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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 年 4 月 15 日分享 

第一章：「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你提及藉著忘記一些暫時未有解決方案的複雜問題，去等候聖靈的幫助，

提供答案，這種方法在世界上是非常嶄新的，沒有什麼人會如此行，確如天馬行空的小說

才會出現，但你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進入這種領域的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45：「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45」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考考大家歷史常識， 

在大家的記憶中，世界上最早出現潛水艇的年代和年份是什麼呢？ 

 

 

 

當然，很多研究歷史的人都會知道大文豪達文西曾於 15 至 16 世紀， 

即大約 500 年前，已提出製造潛水艇的可能性， 

並繪製出想像圖，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潛水艇的文字記錄。 

 

 

 

但在現今現實中，真真正正可以載人並在水底行駛的潛水艇，是何時出現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呢？抑或遠至 150 年前的 19 世紀末呢？ 

 

相信向來有研究各種軍事設備的軍事歷史迷，甚或於大部分人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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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該記得世上最早出現潛水艇的時間， 

大約是 150 至 160 年前的 19 世紀中後期，即約 1850 年開始。 

當時，歐洲列國為稱霸世界，積極進行軍備競賽。 

 

 

 

美國、英國、法國、瑞典、義大利、德國和俄國等， 

積極研發各種現代化軍備，包括軍用潛水艇， 

最終，因為軍備競賽引發數十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其中一段最廣為人知有關一戰的潛水艇的歷史，必定是一戰爆發前的德製 U 型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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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一戰爆發後的 1914 年 9 月，德國以 U 型潛艇伏擊英國補給艦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年間，共擊敗敵國船艦數百萬噸，戰績十分驚人。 

 

 

 

但是，有關潛水艇的發展歷史，極可能已經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原來現今現實中，最早可以載人及在水底航行的潛水艇是在 1620 年首航。 

你沒有聽錯，是 398 年前 1620 年中世紀的英國， 

已經由荷蘭裔英國人克尼利厄斯‧戴博爾 Cornelis Jacobszoon Drebbel 製造了一艘潛水艇。 

 

   

 

戴博爾 Drebbel 根據英國數學家威廉‧伯恩 William Bourne 於 1578 年的著作《發明與設計》， 

參考書中描述的設計製成潛艇。圖中是現代縮小版的複製品， 

潛艇用木材製造，內部以皮革包裹防水，左右兩側有幾對划槳從艇內伸出， 

並以橡膠物料連接，防止入水，尾部則是控制方向的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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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年的記載，這艘潛水艇可以乘載十二位划槳人員。 

並且，戴博爾本身是服侍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沒錯，他正是服侍那位在歷史上， 

授權人們去翻譯《聖經》英王欽定本 Authorised King James Version 的詹姆士一世 King James I。 

 

你能夠想像，這是一件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呢？ 

在人類歷史中，第一艘可以乘載多達十二人，並潛入十二呎水中行駛的潛水艇， 

竟然在距今 398 年前，尚未出現工業革命之前的中世紀， 

已經有人成功製造出來，並且是用木材和皮革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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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Behold, the submarine. But where did it come from? 

看哪，是潛艇，它是從哪裡來呢？ 

 

Meet Cornelius Drebbel, born in the Netherlands in 1572. 

來認識 Cornelius Drebbel，1572 年生於荷蘭。 

 

Cornelius was born into a landowning family, but he wasn’t some idle aristocrat. 

Cornelius 來自一個地主家庭，但他不是一個怠惰的貴族。 

 

At a young age, he became an apprentice to a well-known engraver and alchemist, named Hendrik Goltzius. 

他年輕時成為了一位著名的雕刻家和煉金術士 ── Hendrik Goltzius 的學徒。 

 

Cornelius married and started a family, but he didn’t settle for a life as an engraver. 

Cornelius 結婚並開始了自己的家庭，但他並沒有滿足於一個雕刻師的人生。 

 

Other people caught wind of his experiments with optic lenses and telescopes. 

其他人也風聞他的光學鏡頭和望遠鏡實驗。 

 

And by 1604, King James I of England invited Cornelius to the English court, where he worked on a 

number of inventions. 

1604 年，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邀請 Cornelius 到英國法庭，在那裡他研發了好些發明。 

 

Cornelius proved to be an amazing inventor, but of all his inventions, one is clearly the stuff of genius, the 

submarine. 

Cornelius 確是一位了不起的發明家，但在他所有的發明中，最超卓的顯然是潛水艇。 

 

Cornelius wasn’t the first person to think of a submersible boat. 

Cornelius 並非第一個構思到會潛水的船的人， 

 

William Bourne designed a submarine in 1578, but never built it. 

William Bourne 在 1578 年設計了一艘潛艇，但從未建造它， 

 

Beginning in 1620, Cornelius built a series of submarines, each bigger than the last. 

自 1620 年開始，Cornelius 建造了一系列的潛艇，每艘都比上一艘大。 

 

Cornelius’ submarines don’t look much like modern subs. 

Cornelius 的潛艇不像現代的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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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ere built of wood and leather, and powered by oars.                      

它們是由木和皮革建造，並以船槳產生動力， 

 

Cornelius was secretive, and he didn’t leave many details of his design, but experts think he anticipated 

several problems with submarines. 

Cornelius 對他的設計細節三緘其口，但專家們認為這是因為他預料潛艇會出現一些問題。 

 

Since boats don’t naturally submerge, Cornelius probably used a system of water pumps or ballasts to raise 

and submerge the vessel. 

由於船不會自然下沉，Cornelius 可能使用了水泵或鎮流器系統來使潛艇上升和下潛。 

 

In his famous underwater row from Westminster to Greenwich, he also heated saltpeter, emitting oxygen in 

an attempt to freshen the air. 

在他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到格林威治潛艇之旅，他還加熱硝石來釋放氧氣清新空氣。 

 

The submarine technology was astonishing, but the English army decided it had no real military value. 

潛艇技術確實驚人，但英國軍隊認為它沒有真正的軍事價值。 

 

More than 300 years later, submarines have become crucial tools for research, exploration and military 

forces around the world. 

300 多年後，潛艇已成為全世界研究、探索和軍事上的重要工具。 

 

到了 1620 年和 1624 年，戴博爾更發展出兩種改良型號，並在泰晤士河進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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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又有沒有任何記憶，記得於以往的歷史中， 

有任何書籍、電視節目、電影或教材，曾提及人類在 398 年前的 1620 年， 

有人已經成功製造出第一艘可以乘載十二人，潛入水中的潛水艇呢？ 

 

並且，原來在 44 年前的 1974 年， 

一齣以三百多年前 17 世紀為時代背景的電影《劍客群英會》（The Four Musketeers）， 

已經使用了戴博爾 1620 年的潛水艇作為電影道具和情節。 

 

 

 

電影片段： 

Well, what do you say my Lord Buckingham? 

白金漢公爵，你覺得怎樣? 

 

If God had intended us to swim underwater, he would’ve given us fins. 

如果上帝想讓我們在水裡游泳，祂會賜我們鰭。 

 

Oh… 

哦⋯⋯ 

 

If, if I go to break the siege of La Rochelle, we shall go in old good English ships. 

若我要去衝破拉羅謝爾的圍困，我們將乘坐舊式的英國船。 

  

但是，你以往曾否見過或聽過 1620 年戴博爾製造的潛水艇，出現在任何電影或電視媒體呢？ 

並且，在現今現實中，大家又是否知道，潛水艇第一次在戰場上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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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嘗試攻擊敵方艦艇的年份，是哪一年呢？ 

 

 

 

答案是距今 242 年前，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年份，即美國立國的 1776 年，當時正值美國獨立戰爭， 

美國耶魯大學的大衛‧布希奈爾（David Bushnell）， 

建造了一艘海龜號 Turtle 的潛水艇，內部僅容納一人操作方向舵和螺旋槳。 

 

 

 

同年，海龜號企圖攻擊英國皇家海軍老鷹號(HMS Eagle)，但最終行動失敗。 

你以往又曾否從任何途徑，聽過早在美國獨立戰爭的 1776 年， 

美國已經使用可以進行攻擊的潛水艇，在戰場上進行實質的攻擊任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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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片段： 

And this is it. The Turtle—the first submersible used in recorded underwater combat. 

就是它，「海龜號」 ── 史上第一艘用於戰爭的潛水艇， 

  

Bushnell's plan for the Turtle was to sneak up on the British enemy ships moored in New York Harbor. 

Bushnell 安排「海龜號」偷襲泊在紐約港的英國軍艦。 

  

The vessel had lots of weighs in it to help it sink into the water, and underneath the base, there was a ballast 

tank, which would be filled with water. 

潛艇內有很多重量使艇下沈，潛艇底部有一個壓載水艙，讓水進入， 

 

And the operator, a man called Ezra Lee would pump the water in and out of the tank to help sink to the 

right depth. 

駕駛員 Ezra Lee 會用水泵打進和排出壓載水，使潛艇下潛至正確的深度。 

 

如果你以往從未聽過，原來現今現實中， 

人類早在近四百年前已經成功製造了潛水艇的歷史， 

並在 242 年前已經正式將潛水艇應用於戰場上，你並不孤單， 

因為潛水艇的歷史，極可能已經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潛水艇出現的年份，比我們以往所認知早了至少 230 多年。 

 

第二個個案，是關於一種常見動物，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 

出現了以往大部分人從未見過的新顏色品種， 

這種動物可說是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牠就是蜥蜴。 

 

相信很多錫安教會弟兄姊妹都知道，日華牧師和部分教會領袖，例如傳威策略家， 

曾經有幾年非常喜愛飼養各種不同類型的蜥蜴。 

曾飼養過的品種包括：非常流行的美洲鬣蜥 Iguana，又名綠鬣蜥， 

還有鬆獅蜥、變色龍、俗稱五爪金龍的水巨蜥和尼羅河巨蜥等等， 

亦曾飼養過各式各樣的大型蜥蜴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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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華牧師亦詳細研究過所有關於蜥蜴的資料。 

 

 

 

如果你也曾經飼養過蜥蜴的話，現在就考考大家有關蜥蜴的常識， 

你曾否見過一種青藍色的美洲鬣蜥，稱為藍岩鬣蜥呢？ 

藍岩鬣蜥（學名：Cyclura lewisi）是美洲西加勒比群島的大開曼特島（Grand Cayman）上， 

一種瀕危蜥蜴。以往，牠們被列為古巴鬣蜥的亞種，2004 年因遺傳基因差異被重新分類為獨立物種，

是最長壽的蜥蜴之一，可以生存長達 69 歲。但是，大家以往曾否從任何媒體中， 

見識過顏色如此獨特的藍岩鬣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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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色譜裡，這種獨特的顏色是介乎藍色和綠色之間， 

