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錫安教會2018年4月1日分享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 ── 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過往你曾引用《以賽亞書》的預言提到，君王會來就光的現象。其實，在歷代 

歷世以來，環顧整個基督教界，也沒有一個牧師或宗派，能夠震動整個世界，讓不同國家 

的領袖來就光。然而，在「曼德拉效應」這套信息裡，是我們分享過最奇幻的信息，最能 

夠震動世界。其實，當中是否有一個時機，讓這節《聖經》能夠應驗呢？ 

問題二︰日華牧師，我們知道《約翰福音‧11章》是對比《啟示錄‧11章》，而《馬太福音‧11章》 

曾提到兩位對比毛衣人的姊妹 ── 馬大和馬利亞，她們在這章有關拉撒路復活的事件中顯 

出不信，只是一個毛衣人的資格，是見到才相信，是多馬的信心。但是，在其他經文中， 

馬利亞是選上了上好的福份，比馬大更好，但她們兩人都只是《啟示錄》毛衣人的級數。 

這是否顯示，即使信仰更好，選上了上好福份的馬利亞，其實連童女的級數都不如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主日回顧 

 

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問題一：日華牧師早前提及一個嶄新概念， 

原來《聖經》內容會隨著不同年代而改變，這方面會否有更多補充呢？   

 

答：這推論和概念是來自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因為英王欽定本是世上數一數二經歷最多「曼德拉效應」的事物， 

成了「曼德拉效應」其中一個受害者、越改越差。 

 

 
 

但《聖經》亦是神的話，與我們這一代人溝通，從這個角度理解， 

我們就會明白到，藉著「曼德拉效應」，神可以用不同說話，與不同年代的人溝通。    

 

未有「曼德拉效應」的時代，《聖經》已經在我們當中孕育出非常精英的新婦級信仰，   

而開始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後，「曼德拉效應」卻令《聖經》變得千瘡百孔。   

因為新婦的信息已經完成，下一代將會是賓客級數的低劣信仰， 

越改越差的《聖經》，就更切合他們不求甚解的屬靈光景，   

現時《聖經》的「曼德拉效應」，就讓我們知道現在已經是信仰崩潰的一代。    

 

問題二：牧師曾分享過，改得千瘡百孔的《聖經》才是原來的版本， 

反而，「曼德拉效應」之前，寫得很優美的版本才是短暫存在， 

牧師可否就這一點更詳細分享呢？ 

 

答：雖然「曼德拉效應」後，英王欽定本《聖經》千瘡百孔的版本才是最終版本， 



但是，假如以出現的時間長短來計算，最悠久歷史的，必然是未改動的版本。 

現時的改動只是雛形，因為預言末世的《但以理書》從未提及新約及教會時期的存在， 

並且，那時的人並非上教會，而是守節及獻祭。 

 

 
 

因此，我們被提後，在七年大災難裡，整本《聖經》的新約書卷， 

極可能會因為「曼德拉效應」而消失， 

令被提後留在地上的人類及千禧年信徒回到舊約時期。    

 

問題三：在「曼德拉效應」下，千禧年不會有《新約聖經》， 

但早前主日信息提及，「2012信息」是留給千禧年的福音。 

既然「2012信息」是新婦的整全福音，那麼，在「曼德拉效應」下， 

會否出現另一個轉變，與我們之前的說法矛盾呢？  

 

答：這個問題只是帶出「曼德拉效應」本身會有時間自我修復現象， 

既然，「曼德拉效應」會令英王欽定本的新約消失，那麼，我們過去所錄影的信息， 

不論主日或家聚，都可以出現時間自我修復現象，變成沒有新約，只剩下舊約。    

 

歷史上也有很多次經和偽經被排除於《聖經》之外， 

最後才留下現時的66卷《聖經》，這是歷史容許發生的事情。 

事實上，現時的主日信息亦出現了時間自我修復現象， 

經文由「獅子與綿羊同臥」，變成了「豺狼與綿羊」。    

 

問題四：自2017年6月開始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後， 

全球最多人在網絡上搜尋「曼德拉效應」這個詞彙的地方，竟然是香港。 

既然，現時的「曼德拉效應」只是一個雛形， 

那麼，「曼德拉效應」下一步將會對香港或世界造成什麼影響呢？    

 

答：這種情況顯示了一個事實，如果全人類想知道「曼德拉效應」的案例和解釋， 

都必須從錫安教會尋找。當「曼德拉效應」越來越多、越來越恐怖的話， 

全世界每一個人都必定會尋找錫安，聽我們的信息，因為唯有錫安可以給他們答案和平安。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以答問方式，分享「曼德拉效應」信息。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244 ：「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244」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歷史人物： 

蒙古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 ── 成吉思汗， 

他的英文譯名串法可能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成吉思汗原名鐵木真，生於1162年5月31日，死於1227年8月25日， 

曾經統一蒙古各部族，建立蒙古帝國，為兒子忽必烈打好蒙古帝國的根基， 

成為橫跨歐亞兩洲的全球帝國，是歷史上連續性版圖最遼闊的國家， 

由東邊的朝鮮，至西邊的匈牙利，幾乎佔領整個亞洲和部分東歐。 

 

考考大家對歷史的認識和記性，究竟成吉思汗的英文譯名串法， 

有歷史以來，一直是左邊的Ghengis Khan，第一個英文字的h是第二個字， 

還是右邊的Genghis Khan，第一個英文字的h是第五個字呢？ 

 

 
 

究竟，h是排第二個還是第五個字呢？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 

好！開估了，於現今現實中，成吉思汗的英文譯名串法， 

一直以來都是右邊的Genghis Khan，第二個英文字h是排第五個字，奇怪嗎？ 

 

然而，很多人的記憶中卻是Ghengis Khan，第一個英文字的h是第二個字。 

就如兩星期前的「曼德拉效應專輯」，提及另一位歷史名人聖雄甘地的英文名字， 

同樣由Ghandi，變為Gandhi，h由排第二個字，變成第五個字。 

 



 
 

假如成吉思汗的英文名字發生了「曼德拉效應」，必定會伴隨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是Ghengis Khan，而不是Genghis Khan。 

 

例如︰當你在舊報紙搜尋舊現實Ghengis Khan， 

會發現歷史上有多達8000則新聞使用這種串法。 

 

須知道，一般新聞報紙都會有多重校對系統，假如串錯字並且發佈了， 

必定會被人修正，不可能在歷史上持續串錯卻不被人發現。 

 

假如有一日，一份報紙的頭條新聞標題， 

將香港特首的名字林鄭月娥，寫錯林鄭月我，把「娥」寫錯「我」， 

你能夠想像，這種錯誤還會發生第二次嗎？ 

 

 
 

這種錯誤只要犯一次，已經人所共知，報館編輯隨時第二天已經要登報道歉。 

 

當我們在Google圖片搜尋舊現實的Ghengis Khan， 

會發現數以千萬計的人，以此成為成吉思汗照片、畫像、雕像等標題。 

 

例如︰這個網頁無論網頁地址還是文字標題， 

都是舊現實的Ghengis Khan，而不是新現實的Genghis Khan。 

 



 

 
 

這個網頁，同樣網頁地址或文字標題都是舊現實的Ghengis Khan，而不是新現實的Genghis Khan。 

 

 
 

這個網頁，有一張印有成吉思汗畫像的蒙古鈔票， 

無論網頁地址或文字標題，都是舊現實的Ghengis Khan，而不是新現實的Genghis Khan。 

 



 
 

又例如︰當你在Google以舊現實Ghengis Khan搜尋， 

會發現超過78萬個網頁使用舊現實串法，而不是新現實的Genghis Khan。 

 

又例如︰當你在Google圖書以舊現實Ghengis Khan搜尋， 

會發現多達15,300個書本記錄，使用了舊現實串法，而不是新現實的Genghis Khan。 

 

與新聞一樣，書籍出版需要經過多重校對系統， 

假如單單是人們串錯，也不可能這麼多人串錯，卻一直沒有人修正。 

非常明顯，成吉思汗的英文譯名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第二個個案，是一個著名的國際手錶品牌名字。 

考考大家記性，著名手錶品牌浪琴錶的英文名字串法， 

是左邊的Longiness，字尾有兩個s，還是右邊的Longines，字尾只有一個s呢？ 

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 

 

 
 

好！開估了！現今現實中，浪琴錶的英文名字串法， 

有歷史以來都是右邊字尾只得一個s字的Longines。 

 

然而，在很多人的記憶中，浪琴錶的英文名字字尾一直是有兩個s。 

假如浪琴錶的英文名字出現了「曼德拉效應」，必然會出現很多殘餘現象， 

證明於很多人的記憶中，浪琴錶的英文名字字尾一直是有兩個s，而不是新現實只有一個s。 



例如︰當以舊記憶兩個s字尾的Longiness搜尋，會發現多達78,000個搜尋結果。 

 

又例如︰當你以舊記憶兩個s字尾的Longiness搜尋Google圖片， 

會發現大量以此為標題的浪琴錶照片。 

明顯與現今現實中只有一個s字尾的Longines不相符， 

證明於很多人的記憶中，浪琴錶的英文名字串法一直都有兩個s。 

 

又例如︰這個網站的網頁地址及標題，都是兩個s的Longiness。 

 

 
 

這個網站，同樣無論網頁地址及標題，都是兩個s的Longiness。 

 

 
 

這個網站的標題，同樣是兩個s的Longiness。 

 



 

 
 

這個網站，同樣，無論網頁地址及標題，都是兩個s的Longiness。 

 

 
 

除此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例子，證明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和眼中， 

甚至很多正在售賣浪琴錶的購物平台，都是兩個s字尾的Longiness， 

但現今現實，卻已經變為只有一個s字尾的Longines。 

 

明顯，國際著名瑞士手錶品牌浪琴錶的英文名字，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第一章：「曼德拉效應」 ── 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過往你曾引用《以賽亞書》的預言提到，君王會來就光的現象。其實，在歷代 

歷世以來，環顧整個基督教界，也沒有一個牧師或宗派，能夠震動整個世界，讓不同國家 

的領袖來就光。然而，在「曼德拉效應」這套信息裡，是我們分享過最奇幻的信息，最能 



夠震動世界。其實，當中是否有一個時機，讓這節《聖經》能夠應驗呢？ 

 

答：按照《聖經》讓我們知道，當黑暗遮蓋萬民、萬國時，他們才會來就光的。 

 

 
 

通常，我們會稱為黑暗，除了是災難、困境，另一樣東西就是迷茫，是對將來完全絕望！ 

 

 
 

而「曼德拉效應」應該是我見過最瘋狂的現像， 

因為它是會為人帶來一種前所未有的絕望！ 

因為，當你見到一個地震或海嘯，你都知道會有將來，人們都會為將來而奮鬥。 

但是，面對著「曼德拉效應」，人們簡直是迷茫，完全沒有方向，完全是迷失。 

 

亦十分有趣，「曼德拉」這個字本身就已經告訴我們， 

它差不多是等於結束，它是代表圓形、玫瑰花、十字架， 

亦等於神給我們最後的一份禮物，所以，這亦是一個好的結束。 

 



 
 

「曼德拉效應」本身的力量，就是結束。 

它就是那粉碎金、銀、銅、鐵、泥的那根杖，它會使這一切不斷惡化。 

 

 
 

就如你看著一幅畫慢慢被蟲蛀爛了，這樣，你就會知道，這幅畫將來的結局是怎樣， 

既然如此，如果你還要寄居在這張畫當中，那麼你還有什麼將來？ 

現在，我們所見的現實，就像這一幅畫一樣，是一直被蟲蛀， 

就連歷史也一樣被蛀得千蒼百孔。 

 

 
 

事實上，除了「曼德拉效應」加劇之外， 

神亦藉著不同的人的記憶力參差，導致越來越多人發現「曼德拉效應」。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243：英王欽定本的改動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243」，我們會繼續看看「曼德拉效應」下英王欽定本的改動。    

第一個個案，出現在 

利未記 19章28節： 

「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    

 

這裡清楚提到，神不容許我們紋身。 

 

 
 

NIV譯本中，紋身被譯作put tattoo marks on yourselves。 

 

Leviticus 19:28 

Do not cut your bodies for the dead or put tattoo marks on yourselves. I am the LORD.    

 

 
 

然而，現時英王欽定本變成怎樣呢？ 

Leviticus 19:28 

Ye shall not make any cuttings in your flesh for the dead, nor print any marks upon you: I am the LORD.    

 

 
 

這裡，紋身竟然變成了print印刷，奇怪嗎？古時的人類，如何將圖案印刷在身上呢？ 

再者《利未記》的時代，印刷術尚未出現，根本不應該用印刷print這個詞語。    

 

 



另一節同樣出現印刷print的經文，是 

約伯記 19章23節： 

「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寫上，都記錄在書上；」 

 

在英王欽定本又變成怎樣呢？ 

 

Job 19:23 

Oh that my words were now written! oh that they were printed in a book!    

 

這裡再次出現print印刷，試問，尚未發明印刷術的時候，又怎可能將字句印在書上呢？ 

 

 
 

至於 NIV 譯本，與和合本一樣用written on a scroll，即寫在書上，而不是印在書上。 

 

 
 

Job 19:23 

Oh, that my words were recorded, that they were written on a scroll,   

 

另一個個案，是 

以賽亞書 32章8節： 

「君子卻圖謀高尚的事，他必因高尚的事站立得穩。」 

 

這裡提及高尚一詞。我們先看看 NIV 譯本。 

 

Isaiah 32:8 

But the noble man makes noble plans, and by noble deeds he stands.   

這裡，noble就是高尚的意思。 

 



 
 

但英王欽定本又變成怎樣呢？ 

Isaiah 32:8 

But the liberal deviseth liberal things; and by liberal things shall he stand.   

 

 
 

英王欽定本的高尚noble一詞，居然變成了自由liberal，完全改變了整節經文的意思。 

 

另一節出現liberal 自由的經文是《箴言》。我們先看看和合本。 

 

箴言 11章25節：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然而，英王欽定本又變成怎樣呢？  

Proverbs 11:25 

The liberal soul shall be made fat: and he that watereth shall be watered also himself.   

