Hunter 的醫治很厲害，  

Bob Yandian、Rick Renner 的教導很重要，Casey Treat 的教會增長很強勁，  

Frederick Price 對黑人事奉很好。 

 

 

 

但是他們的教導都不能夠全部放在一起，而不中和， 

因為他們有些人否定另一個人，這麼神奇！他們的教導有時來自他們的背景或者錯誤，  

我濃縮他們的教導，然後將他們共同放在一起，使我們可以突飛猛進，  

而不是隨意將他們整套教導給你，聽吧！這樣你發現會中和，而產生一種混亂。 

 

譬如舉個例子：Frederick Price 是一個神很用的僕人，但他借錢建堂，甚至在借錢上很有名。 

Kenneth Copeland 也是一個神很用的僕人，但他不借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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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各有好處，但也各有缺點，為甚麼這邊借錢呢？ 

因為原來他是基要教會出身，而他對信心的認識不多， 

所以，這些教導不能夠全部放在一起，就一定可以產生功效， 

這就是我的責任和所做的工作，這幾年當中我吸收所有教導，關於這方面的信息， 

然後將我們能夠用的放在一起，避免它們互相抵消。 

 

然而現今世上絕大部分的教會和牧師，並不知道教導中「向量」的重要性。 

很多基督徒即使返了教會幾十年，每星期聽一篇主日信息，但幾十年過去， 

卻好像從未學過任何真理，人生亦未曾真正撒過有效的屬靈種子， 

令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結出 30 倍、60 倍、100 倍的果子。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那些完全沒有長遠成長計劃的主日信息分享， 

加上在自己教會胡亂引進外界牧師、講員或佈道家分享，並各種效法世界風氣的聚會模式， 

就是古往今來絕大部分教會永遠無法成長和進步的核心主因。 

 

這些教會永遠不會按年成長、出現復興，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大部分牧師自己本身沒有在屬靈、知識、能力、撒種和結果子上不斷成長和增多，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心去事奉神，只為餬口、有人尊重和一份穩定收入， 

可以供樓和養活自己一家，就心滿意足了， 

所以，他們並沒有動力為天國努力成長，成為童女和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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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部分牧師都沒有利用每星期的主日信息，成為屬靈教學課程， 

令弟兄姊妹藉每篇講道，每星期、每月、每年不斷長大和成熟， 

他們從來都沒有一套完整的概念和課程，反而每年不斷重複舊有信息， 

單單按傳統一成不變地分享，或一時起意學效世界風俗。 

 

例如：新年必定會分享每年展望、聖誕節分享主耶穌的出生、 

復活節則分享釘十字架和主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信息， 

父親節講述父愛、母親節讚揚母愛等，似乎《聖經》再沒有新題目可以講解。 

他們就像一輛不停原地轉圈的車，不會到達任何目的地，亦不會有任何成長。 

 

這種分享既沒有計劃又不盡責，過去，日華牧師甚至認識一位牧師， 

今星期主日已經忘記上星期分享過的信息，因而連續兩星期分享同一篇信息筆記， 

直至主日後有會眾提醒，才知道自己重複分享了同一篇信息， 

你能夠想像，這是何等無心裝載和不負責任呢？ 

 

現今不少教會，甚至靈恩教會，為求人數增長或奉獻增加而走上世俗化的路， 

教會界「時興甚麼就做甚麼或分享甚麼題目」，完全不知道神的時代計劃，亦不懂跟隨神的帶領， 

例如：97 年回歸時，分享教會如何回歸中國；有遊行時，就分析信徒應否遊行。 

 

又例如：很多教會因為一直原地踏步，希望有所突破，卻又不用《聖經》原則， 

每逢暑假或聖誕，就請一些所謂的著名牧師、佈道家或領詩， 

舉行佈道會、培靈會或敬拜讚美等特別聚會， 

目的是為會眾信仰「充電」、稍為提升士氣或營造氣氛， 

希望為死氣沉沉的教會生活增添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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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界時興培靈會，就會一窩蜂去做； 

時興明星歌星名人分享信主見證及表演，又一窩蜂去做； 

時興舉辦興趣班、遊藝會、團契、家聚或門徒訓練，同樣是一窩蜂去做。 

可是，全部計劃都只有三分鐘熱度，每年更改計劃、經常朝令夕改， 

就如電視節目般，為了刺激會眾情緒而推出不同類型的節目， 

但屬靈上和對天國的貢獻上，卻是一事無成。 

 

第三，他們每年請來的外界講員或牧師分享的信息， 

很多時部分教導與自身教會牧師以往所分享的信息互相矛盾， 

甚至今年與下年的講員所分享的內容也是互相矛盾。 

 

 

 

試問，教會弟兄姊妹在這種連屬世學校都不如、互相矛盾的教導下， 

如何可以按部就班成長，並按照《聖經》的原則在好土上撒種，讓自己在信仰上不斷結出好果子呢？ 

 

但是，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 33 年間，是一日也不偏差地按照神的帶領， 

藉著研究《聖經》的真理智慧及傾聽神的聲音，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建立錫安教會， 

令弟兄姊妹在信仰不同層面上成長和成熟。 

 

日華牧師亦會以信心回應神，每一次要求和突破。 

例如：當神要求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信息時， 

日華牧師就會按照神的指示和感動分享，沒有絲毫增多或刪減， 

才能夠出現一日也不偏差被神帶領的現象，但卻因此帶來香港教會界前所未有的龐大逼迫。 

 

又例如：千年蟲的分享和儲糧、為災難和「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的預備、 

分享以看太陽為食物等，多年來或多或少都要承受不同層面的逼迫和誣陷。 

因為日華牧師分享的每一篇信息，以及隨之誕生並計劃的每一次行動， 

都是神的感動，作為一位有良知的人或牧師應有的責任。 

 

然而，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因事奉神而得著的恩膏、智慧和能力， 

眾人都有目共睹，是歷史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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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創作一首錫安新歌、舉行說的聚會、成立恩賜運作組、得著「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啟示、 

「錫安劍」的誕生、共同信息的印證、五年前已預知 Bitcoin 價值等。 

其實錫安教會所得的祝福，全都與日華牧師順服神所帶來的逼迫成正比， 

這就解釋了，為何錫安教會的質素，與外間教會存在這種巨大差異。 

 

