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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 年 4 月 8 日分享 

第一章：「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提到，弟兄姊妹的思想能否追上最後的考驗時，提及四個動勢（Momentum），會 

比以往經歷的更加優質。但一般平信徒，都會覺得以往的偉人已經很優越，是我們思想範 

圍裡能夠學效的極終對象。我們是否應該更新思想，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比他們更超脫呢？ 

問題二：日華牧師剛才教導到策略。當神的動勢（Momentum）臨到的時候，你能即時作出許多的反

應。而最近，在「錫安劍」的動勢裡，其中一個精華短片（VO）──「『錫安劍』第一擊」，

提到教會怎樣反擊一群造謠生事的教師，相信許多弟兄姊妹看到後，都感到很詫異。究竟

你怎樣接收到或思考到這個策略，一次過能一箭三鵰，解決所有的問題呢？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以答問方式，分享最後一篇「曼德拉效應」信息。 

 

問題一：《以賽亞書》預言，將會出現君王來就光的現象，但環顧歷代歷世整個基督教界，從來沒有 

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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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效應」信息， 

是我們分享過最奇幻的信息，最能夠震動世界，當中會否在某個時機應驗這節經文呢？ 

  

答：《聖經》讓我們知道，當黑暗遮蓋萬民和萬國時，他們才會來就光。 

 

 

 

因為黑暗除了是災難和困境，亦可以是迷茫及對將來完全絕望。  

「曼德拉效應」所引發的，是人們前所未有的絕望，是粉碎金、銀、銅、鐵、泥的杖， 

使一切不斷惡化，甚至令歷史變得千瘡百孔。 

 

問題二︰我們知道，《約翰福音‧11 章》是對比《啟示錄‧11 章》，《馬太福音‧11 章》曾提到對比 



20180408   www.ziondaily.com 
 

 
 2 

兩位毛衣人的馬大和馬利亞，在拉撒路復活事件中顯出她們的不信，是多馬的信心。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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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馬利亞的信仰更好，選了上好福份，但仍然連童女的級數都 

不如呢？ 

 

答：當時，由於主耶穌尚未離世，新約尚未開始， 

即使最好的信仰，仍然都只是舊約的信仰。 

馬大代表銅祭壇，藉著信和行為稱義； 

馬利亞則代表擁有洗濯盆和被神話語洗淨的信仰。 

她們的信仰反映了外院賓客級數的信仰，神亦刻意藉她們對比兩個毛衣人的要求。 

  

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天國的擴展、拓展和運作都建基於撒種的概念， 

事實上，我們所有恩膏、祝福、神蹟也是來自撒種。 

 

 

 

而「曼德拉效應」信息讓我們理解到，將來，當神要將時空穿梭、 

掌管列國的權柄交給新婦時，我們就要撒出相應種子。 

正如歷代歷世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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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治佈道家中，以 Charles and Francis Hunter 醫治的百分比是最高， 

因為他們希望醫治所有病人，因此，不斷研究相關真理， 

甚至用自然療法的角度去醫治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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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並不像其他醫治佈道家般，在動機上出問題。 

因為其他醫治佈道家，只希望在醫治病人的過程中出風頭，發展自己的事奉， 

也沒有想過醫治所有疾病，所以沒有在醫治中撒出明白的種子。 

同樣地，過去，我們亦是參照 Charles and Francis Hunter 的方法， 

以自然療法的概念，按人的脊椎、頸、盆骨等病源為病人祈禱， 

我們的目的不是想出風頭，而是希望所有病人都能夠得醫治。 

 

 

 

所以，我們後來更進一步研究自然療法的知識，期望所有人都得著醫治， 

陸續分享「氧分療法」、雙氧水、臭氧、多頻震盪器 MWO 等等， 

令弟兄姊妹知道，原來很多慢性病並非絕症，其實是可以康復的。 

 

 

 

因為我們以基督的心為心，產生醫治方面的撒種， 

從這方面著手，我們就能夠在死人復活方面撒種。 

事實上，主耶穌甚至是以自己的生命撒種， 

即「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結出許多子粒」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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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每次在醫治撒種，都彷如主耶穌般需要死去， 

將我們的名譽、地位一一擺上，然而，這種逼迫卻成為真正的撒種， 

令我們能夠收成死人復活的神蹟。  

這就解釋了，為何世上從來沒有一批人，能夠整體得到醫治能力， 

因為其他醫治佈道家並沒有付出這種程度的撒種代價。 

雖然，Smith Wigglesworth 並沒有得到明白， 

但他真誠愛人的心、良好的動機，曾藉禱告令 23 人從死裡復活。 

 

 

  

Paul Cain 曾預言，最後一群新族類將會是「Faceless」，不為名譽和地位， 

所以，他們的聚會將會有很多人從死裡復活， 

甚至，Bob Jones 亦預言，2020 年將會誕生十億人信主的大復興。 

 

 

 

所以，分享「曼德拉效應」就是我們另一類撒種， 

令我們最終得著時空穿梭、小孩子以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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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的能力是來自撒種，因此，不論富足、恩賜運作， 

甚至將來死人復活的權柄，都是有把握，不會飄忽不定。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接續回應數十個星期前， 

圓周率 Pi 答問篇其中一條問題的後半部分。 

 

影片：銜接「萬物定理 Pi 答問篇」的回顧 

隨著上星期 2018 年 4 月 1 日，完結共 42 篇的「曼德拉效應」信息後。 

按著主日信息製作流程，2018 年 3 月 27 日，日華牧師帶領「2012 小組」， 

進入另一個主日信息段落的校對和製定相關精華短片（VO）。 

這一個段落的主日信息，正是今天所播放， 

銜接早前主日信息一直分享的「萬物定理 Pi 的答問篇」。  

 

無獨有偶，正當日華牧師按著固定流程，逢星期二晚校對主日信息， 

並於 3 月 27 日校對今篇與 Pi 有關的主日信息時， 

意想不到，正好在同一日，港鐵公佈今年 6 月中開始，港鐵將加價 3.14%。 

 

 

 

大家沒有聽錯，正是 Pi 的數值 3.14，按著神超然帶領，連一日也不偏差， 

完全吻合日華牧師與「2012 小組」當日校對的主日信息內容， 

成為「2012 榮耀盼望」信息傳奇的印證， 

證明每篇主日信息都是絲毫不差，巧合程度實在驚人！ 

  

試想，自上年 2017 年 6 月 4 日開始，分享「曼德拉效應第一篇」後， 

誰能夠預知「曼德拉效應」信息竟然會長達 42 篇，延續至上星期才播完最後一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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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因而構成連一篇主日信息也不偏差的印證！ 

  

與此同時，再遇上港鐵宣佈將票價加價 3.14%， 

因為這次加幅，是連同去年未加的 1.49%加幅， 

累積兩年後，得出 3.14%的顯著加幅，成為我們 Pi 信息的傳奇印證。 

除此之外，大家曾否想過，神的掌控程度是何等超然呢？  

 

事源播放「曼德拉效應第一篇」前，日華牧師正解答資料員一條關於 Pi 信息的提問， 

但是，由於該篇信息內容相當豐富，需要分為兩星期的主日信息。 

 

然而上年 5 月尾，日華牧師發覺「曼德拉效應」實在相當驚人，而且資訊相當豐富， 

所以決定趁著上年 6 月一連三次一堂聚會的機會， 

在兩篇 Pi 信息答問篇中間，以號外方式加插「曼德拉效應」信息， 

而下半部分的內容就擱置至今。 

 

 

  

換句話說，自 2017 年 4 月 2 日，主日信息播放「水瓶星謎‧『錫安劍』延續篇（一）」， 

日華牧師詳盡解答資料員有關「萬物定理 Pi」的答問部分。分享完九篇信息之後， 

也剛好是全套「萬物定理 Pi 答問篇」錄影完成的一半段落。 

  

按著主日信息製作流程，「萬物定理 Pi 答問篇」的另一半尚未公開播放時， 

2017 年 6 月 4 日，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在感言部分以號外方式， 

加插過去 10 個月共 42 篇「曼德拉效應」信息， 

將日華牧師正在解答資料員關於 Pi 信息的提問， 

分隔了 42 個星期後，終於在今星期銜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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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當日按著神的感動，作出這次極不尋常的決定， 

最終，分隔 42 個星期後，被神以連一篇主日信息也不偏差的方式， 

製造出今次 3.14 Pi 的印證！ 

 

至於，10 個月前的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的提問如下：  

 

問題一︰日華牧師提到，弟兄姊妹的思想能否追上最後的考驗時，提及四個動勢（Momentum），會 

比以往經歷的更加優質。但一般平信徒，都會覺得以往的偉人已經很優越，是我們思想範 

圍裡能夠學效的極終對象。我們是否應該更新思想，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比他們更超脫呢？ 

  

42 個星期前的上半部分，日華牧師解答： 

「錫安劍」耳機誕生後，教會出現了不同策略去配合「錫安劍」的發展， 

因為日華牧師已經思考了這個題目 18 年之久，神讓日華牧師耕耘 18 年， 

有足夠預備後，才迎接「錫安劍」的誕生，產生一連串策略和做法。 

  

第二至第四個動勢，人數增長、恩賜運作及經濟富足的祝福， 

日華牧師亦在思想中不斷咀嚼、打好根基，預備了 18 年， 

當神在適當時間，解開這些動勢的第二部分時，日華牧師亦能夠以不同策略配合。 

 

 

  

就如「錫安劍」出現後，亦產生不同策略，包括︰約戰、屠聾及萬劍齊發等， 

正因為日華牧師早已預備，才可以在一時間誕生所有策略。 

隨後三個動勢，亦會以這種方式爆發，為要在全世界人類歷史中，證明新婦能夠做到的程度， 

所以，這幾個動勢爆發的時候，一定會超越過去復興能夠做到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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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看見 Kenneth Copeland 的富足程度， 

但他能夠做到的事，只是每星期的分享，再加上一份屬靈雜誌而已。 

 

 

 

當我們擁有無限資源的時候，必定能夠為神成就更大的事情。  

 

 

 

以下，將會是日華牧師接續解答的內容。 

 

今個星期的主日信息，將會接續 42 個星期前， 

有關「萬物定理 Pi」的答問部分，播影以下問題的後半段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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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提到，弟兄姊妹的思想能否追上最後的考驗時，提及四個動勢（Momentum），會 