 

 
 

這裡，好施捨的竟然譯作liberal soul自由的靈魂， 

假如單看英王欽定本，根本不會明白自由的靈魂為何會使人豐裕。 

 

事實上，NIV 譯本是譯作 generous man 慷慨的人。 

Proverbs 11:25 

A generous man will prosper; he who refreshes others will himself be refreshed.  



 

 
 

明顯，在「曼德拉效應」下，英王欽定本已經變得千瘡百孔，令人難以理解了。 

 

但事實上，都是因為我們舉行過「曼德拉效應」講座後，才發現的一個事實， 

就是很多人擁有舊記憶多於新記憶，但當中是由誰控制那百分比？當然是由神來控制！ 

 

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百分比越來越參差的話，人就會越來越害怕， 

可能九成人都只記得舊記憶，但現在只有一成人記得新記憶， 

而現實就是一個新記憶，你叫他們怎樣生存呢？但這是誰控制的？是神。 

 

 
 

可是，當神將比例控制為 9︰1這種恐怖程度，就真的很黑暗。 

所以，現在真的如《以賽亞書》所說的現象， 

但我們可以從「曼德拉效應」的破壞力，看見這種黑暗出現。 

 

 



 

問題二︰日華牧師，我們知道《約翰福音‧11章》是對比《啟示錄‧11章》，而《馬太福音‧11章》曾

提到兩位對比毛衣人的姊妹 ── 馬大和馬利亞，她們在這章有關拉撒路復活的事件中顯出不信，只是

一個毛衣人的資格，是見到才相信，是多馬的信心。但是，在其他經文中，馬利亞是選上了上好的福份，

比馬大更好，但她們兩人都只是《啟示錄》毛衣人的級數。這是否顯示，即使信仰更好，選上了上好福

份的馬利亞，其實連童女的級數都不如呢？ 

 

答：從事實和歷史角度來看，本身已經證明這問題的答案。 

因為，當時主耶穌尚未離世，新約還未開始。 

假如新約還未開始、救恩、重生和靈浸也未開始， 

那麼，舊約最好的信仰是什麼？舊約最好的信仰就是舊約的信仰。對不？ 

 

我們不能說，馬大和馬利亞已經超越主耶穌。 

因主耶穌尚未開始新約，她們已經自己開始了新約，這樣可能嗎？當然不可能。 

所以，她們兩人擁有好信仰，確是好的，但再重申，新約是什麼時候開始？ 

新約是五旬節，教會在馬可樓上開始，那時才開始有聖靈充滿，才開始有其他新約事跡， 

主耶穌已經死去，完成了救贖，她們才有機會得著聖靈。 

 

但那時沒有聖靈和主耶穌救贖，保惠師尚未到來，什麼也未開始的時間， 

即使假設她倆擁有全舊約最好的信仰。 

可是，按著這段經文於這時空和時間所說的信仰，那仍是舊約信仰而已。 

只不過，她們代表了舊約時期兩種較好的信仰，一個是憑行為稱義， 

另一個是憑神話語洗淨自身的稱義，亦即神話語的浸禮、洗濯盆了。 

 

 
 

所以，馬大代表銅祭壇，藉著信和行為稱義； 

馬利亞則代表擁有被洗濯盆和神話語洗淨的信仰， 

兩者皆是好信仰，不過，只是舊約最好的兩種信仰而已。 

因此，神以她們來代表兩件傢私也是值得的。 

 

但這亦反映出賓客的級數。 

因為，全舊約最好的信仰，亦及不上施洗約翰，所以，她們最多只能成為賓客。 

因此，神刻意藉她們道出七年大災難時賓客的信仰要求，最起碼，亦要達至這階段。 

 

事實上，《約翰福音．11章》有很多地方是對比《啟示錄．11章》的， 

如四馬、眾多的邏輯和當時的情境，皆可與《啟示錄．11章》遙遙相對。 

明顯地，神是刻意使用、揀選她們的， 

無論她們的信仰、與主耶穌的關係，以至這事件，都是經過神的編排， 

為了述說舊約兩種最好的信仰，以及神對兩位毛衣人的要求。 



 

影片：馬利亞信仰的躍進成為新婦影兒之活劇 

早前2017年9月24日的主日信息裡， 

透過精華短片（VO）「電影《星際•啟示錄》與拉撒路計劃（約翰福音第11章與啟示錄第11章的對比）」，

分享到神刻意藉著兩卷經文的對比，  

預示了《約翰福音‧11章》所記載，拉撒路兩位姊姊馬大和馬利亞， 

是遙遙相對啟示錄11章兩個毛衣人的事跡和特徵， 

透過兩章對應的經文，成為末世基督徒極重要的教訓。 

 

主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神跡， 

是按著神定下的時間表，發生在《約翰福音‧10至11章》的修殿節， 

並藉著拉撒路兩位姊姊馬大和馬利亞，成為一個預示世界末後的活劇。 

 

現在，我們先重溫四個重點： 

第一、拉撒路復活的神跡裡，雖然最後拉撒路復活了， 

但過程中，卻顯出他兩位姐姐馬大和馬利亞的不信，耶穌更為她們的不信及懷疑哭了。 

 

同樣，《啟示錄‧11章》預言不合格和仍然不信的基督徒， 

就如馬大和馬利亞，將會在教會被提後，成為兩位見證人， 

繼續留在地上補考，直至滿足神的標準和要求。 

 

 
 

第二、新約時代，聖靈於五旬節降臨之前， 

外院的銅祭壇和洗濯盆顯示了兩種最基本屬於賓客級數的信仰 ── 只能僅僅得救， 

是信仰最基本的入門。 

  

正好對比《約翰福音‧11章》， 

當時仍處身舊約的馬大和馬利亞，僅僅擁有外院級數的信仰經歷， 

只認識獻祭、認罪悔改、因信稱義、憑良心行事，等候救主出現， 

根本未進入聖所或至聖所級數的領域，未符合進入事奉的級數。 

 



 

 
  

同樣，《啟示錄‧11章》預言兩個見證人的信仰， 

只達到外院兩件家具，銅祭壇和洗濯盆的級數。 

 

 
 

他們行的神跡正是這兩件家具的特徵： 

「有火從他們口中出來」的神跡，對應銅祭壇，祭司藉金燈臺的火燒盡壇上的祭牲； 

「水變血」的神跡，對應洗濯盆，祭司洗淨獻祭時染污的血，令洗濯盆的水變成血。 

 

這就是《約翰福音‧11章》與《啟示錄‧11章》的共通點， 

兩者是一套既完整又遙遙相對的教導。 

  

第三、兩卷經文都提到世界末日時，神會叫死人復活。 

《約翰福音‧11章》記載，馬大相信到世界末日的時候，死人復活是必定會發生的事件。 



而《啟示錄‧11章》記載，已睡的聖徒被提和兩個見證人的死人復活， 

當然也必定於世界末日時發生。 

 

 
   

第四、《約翰福音‧11章》記載，主耶穌一直等到拉撒路死後第三天半的黃昏， 

即以色列的第四天，才叫拉撒路復活。同樣，《啟示錄‧11章》記載，兩個見證人被殺後， 

神刻意於三天半後，即黃昏之後的第四天，才叫他們從死裡復活。 

 

 
 

然而，當進入《約翰福音‧12章》，原來《約翰福音‧11章》不單是神刻意製造的劇情， 

對應《啟示錄‧11章》兩個毛衣人的教訓。 

另一方面，《約翰福音‧11章》的住棚節和修殿節，是神刻意設計的舞台， 

成為拉撒路姊姊馬利亞的鑄模，透過主耶穌顯示她信仰上的瑕疵，經歷神的塑造。 

 

故此，馬利亞的信仰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約翰福音‧11章》之前的外院級數，內心仍然帶著不信和許多軟弱。 

 

 
 

第二個階段，是拉撒路復活事件後的半年，《約翰福音‧12章》記載的逾越節， 

馬利亞經歷信仰的躍進，被神塑造完成後，到了《約翰福音‧12章》， 

神讓她成為另一個活劇，踏進神的時代計劃。 

 

 
 

由原本非常平凡Simple的賓客身份，經歷神的鑄造，從弟弟拉撒路的死亡，經歷失望和絕望， 

再藉著主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突然走進希望裡，令她反省自己的軟弱和不足之處。 

半年後，在短短180日內裡，她的信仰突飛猛進，達到與主耶穌同步，走進當時代神最重要的計劃裡。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轉變的活劇，馬利亞由非常平凡Simple的身份，決定改變，經歷蛻變， 

最終能夠捕捉到神給予當時代的Rhema和最重要的救贖計劃。 

 



有關《約翰福音‧12章》的教導，接下來將於第一代家聚詳盡分享。 

 

然而，在剛剛過去的2018年3月18日《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畢業禮， 

日華牧師以13分鐘時間，分享了馬利亞信仰躍進的教導。 

 

 
 

以下，節錄其中11分鐘的分享。《The Legacy‧傳承》分享： 

其實，如果我們願意，就是這樣簡單， 

按照《聖經》所說的單純、同心，願意放下所有我們在世界帶來的錯誤和自私， 

你自然會由一個很簡單（simple）的人，你都會完成神的時代計劃，就是如此簡單， 

而這份簡單卻是隱藏在一個謎中。 

 

你知不知道，主耶穌基督在祂一生結束之前六天，這六天祂做了甚麼呢？ 

試想，主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讓我們知道，祂做每件事都有計劃、 

講每一句說話都有計劃、做每一件事都是應驗節期，對嗎？ 

 

但是，你知不知道，祂釘上十字架前六天，祂做了甚麼？誰想知道？ 

就是總結（conclude）了祂一生事奉的目的和一生事奉中最出色的榜樣。 

你知不知道祂最出色的門徒是誰？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記載， 

從來也沒有人知道，因為隱藏在一個謎中。 

 

其實，主耶穌基督在釘十字架之前六天去了伯大尼， 

去了一個曾經患大麻瘋的人家裡吃飯，而這次吃飯， 

如果你好像一些傻牧師，總是以為主耶穌所講所做的都是隨遇而安。 

不是！祂是有計劃！ 

 

在《約翰福音》記載，這件有計劃的事的最後一步，在祂離世前六天，祂用了四天， 

對的，這次我們是四年，祂用了四天，說出祂最得意的門徒是誰，但祂不能說出來！ 

因為主耶穌說出來的話，祂知道，當祂被釘十字架後，這門徒一定會被追殺。 

祂在那裡已經全部佈局，因為在佈局前，在這件事的半年前， 

祂去最得意的門徒家裡，復活她的弟弟拉撒路，但祂不能說出來。 

 

祂半年後再去，祂用了四天時間等到祂被釘十字架之前兩天，就在這門徒的家中吃飯。 

謹記：這是一個佈局，在吃飯當中有很多人，有宗教家， 

有人來看復活後的拉撒路，亦有祂所有得意的門徒，包括猶大。 

 



 
 

但有個女人名叫馬利亞，她來到，她很單純（simple）， 

向來主耶穌說話的時候，馬大就一直工作， 

她就坐在主耶穌腳前，聽主耶穌說話，對嗎？ 

她就拿真哪噠香膏去膏主耶穌的頭和腳，誰記得這個故事？ 

而接著，有人說她浪費。 

 

你覺不覺得很多人都說錫安做的事很浪費？ 

他們說她浪費，你用這些錢其實可以幫助窮人。 

 

 
 

但主耶穌不是說幫窮人是錯，祂說，馬利亞現在不是幫窮人， 

馬利亞用簡單（simple）的方法，行在神時代計劃的最後一步。 

所以，主耶穌說︰「你不要責備她，因為她是為我安葬之日而膏抹我！」 

主耶穌在兩天後被釘十字架，然後被安葬，這就是神的時代計劃！ 



 

在主耶穌十二個門徒當中，沒有一個能夠介入和參與， 

成為神時代計劃的一部分，只有一個人能夠。 

所以，主耶穌說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你們都一定要傳誰呢？ 

 

祂不是說傳彼得，他將會成為教皇，不是！ 

祂不是說傳猶大，他大義滅親、害死主耶穌，不是！ 

祂說，你都要傳揚這女人的作為。 

 

主耶穌基督，其實在祂釘十字架之前兩天， 

為祂三年半傳福音作一個總結（conclusion）， 

只有一個門徒合格，不過她是一個女人，她名叫馬利亞。 

馬利亞這個字是「沒藥」的意思，解作：苦。 

 

 
 

試想，整個最後一次的聚餐聚會，全個聚會中有宗教家，有拉撒路， 

但是，主耶穌為這女人定了一個永恆的紀念。 

 

在這個聚會當中，馬大繼續招呼很多人，對嗎？ 

拉撒路繼續跟主耶穌傾談，但是，沒有一件事被永恆紀念，只有一個人。 

你明不明白主耶穌為何不說：「這個人最厲害，每個人都向她學習。」 

根本主耶穌釘完十字架後，第二個釘十字架就一定是馬利亞，明白嗎？ 

因為她是女人，因為接著基督教被逼迫。但是，祂做了一個總結（conclusion）， 

祂做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就是在釘十字架前兩天去這個家中佈一個局， 

讓馬利亞參與（join）入神的時代計劃。 

 



 
 

一個簡單（simple）的人、沒有人事、沒有所謂自我的成就感， 

但是只有一樣東西，就是跟從神！她參與（join）了一件世上最複雜、 

最難以解答，做完之後到現在二千年，今天我相信不是我分享，舉世都不知道的一件事。 

 

試想，主耶穌說︰「你們往普天下傳福音的時候，每個人都要提起這女人為我所做的事。」 

這個女人為主耶穌做了甚麼？為主耶穌基督參與了神的時代計劃， 

主耶穌來到世界，祂將會被釘死。 

 

這個時候，是主耶穌基督總結（conclude）了祂三年半的事奉， 

如果不計算完整就三年半，計算完整就剛好四年。 

祂總結（conclude）了這番說話後，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就如今天，是一個總結（conclusion），也是一個新開始。 

這個總結（conclusion）讓我們知道，志泉策略區（Eddie Forum）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你以前沒有想過自己會做到這個程度，就是這樣簡單（simple）。 

所以，你就明白，為何我能講道、分享、跟從神，行到如此複雜， 

就是這樣簡單（simple），對嗎？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願意作出很多取捨，所以，今日這個總結（conclusion）， 