他們貪玩，在這裡做一會兒，那裡做一會兒，對於娛樂而言是很豐富， 

但在貢獻上，有時候卻會拖累教會，因他們縱有這些才能，卻不貢獻或教授別人， 

反之，不斷利用教會的資源，所謂充實自己來學東西。 

但你在學成後，理應要回饋和貢獻教會呢！ 

 

所以，這也牽涉到那人的內涵和動機， 

當他檢討這些的時候，便懂得該怎樣做。 

那些你所精通，無人能夠代替的事情， 

你就應該精益求精，然後尋求更多層面的貢獻。 

 

譬如你懂得打鼓，那你便繼續做到最好； 

就算有人代替你，那人亦可能是你所教授的徒弟。 

再者，你除了打鼓打得好之外，可能連結他也學會且彈奏得好， 

兩種樂器也可以貢獻和事奉。 

 

 

 

這是最普遍連一個初信都該懂得思考， 

一些對教會有貢獻，在事奉上進步的原則了。 

當你將其運用在一些最高深的真理上， 

也要用這些最基本的支柱，支撐你能夠行得更高。 

 

這就是承先啟後！你一定要將以前的優質，運用在現在新的領域當中， 

而不是放棄以前的優質，四處接觸新事物，這就沒辦法躍進和跟上教會。 

 

如現在教會雖有 PZ 和 ToME 的講座，但我們並未放棄主日和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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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承先啟後將過往優質應用在新領域 

日華牧師分享到，我們必須承先啟後， 

將過往 33 年信仰累積的優質根基，應用在神帶領的新領域上。  

究竟，我們應該如何有效地應用各種信仰的優質根基呢？ 

接下來，當神賜予新的種子及新的帶領時， 

我們又可以怎樣承先啟後，發展得更卓越呢？  

  

日華牧師舉了一個例子，就如 PZ 完美音色講座或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般， 

神下一步賜予我們的能力、新的種子，可能是舉辦「死人復活聚會」， 

除了帶領需要得著醫治的病人之外，我們可以將所有殮房的死人帶來，將他們從死裡復活。 

 

 

 

沒錯！這是新的種子、嶄新的動勢，只是，這種如「說的聚會」般， 

需要動用聖靈神蹟權能彰顯的聚會，必須如同過往錫安教會所舉辦的神蹟聚會， 

以承先啟後的方式，應用錫安教會所有已知的智慧和啟示， 

即弟兄姊妹在過往神蹟聚會中所見，聖靈權能彰顯的做法。 

 

例如︰過往由日華牧師親自帶領的「說的聚會」，必定有豐富的敬拜讚美、仔細的聚會流程安排， 

日華牧師是承先啟後地、累積錫安教會擁有的信仰基礎及智慧， 

如︰場務陪談、音響設置、調校音色、燈光變化、維持秩序、工作人員端莊尊重神的服飾， 

由聚會領詩、講道分享、禱告、說話時的語調、行神蹟、Call 位、 

策略家與日華牧師一同巡行式 Call 位、呼召人決志信主、 

會後恩賜運作團隊、在聚會中將一切榮耀歸給神等。 

每一個環節都經過日華牧師千錘百鍊的考慮，按著真理細心思量，絕非不經意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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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每次「說的聚會」的敬拜讚美程序， 

日華牧師都會與敬拜讚美團隊（Music Team）進行數次非常嚴謹的綵排， 

令每次聚會都能夠完美推進、萬無一失， 

令聖靈得著榮耀，可以自由運行、彰顯神蹟，令人經歷神厚厚的恩膏和聖靈的觸摸。 

 

接下來，若然神賜予的新種子是要舉辦「死人復活聚會」， 

我們必然會承接上述「說的聚會」的屬靈致勝要訣，不會摒除任何優質做法。 

唯有每項要點，我們都盡心竭力、發揮到極致， 

當聚會到達最巔峰、神的恩膏臨到及聖靈彰顯時， 

透過謀略的靈，即策略的靈，以新種子形態臨到，就可以按著神的感動叫死人復活。 

這種新種子形態的聚會模式，完全是承先啟後，累積及發揮過往錫安教會三十多年的優質， 

在每個環節中做到最好，觸發聖靈最大恩膏的彰顯。 

  

所以，為何過往所有錫安教會舉行的神蹟聚會，都能夠為基督教開拓先河、成為卓越的典範， 

因為一切做法都絕非一時興之所至，按人意的喜好而制定。 

弟兄姊妹必須明白，屬靈定律和法則是千真萬確， 

任何人單純為了興趣，而不是為了事奉神、尊重神的話， 

最終只會變成娛樂大眾的聚會，在屬靈恩賜發展上，往往變成「周身刀無張利」。 

  

正如我們所見，千千萬萬人為了自己的興趣投放了很多時間和金錢， 

甚至不少教會走上同樣的路，仿傚這種只求興趣、討人喜歡的做法。 

但他們這樣做並非事奉神，事奉的基本要求，就是基督徒所學、所做、所貢獻的， 

全都是按真理而行，以討神的喜悅、尊重神為大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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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建基於基督的道理、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塑造上， 

承襲過往所有真理根基，不斷發掘神最新的時代帶領時， 

就能夠累積成主的聖殿，令聖靈無限量地彰顯。 

 

 

 

同樣，當弟兄姊妹參與真命天子的錫安教會， 

總是為教會著想、按各種真理而行，精益求精做到最完美，而不是貪方便或湊熱鬧， 

才能夠真正幫助教會、為神的家付上一分力，神才能夠計算我們的付出和貢獻，獎賞我們。 

即使部分年長或非常年幼的弟兄姊妹，由於家庭背景及角色的不同限制， 

相比起那些只為湊熱鬧、為興趣的人，參與機會更少。 

 

   

 

但是，只要每次參與事奉和付出的時候，都持著最純全的動機，懷著珍惜和謙卑的態度， 

以最高標準的真理而行，按著「內涵、貢獻、時間」相乘的獎勵原則， 

仍然能夠因為更蒙神喜悅和更高分數的內涵和貢獻， 

令自己比其他只為湊熱鬧和為興趣的人，得到更多獎勵，藉著每次參與事奉， 

以單純的動機、卓越的內涵和優質的貢獻，賺取最大的永恆獎勵。 



20180311   www.ziondaily.com 
 

 
 58 

所以，承先啟後、依照最高標準的真理而行是非常重要， 

隨後撒出種子、努力耕耘，就能夠倍增百倍的收成。 

始終，我們每次付出和貢獻，都要神認可和計算， 

接下來，神才會為我們打開更多渠道，賜下更多新種子。 

終有一天，當教會的恩膏和祝福再擴大百倍、千倍、萬倍的時候， 

「叫死人復活能力」和其他更龐大的屬靈新種子，就會臨到我們身上， 

令錫安教會能夠在全新領域上展開終極事奉。 

 

