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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7月 15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6）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54：「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54」，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一種常見的動物和家畜，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存在，牠就是豬。 

 

 

 

當然，大家都見過不同種類的豬，例如最常見的，就是圖中這種農場養殖的豬， 

或是在大自然中長著獠牙的野豬，以及近年香港非常流行的西班牙黑毛豬。 

 

 

 

以往的「曼德拉效應」專輯中，我們亦曾介紹過一種有著奇怪的角和獠牙的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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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聖經》亦曾多次提及豬這種動物，在舊約中，以色列人是禁止吃豬的， 

主耶穌和新約使徒亦曾多次在四福音和書信中，以豬對比惡人和不信的人， 

以綿羊成為另一個極端對比，比喻好的信徒。 

 

但現今現實中，原來一直存在一種好像綿羊的豬。 

圖中的綿羊豬是否非常可愛呢？ 

 

 

 

但你以往曾否從任何途徑，書籍、電視節目或網上平台， 

見過人介紹這種如此可愛，如同綿羊全身長滿卷曲長毛，綿羊和豬二合為一的綿羊豬呢？ 

絕大部分人的眼中和記憶中，都從未見過這種綿羊豬。 

 

按現今現實，這種匈牙利的滿曼加利察豬（Mangalica）， 

是由野豬和匈牙利家豬雜交而成，全身有著厚厚鬈毛，乍看之下常被人誤以為是羊。 

屬於歐洲未改良的豬油型品種，是世上脂肪最厚的豬，脂肪比例佔體重的 70%。 

 

最早出現於 18世紀，主要是因為當時對肥肉的需求而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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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近代需求降低後，這種豬的數量也大幅減少，停止了人工繁殖，到了 1970年， 

數量一度少於 200隻，直至 1994年，匈牙利才進行保護性培育。 

意思是，這種綿羊豬已經存在了約二百多年， 

並且，1994年後，即約 24年前，匈牙利已經再次進行大量培育。 

 

 

 

 

可是，如果世上存在這一種外形是綿羊和豬混合體的綿羊豬，並且外表是如此奇特又可愛， 

為何過去 24年，明明人類已經全面進入互聯網的資訊爆炸世代， 

卻仍然到了今時今日，才知道這種綿羊豬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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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影片： 

Pigs are remarkable creatures. 

豬是卓越的生物， 

 

There is one particular pig out there that reportedly has the best pork, with unmistakable flavor and texture. 

然而有一種特別的豬，據說有著最好的豬肉，肉質鮮美可口，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Mangalitsa.  

牠就是Mangalitsa。 

 

While they are rare, with only 60,000 living across the entire world, the meat from the Mangalitsa has a 

buttery melt-in-your-mouth flavor. 

這種豬很稀有，全世界只有 6萬隻，Mangalitsa的肉具有一種入口即化的奶油味。 

 

With a 50% fat content, the meat is considered a delicacy by chefs. 

牠的肉含有 50%脂肪，廚師公認是美味佳餚。 

 

While some speculate the Mangalitsa’s meat could serve as the world’s best bacon ever, others are more 

amaz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pigs. 

有人認為Mangalitsa的肉可以造出世上最美味的培根，亦有人對其外觀更感到驚訝。 

 

Described as a cross between a pig and a sheep, the animal has the body and face of a typical pig weighing 

300 pounds. 

牠有如豬和羊的雜交體，身體和臉猶如一隻體重 300磅的豬。 

 

However, it’s the coat that garners attention, making onlookers do a double-take. The animal has wool-like 

fur. 

然而，讓旁觀者大跌眼鏡的是牠的皮毛外套，似乎長著羊毛。 

 

The Mangalitsa is a real animal no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in any way. They have absolutely no sheep DNA 

in them. 

但牠是一種真正的動物，不曾被基因改造過，牠們絕對沒有綿羊基因。 

 

They are predominantly found in Austria and Hungary, so that heavy coat keeps them warm during the 

frigid European winters.  

牠們主要出現在奧地利和匈牙利，厚厚的皮毛讓牠們在歐洲寒冷的冬季得以保溫。 

 

How do you like these pigs?  

你覺得牠們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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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個案，是關於一種昆蟲，同樣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存在。 

 

相信大家都見過蜂鳥（Hummingbird）， 

牠體形細小，能夠快速拍打翅膀，取決於體積大小，甚至可以每秒拍打 70次， 

以此懸浮在空中，也是唯一可以向後飛的鳥類。 

 

另一方面，相信大家也見過不同類型的飛蛾， 

飛蛾種類繁多、外形各有不同，甚至有些非常獨特。 

 

 

 

但是，大家曾經見過外形或飛行方式都彷似蜂鳥的飛蛾嗎？ 

 

 

 

蜂鳥鷹蛾或稱長喙天蛾，無論外形、飛行方式，甚至覓食方式都彷似蜂鳥， 

學名是後黃長喙天蛾（Macroglossum stellatarum），是天蛾科的一個物種， 

牠像蜂鳥般，伴隨嗡嗡聲的高速拍翼，可以停留在空中， 

從花朵中採蜜，甚至自由地向前或向後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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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往大家的眼中和記憶中， 

曾否從任何途徑，聽過人介紹這種無論外形或飛行方式都如同蜂鳥的蜂鳥鷹蛾呢？ 

 

新聞片段： 

今年大年初五，有民眾在台北圓山飯店梅花叢中號稱拍到了蜂鳥的縱影  

立刻把畫面貼到網路上來和大家分享， 

而中視記者特別求證了台北市野鳥學會的專家， 

結果發現到原來這只是長得像蜂鳥的， 

竟然只是台灣本土的長喙天蛾，我們帶您來看獨家報道。 

 

一名遊客大年初五在圓山飯店獲得兩株梅花叢中， 

拍到了這隻快翅振飛的小玩意兒，錄下來 post到 YouTube上，召告天下， 

台灣竟然有峰鳥的蹤跡。 

 

而中視記者年初八也實地拍攝了這兩株梅花，只見蜜蜂們勤採花粉， 

我們也求證專家，專家說：在圓山拍到的是台灣本地的長喙天蛾，並不是蜂鳥。 

飛行的姿勢跟蜂鳥很像，牠快速震動，然後也會前前後後移動，而又在花叢中採花蜜， 

所以會讓人誤會牠是蜂鳥，另外一個是牠體形胖胖的，很胖！ 

長喙天蛾和透翅天蛾，翅膀每秒可以震動 25-30下， 

有兩根觸鬚，嘴長如吸管是台灣的物種。 

 

而蜂鳥全球有 300種，小型的蜂鳥翅膀每秒可以震動 80下， 

時速高達 50-60公里，只有美洲有。 

還有跟一般鳥不一樣的是，一般鳥是往前飛，蜂鳥牠可以倒退飛，可以左右側飛。 

所以牠的飛行姿勢，跟一般鳥類是不太一樣。 

 

透過慢速或定格的畫面，可以看到圓山梅花叢中的 

長喙天蛾的確有明顯的觸鬚，是蜂鳥所沒有的。 

下次在野外看到牠，別搞混了。 

 

蜂鳥鷹蛾的存在，極可能也是因為「曼德拉效應」。 

 

第三個個案，同樣是一種常見動物，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改變了外形，這種動物就是馬。 

當然，香港沒有野生的馬，但卻有兩個賽馬場，所以，香港人對馬必定不會感到陌生。 

或許大家曾多次見過馬，包括電視、書籍，甚或是親身學過騎馬，或到過馬房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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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的記憶中，曾否見過馬好像人類一樣會長鬍鬚呢？ 

 

 

 

你是否第一次看見或聽見馬會長鬍鬚呢？ 

但是，原來現今現實中，馬是會長鬍鬚，而且是非常普遍， 

現在讓我們逐一看看以下例子。 

 

 

 

大家的記憶中，以往曾否從任何途徑，例如電視、書籍，或互聯網資訊中， 

見過或聽過有人提及或介紹馬會長鬍鬚呢？ 

假如你從未聽過馬會長鬍鬚，極可能這個現象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 

是以往舊現實歷史從未出現過，只發生在現今的新現實中。 

 

第四個個案，是一種家禽的顏色，極可能因為「曼德拉效應」而出現，這種家禽就是雞。 

過往的「曼德拉效應」專輯中，我們曾為大家介紹過一種存在於現今新現實， 

體形極為龐大的婆羅門雞，在這之前，很多人都從未見過或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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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相信作為香港人或是華人，都會見過或進食過竹絲雞，常常都會用作煲雞湯。 

 

 

 

而竹絲雞最特別之處，就是擁有純白色的羽毛，但無論皮膚、雞肉，甚或雞骨，全都是黑色的。 

關於竹絲雞，相信大家已經見怪不怪，同時，大家亦可能見過黑色羽毛的雞， 

是黑羽土雞，除了羽毛和腳是黑色之外，與一般的雞並沒有大分別。 

 

 

 

但是，大家的記憶中，以往曾否從任何途徑， 

見過人介紹這種全身內外都黑得發亮的阿亞姆─塞瑪尼雞，或稱為蘇門答臘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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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現今現實中，一直存在這種全身內外都是純黑色的雞， 

意思是，全身包括雞毛、雞冠、雞皮、雞肉和雞骨都是純黑色， 

而且，牠們非常珍貴稀有，一隻小雞的售價就高達 150至 200美元，堪稱天價雞， 

一對成年公母雞更高達 2,500美元。 

 