我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對比，是一個承傳。 

 

其實，在歷史上真正能將主耶穌福音的真義承傳下去，其實就只有一個人， 

十二門徒也做不到，只有一個，就是馬利亞！就是拉撒路的姊姊。 

這你就明白，為何主耶穌一定要等到拉撒路死了四天後，又是「四」，對嗎？ 

才將他復活，因為祂以這是佈局去塑造馬利亞。 

 

主耶穌有揀選十二門徒，但沒有一個合格， 

祂從來沒有說︰「你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每個都講彼得。」從來沒有！ 

祂不是說往普天下去旅行，是往普天下去做甚麼？傳甚麼？傳福音。 

 



在福音中最厲害的榜樣，不是聖母馬利亞，而是這個馬利亞，明白嗎？ 

所以，你會看見，神做了一個笑話出來，整個基督教都拿了主耶穌的媽媽， 

又是叫馬利亞，去講這個故事。 

但是，如果是馬利亞的話，主耶穌一生出世、一生結束， 

都有一個名跟祂一起，那個人就是叫馬利亞，整個佈局都是佈置好。 

 

主耶穌三年半事奉最想塑造的人，其實是一個女人，是一個很單純（simple）的人。 

但是她以親近主耶穌基督作為最重要，而做出歷史上最複雜的一件事， 

複雜到二千年來都沒有人知道她是最成功，對嗎？我們一起鼓掌多謝神！ 

 

所以，在四年的結束也是一個新開始，今年，將會是大家轉去不同的策略區（forum）， 

在這個策略區（forum）當中，很單純（simple）跟隨領袖學習、去長進， 

不要將自己預設（preset）了的意見放進去， 

因為你要跟從神的時代計劃、參與（join）其中。 

 

 
 

你不會想到，你可能要學多少東西，但是到最後，你發覺就好像錫安一樣， 

做到一些事，根本成為其他教會的惡夢，對嗎？ 

 

但是謹記：主耶穌基督作了一個總結（conclusion）， 

這個總結（conclusion）還有另一個意思。 

既然，馬利亞就是這個總結（conclusion）中的榜樣，那最後的新婦像誰？ 

最後祂會塑造出一個新婦，其實是一式一樣有馬利亞的樣式，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教會。 

 



 
 

我們教會根本就有這個特質，我們教會為何能夠有神如此多的印證， 

為我們製造在歷史上的紀念碑？主耶穌親自為馬利亞製造了一個歷史世世代代的紀念碑！ 

每個人傳福音都要提到這個人，不過我相信你們聽過福音， 

有多少次聽到其他教會分享馬利亞？對嗎？ 

 

他們根本是不知道，他們完全不知道，主耶穌基督總結（conclude）整個福音時， 

是分享這個人的事跡，但祂用一個謎的方式。 

 

原來《約翰福音‧12章》，神透過馬利亞膏主耶穌的活劇， 

讓我們明白，縱使一群如馬利亞一樣非常單純、平凡Simple的人， 

只要願意被神鑄造，回應神的Rhema，決心改變，跟隨神時代的受膏者， 

就可以在信仰上躍進，跟上神的步伐，參與及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或許大家會想，短短半年後，這180日裡，馬利亞的信仰真的有如此重大的轉變嗎？ 

神能夠讓一個平凡Simple的賓客，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躍進成為主耶穌最出色的門徒，成為新婦嗎？ 

當然可以！大家還記得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主耶穌身邊所有門徒都離他而去，彼得還三次不認主！ 

但相隔短短50日，連180日也沒有，就在逾越節50日後的五旬節， 

使徒彼得和眾門徒卻能夠經歷信仰的大躍進，開創新約教會，成為五旬節聖靈降臨的典範。 

 

同樣，馬利亞亦透過神所設立的鑄模，於短短半年後， 

就能夠在信仰上改進和突破，參與神的時代計劃裡，成為卓越的榜樣。 

而且，主耶穌曾吩咐，任何人傳福音時，一定要記念馬利亞的事跡， 

其實，這是一個指著新婦錫安教會的預言， 

主耶穌以馬利亞成為二千年新約時期的紀念碑， 

為要印證新婦錫安教會的事跡、作為和「2012榮耀盼望」信息， 

也將成為千禧年的紀念碑。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裡，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了「曼德拉效應」信息。 

我相信，在最後的兩篇信息中，大家都會留意到「曼德拉效應」是另類的撒種。 

 

從分享「天國比喻」信息開始，相信大家明白到，天國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建基於撒種。 

如果我們以撒種去演繹我們信仰中的所有經歷， 

才能知道，為何我們會有這些際遇，和很多屬靈偉人為何會有他們的際遇。 

 

 
 

影片：總結感言1︰信心的種子 

日華牧師分析，天國定律就是撒種、耕耘和收成， 

事實上，日華牧師三十多年前，最早期分享的主日信息正是「天國比喻」。 

神國度裡所有恩膏、祝福、神跡，也是藉著撒種而來。 

過去所有神跡醫治佈道家，也是因為撒種而得到行神跡及醫治的能力， 

並非如外面教會所說，只是鳳毛麟角、無跡可尋，完全基於神的揀選，所以是可遇不可求。 

  

事實上，這只是將責任推卸給別人的藉口， 

將簡單的天國比喻所帶來的祝福，變成了高深莫測的神秘力量， 

連教會和牧師都無法明白和測透。 

他們聲稱這是神的揀選，無法得到就代表神沒有揀選他們， 

即使努力也得不到，是正常不過的現象。 

所以，他們看神跡醫治佈道家的經歷，就如偉人傳記般，只是增加了知識， 



卻從未想過複製他們的恩膏和神跡。 

  

但日華牧師卻教導我們，所有恩膏、祝福、神跡，也是藉著撒種而來。 

當我們研究過去的神跡醫治佈道家是如何撒種得到這些能力， 

亦能夠從中尋找及複製他們的成功方程式。 

  

所以，日華牧師亦曾於主日中，分享Robert Liardon的著作《神的將領》所提及的神跡人， 

並非以偉人傳記的角度去分享，而是逐步解構每位神跡人的背景、信心起步點、 

事奉歷程及跟從神的方法，分析他們如何藉著撒種，最終成為神所用的將軍。 

 

 
  

當理解他們的撒種過程，我們亦看見弟兄姊妹可以複製神跡人的能力， 

進行恩賜運作及神跡醫治，擁有相似的恩膏和能力。 

不單是神跡聚會，甚至是街頭及餐廳裡， 

都可以完全不受地域和環境限制，隨時隨地行神跡及恩賜運作。 

  

錫安普遍弟兄姊妹都能夠做到，就更加證明神跡並非如外面教會所說，是無跡可尋， 

這只證明他們的無知和極度不信，才導致教會淪落到這個地步， 

更自欺欺人至一個階段，將不信當作正常。 

 

正如每位農夫都懂得撒種和耕耘後，可以期待收成的定律。 

當我們分析不同神跡人是如何撒種和得到能力， 

就可以預期自己撒同一類種子、以同一種方式跟從神的時候， 

亦可以同樣得到神的恩膏、神跡、祝福和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後，願意撒種，當然亦可以預期及等候當中的收成。 

 

按著「天國比喻」信息指出，整個天國的擴展、拓展和運作，都完全是以撒種的概念形成。 

因此，所有的恩膏、祝福、神跡，也是來自撒種。我相信大家都演繹到， 

錫安裡所有的恩膏、我們跟從神的軌跡和今天所擁有的東西。 

 



影片：總結感言2：錫安教會成功的起源（撒種出成功） 

日華牧師分享到，究竟錫安教會成功的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最根基就是主耶穌開始事奉時，向群眾分享的第一套信息 ── 「天國比喻」。 

 

 
 

早於31年前的1987年，日華牧師已經分享了一套36篇的「天國比喻」主日信息， 

詳細分享天國成功的基礎以及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撒種。 

 

 
 

例如︰為何日華牧師可以得著神賜予源源不絕的《聖經》啟示及智慧策略呢？答案就是藉著撒種。 

不單毫無保留地將神賜予的啟示，以最嚴謹、最精彩易明的方式分享出來， 

令任何人都能夠明白和運用，並且不收分毫，包括載體，是完全不計成本地無限量免費送出。 

於80至90年代，普遍是使用錄音帶，當年錫安教會連續超過十多年， 

每月將數以萬計的講道帶送給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信徒。 

 



 

 
 

本來，這種做法在世人或屬血氣的所謂基督徒眼中，等同經濟自殺， 

但神卻超自然供應錫安教會的經濟，證明撒種定律的真實。 

 

此外，創立錫安教會初期，日華牧師不單決定每星期推出一首優質的外國翻譯詩歌， 

並且所有錫安教會創作的詩歌，都與講道一樣不計成本地無限量免費送出。 

所以，1998年神賜下第一個音樂動勢，成為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獎勵和百倍收成， 

印證撒種定律的真實。 

 

 
 

單單以上兩個例子，經過過去33年的歷史驗證， 

已經絕對證明撒種不單是《聖經》真理，更是神必定遵守的應許， 

任何人在生命中，在好心田裡撒下好種，必定會得著30倍、60倍，甚至100倍收成。 

 



日華牧師一直非常希望將撒種的啟示和心得，與全香港，甚至全世界所有基督徒分享， 

令所有人都可以藉著撒種得著人生百倍的收成。 

 

所以，當錫安教會因為撒種而得到不同的百倍收成時， 

日華牧師都會在信息中，不厭其煩地，一而再、再而三提及撒種比喻的真確性， 

例如︰人數、能力、醫治、恩賜、音樂、和諧合一，甚至富足， 

都可以藉著撒種得到百倍收成，目的只是希望其他教會的基督徒認識及實踐撒種的真理後， 

可以如錫安教會般得蒙神的百倍祝福。 

 

最可惜的是，雖然日華牧師多年來不斷重提撒種的教導， 

但外界從未有教會相信並實踐撒種的真理。 

沒錯，他們每一個都希望如錫安教會般得到神的百倍祝福， 

但卻沒有信心相信，並在行動上實踐撒種定律。 

 

另一方面，2009年9月5日，神藉已故先知Bob Jones的神榮耀列車預言， 

印證日華牧師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後來再藉著拉線4794英里， 

印證日華牧師由1996年7月21日因分享「氧分療法」信息而會見傳媒， 

至今時今日分享的整套「2012信息」，日華牧師都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和被神帶領。 

 

然而，不論至今分享了八年多的「2012信息」，或22年前1996年分享的「氧分療法」信息， 

豈不都是日華牧師義無反顧地，不求世人回報、只求順服神和祝福別人的撒種嗎？ 

當年分享「氧分療法」信息之初，日華牧師早已表明，神已確切預告這套信息會震動半個香港， 

信息中亦引用歷史上多位人物，因分享奇跡醫療方法， 

被西醫霸權逼迫以致身敗名裂，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但日華牧師同樣按著神的吩咐，完整地分享「氧分療法」信息， 

因而受到社會、政治和宗教界的龐大壓力和逼迫，但正因為日華牧師的流淚撒種， 

最終在2009年得著「2012信息」這套最偉大的啟示， 

甚至在2015年開始分享的「天馬座行動」信息中， 

被神以歷史上最超然的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已經得著新婦位份。 

 

這一切神的奇妙帶領和超然印證，都源自日華牧師31年前已經切實執行撒種定律， 

不斷在屬靈和肉身各方面撒好種，因而誕生眾多神跡奇事， 

除此之外，世上並沒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換取。 

而且，在錫安教會裡，不單日華牧師自己擁有屬靈祝福和能力， 

他更能夠複製在每位願意謙卑學習跟隨的弟兄姊妹身上，明證撒種能力是千真萬確。 

 

然而，普遍教會界至今也不認同這個至為重要的撒種定律， 

即使從日華牧師口中聽過「天國比喻」信息， 

他們仍然對撒種方式真心付出的態度和行為嗤之以鼻， 

甚至恥笑日華牧師實行撒種定律是自掘墳墓 。 

 

這些外界的牧師和基督徒，不單沒有相信和行出撒種真理， 

甚至反其道而行，誤信屬靈歪理， 

例如：以為只要長時間禱告至迷迷糊糊的狀態，就可以得著神的能力； 

或以為進行所謂屬靈地圖式禱告Spiritual Mapping等， 



如同巫術的迷信怪異行為，就可以在屬靈爭戰中得勝； 

甚或在聚會中，像豬狗一樣亂叫亂吠，以為是模仿新約教會喝醉了聖靈的酒， 

其實這些只是自我催眠，沒有任何作用，甚至會招來邪靈附身。 

 

如果這些不是來自《聖經》的方法可行的話， 

他們早已得著各種如錫安教會級數的啟示、智慧、祝福和能力。 

但當然這是不可能，因為二千年前，主耶穌已一錘定音， 

只有撒種才是一切成功和倍增的唯一方法！ 

 

事實與他們所想的相反，他們從來沒有得著神的帶領和印證， 

只有錫安教會行在《聖經》最基本屬靈原則的撒種定律裡， 

才可以承受神的百倍祝福，並且擴展至生命的每個層面。 

 

 
 

神已經在二千多年前，以天國比喻的信息， 

將得著百倍祝福的秘密，明明記載在《聖經》裡。 

所以，任何人無法得著神的祝福，神都完全沒有任何責任，教會要得著復興，亦不是甚麼也不做， 

只跪下禱告等候神賜下復興，這種做法就好像是當神忘記了或睡著了。 

 

其實，神一直等候這些教會從愚昧中醒覺， 

實際執行撒種定律，把好種撒在好土裡，就會得著百倍祝福。 

《聖經》從未應許任何偷步的屬靈捷徑，亦沒有任何魔法可以不撒種就得著收成。 

由古至今99%教會，都從未經歷真正百倍收成的復興和神的祝福， 

正因為他們不認識亦不認真對待撒種真理，這亦是為何現今全世界其他教會加起來， 

都不及錫安教會的十分之一，這絕不誇張，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新約教會消失後的二千年教會歷史中， 

每個世代只有鳳毛麟角的幾個人，甚至一個世代都沒有一個人， 

可以得著如Bob Jones或Paul Cain等先知級數的能力， 

然而，雖然他們都是當世代最頂尖的先知，但他們對這些真理沒有任何明白， 

只是藉著神單方面的恩典得著能力，根本無法教導別人擁有同樣能力。 



 