問題二：今年除了看見世界出現「曼德拉效應」之外，我們亦見到 Bitcoin 在這年不斷創出新高。就

像牧師在 2013 年開始教導 Bitcoin 時，也有提及 Bitcoin 的無限潛力，甚至它有一天能夠超

越到金價 5000 倍。當我們現在慢慢亦見到，整個世界是環繞著錫安教會而轉動，甚至現 

時的「曼德拉效應」，根本都是在配合我們教會的信息而變動中。當現時慢慢 Bitcoin 升價， 

很多弟兄姊妹進入富足時，究竟心態上如何預備自己將要有這種富足生活，甚或他們有機 

會富足之後，亦可能會進入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事奉層面。在態度上，他們怎樣去預備進入 

這個事奉的新環境呢？ 

 

答：其實，這就等於一個全職事奉者要考慮的問題了。 

當年我自己本身由一個學生，回來到香港，變成一個全職事奉者， 

是沒有人限定我自己應該怎麼做的，所以，一定要在裡面運用智慧。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由平信徒變成全職事奉者，接著他的信仰便不進步， 

但是，作為平信徒時反而更會進步，會閱讀屬靈書。但全職事奉的時候，他已經亂成一團。 

原因是當你轉換身份後，才去想做些什麼的話，通常也都出事， 

就等於一些人，在退休之前沒有預先思考，到退休的時候，便成為了一個悲劇。 

 

基本上，退休後的生活，過了一、兩年，去旅行以後，便留在家中等待直至離世， 

很多人也是這樣。因為如果你在退休前已預先思考，就會明白， 

有很多的事情不應等待退休後才去作，而是退休前便需要去作。 

因為退休以後，你不會享受到你說的這件事，因為他是退休後才去計劃。 

 



20180311   www.ziondaily.com 
 

 
 59 

影片：基督徒富足及退休前的計劃 

日華牧師教導我們如何進入一元傳道人的全職生涯。 

 

 

 

即是，當我們財政自由，不需要再工作後， 

應該如何為一元傳道人的崗位和角色作出準備， 

因為教會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未嘗試過財政自由，亦未試過成為一位全職。 

 

但當我們解釋之前，首先，我們要從神所設計的人生當中，學懂一個重要教訓， 

我們並非一出生已經是一個成年人，相反，是有如一張白紙的嬰孩階段， 

慢慢學習、成長，長大成為一個成年人。 

並且，人生的成長旅途中，隨著年齡增長，我們會有不同身份和角色 

，接受不同的人生挑戰，這就是神給予我們的人生歷程。 

  

從一出生，成為別人的子女，到成為別人的哥哥姐姐， 

長大一點，成為別人的同學、同事、上司、下屬、配偶、父母， 

甚至在教會中成為屬靈領袖、跟進員、家主、全職事奉者等等。 

過程中，是一個個角色加上去，而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特質，需要我們成長進入， 

才能夠享受當中所帶來的祝福。 

 

 

  

因此，學習和成長，就是神給予每一個人的功課，綜合不同的人生角色，就成了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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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分析，既然神早已將不同角色放在我們面前， 

或遲或早，我們都要面對這些角色的轉換和變遷。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們進入這些角色之前， 

是否已經作出了周詳的計劃和準備，這樣才會得到這些角色帶來的好處。 

  

正如早前每日靈修分享《栽在溪水旁》中，日華牧師提到，每一位希望成為皇后的女子， 

都需要在女院經歷長達一年時間預備成為皇后， 

甚至乎，是為了自己能夠成為賢婦而作出準備。 

 

 

  

因為沒有人天生就預備好成為皇后這個角色，天生就知道如何做一位好皇后， 

一定要經歷學習過程，成長進入這個角色，假如未預備好的話， 

皇后的位份不會成為祝福，反倒會成為咒詛，為丈夫帶來惡夢般的婚姻。 

 

正如一隊籃球隊，也不會在落場比賽的時候才學習如何打籃球， 

即使是一位成功的運動員，都需要學習、成長，甚至訓練進入這個角色， 

隊伍當中，哪怕只有一位不稱職，剛剛學習打籃球的運動員出場， 

也足已毀掉整支球隊，令整場賽事變成鬧劇。 

  

但是，為何我們強調人生中所有角色，也是透過學習而成長進入呢？ 

事實上，每一個社會都知道這個原則，所以才會設立學校， 

讓每一個人都要經歷差不多 20 年的全職學習生涯。 

雖然擔當學生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們不用構思和預備自己的日程， 

但學校的設立，正是為了給予我們不同的人生裝備， 

讓我們經歷 20 年學習生涯後，有基本技能去應付其他人生角色和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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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他不同的人生角色上，我們可能要自行探索、研究和學習， 

甚至藉著別人的教導和榜樣，成長進入這些角色。 

 

唯獨學校的設立，是別人早已策劃好課程，編排了日程，甚至一年的學習和考試循環， 

再依據我們的程度由淺入深，每年循序漸進地慢慢學習不同知識。 

 

 

 

所以，每位學生都不需要自行設計今日需要學習甚麼， 

甚至會有校規管束每位學生的行為，違規後會有懲罰。 

 

這就解釋了一個有趣現象，為何有些人能夠在學校當中名列前茅，成為考試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 

但出來社會工作之後，卻未必能夠在人生中成為贏家呢？ 

因為學生有學校為他們設計了課程，讓他們可以依據課程內容學習、慢慢成長， 

甚至有考試去量度他們的進度，成為人類成長的快速捷徑。 

  

但離開學校，出來社會工作之後，即使是高材生，也沒有人會為他們設定教程， 

教導他們如何成為一位好員工、好上司、好太太、好丈夫等人生角色， 

也不會再有考試每年考核他們的進度。  

因此，當人踏出學校門口後，面對彷彿沒有邊際、任由他們自行發揮、可以自行決定的世界時， 

本來勤力的一群，卻會變得懶惰；本來非常有方向的人，卻會變得迷失； 

本來雄心壯志、常常挑戰極限的人，卻會因為迷失而變得情緒化、容易放棄， 

甚至抱著隨遇而安、見步行步，不思進取的人生態度。 

 