 

 

原產自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爪哇島和馬都拉島， 

1998年，由荷蘭飼養殖者引入歐洲， 

目前，荷蘭、德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都有飼養。 

公雞體重約 2至 2.5公斤，母雞則約 1.5至 2公斤， 

每年能夠產下 80隻略帶粉色，平均重 45克的雞蛋。 

 

據科學研究，牠們患有導致色素沉着過度的遺傳病纖維色素增生， 

導致羽毛、皮膚、喙、爪子和肉全都是黑色。 

而牠們的血液，雖然並非全黑，但顏色亦比普通雞黑得多。 

然而，大家的記憶中，曾否從任何途徑見過或聽過這種全身內外都是純黑色的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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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才導致阿亞姆‧塞瑪尼雞的出現。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天國道」信息。 

 

 

  

天國道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放棄或是逃避人世間的枷鎖， 

而是要為神犧牲這些枷鎖，以及交換神的枷鎖。 

 

 

 

所以，《聖經》提及，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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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願意犧牲枷鎖的時候，我們就會曉得真理，並且，真理使我們得著自由。 

 

 

  

而犧牲枷鎖，並不是一次就完結， 

你是要犧牲、打破這個枷鎖，得著神所給予的百倍祝福， 

之後，再承接另一個更大的枷鎖，接著，再次打破這個枷鎖。 

 

 

 

就如主耶穌所說，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於天國道中，我們因著行真理而誕生一個沒有枷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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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甚至為我們犧牲性命的枷鎖，最終得著復活及成就了救恩， 

然而，祂卻是將這個最大的獎賞隱藏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卻是沒有預期他們會遇到一個又一個更強的枷鎖， 

因此，他們會於更強的枷鎖下屈服。 

他們不知道，原來，打破枷鎖的目的，就是為了製造一個更強的枷鎖。 

這就是天國道的現實，就是面對於我們生命中一個不斷完美的枷鎖。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進深從天國道的角度，分享《詩篇‧118篇》。 

原來，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正是節期的時候，人們唱著《詩篇‧118篇》。 

所以，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後的一系列活劇，不單預告新約的開始， 

同時間，亦是末後的預言，就是以《詩篇‧118篇》，對比 2018年。 

 

 

  

現在我們知道，主耶穌所重建的聖殿，不是一個建築物，而是教會。 

所以，《聖經》提及重建聖殿，就是《哈該書》所提及，訓誨必出於錫安的時間。 

並且，指向錫安是末後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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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耶穌就成為了一粒麥子，祂落在地裡死了，結出許多子粒， 

這是預告將來豐收的活劇。 

 

 

  

而主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後，就是聖殿建立的開始 Al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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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主耶穌另一次到來，是騎著白馬，帶著千萬聖者，包括我們會騎著灰馬回來。 

 

 

 

而主耶穌第一個活劇，祂咒詛對比以色列的無花果樹， 

而以色列這棵不結果子的樹，真的於主後七十年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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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主耶穌潔淨聖殿的外院，就是對比《啟示錄》記載，外院留給外邦人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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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耶穌叫拉撒路復活，是要引動希臘人詢問主耶穌有關復活的事。 

然而，黃道十二宮的星座，亦是來自希臘。 

 

 

  

所以，當主耶穌入城，所有人也唱《詩篇‧118篇》，對比 2018年， 

其實，是聖殿重建的喻表，就是主耶穌成了頭塊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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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聖殿完成的喻表，則記載於《撒迦利亞書》， 

就是所羅巴伯將最後一塊的殿頂石安放於殿頂上。 

 

 

 

因此，這對比 Freemason美金一元紙幣金字塔的塔頂，就是 all seeing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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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塊殿頂石、全視之眼，就是記載於《詩篇‧118篇》，因此，是對比 2018年。 

 

 

  

《撒迦利亞書》亦記載，當聖殿完成後，所有人就知道，他是被萬軍之耶和華所差遣而來的。 

 



20180715   www.ziondaily.com 
 

 
 19 

 

 

所以，主耶穌所做的其中一個最後的活劇，就是叫瞎子去西羅亞池子洗眼，讓他得醫治， 

而西羅亞池子，就是奉差遣的意思。 

因此，《詩篇‧118篇》有大量 Alef Tav的對比。 

 

 

  

於四福音中，主耶穌分享了凶惡園戶的比喻，之後才引用《詩篇‧118篇》的房角頭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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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時，凶惡園戶必然是以色列，也就是 Alef。 

然而，主耶穌於新約時代，將果園交給外邦人，但他們比以色列人更差， 

因此，他們就是另一批凶惡園戶，也就是 Tav。  

而《詩篇‧118篇》，就提及了聖殿的興建及完成。 

 

詩篇 118篇 22至 24節：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於這一節，這塊頭塊石頭，就是聖殿的房角石，聖殿的開始， 

也就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就是 Alef。  

 

 

 

然而，之後的 25及 26節，就是聖殿的完成，也就是 Tav。 

 

詩篇 118篇 25至 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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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為你們祝福！」 

  

因此，《詩篇‧118篇》，對比 2018年，當中濃縮了聖殿的 Alef與 Tav。 

 

 

 

事實上，Freemason亦用這塊房角石，作為他們的標誌。 

因此他們是知道這個故事，並且，記載於 Freemason的圖畫中。 

 

 

  

當中包括伯利恆之星、雅各的梯子，這條梯子興建於一美元紙幣的金字塔上面， 



20180715   www.ziondaily.com 
 

 
 22 

而最上面的伯利恆之星，就是對比金字塔頂的全視之眼，代表「2012榮耀盼望」信息。 

而這條梯子的頂端，就是對比《詩篇‧118篇》，即代表 2018年。 

 

 

  

至於這條雅各的梯子，就是信仰巔峰的復還， 

代表當恩膏失傳時，相對亦是人世間最大的考驗。 

 

 

 

這個復還，需要你由一個恩膏跳到另一個恩膏，直至找到終極的恩膏， 

就如神帶領雅各成為以色列的過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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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這條梯子，是一級一級的往上爬， 

因此，於信仰上，我們亦不能停留及困在同一級的梯子中，直到離世。 

相反，當我們跟隨神的時候，我們要打破人生的軛和枷鎖， 

之後，再負上一個比之前更大的軛。 

 

 

 

這就是巴黎三個凱旋門指向伯利恆之星的預表，一個比一個大。 

而「軛」的中文讀音，正正與凱旋門的英文讀音「Arch」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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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Freemason的圖案中，這條梯子的起始點就是一個祭壇， 

亦即是主耶穌為我們成就的救恩，一直往上爬，由馬丁路德復還開始，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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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祭壇當中的圓心和圓周，就是代表聖殿原本是牛踹穀的地方。 

 

 

 

梯子上的不同圖案，亦是喻表「2012信息」中不同的部分。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6） 

這些人看天國道的時候，沒法子明白， 

因為，天國道就是不斷完美我們生命上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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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你遇見的試探是一次比一次大。 

 

 

 

行屬靈的路就是這樣。 

於你虛榮心的試探一次比一次大，惰性的試探亦一次比一次大， 

於錢財或異性的試探亦一次比一次大。 

所謂屬靈偉人多少都因「三個 G」（金錢、女性、榮耀）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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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歷代歷世中，每一個行走於天國道的人，都會發現這現象， 

每一次打破當時的枷鎖，等待他的是下一個更厲害的枷鎖， 

這便是生命，這便是生活，也就是我正向你分享的一個事實。 

然而，你們卻從不知道，神如此行的原因。 

 

影片：負人生的責任與枷鎖 

我們現在已經明白到，神創造生命的時候，將枷鎖給予人類， 

目的，就是要讓人類於枷鎖中，尋找出創造主及天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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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深分享人生枷鎖的特性。 

其中一個特性，就是人生的枷鎖，是會隨著年齡而增長， 

當中，不單止是數量的增長，還包括難度的增加。 

  

舉例，於嬰孩時期，嬰孩只需要吃奶和睡覺，這就是嬰孩成長的枷鎖。 

但當年紀漸長，除了吃奶睡覺之外，開始需要父母的關懷， 

而於好奇心這個枷鎖底下，亦需要不斷探索身邊的事物。 

 

 

  

及至三歲的時候，更加需要上學，於學習課堂知識之餘， 

亦要開始學習處理人際關係，與同學、老師的互動等等， 

所以，年紀越大，同時間枷鎖就越大、越多，枷鎖附帶的人生責任和難度亦越高。 

  

所以，就算於人生成長到某個程度，例如完成中學課程，不用再讀書， 

那麼，當這個學生將讀書的枷鎖放下，脫離學業的枷鎖後， 

又是否等於這位少年人放下枷鎖之後，就可以快快樂樂的活下去？答案當然不能。 

因為當他離開學校之後，等待他的，就是工作的枷鎖、成就感的枷鎖、 

尋找配偶的枷鎖、成家立室、養妻活兒，甚至是照顧父母的枷鎖。 

 

所以，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枷鎖、成年人會有成年人另一批更重的枷鎖， 

而到晚年的時候，連健康、壽數，也成為了新的枷鎖。 

所以，於數量上、種類上，枷鎖會隨著我們的年紀而在這兩方面增加。 

 