所以，歷史上每一代教會的復興最終都失傳，只能等待神另一次施恩，才能再次經歷， 

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藉撒種得著明白。 

殊不知31年前，神卻打開這個千古以來失傳的撒種比喻奧秘，將這個啟示賜給日華牧師。 

在二千年教會歷史後，讓錫安教會再次承傳失傳的撒種真理， 

把一切天國的奧秘，藉著撒種以明白一一打開。 

 

所以，現今有目共睹，世上唯有錫安教會， 

可以徹底承傳歷史上所有真理復還的每個步驟， 

並且發揚光大，複製到每位門徒身上， 

包括：分享神的話語、解經、敬拜讚美、恩膏、行神跡、 

恩賜運作、詩歌創作、教會體制、傳福音、Call 位； 

甚至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策略區、AOE策略訓練、 

製作錫安劍和錫安新歌、PZ完美音色講座和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等。 

 

全部都是因為日華牧師順服神的帶領，能夠傾聽神聲音而得著啟示， 

更重要的是，將從神而來的各種智慧，實際地持續撒種多年， 

並教導所有錫安肢體一同撒種，才可以得著現今不斷的豐收和史無前例的成功。 

 

錫安教會已經建立了33年，這33年歷史明證撒種的真確， 

很多認識錫安教會多年的牧師，以往可能因為短視而不相信撒種的能力， 

但到了今天，已經鐵證如山，卻仍然不肯踏出信心的一步開始撒種和耕耘， 

證明他們對神和《聖經》的不信以及屬靈的懶惰， 

不想腳踏實地，如農夫一樣努力栽種出屬於自己的豐收。 

 

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一直所用的方法，並不能得到神的祝福和能力， 

但他們卻以自欺欺人的想法，繼續迷信眾多歪理，不願意接受撒種的事實， 

他們已經被假宗教的邪靈蒙蔽而瞎了眼。 

正如主耶穌分享「天國比喻」之前，已經指出天國的奧秘只是給願意跟隨神步伐的門徒知道， 

其他心術不正的人，永遠都是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而撒種必定是主耶穌所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天國奧秘。 

 

馬太福音 13章11-16節： 

「耶穌回答說：「因為天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不叫他們知道。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

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

白。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因

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

他們。『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見了；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為聽見了。』」 

 

然而，今天已經是日華牧師分享「天國比喻」信息的31年後， 

過去31年，我們看見以上經文正是現今基督教界的寫照， 

神一直讓好心田並切實撒種的錫安教會，能夠看見、聽見和明白， 

神一切的話、神的聲音和啟示，而外間不願意撒種的教會，卻是數十年來都原地踏步。 

 

「曼德拉效應」信息讓我們理解到，神將來要把時空穿梭、掌管列國的權柄交予新婦， 

所以，我們要撒出如此的種子。 



 

影片：總結感言3：錫安教會從撒種豐收得到新婦的祝福（傳承四馬的祝福） 

隨著「天馬座行動」信息，神以世上眾多共同信息，明證錫安教會是Alef Tav真命天子， 

然而，錫安教會擁有的祝福全都是建基於撒種。 

  

試想，天國會否無緣無故，白白授予新婦時空穿梭、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呢？  

答案當然是不可能！無疑，錫安教會今天擁有新婦的祝福，必然是從撒種而豐收得來。 

 

當普世教會連富足、醫治、傾聽神聲音和跟隨神時代計劃的撒種也未懂得的時候， 

又怎可能知道有時空穿梭、掌管歷史以及「曼德拉效應」的種子呢？ 

更不可能知道這些種子是怎樣撒種得來。 

但我們錫安教會卻能夠知道，並且擁有。 

  

到底，錫安教會是怎樣從撒種到豐收新婦的祝福呢？ 

沒錯！就是撒種的原則！ 

既然是撒種和收割，大家終於明白，為何對比全世界其他教會， 

錫安教會必須以更複雜、更有智慧的方法建立，並且走到今天。 

  

因為我們所擁有新婦的各樣祝福，包括︰時空穿梭、以鐵杖轄管列國、 

掌控歷史、「曼德拉效應」改動歷史及死人復活等權柄， 

全都是非常仔細地，按著撒種、耕耘、明白、收割、再撒出豐收的種子， 

循序漸進，連一日也不偏差走到今天。 

 

 
  

事實上，現今來到2018年，錫安教會仍然努力撒出和耕耘神所賜予最後的種子， 

過往33年，日華牧師從未停止查考和研究，一直小心聆聽神的聲音，緊緊跟隨神的帶領， 

縱使神給予的帶領和動勢是史無前例、沒有前車可鑑，但日華牧師仍然甘心樂意， 

忠心地將神每次吩咐撒出的種子發揮得得淋漓盡致，成為歷史上優美的典範。 

  

正如1996年雙氧水和氧分療法的教導、1998至2000年Y2K千年蟲的籌備、 

2005至2007年合共舉辦了八次說的聚會， 



每個動勢和每次聚會都不收分毫，讓人不花錢得著福音，經歷神的同在和神跡醫治。 

 

 
 

試想，世上有哪一間教會或基督教機構，能夠不收任何奉獻和金錢， 

單單相信神會全面供應所有開支，由自己教會一力承擔全數開支， 

舉行「說的聚會」的大規模聚會，讓人無條件經歷神跡呢？ 

 

 
  

又例如：1993至1994年間，錫安教會兩年內三次出隊到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多個城市， 

舉行多次神跡佈道會和按手禮聚會，彰顯神跡、傳揚福音，祝福當地教會和基督徒。 

 



 
 

縱使我們能夠彰顯聖靈極大的恩膏，叫病人得醫治，重燃基督徒信仰的熱心， 

但每次十多人出隊的旅費、住宿及來回機票， 

都是由我們錫安教會全數自資，不收任何經費， 

只為了無條件祝福當地的基督徒，能夠經歷神的同在，在信仰上成長。 

  

試想，世上有哪一間教會擁有這種級數的恩膏和神跡呢？ 

更何況，是一種完全免費及撒種的佈道模式，世上根本不存在！ 

神給予的帶領和做法往往都是史無前例，令錫安教會的事奉精益求精，成為卓越典範。 

 

甚至，2009年神帶領日華牧師分享「健康藍圖」的保健智慧， 

及現時分享超過八年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 

每星期都是一絲不苟地，研究及製作每篇信息， 

其精湛和專業程度，即使連大學都遠遠及不上。 

  

神更感動日華牧師，同時展開眾多超然動勢， 

由2009年底開始，不斷以捨己愛人、無私犧牲付出的心志， 

作出多次儲糧、逃生演習、北上大旅行和大度假綵排， 

令每次行動都成為卓越的撒種，讓弟兄姊妹甘心樂意耕耘每塊田地， 

預備迎接神賜予的豐收。 

 

事實上，正因為2013年5月全教會總動員， 

因著Webbot和Farsight遙視者給予「未來和時間」的警告， 

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作出充足預備，撒出了極大的種子。 

 



 
 

結果，2013年6月，神啟示日華牧師明白「時間的秘密」的教導， 

當時就在國內進行錄影，成為從神接收明白時間秘密的第一批種子， 

讓我們在時間的啟示上，努力耕耘和明白， 

最終誕生2015年「天馬座行動」信息，明白時空穿梭啟示的新豐收和新種子。 

 

 
 

實在，錫安教會從不間斷地緊緊跟隨神，藉著前所未有的方式， 

不停撒出各種屬靈種子，現今才能夠豐收新婦的祝福。 

例如：五年前，2013年全教會為「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不斷儲糧、購買白銀、租用TC落腳地點的逃生演習， 

在金錢上不斷為人付出和犧牲，同年，神就賜予日華牧師明白Bitcoin的智慧， 

成為「第四個經濟富足動勢」的豐收和新種子。 

 



 
 

到此，大家可以明白，為何神獨獨將Bitcoin的智慧賜給我們錫安教會呢？  

答案只因為日華牧師願意為弟兄姊妹的益處，不斷進行研究和改良。 

試想，縱使神將Bitcoin的智慧賜給其他教會，究竟五年前， 

又有多少間教會能夠操作Bitcoin，幫助全教會弟兄姊妹購買和擁有呢？ 

  

始終，操作Bitcoin必須擁有超越整個時代的智慧和明白， 

整個教會界，唯有日華牧師願意持續不斷地增加Bitcoin的智慧， 

令弟兄姊妹對Bitcoin駕輕就熟，超越時代！ 

  

如此類推，同樣自1998年日華牧師接收到「第一個音樂動勢」， 

源源不絕創作出過千首錫安新歌，完全不收取任何版稅， 

免費送出供全球基督徒頌唱，讚美敬拜神。 

 

 
 



及至2018年後的2016年，神就賜予日華牧師得著鑄造「錫安劍」耳機的智慧， 

成為錫安教會100倍豐收的新種子。 

及後，日華牧師更源源不絕免費送出「錫安劍」、 

舉行PZ完美音色講座，讓人經歷神同在，得以認識神。 

見證著當我們忠心成為勞力的農夫，努力撒出和耕耘神賜予的種子， 

神就讓我們經歷100倍的豐收。 

  

2017年，神接連不斷製造驚人的「曼德拉效應」， 

同時，神亦賜予日華牧師得著對於「曼德拉效應」的明白和新啟示的種子， 

從而，最終更衍生了「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一方面讓人明白「曼德拉效應」， 

另一方面，讓人透過恩賜運作經歷神的真實，得以認識神。 

透過我們不斷殷勤撒種，最終會從神豐收「曼德拉效應」的能力。 

  

因為過往33年，錫安教會就是這樣按部就班， 

由第一步step 1，走上step 2、step 3及每個階段的歷程， 

由認識「時間的秘密」開始，進到明白「天馬座行動」、時空穿梭、鐵杖轄管列國、 

「曼德拉效應」改動歷史、新婦時空穿梭回到歷史、與神同創、轄管列國， 

一切都是藉著撒種、耕耘和明白而得著。 

 

《啟示錄‧12章》預言小孩子得以坐上神的寶座，得到轄管列國的權柄。 

 

 
 

如果沒有時空穿梭回到歷史之初的話，永恆只有一個天國，豈有列國讓小孩子轄管呢？ 

要用鐵杖轄管列國只有一個方法，除了得到權柄之外，還要得到時空穿梭的能力， 

再次返回仍有列國被統治的時代，與神一起翱翔整個人類歷史，進行編寫和改動。 

  

就如富足的祝福，由最初2003年建聖殿， 

接收到「第四個動勢 ── 亞伯拉罕經濟富足」的啟示， 

直到2013年「全球性海岸線事件」為他人預備， 

繼而得著購買Bitcoin的智慧，進入最後經濟轉移的富足。 

  



甚至，自1996年雙氧水和氧分療法的教導，再分享「健康藍圖」信息， 

增加神賜予世人得著健康的智慧。 

來到今天，神讓我們逐步明白叫死人復活的權柄。 

新婦的所有祝福都是按著天國的撒種定律，循序漸進栽種出來。 

 

四馬的祝福也一樣，分享「2012信息」初期， 

神只讓我們明白真知識的碎件，對天上眾星開始有部分理解， 

及Freemason亦正亦邪的陰謀，一切只是雛形，是剛剛接收到的種子。 

 

 
 

但當我們努力耕耘這些種子後，直到2015年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神就按著四馬對應每年的四個節令：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逐一揭示新婦擁有的四馬祝福，成為賜予我們的新種子和新豐收。 

  

2015年3月春分，神超然帶領錫安教會分享「天馬座行動第一篇」， 

神賜予我們第四馬天馬座騎士審判世界的權柄和能力， 

神讓歷史按著每年四個節令，春分、夏至、秋分及冬至，環繞錫安教會發生各種大事， 

明證新婦錫安教會是按著神的時間表，連一日也不偏差地得著四馬合一的審判能力。 

 



 
  

事實上，今年2018年3月21日，春分前三天，即3月18日， 

神超然帶領錫安教會舉行了《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畢業禮。 

 

 
 

如上星期精華短片（VO）「《The Legacy‧傳承》畢業禮的共同信息」， 

我們見證神親自印證這次畢業禮是神永恆命定的一次聚會， 

無獨有偶，當日會場正好出現了一張海報， 

標題是「天風承傳」，英文是 Legacy of the Heavenly Breeze， 

已經相當吻合當日的畢業禮主題。 

 



 
 

然而，「天風承傳」的海報，更隱藏了《聖經》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示， 

與3月18日當天的主日信息和當晚的畢業禮息息相關， 

隱藏了《聖經》「天的四風與地的四風」的啟示。  

 

 
 

撒迦利亞書 6章1-5節： 

「我又舉目觀看，見有四輛車從兩山中間出來；那山是銅山。第一輛車套著紅馬，第二輛車套著黑馬。

第三輛車套著白馬，第四輛車套著有斑點的壯馬。我就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甚麼意思？』

天使回答我說：『這是天的四風，是從普天下的主面前出來的。』」 

  

原來，「天的四風和四馬車」是一套隱藏在天上的信息（message），是神給予的種子， 

藉眾星以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的方式，傳揚神的榮耀和手段。 

 

 



 

 
 

只是，神榮耀的手段是預定給予永恆的新婦， 

所以，神透過天上的四馬和四馬的星座，隱藏新婦得著「四馬祝福」的謎語， 

並且將「四馬的祝福」成為種子賜給錫安教會， 

當我們願意栽種、耕耘和分享，這顆種子就會傳遞神的權能，彰顯「四馬的祝福」。 

  

這就是「天的四風和四馬車」的奧秘，是千古以來一直隱藏在天上的秘密， 

成為歷史上從未有人能夠拆解的謎題。進到新約時期， 

《啟示錄》記載「地的四風」預言「四馬的審判」和四個方向的暴風。  

 

啟示錄 7章1節：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 

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 

  

《撒迦利亞書‧6章》是「天的四風」和「四馬」的預言，而《啟示錄》同樣是第6章， 

預言「地的四風」和「四馬」實體的真正身份，終於從天臨到地上， 

「四風」和「四馬」不再是一個預言，而是永恆新婦身份ID的明證。 

 



 
 