一種稱為青色 Cyan 的顏色，非常近似四色印刷所用的其中一種顏色。 

但是，即使是曾經非常喜愛飼養蜥蜴的日華牧師， 

在上星期看見這種藍岩鬣蜥時，都表示從未見過顏色如此獨特的蜥蜴。 

你以往又曾否見過這種青色的藍岩鬣蜥呢？極可能，這種藍岩鬣蜥的存在， 

是因為現實出現了「曼德拉效應」，才導致現今的新場景出現這種品種。 

 

第三個個案，是一種香港和東南亞常見的熱帶生果， 

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一種我們以往從未見過的顏色。 

 

 

 

這種熱帶生果是榴槤（學名：Durio zibethinus），別名麝香貓果，是錦葵科榴槤屬植物， 

一般認為原產地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目前在泰國、越南和中國等地都有種植。 

 

榴槤在東南亞被譽為「水果之王」，擁有獨特的氣味和帶刺外殼， 

果實可以成長至 30 厘米（12 英寸），直徑達 15 厘米（6 英寸）， 

形狀多數是長橢圓形或圓形，外殼是綠色帶棕色，果肉則是淺黃色。 

 

但是，大家曾經見過紅色果肉的榴槤嗎？ 

現今現實中，紅色果肉的榴槤是真實存在， 

產自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三國的婆羅洲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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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榴槤需要種植四至六年才能結果，並有多個品種， 

有些品種味道香甜，類似泰國金枕榴槤，有些品種則是焦糖味。 

但是，大家以往曾否聽過或見過紅色肉的榴槤呢？ 

極可能，紅色榴槤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 

 

第四個個案，同樣是一種常見生果的顏色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 

而出現了一種大部分人以往從未見過的顏色品種，這種生果就是檸檬。 

 

考考大家的常識：究竟檸檬有多少種不同顏色呢？給大家五秒時間想一想。 

好！相信大家都能夠數出來，檸檬除了最常見的鮮黃色之外，亦有另一種青綠色的青檸。 

 

 

 

但是，現今現實中，原來還有一種橙色的檸檬！ 

沒錯，大家沒有眼花，也沒有弄錯，的確是有橙色的檸檬。 

大家以往曾見過橙色檸檬嗎？在現今現實中， 

原來橙色果皮的檸檬一直存在，稱為北京檸檬或美雅檸檬（Meyer Lemon）。 

 

 

 

它是檸檬和柑橙類的雜交種，底部無明顯突出， 

果皮光滑，油胞大而且明顯下凹，果皮不容易剝離， 

檸檬味較弱，但有一股淡淡橙香，一般用作烹飪料理。 

 

可能你會想：只是我見識少、孤陋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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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過這種只在外國售賣，香港比較少見的橙色檸檬而已。 

如果你是這樣想，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於現今現實中，橙色的北京檸檬是非常普遍， 

甚至，當你今時今日到香港各大超級市場，都可能會見到這種檸檬。 

 

如圖中所見，香港大型超市就可以買到產自生果名牌的「新奇士」橙色檸檬。 

 

 

 

並且，根據現今歷史記載，這種北京檸檬的原產地是中國北京， 

早在 110 年前的 1908 年，已經被一名美國農業專家 Frank Nicholas Meyer 由中國引入美國種植。 

 

 

 

所以，現今現實中，這種橙色檸檬不單是北京獨有， 

而是世界各地都可以買到的量產生果。 

但是，以往你曾否聽過或見過這種橙色的北京檸檬呢？ 

這種橙色檸檬品種的存在，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突然出現在現今現實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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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主日回顧 

於上星期，於完結「曼德拉效應」信息後， 

主日播映之前「萬物定理 Pi」答問篇當中一條問題的後半部分。 

 

問題一︰日華牧師提及，四個動勢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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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極終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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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答問的後半部分，日華牧師分析， 

雖然於現時，我們事奉上要親力親為，甚至像是萬能、百搭一般，擔當不同崗位， 

原因是於將來，當教會擁有無限資源時，我們就可以成為領袖，帶領眾多的團隊一同事奉。 

  

原因，我們將要見到的大復興，當中的變化將會很迅速， 

是其他教會所應變不了的，甚至望塵莫及。 

所以，神要預備我們，讓我們多才多藝，唯有這樣，才可以適應當中的變化， 

甚至，成為所有教會各個領域的最高標準，成為世人的終極榜樣。 

 

 

 

因為日華牧師相信，不單只是四個動勢，其他神所給予我們的東西，也是超越地上所有人所擁有的， 

就算是恩賜運作，我們也遠遠拋離以往的神蹟佈道家，原因是我們懂得撒種和耕耘。 

所以，於這段耕種的時間，讓我們好好的預備，因為，當有一天， 

神將讓我們擁有難以想像的豐收，足以帶起大復興。 

  

原因，唯有我們成為新皮袋，容載大復興， 

我們才可以賺取到資格，成為用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可以坐上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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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於當中，我們亦只是小孩。因為新婦還未嘗試過以鐵杖轄管列國， 

所以，於被提後，才會成為一名小孩，返回歷史之初，以鐵杖掌管萬國。 

 

 

  

因此，我們的最後考驗和大復興，正好就是將來的新婦回到過去為我們預備的， 

既然，是新婦為我們預備整個歷史以及各種資源，使之成為我們的助力， 

因此，假如我們是新婦的話，我們就定必能夠追得上及完成大復興。 

  

問題二：日華牧師剛才教導到策略。最近的精華短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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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牧師是怎樣接收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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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策略，可以一箭三鵰，解決所有的問題呢？ 

  

答：我們面對的衝擊比一般教會大得多， 

當中需要眾多的變化、做法和策略，是其他教會不會面對到的。 

但於過程中，我們怎樣能夠完全在神的掌管下呢？ 

  

日華牧師分析，當事件發生之後，假如急於處理及解決的話，很多時，也會屬乎血氣， 

因此，日華牧師通常將一些涉及教會的方向，或影響教會的事件， 

首先會放下兩至三天，甚至把它忘記。 

但一段時間後，突然間，這些問題會帶著一個整全的解決方法回來。 

由於解決方法及出現時間也是從神而來， 

因此，令日華牧師可以一天也沒有偏差地跟從神， 

並且，這些解決方法是非常嶄新及有智慧的。 

  

事實上，日華牧師亦是用這個方法去預備信息， 

就是當研究有關題目的所有資料後，隨即忘記當中的內容， 

一段時間後，整篇信息就會突然間整合好及浮現於思想當中， 

原來，這就是最高級的恩賜運作方式。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萬物定理 Pi 答問篇。 

 

第一章：「萬物定理 Pi」答問篇 

問題一：日華牧師，剛才你提及藉著忘記一些暫時未有解決方案的複雜問題，去等候聖靈的幫助， 

    提供答案，這種方法在世界上是非常嶄新的，沒有什麼人會如此行，確如天馬行空的小說 

    才會出現，但你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進入這種領域的呢？ 

 

答：原因，當我作一件新的事情時，我會嘗試許多細微的更改，導致它會更完美（Perfect）。 

正如在我們教會中負責剪輯聲軌的肢體便會知道，是需要慢慢編輯、修改。 

在我開始事奉時，我嘗試學習許多種方法修削我的講道， 

誠然，內裡有一些是根基性的，即時實行便已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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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卻沒有果效，譬如：我將查考的所有資料，組織變成一篇講道， 

但發現許多方法也沒有果效，甚至愈花時間便愈沒有果效。 

甚至，曾經我有一段時間發現兩星期預備一篇信息， 

也不及我花一星期預備得那麼好，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一個方案，只需一星期時間預備便可，就是要先忘記這篇信息。 

就是經過查考後便會先忘記，然後隨著我腦裡的潛意識去組織、運算， 

突然間整篇信息的總綱就會浮現出來，然後我再按著總綱去做， 

這樣，我既容易分享，人們亦容易明白。 

 

 

 

但我若是花上兩星期去預備，就是用一星期不斷看資料，再用一星期去組織， 

然後試試用不同方法去組織，像是試試組合不同重點分享的先後次序， 

又或是在分享這一點時附加一些內容，但結果，我發覺這種堆砌方式是不可行的。 

 

因為，原來我們的魂，當達到某程度的超頻便會燒燬， 

腦部運算到某一些複雜程度就會「當機（即腦海一片空白）」，並且會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預備的所有信息，都同樣會導致別人當機。 

所以，也許你曾聽到一些人的分享，他上台分享 15 分鐘你便會睡著、當機， 

因為當他上台分享時，分享的首 5 分鐘你已經要用力支撐著， 

到 10 分鐘你便會撐不住而當機， 

這是因為他那 15 分鐘的分享是用製造當機的方法預備出來的。 

 

影片：日華牧師預備每篇主日信息的方法（魂的忘記與傾聽神的聲音） 

日華牧師繼續解答資料員的提問，分享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地， 

由起初兩星期才能夠預備和分享一篇主日信息， 

到後來可以每星期預備一篇信息，之後就年復年不斷超頻加速， 

今時今日，牧師只需一分鐘，已經可以接收超過十小時的信息， 

並且分段加入精華短片（VO）在主日播放時，更會變成一套超過一年的主日信息。 

 

就以今日所播放「萬物定理 Pi Day」信息的下半部分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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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Day 本身已經是一套超過一年時間，每星期播放一篇的主日信息。 

一分鐘就能夠從神接收一套長篇整全信息，不單是前無古人、歷史從未見過的級數， 

甚至現今的現代社會，亦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做到。 

究竟，這種內容豐富得近乎瘋狂的主日信息，日華牧師是如何接收和預備的呢？ 

 

其實，早在三十多年前，當日華牧師在早已經倒閉了多年的新蒲崗真道教會幫手事奉時， 

大約每隔一星期負責分享一篇主日信息，而另一個主日就由教會的主任牧師分享。 

 

 

 

當時，日華牧師尚未懂得純以恩賜運作方式接收從神而來的信息， 

他會用一星期時間，研讀兩星期後他希望在主日信息分享的某個題目。 

 

第一個星期，牧師會先集合和閱讀所有相關經文， 

閱讀和研究市面上所有能夠買到的相關屬靈書籍，並看完所有資料。 

 

到了第二個星期，牧師就會開始將所有研究過的經文和書籍，整合成為一篇主日信息， 

信息中每個例子、每個笑話，每一段、每一句的轉接， 

都是以逐句，甚至逐字方式，絞盡腦汁建構出來。 

 