人生枷鎖的另一個特性， 

於枷鎖的性質上，亦會隨著我們的年紀而變化，變得更加完美。 

亦即是說，同一個枷鎖，會隨著我們的年紀長大， 

而變得更堅固、更完美、更難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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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們讀書的時候，同一個科目， 

例如：數學科，由幼稚園開始，到中學畢業，每一年也有數學科， 

但每一年的課程，是越來越深，讓我們要花更多時間、心力、精神去應對， 

那就是一個更完美、更難攻陷的考試試題。 

  

同樣地，之前已經提及過，我們用枷鎖的角度去理解人生， 

枷鎖就是人生的渴求、加上機能的享受及萬事萬物本身，所構成的金三角。 

當我們的渴求、渴望不斷提升的時候， 

那麼，這個枷鎖，就會更堅固、更牢籠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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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尋找美食為例，對於嬰孩而言，他的身體所提及的渴求，只有一個，就是吃奶。 

就算每一餐都吃同一種食品，重複又重複，他們都不會厭倦。 

 

然而，當這名嬰孩慢慢長大的時候，他的身體機能與及他內心的渴求， 

會引導他尋找不同的美食，這已經遠超攝取營養，維持生命的需要， 

而是成為一個更頑固、更堅硬的枷鎖，就是單單為著尋找美食， 

已經可以花費他人生大量的時間及金錢。 

 

 

 

當中包括做資料搜集、購買一些飲食雜誌、收看介紹飲食節目及光顧這些店舖， 

遇到好吃的菜色，更會自己學習去做出來， 

我們甚至會以食為樂、以學習烹飪為樂，並不會感到厭煩。 

也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名言「民以食為天的特質」， 

就是以飲食，成為人生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當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對食物的要求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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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可能到快餐店，已經很滿足，但到中年的時候， 

可能要上高級餐廳，除了食物更美味之外，還加上當中的氣氛。 

這種不斷完美的枷鎖，逼使我們投放更多時間、心力、精神，才能夠得到內心的滿足。 

 

至於枷鎖的另一個特質，就是於長大中，一個比一個消極。 

 

 

 

亦就是說，於神的設定下，每一個人居然有一個時刻， 

當你投放越來越多的時間、心力、精神， 

但是，所得著的回報、滿足，卻是一天比一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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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趨勢，是每一個人都會認知，並且，是沒有辦法逃避或逆轉的趨勢。 

就是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這個年老衰敗的枷鎖，亦越來越堅固。 

當你越年紀大的時候，你的活力、體力、心力、精神，甚至身體的機能等等， 

也會一天比一天的消減，直至離世，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因此，很多人於壯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為到年老的消極而未雨綢繆， 

所以，他們會於年青的時候，開始預計自己退休的生活會如何， 

一來，因為沒有人會想於晚年身體衰敗的時候，才開始如年輕人一般奮鬥。 

二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將來的日子，對比現在，必然是更不好了， 

所以，現在就要作出準備。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生命本身是神設計的，任何人也逃避不了。 

成長與責任，本身已經是一個枷鎖， 

然而，這些枷鎖，是一層比一層的更沉重和更消極， 

對於外邦人來說，就是一場永遠也打不贏的仗。 

 

以色列人便是如此，試想，四十年間，他們建營、拆營， 

拆營後，卻要再建下一個營，那一個營便是更強的枷鎖。 

即使你有能力拆了這個並建立下一個，下一個卻是再加強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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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神為了增強這枷鎖，祂製造了「超頻」效應。 

為何神要製造如瑪雅年曆所示的超頻影響？因為祂要使這些枷越來越厲害。 

 

 

 

現代試探人類的枷鎖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強？ 

如今更有些人為了玩電子遊戲，足不出戶，那種試探是遠超一百年前的情況。 

 

現在有多少「宅男」？有多少人沉迷於現代的枷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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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看到這些情況，卻不能理解。 

導致他們對現實、世界，甚至每一件事情都感到迷惘， 

因為他們不懂以枷鎖的概念來看透一件特別的事實。 

 

但是，主耶穌來到，第一次便說出這件事， 

保羅亦於《羅馬書》分享枷鎖的事。 

 

 

 

影片：神製造人生枷鎖的用意（成長駕馭枷鎖） 

羅馬書 7章 24至 2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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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

看來，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天國道讓我們理解到，神刻意預設世人擁有各種需要， 

包括衣食住行、物質享受、親情、友情及愛情， 

從肉體、魂、思想至屬靈方面，都有不同形式的需要， 

成為各人的重擔和枷鎖，最終更成為一生中不同的考驗和磨練。 

 

 

  

當人年紀漸長，要面對的需要和枷鎖就更完善、更完美， 

就如一位嬰孩的味覺和消化能力，往往都是非常簡單，要求和品味也少， 

每天單單飲奶已滿足。但是，神創造人類會不斷成長， 

當小孩成長至成年後，味覺和消化能力都會明顯改變， 

有更完善、更完美的機能去品嚐食物， 

不單可以飲奶，更可以品嚐其他更美味的食物，消化更有營養的食物。 

  

因此，成年人對品嚐食物的需要就會變成更完善、更完美的枷鎖， 

越是年長，神授予與生俱來的需要，就會自然變得更複雜、更講究， 

擁有更多、更完善、更完美的枷鎖。 

 

故此，我們必須明白，既然世人的肉體和需要， 

都是從神而來，由神創造及授予人類， 

神預設各人不同的際遇和需要，為的就是讓世人從人生中， 

不斷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努力成長、打破枷鎖， 

駕馭自己的需要和枷鎖，背負起主耶穌的軛，完成天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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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記載，世人從肉體產生的需要和枷鎖， 

就是肉體的債，是無窮無盡、難以滿足， 

甚至稍一不慎就會變成無法制止的慾念和罪。 

因此當人順著肉體的需要，順從肉體活著， 

最終就會被人生的需要和枷鎖牢籠，錯失天國道，枉過一生。 

 

羅馬書 8章 12至 13節：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可見，我們一生按真理而行，竭力成長，遵行神的旨意， 

最終依著真理的難度，成長至駕馭人生中各種枷鎖和法則， 

行完天國道，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從 6篇「天國道」信息中，我們必須明白，神預設各人擁有不同需要， 

當中有甚麼意義和性質，創造主讓人在不同年紀面對不同枷鎖，到底有甚麼用意？ 

唯有理解「神背後的用意」，人才能夠正確地回應這些需要， 

回應神給予的試驗，答對人生的試題，取得滿分。 

  

只可惜！普世的天主教、佛教、道教、清教徒等， 

以禁慾主義避開人世、宴會、物質、成功及婚姻，為要限制人擁有更多的需要， 

所謂看透凡塵、六根清淨等逃避人生的做法，甚至逃避神授予人生的試驗， 

不懂得在人生中不斷成長和躍進，駕馭人生的枷鎖，擁有得勝的人生。 

 

 

  

我們就明白，神授予人生的各種需要和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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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試驗我們是否懂得打破枷鎖，駕馭枷鎖， 

並非如這些假宗教所想，避開人生的需要，逃避枷鎖。 

  

神創造的人生，預設了各人的成長速度，是可以比枷鎖成長得更快， 

唯有如此，人才可以勝過枷鎖，駕馭枷鎖的牢籠。  

任何人未能夠戰勝枷鎖，只因為他們在成長中作了錯誤選擇、走了錯誤方向， 

例如：有人希望賺錢，不再捱貧窮，因此，他們的成長方法就是拼命賺錢， 

無疑，這也是成長的一種，只可惜這與天國道無份無關， 

與普世人一樣都只是枉費一生！ 

 

《聖經》早已明言，其實千山牛羊、金子、銀子和全地都是屬於神， 

當人願意納十分一，神就會為我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世人，甚至無處可容， 

這就是交換財富的另一種成長方法，打破貧窮的枷鎖，贏得天國道。 

 

瑪拉基書 3章 10至 12節： 

「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

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不容牠

毀壞你們的土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萬軍之耶和華說：萬國必稱你們為有

福的，因你們的地必成為喜樂之地。」 

  

《聖經》教導貧窮人，不要被貧窮和貪婪的枷鎖牢籠， 

過往喜歡做賊和偷竊的，不可再做，要認真做事、賺錢、遵行真理、納十分一， 

成為一位擁有優美信仰的基督徒。 

此外，《聖經》又教導那些活在黑暗裡的人， 

如今要藉著真理和認識主耶穌，行在光明中，穿上新人，披戴基督。 

  

這些都是神藉著《聖經》教導人，如何有效打破人生的枷鎖，努力成長， 

所以，神預設枷鎖的存在，並非要人選擇逃避和否定，而是期待人按著《聖經》， 

以遵行真理、成長和躍進的方法勝過，最終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錫安教會就是按著《聖經》的方法成長， 

增加智慧和策略，駕馭和得勝人生的枷鎖， 

那麼，富足、健康、時間、體能、年紀都不再是枷鎖。 

  

始終，《聖經》已經有詳盡的成長方法和路徑， 

讓我們能夠勝過人生的需要和枷鎖，不受肉體和情慾限制。 

《聖經》教導人擁有富足、醫治、信心、喜樂、智慧和長壽， 

並且教導人成為一位好丈夫、好妻子、好兒女、好僕人， 

這些都是正確的成長方法，有效地駕馭人生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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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聖經》的啟示往往都是被隱藏， 

眾多題目不單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 

甚至不是按次序完整教導，所有題目的答案都是分散及隱藏在不同經文之中。 

 