比以往經歷的更加優質。但一般平信徒，都會覺得以往的偉人已經很優越，是我們思想範 

圍裡能夠學效的極終對象。我們是否應該更新思想，知道自己的將來會比他們更超脫呢？ 

 

答：弟兄姊妹，將來我們會成為領袖。 

或許這一刻，我們親力親為，但將來，你們卻帶領很多人做。 

為甚麼我們猶如萬能、百搭一般，甚麼也懂得呢？ 

又繪畫，也會懂得做導讀、精華短片（VO）、佈置、作曲、填詞， 

為甚麼能做到那麼多的事情呢？ 

 

影片：神超然帶領日華牧師組織每篇主日信息（主日導讀製作日誌） 

日華牧師分享他如何組織每星期都永不重複的主日信息， 

甚至能夠準確聽到神的聲音，擁有神超然級數的智慧， 

導致每篇主日信息都達至連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做法就是每星期盡量查考及研究大量《聖經》、屬靈書籍和相關資料， 

查考每個字的意思和每節經文的背景歷史等， 

到了星期六就會全日禁食、聽詩歌和方言禱告， 

盡量忘記這五天查考和研究的資料，專心沉浸在神的同在裡。 

 

然後，腦海的潛意識，就會超然地將極之複雜的總綱組織起來， 

架構成一篇完整的主日信息大綱。 

之後，日華牧師會按著從神而來的超然啟示和大綱，補充每項細節內容， 

成為一篇非常完整及豐富的主日信息。 

 

過往 30 多年，日華牧師發現這種預備主日信息的方法， 

不單讓人最容易明白和吸收每篇信息裡極之複雜的《聖經》啟示， 

另一方面，被神超然組織起來的主日信息，往往都輕易被聖靈帶領， 

在最適當的時間按時分量，分享出最重要的資料。 

相對地，不重要和未合時宜的資料，卻會自然遺忘，及至日後適當時間，才會再次浮現， 

成為日後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主日信息內容，被神完全帶領。 

 

事實上，過往 33 年，每星期主日信息的大綱和內容都是極之豐富，是普世教會界前所未有的祝福。 

過去三年裡，透過教會新成立的 Deepro 部門，每星期超頻地為我們製作一篇篇既精彩， 

亦簡單扼要的「主日導讀」。 

 

以下，我們嘗試以「導讀製作日誌」，示範 Deepro 每星期的製作流程， 

如何將每篇主日信息簡化成一個完整的大綱要點，以及製作成一篇精彩易明的「主日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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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製作日誌： 

今天會帶大家看看，每星期導讀製作過程。 

整個流程的第一天（Day 1），就是星期日。  

第一個項目，當然是由專心收看主日信息開始。 

當晚，創作組負責整理導讀骨幹的成員，已經開始重溫日華牧師的逐字筆記， 

及重溫相關的短片（VO）文字稿。創作組同工也有內部分工， 

第二天（Day 2）的工作，就是建構骨幹。  

 

「骨幹」，對於導讀製作是命脈，所以，為何他叫「阿骨」！骨骨骨！  

同工重溫主日信息後，加上逐字筆記、短片（VO）文字稿， 

當晚就會整理出全篇信息的骨幹。  

 

建構骨幹後，第三天（Day 3）晚上，其他同工就開始撰寫內容。 

與此同時，音樂組同工，也開始製作這星期的背景音樂，  

也就是 Background Music（背景音樂），BGM。 

而剪接組同工，也會製作一個新的 Deepro 標誌（Logo）片頭。 

 

經過之前三天的工作後，來到第四天（Day 4）。 

創作組兩位組長及部分組員，會為稿件作最後檢閱，我們稱為「埋齋」（完工）。 

當晚，稿件交到畫師手上，畫師會先構思表達內容的畫面，  

而負責讀稿的同工，也必須即晚完成讀稿，若果稿件很晚才到他們手上的話， 

隨時會凌晨三、四時才錄音完，又或者要凌晨五時起床，清清喉嚨再開始錄音都是平常事。 

 

來到最精彩的一天，第五天（Day 5）。 

一大清早，音效組長會在上班之前，收集讀稿員的錄音， 

經過一連串音色方面處理後，就把錄音分發。 

音效組同工，必須在當晚完成他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出錯（NG）的句子刪除。 

 

而在同一晚，另一邊就非常精彩！首先，拍攝組同工要準確調較拍攝器材，  

無論是 iPhone 角度、拍攝光度、色溫，都必須一絲不苟，才可以拍攝出合乎要求的畫面。  

至於畫師及繪畫助理的工作，就更加繁複：畫畫、上色、剪紙、拍攝， 

幸好有強大的歸檔系統（filing system）配合，減省部分重複的繪畫工作。  

完工的時候，往往都已經是凌晨兩至三時，大家都要坐計程車才可以回家， 

甚至試過畫完之後直接上班。  

 

第六天（Day 6），音效組長把經過處理的 Audio Track（音頻檔）收集、結合， 

再調整好全篇導讀節奏，然後，會先分發給音效組同工，把錄音時的小瑕疵刪掉。 

另外，也需要把對白 Track（聲音檔）初版交到剪接組手上，好讓他們當晚可以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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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剪接組出場了！按著讀稿的節奏，剪接同工需要很精準地剪輯每個鏡頭、 

每個動作的速度。有剪接經驗的弟兄姊妹應該能夠理解， 

若果你剪接一套一分鐘的電影，通常只會有幾個 edit point（需要剪輯的位置）， 

剪接快歌 MV 的話，平均一分鐘有十多個 edit point（需要剪輯的位置）， 

但是，剪接導讀的同工，處理一分鐘的片段，平均每分鐘有 70 個以上 edit point（需要剪輯的位置）， 

也即是，若果一篇 16 分鐘的導讀，就需要處理超過 1,000 個 edit point（需要剪輯的位置）， 

而這些如此繁重的剪接工序，我們只有一天時間去處理，所以，通宵事奉是常識吧！  

 

在同一個晚上，音樂組同工完成他們的背景音樂（BGM），就上傳給音效組處理， 

我們終於可以把短片（VO）和背景音樂（BGM），結合成一條完整的 Audio Track（音頻檔）， 

再交給負責「埋齋」（完工）的剪接組長。 

 

第七天（Day 7），工序的尾聲。剪接組長將各組員的 Project（檔案）結合， 

仔細修飾節奏外，也需要再調色。終於接近完成階段，這個時候，片段會傳送到兩個地方： 

 

第一，會交到市場部同工手上進行校對，看看有沒有錯字、讀錯稿件。 

而另外，就是交到我們尊敬的日華牧師手上，牧師看完後，會按情況告訴我們， 

這篇導讀是否可以呢？還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正或者補充。 

實在百倍祝福牧師抽出寶貴時間，每星期為我們把守最後一關！ 

 

一篇導讀終於大功告成，當加上創作組所寫的宣傳稿及繪畫組的宣傳圖， 

市場部就可以在 Facebook 發佈。每星期的導讀，都是在一個精準的流程下完成，  

我們從一群毫無製作經驗的小伙子，變成能夠持續每星期完成一篇導讀壯舉的團隊，  

絕對是因為日華牧師、Eddie 爸爸的策略性帶領，並且把這份恩膏傳承，衷心感謝您們！ 

 

最後，當然要效法日華牧師！就是，我們一起鼓掌多謝神！衷心將一切榮耀頌讚歸給神！ 

＝＝＝＝＝ 

 

確實，過往 33 年，每篇主日信息都相當超然， 

不單沒有一篇主日信息是重複，更重要的是，每篇都蘊藏豐富啟示， 

達至新婦級數連一日也不偏差的鑄造和妝飾整齊，成為全人類歷史的典範！ 

 

因為，當我們教會將來擁有無限資源時，便可帶領許多團隊做事。 

我們有生之年，將會做到這些事情。所以，若我們可預先想好的話， 

到那時，我們便不需浪費時間，因為當時的變幻實在很大和迅速。 

 

在過去參與這一年變動的弟兄姊妹也會明白， 

世上沒有任何一間教會能追上我們過去這一年所做的事。 

先不用說是智慧，那種的變化和應變，他們也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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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所要作出的應變，對他們來說根本想也不用想！ 

而即使上級能及時作出應變，但下層亦未必能作出相應行動， 

可見這是世上不曾出現過的事。 

 

然而，你可曾想過，神為何在創世之先，已預定要塑造這所教會呢？ 

但我就是知道箇中原因，亦知道將來有什麼事正等著我們。 

 

所以，當另外三個 Momentum（動勢）出現時，我們會見證教會的演變， 

而這會是最終極的演變，並將會成為世人的榜樣， 

讓所有人得知，神會按人所能做到的程度預備他們， 

只是，因為人不願付代價，所以，連神為他們預備的百分之一都未能做到。 

 

好像我們於 2014 年時，已預先錄製一套主日信息， 

裡面提到當 Bitcoin 價值上升至某位置時， 

我們教會的生活方式應如何作出改變。 

當時我已預先計劃我們將來擁有無限經濟、資源的時候，應如何自處， 

而這些計劃、做法以及概念一直在我思想中不停籌算著。 

因為，無論是創作樂曲、人數增長、恩賜運作以及經濟增長， 

都是在我完全理解之前，我是建基於一個概念： 

就是「我知道神賜一樣東西給我的，會超越地上所有人所擁有的！」。 

 

例如，關於恩賜運作的動勢，我所知道的鑰匙，是遠遠拋離 Paul Cain、Benny Hinn， 

但歸根究底，最重要是我們要懂得撒種，懂得去耕耘。 

正如一位農夫耕種的時候，不能夠只顧收穫的，這是不可能的。 

你耕種時不可以「割禾青」（意思︰在禾未熟的时候就收割），要待它長出種子才可以收割。 

所以，當你耕種植物，如麥子、稻米，在那段時間，就只得專心地耕耘。 

 

 

 

事實上，過去那麼多年，神將數種可算是最大回報耕耘的方式給予我， 

然後我帶領弟兄姊妹去做，裡面是非常嚴謹的恩賜運作方式，一個我稱為負責任的恩賜運作方式。 

你們或許以為，現時你們的恩賜運作已是收種，其實還有好長時間才是收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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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收種的那一天，你才會感到害怕，那種級數是十分驚人的。 