就如工人用磚頭建造一間房屋，將一塊磚頭疊在另一塊磚頭上慢慢建造出來。 

亦好像玩拼圖遊戲，每一塊拼圖碎片都要藉著非常緩慢的觀察和對比， 

才可以找出應有的位置，整合出一幅完整的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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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日華牧師未懂得藉著恩賜運作方式，從神接收信息的整全圖片之前， 

往往要用兩星期時間，包括一星期作搜集和研究，再用另一個星期去整合， 

才可以完成一篇主日信息的預備。 

 

因為世上從未有人將他讀過的資訊整合為一篇完整信息， 

所以，日華牧師往往要花整整一星期，才可以把雜亂無章的資料，整合成一篇有條不紊的信息。 

 

過程中，日華牧師會完整地將整篇信息在腦海中進行多次運轉， 

看看每個起承轉合是否順暢，令會眾能夠明白而不會混亂， 

當有不順暢和令人不明白或誤會的地方，日華牧師就會不斷修正，直至完美為止。 

 

後來，新蒲崗真道教會的主任牧師， 

有時會突然要求日華牧師分享完一篇主日信息後，下星期再繼續分享多一篇信息。 

事實上，在這種突發的情況下，日華牧師用一星期時間搜集和研究所有資料後， 

已經沒有另一個星期的時間，將所有資料細心整合成另一篇信息， 

所以唯有孤注一擲，所有已經研究過並記在腦中的資料， 

不再用意識思考、不以人的思想和魂的力量去整合， 

而是藉著方言禱告把整篇信息的資料完全拋諸腦後。 

 

因為日華牧師完全倚靠神，神蹟就因而誕生， 

當他從腦海中把信息放下，往往 24 小時後， 

神就會突然在他腦海中，將這星期閱讀過和研究過的所有資料， 

整合成一幅整全、有意義、有齊完整次序和轉接，拼合好的大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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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以這種方式分享所有資料，對比以往用人的思想，以兩星期時間精心整合的信息而言， 

這一種在腦中突然出現的信息的完整性，以及每個思路的連接都更豐富和細緻， 

條理和結構都更複雜，卻又更清晰和順暢。 

每個部分都是渾然天成，令會眾聽信息時會一路被帶動， 

由一點跳到另一點，由一分鐘跳到下一分鐘， 

就好像一本精彩的小說，直至完結都一氣呵成， 

不會因為不明白而在聽信息途中迷失了，相反，會眾聽起來更會覺得比以前輕鬆。 

 

並且，對比人腦用整整一星期整合的信息而言，腦海一瞬間閃出的信息能夠兼顧得更全面， 

在單單一篇信息中，就能兼顧不同年齡、性別、學歷和階層的會眾需要， 

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和集中力，達致更好的效果。 

 

當日華牧師發現，藉著方言禱告加上完全忘記信息的所有資料， 

卻能夠一瞬間誕生出一篇比用盡人腦思考一星期更精彩絕倫的信息後， 

還以為只能延續一、兩年，過後就要重新以堆砌方式慢慢組織一篇信息。 

結果，日華牧師萬萬想不到，當開始用這種排除人血氣的方法預備信息後， 

不單每次都能夠源源不絕地誕生新的信息，並且接收的信息也越來越長、越來越複雜。 

因此，日華牧師發現，這一定不是人類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做到， 

每次接收的信息都是一件神蹟，是來自神啟示的恩賜運作。 

 

這種以方言禱告加上完全忘記所有資料的預備信息方式是絕對超自然， 

就好比一個人要拼合一幅一萬塊完全散開、亂作一團的拼圖， 

但這人只要看一看每一片尚未拼好的碎片後，甚至從未見過拼好後的完整圖片， 

就已經能夠在一分鐘內將一萬塊拼圖砌好，知道每一塊碎片的應在位置， 

以人類的力量，怎會有這種可能呢？ 

然而，日華牧師現今分享「2012 信息」的複雜程度，遠比以上例子的難度高出很多倍。 

 

但是，起初日華牧師並不知道這是來自神蹟，還以為只是人類腦袋的機能之一， 

因為日華牧師實在是用了整個星期去閱讀和查考所有資料。 

直至數年後，才發現原來世上只有他一個人能夠這樣整合信息， 

並且每星期源源不絕地有新的啟示，他才知道是神給予這種一瞬間的啟示， 

甚至，日華牧師所查考的經文和閱讀的書籍，都完全是神安排， 

才會令過去 33 年的每篇主日信息，無論題目、內容、長度，都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所以，多年來我發現到，我用兩星期預備的信息，及不上我用一星期預備的信息那麼好。 

過去，在我的事奉過程中，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是兩星期分享一篇主日信息， 

就是當年幫助新蒲崗真道教會的時候，那時是每兩星期一次的幫助他們， 

即是分享完一篇信息，接著的下星期便不用我分享，所以，我會立刻預備兩星期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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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我發現，有時候，接續的下星期亦是由我分享， 

那麼，我一下台便要立刻預備下星期的信息。 

由於我一直以來都是以六天時間去看筆記、看資料、查考不同的字眼及經文， 

因此我只有一天時間去組織。 

 

過去，我都是要花上整個星期來進行組織，在那麼多的資料當中， 

我會嘗試不同的編排、不同的分享方法，加插不同的內容， 

在 intro（引言）當中找數個笑話，諸如此類，找數個偉人的格言放進去，去預備一篇信息。 

 

 

 

很多時這還要按照著外面所謂神學，教你預備信息的方法去做。 

 

 

 

反而當得一星期時，我發覺我用六天去預備，然後用一天完全忘記它， 

方言禱告，接著突然整篇信息入了腦中，我就記下它。 

這還更精彩，更 flow（流暢），人們聽時更精神，整篇信息由我分享第一句至最後都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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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就發現了這個方法，原來，於過程當中，用潛意識是有幫助的。 

到後期，我在想：若加入方言禱告又會如何呢？ 

我發現，加入方言禱告就可以更快組織信息內容。 

假如我只是全日聽詩歌，八個小時，很多時都不可以組織到整篇信息， 

但如我方言禱告，有時快的話，半小時就可以整篇組織出來，並且神以更短時間與我溝通。 

 

 

 

影片：方言禱告助長傾聽神的聲音和幫助日華牧師預備主日信息 

日華牧師分享到，日常生活裡藉著方言禱告，能有效地助長基督徒傾聽神的聲音， 

甚至幫助日華牧師預備主日信息。 

 

哥林多前書 14 章 14-15 節：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這卻怎麼樣呢？ 

我要用靈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聖經》非常明確指出，當我們用方言禱告，對於我們的悟性， 

即是我們的明白、理解力、構思、籌算、理智及邏輯等是沒有果效， 

但是對於靈裡卻帶來極大的造就，在心靈裡講出各樣奧祕。 

 

哥林多前書 14 章 2 節：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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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過往 33 年，日華牧師發現其中一種最有效傾聽神的聲音 Rhema 和預備主日信息的方法， 

就是一邊播著詩歌，一邊不住有效地方言禱告，享受方言禱告的過程，沉醉在聖靈的同在， 

好處是可以癱瘓悟性和來自人意的意念。 

 

這時，日華牧師就可以容讓自己的潛意識與聖靈溝通，依賴聖靈在心靈和潛意識裡說話， 

如此，潛意識進行的運算，就能夠發揮出巔峰的才能。 

  

日華牧師發現，過往 33 年，當他每星期不斷查考大量《聖經》、屬靈書籍和研究相關資料， 

到了星期六就全日禁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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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他腦海裡就會超自然地將極複雜的總綱，剎那間組織起來， 

從而，架構成一篇完整的主日信息大綱。 

在極短時間的方言禱告內，接收神 Rhema 的密集程度， 

往往是數小時計的主日信息才能夠全數分享。 

 

日華牧師會按著從神而來的啟示，以及超自然組織起來的信息大綱， 

補上細節，成為一篇非常完整及豐富的主日信息。 

不單令人最容易明白和吸收每篇信息裡極複雜的《聖經》啟示， 

同時，亦輕易被聖靈帶領，在最適當的時間按時分量，分享出最重要的資料， 

成為連一日也不偏差的 Rhema，被神完全帶領，是神給予當世代的話語。 

  

日華牧師事奉初期，尚未誕生「錫安劍」耳機前， 

往往要聽八小時詩歌後，整篇主日信息的概念才會出現， 

後來，每次安靜和聽詩歌的時候，加入方言禱告， 

最快半小時、甚或一分鐘內，就會完全浮現主日概念， 

組織成一篇非常豐富和精彩的主日信息。 

  

日華牧師事奉初期，開始懂得加上方言禱告幫助自己預備主日信息後， 

當每星期不斷研讀、查考和研究海量雜亂無章的資訊， 

包括：大量《聖經》、屬靈書籍、相關資料、每個字的意思和每節經文的歷史背景等， 

每當查到有用的資料和內容，就會將重點及內容的出處和頁數寫在單行紙上， 

而這一頁單行紙，就成為計劃分享的其中一份重點筆記。 

  

如是者，日華牧師每星期的枱面上，總會有無數未經仔細組織和整理的筆記， 

成為日後計劃分享的主日信息內容和重點。 

到了星期六，日華牧師就會全日禁食、聽詩歌， 

加上方言禱告，目的是盡量忘記這五天查考和研究的海量資料， 

癱瘓任何來自人意的意念，專心仰賴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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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加上方言禱告後，最快半小時、甚或一分鐘內，腦海就會剎那間浮現一套完整的主日大綱， 

將面前一頁頁雜亂無章的筆記、各式各樣來自不同範疇的資訊，超自然地組織起來， 

成為一篇充滿豐富啟示、精彩絕倫的主日信息。 

  

於是，靠著聖靈的幫助，日華牧師重新組織並寫下這些骨幹，為每個段落的重點加以補充， 

就完成過往 33 年來，每篇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主日信息內容。  

 

 

 

日華牧師就是這樣透過聽詩歌和方言禱告， 

令自己輕易捕捉從神而來的靈感和聲音，領受到神的信息。 

  

實在，日華牧師能夠每星期源源不絕地，分享一篇接一篇完全嶄新領受和啟示的主日信息， 

對於普世最著名的事奉者和牧師來說，都是絕不容易，近乎不可能，絕對是神蹟。 

沒錯！弟兄姊妹能夠每星期從日華牧師身上，聆聽到一篇篇絕不重複、滿有啟示的主日講道， 

根本就是一項神蹟，是過往基督教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即使已故著名佈道家葛培理，能夠一年裡分享數次感動人信主的佈道， 

也需要透過幕後一隊強大的智囊團，葛培理佈道協會（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整隊神學家、《聖經》教師和牧師等，為他組織台上每篇講章。 