 

  

就如《聖經》密碼，一般都是以指定「等距字母順序解碼」Equidistant Letter Sequences， 

簡稱 ELS，透過神於全本《聖經》中刻意寫下的字句，跳來跳去。 

人就能夠藉此將神的智慧尋找出來，完全明白神的智慧，以及神創造人生的用意， 

這就是釋經發掘奧秘的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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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婚姻的智慧、建立家庭的智慧和建立教會的智慧，都是各有不同， 

每一個題目的答案和智慧，都有自己獨特的密碼鎖定在《聖經》中， 

事實上，《聖經》就是這樣寫成。 

  

路加福音 8章 9至 10節： 

「門徒問耶穌說：『這比喻是甚麼意思呢？』他說：『神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 

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明。』」 

  

以賽亞書 28章 13節： 

「所以，耶和華向他們說的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 

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以致他們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 

 

沒錯！《聖經》就是這樣，這裡一點，那裡一點而寫成， 

隱藏神的奧秘，就如過往六篇「天國道」的教導， 

日華牧師從神的啟示發掘出隱藏在《聖經》中「人生需要與枷鎖的關係」， 

若不是日華牧師分享出來，相信普世人也從未思考過， 

也無法理解這個「天國道」的奧秘。 

  

誠如，若不是日華牧師分享出來， 

基督徒也不會理解建造聖殿的地點前身，為何是牛隻負軛踹穀物的禾場呢？ 

為何神要在那裡築一座壇，將牛獻作燔祭，成為耶和華的殿呢？ 

 

 

  

因為神要我們明白，屬靈的聖殿，即永恆的新婦， 

就如牛一樣甘願為神負上軛，放下自己的需要，為神作出犧牲成為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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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勝過人生的需要和私慾，打破枷鎖，不被「人生需要的枷鎖」牢籠。  

這就是《聖經》這裡一點，那裡一點而隱藏的奧秘。 

 

 

  

除此之外，《聖經》第一個字母 Alef原文的意思，豈不正是牛嗎？ 

 

 

 

Alef這個字母同樣代表牛隻負軛的意思， 

預示世人整個信仰的開始，就如禾場上的牛一樣，不斷負起神的軛，打破人生的枷鎖， 

這亦是神藉著 Alef Tav，這裡一點，那裡一點隱藏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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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家可以從「天國道」的教導裡，理解人生需要與枷鎖之間彼此關係的重要， 

是神引領新婦教會今天必須認識的啟示，透過「天國道」的教導， 

幫助我們打破人生的枷鎖，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到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明白：甚麼是人生？究竟神造人的目的是甚麼呢？   

神製造各人擁有不同需要和枷鎖，究竟是甚麼用意呢？ 

  

原來人生就是尋找信仰的真締！ 

透過在與生俱來的不同需要、更完善、更完美的枷鎖中， 

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懂得按著真理，從《聖經》中找到各種枷鎖的答案， 

不斷努力成長，打破這些枷鎖，不是逃避需要和枷鎖，相反是正視它們， 

甚至駕馭它們，發揮最大潛力，完成神託付我們各人的定命，走完天國道，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我們處身世界末後的最後時刻，所面對的需要和考驗都必然是最大的， 

是歷代歷世，自先祖亞當被造以來，人類從未面對過的龐大需要和試驗， 

各種需要和嗜好，都是多姿多采、百家爭鳴。 

 

每種知識和需要都可以單獨成為一個「王國」，成為世人誤以為的「天堂」， 

就如：電影有「電影王國」；電子遊戲有「電子遊戲王國」； 

就連娛樂方面，也有一個「迪士尼樂園」，稱為世人夢想的樂園， 

甚至於生活上，籃球、足球、棒球、賽車、攝影、手提電話、電腦世界、 

服裝、食物、美酒、情慾等，全部都擁有自己的王國。  

就連世人對消費購物的慾念，都可以製造出所謂的「購物天堂」， 

以滿足當代人無窮無盡的需要和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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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現今世代人類所面對的需要和考驗，是史無前例的最大引誘， 

所以，神為這世代揭示的《聖經》奧祕，同樣都是前所未有的豐富。 

神透過「2012榮耀盼望」信息，全面解開全本《聖經》的奧祕達驚世駭俗的程度， 

而且越來越精湛，神的目的，是要藉著「2012信息」、真理和真知識， 

引導我們全面打破人生的枷鎖。 

當真理的奧秘越豐富地揭示，神授予世人的能力和祝福也越多、更完善和更完美。 

 

人們以前的枷鎖沒有這麼大，所以神向人解開《聖經》的程度也沒有那麼複雜， 

但近代越來越多釋經啟示，而且越來越精湛， 

釋放的能力和祝福也越來越多，甚至是到達前無古人的程度， 

現今社會，也因為上一代的基督教祝福， 

令我們一代比一代擁有更大祝福，解開更大枷鎖。 

 

總結時，我們必須明白以下兩個重點：  

一、我們要理解神製造人有各種需要和枷鎖的用意， 

若果人完全不理解枷鎖存在的用意，就不會明白人生， 

更無法理解為何神會刻意授予我們身體的各種需要限制。 

  

「天國道」信息幫助我們理解，是神創造及授予各人的需要； 

是神創造人擁有品嚐人生的本能；是神創造整個現實和場景，以滿足各人的需要。 

所以，我們生命上和肉體上需要的重擔和枷鎖， 

都是由神創造，是神賦予各人有不同需要！ 

  

二、既然各人生命上和肉體上的需要都是來自神， 

我們絕不應該如天主教、佛教、道教、清教徒等，以禁慾主義逃避需要和枷鎖。 

事實上，人生的需要和枷鎖根本就是一個鑄模， 

神透過五光十色的世界，成為伊甸園的分別善惡樹般， 

成為世人的考驗，希望人們在鑄模的過程裡，不要被世界的需要迷惑， 

相反，鑄造出人們擁有更似神的形像和樣式， 

努力成長，塑造出神的品格、性情和內涵， 

駕馭人生，不再被枷鎖的軛挾制，過著一個得勝、自由的生活， 

這就是神製造枷鎖的用意和目的。 

 

加拉太書 5章 1節：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他們知道，神亦知道，但不能明說給你們聽， 

因為，神要我們打破一個又一個的枷鎖後，在下一次遇到更強的枷鎖。 

因為上一個枷鎖按著真理打破後，便會遇到另一個更強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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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按著真理打破的枷鎖呢？舉例：當我們遇到窮困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按著真理，用《聖經》的方法去撒種解決。 

 

 

 

但當我們按著真理去行後，就會導致富足。 

之前是由於懼怕窮，所以喜歡金錢，但現在富足後，就更加喜歡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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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拾圓、百圓的試探，現在變成是百億家財的試探。這枷鎖是何等瘋狂呢！ 

因為，以前行真理，而使下一個枷鎖更加強，你越行真理，就越是這樣。 

 

 

 

影片：人生成長速度與結果子（誇勝一切枷鎖） 

日華牧師繼續為大家分享到天國道與人生枷鎖之間的關係。 

 

當我們理解到，人生枷鎖的強度是隨著年齡以幾何級數上升， 

我們就會明白，原來神創造的人生，是以接連不斷的枷鎖成為鍛煉， 

讓我們在人生成長過程中作出取捨和選擇，從而鍛煉出各種抉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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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策略、智慧、正直、公義、愛心、忍耐、包容等特質， 

因此，當我們願意揀選行走這條天國道， 

就會越來越擁有神的形象，一生不斷結出聖靈的果子。 

 

 

 

日華牧師指出，神是刻意設定人生的多重枷鎖， 

隨著年齡增長，枷鎖的強大程度會不斷加強， 

亦會隨著不同的年齡階段，不斷改變為不同形態， 

例如：父母的照顧、學業、事業、婚姻、家庭、子女、成功、富足、退休、終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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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打破一個枷鎖後，其實只會帶來另一個更完善、更強、更重、更難打破的枷鎖。 

終久一生，都沒有人是能夠擺脫神設定的人生枷鎖，因為只要活著，任何人都會有需要。 

 

所以，神為人類設定枷鎖的目的，就是要考驗人類， 

能否學會把神設定的不同枷鎖，一個又一個地打破和解決。 

而打破枷鎖的方法，基本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要學習放下這個枷鎖， 

就是要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並背負起主耶穌的枷鎖， 

由自我中心，變為以神的旨意為人生目的，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第二個步驟，是當你把自我人生的枷鎖放下， 

神就會賜給你聰明智慧，可以誇勝和打開人生的枷鎖，並且得著當中隱藏的祝福。 

例如：當一位學生願意以神的國為先， 

以上教會、聽信息、回應神，成為人生每天的優先， 

神就會賜聰明智慧給他，完成每天的功課和每年的考試， 

甚至是游刃有餘地，能夠比別人更加享受學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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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又會帶來另一個問題， 

當我們打破了一個枷鎖，就會帶來另一個更大的枷鎖，這樣豈不是很矛盾嗎？ 

原來，還有另一個原則和方法，可以讓我們永遠不被任何枷鎖綑綁和限制。 

 

當每個新枷鎖出現時，因為我們擁有神的智慧， 

其實早已經得著立即誇勝下一個枷鎖的能力。 

換句話說，當我們成長的速度，快過枷鎖出現的話，我們就可以誇勝每一個新枷鎖。 

 