新婦承傳了千古以來「天上四風」和「四馬」的權柄和祝福， 

正是318《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 畢業禮當天， 

「天風承傳」海報所顯示的重要信息。 

 

然而，弟兄姊妹還記得3月18日當天的主日信息嗎？  

沒錯！3月18日當天主日信息的精華短片： 

「時事追擊︰美國東岸城市接連遭遇的毀滅」和「以色列四種形態的風」， 

正顯示自上年2017年9月日華牧師生日， 

被神超然印證後，《啟示錄》預言的四風經已應驗。 

 

不單明證日華牧師的名字Wind，更提到世界各地相繼形成史無前例、達《啟示錄》四風級數的暴風， 

以四種不同性質，急凍、多雨、乾旱和劇烈的風， 

將地與海並樹木徹底破壞，造成廣泛的毀滅性破壞，導致世界各地近乎滅島和滅城。 

 

 



事實上，從《啟示錄‧7章1至3節》的經文可見， 

神一直禁止四風（Four Winds）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 

直至有神認可的人物出現，神印上印記在這些僕人的額上後， 

《啟示錄》四風級數的災難才可以出現，在地與海並樹木造成災難性破壞。 

 

 
 

藉著現時全世界出現的四風，神明證自上年2017年9月日華牧師生日後， 

我們已經傳承The Legacy新婦「四風」和「四馬」的權柄和祝福，為歷史解開謎題。 

 

 
 

318《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畢業禮及318的主日信息， 

是一套非常完整和完全吻合的信息，我們錫安教會正正傳承了「天的四風和四馬」， 

成為了地的四風和地上的四馬。神正是超然帶領我們錫安教會， 

以撒種和耕耘的方式，傳承了新婦各種永恆掌管的能力。 

 



因此，我們便會理解一個有趣的概念： 

為何歷代歷世以來，沒有人能得到死人復活的能力？ 

因為，從來沒有人在死人復活的能力上撒種。 

 

我們首先要理解，歷代歷世以來，很少人在醫治上， 

能夠接近百分之一百以神跡奇事去醫治病人，直至到Francis Hunter出現為止。 

但Francis Hunter有什麼特別之處呢？Francis Hunter是從自然療法醫生的角度去醫治病人， 

他們真的想醫治所有病人。 

 

 
 

影片：總結感言4：Charles & Frances Hunter神跡醫治原理（附名字出現「曼德拉效應」） 

亨特夫婦 Charles and Francis Hunter，可說是上一代神跡醫治佈道家中， 

最出色、醫治百分比最高的一對事奉者夫婦。    

 

 
 

日華牧師分析，他們的醫治百分比這麼高，是因為有一顆愛神、愛人的心， 

他們成為神跡醫治佈道家，不是為了炫耀、希望成名、受人尊崇， 

相反，他們是真心希望更多人能夠脫離疾病的牢籠，得著超自然的醫治。 

因此，他們願意花時間撒種，不斷研究關於醫治的真理， 

期望改善自己禱告醫治的方式，增加醫治的百分比。 

事實上，他們亦因著研究脊醫的理論，得著更多明白， 

知道人體眾多痛症及疾病，都來自骨骼移位， 

尤其是脊骨錯位，當骨骼重新排列正常及復位，這些病症就會痊癒。 



所以，亨特夫婦發明了一種嶄新的祈禱醫治方式，將脊醫復位的工作交給神。 

 

 
 

他們願意在這方面撒種、耕耘，神亦加予他們更多明白， 

所以，他們在神跡醫治方面，確實是出類拔萃。 

他們得著神加給的眾多明白後，亦將成果結集成書，成為別人的祝福， 

令其他人可以透過加深對醫學的理解，增加祈禱醫治的百分比。 

 

他們合共撰寫了超過50本屬靈書籍，當中最有名的，必然是兩本關於神跡醫治的書，  

分別是︰《How to Heal the Sick》，台灣翻譯為《病得醫治》， 

以及另一本《Handbook for Healing》，台灣翻譯為《醫治手冊》。 

 

 
 

《醫治手冊》教導讀者配合不同方法，增加醫治的百分比， 

其中一種就是剛才提及，以脊醫理論作為輔助的禱告方式。 



例如︰第五章提及頸項治療法，面對頭痛患者時，可以按手在病人的頸項上， 

將姆指放在病人耳門和下顎連接處，因為血液是從頸項兩旁的動脈注入腦部。 

 

 
 

假如那些骨骼錯位，血液就無法暢順循環， 

所以，按手時吩咐所有肌肉、韌帶、筋腱、脊柱恢復到正常位置，頭痛就會得醫治。 

這種方式不需要如脊醫一樣，用雙手協助病人頸項復位， 

只需輕輕托著病人的頸項，命令這些骨骼自行復位。 

 

同一道理，整個人的骨骼是否移位，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身體， 

所以，第六章提及盤骨醫治法，吩咐盤骨轉動到正常位置。 

當人體骨骼返回正常位置，不再壓著神經線，很多痛症就會消失， 

連帶其他身體問題亦會得著醫治。 

這種命令的禱告方式，是讓脊骨及盤骨走到正常位置， 

同樣不需要如脊醫般，運用器械矯正脊骨及盤骨錯位。 

 

到第十二章，更詳細列明每種疾病的對應禱告方法。 

 

 
 

錫安教會訓練醫治禱告能力初階的伸長長短手及長短腳方式， 

也是來自亨特夫婦的教導，令骨骼伸延及重回正確位置。 

 

 



 

 
 

現在，就讓我們重溫Charles Hunter的示範， 

值得留意，他以很仔細的方式作出命令式禱告， 

這種仔細的禱告，能夠令神的能力更易彰顯， 

因為萬事萬物，包括我們的身體，也是聽命於我們口中所發出的禱告， 

所以，命令越仔細、越切合身體的設計，就越快產生果效。    

 

聚會片段： 

Christ, how can we put crushed ribs back into place? 

基督，我們如何把壓扁的肋骨放回原位？ 

 

You don’t care, do you? 

你不在乎，是嗎？ 

 

You don’t care how he does it. 

你不在乎他是怎麼做到的。 

 

I don’t have a shoulder blade on the right side. 

我的右側沒有肩胛骨。 

 

He doesn’t have a shoulder blade. What effect does that have on your arm moving? 

他沒有肩胛骨，這對你的手臂有什麼影響？ 

 

I lost 70% 

失去七成活動能力。 

 

In other words... let me see you move your arm as much as you can. 

你盡可能扭動手臂，讓我看看。 

 

Up that way. 

最高了。 

 

Is that as far you can go? 

只能這樣？ 

 

Mmhmm 

嗯 

 



Okay, and it’s a shoulder blade back here that you lost? 

好，這是肩胛骨原來的位置？ 

 

He doesn’t have any there. 

他那裡沒有肩胛骨。 

 

I don’t have a shoulder blade. 

我沒有肩胛骨。 

 

You want one? 

你要一個嗎？ 

 

Yes, sir. 

要，先生 

 

Okay, Hallelujah, you know, they’re free tonight. 

好吧，哈利路亞，今晚免費的。 

 

While we’re at it, can I go ahead and have my hip back? 

與此同時，可以恢復我的臀部嗎？ 

 

Sure, what happened to you hip? 

當然可以，臀部怎麼了？ 

 

I was blown up in Vietnam and I got an artificial hip. 

我在越南被炸了，換上了人造臀部。 

 

You heard that letter Francis read. You want a new one? 

你聽到Francis讀的信件，你想要一個新的？ 

 

Mmhmm. 

嗯 

 

You got any metal in there? 

那裡有金屬嗎？ 

 

Steel ball joint and plastic cup. 

鋼球關節和塑料插窩。 

 

Steel ball joint and plastic. You ready? 

鋼球接頭和塑料，你準備好了嗎？ 

 

Three discs are ruptured, bone on bone. 

椎間盤破裂，骨頭碰骨頭。 

 

In the lower back, or where? 



在下背上，還是哪裡？ 

 

Lower back. 

下背。 

 

Okay. 

好的 

 

My wife was healed Thursday night, so I know God can do it. 

我太太星期四晚上得到了醫治，所以我知道神能做到。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哈利路亞！謝謝耶穌。 

 

You had to wait two more days. Okay here we go. 

你等了兩天，好，來吧！ 

 

It’s my time. 

輪到我了。 

 

It’s your time now, okay. See now, you ready?  

到你了，準備好了嗎？ 

 

Let's see, what should we heal first? 

我們應該先治好什麼？ 

 

Let’s get this lower back. 

下背吧。 

 

Start at the bottom. 

從下面開始。 

 

He says start at the bottom, bring that chair here. 

他說從下面開始，把椅子放在這裡。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I take authority over that hip; 

現在奉耶穌的名，我命令臀部， 

 

I command a creative miracle;  

我命令創造性神跡， 

 

I command a new hipbone, a whole new hip socket; 

一個全新的髖骨，一個全新的髖關節窩。 

 

I command all that metal and plastic to come out. 

我命令所有的金屬和塑料出來， 



and a new one go in, in place with all the blood, all the normal fluid,  

一個全新的組織構成，所有血液和正常體液到位。 

 

in the name of Jesus, be healed. 

奉耶穌的名得到醫治。 

 

Now I command that lower back to be restored;  

現在我命令下背恢復， 

 

I command three new discs,  

我命令三個全新的椎間盤。 

 

all you ruptured discs, you be made new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所有破裂的椎間盤奉耶穌的名都變成新的。 

 

I command all the torn ligaments and muscles and nerves and tendons,  

我命令所有撕裂的韌帶、肌肉、神經和肌腱， 

 

you be healed, go back into place, in the name of Jesus. 

得到醫治，回到原處，奉耶穌的名。 

 

Now stand up. 

現在站起來。 

  

Now in Jesus' name I command that sacrum to go into position, be healed, I command any crushing in that hip, in 

the hip joint, in the pelvic area, you be healed, go into place, be released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穌的名我命令骶骨復位，得到醫治，我命令任何在臀部、髖關節、骨盆部位的碾壓，全都得到醫治、

復位，奉耶穌的名得釋放， 

 

Now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I command... 

藉聖靈的能力我命令…⋯  

 

Relax you neck and just follow my hand.   
放鬆脖子，跟著我的手， 

 

I command his upper vertebrae to be restored, the discs to be restored, go into place, release all the nerves down into 

these arms in Jesus’ nam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Ghost, relax your neck. 

我命令他的上椎骨得到恢復，椎間盤得到恢復、復位，奉耶穌的名所有從這裡連接到手部的神經得著釋

放，藉聖靈的能力，放鬆脖子。 

 

Now in the name of Jesus I call into being that which is not,  

現在我奉耶穌的名使無變為有。 

 

I call into being a new shoulder blade in the name of Jesus, now! 

我奉耶穌的名命令全新的肩胛骨出現，現在！ 

 



Now try the parts of your body and see what happened to the pain. 

現在活動一下，看看疼痛發生了什麼變化。 

 

Thank you Jesus. 

謝謝耶穌！ 

 

Give them a good… put it all the way up there. 

把手抬高。 

 

He’s reaching it from the back here Charles, look at that! 

Charles，他能碰到背部，看！ 

 

Could you reach that way before? 

以前能碰到嗎？ 

 

Un-uh, un-uh, no, if I wanted to wash my back, my wife did. 

不，以前我想洗背的話，要妻子幫忙。 

 

Now you can do it, you can wash her back.  

現在你做到了，你可以洗她的背。 

 

Jesus said wash my feet, now he’s going to wash his own back,  

耶穌說洗我的腳，現在他要洗自己的背。 

 

okay, good, try that arm,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it’s normal? 

好，試試手臂，任何動作，正常嗎？ 

 

Yeah. 

好。 

 

Good. 

很好。 

 

Okay let’s do the hip. 

好，試試臀部。 

 

Thank you Jesus. 

謝謝耶穌！ 

 

Do something… 

做點動作。 

 

Where did his chair go? He's going to test it out. 

椅子在哪？他要測試一下。 

 

See, when the Romans fourth chapter, when he said "you" everybody say "me" 



羅馬書第四章說「你」，所有人說「我」。 

 

Me! 

我！ 

 

When you call into being, things that be not as though they were . 

當你宣告的時候，要宣告無像有一樣。 

 

What happened? 

怎麼了？ 

 

I haven’t been able to do that since 1968. 

自1968年以來我無法做到。 

 

1968, he hasn’t been able to do this . 

1968年以來他無法做到。 

 

Thank you Jesus, give Jesus a praise offering, Hallelujah, look at that, he’s crossing his legs now. 

謝謝耶穌，給耶穌讚美的祭，哈利路亞，看，他盤著腿。 

 

There’s not a plastic hip around that can do that. There’s not a plastic… 

沒有塑料髖骨可以做到這動作，沒有塑料⋯⋯  

 

Listen to this. 

聽著。 

 

There is not a plastic hip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can do this. 

美國任何地方都沒有塑料髖骨可以做到這動作。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哈利路亞，謝謝耶穌！ 

 

Let’s see you run down to that man in red and back. 

你跑到穿紅衣的先生那裡再回來。 

 

Thank you Jesus, Hallelujah.  

謝謝耶穌，哈利路亞。 

 

Oh, he found out something else about this. Come here, come to the microphone. 

哦，他發現了另外一件事，來到麥克風這裡。 

 

My wife can vouch for this, I… 

我的妻子可以見證。 

 

Well, come here wife. 

妻子來到這裡。 



I can’t go uphill. 

我不能往上走。 

 

He can’t go uphill. Come up here wife. Let him chase you. 

他不能往上走，妻子來這裡，讓他追你。 

 

Let’s see you run uphill, you were healed, what were you healed of Thursday night? 

讓我們看看你跑上去，你已經痊癒，星期四晚上治好了什麼？ 

 

My back. 

我的背。 

 

What was wrong with it? 

有什麼問題？ 

 

It had arthritis in it. 

關節炎。 

 

And it’s just gone? 

消失了嗎？ 

 

Un-huh. 

對。 

 

No arthritis since Thursday. 

星期四以來沒有關節炎。 

 

No. 

沒有。 

 

Well, why didn’t you heal him? 

嗯，你怎樣不醫治他？ 

 

See you can. 