但是，藉著幕後這支強大研究團隊，葛培理一生 99 歲的佈道分享，也僅僅只有數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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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日華牧師 33 年的事奉，單是絕不重複、完全嶄新的主日分享已經多達 1,700 多篇， 

這個數字還未計算 33 年來絕不重複的家聚信息、全職講座、一對一門徒講座， 

以及自 2004 年 3 月 8 日，超過 14 年來，每日上載於《錫安日報》的靈修分享「栽在溪水旁」。 

單是「栽在溪水旁」的分享已累積超過 5,100 多篇，實在是基督教界前所未有的神蹟！ 

  

然而，日華牧師補充，既然他能夠將方言禱告應用在世上最艱難的範疇 —— 主日講道上， 

那麼，其他工作，如創新、作歌、編曲、大型聚會和節目統籌等， 

需要具備天份的不同崗位上，或作為學生和職員的弟兄姊妹， 

需要面對功課、搜集大量資料做 Project、寫作大學論文和其他演講 Presentation 等， 

方言禱告必然同樣大派用場，讓聖靈增益個人的屬靈才能，以至綽綽有餘。 

 

意即如我不用方言禱告的話，有時出來時， 

要半小時才 download（下載）到整篇信息，讓信息於腦中寫出來。 

但如果用方言禱告的話，五至一分鐘就可，雖然坐下寫往往都要三小時， 

這樣，我就慢慢理解方言禱告的功效，我理解其「充電」的能力。 

 

影片：方言禱告與充電原理 

馬可福音 16 章 17 節：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聖經》清楚記載：方言禱告對於我們的悟性是沒有果效。 

那麼，大家有否認真思考過，為甚麼主耶穌會應許賜下聖靈， 

從而讓基督徒靠著聖靈擁有說方言、方言禱告的恩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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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方言禱告不是對著人說話，而是對著神說， 

所以沒有人能聽出來，然而在人的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奧祕。 

故此，神提醒我們要以方言在聖靈裡不斷地禱告。 

 

猶大書 1 章 20 節：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告⋯⋯」 

 

甚至，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亦強調基督徒要方言禱告， 

他自己亦非常著重，形容自己的方言禱告比整間哥林多教會還要多。 

可想而之，對於使徒保羅的事奉而言，方言禱告是多麼重要。  

 

哥林多前書 14 章 18 節： 

「我感謝神，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既然，方言禱告是如此重要，而普遍靈恩教會也有聖靈充滿、說方言等習慣， 

究竟，方言禱告的真正威力是甚麼呢？  

為何普世靈恩教會的基督徒，屬靈生命都沒有力量，仍然常常軟弱犯罪呢？   

為何日華牧師僅僅花一分鐘時間方言禱告，已經產生龐大的屬靈力量呢？  

究竟，聖靈充滿和說方言，是如何與基督徒的生活產生連繫和誕生果效呢？ 

  

日華牧師分析，其實很多人都未能理解方言禱告的真正威力和竅門， 

其實原理就如充電，基督徒只要正確運用， 

自自然然就能夠在生活上觸發聖靈超自然的幫助和能力。 

 

 

 

只是，按著屬靈充電的原理，方言禱告並沒有一個依據，去察驗功率（Power）和果效， 

更沒有方法顯示方言禱告產生出來的功率（Power）數值。  

  

日華牧師卻發現，只要持著信心和正確方法，有效運用方言禱告， 

僅僅一分鐘時間的方言禱告，已經可以產生極龐大、源源不絕的屬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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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的事奉和預備每篇主日信息、家聚信息、「栽在溪水旁」和全職講座等等， 

只要花一分鐘時間方言禱告，已經可以觸發超自然的智慧和恩膏， 

幫助他處理每星期各式各樣的事奉和分享。 

  

聖靈透過方言禱告給予的智慧和策略，都具有極高的理性和邏輯水平， 

令日華牧師的事奉排除萬難、一日千里，甚至達至連一日也不偏差的程度。 

日華牧師發現，只要一分鐘極高質素的方言禱告， 

按著屬靈充電原理，已經能夠為我們的靈命充滿聖靈力量，令事奉擁有源源不絕的超自然供應。 

  

只是，我們必須明白，聖靈充滿和說方言最主要的目的，是達至靈裡生命充電的果效，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必須理解容量的重要性，就是我們靈裡和內心的恩膏容載量。 

換句話說，短短一分鐘的方言禱告，絕對足以令我們的靈命充滿力量， 

但我們必須花時間造就和探究，究竟自己內心的恩膏容量是否足夠呢？ 

  

內心容量來自我們一顆善良的心， 

即是我們的內涵、愛心、付出、憐憫、饒恕、謙卑、順服、事奉上的單純動機、誠實正直等， 

這些都能夠有效擴展我們內心的容量，就是每次一分鐘方言禱告和聖靈充滿時， 

如充滿電讓恩膏充滿的地方。 

  

一個毫不自私的人，總比自私的人擁有更大的內心容量， 

盛載聖靈更龐大的恩膏和祝福，《以賽亞書》提到神悅納一種「鷹的禁食」， 

就是讓我們更有憐憫的心、擴展善良的心、改善自己心田的容量。 

因為我們在事奉、恩賜運作、醫治病人和日常生活上， 

能夠觸發聖靈能力，得著源源不絕的聖靈祝福和供應， 

都是來自內心容載了指定份量的恩膏和屬靈祝福。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擴大內心的容量，另一方面，也要讓聖靈如充電般， 

充滿內心的總容量，兩者都必須注意和認識。 

然而，為何日華牧師會知道一分鐘高質素的方言禱告已經足夠呢？ 

 

答案非常簡單，日華牧師最初期學習講道和分享真理， 

尚未懂得全面運用方言禱告和聖靈充滿的時候， 

有時需要用八小時連續不斷聽詩歌和安靜， 

才可以為靈命充電，得著屬靈力量，靠聖靈組織每篇主日信息， 

 

有時在相同屬靈事奉中，即使全日超過十小時禁食、聽詩歌、悟性禱告等，都未能得到滿意果效。 

但是，當加入一分鐘高質素的方言禱告後，剎那間心靈就充滿力量， 

如同他年復年、日復日連續聽八小時詩歌的水準。日華牧師擁有年復年的經驗， 

輕易就能夠衡量屬靈恩膏和功率的差別，發現事奉果效出現顯著改善和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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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過往日華牧師每次預備帶領主日聚會， 

都會在禱告中接收恩賜運作和「Call 位」叫出病人的位置等。 

日華牧師未懂得加入方言禱告之前，若是有神的感動， 

往往需要額外再用數小時聽詩歌、安靜自己，接收每個恩賜運作的資料， 

但是，自從加入一分鐘方言禱告後，接收恩賜運作資料的功率就明顯更快、更仔細和準確。 

  

因此，日華牧師意識到，方言禱告不需要冗長和浪費時間， 

只要用得其法 ── 明白正確方法和竅門， 

持著一顆清潔、單純的內心，以堅毅的信心和時常順服神聲音的態度， 

只需一分鐘優質的方言禱告，就足以為靈命、生活、事奉、恩賜運作各個層面充滿電。 

這種屬靈發現，完全推翻普世無知事奉者的誤解，以為超自然的恩賜和能力， 

往往需要長達三小時以上的禱告和全日禁食。 

雖然他們並非不信，而是小信，以為三小時的方言禱告才可以擁有能力， 

但日華牧師的事奉，卻證明僅僅一分鐘優質的方言禱告，已足夠產生驚人威力， 

根本不需要將方言禱告限制一定要三小時以上。 

  

日華牧師親身經歷方言禱告為他的事奉和講道分享，帶來驚人的果效和能力， 

在思考力、智慧和策略上，擁有驚人的洞察力和高瞻遠矚的智慧。 

日華牧師分析及提醒，既然他在最高深和最困難的講道分享上， 

已見證方言禱告的威力，能夠一點也不偏差地捕捉神的心思和聲音， 

傾聽神聲音的密集程度、時間長度、精細準確度都非常講究。 

 

更何況，現時弟兄姊妹只是運用於日常生活、恩賜運作和其他簡單事奉的範疇， 

只要我們擁有十足的信心，透過一分鐘方言禱告， 

絕對可以為弟兄姊妹帶來無窮的供應和支援，為屬靈生命充電！ 

 

我這樣慢慢一次又一次的微調。到後期，當決定教會策略性事工，都一定會用上這方法。 

因為對於策略性事工一定要有以前過去的記憶， 

關於這間教會能夠做到，不能做到；誰能做到，誰能幫手， 

加上資源上的記憶，然後才可知道新方案可以如何處理。 

 

但這就如組織一樣，所以，當我發覺用這方法，同樣丟空了它的時候， 

起初我嘗試用方言禱告，但發現行不通。  

原來，在你處事的時候，丟空後再用方言禱告是沒效的。  

除非你將它完全丟空數天，甚至是數個星期才可以。  

 

影片：制訂教會方向與魂  

日華牧師分析他是如何藉著「忘記」，也就是放下血氣的干擾， 

去得著屬神的智慧去解決教會當中所發生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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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日華牧師已經分析過，他是用「忘記」，去預備信息， 

就是當他預備主日信息時，他於同一個星期，會憑聖靈的感動去發掘一些資料，研究一個題目， 

而當他閱讀完這個題目的所有資料後，他就刻意去忘記， 

不憑眼見、不倚賴自己的血氣和聰明去組合一篇信息， 

相反，他將這些資料放於思想的遠處，當過一段時間之後， 

整篇信息就會以完整的架構出現於日華牧師的腦海當中， 

這就是日華牧師將主日信息交托給神的方法。 

  

然而，主日信息的內容，亦是有一個範圍，就是日華牧師於同一個星期所研究的內容。 

所以，當日華牧師為到主日信息方言禱告的時候， 

聖靈所整合的信息，亦是圍繞著同一個星期所閱讀過的資料。 

 

 

 

但是，對比預備信息，當需要藉著「忘記」去解決教會難題， 

思考教會方向和策略的時候，也就更要講究， 

因為當中不像預備主日一般，只是來自這個星期所閱讀過的資料。 

 

相反，解決教會問題的方案和解決辦法，是可以天馬行空，不是局限於今個星期的資料， 

解決方案可以是來自日華牧師過去一生當中所有的知識和經歷、所接觸的人與事， 

因此，這個由聖靈所提供的答案，範圍是會比預備一篇主日信息，更為寬闊得多。 

 

 

 

所以，當思考這些教會問題的時候，假如腦海中充滿今個星期所看過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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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反而會限制了聖靈的工作。 

  

所以，當思考教會的大方向及策略時， 

首先，就要忘記這些問題，不容許任何血氣的籌算。 

就是因為忘記得夠徹底，這樣，當一個整全的策略突然間於思想當中浮現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這必然是從神而來的「靈感」、從神而來的答案。 