 

 

 

但為什麼，現在不論是我或你們，也要設定這種系統？因為這個系統是讓你們撒種。 

當收種時，你便會知道那種級數、那種恩賜運作是很輕易帶人信主和帶起很大的復興， 

但神卻是要求我們如此多才多藝地做這些事奉。為什麼？ 

 

因為，世上所有的教會，將會以我們教會的任何一件事情成為標準 （ standard ）。 

 

 

 

有些教會是專門強調藝術、跳舞、演戲，這便成了那所教會的綽頭。 

但不管任何範疇，全世界均會視錫安教會為標準。 

屆時，我們就是所有事情的最高標準！ 

 

影片：撒種擁有權柄 

日華牧師提及，在大復興中，錫安教會將會在任何事奉範疇中成為標準。 

因為多年間，神已經塑造及擴展錫安成為萬能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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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我們過去的撒種和擴展，每位弟兄姊妹都是多才多藝， 

能夠兼顧不同崗位，於大復興中成為帶領。 

  

但過去的擴展，只是為了將來的大復興而預備， 

當我們真正進入大復興，將會有再一次擴展， 

於事奉上精益求精，甚至成為所有教會的標準。 

所以，大復興將會是我們有生以來，可以撒出最多種子的一刻。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將要來的末後大復興， 

是我們撒出得著鐵杖轄管列國權柄能力的機會。 

因為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不是禱告祈求就能夠得著， 

同樣是需要藉著撒種、栽種，才能夠賺取。 

藉著我們配合神的計劃，完成大復興的異象，甚至準時被提， 

最終，我們就能夠賺取轄管列國的權柄， 

所以，我們被提後的下一步，就是永恆階段的開始，將會再次如小孩般誕生。 

 

從《啟示錄‧12 章》得知，得著鐵杖轄管列國能力的，原來只是一位小孩。 

因為於我們的一生中，從未試過擁有轄管國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甚至歷史的能力。 

對於這個位份、這份工作而言，我們只是一位小孩，剛剛開始去做，慢慢去成長。  

 

 

 

因此，我們只是藉著過去的撒種，甚至是大復興中的撒種， 

收割及得著這個鐵杖轄管列國的能力，這就是教會現時的寫照。 

  

歷史上，其實從未出現過一間教會，可以掌控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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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新婦最終被神塑造出來，作為一間教會，她亦未曾掌管過列國。 

所以，為何《啟示錄‧12 章》形容，可以得著鐵杖轄管列國的新婦， 

只是一位小孩，而不是一位成人。 

 

因為在這權柄面前，她只是一位小孩，從未動用過這能力， 

需要藉著撒種，誕生並進入這個身份，成為一位小孩子， 

之後才開始與時並進，於歷史中以鐵杖轄管列國。 

因此，這段期間，我們更應留意神給予的下一步擴展、帶領和方向， 

藉著撒種和耕耘新的種子，收取鐵杖轄管列國的資格。 

 

所以，神讓我們懂得每一樣事情，即使不是通曉一切， 

起碼也會追求將事情做到盡善盡美。這就是將來我們帶領許多人時的責任。 

 

如我所說，在這演變中，當你能夠成為新皮袋，方有資格成為用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 

 

 

 

你也要度過這關，而不能每次也依靠別人，或維持現有的速度、容量和輸出量， 

不是的！這小孩子需要考畢最後一場大考後，才有資格成為坐在寶座上的小孩子。 

 

影片：大復興是小孩子最後的撒種 

《聖經》讓我們知道，被提前必然會出現人類歷史最後一次大復興， 

如同先知 Bob Jones 和 Paul Cain 所預言，會有超過十億年青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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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神亦會將極大的富足和能力權柄，賜給合資格的新婦級教會， 

世上的君王、元首和巨富，會如同所羅門王時代的示巴女王一樣， 

從遠處將珍寶和錢財運到神的家，奉上各種奇珍異寶，只為能夠聽見屬神的王者智慧的說話。 

例如︰《約珥書》提及大山和小山，在《聖經》的意思就是政治的權柄， 

大山就是指國家級政權，小山則是地方級政權， 

到那日，因為神的榮耀和同在，這些君王和元首都要將富足運到神的家。 

 

 

 

約珥書 3 章 18 節：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猶大溪河都有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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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泉源從耶和華的殿中流出來，滋潤什亭谷。」 

 

又例如︰《以賽亞書‧60 章》提到，當那日，就是《啟示錄》大災難來臨的黑暗日子之前， 

神的家會發出極大的光輝，外邦君王都要來神的家去就神的光。 

因為神已經榮耀了神的聖殿，連外邦君王都知道被提的日子近了，世界即將結束， 

要把握最後機會將一生財富獻給神，為自己賺取永恆的獎賞。 

 

以賽亞書 60 章 1-7 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

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現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

光輝。你舉目向四方觀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 

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貨物必轉來歸你；列國的財寶也必來

歸你。成群的駱駝，並米甸和以法的獨峰駝必遮滿你；示巴的眾人都必來到；要奉上黃金乳香，又

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基達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這裡，尼拜約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壇上必蒙悅

納；我必榮耀我榮耀的殿。」 

 

對於有資格被提的新婦級教會，他們就是《啟示錄》所提及， 

得著被提資格可以坐在神寶座的男孩子，一出生就會被提。 

可是，為何《聖經》會形容他一出生就可以被提呢？ 

雖然一位已經得著被提資格，甚至已經有資格成為基督新婦的基督徒， 

對比世人，已經是世界上最頂級的天之驕子位份，絕對是無人能及， 

但在神眼中，他們猶如一位剛出生的嬰孩， 

永恆中還需要極多成長空間，才能夠真正成為神成熟的長子。 

 

啟示錄 12 章 5 節：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萬國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 神寶座那裡去了。」 

  

當我們知道，錫安教會已經被神以眾多共同信息印證， 

我們就是得著永恆新婦位份，可以被提到神寶座的男孩子，就更要明白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當有一日，出現上述的大復興，每位錫安教會肢體可能都有十萬個跟從者， 

神所賜的富足，令我們每一位都成為世界級首富人物， 

擁有絕對自由自在的人生，可以隨心所欲地過任何一種生活方式， 

而且名聲傳到遍地，人人聽見錫安教會的會員出現， 

都如英女王出巡般，甚至是更加恐懼戰兢。 

 

究竟，我們應該以甚麼心態回應這萬人景仰的身份呢？ 

是否如世上其他暴發戶一樣，在成功後任意妄為、目空一切，甚至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呢？ 

須知道，神所賜地上最大的祝福，對比永恆的祝福和榮耀，根本算不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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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有權力的君王、富可敵國的富商，到了天堂仍不如一位嬰孩。 

所以，當我們得著神的應許和祝福後，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如日華牧師般， 

將神所賜的一切祝福，變為百倍收成的種子，再次撒出及期待在永恆中得著豐收。 

 

因為，最後一次復興誕生後，我們必定會得著神所賜予，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祝福和能力。 

但是，在這些祝福和富足裡，假如我們並非單單自己享受，而是用來撒種， 

仍以事奉神、跟隨神時代計劃，代表神服侍世人和榮耀神，成為人生首要目標。 

如此，就是撒出人類歷史前所未有最大量和最優質的種子， 

可以期待神在被提後給予我們最大豐收，在永恆中得著神預定賜給我們的最大獎賞和位份。 

 

因為對比永恆的祝福，地上一切豐盛都極之短暫，只是曇花一現， 

就如一根羽毛對比一個真金製造的保齡球，完全無法對比。 

即擁有了全世界的榮華富貴，但我們根本沒有一個地上長久不死的人生去享受這一切， 

如何有錢有權力有地位的人，都只是活幾十年就離世，地上一切都不能帶進永恆。 

 

所以，請各位弟兄姊妹務必謹記：我們在將來的大復興中，無論得到何等巨大的豐盛， 

也不要被地上的榮華富貴迷惑，或被物慾扭曲內心的純正動機， 

當我們把握最後機會去愛神和愛人，在永恆中所發的光輝才是最有價值！ 

並且，為何《聖經》提到被提的男孩子是得到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呢？ 

同樣是藉著撒種，但我們要撒出甚麼種子，才可以種出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呢？ 

 

當我們被神高升至萬人景仰的位置，我們並非接收了列國的財富去享受人生， 

而是用這一切富足，向列國撒出列國沒有的天國種子， 

令更多外邦人把握最後機會進入天國成為賓客。 

當我們這樣做，就是在最後一次大復興時， 

把握向列國撒種的唯一機會，並且種出永恆中， 

神預定給我們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 

 

謹記：為什麼這裡稱他為小孩子呢？ 

換句話說，坐上寶座的他仍是剛出生，處於生長過程。 

但他是出生進入掌管的領域。小孩子的他，不是掌管者，而是預備作掌管者。 

這小孩子的整個誕生過程，也是為了預備將來的掌管！ 

但他還是剛剛出生的小孩，而他是為這種掌管方式的成長而誕生。 

所以，他配得擁有這掌管的權杖，然後返回歷史之初。 

如我所言，他坐寶座，而《聖經》讓我們知道，神的寶位一向是用作時空穿梭的， 

因此，祂才擁有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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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們最後所做的原因，是配合這時代中全世界擁有的資源與發展而去做， 

因為，現今的時空，全世界的資源發展和歷史知識，根本是由我們去製作。 

當我們如此做的話，我們便有資格去配得這身份，成為新婦，返回時間之初。 

總而言之，就是配合這時代中，隱藏在背後、新婦所做的事情，我們追得上。 

 

謹記：將要提供給我們的所有資源、人手、可能性， 

其實是我們給予自己的，是這時代的新婦為我們現在的將來而預備。 

所以，若我們追不上自己給予自己的資源的話，變相我們也沒有資格成為新婦之一。 

新婦絕對知道我們將來能夠做到什麼，因為她就是我們，她知道我們能夠應付和將會做的事情。 

 