你可以的。 

 

Now let’s see who can run the fastest up to the top of this hill. 

現在讓我們看看誰能先跑到上去。 

 

That alright? 

好嗎？ 

 

I don’t limp. 

我不再跛行。 

 

He doesn’t even limp anymore. 



他甚至不再跛行了。 

 

Now then, you check him out. Look at that. 

現在你檢查他，來看看。 

 

Thank you Jesus! Praise the Lord. Isn’t that fantastic? 

謝謝耶穌！讚美主！這不是太棒了嗎？ 

 

Look at this. 

看這個。 

 

That’s the artificial one. 

這是人造的， 

 

That’s the artificial one, look at that. 

這是人造的，看看。 

 

He’s never been able to do that. 

他從來做不到。 

 

He’s never been able to do that since. 

從那以後，他從來做不到。 

 

180 pounds. 

180磅。 

 

180 pounds on one, used to be, plastic knee.  

180磅壓在以前是塑料的膝蓋。 

 

Look at that, Hallelujah, is that all right? 

來看看，哈利路亞，還好嗎？ 

 

Yes, sir. 

是的，先生。 

 

Thank you. Give Jesus the biggest praise you can. Glory to Jesus. 

謝謝，給耶穌最大的讚美，榮耀歸耶穌。 

 

Praise to Jesus. We praise you Lord Jesus. 

讚美耶穌，我們讚美你主耶穌。 

 

此外，當大家看著這些著作，是否留意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極可能，亨特夫婦的名字已經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因為在很多人的記憶中，亨特太太的名字應該是 Francis Hunter， 

而Francis是一個很普遍的中性英文名，男女都會使用。 

 



 

 
 

但現在卻變成了Frances Hunter，串法是將法國的France加上一個s，變成了Frances，奇怪嗎？ 

就連她的官方網站，也是Frances Hunter。 

 

 
 

甚至，這改動可能並非單一現象，幾十年前於香港紅極一時的女歌手葉麗儀， 

她的英文名字亦是Francis，但現在卻變成了Frances。   

 



 
 

而不是像我們所見，整個人類歷史中的醫治佈道家， 

大部分都是在一個聚會中，醫治了十數二十人， 

然後便可以逞強了，事奉便可以擴展。 

 

然而，裡面牽涉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他們的動機有問題。 

換言之，他們並非真的想醫治病人，他們只是想逞威風，想發展自己的事奉。 

但神賜下神跡醫治，並非想我們逞威風，而是希望我們成為病人的祝福， 

能夠保障他們生命的幸福。所以，首先是動機上有問題。 

 

第二，就是我們所說的撒種。他們不合乎兩點： 

第一，他們動機不正確； 

第二，他們不算是撒種，因為他們不是想醫治所有疾病。 

 

 
 

可是，為什麼Frances Hunter，他們的醫治成功率，在某些聚會及在後期事奉， 

仍然能夠成功醫治病人達九成？他們用所謂的neck thing， 

包括：盆骨醫治、頸得醫治，很多都能得著達至九成的醫治率。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動機是真的希望很多人的病得醫治。 

 



 
 

第二，因為他們希望每一個人都得醫治，所以變成是撒種。 

 

 
 

影片：總結感言5：錫安教會獲得豐富種子的心田 

日華牧師為大家解說撒種需要認知的重點， 

撒種前必須擁有的其中一點，就是一片好心田。 

 

因為主耶穌分享第一個有關撒種的天國比喻時， 

第一個重點就是人分為四種心田，只有第四種的好心田， 

才可以在撒下好種後，按時候結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 

 

馬太福音 13章3-8節： 

「他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

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荊棘裡

的，荊棘長起來，把它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意思是，要種出30倍、60倍或100倍的收成， 

首要條件，就是撒出天國的好種，就是純正神的話。 

 



 
 

第二個條件，是將好種撒在第四種的好心田， 

因為，唯有第四種好土的心田，才可以種出好收成， 

前面三種地土，路旁、土淺石頭地和長荊棘的土地， 

都不可能有30倍、60倍或100倍的收成。 

 

然而，我們怎樣才能夠成為擁有第四種好土的好心田， 

將日華牧師撒出的好種子，即最純正的神的話，種出100倍的各種祝福呢？ 

答案是，我們要自己開墾，或讓屬靈前輩和師傅開墾我們的心田， 

例如︰每天靈修、禱告、聽神的話、看《聖經》， 

去除一切剛硬的泥土、石頭和荊棘，才能夠擁有好心田。 

 

此外，要學會以順服、謙卑和受教的態度，面對屬靈前輩和師傅的教導， 

讓他們管教改正我們內心和行為上的問題和瑕疵，使我們更有基督的形象。 

再加上，每天在每件大小事情上，都要懂得傾聽和順服聖靈的聲音。 

如此，就可以去除心田中一切攔阻好種子生長的問題， 

能夠好好耕耘自己的心田，成為好土，可以種出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 

 

很多人只會聽或講一篇精彩有啟示又有恩膏的講道， 

卻忘記另一個同樣重要的部分，就是好心田。 

因為好種子和好心田，就像螺絲和螺絲母，是配對成一套的工具， 

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就不可能種出收成。 

 

 



 

就如《雅各書》提到，我們不單單聽道，也要行道，才可以種出豐收。 

 

雅各書 1章22節： 

「只是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當我們明白撒種必須有好心田，因為心田的質素，決定了收成的數量和品質。 

這樣就能夠理解，為何絕大部分醫治佈道家只會集中專門醫治某類疾病， 

無法藉撒種和明白，不斷拓展更闊的醫治領域， 

因為他們沒有藉著全面神的話語，開墾自己的心田， 

只開墾某部分，或心田的質素只達到可以治好某一兩種疾病， 

就因為成功而停止開墾，甚至後退。 

 

例如：某些醫治佈道家只能醫治耳聾，某些只能醫治眼瞎，某些只能醫治坐輪椅的人， 

其實他們可以不斷擴展自己的醫治範圍， 

不過，他們卻停止了藉神的話開墾心田荒廢了的部分。 

 

日華牧師卻相反，在過去33年牧會的歷史中，不斷在各方面撒種付出， 

免費送出所有錫安教會出品的講道和詩歌， 

甚至甘願冒著被逼迫的危機，分享「氧分療法」、預備千年蟲、 

「2012榮耀盼望」信息、北上和上山逃難演習、以看太陽當作食物等敏感的信息題目。 

 

目的只為單單愛神和愛人如己，所以，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可以種出眾多屬靈果子， 

質與量之多都是前無古人，亦是現今世上唯一能夠達到這種程度的教會。 

就如主耶穌基督在世時，所做的一切都是撒種， 

內心的動機亦是完全純正，單單為了順服父神的旨意和愛人如己， 

專心致志成就神的救贖計劃。 

 

例如：《約翰福音》記載，主耶穌曾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表面上看似極為榮耀，顯示自己的威榮和能力，但卻因而帶來殺身之禍， 

令一眾假宗教家懷恨在心，一定要將主耶穌殺死，除掉這顆眼中釘。 

主耶穌早知道結果，但仍不怕身犯險境，只因為要完成神的時代計劃，拯救萬民， 

亦只有主耶穌擁有如此好的心田，不單可以種出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的果子， 

更可以使自己從死裡復活。 

 

所以，即使我們認識了撒種的比喻， 

亦要學習成為手勤的農夫，努力撒好種，並且不斷開墾心田荒廢了的地方。 

好種就是神的話，我們要全方位學習《聖經》， 

不能如俗語所言「一曲走天涯」，只懂得某方面的恩賜或才能， 

相反要全面開墾和擴展心田，成為神的長子， 

在神各樣應許上，都藉著撒種和開墾，擁有全面收成，並非單一方面。 

 

因為要種出《聖經》不同應許，並得著百倍，就要好像一位擁有科學研究精神的農夫， 

研究每個《聖經》應許、能力和祝福所需要的種子類型、撒種方式和合適的指定心田。 

假如馬虎了事，絕不可能會有收成，不可能會被神祝福。  

 



 

 
 

過去，日華牧師用其他人發掘的種子，不斷撒種在好心田上， 

種出眾多果子和種子，比那些發掘出種子的屬靈偉人前輩做得更好、更全面， 

甚至可以化為極簡單的課程，讓錫安教會的門徒都可以掌握。 

 

 
 

因此，神給予錫安教會更多專屬的種子， 

讓我們可以種出各種共同信息，甚至種出永恆新婦的位份。 

因著多年的撒種經驗，日華牧師可以把任何神給予的啟示和智慧， 

變為最優質的屬靈種子，並且知道哪種心田質素可以令種子茁壯成長。 

 

這些單單給予錫安教會的專屬種子，就是免費送出講道和詩歌， 

「氧分療法」、千年蟲、「說的聚會」和現今分享「2012信息」的所有題目， 

包括：逃難求生智慧、投資白銀和Bitcoin、四個Momentum、「錫安劍」， 



甚至現今的「曼德拉效應」信息，都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專屬種子， 

將來種出的果子就是永遠審判、死人復活、被提、時空穿梭、 

與神同創、以鐵杖轄管列國和終極新婦位份。 

 

然而，外間絕大部分教會，因為太自私和貪婪， 

所以從未想過錫安教會得著的是神賜予的種子， 

甚至對於要撒種和付出避之則吉，因為神給予的種子，都是他們不肯耕耘的種子， 

例如︰免費送出講道和詩歌、分享「氧分療法」和預備千年蟲等。 

 

但是，為何這些種子都是專屬給予錫安教會呢？ 

因為這些特別為錫安教會設計的種子，都有著錫安教會的簽名， 

隱藏共同信息的名字、地名、數值、年份和日期。 

 

我們現在明白，為何由1996年開始， 

神要錫安教會注視和撒種分享的範圍，都是國際性。 

甚至到了「2012信息」，更打開整個人類以至宇宙歷史所有千古之謎， 

究竟神要我們有一個怎樣的心田，栽種出哪種級數的果子呢？ 

原來我們將要得著的能力和位份，是掌管全世界，甚至是創造整個宇宙的級數， 

並不是單單帶人信主、參加天國婚筵如此簡單， 

而是要成為主角 —— 基督的新婦！ 

 

但是，為何你看見錫安教會的醫治是再超越，不單是醫治、Call位， 

直至今時今日，甚至神帶領我們走的路是死人復活的，為什麼？ 

沒錯，我們同樣是走這一條路，醫治很多病人。 

接著，我們也是參照Frances Hunter的方法，用自然療法醫生的概念， 

按著脊椎、頸、盆骨為病人祈禱。 

 

但是，我們沒有停留在這裡，因為這樣還不足夠， 

雖然，我們能夠幫助很多慢性疾病得以改善，但仍不是完全醫治。 

因此，我便研究「氧份療法」、「雙氧水」、「臭氧」， 

讓所有慢性疾病，只要不是絕症，都能夠全部得著醫治。   

我們的動機並不是為了逞強，而是為了讓所有來教會的病人都得到幫助， 

這才稱為撒種。這樣，我們才有資格推進。 

 

 
 

我們同樣有為癌症病人祈禱，但成功醫治的百分比，同樣像這些大佈道家那樣低。 

然而，我們是否停留在那裡？我們是否為了藉著為癌症病人祈禱得醫治， 

便能去耀武揚威、為自己成名而去努力呢？ 

雖然，我們真的醫治了部分癌症病人，但我們並沒有這樣作。 



原因是我們並不是醫治到所有病人，直至我們在這方面增廣見聞、認識更多。   

正如我們知道，在一百年前，已經有人利用「多頻震盪器」， 

在眾多所醫院中研究，證明在十一年間， 

九成以上的癌症病人都能藉此方法得以康復。 

 

 
 

因此，除了神跡醫治外， 

我們還有沒有研究知識上和智慧上的醫治方法呢？有的。 

這樣，我們是否在撒種呢？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我們便與其他人不同， 

我們就是為了能讓死人復活而撒種，這就是好的動機和撒種。 

 

影片：總結感言6：由神跡醫治躍進至死人復活不同的明白 

日華牧師從種子的概念分析，由神跡醫治的屬靈恩賜，躍進至死人復活的恩賜， 

其實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屬靈種子。 

 

相信普世靈恩教會對死人復活的恩賜都有一種嚴重誤解， 

以為一味靠著為病人祈禱得多，他朝有日就可以得著。 

其實，這是違反撒種的原則，《聖經》應許「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的神跡醫治， 

與死人復活，根本是兩種不同領域的屬靈恩賜。 

  

神跡醫治屬於《聖經》九大恩賜的醫病恩賜， 

至於死人復活恩賜，要讓靈魂再次進入已死的人， 

根本已經超越醫病的領域，屬於異能級數的能力。 

 

哥林多前書 12章7-10節：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

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異能，又叫一人能

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別諸靈，又叫一人能說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當我們從撒種原則去理解，要讓一顆種子誕生豐收， 

必須按著指定程序耕耘、澆灌和栽種，過程中必須滿足所有栽種的要求。 



假如從不考慮種子的形態，泥土和水份的要求， 

只是千篇一律地重複以錯誤方法栽種所有種子， 

最終，農作物只會無法生長而枯死。 

 

同一道理，按著《聖經》預言，接下來神要復還死人復活級數的恩賜， 

我們將要看見，神賜予的種子，會由神跡醫治躍進變成死人復活級數的能力， 

作為有智慧的屬靈農夫，必須從神明白不同種子具備不同特性， 

明白心田的變動、栽種死人復活種子的要求等等。 

 

在各種耕耘的過程中，屬靈農夫要願意按著神的帶領學習新知識， 

接受新的明白，並願意糾正自己，不斷開墾心田。 

因為撒種比喻裡，「明白」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馬太福音 13章13節： 

「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是因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也不明白。」 

  

馬太福音 13章19節： 

「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那惡者就來，把所撒在他心裡的奪了去； 

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馬太福音 13章23節：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明白了，後來結實，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唯有人聽了道、明白了，種子才能夠結實，有30倍、60倍、100倍收成， 

而死人復活對比神跡醫治，是領域更高的恩賜，所以必須擁有更多明白。 

 

普世所謂的牧師，在醫治方面，往往只是為病人按手， 

從不檢討病人是否得著醫治，即使未能得著醫治也不會有後續跟進。  

正因為這種從不糾正和改善的事奉態度， 

導致他們持續在無知和不明白裡，只能重複栽種出神不悅納的種子。 

  