日華牧師分析，就算是「2012 榮耀盼望」信息後， 

新的百人家聚模式，也是以這個方法從神接收回來， 

就是一套整全的解決方案，去變革教會的家聚體系。 

 

 

  

因此，日華牧師分析，預備主日信息與及思考教會的策略， 

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工作，因而有著兩種不同的方法。  

主日信息方面，因為內容已經有個範圍，就是這個星期接觸的資料， 

就算是「忘記」當中的內容，聖靈的工作，也就是協助組織當中的資料， 

讓日華牧師的分享，一日也不偏差地按著神的帶領。 

 

然而，對於思考教會策略方面，需要深思熟慮的時候， 

反而，就要完全的「忘記」，將這個問題放於思想的遠處， 

那麼，到了適當的時候，聖靈的提醒就會突然間出現， 

帶來一個來自神的嶄新方案和整全的答案。 

 

故此，講道是有時限的；但處理事情卻沒有時限，我後來才發覺箇中原因。  

為什麼講道有時限，神亦容許這時限，但處理方案卻沒有呢？  

這兩年我們不都知道了嗎？因為這樣，才可以一日也沒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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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神更要我將事情放下兩個月，卻在某天出現了所有答案和做法，  

之後，我就會告訴一些人，並安排別人由這天開始執行。  

這就成了一日沒偏差的光景了。  

那時的我，當然不知道會這樣，因我未有想到我們是這麼偉大，  

會一天沒偏差的被神帶領。我只知道神容許我用這方法不斷微調。  

 

在我有生之年，我幾乎不會重複做一樣的事，  

因為，每一次我也希望能夠精益求精。  

所以，同一件事情，我不會做兩次也一模一樣的， 

我第二次做的時候，一定會多想方法、方案去作出改善、改進。  

故此，不論在分享講道或預備任何事情上，甚或處理同一件事也好，  

第二次的時候，我一定會思考有什麼方法能將事情改進。  

 

因我本身記憶力良好，我能記下每一次的改進；  

而改進後有什麼躍進、有什麼維持沒有改善的，我也全然記得。  

故此，這些年間，幾乎我所接觸的每件事情也能不斷進步和與時俱進。  

 

這不是說，我在十年內只有講道分享有所躍進，不是的，  

其實，凡我接觸的事物，我也是按年改善躍進。  

 

 

 

因我每一年也會參考很多不同的資料， 

讓我在下一次再做同樣事情的時候，也較上次有所改善。  

因此，在我身邊的人也會發現，從講道分享以至釣魚、網魚，或是去旅行、去露營，  

我每一次也定必多少有一點改變，使其較前次更為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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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最後一次去露營，幾乎就如搬屋一樣。  

整間屋搬到去營地。甚至是廚房、廁所，什麼也搬去！ 

 

 

 

不是一開始便這樣，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活動後，逐漸加上。 

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然而，數十年後卻發現，奠定了很多的事情， 

原來，我們必須要這種做法的。 

 

我也曾經分享過，在我小時候，發現每一次想偷東西時，必然被人發現！ 

小時候，當我想偷東西時，必然被媽媽撞個正著，每一次做壞事也是如此。 

與此同時，當每一次出現這個「懶」字時，必然會出事， 

只要「懶」字在這事件中出現，如懶一點，不關門；懶一點，不帶某些東西， 

結果，必然發生意外之事！在我有生之年亦是如此。 

 

 

 

但我相信很多人不是這樣的。但我卻偏偏有這些突發事情，十分恐怖！ 

現在，我當然知道當中的原因。 

因為，我是被命定了，一定要做事精湛，一定要成為別人的榜樣。 

我所作的事，是不可有偏差。 

 

因此，你會看見，無論是分享或其他，也甚為仔細。 

原因是有些東西，我是不能觸犯的。其中一件事，便是「懶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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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某件事常常做，就可以懶一點， 

可是，只要我以「懶一點」形容一件事時，是必然出亂子！很可怕！ 

因此，我很多事也不能觸犯。故此，我比很多人，更相信世界上有神去鑑察著你。 

 

而很多事情，我也解釋不到！但總而言之，每一次我做事也會改少少， 

因為，做同一件事而不改善，便是懶惰。 

 

 

 

因此，我是在做法上、思想、思考上改善， 

所以，我在做事、學習和研究事物方面，我都能精益求精。 

我不會被一個固定的果效去限制我。 

例如：之前我做這件工作是 100 分，那麼，我下次最少會做到 101 分。 

如果我懶惰，下次照樣做 100 分的話必定會出事，或遲或早就會發覺那一次就出事了。 

 

誠然，每一次我分享信息、預備任何事、處理和考究任何東西， 

我一定會修改一點，進步一點。那可能是用更少的時間、更少的資源、做得更好， 

讓果效不是 100 分，而是 101 分。多年來，我都是用這一個方法。 

 

事實上，多年來，你們問我任何事，我都可以給予你們一些有智慧的心得， 

因為，只要該事情我做過的話，其實，我已經改善了很多次，有時是努力上，有時是思考上。 

因為，我對每一件事都思考，所以，我的思考速度比正常人快很多倍。 

 

影片：日華牧師精益求精不住改進的態度 

無庸置疑，回顧過往錫安教會 33 年的事奉， 

確實達到史無前例，前所未有的信仰巔峰境界。 

大家亦有目共睹，日華牧師在處事和事奉上，往往都是持著精益求精的態度， 

不斷提升及改進事奉質素，為神獻上更優質卓越的活祭。 

 

以「錫安劍」為例，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春分， 

日華牧師決定自行研發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成為當年 6 月 26 日「SingSongZion 十周年慶典」免費贈送弟兄姊妹的紀念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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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8 月首兩個星期，日華牧師更策劃全教會舉行「約戰前夕試聽會」， 

動用十多萬元購置坊間名品牌的旗艦級耳機， 

明證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絕對輕易完勝世上所有旗艦級耳機。 

 

 

  

過往兩年間，雖然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的音色已經非凡卓越， 

但我們卻見證日華牧師處事上，往往是精益求精、不斷改進的優質態度。 

日華牧師從未安於現時的卓越成就，反而不斷努力研究及改良、留意市場上最新的科技和配件， 

甚至，至今仍不斷起模研究自家生產的鈦晶膜單元、電鍍耳機殼、皮膚耳塞和其他配件。 

  

在研發「錫安劍」耳機方面，牧師總共推出了至少三代「錫安劍」有線耳機和三代「錫安劍」藍牙

耳機，每一代都比上一代優勝，為自己刷新歷史上最好聲音的紀錄，成為歷史創舉。 

事實上，按著計劃，今年聖誕節將會推出最新藍牙規格的第四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令錫安教會成員能夠享受「錫安劍」絕世優美的好聲音，輕易進入神的同在。 

只是，弟兄姊妹必須留意「錫安劍」以下兩項絕不尋常的事實︰ 

 

第一點，日華牧師本身的職責只是一位牧師，絕無製作耳機的經驗，也不是耳機企業的行內人， 

但在「SingSongZion 十周年慶典」後，透過 2016 年 8 月 27 日至 29 日的「萬劍齊發」行動， 

以三日時間，將製作耳機的知識傳授給所有毫無經驗的弟兄姊妹， 

並且在耗盡最後一個單元的情況下，完成 8,125 部世上最好聲音耳機的組裝， 

締造歷史前所未有的創舉。 

 



20180415   www.ziondaily.com 
 

 
 35 

 

  

當大家回味「萬劍齊發」行動當日， 

日華牧師以一位牧師的身份，如廠長般為鑄劍程序定下不同守則， 

令過千名弟兄姊妹，不論長幼都能夠發揮所長、貢獻自己，學會製作耳機的工藝， 

甚至令每位參與鑄劍的弟兄姊妹，都能夠不斷精益求精，鑄造出世上最好聲音的「錫安劍」耳機。 

 

 

 

大家可以細心想想，過往，日華牧師由毫無製作耳機經驗，不懂生產和培訓， 

以至後來熟悉整個製作流程。於短短三日時間，能夠制定非常仔細的教學程序， 

讓上千位弟兄姊妹學懂製作耳機，實在是一項極不尋常的壯舉， 

可見日華牧師處事的專業和講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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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每款「錫安劍」的誕生，弟兄姊妹都可以一同見證， 

於上年聖誕節期間，大家免費得到的第三代「錫安劍」藍牙耳機， 

絕對比第一代「錫安劍」有線及藍牙耳機優勝， 

甚至，比第二代「錫安劍」藍牙耳機的音色更細緻悅耳。 

 

 

 

雖然，歷史上從未有人發明過如此好聲的耳機， 

但日華牧師不收取任何費用，卻能夠不斷改良、打破以往紀錄， 

在完勝世上所有萬元級耳機的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基礎之上， 

持續一絲不苟地作出無限改進，製作出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達至更巔峰和非凡級數的耳機。 

 

這就是日華牧師一向的處事和事奉態度，每次事奉都必定要達至卓越， 

做同一件事的時候，必定要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創造更驕人的記錄。 

 

弟兄姊妹，我們實在非常幸福， 

因為每個人都絕不想面對失敗，也不願意參與任何失敗的經驗。 

但是，日華牧師對自己持著極嚴謹的處事態度， 

所以每次事奉和行動上，必然經過千錘百鍊的思量、數以千計的模擬和改良， 

好讓每位弟兄姊妹首次參與，已經輕易掌握竅門、經歷成功， 

於事奉中做出更好的成果和產品，蒙神喜悅和獎勵！ 

 

誠然，我的閱讀能力是快， 

但我的思考力對比起一般人來說，考慮同一個策略， 

他們需要用四小時，但我用四分鐘都嫌慢。 

因為，我思考同一件事太多次，思考同一個工序太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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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種做事法、同一種處事法，別人不會經大腦去思考， 

但是我每一次都經大腦去思考，所以，我的思考速度比別人快， 

在處理事、回答問題，甚至是改善一些東西，都會比別人更快去思考到答案。 

 

原來，人類的極限可以發展到這種程度，可以有這種現象出現和做法。 

預備講道資料時，我嘗試用這種方法；處事方面，亦嘗試這個方法。 

我發現在處事方面，無論怎樣禱告，仍會是一籌莫展，事件無法解決， 

一定要將事情放下。因為，就算怎樣禱告、怎樣思考， 

假如事情需要兩星期時間才能領悟出解決的方法， 

那麼，無論是放下兩星期，或是禱告兩星期，都是需要兩個星期。 

 

我現在就會明白到箇中原因，因為我們需要一天也不偏差地在神的計劃裡， 

然而，當時當然不知道。那時候，我是以嘗試方式尋找出這些方法。 

 