 

 

就好像一場跨欄比賽的冠軍人馬，他面對每一個欄杆都可以立即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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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會被任何一個欄杆阻礙，可以「逢欄過欄、逢關過關」一直衝過終點， 

以第一名衝線，奪取冠軍。 

 

 

 

但是，對於未接受過嚴格跨欄訓練的人來說，跑道上每個欄杆都是一個難關。 

 

 

 

我們又以學校和學生為例子：學校的設計是為了不斷引導學生成長。 

 

 

 

世上絕大部分被枷鎖限制的人，就好像一位普通程度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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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智商、理解力、集中力、用功程度都只屬於普普通通， 

沒有甚麼「補習天王級」的導師幫忙每天補習，自我價值亦不高。 

 

所以這位學生每次上課時，都因為要努力明白老師所講的課而倍感壓力， 

每天面對十數份功課，都要做到半夜才完成， 

每逢年終大考，壓力更是千斤重，要多晚通宵達旦溫習， 

但成績卻只是普普通通，能夠升班，卻無法名列前矛， 

但升班之後，下一年的課程必定比上一年更難，功課亦更多， 

因為學校本來就是一個為了不斷引導學生成長並增加承擔力而設計的地方。 

 

 

 

這就是世上大部分人的生命寫照，隨著年紀長大，要不斷面對不同的枷鎖， 

每次所謂成功渡過難關，雖然不至於失敗，但過程都是非常勉強， 

用盡一切努力、心思和時間，都只能勉強過渡， 

當過了一關，捱過了一個枷鎖的折磨，以為會一帆風順， 

誰知隨之而來，又有另一個更大的需要、更強的枷鎖，永無止境， 

人生彷彿沒有一個可以使自己自由的出路。 

正如一個普通人經歷學生時代，往往整個學習時期都可以用一個字形容，就是「捱」。 

 

 

 

六年小學和六年中學也是「捱」過去，即使上了大學，亦是「捱」過， 

出來社會工作，亦由星期一「捱」到星期五，整個星期都盼望著星期六和星期日來到。 

然而，世上亦有極少數的人，我們會稱他們為「精英」， 

他們一生無論面對甚麼，都好像很輕鬆就可以完成，完全沒有壓力， 

並且每次都能夠以非常優異的成績完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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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每次考試必定名列前茅，甚至考第一，就讀的大中小學，都必定是最頂級的名校， 

甚至任由他們選擇就讀哪一間名校，因為所有學校都想收他們為學生，為學校爭光。 

他們不需要捱更抵夜溫習，因為上堂聽一次已經全部明白和記得老師所教的每個字， 

只要回家把課本看一次就熟習所有課文，做功課更是輕而易舉地快速完成。  

到考試之前，他們更加因為不用做功課和上堂，所以有很多空餘時間去遊玩、去打球， 

因為對他們來說，考試是簡單不過的事，「跳級」亦是正常不過的事， 

他們能夠於一年內，完成別人幾年才完成的課程。 

 

所以，我們偶然都會看見這些人的事跡登上新聞， 

例如：一個十三歲少年，已經完成了頂級大學的學位課程， 

甚至有些在十八歲之前已經成為博士，可以在頂級大學成為教授。 

他們畢業後，都會加入世界最頂尖的學府或研究所成為科學家， 

或者加入世上最賺錢的商業機構成為高級行政人員， 

又或是立即被政府聘請成為政府的高級行政官員。 

 

對於這些精英來說，普通人隨年紀長大而帶來的枷鎖，實在太容易解決， 

因為他們的成長，總是比普通人快幾倍。 

當他們入讀小一時，智商可能已經達到普通人的小六程度， 

所以，小一的課程對他們簡直輕而易舉，根本不用溫習，看一次就必定記得。 

到了中學畢業的文憑試，他們要考取滿分亦好像家常便飯， 

因為他們讀中學時，早已經在閱讀大學課程的課本了。 

 

 

 

同一道理，信仰上，我們會見到兩種不同的基督徒。 

一種是普通基督徒，面對信仰上每個要求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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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經過長時間掙扎和考慮，才能夠作出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抉擇， 

要他們放棄與信仰有衝突的損友、工作和利益，總是所謂「比死更難受」。 

即使面對最輕微的逼迫，都要相當痛苦才能夠捱過， 

總是埋怨遇人不淑，或自覺懷才不遇，好像神的祝福和高升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 

 

但亦有為數不多的精英級基督徒，信仰對他們而言，就好像如魚得水一樣， 

別人看來是信心的挑戰，但他們總是帶著輕鬆的心境跨勝，彷彿神蹟都是為他度身訂做。 

面對人生中每一個枷鎖和需要，他們都有智慧和方法去打破和解決， 

並且時刻都存著熱切愛靈魂的心去傳福音，因而結滿纍纍果子； 

於每次教會聚會，都帶著熱切期待的心參與； 

面對惡人的逼迫，亦處之泰然，為自己配得受逼迫而感恩， 

知道是神看得起自己才會遇到這些挑戰。 

 

他們聽每一套全新啟示的信息，都會立即明白並為神賜下新的啟示而雀躍萬分， 

因為他們以往的信仰和《聖經》的真理根基打得非常好， 

能夠一脈相承，傳承每個新誕生的啟示。 

 

現在當我們認識了天國道，知道神設定人生是充滿一個又一個枷鎖， 

那麼，打破這些枷鎖的最佳方法是甚麼呢？答案就是「成長」！ 

 

 

 

當我們成長的速度比枷鎖來得快，就能夠誇勝生命中每一個枷鎖， 

越完美的成長，就能夠打破越完美的枷鎖， 

就好像一個人的戶口擁有一百萬存款，又怎會害怕交一萬元稅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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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基督徒在信仰上打好了根基，並且如主耶穌所講， 

生命中每一個決定都是以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為原則， 

面對人生中任何抉擇，都會以十足信心面對， 

為天國的緣故，甘願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親、母親、妻子、兒女、田地等， 

按照神的信實，他必要得著百倍祝福，又怎會被任何枷鎖鉗制呢？ 

因為他們在信仰上的成長速度，遠遠快過生命裡面出現的需要和枷鎖。 

 

馬太福音 19章 29節： 

「凡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親、母親、（有古卷加：妻子）兒女、田地的， 

必要得著百倍，並且承受永生。」 

 

就如日華牧師般，為何他經歷的人生和信仰生命，彷彿總是凡事順利，凡事都能作， 

神蹟和共同信息的印證，總是隨著他呢？正是因為日華牧師屬靈生命的成長速度， 

總是快過枷鎖的出現，這就是神期待的信仰精英，就是神的新婦。 

 

 

 

雅歌 1章 4節：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 

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亦好像舊約的約瑟，他 30歲時，成為埃及法老的宰相前一天，仍然是一名囚犯， 

過往 13年，每天都活在一個比一個更大的艱難、逼迫和枷鎖之中， 

但是，為何約瑟最終能夠成為當時代地上最強大國家的宰相呢？ 

 

並非因為運氣，亦不是如迷信的人所說「條命生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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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是因為他外表英俊而有更多機會， 

相反，因為無論在任何光景，他都能夠不斷倚靠神，不斷成長， 

所以，無論任何鎖枷出現，他都能夠一一打破並且誇勝，而不是僅僅捱過， 

最終，能夠勝過一切難關，成就最偉大的傳奇。 

 

創世記 49章 22至 26節： 

「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

逼迫他。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 —— 就是雅

各的大能者。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裡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

福，都賜給你。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降

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因為，神並非要我們過一生，神要尋找一位守護和維護法則的承繼者。 

 

 

 

所以，祂一定要我們經歷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們用真理，打碎世上最強的枷鎖後， 

而所得的自由，便讓我們有資格，自由地控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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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用真理打碎世上最強的枷鎖，那個便是撒但， 

牠有沒有資格控制法則呢？牠有沒有資格控制世界呢？答案是沒有！ 

 

 

 

為何神要製造枷鎖？因為，神要找出有資格、能自由地控制法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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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突破法則的試題 

之前的主日信息已經不斷強調，神於人類的生命中，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枷鎖， 

目的，就是要人們從枷鎖中，尋找出創造主，以及創造主創世的法則， 

最終成為法則的繼承者，也就是天國道。 

 

但是，為甚麼我們可以藉著理解枷鎖， 

從而尋找到創造主、創造主創世的法則以及最終成為創世法則的繼承者呢？ 

於主日信息，日華牧師用學校考試為例子，嘗試解釋這個特性。 

就是藉著理解考試的內容，從而知道老師想學生學懂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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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間學校被建立，就是為著訓練一個電機工程師的話。 

那麼，學校所出的試題，會是甚麼呢？ 

既然，學校的目的，是為著訓練出一個電機工程師， 

那麼，不論是課堂、訓練和考試都必定是關於電機工程吧？ 

因為唯有圍繞著電機工程的內容，我們才可以訓練出電機工程師。  

因此，假如一個學生要承繼電機工程師的身份， 

他亦一定要經歷學校的訓練，才可以最終得著這個資格。 

 

 

  

但是，神不是要我們成為電機工程師， 

而是希望塑造出能夠承繼創世法則的新婦級基督徒， 

就是藉著承繼去擁有可以控制、掌管、創造這世界的法則的話， 

那麼，神又會怎樣培養我們呢？ 

 

 

 