試看我們製作的「錫安劍」，新婦知不知道是我們做的？ 

我們分享的每篇信息，新婦是否知道我們將會做些什麼？ 

她甚至按照我們每星期分享的信息，印證我們將會做些什麼。 

所以，若我們親自說：「我辦不到！」，那麼你一定不是新婦！ 

即使只是一個念頭，你都一定不是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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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想法要好像我一樣，就是仍未開始做，你已經要將其想到最大， 

而不是到開始做的時候，還說不可能。若是這樣，那你一定不是新婦！ 

因為新婦就是預備你將會做到的那些事情、資源、人才和印證，這群人才算是新婦。 

 

誠然，神現在印證我的信息，可想而知，我就是其中一個新婦。 

因此，關於「錫安劍」的一切事情，都不是我們預備； 

關於原子序和它代表的東西，都不是我們預備，而是新婦預備的。 

 

 

 

所以，她一早知道我們能達致這個程度，而我們又可以做到，這就印證她就是我們， 

因此，一直跟隨我們奔跑的人，你一路追上，並一路仿效去做。 

 

 

 

你要記著，若然你做不到新婦所為你預備的工作，那你就一定不是新婦， 

因為新婦只會預備給她自己，給將來能成為新婦的人， 

她為自己預備將來的路、將來的資源、將來的人才和將來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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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星期一直在印證我們的信息和做到的事情，那個人一定是我們將來的自己。 

 

影片：共同信息是顯示新婦的進度 

日華牧師分享，其實所有共同信息，都是已被提的永恆新婦， 

在時間流以外，為仍然活在時間流裡的自己而預備，印證新婦的身份。 

 

而所有共同信息，原來都是指向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這就確定我們已經成為新婦的候選人，最起碼亦證明日華牧師已成為合資格的新婦， 

因為絕大部分最重要的共同信息都與日華牧師息息相關。 

 

例如：拉線 4794 英里，是對比日華牧師由 1996 年 7 月 21 日親自會見傳媒開始計起， 

至 2009 年 9 月 5 日先知 Bob Jones 看見神榮耀列車的異象的日數， 

是神給予日華牧師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超自然印證。 

 

 

 

早前主日信息中已經為大家分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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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 8 歲時，正值 1969 年，已經有一個想法要記住 1996 年， 

後來，正正 1996 年，就因為分享了「氧分療法」信息，成為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當時，正正 1996 年分享「氧分療法」信息之前， 

日華牧師亦曾在主日信息提及以上 96 和 69 的關連。 

然而，到了分享「2012 信息」時，日華牧師才發現數字 96、69 和 4794， 

有著各種微妙關係，成為一個又一個印證錫安教會最重要的共同信息數字。 

並且，地球上拉線 4794 英里的弧度，正正同樣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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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來當年分享全篇「氧分療法」信息時， 

早已隱藏另一個與數字 69 有關的共同信息，直至今星期才被發現。 

 

當年，日華牧師分享「氧分療法第一篇」，是 1996 年 5 月 12 日， 

到了 1996 年 7 月 20 日，錫安教會就因為雙氧水而見報， 

一日後的主日 1996 年 7 月 21 日主動會見傳媒，並在當晚分享了「氧分療法第十篇」。 

 

 

 

所以，發生雙氧水事件時，與日華牧師分享「氧分療法第一篇」之間，剛好相隔了 69 日！ 

沒錯，正正相隔了 69 日，原來事件早已隱藏了另一個與共同信息數字 69 有關的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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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當年日華牧師在事件發生後， 

曾製作了一齣影片名為《雙氧水—騙人庸藥？醫學奇蹟！》， 

影片的標題，早已將日華牧師分享「氧分療法第一篇」的日期， 

定為「雙氧水事件前 69 天」。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片段。 

 

《雙氧水—騙人庸藥？醫學奇蹟！》片段： 

1996 年 5 月 12 日基督教錫安教會，因為一套名為「摩西詩篇」的信息， 

開始分享在《聖經》中，「摩西詩篇」預言的準確性。 

而當中涉及到，這種除了歐洲以外，都被全世界壓抑的氧份療法。 

所以，你會看見，現在我們所分享的事情，是非常接近《聖經》所記載， 

人類再不需要用金錢做兌換，而是純粹用 666 這個標誌。 

我已經分享過 666 這個標誌，已經在我們買的所有物件上， 

但這個 666 標誌還沒有在我們身上，但是，當這個 666 標誌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聖經》記載就是 7 年大災難的時候。 

 

然而，上述已經提到拉線 4794 的弧度，正是 69 度， 

所以，當年日華牧師分享的整套「氧分療法」信息， 

由開始至發生雙氧水事件的日數，已經藉著日數 69 日，隱藏 4794 的傳奇數字。 

並且，當中眾多共同信息都是指向日華牧師， 

例如：他一生的住處、暱稱麻麻、英文名字 Wind 和少年時的代號 Apple 等， 

是神印證日華牧師已經得著永恆新婦的位份。 

 

 

 

另一方面，神亦以大量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得到新婦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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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只要有份參與錫安教會，並且努力投入每次神帶領的行動， 

都能夠成為合資格的新婦候選人。 

 

但是，我們怎樣知道自己有資格成為新婦還是童女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藉著共同信息！因為錫安教會 33 年歷史裡， 

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前，其實從未經歷過神任何共同信息印證， 

不論分享的信息或各種行動，最多是事後得到先知印證，但從未試過出現共同信息的級數。 

 

直至神啟示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才得到拉線 4794 英里的印證， 

打開了共同信息印證的序幕，及至 2015 年初分享「天馬座行動」至今， 

神幾乎每星期，甚至每天揭示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 

 

神將共同信息印證賜給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目的是甚麼呢？ 

原來，每個共同信息的出現，都代表新婦在時間流裡的進度。 

意思是，每當神以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分享的每一篇信息， 

例如：「天馬座行動」、「玫瑰園計劃」、「923 的共同信息」、「伯利恆之星星圖」、所有 4794 拉線等， 

都證明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是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 

 

當神以共同信息印證錫安教會的行動，例如：以看太陽當作食物、 

鑄造「錫安劍」、萬劍齊發、屠聾行動、PZ 完美音色講座和 ToME 曼德拉效應講座， 

就證明一切行動都是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安排和計劃。 

我們有份參與這些往後出現共同信息印證的行動， 

就證明我們趕得上神的時代計劃、沒有落後，是緊緊跟隨神每日的超頻帶領和成長， 

每一步跟隨，都令我們更接近成為新婦。 

 

因為，共同信息是由將來得著新婦位份、處身時間流以外的錫安教會， 

在過去和今天，作為指標留給未被提的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肢體， 

讓我們得知自己是否走在神的時代計劃之中。 

 

如果，過去出現共同信息的分享，你並沒有同步去聽； 

出現過共同信息的行動，你亦沒有參與，這就證明你與新婦位份無份無關， 

因為共同信息是印證這一切行動和信息。 

相反，當一個人有份去聽、有份去信、有份一同參與， 

就代表這些共同信息是為他而設，印證他所做的，是神給予新婦的計劃， 

即是他有份成為新婦的一份子。 

 

然而，即使一直返錫安教會，但對於日華牧師分享的每篇「2012 信息」和「栽在溪水旁」， 

都是無心裝載、以不信的態度去聽，以不回應的態度度過， 

或是教會每次集體行動都沒有主動參與，最終，這人亦只是一個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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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讓合資格的新婦、童女和賓客被提， 

他也絕不可能被提，因為他只是一名掛名的錫安教會會員。 

所以，每次共同信息出現，都是一次慶典， 

慶祝錫安教會又一次成功地緊貼神的時代計劃，一日也不偏差、不延誤。 

 

這些共同信息亦成為永恆的記念碑，在永恆中永遠被記念， 

因為我們成功地，完成了神為錫安教會所預定創始成終的計劃。 

而共同信息所印證的信息和行動，正是神為新婦預定的計劃， 

任何人走進這個計劃、一同協助完成，就有資格成為新婦的候選人， 

最低限度也可以成為賓客，不至於無法被提。 

 

所以，為何每星期的共同信息，都是與時並進地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 

印證當星期的「2012 信息」，因為共同信息就是新婦在地上跟隨神的進度， 

假如任何人與這進度無份無關，例如︰非錫安教會會員， 

未參與過這一個新婦的完成進度，就證明他們並非新婦。 

 

問題二：日華牧師剛才教導到策略。當神的動勢（Momentum）臨到的時候，你能即時作出許多的反

應。而最近，在「錫安劍」的動勢裡，其中一個精華短片（VO）──「『錫安劍』第一擊」，

提到教會怎樣反擊一群造謠生事的教師，相信許多弟兄姊妹看到後，都感到很詫異。究竟

你怎樣接收到或思考到這個策略，一次過能一箭三鵰，解決所有的問題呢？ 

 

影片：重溫「『錫安劍』第一擊」的事件 

承接 18 年前的第一個音樂動勢，開始源源不絕創作出全音域錫安新歌後， 

直到兩年前，神啟示日華牧師創造了遠勝坊間所有萬元級旗艦耳機的全音域「錫安劍」耳機。 

  

錫安教會一向秉承《聖經》的宗旨及原則， 

福音白白得來，亦要白白捨去，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錫安教會的初衷，亦是一眾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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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們的奉獻、課餘和工餘時間，親手製造「錫安劍」， 

並透過 PZ 完美音色講座和屠聾行動，不收分毫免費贈送知音人， 

一切都是出自一份無私、只為他人、捨己犧牲的心。 

然而，兩年前，當弟兄姊妹不斷屠聾，派送「錫安劍」的時候， 

教會竟然收到一些回響，一些老師及到訪學校的警員， 

對學生訛稱「錫安教」以送贈耳機為名，目的是收集學生個人資料。 

 

 

  

相關老師和警員以顛倒是非的手法、扭曲事實，為我們教會套上「莫須有」的罪名， 

訛稱我們邀請學生下載含有木馬病毒的音樂應用程式 Apps，目的是偷走學生手機裡的資料， 

更進一步在家長群體 Whatsapp 內，發佈這些失實消息。他們的說法，已經不是善意及溫馨提醒， 

而是懷著惡意，明明地羞辱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因此，錫安教會嚴厲譴責這種無中生有、惡毒的造謠事件， 