而講道方面一定有時限的，年復年，每一次也是如此， 

只要我放下，藉方言禱告、唱詩，就一定會突然間得到啟迪， 

彷如神來之筆，一篇信息神是以上分鐘單位來與我溝通。 

 

後來，當然更快、更豐富，現時就算一年信息的內容，神都是以分鐘與我溝通。 

現時，我與神的溝通可以達到這種級數。因為，我已經重複又重複這個程序很多次了， 

所以導致我思想的速度、腦海中運算的速度都比一般人快速， 

即使很複雜的程序、策略，也能夠在很短時間內得出整套計劃，並且可以很多元化。 

 

影片：日華牧師制訂 AOE 策略訓練  

日華牧師於主日信息當中， 

分享他於神的啟示下，思想速度可以比別人快很多倍， 

這種思維方式，導致教會好些人要幾年的時間， 

才能夠理解日華牧師於剎那間所得到的啟示。 

但由於教會當中，包括策略家也沒法追得上日華牧師的程度， 

因此，日華牧師嘗試構思，世界上究竟是否會有一個方法， 

可以教導弟兄姊妹擁有策略性思維呢？ 

  

最後，就如預備主日一般，日華牧師於一段短時間當中，突然領受了一套整全的策略和方案， 

就是以其中一個經典的電腦策略遊戲 ── 世紀帝國（AOE）作為輔助教材， 

讓教會領袖可以於聽分享之餘，亦可以實物教學，學習到策略性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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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本來是一剎那的構思，但是，當變成分享的時候，卻要花很多個星期的教學， 

才可以教得完，讓人能夠明白甚麼是策略性思維。 

因為要一個完全不知道策略是甚麼的人，學習擁有策略，其實，並不是易事， 

是要循序漸進，並且，要用他們明白的方式，去一步一步帶領他們， 

不是只單單的讓他們理性上知道及認識，而是讓他們學懂，掌握及運用到策略。 

因為當教會一路增長的時候，由十人變成百人，由百人變成千人的時候， 

教會領袖需要擁有策略性思維，去幫助他們處理教會事務，甚至理解更進深的真理。 

  

所以，這已經超越單單純知識及理論的教導， 

還要按著他們的智商程度，藉著遊戲讓他們掌握得到。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嶄新及有智慧的整全方案， 

唯有藉著這種方式，才能夠讓學術背景較低的一群，有機會學懂甚麼是策略。 

  

要知道，於十多年前，當年世界上還沒有教會用 AOE 成為屬靈教材， 

教導教會的領袖學習策略，讓他們成為更優質的屬靈領袖， 

既然歷史上未有人試過，那麼，其實是無先例可循。 

整套方案，也是完全創新的，是由日華牧師自己由零開始構思出來， 

於過程當中，就算只是構思，已經必定要盡善盡美， 

任何一個環節都是可行並且有功效，唯有這樣，才可以建立出整套策略。 

  

但我們亦可以見證，直至到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套 AOE 課程， 

仍然幫助到很多初次成為領袖的學員去學習策略性思維，發展成為屬靈領袖， 

甚至乎，於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未有另一個更好的方案出現，所以，這是一套劃時代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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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亦讓我們看到，日華牧師是如何藉著一些聰明和創新的辦法，去解決教會的難題。 

藉著一個策略方案，已經可以構思出世界上最有效的策略思維訓練教材， 

不單讓他們學習得到理論，並且，更讓他們理解到自己的短處，看到自己的缺點， 

並且，不單學習到個人的策略思維，更可以學習到群體策略思維，如何與別人合作。 

 

所以，這絕對是比坊間所有教導策略的教材更優越，不單只更簡單、更有趣味，而又更全面。  

現在，就讓我們聽聽，其後代替日華牧師向一眾資深對一分享 AOE 課程的 Eddie 策略家， 

分享一下他成為幾屆 AOE 課程講員的心得及體會。 

  

Eddie 策略家訪問片段： 

感謝神！在 318 傳承畢業禮之後，發現了很多共同信息， 

其中一個最大的共同信息就是「天風承傳」， 

提到關於承傳我們日華牧師生命中的恩膏，其中一點我相信就是策略。 

 

其實在這麼多年當中，33 年裡面，全教會包括策略家，都是師承日華牧師的策略。 

就好像我自己一樣，由一個平信徒至策略家， 

由一個無德無能開始，直至在教會當中，成為教會、神殿中的柱子，能夠承擔教會建殿的責任， 

都是因為牧師傳授了策略，給我們策略家一個非常大的支援，對我們生命的助益是非常大。 

 

因為現在整體，在教會一個體系，一個新的體系當中，神給我們很多新種子， 

都是因為牧師給我們策略家一個很大的支援，而讓我們能夠可以在一個嶄新的事奉當中， 

能夠運用策略去承擔和配合得到神這個 Tav，一個天衣無縫的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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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牧師將這個策略不單是傳遞給策略家，並且他預先安排和預先看見， 

他是將策略傳遞給整間教會的每一位門徒，而讓每一個人在他的事奉崗位當中， 

不斷能夠演進、突破，能夠整體同心，與牧師一起完成神的托付。 

 

有幸在數年前，牧師托付我開始了 AOE（世紀帝國）策略訓練班， 

由第一屆開始至第四屆，在這個課程裡面，首先對我自己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增益。 

因為當我教這個策略時，首先我自己要有一個演變、有一個演進。 

我要重溫這套心法信息，我要晝夜思想它，我要更多咀嚼和更多明白， 

然後我才能理解到牧師所講的事情。 

 

在每一篇策略心法的信息當中，原來真的很高深和很有智慧， 

是遠勝世界所謂的大學課程，所謂的深造班。 

而且在每一年教完這個策略訓練班後，學員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迴響， 

這種迴響是甚麼呢？他們會體會到一件事，當他們畢業的時候， 

當他們學完這個課程後，他們大部分人都說這個策略課程， 

這個策略心法的鍛煉，對他來說是一生受用，是一生受用！ 

甚至他們讀完這個課程，他們都想繼續 repeat（重讀）、繼續上課。 

 

所以很特別，在這一屆裡，我在策略訓練班當中成立了一些「恩典位」， 

當釋放這個報名的時候，嘩！轉眼間很多上一屆的成員就報滿額了。 

因為他們非常珍惜，可以這樣說，一個非常上好的福份。 

所以，從施與教也好，在這麼多年裡面，我深深體會到一件事：就是承傳恩膏那種好處。 

承傳恩膏所得的獎賞、所得的祝福是非常大，可以這樣說，是非常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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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是我個人的突破、個人的進步，甚至看到這種策略的承傳， 

令整間教會、所有門徒在團隊事奉中，更邁向完美和成熟。 

就像從過往鑄劍、PZ（完美音色講座）、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是因為這種策略的驅動， 

使整體來說是越做越完美，越配合得更成熟，這就承傳了日華牧師策略的技巧和心法， 

使我們成為一個、可說是達至完美基督的身體。 

 

所以，每年 AOE（世紀帝國）策略訓練班的教學中，已經是一年比一年長，為甚麼要那麼長呢？ 

原因是要學到的東西太高深。策略這門學問和心法是很高深的， 

時間短的話根本很難消化到，根本來不及消化，所以，要一邊學一邊體驗。 

 

每一屆中，只要學員能夠有心裝載，無論他在個人事奉的技巧、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他的演變，甚至對他的內涵來說，都能令他非常急速地成長。 

所以，今年 AOE（世紀帝國）策略訓練班，學員更珍惜，一年比一年更珍惜。 

因為教導每樣東西的深度和智慧是繼續進深，甚至今年預計了一年個人試的考試， 

我也發現如果這麽快考試，對他們來說，是未能完全吸收。 

 

所以，我宣佈考試要推遲，要再分享多幾個月的心法信息，讓他們更理解和明白策略是甚麼。 

嘩！結果全場都歡呼鼓掌，因為他們從第一篇開始聽的時候，他們已經覺得策略是非常重要， 

對他們個人來說、事奉來說、或是生活上的層面來說，真的可以說， 

很難得聽到一套這麼有智慧的信息。所以，當我們每一個人在承傳策略方面， 

只要我們努力不懈，只要我們以最純全的動機、最正確的態度， 

循序漸進地學習這套心法、日華牧師的策略，我們就會逐漸能夠成為一個全能型的事奉者！ 

 

在教會這麼龐大的天國擴展中，在每一個崗位裡，無論我們發揮恩賜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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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發揮我們的性格內涵去成為光一樣，來為神發光。 

我們都能夠因為承傳這套策略的心法， 

使我們在神的面前成為一個燈臺，能夠將光發揮到極榮耀和極大！ 

 

 

 

但是，在最早期，我的思想慢得有如一些常常發愣的人。 

一些反應比較緩慢的人，是一邊說話一邊思想，假如他們不開聲說話，就無法思考。 

 

 

 

我們怎樣辨別出這些人呢？他們說話時第一個字必定是沒有意義， 

因此，他們需要開聲說話才能夠思考，例如︰「呃⋯⋯西緬、西緬⋯⋯呃⋯⋯西緬」。 

那些人在「呃」和叫喚「西緬」的時候，才思考到自己剛剛想找西緬做什麼， 

所以他一定要說「呃⋯⋯西緬、西緬⋯⋯呃⋯⋯」，就是這些。 

你會發現，有些這樣的人，他們的思想很緩慢， 

是因為世上真的有人，先要開口說話，才能帶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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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曾經都是這樣的人，所以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變成另一種人，我的思想速度已經不是你們可以追到的。 

如我用腦袋努力思考一個小時，基本上，你們花上十年都不會明白， 

十年都不會追到我在一小時中所思考的事情的，就是如此。 

但是我開始的時候是很慢的，而我也理解到，我由那個程度到達這個程度之間， 

每一個很細微的改變。 

 

所以有些人，你試想想，特別是我是研究那些所謂陰謀論，我就理解： 

嘩！如此瘋狂，如此高智慧，在數百年前，哪有可能會做到那些如此高智慧的陰謀？ 

 

 

 

那時，人們可能要支吾半天，才可能想到事情，那時的人就是如此笨， 

而且那時的文字，字母等等都尚未齊全，他們根本沒有可能如此高智慧， 

想到建立如此多金字塔等等的事情，是沒有可能的，只是近代的人才思考更快而已。 

 

你只要看回我們五十年前的電影，整套電影的節奏是何等緩慢，明白嗎？ 

你僅是看完全部電影，它的節奏慢得連你的鬍鬚都可以生長了， 

但是，那時的人的思想已經算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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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數百年前，哪有可能如此普遍性，如此多人有精英的思考模式， 