他們在進入不同人生角色的時候，才開始學習擔當這些人生責任， 

可是，這時才開始學習往往已經太遲。所以，為何很多人工作成功後希望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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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卻一敗塗地、清盤收場，甚至相戀結婚後，卻離婚告終。 

他們會哀嘆世界的不公平，令他們鬱鬱不得志， 

為何其他人不信任他們、為何會選擇了錯誤的配偶等等， 

其實這一切都不是環境的問題，而是他們太隨遇而安、自以為是， 

對生命太掉以輕心，最終成為人生的受害者。 

  

在神的設計當中，其實每一個角色背後，本應也是一個祝福，為我們的生命添上色彩， 

但是，假如我們進入這個角色之前，沒有作出周詳準備， 

最終，我們不僅無法得到當中的祝福，甚至會被這些角色壓垮。 

 

就如退休人士這個角色，每一個人或遲或早都會到達退休年齡， 

但這個角色可能長達 20 年，甚至 30 年， 

雖然這段經歷可能佔我們人生的 1/4，但很多人卻沒有為這個角色作任何準備。 

 

 

 

很多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不斷忙碌於自己的工作， 

以為不斷努力工作賺錢，退休後就可以實踐他們種種理想、發展興趣。 

  

但是，他們卻沒有認真考慮過， 

當他們到達退休年齡後，是否還能夠展開這些理想和興趣呢？ 

假如他們退休前仔細想清楚，就會知道很多事情其實都無法留待退休後才去做， 

最基本，就是不可以退休後才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或去一些較落後的國家旅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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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沒有想過自己退休的時候，身體已經衰殘至一個階段， 

不論體力、視力、味覺、聽覺都已經大打折扣， 

早已令他無法實踐及享受自己的夢想，更加無法享受這些期望已久的長途旅程。 

 

甚至乎，很多人退休前滿腦子大計， 

但一、兩年時間，一一嘗試了自己希望做的事情後， 

才驚覺過往以為要用幾十年慢慢享受的事情，已經一下子做完， 

並且對這些事情已經失去了興趣。 

然後才發覺退休生活可以很漫長，甚至感覺度日如年，人生變得沒有任何意義， 

常常後悔：「早知道退休是這樣的話，我就不退休了。」 

因為他們進入退休人士這個角色之前，根本沒有作出周詳的計劃和預備。 

 

因此，綜觀以上例子，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重要的教訓 ， 

就是所有能夠在他們的角色中獲得成功的一群， 

都在進入角色前或執行角色時，有所準備和計劃。 

 

不論這個準備和計劃是由上司、長輩或學校設計， 

當你願意跟從去做，才會讓你在學習、成長，以至工作過程中能夠愉快，甚至成功。 

 

假如沒有別人的預備和計劃，你亦不去籌算， 

到你擔當這個角色的時候才隨遇而安， 

很多時都會一敗塗地，情況就像落場打籃球比賽時才開始學打籃球一樣。 

 

所以，日華牧師分析，就如他的講道般， 

當他構思一篇信息的時候，也是一層一層思想、一層一層修正， 

當人預備退休前，一定要重複又重複思想這個題目及為此準備。 

  

第一次思想的時候，可能會很粗疏，甚至是天馬行空， 

但當第二次、第三次，不斷思想的時候， 

就會除去一些不切實際、不可行或過時的想法，開始慢慢去蕪存菁，找出要做的事情。 

之後就可以分先後次序，一些是退休前已經要做、一些是退休後才做， 

哪些是他最喜歡做，哪些可以排得較後等等。 

 

那麼，到退休的時候，他的退休計劃已經反複想過很多次， 

到實行的時候，只要少許修正已經能夠為他帶來最好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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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得著富足，有資格和能力去成為一元傳道人之前， 

假如希望能夠得著這個身份角色的所有祝福， 

在 Bitcoin 尚未升到天價之前，我們今天就必須有所準備， 

思考並規劃自己成為一元傳道人後，將會怎樣運用時間。 

  

當我們現時仍然每天忙著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往往會以為自己成為一元傳道人後，自自然然就會懂得怎樣自處、怎樣運用時間， 

但剛才已經提及，每個角色都需要學習和成長進入， 

假如沒有準備而進入這個角色，單單不自律和懶惰這個缺點， 

就足以將一元傳道人的祝福變成災難。 

  

所以，假如弟兄姊妹因為第四個動勢而富足， 

也不等於自動免疫，不會成為暴發戶，變得貪圖宴樂和胡亂花費，被各種享樂和罪勝過， 

最終反而斷送了自己的信仰。 

萬一出現這種結局，並非教會的錯、也不是環境的錯， 

而是他們自己沒有預先計劃富足後的生活，也沒有別人幫他們計劃。 

  

就如剛才學校的例子，當你是學生的時候， 

有學校為你預備日程表，編排每一日的工作，讓你可以在這個角色當中學習和成長。 

但是，當你成為一元傳道人之後，沒有人會像學校般為你預備日程表， 

更沒有校規去監管你一言一行。 

因此，現時你就有責任為自己的將來預備，這才是「有信心、有行為」的表現， 

當你尚在等待的時候，已經為自己將來能夠成為一元傳道人，以及為自己的生命成長作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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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日華牧師亦分析，他的人生當中，於 33 年前，當他完成學生這個角色之後， 

二十多歲就已經轉入牧師的身份角色。他在加拿大的時候就已經不斷構思， 

假如他回到香港開展教會的話，他會怎樣做好牧師的工作和擔當牧師的角色。 

 

 

 

例如：對時間的自律、如何運用經濟、如何與人相處、領受神的話去分享等等， 

所有事情都早已預先計劃，當中的複雜程度，遠超一間學校對學生的規劃， 

唯有如此，日華牧師才可以在幾十年裡，始終如一地成為一位好牧者， 

能夠用他的生命如輪子般為神轉動。 

  

並且多年間，為到教會發展作出種種預備， 

例如︰聖靈充滿、恩賜運作、新酒恩膏街頭佈道、錫安新歌、「說的聚會」等， 

因此，每一次屬靈躍進、每一個重要里程碑背後， 

都是日華牧師在多年前已經為教會整體作出種種預備， 

令弟兄姊妹可以慢慢學習、成長進入不同屬靈領域。 

正如我們現時為到今年將會得到的經濟轉移，成為一元傳道人而作出預備和規劃。 

  