當時，日華牧師亦按著神的感動，頒佈了「『錫安劍』第一擊」的守則， 

全教會所有弟兄姊妹必須一同遵守： 

由 2016 年 11 月 27 日開始，能夠完勝世上任何萬元級旗艦耳機的「錫安劍」， 

將不會再贈予任何中、小學生，即是，所有就讀中六或以下的學生和學童， 

教會一律不會送贈「錫安劍」，也不可以邀請他們參與 PZ 完美音色講座。 

  

「『錫安劍』第一擊」的守則只針對香港境內的中、小學學生， 

於香港以外地區就讀的學生則不受限制， 

例如：中國、澳門、台灣或其他非本港地區的學生， 

弟兄姊妹仍然可以向他們屠聾，免費送贈「錫安劍」。 

另一方面，任何參與錫安教會家聚超過 8 次的學生會員，也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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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下達如此嚴苛的指令，背後必定是基於非常重要的屬靈原則， 

始終，神啟示的全音域「錫安劍」，是一份從天上賜予的智慧，是神給予這個時代極大的禮物。 

所以，當錫安教會將這份祝福無條件免費贈予全世界的時候， 

神亦極之憎惡這些褻慢「錫安劍」祝福的人， 

因此弟兄姊妹必須嚴格遵行「『錫安劍』第一擊」的守則。 

  

當神最大的臨近，本應是最大祝福的時間， 

假如我們徇情面，包庇這些不尊重神的人，惹動神的怒氣， 

反倒會為我們帶來最大的咒詛，甚至整間教會也無法承擔。 

這就是兩年前制定「『錫安劍』第一擊」守則的原因， 

當世人不珍惜屬靈福份，輕蔑神的祝福，神就會將這個福份送給其他珍惜的人。 

  

誠然，截至 2018 年 3 月，兩年間，錫安教會鑄劍坊經已鑄造超過 5 萬套「錫安劍」耳機， 

並透過 PZ 完美音色講座、屠聾行動和海外知音人在《錫安日報》申請的渠道， 

免費送贈了超過 4 萬套「錫安劍」耳機，成為歷史上一項前所未有的壯舉。 

 

 

 

知音人遠至中國、台灣、澳門、印度、南非、美國及歐洲等地， 

這 4 萬套「錫安劍」耳機不單是免費送出、不收分毫， 

就連郵寄海外的費用，亦是由錫安教會全數支付，是完全免費給予全世界的祝福。 

  

至於，「『錫安劍』第一擊」的命令會一直生效， 

直至相關學校及警方作出一個令教會滿意的道歉。 

令教會可以確定，恢復派發「錫安劍」給學生不會為弟兄姊妹帶來神的忿怒， 

才會考慮恢復向學生派發「錫安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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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兩年前，教會宣佈「『錫安劍』第一擊」的因由。 

 

答：通常遇到這類事件，我們便要思考，許多人不能跟從神的原因， 

就是他們如何處理每件事情、每個動向、每個改變和每個變化。 

尤其對錫安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我們面對的衝擊比一般人大得多， 

內裡的變化、做法和策略，最起碼是一般教會不需這樣做，也不會這樣做。 

 

影片：每個里程碑的信心起步點  

日華牧師藉著不向學生派發「錫安劍」的例子，分享信心起步點的特質。 

  

信心起步點，就是在答案出現前，已經開始為到神給予的方向撒種、耕耘、配合， 

正如過去 1996 年的雙氧水事件、2000 年的千年蟲事件， 

甚至「全球性海岸線事件」北上大旅行等等。 

 

 

 

當我們每一次聽見日華牧師頒佈來自神的信息， 

投放信心、為著愛人、愛神的緣故，身體力行作出種種預備， 

並且過後承擔事件的後果時，每一次撒種，都是我們信心的起步點。 

 

過程中，有一班人會因為經歷信心起步點而動搖，甚至跌倒離開教會， 

但更多弟兄姊妹卻會投放更大信心，繼續持定心志，選擇跟從神，於人生中為自己結更多果子。 

這些信心起步點，正是我們信仰成長的助燃劑、投放信心的機會， 

因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在磨練中，反而令我們的屬靈能夠跳躍成長。 

 



20180408   www.ziondaily.com 
 

 
 30 

事實上，過去四個動勢，亦是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 

指向將來錫安會得著從神而來的祝福，經歷音樂、人數增長、神蹟奇事及富足的祝福。 

 

 

 

當年分享的時候，我們尚未得著，需要年復年投放信心去撒種，默默耕耘。 

以第一個動勢為例，很多年前，當教會每星期翻譯英文詩歌的時候， 

日華牧師已經相信，有一天我們教會主日敬拜讚美的時候， 

只會頌唱自己創作的詩歌，並且每星期都可以製作一首新歌。 

  

當年，這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現時回望，第一個動勢在二十年前已經發展成熟， 

教會不單可以每星期製作一首新歌，並且全教會弟兄姊妹都有作歌恩賜， 

令整間教會有源源不絕的新歌，這是現時世上任何一間教會也未能做到的創舉。 

  

對於剛剛加入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 

他們已經無法回到過去，在第一個動勢中投放信心， 

因為每星期創作一首新歌，早已不是夢想，而是每星期發生的現實， 

他們已經失去第一個動勢的信心起步點。 

  

又例如︰對比幾十年前微小的開始，雖然現時的錫安已經被神預備、妝飾整齊， 

不再是過去的幾十人教會，盼望人數增長、成為百人教會。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錫安早已成為一間 2,000 人教會， 

每一篇放上 YouTube 的主日信息，亦有數千人收看， 

教會現時的規模和體系，已經足以照顧每位弟兄姊妹， 

讓他們享受信仰的美善、享受錫安為他們結出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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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種情況下，越到後期，越遲進入錫安的弟兄姊妹，就越是失去運用信心的機會， 

因此，末後大復興是一個賓客級數的復興。 

然而，神亦希望這段僅餘的時間中，可以訓練出一班能夠結果子的初信， 

所以，神會為他們個別度身訂造試題，令他們有運用信心的機會，得到信心起步點。 

  

就如今次有學校攻擊「錫安劍」，即使教會免費送出世上最靚聲的耳機， 

也可以被說成圖謀不軌，指 ZNS Player 內有木馬程式，聲稱教會以贈送免費耳機為名， 

實際是欺騙學生下載有毒程式，企圖偷取手機資料。 

  

當然，對於早已返錫安超過十年的弟兄姊妹而言，絕不會有絲毫動搖， 

相反，更會恥笑這些學校的無知和可笑， 

未經任何查證、未製造過任何耳機，未理解過 ZNS Player， 

已經肯定當中有問題，甚至叫所有學生不要接觸， 

他們的反應與古時未曾接受過教育、民智未開的無知婦孺沒有任何分別， 

這種反智、無理的指控，又怎能夠動搖錫安教會一眾聰明的弟兄姊妹呢？ 

  

但對於剛參與錫安的年輕人而言，卻要作出選擇， 

面對學校的逼迫和衝擊，究竟是順從學校，還是為自己信仰投放信心，相信教會呢？ 

這就是他們補回第一個動勢信心起步點的機會。 

  

所以，這次事件中，明顯神是鑑察每一位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縱使他們因為太年輕，錯失了過去的信心起步點， 

但當他們願意付出的時候，神亦給予他們追上的機會， 

令他們不至於錯過四個動勢的所有信心起步點，錯失擴展信心的祝福。 

  

對大部分已經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而言， 

他們會越行越明朗，踏入撒種接續收割的時間。 

  

但對於小部分剛參與錫安的弟兄姊妹而言， 

不單第一個動勢，其他三個動勢都有可能出現其他信心起步點， 

例如：過去，我們在 Bitcoin 價值數百元人民幣的時候已經開始買入， 

而現在，已經升至幾萬元人民幣。 

但對於剛參與錫安的一群，可能剛剛買入就經歷價格大波動， 

那麼，這就成為他們第四個動勢的考驗，成為他們的信心起步點。 

  

當然，大部分人的心態上，都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夠順風順水，而不是面對風浪， 

但是，假如屬靈上也是如此，他們只會見證別人的祝福一浪接一浪臨到，自己卻沒有任何得著。 

因為，在教會中不斷吃果子，沒有經歷信心起步點和撒種，當然不可能寄望豐收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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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機會得著信心起步點的一群，應該要懂得珍惜，視這是信仰能夠急速躍進的機會。 

到了後期，大復興臨到的時候，君王、首領都來就光，全世界都會接受錫安， 

屆時，地球上所有人不需要動用信心，都會知道錫安是神所塑造的新婦。 

 

所以，越後期，教會越富足、越具規模的時候，弟兄姊妹就越難得到信心起步點的機會。 

現今，大復興全面爆發前的一刻，部分人仍有機會經歷信心起步點， 

例如︰個別因為參與錫安教會，而被父母、親戚、老師或朋友無理逼迫和排擠。 

假如出現這種情況，那麼，恭喜你！你就是少數可以經歷信心起步點的其中一位， 

在大部分人不斷吃果子、不斷享受錫安的成功時，你仍有機會親身為神結果子。 

 

所以，不要害怕面對逼迫和攻擊，在這段期間更應好好珍惜， 

在信仰上繼續持守和忍耐，為神投放更大信心， 

賺取更多屬靈獎賞之餘，亦結出更佳美的果子送給神。 

 

過程中，我們怎樣能夠完全在神的掌管下呢？ 

一間教會的確需要執行許多事情，但每個小動向都影響著大動向的時間表、資源的取捨。 

 

影片：世界不配擁有錫安教會的生活智慧 

回顧過往 33 年，神給予錫安教會主日信息的智慧，顯然遠遠超越整個時代， 

不單對《聖經》眾多奧秘擁有史無前例的理解和明白， 

對於生活、健康、科技、經濟和 Bitcoin 等加密貨幣的智慧， 

都是超脫時代，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神給予日華牧師科技上的智慧，足以完勝過百年人類歷史知識的總和， 

是當今世上最頂尖、最具前瞻性的智慧。 

  

例如：早在 22 年前，1996 年 9 月 1 日，日華牧師正好於生日當天， 

按著神的帶領，前瞻性地介紹了一位超越時空的發明家 ── 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並揭示了 Tesla 一直被壓抑過百年的資訊。 

 

 

 

22 年前，世上有多少人認識 Tesla，知道他有多偉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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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即使日華牧師分享了，人們仍然持著半信半疑的態度， 