在這些牧師的事奉裡，從不改善神跡醫治的百分比， 

更何況栽種另一種死人復活級數的種子。  

因為想得著神給予的新種子，必須先改善心田和耕種方法， 

若然維持舊有方式，只能繼續栽種舊的種子和一成不變的果效。 

唯有不斷增加明白，才可以增加成功的百分比， 

即使是舊種子，包括神跡醫治的恩賜，都可以改善。 

 

在改善自己心田方面，當一個事奉者遇到一些經禱告後仍未痊癒的人， 

至少，事奉者心裡應該有一顆憐憫的心，為病人而憂傷， 

絕非變得麻木，視作等閒，失卻基督徒應有的關懷。 

 

就如其中一位靈恩最著名的神跡佈道家Kathryn Kuhlman， 

每當她的聚會中，有病人未能得著醫治，她都會為此掛心和憂傷，以及反省和改善， 

令自己的醫治百分比與日俱增，聖靈能夠更大彰顯。  



 

 
  

當我們持著一顆憐憫的心、改善自己的心田， 

為未能得醫治的病人，不斷糾正及改善自己，尋求更有效的方法， 

就能夠令自己成為更合適的心田，預備栽種更龐大的醫治祝福種子， 

在神面前，撒出蒙神喜悅的種子，在屬靈恩賜上，栽種出豐盛的大收割。 

  

正如我們錫安教會每次撒種的時候，即使每星期重複進行， 

在對外、對內或各種研究上，都會不斷修正和改善， 

務求令種子健康地成長，因此能夠讓第一造種子長出成果， 

接著再種出更好的果子，產生30倍、60倍、100倍收成。 

 

至於死人復活的恩賜，根本不屬於醫治，而是另類的種子。 

若然牧師或基督徒一味只在神跡醫治及按手禱告方面操練， 

就可以得著死人復活恩賜，豈不全世界已經出現極多死人復活的神跡嗎？ 

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就說明，死人復活的恩賜有別於神跡醫治，是另類的種子。 

既然是不同的種子，就要進行個別研究， 

擁有不同層面的明白，並具備不同的心田和栽種方法。 

 

誠如過往33年，神一日也不偏差地超自然帶領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進入眾多教會界從未發展過的領域，神要求日華牧師分享一些基督教從未涉獵的知識， 

用心研究氧分療法、健康藍圖、以看太陽當作食物、Grounding接地及MWO等智慧， 

甚至早於十一年前已經吩咐日華牧師召開全職講座， 

研究健身、踏健身單車及其他保健方法。 

  

這些信息，正顯出一位真正牧者應有的心腸，一塊蒙神喜悅的心田， 

由始至終，神賜予神跡醫治的用意， 

根本不是為了讓任何事奉者炫耀自己的恩賜，博取別人的稱讚。 

只可惜，普世靈恩事奉者和神跡佈道家，他們手按病人，只為了爭取更好的名聲， 

收取更多奉獻，令自己的事奉得到更多人擁戴和人數增長， 

但是，他們內心已經缺乏主耶穌憐憫病人的心， 



不思進取，對待事奉和病人的態度，已變得麻木、荒廢了心田。 

  

但是，日華牧師除了不斷增益行神跡和醫病恩賜， 

與此同時，更會不斷尋找和研究更多保健智慧， 

為了別人的健康、為了能夠改善及幫助病人解決疾病、減輕痛苦， 

用心查證世上眾多隱藏的保健方法，成為教會主日信息的一部分。 

  

其實，神為我們開創了基督教界從未進入過的健康範疇， 

背後就是為死人復活的恩賜撒種，得著另類的種子。 

可惜，普世基督教界都規限了牧師的知識，限制了牧師應該做的事情。 

 

雖然，基督教源流是建基於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的神跡上， 

但現今基督教界卻沒有人可以掌握死人復活的神跡，成為基督教的典範。 

回顧基督教的起源，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前， 

也曾經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證明祂擁有這種權柄， 

而且使徒彼得和保羅亦能夠行同樣的神跡。 

  

只是，如今二千年後的教會，卻選擇了不思長進，不單沒有叫人從死裡復活的種子， 

就連神跡醫治的種子也拒絕，將治病的責任完全交給西醫， 

牧師和基督徒卻變成一群沒有屬靈恩賜和能力，只掛著基督教名號的基督徒。 

 

然而，《聖經》多次記載，醫治疾病的屬靈權柄，與信主得救一樣， 

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能力，是救恩的一部分，凡擁有信心的人，都必定能夠經歷這種神跡。 

 

馬可福音 16章16-18節：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雅各書 5章14-15節：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當歷史即將走到終結，將要復還《聖經》預言死人復活的權柄， 

神賜予叫死人復活的種子，是至聖所級數亞倫發芽開花杏樹杖的神跡。 

這種另類種子，有別於神跡醫治的恩賜， 

需要有另類的明白、另類的心田和栽種方法。 

  

過往33年，神給予錫安教會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進入基督教界從未學習過的領域，擁有眾多健康和醫學智慧， 

為著別人的健康，不斷撒出種子，正是神帶領我們，以捨己愛人的正確動機， 

撒出了另類的種子，擁有更多明白，讓我們將來能夠從神得著叫死人復活的種子。 

 

為何其他人沒有辦法進到死人復活的能力呢？ 

即使他們當中有人能夠進入，但也不能百分百做到， 



這是由於他們並不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主耶穌基督的心不是想讓自己逞強，並且，祂真的運用撒種的方法， 

因為撒種的原理是祂教導出來的。祂所作的每件事，甚至祂從死裡復活， 

也是遵從「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結出許多子粒的」這個原理。 

 

 
 

可見，我們每一次的撒種，都像主耶穌那樣死去。 

我們的名譽、地位都死去，我們統統願意捨去。 

這卻是許多醫治的牧師拼命抓著，因而不肯跟從神， 

但我們願意放棄，所以，這就是真正的撒種。 

 

這就是我們在醫治裡面，一個接一個死去，因為這樣而受逼迫， 

導致我們這種做法，在神的面前變成是一個撒種。 

那麼，我們便可行出死人復活的神跡， 

將來不是叫一百人才有一個人可以從死裡復活， 

可能是一百人之中會有九十九人，也可以叫他從死裡復活，而剩下的一個可能是不配得。 

 

這就解釋了，為何沒有一批人可以得到整體的能力， 

不論是醫治，他不能夠得到全面的能力，是時有時沒有。無論是醫癌症，他又做不到。 

就好像Kenneth Hagin般，在他的一生中，為一百個癌症病人祈禱， 

其實他只能夠醫治1%而已，但已經被人稱為很厲害了。 



 

 
 

現時，你們看到，神帶領我們的路，用撒種的概念去理解，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神會帶領我們去行這條路？ 

為什麼錫安會有現時所有的事情？明白嗎？ 

即是說，我們不單有不同種類的疾病、奇難雜症，是我們要憑信心相信得醫治， 

而且，接著我們要知道所有關於醫治這類病的常識。 

 

關於癌症，我們並不是單憑相信，為癌症祈禱。 

但現在，我們知道關於它的常識，根本在一百年前，癌症已經不是絕症。 

基本上，不需要分毫就可以醫好癌症，因為是用電的。是不是？ 

但這些知識，神其實已經在歷史裡賜給了我們， 

但我們就任由人去欺騙我們，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幫全世界人尋找出答案。 

 

影片：總結感言7：神跡醫治與生活常識 

日華牧師提及，當按照《聖經》，藉著信心禱告誕生神跡醫治的時候， 

除了要認識和實踐神跡醫治的真理和運作之餘， 

亦要明白神跡醫治能力，不會與《聖經》其他教導產生矛盾。 

最基本的人情事理，就是神的能力不會與神的性情和聖潔互相衝突， 

如此，我們才可以在神跡醫治上無往而不利。 

 

日華牧師引用著名神跡醫治佈道家夫婦Charles and Frances Hunter為例， 

他們常常在神跡醫治佈道會上教導會眾，雖然神絕對有能力醫治世上一切疾病， 

任何類型的嚴重疾病，甚至不治之症，神都可以一瞬間完全治好。 

 

不過，如果疾病來自病人的壞習慣，缺乏智慧或不按真理照管身體，甚或活在罪中， 

當這人首次尋求神醫治的時候，神或許會施恩典和憐憫，完全醫治他的疾病。 

但過後，假如這人仍舊不檢討自己的行事為人、生活習慣和作息，不改變這些壞習慣和罪， 

當他再次患上相同疾病，神極可能不會再行神跡醫治他，因為他的恩典已經用盡， 

直至他願意改變生命中致病的壞習慣和罪行，神才會醫治他。 

 



Charles and Frances Hunter常舉例，如果一個人因為吸煙患上肺癌，但他仍不戒煙，神就不會醫治他， 

因為他沒有改變直接導致他患病的壞習慣，絕對是明知故犯，神亦沒有責任醫治他， 

就如《希伯來書》提到，若有人故意犯罪，神的救恩就不會拯救這人，也不會赦免他的罪。 

 

 
 

希伯來書 10章26節：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 

 

賜救恩和神跡醫治的，是同一位神，既然，神不會赦免一個故意犯罪的人， 

同一道理，神亦不會醫治一個故意傷害自己身體的人。 

就如神不會救一個自殺的人，因為這是明知故犯， 

神沒有責任醫治他，亦不會聽他祈求神跡醫治的禱告， 

即使有一位最有信心的醫治佈道家為他禱告，神亦不會殉情面，破例醫治他。 

 

例如：一個人不注意身體健康，不停暴飲暴食、花天酒地、常常醉酒， 

因而患上肝病，甚至肝癌，但他後悔自己以往不檢點、沒有注意身體， 

願意悔改自己的惡行，神就會醫治他的疾病。 

 

但過後，假如這人因軟弱故態復萌，漸漸變回以往一樣，令肝癌復發， 

神就不會再用神跡醫治他，直至他決定改過，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為止， 

甚至，神只會讓他用自然的方法改善身體。因為神不希望這人成為一個壞榜樣， 

令其他人以為神會姑息故意犯罪和傷害自己身體的行為。 

 

因此，日華牧師自1996年開始，不斷研究自然療法及健康信息， 

不單對我們的健康有益，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注意健康、保養顧惜神的聖殿，即基督的身體， 

當我們為自己或其他人的疾病禱告，祈求神的醫治，神都必定會垂聽。 

 

因為我們符合神施行神跡醫治的最基本要求之一， 

擁有信心的同時，亦不會做出違反醫治的行為和習慣， 

不單能夠得著神的醫治，亦能夠活出榮耀神的生命。 



如《哥林多前書》提及，無論我們做任何事，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哥林多前書 10章31節：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所以，《約翰福音》記載，主耶穌醫治了一個已經患病三十八年的人， 

當他得醫治後，主耶穌叫他不要再犯罪，恐怕他會遭遇更嚴重的疾病。 

 

約翰福音 5章5-14節： 

「在那裡有一個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穌看見他躺著，知道他病了許久，就問他說：「你要痊癒嗎？」 

病人回答說：『先生，水動的時候，沒有人把我放在池子裡；我正去的時候，就有別人比我先下去。』 

耶穌對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來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

太人對那醫好的人說：『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卻回答說：『那使我痊癒的，對我說：

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們問他說：『對你說拿褥子走的是甚麼人？』那醫好的人不知道是誰；因為那裡

的人多，耶穌已經躲開了。後來耶穌在殿裡遇見他，對他說：『你已經痊癒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

遇的更加利害。』」 

 

明顯，主耶穌醫好這人後所作的警告，並非主耶穌的醫治能力不足或不能持久， 

而是主耶穌的醫治能力無論有多大，假如這人再次犯罪，都會破壞這醫治。 

所以，我們就明白為何外間很多靈恩教會的醫治能力是時有時無， 

因為他們從不重視《聖經》的教訓和警告，並非為了愛人而行神跡，只是單單希望成功。 

 

所以，我們這樣撒種的話，在神的面前我們便有Right（權利）配得， 

為了人的緣故，我們得到死人復活的能力， 

不是為了我們威風，而是為了擴展天國，在我們內心中預備自己的心田， 

全都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譽而去做，直到有一天，神便會將這東西賜給我們。 

 

從始至終，我們行這條道路，就如Paul Cain所言，這群新族類都是Faceless（不為人所見）， 

他們不是為了名譽，也不是為了地位，在他們的聚會中，最主要的， 

是他們有很多人都會從死裡復活！ 

 

 



 

事實上，唯有這樣，你才能理解最難理解的屬靈道路， 

好像現時，我們看「曼德拉效應」一般。 

為何我會如此理解「曼德拉效應」？ 

我理解「曼德拉效應」其實是一種撒種，讓我們擴展了時空穿梭， 

因為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錫安教會根本就是如此執行，是順服地執行出來。 

當執行時，我們甚至知道這是神的帶領， 

有時候甚至不明原因，因為沒有前車可鑑， 

而在我們之前，即過去的二千年，沒有任何一所教會去行這條道路。 

 

當其他教會執行教義時，會因為教義受逼迫，所以，他們創立了神學。 

由於他們為了教義而撒種，所以創立了神學。但我們不是為了教義而撒種， 

我們是為了《聖經》中記載的所有應許（Promise）而撒種。 

 

 
 

事實上，在我們眼前顯示「曼德拉效應」，就是另一個應許， 

在整個時空中，它就是這個小孩子用鐵杖轄管列國，這是一個應許。 

可是，當我一直分享「曼德拉效應」這套信息時，這就是我們另類的撒種。 

 

 
 

在接下來的日子，按著Bob Jones臨離世前的預言， 

他指出他在神的寶座前得知三個復興，他無法參與第二個復興， 

而第三個復興則在2020年開始，到那時，將會有十億個年青人信主， 



而我們所提及的新族類便會出現。他們會醫治很多人，更可以叫死人復活， 

但我相信，當這個日子臨到時，就是錫安教會將復興帶給全世界。 

 

 
 

影片：總結感言8：先知Bob Jones的2020年預言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提及已故國際先知Bob Jones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預言， 

就是到2020年的時候，將會出現十億年青人信主的龐大復興。 

 

 
  

預言片段： 

I am sending you back to touch a few of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 to where they can oversee and protect and get 

behind what I’m going to do. 