所以，同一道理，假如我們希望成為一元傳道人之後，擁有一個更似神的生命， 

甚至希望把握時間，在最後的關鍵時刻贖回光陰，爭取成為童女，甚至新婦的話， 

就需要在成為一元傳道人之前好好規劃，計劃如何運用時間和經濟， 

甚至寫下一些時間表，令自己在六個開心指數中， 

不斷樂此不疲地事奉和享受一元傳道人的生活。 

因此，日華牧師幾年前已經錄影了一套主日信息， 

分享 Bitcoin 或白銀暴升、經濟轉移後，我們應該有的生活智慧， 

這套信息，將會隨著 Bitcoin 價格上升而在主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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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亦是另一套來自神的信息，讓大家不需要自行摸索， 

只要努力跟從，就已經可以泊入教會最新的動勢， 

成為一位能夠完全享受精彩事奉生活的一元傳道人。 

 

就如現在，弟兄姊妹將要富足，但是在富足前必須要預先思考。 

為什麼？就像有些人中了馬票後，沒思考如何運用， 

幾年後，他的金錢便花盡了，而且還會離婚、沒有錢， 

甚至有些人會露宿街頭，竟然是因為他中了馬票！ 

 

 

 

當然，現在我們不是有一筆橫財，而是我們真的懂得投資， 

將有一天，比特幣價值突然飆升，等於你有一個比特幣， 

價值等如五千安士黃金，這樣你已經富足了。 

但你沒有預先思考，當你擁有一個價值五千安士黃金的比特幣時， 

你如何去作的話，這樣問題就大了。 

 

影片：如何應對富足後有限的時間與心力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 

進一步分析我們在 Bitcoin 暴升、進入龐大富足後， 

應該如何應用有限的時間和心力。 

  

事實上，按著「祝福的餅」的法則， 

當一個人在富足比例上突然暴升及膨脹，但「祝福的餅」卻沒有擴大， 

其他祝福，如友誼、婚姻、健康、壽數、時間等範疇，就會相應攤薄、比例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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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若然某人富足後、財富增加了，房屋和私家車都增加， 

就會直接打破「祝福的餅」裡面其他範疇的平衡， 

剎那間失去親情、友誼、婚姻、健康和壽數， 

所謂「財多身子弱」、「一夜暴富，飛來橫禍」等情況。 

 

 

  

當車子、房子變多，生活變得奢華，對於沒有智慧的人而言，真是好事嗎？ 

事實讓我們知道，這絕非一件好事， 

當人無知或缺乏智慧，即使突然得到極龐大的財富，都只會害了他。 

正如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有益的食物或藥物，也不能吃過量， 

多了只會變成有害，藥物更要定時定量，不能濫用。 

  

所以，我們必須預先考慮，做好充足預備和安排， 

在有限的健康、壽數、祝福、情緒和承擔力中，按部就班地運用財富。 

否則，「祝福的餅」會發生極龐大的變動， 

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朋友、家庭、財富和健康，甚至失去人身安全。 

  

對一般人而言，一步步耕耘、累積數十年才逐漸增多的財富， 

或累積近半世紀才擁有的積蓄等，是完全沒有問題，世人都能夠輕易駕馭。 

只是，隨著 Bitcoin 每年暴升 10 倍的循環，數十個星期內，絕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會突然變成富翁。 

如果早有預備及部署的人，這種財富及經濟轉移是好的， 

所以，我們需要藉著智慧，及早預備人生將要出現的龐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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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明星成名後，卻變成負債纍纍的債仔， 

甚至成名後無法面對各種突如其來的壓力而尋死自殺，為甚麼呢？ 

他們豈不是已經得著致力追求的金錢和榮華富貴嗎？ 

為何仍然覺得空虛、覺得人生有壓力呢？ 

因為，他們實在意想不到，成名和得著財富之後， 

原來還會直接帶來種種始料不及的問題，令「祝福的餅」出現不尋常的轉變。 

  

沒錯！就是在「祝福的餅」上，單一祝福出現不平衡的膨脹， 

令整個人生和「祝福的餅」瓦解，因為他們成名前仍然貧窮的時候， 

從來沒有學習量入為出，為人生及理財增長知識和智慧。 

  

例如：曾被列入 2012 年《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中最高薪演員， 

曾擔演《加勒比海盜》系列男主角傑克船長的演員尊尼特普 Johnny Depp。 

雖然他的演藝事業大紅大紫，問鼎全球最高薪演員的美譽， 

但正因為缺乏理財智慧，於 2017 年 10 月 19 日， 

他聲稱 1999 年曾聘請一位荷李活頂尖律師協助他解決法律事務， 

最終卻被騙去近 3,500 萬美元，折合約 2 億 7 千萬港元。 

 

 

  

2017 年 5 月 16 日，Johnny 與自己財產管理公司 TMG（The Management Group）在一宗官司中， 

被揭露私生活過於奢侈，檔案顯示 TMG 為 Johnny 賺了 6.5 億美元， 

但 Johnny 每個月的花費居然高達 200 萬美元，當中並不包括他忽然買下的房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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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Johnny 擁有超過 200 件藝術收藏，個人紀念品則多達 12 個倉庫， 

需要花 100 萬美元管理，還有一艘 156 英呎的遊艇，每月維護費用 35 萬美元， 

加上手下 40 名職工及保安團隊，每年工資 360 萬美元。 

 

 

  

而這宗官司，是因為 Johnny 控告他的前財產管理團隊，對他的財產經營不當，未能按時向美國政府

提交他的稅款，導致他被罰款 700 萬美元，因而要求 2,500 萬美元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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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即使 Johnny 擁有世人夢寐以求的財富和名譽， 

但他擁有如此龐大的祝福時，不單經歷接連不斷的法律訴訟，此外還經歷 8 次婚姻破裂， 

最近的一次婚姻只維持了 15 個月，就由比他年輕 22 歲的妻子提出離婚。 

 

 

 

Johnny 正是「祝福的餅」出現失衡的典型例子， 

雖然擁有財富、成名、收入升價萬倍是一件好事， 

但得到龐大力量、財富和名譽之前，預先沒有周全計劃的話， 

突如其來的經濟，就會彷如毀滅性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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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聖經記載，財富成為愚昧人的禍患， 