我們又要經歷甚麼課堂、訓練、考試， 

才可以有著承繼法則的資格呢？答案，就是「入世」， 

就是讓我們親身經歷以創世法則所創造的世界與及當中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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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國道中，神就是以讓我們理解、研究、尋找， 

甚至勝過用法則創造出來的枷鎖去訓練我們。 

換句話說，「枷鎖」就是為我們度身訂造，由法則創造出來的試題， 

其目的就是藉著我們完成這些題目，最終得著承繼法則的資格。 

 

 

 

所以，我們看見，全個世界也是被法則所掌控著， 

我們一出生，就是要面對身體中眾多的枷鎖，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已經是枷鎖、我們的內心世界、內裡的性格，內涵的塑造，亦是枷鎖。 

 

就算想著要如中國文化當中的順其自然，但駕馭萬事萬物的定理，其實，已經是枷鎖。 

例如︰中國人會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這些所謂天理循環，其實亦是枷鎖的其中一種，成為世界法則的一種。 

因此，當中有分屬肉身的法則；屬魂，就是屬智慧的法則，以及屬靈的法則。 

 

 

 

由於神是要塑造出法則的承繼者，因此，神一定要運用創世法則去製造試題， 

使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經過這考驗，被訓練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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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何錫安教授天國道的原因，而唯有能夠打破所有的枷鎖，才能夠成為得勝者。 

但問題是，由創世法則製造出來的試題，與學校的試題不同。 

於學校中，我們是要學習知識，所以，從課堂中、課本中，我們已經可以學到。 

 

然而，法則所製造出來的試題，是一定要我們親身經歷，才可以學懂及考得好。 

因此，藉著創世法則，就構成了我們現實所經歷的世界，也就是我們現在的生命和生活， 

所以，我們一定要於這個世界出生、活在這個世界中， 

去接受由法則製造出來的所有試題的挑戰，我們才有機會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因為法則製造出來的試題，並不像是學校的試題一般，用紙和筆去作答， 

創世法則的試題，是要用生命去回答。 

例如︰神給予我們一個軟弱的肉體，要我們去勝過。 

又例如︰神讓我們活在一個花花世界，紙醉金迷的社會中， 

讓我們於人生的迷途中，藉著自己的選擇去尋找出真光， 

或是於人生眾多的分岔路中，一次又一次的尋找出正路。 

於人生的抉擇中，一次又一次的作出修削、矯正，從而理解更多人生的法則。 

 

 

  

換句話說，承繼創世法則的試題，就是包括了整個神所創造出來的現實， 

當中包括生老病死、社會的風俗、文化、信仰、世界的歷史、科技、科學， 

以及神在這個世界的掌控等等，這些全部都是法則的產品，用來構成整個現實世界， 

而這個現實世界，亦是我們的試題。 

  

因此，既然我們要承繼創世法則的話， 

那麼，我們就一定要用世界中整個現實的所有事情，去成為我們的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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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我們人生一開始就已經是一個龐大的試場， 

而我們的人生，就是一條長篇問答題，而神就讓我們用生命去應試， 

就是用上我們人生當中每一天的光陰，每一個決定，去成為考試的答案。 

  

所以，我們於世界上，首先，要有著生命，也就是在世的日子，讓我們有機會應試， 

而當我們成功完成所有的考驗，並且得滿分的時候，就能夠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可能，你會問：「究竟，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創世法則的承繼者？」答案當然是有。 

於歷史上，第一個通過法則的考試，而最終得著承繼法則的資格， 

得以控制及掌控法則的就是主耶穌。 

 

 

  

主耶穌就是我們的示範， 

祂是誕生於神所設計的生命，同樣是被整個現實所牢籠， 

祂不是出生於一個富商的家庭，相反，祂是出生於一個馬槽。 

祂不是成長變成一位將軍、富商、宰相，而是成為一位木匠。 

然而，於祂的成長中，主耶穌是打破了現實世界中所有由法則所定立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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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夠勝過所有法則，通過人生的考試，最終承繼了法則、亦承繼了萬有。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更明白，人生的目的和意義是甚麼？ 

為何神創造人類的時候，讓我們有著比天使還要軟弱過千倍的身體， 

每一種動物也不需要穿衣去保護身體，但人類卻需要， 

每一種動物的自立期，有些只是幾小時，但人類卻要十幾年。 

再者，每一個人的內心所負的枷鎖，要比萬物還要多， 

因為枷鎖原來就是法則的試題。 

  

神沒有預期其他的動物可以承繼法則、承繼掌控萬有的權力， 

所以，動物有的枷鎖要比人類少得多，只要繼續生存、繁殖就可以了。 

因為只有人類是按著神的形像而創造，可以參加這個承繼法則的訓練和考試。 

  

正如剛才提及的例子：當一間學校，想訓練出一個電機工程師的時候， 

環繞著這個學生身邊的，就是電機工程的知識。 

於學校中，他所面對的課堂、功課、測驗、考試，全部都是他的枷鎖， 

然而，正是這些學校的枷鎖，讓他可以於過程中成長， 

當通過學校制訂的考試後，他才會有資格去承繼電機工程的所有資格及才能。 

  

同樣地，神讓我們承擔這個世界所提供給我們的眾多枷鎖， 

包括罪的枷鎖、成長的枷鎖和生命的枷鎖等等。 

而唯有藉著這些枷鎖，於將來，我們才會有資格可以掌管這些生命的法則。 

 

 

  

而這亦是《啟示錄》一直以來想打開給予我們知道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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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重新解釋了，人世間的枷鎖是甚麼？人生是甚麼？ 

原來，整個人類歷史的出現，就是為著創造出一個鑄模， 

一個由法則所製造出來，最終可以孕育新婦出來的鑄模，也就是法則試題的整體。 

 

 

  

當藉著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更加理解到， 

其實，為何我們於將來，可以有資格承繼萬有，並且掌管萬有？ 

就是因著我們可以通過創世法則的考試， 

所以，才能夠名正言順的，獲得這最終的獎勵。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知。因為人非有信，就不能討神的喜悅。 

《啟示錄》提及到，於人類歷史的終結時，會有一批可以通過鑄模考試的基督徒出現， 

也就是《啟示錄‧12章 5節》所提及到，一出生就得著鐵杖轄管列國能力的男孩子， 

這就是神給予我們的預告。 

  

於過去，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概念，不知道怎能夠達到。 

然而，現在我們終於明白到，原來這就是神給予我們，可以通過法則考試後的獎勵。 

那麼，當我們有著對於法則的枷鎖認知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對於得著這個獎勵有著絕對的信心。 

因為，我們終於得知，成為這個小孩子的辦法和資格， 

也就是藉著承繼，得著掌控所有創世法則、掌控萬有所有枷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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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耶穌就是我們的榜樣，向我們展示了， 

如何於打破法則的枷鎖後，得著承繼掌控法則的能力。 

  

所以，主耶穌豈不是於《馬可福音‧11章》教導我們，要有「移山的信心」嗎？ 

 

 

 

原來，「信心」，就是啟動承繼法則的鑰匙。 

藉著「信心」，主耶穌示範了祂是如何駕馭世間的法則； 

藉著「信心」，主耶穌將水變酒、五餅二魚，甚至叫死人復活。 

所有世界的法則，彷彿也不能夠牢籠著主耶穌。 



20180715   www.ziondaily.com 
 

 
 63 

而我們亦藉著效法主耶穌的「信心」，才能夠得著行神蹟的能力。 

  

亦是這份「信心」的成長，才能夠成就《啟示錄》，擁有四馬的能力， 

由於四馬的能力，就是最大的能力，因此，是最後的法則，亦是最大的法則。 

我們可以見到，主耶穌完成了四馬法則的 Alef部分，就是審判了當時的世代。 

然而，於《啟示錄》中，我們不是審判一個國家，而是審判一個地球，所以，這就是 Tav的能力。 

 

 

 

因為於主耶穌的世代，所審判的就是以色列國，我們的世代就是審判全世界。 

而四馬的能力，就讓我們知道，這是法則的最後部分，就是擁有掌管萬有的權柄。 

因此，我們所做的，就是複製主耶穌的榜樣， 

當主耶穌成為法則承繼者之後，亦成為了法則的審判者。 

  

透過人生的鑄模，藉著訓練、考試去得著這個資格，也就是最公平的方法， 

因為於神的設計中，神讓所有人都會參加、都會經歷的人生考試， 

考得最高分的一位，就是主耶穌，祂成為我們的一個榜樣， 

並且，神讓祂可以得著審判列國的權柄。 

因為既然這位考生可以於人生眾多的枷鎖中脫穎而出， 

打破所有枷鎖而取得滿分，如同主耶穌一般， 

那麼，當他考試滿分之後，當然可以繼承法則， 

並且，可以成為法則的判官。 

  

就正如剛才提及，電機工程師的例子。 

當這位電機工程師學生，通過所有考試，得到滿分的時候， 

他不單可以得著電機工程師的執業資格， 

並且，他甚至可以返回學校中，成為老師，成為定立電機工程課程以及考試的一位。 

事實上，很多大學畢業生，也會返回大學，擔當助教的工作， 

就是因著他們考試成績的優越，因此，賺取了審定其後所有學生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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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道理，既然人生的考試，就是法則所定立的枷鎖， 