難以想像 Tesla 的成就，竟然比著名發明家愛迪生更卓越上百倍。 

世人對比神給予錫安教會的智慧，實在太落後和遲鈍， 

腦袋對學問的尋根究底和認真程度，根本如未開發一樣， 

無法與錫安教會的卓越性相提並論。 

  

直到十三年後，2009 年 3 月 26 日，以 Tesla 為品牌名稱的全球最大電動車公司， 

推出型號 Model S 的電動車，在全世界掀起熱潮，人們才首次認識 Nikola Tesla 的名字。 

 

 

  

只可惜，絕大部分人只是對 Tesla 電動車公司略有認識， 

但對於擁有更卓越貢獻的科學家 Tesla，至今仍未有丁點認知， 

不知道是他發明了生活常用的交流電（AC），製造了世上第一台交流電發電機， 

更於 1895 年，為美國尼加拉瓜發電站製造發電機組，成為迄今世界著名的水電站。 

 

 

 

神給予日華牧師前瞻性的智慧，實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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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五年前，當 Bitcoin 仍然寂寂無聞， 

價值只是約 183 美元，普遍人仍未認識加密貨幣時， 

日華牧師經已前瞻性分析 Bitcoin 的驚人升值潛力， 

預告將會發生前所未有的 Bitcoin 失竊、綁架、網上盜竊和慣常升跌 50%的罕見現象。 

  

及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Bitcoin 暴升至歷史新高的 19,891 美元， 

世人才如夢初醒，意識到它的驚人潛力， 

甚至，將沒有購買 Bitcoin 形容為「2017 年最大的遺憾，錯過暴富的 Bitcoin。」 

但是，日華牧師不會將神賜予的眾多智慧授予不領情、不配得的人。  

因為，自 1996 年日華牧師按著神給予的智慧， 

持著道德勇氣分享了「雙氧水與醫藥陰謀」的教導， 

揭示了西方醫學霸權為人類帶來的各種禍害。 

 

可惜，世人總是不領情，不懂得珍惜神賜予的智慧和祝福， 

當日華牧師分享這套教導的 69 天後， 

錫安教會就遭傳媒、政府、西醫霸權及埋沒良心的教會群起逼害，無理打壓。 

 

69 天，是一個共同信息的數字，因為地球弧度 69 度，正是 4794 英里。 

原來神在創世之先早已預定，由日華牧師開始「雙氧水與醫藥陰謀」信息， 

至發生 4794 雙氧水事件，會經過代表共同信息 4794 的 69 天，顯然一切都在神的絕對掌控之中。 

 

 

 

既然世人總是不領情，喜愛無知和被蒙蔽，自此，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智慧， 

將所有神賜予錫安教會的生活、健康和經濟智慧，獨獨留給錫安教會會員享受， 

只有願意與錫安教會並肩同心、一同為神犧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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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才會授予他們眾多智慧，不會再給予世界總是不領情、不配得的一群。 

  

所以，如早前精華短片（VO）「比特幣（Bitcoin）與家聚配套」提及， 

Bitcoin 及其他加密貨幣的實際操作和購買，日華牧師只會透過家聚教授。 

提及 Bitcoin 及加密貨幣的最新預測和走勢的主日信息內容，亦只會於主日現場播放， 

YouTube 網絡播放的版本會抽起相關內容，絕不對外公開。 

  

過往幾年間，至少有超過 10 多個精華短片（VO），在主日信息現場播放之後， 

在網絡版本抽起及刪除，沒有對外公開。包括以下 VO︰ 

2017 年 8 月 20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393 篇」共 3 個精華短片（VO），「認識加密式數位貨幣」、 

「處理比特幣 Bitcoin 的八個注意事項」、「Hardware Wallet 硬件式錢包的必要性」。 

  

2017 年 8 月 27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394 篇」共 4 個精華短片（VO）， 

「救亡語句的巨大權限」、「投資策略及買賣須知」、 

「四種貨幣的儲存方法」、「簡介本周 Bitcoin 工作坊及 Bitcoin 處理工作表」。 

  

2017 年 10 月 22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02 篇」共 2 個精華短片（VO）， 

「有關比特幣 Bitcoin 及比特幣現金 Bitcoin Cash 的處理」、 

「KeepKey 使用說明及轉換數位貨幣的方法」。 

  

2017 年 12 月 3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08 篇 比特幣（Bitcoin）及數位貨幣資料更新」。 

  

2017 年 12 月 24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11 篇 Bitcoin 保安系統注意事項」。 

  

2018 年 1 月 14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14 篇 Bitcoin 比特幣補充資訊」。 

  

2018 年 1 月 21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15 篇 Bitcoin 與 Webbot 預測」。 

  

2018 年 3 月 11 日「2012 榮耀盼望第 422 篇 萊特幣 Litecoin 推出支付平台 Litepay」。 

  

上述精華短片（VO）都沒有在網絡版本發放，只有獨立短片在錫安會員網供內部成員傳閱和儲存。 

   

事實上，過往 5 年間，眾多 Bitcoin 和加密貨幣的實際操作、 

購買方法、KeepKey 的使用、防盜智慧等， 

日華牧師都透過教會的家聚，制定工作坊 workshop，循序漸進地仔細教授， 

務求每位弟兄姊妹，不論年長或年輕都可以輕易掌控，在經濟上蒙神祝福。 

 

始終，普世的人都不配擁有錫安教會這些前瞻性智慧， 

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根本不配得在 Bitcoin 僅僅價值 183 美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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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錫安教會去購買和擁有 Bitcoin，以免這些不配的人常常出現所謂「輸打贏要」的惡習， 

在 Bitcoin 慣常出現 50%暴跌的時候，借故攻擊教會，使錫安教會成員無故受到羞辱。 

  

正因為這些不懂得珍惜和褻慢神的人， 

所以，過往 5 年間，由 Bitcoin 僅僅價值 183 美元開始， 

日華牧師都持續只向錫安教會內部成員發佈 Bitcoin 的內部消息， 

鼓勵弟兄姊妹把握適當時機，在 Bitcoin 和其他加密貨幣每次價格暴升前持續增持， 

賺盡每次價格暴升的好機會。 

  

另一方面，自兩年前，日華牧師研製了數款「錫安劍」耳機，完勝世上所有耳機企業， 

包括至少三個代數的「錫安劍」有線耳機、三個代數的「錫安劍」藍牙耳機， 

及按著計劃，將於今年聖誕節推出的第四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全都是錫安教會成員專屬擁有，只有「錫安劍 II」有線耳機是對外送出， 

讓世人也可以有一個機會，享受「錫安劍」絕世優美的好聲音。 

 

 

  

甚至，於三年前，2015 年 9 月 13 日， 

日華牧師分享到「MWO 多頻震盪器（Multiple Wave Oscillator）」的驚人醫學發明。 

這種已經被隱藏八十年的醫療儀器，是由俄裔科學家尼可夫斯基研發， 

在 1920 至 1940 年代定居法國巴黎期間，在法國多間醫院進行以 MWO 醫治各種疾病的實驗， 

癌症病人每星期只需要使用 MWO 一次，連續使用四星期就能夠痊癒， 

11 年間成功醫治 98%癌症病人，唯有剩下 2%病情嚴重、極之末期的癌症病人未能得到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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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日華牧師為著弟兄姊妹的健康， 

改良及製造了多款 MWO 裝置、MWO 天線、MWO T-Shirt 和 MWO 魔幻盤等， 

這些大幅改善健康的智慧，亦是錫安教會成員專屬擁有。 

 

 

 

始終，世人總是選擇不領情和不珍惜，總是錯失這些從神而來的祝福。 

 

過往，也曾有急病和癌症人士，想透過錫安日報訂購 MWO 天線、MWO T-Shirt 和 MWO 魔幻盤等， 

最終基於保護弟兄姊妹安全的原因，避免不法分子和傳媒借機造謠，為弟兄姊妹增加不必要的攻擊， 

日華牧師也只能夠遵行神的吩咐，選擇婉拒這些非錫安教會成員的訂購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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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一些人，選擇輕慢和攻擊錫安教會， 

令神只容許日華牧師將錫安教會的智慧有限度地給予世界， 

令不懂得珍惜的人，更難有機會得到神賜予我們錫安教會的生活和健康智慧。 

  

大家可以試想，在神眼中，原本普世人都可以白白得到錫安教會無私的付出和幫忙， 

但正因為世上存在一群不懂珍惜、慣性輕慢、埋怨和惡意攻擊錫安教會的人， 

令日華牧師逼於無奈，只可以選擇向內部成員發佈這些資訊及提供實際幫助。 

  

相對地，對於外界，日華牧師只能避重就輕、處處受掣肘， 

有限度地向非會員發佈這些生活和健康智慧。  

試想，普世無故地遭遇這種無奈情況的人， 

身體疾病得不到神的幫助，無法得著醫治而離世。 

  

當 Bitcoin 仍然非常便宜的時候，無法因著錫安教會的實際支援和幫助， 

預早購買、擁有和保存 Bitcoin，甚至，有效地防止 Bitcoin 被盜竊等等。  

這些血又會歸到哪些人的頭上呢？神會向哪些人討這些令無辜人蒙受久病難癒痛苦的罪呢？ 

 

無疑，神正是以非常嚴苛的態度，將全世界的血歸到這些誣衊錫安教會的人和他們子孫的頭上， 

那些過往曾經傷害過錫安教會的人，不單今生會被神審判， 

甚至於永恆中也絕不能逃罪，這是神明確給予的警告！  

 

我們如何能夠在過程中接受到神的策略呢？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小事， 

因教會是由許多小事組合成的，最終變成了整間教會的動向。 

通常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我所用的方法，不會即時思想解決的方法， 

如果事情牽涉到教會的方向和做法，我通常會把它放下兩至三天。 

 

有時候，當我即時去想的話，很多時候是屬於血氣的，是堆砌和籌算出來， 

如果是堆砌出來的話，那麼連作歌也不會做得好，何況是建立教會？ 

因此，當我遇到一件事，發覺那會完全影響教會的方向、動向， 

甚至影響教會步伐的話，我會把它忘記。 

但是一般人未必能做得到，因為你們的記憶力沒有我那麼好， 

於我而言，如果不解決的話，那件事永遠會勾著我的記憶。 

 