因為缺乏智慧的人擁有錢財、房子和車子， 

最終都只會帶來禍患及祝福攤薄。 

 

尤其是，世人只擁有極之有限的時間和心力， 

假如缺乏智慧，根本無法在「祝福的餅」出現單一財富暴增時享受及管理， 

因此，擁有智慧是非常重要！  

 

箴言 十四章廿四節 

「智慧人的財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終是愚昧。」 

  

箴言 三章三十五節 

「智慧人必承受尊榮；愚昧人高升也成為羞辱。」 

  

傳道書 五章十三至十五節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 

因遭遇禍患，這些資財就消滅；那人若生了兒子，手裏也一無所有。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 

 

其實，一定要沿用一些最基本的架構，在其上加添一些智慧才可以。 

基本的架構是什麼？ 

就是在屬靈上，可以做到現在所做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預先思考，反而認為自己還有很多時間，做什麼也可以的話， 

那麼，你會發覺，你一放假的話，時間更不管用。 

原因，你的靈修少了，參與少了；但旅行多了，車子多了，享受多了， 

買的衣服多了，需要照顧的事情多了，傭人多了，交通更不方便。 

因為你沒有預先思考，所有的事情都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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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在的，有些人只是搬了家，便已立即影響他的信仰。 

是的，他搬了進了更貴的大房子，但是他搬遠了。 

他以後去家聚和主日，或與弟兄姊妹相處的路程已經遠了， 

於是他沒有時間和沒有心力去做以往會做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要預先知道這個目的，再環繞這個目的去改善我們的生活素質。 

舉例說，就好像我全職事奉之前一樣，我由一個學生變成全職事奉時， 

我已經計劃並想好，我全職事奉之後，我把時間全部用在甚麼地方。 

 

 

 

我全職事奉之前，我不能夠用盡所有時間，那時沒可能把我所有時間用於看屬靈書籍， 

我還要讀書上學，我仍要有成績的；但我全職事奉之後，我想用所有時間來禱告和看書， 

那麼我就以此來環繞改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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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個人富足後如何參與事奉 

哈該書 二章六至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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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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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該書提及，末後日子，神必定會行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奇事， 

就是藉著震動萬國，把萬國的珍寶運到神的家，使神的殿充滿榮耀。 

 

原來神把富足賜給教會，目的是榮耀神， 

讓世人都看見神是萬有的主，要把富足賜給誰就賜給誰。 

所以，當一間教會得到神的祝福而富足後， 

最重要必然是去建立神的殿，並讓神因這殿得著榮耀。 

 

當神把富足賜給教會，教會的會眾也會同樣得到龐大富足， 

就如現今的錫安教會，因為跟隨神的指引而預早購入 Bitcoin，得到百倍升幅， 

將來更必定會再次上升十倍，甚至百倍，應驗先知哈該的預言。 

屆時，基督徒應如何自處並妥善運用神給予的富足，令神得著最大的榮耀呢？ 

 

其實，當人在短時間內得著大批財富，必定會大大改變這人的生活方式， 

有了經濟自由後，不再需要每天花八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工作， 

不再需要為糊口和生活而拼搏，可以自由選擇每天怎樣過。 

所以，當一個人，特別是一位基督徒得著龐大的經濟富足， 

自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約束地生活時， 

他內心真正的本質就會表露無遺，顯出內心究竟是邪惡或是良善。 

 

 

 

這就是所謂「有錢就是任性」，形容那些暴發戶、高官或高層的子女， 

因為有億萬家財或富有父母成為靠山，加上經常無所事事，所以任意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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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網上放照片炫富，展示買來的奢侈品、環遊世界的足跡、一箱箱紙幣， 

甚至會瘋狂賭博、整容，更會在網上公開自己的放縱行為， 

例如︰駕駛豪華房車或超級跑車胡亂飛馳，撞車後則用錢擺平一切， 

不用擔心甚麼，警察也沒法查辦他。 

又例如︰公開胡言亂語，發表一些有錢就可以凌駕一切的言論和想法， 

包括法律、常理、人倫、禮貌、規矩都可以完全抛諸腦後。 

 

 

 

當人突然發財後，往往會因為任意妄為最終悲劇收場， 

不久後就瞬間破產、被所謂經理人或投資顧問騙去所有金錢， 

或因為性情大變而妻離子散，甚至自殺收場。 

 

為何大部分人得到龐大富足後，都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光境， 

而不是他們富足前所期望，一個精彩人生、可以安享晚年呢？ 

因為他們富足前根本沒有作出任何預想，計劃富足後利用財富做甚麼， 

或是經濟自由後以什麼事情代替以往每天工作八小時的生活。 

 

日華牧師指出，一位基督徒得著經濟自由和龐大富足後， 

最好的選擇就是利用每一天的自由身，事奉神、服侍教會和弟兄姊妹，並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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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單是報答神的恩情，盡量利用每一日賺取永恆獎勵， 

更可以藉著甘心樂意的事奉，盡力發揮所長，令自己不會被金錢控制和物慾迷惑， 

珍惜每分每刻成為活祭獻給神，過一個精彩有意義的重生生命， 

絕不可以隨遇而安，或所謂「有錢時再作打算」。 

 

富足後要活得更精彩和有意義，信仰要更加堅定，更加愛神和愛人如己， 

在神的家中更有貢獻、有更好見證和帶更多人信主。 

我們必須在富足前定下完整計劃和策略保守自己， 

建立一個富足後仍可以在信仰上各方面更突破的生活習慣。 

 

有錢後可以做的事情實在太多， 

但神所賜的富足，根本目的就不是讓人加添人生煩惱或被世務宴樂纏身， 

所以，所羅門王在傳道書提醒後世，不要因為富足帶來的享受和自由而浪費一生， 

相反，富足應該是讓人可以無憂無慮地事奉神和見證神。 

 

傳道書 二章九至十一節 

「這樣，我就日見昌盛，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的眾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給它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為我一切所勞碌的快樂，這就是我從勞碌中所得的分。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 

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箴言 十章二十二節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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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得到神所賜的富足後，如何不至於被敗壞呢？ 