那麼，當我們完成這個考試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得著承繼法則的能力， 

並且，這種能力，是《聖經》中所提及，神最後給予我們的權柄。 

只不過，其他人看不明白《啟示錄》的內容。 

 

 

  

然而，《啟示錄》所提及， 以鐵杖轄管列國的資格，正就是掌控法則的能力， 

也就是藉著成為法則的承繼者，最後變成了法則的審判者。 

所以，我們亦可以看到，主耶穌於成為法則承繼者之後，亦成為了法則的審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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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當主耶穌已經完結三年半的事奉，行了各樣的神蹟之後， 

主耶穌就騎驢進到耶路撒冷，於預備被釘死前的六天，做了幾件活劇。 

 

 

 

第一件，就是咒詛和審判無花果樹，預表以色列的滅國， 

 

 

 

之後，就是潔淨聖殿，趕走賣牛羊鴿子和兌換銀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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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後，主耶穌分享了凶惡園戶的比喻，就是預言神會審判舊園戶， 

將園子由以色列人的手中，交到外邦人的手中， 

這幾天的活劇，就是最佳的示範，示範主耶穌是如何成為審判者。 

 

 

 

既然，主耶穌可以最終成為法則審判者， 

那麼，當我們效法主耶穌，通過同樣的法則考試後， 

為何我們不能夠成為法則審判者呢？ 

  

《哥林多前書》就提及這個奧秘，甚至乎，天使也是由我們去審判，不是由神去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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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6章 2至 3節： 

「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若世界為你們所審，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嗎？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於這節經文中，已經清楚表明，聖徒是會有著如主耶穌一樣的權柄， 

就是成為法則的承繼者，之後，成為法則的審判者，去審判世界， 

甚至能力比我們大數以萬倍的天使，亦是由我們所審判， 

因為天使於神的創造下，也是法則的一部分，因此，也成了我們審判的範圍。 

 

於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到，這是一個最公平的制度，一個最公平的考試， 

神讓每一個人來到世界上，都得著法則枷鎖考試的機會。 

每一個人都進入這個試場中，一邊學習、一邊考試， 

神期待人類可以勝過這些枷鎖，通過法則的考試， 

如主耶穌一般，成為人生考試的高材生，得著最終的獎勵， 

就是反過來，於這個考試之上， 

成為法則以至世上萬有，包括天使的掌控者、審判者。 

 

 

  

因為這就是最公平的制度，唯有用這種方式誕生出來的法則審判者，才是實至名歸。 

因為這名審判者，是自己親身經歷過枷鎖的考試，並且，得著最好的成績。 

所以，當他反過來，成為法則審判者之後， 

他亦會以最公平、最諒解的方式，為其他同學評分。 

正如主耶穌會諒解祂的世代，而我們亦會諒解我們的世代。 

於這個前提下，去施行審判，也就是四馬的審判， 

《啟示錄》正是描繪我們得著這個權柄之後，如何審判這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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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審判全世界的四馬能力，就是最後的法則，也是最大的法則， 

因此，《啟示錄》的四馬工作，不是撒但的作為，而是得著審判列國能力的小孩的工作。 

  

 

 

然而，我們所要做的，是比主耶穌更進一步。 

因為《啟示錄》讓我們知道，當我們得著承繼法則的權柄之後， 

我們會被提返回歷史之初，去與主耶穌同創，成為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子。 

 

 

 

我們是小孩子的原因，是因著我們要返回時間之初，成為全人類歷史的審判者。 

所以，這就是為何於人類歷史出現之前，已經有著各種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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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返回過去歷史的證據。 

 

 

  

既然我們不是像主耶穌一般，只是審判祂身處的時代，而是審判全人類歷史， 

亦因此，我們就要理解全人類歷史以及當中的共同信息， 

這亦是為何「2012榮耀盼望」信息要包括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原因， 

亦是為何我們一定要理解及認清過去人類歷史的原因。 

 

 

 

因為神最終將永恆審判人類歷史、以鐵杖轄管列國的權柄賜給祂的新婦，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奉，並未因我們被提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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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當我們審判列國，被提之後，才是我們真正事奉的開始，也就是新婦工作的開始。 

 

 

 

來到這裡，大家就可以明白到，於這個精華短片 VO當中， 

解釋了一個全世界一直知道，但亦是我們一直不明白的謎題。 

就是為何撒但的力量，比我們大得多，但是，《聖經》卻說，撒但也會妒忌人類呢？ 

因為就是神將最終承繼所有創世法則的資格，埋藏於法則的考試當中， 

任何人要得著法則的最大權柄，也要於這些法則的枷鎖當中成長， 

並且考試合格，才能夠有著承繼創世法則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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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既然撒但一開始已經滿有能力，沒有枷鎖， 

那麼，牠就永遠不會得著承繼創世法則的資格。 

亦因此，撒但唯有將這份憤恨、妒忌，發洩於人類的身上， 

就是去傷害神看為最寶貴的人類，創世法則的真正承繼者，也就是神的新婦。 

 

主耶穌基督說：「我們一定要曉得真理。 

因為真理使我們自由。」這是指甚麼的自由？ 

就是你有資格，自由地守護法則、控制法則， 

並且，承繼創造主的身份去回到起初。 

 

 

所以，神便以枷鎖去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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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些枷鎖一次比一次更強，因為，天國道便是尋找法則的承繼者。 

 

 

 

影片：「認識萬物和法則」成為人生的枷鎖 

日華牧師在今篇「天國道」信息中，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 

神所創造的萬物和法則，其實都是我們人生的枷鎖， 

是我們成長的重擔，是神為我們預設承繼萬物和法則的試題。 

 

或許大家會問，為何神所創造的萬物和法則， 

除了是人生的試題之外，竟然同時也是我們人生的枷鎖呢？ 

為何認識法則竟然也是重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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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分析，原來神所創造的法則，對我們的人生成長而言， 

並非只是一份簡單的數學或科學試題。 

因為對一位考生而言，數學或科學極其量只是考驗學生對這類題目的認識， 

是屬於資料性，考生只需要在種種繁複運算中， 

將知識和公式加以運用，就能算計出答案，獲取 100分。 

  

但是，神要新婦教會認識隱藏於萬物之中的時間、歷史、法則、 

數學、Pi、Phi、角度、弧度和時空穿梭等等，絕非一份試卷那麼簡單。 

 

 

  

神為新婦教會預設的「認識萬物和法則」， 

其實是牽涉非常貼身的事物，是一段段信仰的歷程，是神對人類生命歷程的考驗， 

察看各人的人格、內涵、善與惡、誠實、正直、公義和犧牲。 

  

讓我們以傳奇數字 4794為例，眾所周知，在科學上，從地球地心拉出 69度， 

按著地球的球體表面弧度，這弧度距離就是 4794英里。 

而且，69的鏡面倒置，就是 96，對應 1996年新婦錫安教會發生雙氧水事件的年份， 

96與 69更是日華牧師 8歲時不斷提醒自己要不斷記著的兩個數字！ 

  

沒錯！這是世上的數學和科學是一種知識，是一種數據。但是，大家曾否認真思考過， 

為何神以共同信息的方式去記載 4794、96、69等傳奇數字呢？ 

沒錯！因為對錫安教會而言，這些數字並非單單一種數據， 

而是標記著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為著善良、誠實、愛神和愛人的緣故， 

甘願冒險，為神放棄了我們的需要、名譽及利益， 

背起了神的軛，選擇分享「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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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4794，正好對應 1996年 7月 21日雙氧水事件的發生， 

到 2009年 9月 5日，日華牧師因著先知 Bob Jones「榮耀列車」的預言， 

決定開始著手研究「2012信息」。兩者相隔的日數正是 13年零 49日，即 4794日， 

正是聖殿拉線到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距離 4794英里，一日代表一英里。 

 

 

  

神藉著共同信息 4794，印證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與「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方向， 

令錫安教會踏上完成新婦 4794的終極定命（Our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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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對於錫安教會而言，4794、96、69，一直都並非單單一個數字， 

也不是一種數學或數據，4794就是一道非常切身的重擔和枷鎖， 

是日華牧師按著善良、純全正直、道德勇氣，帶領錫安教會行在神所預設的天國道。 

 

這些共同信息數字，更標記著當時日華牧師與錫安教會眾弟兄姊妹， 

為著愛神、愛人及持守真相的緣故，甘願冒險，承擔逼迫和無理指責， 

飽受傳媒、政府及醫藥霸權的壓力，最終作出距今超過 22年的犧牲， 

可謂有血有淚，是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事蹟。 

   

事實上，1996年，正因為日華牧師帶領錫安教會為著愛神和愛人而作出的犧牲， 

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行在天國道上， 

所以，4794、96、69等共同信息數字才變得有意義， 

被神永恆記念。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 1996年，日華牧師與錫安教會眾弟兄姊妹的犧牲和付出， 

那麼，4794、96、69只會是非常平凡、毫無意義的數字。 

  

所以，神授予新婦「認識萬物和法則」的真理， 

其實都是神授予新婦生命歷程上的一道枷鎖、一種負擔， 

是神對於我們信仰上的直接試驗，為要考驗出我們各人的抉擇、 

人格、內涵、善良、誠實、聖潔和公義，是人生的必經歷程和道路。 

 

這就是天國道，是永恆新婦被鑄造的過程，新婦就如建造聖殿前身禾場上的牛隻， 

背負起主人的軛和枷鎖，行走在世人看不見一條 Pi的軌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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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婦就是要從生命中，去學習成長，駕馭人生各種需要和枷鎖， 