可以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快？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更加理解那個現實就知道的了。 

 

影片：日華牧師發現 Freemason 過百年驚人的預知 

日華牧師再次為大家分享 Freemason 的驚人預知程度， 

令世人驚訝為何 Freemason 能夠早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前， 

已經可以將歷史往後發生的大事，刻劃在 Freemason 各種圖畫、世界各地偉大的建築物、 

古文明建築、三藩市、巴黎和香港等城市規劃， 

甚至隱藏在《回到未來》、《綠野仙蹤》等小說、電影和電視劇的情節和道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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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歷史上最驚人和最龐大的事件，如 911 事件， 

Freemason 都能夠預早放下共同信息數字，包括︰兩座世貿大樓的建築日期、高度、樓層數目、 

撞擊的飛機航班資料、機上人數，以至事件中的所謂死亡人數等。 

成為一個又一個令人驚訝的數字謎題，令任何研究這件事的人， 

都能夠百分百肯定 911 事件是有人預早佈局和預知一切細節， 

所以最後都必定會用陰謀論的角度總結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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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Freemason 明顯在上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 

已經知道聖殿拉線的秘密，並且將地標放置在世界各地對應的地點， 

例如︰倫敦石、自由神像以及華盛頓建築。 

 

 

 

此外，人類未有任何人造衛星，能夠準確量度地面上千里距離的儀器之前， 

Freemason 已經知道各種天體的大小、地球的大小， 

更將擁有共同信息的城市和建築物，以一呎也不偏差的方式建造在地球一條直線上。 

 



20180415   www.ziondaily.com 
 

 
 47 

 

 

甚至，將地球、月球和太陽的大小，宇宙性常數數值圓周率 Pi 和黃金比例 Phi 等， 

刻劃在上百、上千年前的建築物上。 

 

 

 

又例如︰Freemason 的標誌圓規角尺， 

亦早已隱藏他們知道如何繪畫同一邊長的圓形和正方形， 

即 Squaring the circle，並將這知識放在建築物內。 



20180415   www.ziondaily.com 
 

 
 48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Freemason 這種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預知， 

並將所預知的一切，如同小說情節或產品說明書般， 

精細刻劃在他們的圖片、小說、電影、電視劇、城市規劃、偉大建築結構、地名和街道名字之中。 

其實早已遠超任何時代的人類的能力範圍，更遑論數百年前或上千年前成立的 Freemason， 

古時的人類，根本不可能理解人類歷史往後幾百年所發生的一切大事， 

更何況要將這些事件，以密碼方式一點也不偏差地記錄在不同物件， 

古人根本沒有相應智商可以明白一切細節，從而預先刻劃，證明他們的預知和理解。 

 

甚至今時今日，當日華牧師研究 Freemason 預知將來所作的一切佈局， 

也自愧不如，驚嘆 Freemason 擁有的智慧，即使日華牧師本人身處幾百年前， 

也沒有把握可以理解當中的一切。就如下一盤棋局，一般人可以計算十步棋後的一切變化， 

已經是世上最頂尖兒的棋手，因為往後每一步的變化都呈幾何級數上升。 

 

可是，假如以一盤棋局預知當中一切變化， 

對比 Freemason 預知整個世界的變化和佈局，仍然是完全不能相比。 

因為 Freemason 不單預知一盤棋局十步或上百步之後的千變萬化， 

更是在數百年前已經預知人類歷史整個走向。 

 

人類歷史每一步變化都比棋局複雜上百萬倍，更何況是幾百年後的世界變化， 

每一步變化產生的蝴蝶效應，即使現今最先進的電腦，甚至量子電腦，都不可能計算得到。 

 

並且，Freemason 的預知，並非估計幾百年後人類歷史將會出現的各種可能性， 

而是連每一個數值、每一個年份、每一件大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人數， 

甚至死亡人數，都以密碼方式一點也不偏差地預先記錄在圖畫、故事和建築裡， 



20180415   www.ziondaily.com 
 

 
 49 

這是活在時間流內的人類，甚至天使和撒但都不可能做到的級數。 

 

幾百年前，甚至近至五十年前的人類，根本沒有如此先進的腦袋可以明白這一切， 

遑論是計劃和佈局，甚至連明白當中一切都不可能做到， 

因為他們的智商，連明白和應用今時今日 2018 年的科技也不足夠。 

 

就例如︰現時，一位擁有正常智商的香港人，今天去非洲落後國家的民族當中， 

極之輕易就能夠設計佈局去欺騙他們，因為對比香港人， 

這些非洲落後部落的土著是非常容易被一個簡單佈局欺騙， 

所以，我們的上一代，很多人會選擇到東南亞或南美洲做生意而發達， 

因為對比香港人，東南亞或南美州的人相對單純得多。 

 

即使活在同一個時代，但一個活在最先進的香港，一個活在非洲的落後國家， 

兩人的智商都可以有如此大差別，更何況活在幾百年前的人類， 

連電力或電話都無法理解，將一切現代科技視為魔法！ 

 

更進一步去看，Freemason 不只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或一位預言家， 

能夠在幾百年前看見人類歷史將來的走向， 

而是整個組織能夠教育一群人，在歷史之中薪火相傳、一代接一代。 

 

每一代接班人都能夠完美承接上一代未完成的計劃， 

將秘密的一部分建造在城市規劃和建築物，以及隱藏在電影小說中， 

並以不外傳的密碼方式，把將來的預言和知識承傳到下一代。 

這種事情，即使將所有人類的智商加起來，都絕不可能做到。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Freemason 過去數百年所做的一切， 

明顯都不是幾百年前的時代，甚至今時今日的人類可以做到。 

唯有一班來自將來更先進的時代，並在人類歷史和時間結束後， 

可以時空穿梭、如神一樣超時空存在的超凡人物， 

在總結和集合人類歷史所有資訊後，再回到歷史之初， 

並且以一個超凡的身份存在，說服並掌控人類歷史中每一位君王和精英， 

按神級人物的部署和計劃，一步步建造包括預知的共同信息建築和一切事物， 

才可能出現以上所講的現象。 

 

而這一群超時空的人物，就是《聖經》所說，將會得著時空穿梭能力的基督新婦。 

所以，日華牧師早已發現，Freemason 其實早已掌控了全世界， 

因為一直以來在背後支援 Freemason 和十王的人， 

正是已經得著時空穿梭能力，並且已經被提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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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近年不少人發現，全世界所有新聞媒體報道某些國際大事的時候， 

即使不同電視台背後所謂來自不同財團背景， 

但是，所有主播都會以完全相同的字句，去報道同一則新聞， 

並且，很多時甚至是完全一字也不偏差地相同， 

證明所有電視台的新聞，都是由同一個人或同一班人提供， 

從而控制全世界人類的思維和走向。 

 

YouTube 片段： 

Hi, I’m Jessica Headley and I'm Ryan Wolf.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Headley。我是 Ryan Wolf。 

  

Our greatest responsibility is to serve our Treasure Valley communities. 

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為我們珍寶谷社區服務， 

  

The El Paso-Las Cruces communities. 

艾帕索和拉斯庫塞斯社區 

 

Eastern Iowa communities. 

東愛荷華社區 

  

Mid-Michigan communities. 

中密西根社區 

  

We are extremely proud of the quality, balanced journalism that CBS4 News produces. 

我們為 CBS4 新聞的質素和中肯的報道感到非常自豪， 

  

But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troubling trend of irresponsible, one-sided news stories plaguing our country. 

Plaguing our country. 

但我們非常關注那困擾著我們國家，不負責及單向式新聞報道的趨勢，困擾著我們國家， 

  

The sharing of biased and false news has become all too common on social media. More alarming, some 

media outlets publish these same fake stories without checking facts first. 

社交媒體發放偏頗的假新聞已屢見不鮮，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媒體公司未查證事實便發佈假新聞。 

  

The sharing of biased and false news has become all too common on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發放偏頗的假新聞已屢見不鮮。 

  

More alarming, some media outlets publish these same fake stories that simply aren’t true, without 

checking fact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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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媒體公司未查證事實便發佈不屬實的假新聞。 

  

Unfortunately, some members of the media use their platforms to push their own personal bias and agenda 

to control exactly what people think, and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不幸的是，好些傳媒工作者利用自己的平台，宣傳他們的偏見和政治理念來操控人們的思想，這嚴

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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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This is extremely dangerous to our democracy. 

這嚴重危害我們的民主制度。 

 

從以上影片可見，不同電視台新聞報道同一段新聞， 

但不同主播竟然都用完全一樣，甚至一字不漏地使用相同字眼， 

這就證明了日華牧師的分析，其實 Freemason 早已經控制了全世界， 

他們所做的一切，並非為了得到更多控制權， 

而是被一群從神得著鐵杖轄管列國權柄的新婦指揮，為他們服務， 

目的是按照神 Alef Tav 的歷史時代計劃，鑄造新婦錫安教會， 

令全世界的大事都是環繞錫安教會而轉動。 

＝＝＝＝＝＝＝＝＝ 

 

事實上，我以前不說話時，思考是很慢的。 

有些人開口就說錯話，是因為他要開口說話才能想到事情， 

而他說錯話後，他才會想到自己說錯話。 

他說話的時候，說那句話出去的時候，還未來得及在大腦中做好思考， 

但那思想快的，才可以進到下一步。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躍進的時候，才能慢慢地做到這種程度的微調， 

而這個微調，你一直不斷改進的時候，就到達我的速度了。 

以前我不是思想如此快速，如此醒目，和不說話都以思考出完整答案， 

以前我不是這樣的人。 

 

第二章：總結感言 

我相信你能理解，現時我所分享這一種預備信息方法， 

因為精益求精，加上聖靈充滿，所以，我能將聖靈充滿融合在預備信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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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因為如此，亦是唯一一個方向，可以很完美地融入聖靈， 

帶領我們教會一日也不偏差地分享這些信息， 

並且一日也不偏差地按著我們的信息參與這些行動，導致我們能夠走到今天。 

 

所以，近年，世界的走向和發展、新聞的角度， 

都不斷印證我們這九年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因為錫安教會已經成熟至一個階段，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產品（production）就是這套「2012 榮耀盼望」信息， 

因為不單是我們將信息及方向告訴世界， 

相對地，亦讓這個世界看見，教會分享的信息應該到達這個級數， 

你才有資格自稱自己是這時代被神帶領的教會。 

 