有時我會將那件事放下兩天、有時是兩個星期， 

那些和我在微信中一起安排工作的人便會留意到， 

我通常會完全放下，然後兩星期後，突然有一天，便會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甚至那是完全嶄新的，我便會示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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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日華牧師事奉上的傾聽神聲音 

日華牧師教導我們如何面對人生的逆境。 

事實上，錫安教會可說是香港歷史上，受最多攻擊和逼迫的教會， 

幾十年間，猶如置身巨大的熔爐，經歷水深火熱的困境， 

目的就是令整間教會被煉淨成為精金、被神所用，最終被塑造成新婦的樣式。 

 

然而，作為教會負責人的日華牧師，每每是首當其衝，需要面對教會當中大大小小的衝擊， 

雖然如此，日華牧師仍然堅持每星期為我們預備主日、家聚等不同信息，以及不同範疇的研究。 

  

所以，多年間，日華牧師早已有面對大小逆境的秘訣， 

面對問題、困難或逆境時，很多人腦海升起的第一個意念，必然是消極， 

這是我們未心意更新的舊我所產生的答案。 

因為一個負面消息，會對人產生巨大壓力，這份壓力會驅使人出現消極及負面情緒， 

甚至被情緒壓制理智，在血氣下作出消極和錯誤決定， 

令情況更加一發不可收拾、一錯再錯。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我們不可以一生都被第一個升起的消極意念影響、主宰我們一生， 

所以，要不斷學習檢討、改正，除去消極思想， 

讓真理成為我們的主宰，成為我們的習慣 

讓我們即使面對重壓、困難和情緒波動，也不讓舊我出來， 

相反，是讓真理，讓聖靈的答案出來。 

  

然而，日華牧師更進一步，分享他的心得， 

面對逆境或作出重大決定前，不但不會被情緒勝過、不會讓舊我出來， 

甚至，能夠更進一步，在理解整件事情之後，隨即就忘記整件事。 

因為，唯有整件事被遺忘，血氣的情緒才會隨之消失。 

但是，忘記並不等於逃避現實，而是將整件事放在思想的角落，不讓事件影響自己心緒， 

讓自己可以於平靜、安穩當中，等候聖靈所帶來的答案。 

  

再過一段時間之後，突然間就如恩賜運作般， 

於思想中出現一個非常有智慧和創意的答案，甚至可以轉危為機， 

因為這個答案並非憑自己思想，以血氣方式計算出來，而是從神而來，必定遠超人類的籌算。 

  

事實上，日華牧師亦是用同一種方法預備信息， 

花一段長時間作資料搜集和研讀，當研究這題目的所有資料後，隨即就忘掉所有看過的資料。 

但忘掉不代表完全忘記，只是放在思想的角落，當人的血氣消失，聖靈的答案就會出現， 

所以，一段時間過後，思想中就會突然閃過一些念頭。 

 

在這電光火石間的意念，卻可以從神傳遞大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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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提醒日華牧師重看這個題目當中，剛才看過的其中幾份資料、 

以及浮現整套信息的組織、架構和脈絡。 

 

當得著聖靈提醒後，只需簡單寫下筆記， 

已經可以成為一篇精彩絕倫的主日信息， 

甚至，在正式分享時，就必定知道是神帶領， 

因為往往牧師分享信息後，就會出現一系列一日也不偏差的印證。 

因為整篇信息也不是來自人的血氣，而是來自聖靈的提醒， 

既然是來自神的信息，神當然可以預備眾多印證作為配合， 

讓所有人都知道，這絕對是一篇來自神，而不是來自人意的信息。 

 

既然，神將亮光及啟示給予日華牧師的時間，亦掌握在神的手裡， 

那麼，當正式分享的時候，必然是一日也不偏差。 

所以，讓神為我們組織一篇信息，必然比血氣的方式更好。 

  

事實上，聖靈與人的溝通，並不需要花上小時計，長篇大論的逐句說話與人溝通， 

相反，往往閃過的意念，內裡已經包括一個出人意表，同時亦充滿智慧的答案， 

甚或是一套整全的問題解決方案、或是一個新計劃、新動勢。 

 

經過資料搜集、研究及實行後，不單令問題得到解決，並且會出現眾多印證， 

那麼，我們就知道自己行在正確方向，就如神的提示一樣。 

因此，對於一些常常被逆境所勝，在問題出現的時候， 

立即手忙腳亂、被消極情緒壓垮、被舊我情緒主導， 

一錯再錯作出錯誤決定，因而泥足深陷的人， 

一定要作出檢討、改正，甚至學習「三思而後行」。 

不要為了急於平息事件，而憑第一個感覺作出錯誤決定，因為，假如是這樣的話， 

本來希望盡快平息事件，最終卻是越陷越深，問題越挖越大。 

 

唯有我們將血氣放下，我們的舊我才不會成為主導， 

如此，我們心意更新後的思想才能夠出來協助我們， 

甚至，聖靈微小的聲音，亦能夠為我們提供從神而來的最佳答案， 

令我們因禍得福，一生都被神帶領。 

 

這個方法令我一天也沒有偏差地跟從神， 

因為只要到那件事發生的時間，便突然會有一個解決方法，我便用那方法立即做。 

在這多年中，都能夠常常「一箭雙雕」，「連消帶打」地處理很多事。 

最重要的是，這令我多年來，都能跟從神所給予的方向， 

因為教會有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我們分享的信息；第二部分是我們執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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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無論是我們所分享或執行的事情，都是一天也沒有偏差的，都是因為這原因。 

有人問我新的做法是否可行，或者好不好？ 

我一看後，如果那對我們的步伐、時間或資源影響太大， 

可以立即決定。如果那事情是有機會干預整間教會的步伐、時間表及動向， 

我通常都會立即放下，多年來也是如此，在我預備信息上也是如此。 

 

當預備信息時，我會很有層次地看完所預備的資料，並且一定要經過一個時間及一個程序，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小說《倚天屠龍記》中，主角張無忌也是用這個方法來練太極劍， 

內容記載張無忌學會太極劍後便要全部忘記，才能消化當中所學的內容。 

 

 

 

當然，我並不是學效他，最主要是想分享，我發覺不論恩賜運作、信息分享， 

還是教會中的一些動向，我一定要先忘記。 

可是，由於我的記憶力良好，所以忘記不了， 

只是它不會在我腦海中，籌算思慮的部分出現任何註腳，已經離開。 

但是，突然間它又會返回我的思想中， 

有趣的是，當那件事再次回到我的思想中時，會連同解決方案一拼回來。 

 

影片：日華牧師以拼圖方式解決所有難題 

過去 33 年，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一直看見日華牧師每星期永不重複地分享一篇主日和一篇家聚信息， 

由 2004 年開始，更每天分享一篇「栽在溪水旁」的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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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9 年開始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甚至每篇內容都精彩絕倫， 

複雜程度好比需要耗時多年才能夠精心製成的博士論文。 

 

多年來，可能大家都有一個疑問，單憑日華牧師一人之力， 

究竟是如何從神接收如此複雜的啟示，同時又能夠將啟示化繁為簡， 

變成一篇篇深入淺出、極具吸引力、豐富又精彩的信息呢？ 

 

原來，日華牧師是藉著神賜予人類一個接近全能的腦袋，即潛意識， 

再加上傾聽神的聲音，即恩賜運作，以及研讀《聖經》而得的智慧， 

從而源源不絕地誕生眾多偉大信息， 

綜觀整個教會界的歷史，以至全人類歷史，都是無出其右、前無古人。 

 

但是，日華牧師實際上是如何操作的呢？ 

首先，當日華牧師接收到神的啟示或感動，要分享某個題目或信息時， 

都會先抽出《聖經》內所有相關經文，仔細研究每一個字， 

然後盡力搜集及閱讀全世界所有相關的屬靈書籍、雜誌、錄音和影片。 

 

因為日華牧師擁有神所賜過目不忘的恩賜， 

可以將整套信息所需的一切資料記在腦海裡， 

但它們只是一堆亂作一團，沒有次序和方向，更加沒有清晰答案的資料。 

 

好比一幅未開始組合的拼圖，面對上萬塊零散的碎件，根本無從入手， 

而且沒有完成圖可供參考，完全不知道會拼出甚麼， 

甚至許多拼圖碎件是尚未出現，根本無法憑人力完成。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當他將某個題目的所有資料放入腦海後， 

不會如一般外邦人或沒有智慧的基督徒一樣， 

嘗試以人的血氣或小聰明，用自己的方法慢慢拼出答案。 

 

事實上，這正是現今基督教神學的寫照。 

每當他們遇上《聖經》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會嘗試用人的方法拼出一個答案， 

而最終得出的所謂解釋，都與神的原意互相違背，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聖經》的博大精深，根本無法單憑人腦和血氣可以明白和解釋， 

必須加上神的幫助和啟發，才可以得到真正答案。 

 

而日華牧師所做的，與世人或神學家剛好完全相反， 

日華牧師吸收所有資訊後，會在思想意識中完全放下，不再思想， 

然後兩周後，甚至短短一日 24 小時內， 

一幅完整拼合好的拼圖，就會突然在日華牧師的腦中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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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現就是非常完整，甚至缺失的部分，都會全自動補上。 

神所賜的智慧、明白，再加上傾聽神的聲音，即恩賜運作， 

原來可以將世上最複雜和零碎的資訊，重新組合成一個最終極答案。 

 

過去 33 年，包括現今所分享的「2012 信息」， 

例如︰《聖經》中最難解明的經文、行神蹟的秘密、醫治一切疾病的秘密，甚至世上一切千古之謎， 

日華牧師都是藉著這個方法，將所有資訊組合成一幅大圖片，成為一個終極答案， 

並且，所有解釋都不會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相反，卻能夠將一切資料融會貫通。 

 

就如法庭處理一宗案件，雖然有眾多零碎證供，甚或假證供， 

但最終整合而成的真相和事實，永遠只有一個。 

多年來，日華牧師一直用這個方法預備所有信息和行動， 

但日華牧師並非一步登天，第一年已經能夠接收現今分享的「2012 信息」級數。 

起初，日華牧師每星期完成整個程序一次，每次只會出現一篇主日或一篇家聚信息， 

甚至，日華牧師曾經分享過，很多時到了最後一刻，分享前的敬拜讚美時段， 

腦海才出現整篇信息的次序和內容。 

 