首先，是預先計劃在富足後立志過一個榮耀神的人生。 

你能夠想像，一位基督徒富足後，並非每天享受和炫富， 

而是每天事奉神、在教會中服侍弟兄姊妹、觀察教會的需要， 

或是利用富足，有智慧地幫助有需要的人、拓展天國、傳揚福音，讓外邦人看見神的榮耀， 

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呢？這才是有智慧的人在得到富足後應該做的事。 

 

以上就是《箴言‧31 篇 27 節》所講述， 

一位富足的皇后會每天在神的家中觀察家務。 

 

箴言 三十一章廿七節  

「她觀察家務，並不吃閒飯。」 

 

懂得運用富足來撒種和付出，神就會按這人所撒的好種，再百倍賜福給他， 

不單是百倍的經濟，甚至是百倍的友誼、百倍的快樂、百倍的滿足，以及永恆的獎勵。 

 

 

 

簡而言之，就是將富足變成對天國的貢獻， 

而不是單單用來改善生活，或解決個人問題， 

因為得著富足的一刻，其實就是一個單單屬於我們自己的信心起步點。 

 

 

 

當人得到富足時選擇了正確方向，就不會被金錢和物慾引誘而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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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能夠為天國撒出好種，一生走在天國道之中， 

並且因為正確的內心態度，令自己的心田成為好土， 

可以種出 30 倍、60 倍和 100 倍的收成。 

 

其實人生是非常短暫， 

尤其對一位優游自在地生活的有錢人來說，世界實在有太多娛樂可以享受。 

假如基督徒沒有把握著比金錢更寶貴的時間和人生來貢獻天國，為永恆天國的獎賞而撒種， 

到將要離世時回望一生，才驚覺自己浪費了大部分人生來吃果子和享受富足， 

沒有為永恆留下任何財富，將會是何等懊悔的事呢？ 

 

傳道書 十二章一節 

「你趁著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 

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 

 

因為肉身的享受是會過去的，只有天國的獎勵和榮耀，才是永恆的。 

 

弟兄姊妹都是一樣。 

你富足以後，要記著你自己的時間不用上班， 

你自己的時間不用照顧這些、那些， 

但是，不要買更多物品，使你成為物質的奴隸。 

不然，你要照顧你的汽車、洗車、要維修、要處理各事，可能時間又少了。 

 

 

 

換句話說，可能你會買車，甚至你因為這樣而買車， 

但最重要，是你要計算，你由帶職事奉變成現在全職事奉的話， 

你一定要寫下你最想要改善甚麼，你看聖經的時間？ 

你聽信息錄音的時間？你參與教會活動的時間是增多了？亦或三者都增多了？ 

 

你一定要寫下來，你若是不寫下，你如何計算你反而是少了還是怎樣？ 

你發覺若是不寫下的話，你不知道原來有第四件事多了！ 

是旅行多了而已！其他甚麼也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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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聖經》不多、參與不多、聚會不多、與弟兄姊妹相交也不多， 

因為你旅行多了！ 

這樣，你倒不如不要富足還好，因為會影響你在永恆裡面的獎賞。 

 

所以，你要從骨架當中去理解，然後，你便可以看看， 

當你有錢之後可以做什麼。 

會否考慮在住處方面改善，使你可以參與教會多一些？ 

會否可以改善住處，於是可以讓你有書房可以看書？ 

你的東西如何擺設？買什麼回去呢？用什麼類型的電腦？ 

不一定大就是好，而是方便你看，不影響你的視力才是最好。 

 

如此類推，你可以使你的時間更加充實、更多， 

你的生活環境能夠幫助你進行這三件事， 

就是多看《聖經》、多聽講道帶，能夠參與多些，亦能夠與弟兄姊妹相交多些， 

而使這三件事情能夠達到目的。 

 

你可以就這情況作出理解，當你富足後，能夠擁有最的少的骨幹， 

然後再在上面加些肉，就是如何使生活更有意義、如何使自己更有貢獻。 

 

 

 

影片：富足後如何有效增益的生活質素提升心靈快樂指數 

今年，神將會賜予我們第四個動勢經濟轉移， 

弟兄姊妹會在財政上自由，開展一元傳道人的生活， 

但我們的人生裡，從未經歷過這種自由，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假如我們進入經濟自由前沒有作出規劃， 

那麼，富足帶來的就不會是祝福，而是咒詛。 

  
大家必須謹記，到現時，日華牧師所說的預言都一定會應驗。 

因此，以上日華牧師所提及，假如我們進入經濟自由前沒有作出規劃， 

富足帶來的就不會是祝福，而是咒詛，這句預言亦一定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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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務必非常慎重，不要於神最大祝福臨到的時候， 

卻成為自己最大的咒詛，為自己帶來最慘痛的悲劇。 

所以，我們必定要懂得如何善用手上的資源，在經濟自由後，得到神最大的祝福， 

令我們能夠更加享受神賜予的各種人生豐盛和幸福。 

  

因為富足能夠讓我們經濟自由，僅此而已， 

正如很多香港人亦會提及︰「有錢不能夠買到幸福。」 

雖然有錢能夠令我們的物質更加豐盛，做事更得心應手，但有錢卻不自動等如幸福。 

  

當我們擁有富足、在物質上豐盛後，可以因為資源令我們的事奉效率獲得提升， 

例如︰買效能更好的電腦完成主日製作、買更好的攝錄機、音響設備， 

甚至搬到更大的單位，令你帶領的事奉小組有地方開會及工作等等。 

 

 

  

但這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假如我們的經濟要用得其所， 

我們就要明白人生並非單憑物質就能夠快樂。 

 

假如我們的焦點單單著重物質，買入各種夢寐以求的奢侈品， 

以為自己會如廣告般，當得到這些奢侈品、穿貴價衣服、駕駛跑車、 

出入高級食肆、會所、做上等人的時候就會快樂， 

那麼，我們只是走向一條屬靈的回頭路，與所有暴發戶一樣，沒有任何分別， 

只是不斷滿足於肉身快樂，以為這就是一切。 

  

所以，每每當我們提起暴發戶，都只會想起他們的庸俗、膚淺、沒有見識， 

而且財大氣粗、目中無人，他們不斷強調自己肉身的富足和豐盛， 

但當他們越強調自己有錢就可以買到快樂，不斷炫耀自己的財富時， 

我們就更覺得他們膚淺及心靈空虛。 

 

我們一眼就能夠看穿他們內心的空虛、苦悶、不滿足，甚至痛苦， 

所以亦看不起他們，甚至會避開他們，不想與他們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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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擁有經濟自由，用資源提升事奉質素後， 