在生命歷程上，每每發自本心的善良，於兩難之間不斷承擔痛苦和犧牲， 

作出一次又一次正確決定，行完天國道！ 

 

 

 

所以，為甚麼枷鎖會一代比一代更強呢？ 

現在，我們被試探的枷鎖是更強。 

這樣你便明白，為什麼錫安在這些年來都是這樣行，因為，我們在天國道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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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果你是一個害怕吃虧的人，你便不用返教會。 

但在天國道行走是這樣複雜，又怎樣可以說出來呢？ 

他們根本未曾見過這麼偉大的前景。 

 

當你看見「天馬座行動」，你便知道是那麼偉大的前景！我們的神便是這樣偉大！ 

 

 

 

祂創造 Alef Tav是為了藉著這條天國道， 

製造一群在歷史上維繫和守護著 Alef Tav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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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定要承受到這種挑戰。因為神是公義的！ 

被神放在天秤上的人，一定要在人世間的枷鎖中成為典範。 

他們不怕任何枷鎖，並且願意在任何階段中也會為神放棄。 

 

影片：真理與自由（人生成長的速度） 

藉著日華牧師分享「天國道」信息，讓我們知道人生中的各種需要都是枷鎖， 

並且，是神刻意設計在人類的生命中，成為考驗人類的試題， 

試試我們能否藉著真理，打破生命中重重的枷鎖， 

並且尋找到神所創造的生命法則，甚至可以掌控它們，成為人生法則的承繼者。 

 

但是，綜觀整個人類歷史，如果神沒有啟示人類打破枷鎖的方法， 

就根本沒有任何人能夠解開這個大難題，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憑人類的力量，尋找和明白得到天國道的原則。 

並且，神從來沒有預期人類可以撇開神而尋找到人生答案， 

因為人生的答案，一直只存在於神那裡。 

 

所以，二千多年前當主耶穌來到世間，就對世人說明，唯有祂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除了神主動向人類賜下救主耶穌基督， 

藉著祂向世人表明解決人類生命中一切枷鎖的方法之外， 

根本沒有人可以尋找到答案，甚至不會知道人生一切需要其實是一種枷鎖。 

 

使徒行傳 4章 12節：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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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4章 6節：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主耶穌來到世間，就向世人作了一次完美的示範， 

如何以最快的捷徑、最正確的觀點、最佳的做法， 

以短短 33年半的時間，將神所創造的人於地上活一次， 

並且，不單過著一個最合乎神旨意的人生經歷， 

更示範當人好像主耶穌一樣，以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旨意活一生的話， 

可以得到甚麼獎賞，就是承受萬有，並且成為法則的承繼者。 

 

然而，《聖經》清楚表明，所有基督徒都要以主耶穌成為我們的榜樣，一生效法主耶穌。 

 

哥林多前書 11章 1節：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羅馬書 8章 29節：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羅馬書 15章 5節：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但是，我們怎樣才是效法主耶穌基督，活一個完全合乎神旨意、跟隨神的人生呢？ 

就如主耶穌一樣，用神的真理打破一個個枷鎖， 

如此，我們就有資格得著在基督裡的自由。 

 

加拉太書 5章 1節：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約翰福音 8章 32節：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哥林多後書 3章 17節：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所以，當我們行在真理中，就可以打破一切枷鎖， 

成為自由地跟隨神和事奉神的基督徒。 

 

可是，或許你會有一個疑問， 

為何人生中一個至為重要的答案，就是打破人生一切枷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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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偏偏以一種如同尋找世上最大難題， 

或是尋找世上最隱蔽寶藏的方式，讓人去尋找， 

而不是把答案明明地放在全人類眼前，讓所有人都能夠得著呢？ 

為何相反地將天國道隱藏起來呢？ 

 

如果我們能夠明白神創造人類的目的， 

是為要鑄造一位新婦的話，一切謎底就迎刃而解了。 

假如神將答案明明地寫出來，人類就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 

不需要在人生中作出取捨，亦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歷練， 

就如參加一場早已知道所有正確答案的考試，根本沒有任何意義。 

 

同樣，假如早已知道人生考試的答案， 

就不可能分辨出各人有資格在天國中得到甚麼身份， 

是賓客、童女或新婦，還是被審判下地獄。 

因為神期待的新婦，是每一天都與祂有著一種善意的交流。 

何謂善意的交流呢？就是與神之間的關係， 

並非單單因為利益和獎賞，而是單單因為愛神而作出真正的選擇， 

因為愛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利益的交易和交換。 

 

 

 

神最希望從人類歷史得到的結果， 

是人用一生去證明自己是愛神到底，而不是只為到永生的保障而假裝信主， 

更不是為了得到地上所謂的榮華富貴而撒種和行真理。 

而證明一個人是否愛神的最好方法，就是讓人生的枷鎖成為歷練， 

看誰能夠單單因為愛神，藉著真理打破一切枷鎖，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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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7章 21節：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所以，當我們懂得努力學習《聖經》中的各種真理， 

我們就能夠永遠凌駕在所有枷鎖之上，不會被人生的需要轄制， 

無論是人生中因年齡漸長而出現的不同枷鎖， 

包括學業、事業、朋友、家庭、娛樂、婚姻、兒女、年老、疾病，甚至退休， 

都不會成為我們不愛神、不去跟隨神的枷鎖。 

 

反而用神的真理和智慧完全駕馭它們，甚至成為生命中的祝福和榮耀神的事情， 

因為我們用合乎真理的方法去滿足一切需要， 

讓世人都見證以神為先的人生，才是擁有真正幸福的人生。 

 

就如一位精英級學生，可以凌駕於每一年的課程之上， 

可以享受每一個學期的學習過程，考取優異成績， 

更可以跳級，不需要像普通人般按部就班，節省不少人生的寶貴光陰。 

 

更不會像大部分無法駕馭枷鎖的人般， 

到了中年才所謂發現年少時要上學讀書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發現，出來社會工作是一個比讀書更大的枷鎖， 

再回味以前年少時，就知道對比今天所面對的枷鎖， 

原來當年背負讀書的枷鎖是輕省得多。 

 

但是，這只是一個錯覺，因為這位中年人年少時， 

根本從未享受過讀書的過程，只是今天的人生比讀書時更慘淡而已！ 

當他回望過去的讀書時期，以為當時的自己非常享受讀書的時間， 

其實，他只是自欺欺人，因為他從來都不喜歡讀書，也不喜歡成長的壓力， 

所以讀書時期根本從未享受過讀書的過程， 

只是選擇性地記著當時與同學一起玩樂的開心，而不是努力學習的過程。 

只是，現今要工作，並且承擔更大的枷鎖，比以前更悲苦， 

才會念念不忘舊日的時刻，每天懷緬過去。 

 

所以，二千多年前主耶穌來到世間，示範了如何用短短 33年半的人生， 

超頻地完成一個可以打破人生一切枷鎖的典範， 

並且可以得著神所創造的萬有成為獎勵，就是成為 Alef Tav創始成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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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1章 8節：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梅戛：是希臘字母首末二字）， 

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 1章 17至 18節： 

「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

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然而，世上卻有很多所謂的基督徒，沒有效法主耶穌以超頻的成長來跨勝人生的枷鎖， 

相反用自己人類血氣的方法，成為「牆頭草」，一方面稱自己是基督徒， 

但另一方面卻讓人生的需要鉗制自己，成為需要的奴隸，沒有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 

 

他們以為把神天國的標準降低，就可以活得更輕鬆和開心， 

殊不知，他們這樣做，只是好像一位不讀書、不做功課的學生， 

卻以為自己比勤力的學生更懂得享受學業和人生，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因為考試放榜之日，就是這些壞學生的審判來到之時。 

 

相反，對於勤力的學生，甚至是精英級的學生， 

放榜之日正是他們歡喜快樂和慶功的時間， 

因為他們將會看見自己努力成長和學習的成果，並成為他們的獎賞。 

 

所以，那些沒有用真理打破人生枷鎖的基督徒， 

其實是白白浪費了神為他們創造的人生，失去了神創造人生的目的， 

卻以為自己比那些義無反顧，不怕世界逼迫、不向世界妥協的基督徒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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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些「牆頭草」，其實是《聖經》所講的愚昧人， 

因為他們明明可以藉著信仰承繼生命的法則，卻相反成為了人生枷鎖的奴隸。 

並且，他們活在世上，亦不見得能夠享受人生， 

因為當人無法藉真理跨勝一切枷鎖，就會彷如行屍走肉般，過得一日得一日， 

到離世仍肩負著一身未曾打破過的枷鎖，面見神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因枷鎖而枉費一生。 

 

神提供的方法，就是藉著先求神的國，打破一切血氣的枷鎖， 

換上主耶穌的軛，奉獻一生成就神的旨意， 

神就會賜我們聰明智慧，可以藉著真理跨勝一切枷鎖， 

得著神百倍的祝福，滿足人生一切需要， 

在人生中不斷超頻成長，在任何一個枷鎖來到以前， 

已經預先擁有打破和滿足它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好見證。 

 

希伯來書 12章 1至 2節：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譯：仰望那將真道創始

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最後，我想每個人也和三個人說：「我會實際應用所有真理！」 

Amen！感謝神！若學到任何事情，我們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