我要派你回去接觸一些教會領袖，好叫他們看守、保護和支持我所要做的事情。 

 

I am going to bring one billion youth to Myself in one of the greatest awakenings of all the time. 



我將會帶十億的青少年到我這裡來，那會是史上最大的屬靈覺醒之一。 

 

I’m going to glorify Myself beyond anything that’s ever happened, and every token and everything that’s ever 

been done in Scripture. 

我要榮耀自己的名，超越過去的一切，超越《聖經》上我曾做過的一切。 

 

I’m going to repeat it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times.  

我將重複成千上萬次， 

 

And I want you to go back, and prepare and tell them that this is what I will do in one great wave. 

我要你回去，預備和告訴他們，這是我將在一個極大的浪潮中要做的事。 

 

So throughout the years, I have stayed alive because I am going to see it. 

所以過去這麼多年我還活著，因為我將要看見這復興， 

 

I was told I would see the first of it. I will see it. I was also told that I would see the glory. 

主告訴我，我會看見復興的第一波工作，祂也告訴我，我會看見榮耀， 

 

I saw it recently. The glory is here to stay, it will never leave again.  

我最近看見了，這榮耀要留下來，永不離開， 

 

And that glory is a preparation for a harvest beyond imagination.  

這榮耀是為了預備一個超乎想象的收割。 

 

One billion youth, over half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s under 18. One billion at once.  

十億的年輕人！世界一半人口在18歲以下，一次有十億靈魂得救。 

 

I am not saying that will be all because there will be those already saved. 

我不是指基督徒總數，因為之前就已經有得救的。 

 

But one great harvest. One great increase of over a billion.  

一次極大的豐收，一次就增加超過十億的基督徒。 

 

I believe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gin around the year of 2020. 

我相信事情很可能在2020年左右開始。 

 

你會看見許多醫治佈道家，卻是死於非命、疾病， 

例如：Kathryn Kuhlman、Aimee Semple McPherson、Jack Cole。 

 



 
 

而Smith Wigglesworth則不然，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真心的人， 

於他還只是水喉匠時，他還未有這種行神跡的能力， 

但他卻會帶病人前往神跡聚會，後來，他看見別人如此做，亦能開始醫治病人。 

 

 
 

然而，他卻無法增加明白，即使他會研究《聖經》， 

他卻無法研究神隱藏於歷史中的明白，因此無法增加自己的明白。 

 



 
 

誠然，他的動機是正確的，如我所言，先有動機，後有撒種， 

而撒種所能增加的，最重要的就是明白。 

沒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明白，你撒的種是不會帶來豐收的。 

 

影片：總結感言9：神跡醫治與動機 

日華牧師分享到，究竟神跡醫治和一個人的心田有甚麼關係呢？ 

原來一位基督徒，即使是被神恩膏的醫治佈道家， 

他之所以能夠運用神賜予的能力醫治病人， 

都可以建基於不同原因和動機，推動這人施行神的醫治。 

 

就以大型醫治佈道會為例， 

原來帶領聚會和負責醫治病人的佈道家，都會有兩種極端不同的動機和心態。 

 

第一種是正確動機和態度。 

醫治佈道家單純地希望藉著信心，醫好在場所有病人，並將所有榮耀歸給神。 

 

 
 

第二種是錯誤動機和態度。醫治佈道家對病人已經麻木， 

每次舉行佈道會，只為了收奉獻，或為了滿足虛榮心，希望被會眾高舉和得尊榮而繼續行神跡， 

這種佈道家私下的行事為人已經與一位外邦人完全沒有分別。 

 

日華牧師見過許多所謂的醫治佈道家，大部分已經淪為第二種錯誤動機和態度。 



這就解釋了，為何外間絕大部分神跡醫治佈道家，只能醫治某幾種疾病， 

甚至只能醫治某種指定疾病，而且所謂的醫治能力極不穩定， 

所謂「時可以時不可以」，時出現、時消失，甚至出現能醫不自醫等奇怪現象。 

彷彿神的能力是難以觸摸，完全不知道為何有時神會醫治， 

有時卻無論怎樣禱告神都不應允。 

 

其實要得著神的能力，並非如外間醫治佈道家，甚或先知所形容般難以觸摸， 

假如神是信實的話，神釋放醫治能力時，必定會依循《聖經》記載的原則， 

只要人以謙卑和認真，甚至以一絲不苟的態度研究神的話，並在生命中切實執行， 

必定能夠在需要時得著神的幫助，醫治有需要的人。 

 

要神施展醫治能力，其中一個最基本必定要有的態度和要求， 

是禱告祈求神醫治時的內心動機，必須單單希望被禱告的病人完全得著神的醫治， 

當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後，要在說話上、行動上和內心裡， 

真心將所有榮耀歸給神，絕無其他一丁點不純正動機。 

 

當然，面對不同程度的疾病，要動用不同級別的信心程度，再加上以撒種為根基， 

神必然會回應每一個動機單純又帶著信心的禱告。 

因為每種疾病，神都要求不同級別的信心，才能使醫治產生功效， 

例如︰醫治傷風和醫治癌症的信心程度必定有分別， 

當然，醫治癌症必定需要更大信心。 

 

可是，即使擁有足夠信心，神仍要求行使醫治能力的人擁有一個正確態度， 

才會持久並穩定地賜予醫治能力，必須單純希望別人能夠得醫治、 

並因此而經歷神，並在事後真心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所以，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普遍醫治佈道家的能力時有時無、時大時細， 

因為他們為人醫治的動機已經出現問題。 

即使在他們的聚會中，神偶然行一些大神跡、醫治一些嚴重疾病， 

但原因，極可能只是病人將信心投放在醫治佈道家身上， 

相信只要他為自己禱告，神就必定會醫治， 

在這種情況下，神只是回應病人的信心，而不是醫治佈道家的信心。 

 

又或者，神只是回應帶病人來聚會的傳福音者， 

回應他們的愛心和信心，身體力行地相信神的醫治能力， 

並且有一顆單純愛人、想別人得醫治的好心田， 

與台上動機不純正，卻為人醫治禱告的所謂醫治佈道家完全無關。 

 

現在，我們就更加明白，為何神在日華牧師，以及錫安教會一眾領袖身上的醫治能力， 

是非常穩定，而且能夠醫治的範圍非常廣闊。 

因為我們一直奉行日華牧師的教導，醫治別人的時候，不單有足夠信心， 

而且動機也只是單純為了愛人，事後亦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所以，神常常會聽錫安教會肢體信心醫治的禱告。 

 

歷史上，曾有一位擁有美好見證和建立了好榜樣的醫治佈道家， 

他就是靈恩教會歷史中，名聲極顯赫的Smith Wigglesworth。 



 

 
 

早於30年前的1988年4月12日， 

錫安教會邵傳威策略家在主日信息「加拉太書（47）偉人介紹（2）」中， 

曾分享過他的生平，他一生中有眾多神跡醫治見證，以及曾叫23人從死裡復活， 

詳情大家可以重溫該篇主日信息。 

 

 
 

然而，為何他能夠擁有如此龐大的能力，有穩定而強大的信心，在生活中和聚會中醫治許多人， 

神亦尊榮他至一個程度，曾有23人因為他的信心禱告而從死裡復活呢？ 

 

須知道，叫23人從死裡復活，放眼全人類歷史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級數。 

他不單沒有讀過所謂的神學，甚至只是一位藍領勞工的文盲， 

一生只能看懂一本書就是《聖經》， 

為何神會將這種級數的能力，賜給一位如此普通的平凡人呢？ 



 

因為他信主成為基督徒後，曾見過一位名聲普通的醫治佈道家行神跡醫治， 

並且真的能夠醫治一些病人，隨後，他就在日常生活中， 

不斷身體力行地將病人帶到神跡醫治佈道會， 

不是為了自己在人前得尊榮，只是單單希望病人能夠得到神的醫治。 

 

 
 

後來，因為他不斷撒種，神亦恩膏他成為醫治佈道家，他成名後，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態度和動機， 

無論多少人得醫治、多少人歌頌他的信心，他都一如以往，用單純的動機為每位病人禱告， 

單單希望神醫治他們，免去他們身上的痛苦，並將一切榮耀歸給神，完全沒有半點做作， 

亦沒有因為成功而驕傲，一生都行在謙卑和腳踏實地的信心之中。 

因為他持續不斷以單純動機撒種，神甚至將死人復活的能力賜給他，令他能夠叫23人從死裡復活。 

 

並且，他一生持之以恒，持守正確的好態度， 

所以一生之久，神都超自然醫治他身上所有疾病， 

直至1947年，他享年87歲，身上沒有任何疾病和痛苦， 

只是因為年老而安詳地離開世界。 

 

Smith Wigglesworth的美好見證，為一年後，即1948年後出現的醫治佈道大復興， 

立下一個重要的榜樣和基石，誕生出Oral Roberts、T.L. Osborn、Lester Sumrall、 

Kenneth Hagin等等的偉大醫治佈道家，燃點了一個時代的大復興。 

 



 
 

Smith Wigglesworth有好的動機，於他一生中，他禱告讓23人從死裡復活， 

可稱為歷史上叫最多人從死裡復活的神跡佈道家。 

而我們的能力，無論醫治、為病人祈禱， 

甚至將來使死人復活的那個把握，都是從撒種得來。 

就如我們於富足裡的把握，恩賜運作、「Call位」的把握， 

都是從撒種而來，絕非飄忽不定。 

 

而就恩賜運作來說，舉世能「Call位」的，如Paul Cain也不能如我們的策略家般， 

於聚會中希望能「Call」多少人也可以，他做不到。 

 

 
 

於他的聚會中，偶然能「Call」兩至三位，甚或很少數的情況有八至十位， 

但他不能確定，因為他的恩膏是飄忽的。 

就如Keith Hazel於按手禮上的恩膏也是飄忽的， 



因為他們的恩膏是從恩典而來，並非從撒種和耕耘而來。 

 

 
 

而每一個神賜給我們的神跡都是從耕耘的方法得到。 

 

影片：總結感言10：恩典與耕耘出現不同的豐收 

綜觀基督教的屬靈恩賜發展，不難發現普世基督徒都是不思進取， 

懶得在屬靈裡耕耘更多知識和智慧，一味只是向神求恩典。 

  

在經濟上，只祈求神每次恩典的供應， 

卻不會藉著耕耘，躍進至擁有神豐盛榮耀的富足，一無所缺。 

 

在健康上，只祈求神的恩典，賜下超自然的醫治， 

卻不會祈求神的智慧，耕耘來自神的超自然健康。 

  

顯然，普世基督徒都不懂得分辨，「一味靠著恩典」與「努力耕耘屬靈田地」的分別。 

 

 
 

正如一句中國古語：「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道理其實很簡單，得到魚是目的，而釣魚卻是方法。 

獲得一條魚能解一時飢餓，卻不能解決長久的糧食問題， 

如果想永遠有魚吃，就要學會釣魚的方法。 

 



 

 
  

換句話說，要滿足人生的需要，一味靠著恩典供應並不是辦法， 

倒不如從別人身上學習知識和方法。 

所以，中國古籍《淮南子‧說林訓》寫到：「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既然想得到河裡肥美的魚成為食物，不如回家織網，學習捕魚的智慧。 

 

 
  

這正好對比基督徒從不努力學習，一生只求神的恩典，常常靠著配給， 

沒有負起作為基督徒的責任，努力在天國道上持續進步。 

在神眼中，每位基督徒都必須持之以恆，努力不倦地耕耘更多屬靈田地， 

成為一個勞力的農夫和得著豐盛漁獲的漁夫。 

  

眾多靈恩事奉者在各樣屬靈恩賜上， 

例如：恩賜運作、說預言、醫治病人等領域， 

往往都患得患失，常常失準，神跡奇事時有時無， 

正因為他們一生都是向神取魚的人！ 

  

大家可以想像，一個持續向人乞求魚的人，會是甚麼態度呢？  

他們只會不約而同地，以乞求方式禱告和禁食， 

乞求神賜予恩典，但卻不會用心耕耘和進步， 

當然，神不會獎勵他們的懶惰和貪婪，恩典賜下的供應和彰顯就會越來越少。 

  

縱使他們聲嘶力竭地向神禱告，但他們的懶散，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支取恩典後， 

就變得越來越不配得，最後，甚至失去神的同在和探訪。 

相比下，那些明白魚的來源，懂得並願意釣魚的漁夫，就會發現恩典與耕耘的分別。 

 

神跡醫治和各種屬靈恩賜亦一樣， 

普世教會不斷舉辦奮興會、禱告會、禁食會、靈修會等， 

其實都是背道而馳，不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方法， 

只向神一味乞求恩典，卻沒有耕耘神賜予的種子和自己的心田。 



大家必須理解，我們不是反對接受神的恩典，並非不禁食、不禱告， 

《以賽亞書》亦提到神悅納一種「鷹的禁食」。  

禁食和禱告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更有憐憫的心， 

更理解飢餓人的困苦，更加憐憫貧窮人，改善自己的心田， 

成為優美的泥土，而不是苦苦哀求神的恩典。 

 

 
 

在我們信心不足的時候，其實給予一次恩典就足夠，並非容讓人沉醉於懶散、不耕耘的人生。 

 

以賽亞書 58章6-11節： 

「我所揀選的禁食不是要鬆開凶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的軛嗎？不是要

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飄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見赤身的給他衣服遮體，顧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

嗎？這樣，你的光就必發現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醫治要速速發明。你的公義必在你前面行；耶和華的

榮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裡。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

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

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

灌的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確實，當我們盡自己的責任，持續耕耘和成長， 

神必定會時常引導，讓我們的人生藉著耕耘得到豐收， 

擁有真正超自然的富足，一樣也不缺， 

而不是每每於缺乏裡，等候神一次性的供應。 

 



 
 

在健康上，當我們持續學習及耕耘，擴大祝福的餅， 

亦可以擁有神超自然的健康，一生沒有疾病，而不是不斷祈求病得醫治的神跡。 

 

 
 

最後，我們每人跟三個人說：「我們要讓『曼德拉效應』為我們效力！」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