希望人生活得更幸福、更有意義，並且更豐盛， 

那麼，我們就要將經濟用在六個快樂指數。 

 

 

  

過往，日華牧師曾分享「恩膏引擎」信息，提及獲得快樂的六個開心指數， 

意思是，我們能夠在人生中感受到快樂，並非單純因為物質享受， 

這只是六個開心指數之一，另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 

  

六個開心指數， 

包括︰舒服、變化、重要、連繫、成長及貢獻， 

詳情可以參考主日信息「恩膏引擎︰想像力（4） 開心指數」。 

 

簡單而言，第一個快樂指數是舒服， 

指物質生活的豐富，可以讓我們過一個更舒適、更優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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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舒適生活更加重要的是健康，因為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整天臥病在床、所有感覺都退化的話，再多的金錢都無法買到舒適的快樂。 

所以，短時間內，日華牧師將會分享一套全新的健康信息， 

讓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夠得到一個健康身體去事奉及享受人生， 

詳情將會於往後的信息分享。 

  

第二個快樂指數是變化，就如旅行時，無論我們去哪裡都會感到愉快， 

即使是平凡的小城市，因為是第一次去，身處其中都會充滿變化、驚喜和冒險， 

這種變化亦能夠挪開人生的苦悶。 

 

 

 

第三個快樂指數是重要，就是你內心中重要的人與事， 

不論是完成一個重要計劃所帶來的成功感，或是與心上人共進晚餐， 

每當討論生命中重要的人與事，都能夠令你的開心指數提升。 

 

 

  

第四個快樂指數是連繫， 

因為人並非獨居生物，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情誼，都會讓我們感到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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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個快樂指數是成長， 

當我們學會新知識、新技能、感受到自己進步的時候，就會有成長的快樂， 

正如學校的高材生，會因為自己能夠考得優異成績而感到快樂。 

 

 

  

第六個快樂指數是貢獻， 

人生最快樂的時光，並非甚麼也不做，每天在護老院的搖搖椅上坐十個小時， 

甚至每餐都舒適得不需要自己動手，由看護餵食。 

 

 

 

這不會令人每天都覺得自己是全地球最快樂的人， 

相反，甚麼都不需要做，只會令人失去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至一個階段，連舒適的快樂指數也無法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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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的設計下，最能夠令我們得著快樂的泉源就是貢獻， 

所以，為何很多有錢人都會離棄自己豐盛的物質生活， 

走到偏遠地方進行扶貧、教育或醫療工作。 

  
雖然這些偏遠地方，無法為他們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但卻能夠為他們帶來貢獻的快樂， 

這種快樂甚至會令人念念不忘，常常希望再次去這些地方為別人提供幫助， 

因為這種快樂已經超越肉身安舒所得著的快樂，是心靈上的快樂。 

 

 

  

所以，享受生命，永遠及不上應用生命的快樂， 

正如一場籃球比賽，場外觀眾只能被動享受觀賞比賽的快樂， 

永遠比不上主動參與比賽的球員的快樂。 

  

現在，當我們得著經濟富足前，已經開始圍繞六個開心指數去計劃富足後的一元傳道人生活， 

甚至計劃如何在屬靈上貢獻，除了為神作出種種成就之外，亦賺取更多永恆獎賞和快樂指數， 

將來，我們就能夠得著經濟自由後的最大祝福。 

  
當我們願意付出信心、實際行動去計劃的時候，我們就能夠更加期待豐收， 

每次想起這個一元傳道人計劃，也會覺得心甜，令我們事奉更起勁、更甘心樂意。 

而不是留待我們成為一元傳道人後，才開始構思， 

這只會令我們落入迷茫，甚至開始的時候已經作出種種錯誤決定，將我們期待已久的祝福變成咒詛。 

 

教會是因你全職之後，使教會能得著更多，而不是讓你娛樂多了。 

如我所說，有些人全職了，反而要學這些學那些！ 

但問題是，這樣做會把教會拖累了。 

因為你有的才能不貢獻出來，反而跑去學習，所謂要充實自己。 

 

如我所說，你一定要懂得在這情況中，你最低限度也要留下一些時間， 

可以事奉教會，可以將你優質的地方貢獻出來，這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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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將全部拿出來，單單只想充實自己，而沒有想過貢獻自己的話， 

你當全職後，反而會更悲慘，是嗎？ 

所以，這是我於早年全職後，第一年已經懂得去思想這些事情， 

但是，在全職前，我已經要思想了。 

 

如我所言，若你在全職後才去思想的話，便一定會遭殃， 

因為，你的身份已經轉變了。 

當身份轉變後，有機會，在你全職後的第一天所作的幾個決定中， 

已經會拖累之後發生的事情， 

 

 

 

例如：你怎樣運用你的資金、怎樣因為這樣增加了一些拍檔（partner）、 

怎樣因為這樣而搬遷，或用了這筆錢來購買一輛汽車， 

甚至，你答應了一些人，或你用這些資金來作投資，從而拖垮了你更多的時間。 

 

如果你想貢獻於教會，而資金亦足夠的話，便可分配其用途， 

而不是突然又把這些資金用作投資，導致拖累了你更多的時間，更會引致情緒起伏。 

所以，當你成為全職的第一天前，你便已經要作出這個決定，不然便會產生問題。 

 

之後的細節如何實行，就要與你的屬靈師傅討論應該怎樣做， 

預先寫日記和歷程表，好像寫信心壁報板（Order Board）般， 

祈禱神讓你能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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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因為你的富足，而令事情一件一件地得以履行（Fulfil）出來的話， 

你便能夠直接拍入一個你真的想擁有的生活中， 

而不是好像那些中了彩票的人，轉眼間便進入一個他不想進入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好像進了地獄般，在三年兩載後，便已經失去了所有金錢，最終更要露宿街頭。 

 

你認為他們很想變成這樣嗎？ 

如果是預先知道的話，我絕對相信他是百分之百不想中彩票， 

可是，很多人卻愚蠢至這個程度。 

 

人生放在你面前，你卻把它糟蹋了， 

富足也是如此，如果你現時不懂得考慮的話，對你而言，這並不是祝福， 

所以，《聖經》提及財富會毀滅一個愚昧人。 

 

 

 

最後，我想每個人也向三個人宣告：「我要跟從神去完成一個極致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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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起歡呼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