到了今時今日，日華牧師藉著多年的撒種、耕耘和栽種的循環， 

今天一瞬間接收的圖片，已經要用超過十小時的分享才能夠令旁人理解， 

出主日時，更要用一年 52 篇以上的信息，才能夠解明他一分鐘所接收的圖片。 

 

就如今篇所分享「萬物定理 Pi Day」的信息，就是一套超過一年的信息， 

而之前的「曼德拉效應」信息，亦是一瞬間出現，變成一套十個月的信息。 

 

另一方面，日華牧師不單在預備信息上，以這種排除所有血氣的方式， 

藉著神的智慧、明白、神的聲音和神所創造的潛意識，整合起最終的大圖片， 

甚至，錫安教會過去 33 年的一切行動和策略，亦是以相同方法誕生。 

 

而結果，錫安教會所有肢體都有目共睹，日華牧師用這個方法策劃的一切行動， 

都充滿神的智慧，總有出人意表的傑出成果，是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程度， 

許多時，甚至要到多年後旁人才能夠明白， 

因為當中所包含的預言性，絕非人類可以做到和預見。 

 

當中的智慧，不單解決人類過去與現在都未能解決的問題， 

甚至包括將來會出現的各種變化和新問題的應變， 

絕對只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啟示、明白和策略才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試以 AOE 中的農民為例，當它來到時是一個農民，然後我把它放置在一旁， 

當它再次回到我思想中時，已經變成了一個騎著馬，並有裝備的遊俠，全部已經打造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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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一個赤裸的問題，完全沒有解決方案，我會暫時擱置， 

但再次回到我的思想中時，卻是問題和整套解決方案一拼回來， 

我就是用這種方法來預備主日信息，以及教會中較大的方案。 

我處理教會的工作、事奉、進程，以及預備講道的做法都很類似， 

但是，許多年後發現，這是最高級的恩賜運作方式， 

當今世上都沒有其他方法比這更強大的了， 

因為，這是最精密、複雜、仔細和無誤的。 

 

就如當我得知一件事情後，我不加思索而將之忘記， 

然後，忽然這事情的整個處理策略、做法、方案和這個問題的內容都一併再次浮現。 

我不是刻意記起，倒是本來要將之忘記，我要做的就是要忘記它，而它卻會突然浮現， 

就如一個農民忽然變成遊俠，騎著馬跑回我的思想中一樣，我能將其掌握了。 

 

多年以來，我的許多做法，單是向別人解釋，都需要不下數小時。 

所以，你決不能憑空於眾多可能性中，思考得出其方法、次序、做法、可行性和替代方案。 

 

大家也知道，這需要花上許多心血，尤其當牽涉策略的時候， 

然而，於許多時候，這種方式卻是最能節省時間。 

忘記一件事情固然容易，於聽到後的數秒間便能做到， 

可是，那記憶再次出現的時間卻不過數分鐘， 

將之分享卻需要數小時之久，這便大大節省了我的時間和腦力。 

 

因此，雖然每天都要處理教會的不同事務，但處理事務的速度、效率和完美程度， 

卻是能使其達到一天都沒有偏差的程度，而且當中充滿印證。 

 

影片：日華牧師事奉上創造新的答案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再次以策略遊戲「世紀帝國 II」為例， 

解釋自己在事奉上遇到各種問題時，如何從神得到啟示，創造出劃時代的新答案。 

 

如同今篇信息的精華短片（VO）提及，日華牧師將所有資訊放入腦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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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訊都是雜亂無章、沒有方向，亦沒有一個有程序和規律的答案。 

可是，為何日華牧師放低所有資訊後，卻會在兩週後，甚至短短一日後， 

腦海中突然出現一個完整又完美，甚至超越時代的答案呢？ 

 

原因很簡單，是來自神賜給日華牧師超自然的恩賜運作， 

不懂得傾聽神聲音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甚至，要達到日華牧師的級數，一分鐘內接收一年的信息， 

更要懂得與策略的靈溝通。 

 

日華牧師以「AOE 世紀帝國」遊戲中的斥候為例，一隻斥候如何升級變為最強的馬兵遊俠呢？ 

 

 

 

這種升級，當然要經過很多階段，過程要使用木、石和金等不同資源，亦要經過長時間的成長， 

甚至，對初級玩家而言是有一定的難度，需要很長時間和閱讀攻略才能夠順利完成。 

假如以恩賜運作方式對比，當我們手上有一隻斥候， 

面前卻是極複雜的升級程序，同時，中間更遺失了一些步驟和做法。 

而恩賜運作的啟示和重整，卻是令遊戲突然出現一個按鈕， 

可以立即將斥候變成遊俠。這種等同出 Cheat 的做法，只有遊戲設計者才能夠做到。 

 

現實中，日華牧師在一瞬間得到一個超自然的答案， 

其實並非一件自然發生的事，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蹟， 

除此之外，亦不可能有另一個解釋。 

 

就如日華牧師早前分享的「曼德拉效應」信息， 

每一次現實的歷史被改寫，都是只有全能神才能夠做到的神蹟， 

全宇宙中，即使靈界的天使和撒但，都不可能一瞬間改變已發生的歷史， 

只有創造天地萬物和創始成終的神才可以做到。 

 

日華牧師可以一瞬間得到的啟示，是能夠解決人類歷史一切問題和千古之謎的級數， 

同樣絕非人類能力所及，不是血氣、物質界或人類智商可以達到， 

而是神給予日華牧師神蹟級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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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這種恩賜運作方式從神得到的終極答案，不單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 

例如︰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信息，或每星期推出一首全新的詩歌，供應今星期的需要。 

很多時神提供的答案，甚至是超時空，在當前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但神卻會與時並進地，同時提供一些工具或科技， 

令不可能的方法變為可能，令啟示所得的答案，最終變為一個完全可行的解決方案。 

 

例如︰2009 年，日華牧師決定將當時分享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放上 YouTube，供全球華人觀看。 

正好是「2012 榮耀盼望第一篇」後，YouTube 突然改變政策，長期上載用戶可以上載的影片長度， 

突然由本來的 15 分鐘上限，變為無限，而 ziondaily.com 頻道，正是合資格的影片用戶之一。 

 

令所有觀眾不需要再間斷地觀看每節 15 分鐘的影片， 

可以一氣呵成一次過觀看兩至三小時，甚至長達四個多小時的信息， 

同時，成為一個與時並進，印證神時代信息所創造的新答案。 

 

又例如︰日華牧師分享「2012 信息」之初，決定分享「48 小時審判」的時候， 

為了令 60 多個歷史個案都具有說服力，決定在舊報紙中， 

尋找不同人物和國家惡待以色列後，在 48 小時內被神即時審判的新聞。 

  

這並非一件簡單的工作，資料員需要到各個圖書館尋找舊報紙的微型菲林， 

甚至已經計劃尋找加拿大教會肢體的協助，到美國大型圖書館尋找相應的舊報紙。 

殊不知，正當日華牧師和資料員計劃展開這龐大工作的時候， 

Google 卻突然推出網上舊報紙翻查服務 Google News Archive， 

令資料員只需要輸入事件的日期、人物、國家和事件內容， 

就可以在數分鐘內找到 48 小時審判的新聞，令這項工作立即變得輕鬆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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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48 小時審判」的時候，早已計劃人類歷史到了這個時刻， 

會出現 Google News Archive 的科技，令我們的工作事半功倍，亦成為一個與時並進， 

印證神時代信息所創造的新答案。 

 

又例如︰1998 年日華牧師得到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啟示後， 

得知所有詩歌的錄製，都必須依循全音域的原則， 

因為刪減部分音域，都會同時刪除神的同在和恩膏， 

唯有全音域才可以保留神的同在和恩膏。 

 

但是，1998 年至 2015 年間，人類尚未發明可以播放全音域音樂的工具， 

甚至，使用音色殘缺的器材播放全音域的話， 

聽眾只會覺得歌曲的音色非常平凡，更會令喇叭出現「爆音」和「拍邊」現象。 

 

意想不到，到了 2016 年，日華牧師突然發現， 

原來早已有人發明出可以播放全音域的鈦晶膜單元， 

終於有器材可以播放全音域錫安新歌的天籟音色。 

  

而世界和巴蘭基於貪婪，在賺錢至上的大前題下， 

根本不可能錄製全音域音樂和製造全音域耳機， 

最終，錫安教會成為世上唯一擁有全音域詩歌和播放器材的群體， 

能夠完全發揮鈦晶膜的全部威力，在音樂和耳機互相輝映下， 

令錫安新歌和「錫安劍」，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最完美的絕配。 

 

「錫安劍」的出現，成為錫安新歌以全音域錄製的全新答案，絕對只有神超自然參與才可以做到， 

因為，假如全音域耳機單元要在一百年後才面世，我們有生之年亦無法看見答案。 

 

 

 

從以上例子可見，當日華牧師以去除人的血氣和籌算的方式，等候神的回應和答案， 

所得的結果都是出人意表，甚至是為了配合將來某個最合適時機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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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用這個方法，大家可以靈活地運用，將之成為個人工作或事奉，都能派上用場。 

但是，這方法的基礎是好的記憶力，若記憶力不佳的人，不好好鍛煉自己的記憶力， 

便會變成常被催促的光景，例如會被說：「我上星期跟你說的事情，你好像沒了一回事般。」 

你卻只能回應：「我真的都忘了，你能否重新說一遍。」這樣便麻煩了，但我卻有好的記憶力。 

 

然而，那是最精密，世上最精密的恩賜運作。因為是整件事和它的作事方案。 

有時候它回來我腦海後，就連其果效都會出現。 

 

 

 

即是這件事，你這樣做的時候，必定有這樣效果，都會回到我的腦海中， 

這是指有時候，那方案分享出來也要數小時的， 

但它卻於五分鐘、一分鐘在我的腦海中閃過，通常也會有這現象， 

所以，這是多年來，我發現是很能幫助我和很有果效的方法。 

 

所以，最後每一個人也和三個人說：「我會用盡我的信心去回應這篇信息！」 

 

感謝主！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都一齊鼓掌和歡呼，去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