當然，假如你是三萬年前、三千年前、三百年前的教會， 

你並不需要做到這種級數，但今時今日，假如你無法做到這種級數，則代表你在神面前已經失腳了。 

因為神可以帶領一間教會到達這階段，這並非因為我們有強大背景可以被按立， 

而是由一個學生、一無所有、三餐不繼下開始這間教會，故此，根本不容爭辯和抵賴， 

必定是其他人不發奮、必定是其他人硬著頸項不跟從神，才會出現這種結局， 

就是最終只有錫安教會能夠做到，其他教會卻無法做到， 

因為我也是一步步地預備信息才走到今天的光景。 

 

直至今天，大家都看見神印證我們是千古以來、創世以來， 

被預定我們這間教會因著我們的同心和進步，走到這一步。 

所以，神在時間以外，早已奠定了很多不同鑄模和共同信息， 

印證我們這間教會所分享的信息，以及印證我們這間教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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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不單是印證我們教會於歷史中的存在， 

甚至印證每星期我們分享的每一篇信息，於歷史中的重要性。 

 

若非如此，神便不會讓一些重要人物死於我們面前； 

讓一些重要日子於我們面前重複再重複，印證該星期我們的主日信息， 

甚至是核對主日信息影片的日子，這些都一一被印證。 

 

總結感言：神透過世上名人的離世明證「曼德拉效應」的真實性  

今年 2018 年 4 月 1 日播放的「2012 榮耀盼望第 425 篇」， 

完結了長達十個月，共 42 篇以號外方式加插播放的「曼德拉效應」信息。 

  

當日華牧師一方面按著神的帶領， 

以世上從未出現過的智慧和啟示，拆解發生「曼德拉效應」的因由，為世人提供完滿答案， 

另一方面，神亦透過與這套信息相關的名人相繼離世，明證「曼德拉效應」信息的真實性！ 

  

第一個例子，是 2017 年 8 月 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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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分享葛培理的死亡發生了「曼德拉效應」。 

  

因為世上有很多人清楚記得，葛培理早在 2009 年已經離世， 

各地新聞都曾大肆報道他的死訊，美國更舉行了國家級喪禮，全世界都深切悼念。 

直至上年 2017 年，隨著普世陸續出現大量「曼德拉效應」事件， 

人們才驚覺在新現實裡，原來葛培理一直健在、未曾離世。 

 

 

  

但事情並未結束，這篇精華短片播出的六個月後， 

今年 2018 年 2 月 21 日，伴隨「曼德拉效應」信息的分享， 

於這個新現實裡，葛培理再度離世返回天家，明證國際大事是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更令人震驚的是，葛培理離世前三天， 

2018 年 2 月 18 日播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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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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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今的新現實裡，這篇主日信息播放當日，三位佈道家之中唯有葛培理尚未離世。 

 

 

 

結果，隨著這篇主日信息播出三天後， 

葛培理就與另外兩位被日華牧師引用的佈道家一樣返回天家，與他們相聚，完成了他在世的使命。 

  

另一位離世的名人，是早前 2018 年 3 月 25 日，透過精華短片「時事追擊：霍金死亡與時間」中，

詳盡分析過於 2018 年 3 月 14 日 Pi day 當日病逝的著名物理學家霍金。 

霍金離世的消息，不單隱藏眾多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共同信息， 

及 318《The Legacy‧傳承》Eddie 科林畢業禮的超然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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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與霍金齊名的愛因斯坦，同樣與 Pi Day 有關，他生於 1879 年 3 月 14 日。 

二人的出生和死亡組成一個 Circle，圓形亦是關聯 Pi 3.14。 

這兩位歷史上最著名研究時間的科學家， 

亦完全吻合分享「曼德拉效應」和「時空穿梭」題目的主日信息。 

而且他們一生一死，一位代表出生及開始，另一位代表死亡及結束， 

是 Alef Tav 的共同信息。 

  

 

 

神透過霍金離世的事件，顯明「時間的秘密」、「時空穿梭」和「曼德拉效應」信息， 

是神給予這個世界的 Rhema，是當世代唯一的答案！ 

此外，2017 年 7 月 30 日透過精華短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83：世界名人名字的改變」， 

介紹了著名已故美國花生漫畫 Peanuts 的作者查理斯‧舒爾茨（Charles Schulz）的名字出現了「曼德

拉效應」。 

  

結果相隔三個月後，2017 年 10 月 13 日，美國加州北部發生歷史性山火，燒毀數以千計建築物， 

其中正好包括「曼德拉效應」信息提及《花生漫畫》作者舒爾茨的故居， 

被燒成灰燼，家中所有紀念品都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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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個案，是今年 2018 年 4 月 1 日， 

正當主日信息結束整套 42 篇的「曼德拉效應」信息後， 

正好第二日的 4 月 2 日，「曼德拉效應」的代表人物已故前南非總統曼德拉， 

他第二任妻子溫妮（Winnie Mandela）離世，終年 81 歲。 

 

 

 

南非總統曼德拉最親密的妻子溫妮離世， 

正好標記了「曼德拉效應」信息的結束，成為神給予這套信息的驚人印證， 

每個人的出生與死亡都在神絕對掌控之內，絲毫不差、絕非偶然，為要配合 Alef Tav 的鑄造！ 

  

此外，今年 2018 年 4 月 1 日「曼德拉效應」信息播放完結後， 

隨後就有國際頭條新聞報道，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離世四年後，世界關注到南非種族衝突的危機。 

 

自 1994 年，曼德拉於南非推行及實現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後， 

在民生和政治方面都可以看見黑人賦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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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期，南非政壇上掌權的黑人，卻希望進一步扭轉由白人掌控超過七成農地的情況， 

國會通過容許修憲強徵白人的農地，令白人失去保護，被剝奪祖先以真金白銀買下的田地。 

 

 

 

南非這個本來主要由白人控制經濟的國家，正上演一場四百年來的大逆轉， 

南非種族衝突漸漸增加，步向形成種族清洗的悲劇。 

換句話說，也標誌著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推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死亡， 

黑人與白人的種族衝突將一觸即發。 

 

 

 

確實，整個世界和歷史都環繞「2012 信息」而轉動， 

明證「2012 信息」和「曼德拉效應」信息的真確性。 

 

即使是我們做的每一個細微的細點，祂都如以行動告訴我們， 

祂亦會將這些事情，如鐵一般的證據，以如紀念碑的方式，刻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神於事情未發生之先，已將未來要發生的， 

藉共濟會（Freemason）的石匠，刻於石上、建築物上，甚或於街道的名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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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我們更親眼看到，這些事情被刻在新聞上，或刻在一些將要發生在偉人的事情上。 

將於歷史中出現的重大事件，全都印證我們於那星期將要分享的內容， 

於該星期分享後，便會出現歷史印證。 

這就是我們現時的身份，因此，我們要向這方向努力。 

 

影片：總結感言：錫安教會向全世界示範如何跟隨神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提到，現在大家都知道，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是如何預備每一篇信息， 

並且每篇信息都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感動和帶領， 

因為完全排除血氣的預備信息方法，其實是一種來自神啟示的超自然恩賜運作。 

 

既然，每篇信息都完全是神的啟示，每個重點不論大小都是神親自安排， 

因此，就成就了每篇信息都是一日也不偏差的傳奇， 

並且每篇都伴隨與時並進的共同信息成為印證。 

 

另外，過去 33 年錫安教會展開每次行動，日華牧師亦是以完全由聖靈啟示的方式， 

讓會眾一同參與，令全教會一同被神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 

所以，過去八年多，並踏進第九年的「2012 榮耀盼望」信息， 

每篇信息，並由信息誕生的每一次行動， 

神都藉著大量不同類型的共同信息，印證每一篇信息和每一次行動。 

 

由最早期拉線 4794 英里的印證，及至「天馬座行動」， 

近期《The Legacy‧傳承》Eddie Forum 畢業禮的各種印證， 

及最新的主日信息萬物定理第二部分的 Pi Day 印證。 

 

 



20180415   www.ziondaily.com 
 

 
 60 

 

 

都一一證明這套長達 8 年多的「2012 信息」， 

是神在末後日子給予全人類最後和最重要的信息。 

 

亦向全世界的教會示範，當有人是被神帶領， 

就應該要達到日華牧師分享的「2012 信息」的級數， 

才可以名正言順和堂堂正正地稱為「被神帶領」。 

並非如坊間的所謂靈恩教會，只是在聚會中做一些毫無智慧和策略的古怪行徑， 

或是做一些沒有《聖經》根據、跟隨世界風氣的行動， 

就自以為是被聖靈帶領，其實他們只是自欺欺人。 

 

甚至乎，今時今日神對教會的要求， 

比《聖經》記載的摩西、但以理和新約教會高得多， 

所以，無怪乎神給予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印證的超然程度， 

即使綜觀全人類歷史都是前所未有的級數， 

《聖經》亦未曾記載出現過這種程度的超然帶領。 

 

因為末後日子由神所鑄造的基督新婦，擁有總結全人類歷史最巔峰的信仰屬靈級數， 

達至《雅歌》所形容，與主耶穌一同到達黑門山頂 9230 英尺的高度， 

並且被神以 923 等共同信息印證。 

 

過去 33 年，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過程中， 

並沒有任何神學學歷、大宗派支援背景、政治勢力或金錢等人類血氣力量和權威的支援， 

相反，卻在各方面都受到權勢人士和宗教界群起逼迫和攻擊， 

日華牧師完完全全是倚靠神成長至今，成為神所印證的新婦級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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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星期及今篇萬物定理 Pi 第二部分的信息中， 

日華牧師詳細講解他是如何預備每篇信息及策動每次教會的整體行動， 

令我們每一個人都無可推諉，任何一位基督徒，只要以同樣單純的信心， 

由簡單開始一步一步跟隨神的帶領，原來都能夠達到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級數， 

被神帶領至這種程度，這亦是神對末後日子能夠成為新婦的教會的要求， 

任何人只要能夠這樣跟隨神，神都必定會給予他們新婦的位份。 

 

 

 

但是，藉著千古以來已經奠定的共同信息，證明神在創世以先、在時間流以外， 

早已看見錫安教會在末後日子已經成功到達神所要求新婦教會的級數， 

因此錫安教會每篇信息和每次行動都被神印證， 

不單是現今這世代最重要，亦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 

 

所以，神以歷史事件和建築成為一個紀念館， 

藉著歷史中掌管列國的君王和 Freemason，建造各種建築和製造歷史大事， 

以全人類歷史和大自然常數，紀念錫安教會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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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我們所做的，就是整個歷史存在的目的， 

因為聖經由創世記至啟示錄，都是為到新婦的出現而寫下， 

而新婦的出場就是神創造世界的終極目的， 

是父神、主耶穌和聖靈在歷史中唯一等候的人物。 

 

最後，每個人也向三個人宣告︰「那麼，我以後會懂得倚靠聖靈，以這方法完成我的工作！」 

 

我們因著學到的一切，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