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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8年 9月 9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14）答問篇（6） 

問題一：有關「枷鎖」的概念，神藉著祂的全能、全知去創造每個人一個「枷鎖」，而你在教會設 

定許多工作、責任、位份和每個人要做的事情，都會按照神所賜「枷鎖」的概念去設定。 

假設我們在生命中成為某方面的領袖，可能是家庭的領袖、教會的領袖，或人生中因一些 

責任而成為領袖或前輩，究竟我們怎樣藉著「枷鎖」的概念去成為一個更好的領袖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日華牧師 57歲生日的超然印證：加密貨幣出現 4794篇 

相信大家都知道，每年 9月 1日，就是日華牧師的生日，是我們錫安教會一年一度的盛事。 

 

 

 

事實上，自 1980年，日華牧師信主後，每年日華牧師的生日，神都會送他一份生日禮物。 

有時是國際先知的預言和信息，如 2009年，神透過先知 Bob Jones， 

發佈「神榮耀列車」的預言，印證日華牧師著手展開「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研究。 

有時，是一些絕非人為可以做到的特別事件， 

以這些人與事，成為神送給日華牧師當年的生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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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 2017年，神給予日華牧師極之豐富的生日禮物和超然印證， 

更成為「2012榮耀盼望第 396篇」的信息內容。 

神透過大自然的颱風、日華牧師與全職聚餐的地點、 

教會弟兄姊妹及麗勤策略區，送給日華牧師的生日禮物的巧合印證， 

成為一個個驚人印證，印證日華牧師上年 56歲生日的事件。 

 

其中一件絕非人力可以控制的事件， 

已透過精華短片（VO）「日華牧師生日感言 2：2017年 9月 1日比特幣歷史新高與日華牧師生日」， 

分享過。正好在上年日華牧師生日當天， 

Bitcoin及 Litecoin的價格均在同一天攀升至包含 4794數字串的市價， 

Bitcoin為 4,794美元，Litecoin則是 479.4元人民幣，於當時更成為兩種加密貨幣的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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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自 Bitcoin及 Litecoin誕生以來， 

於日華牧師生日當天，Bitcoin是當時歷史上首次升上 4,794美元的歷史新高； 

同樣，Litecoin也是歷史上首次，升上 479.4元人民幣的歷史新高。 

這些事件絕非人為可以控制，是神於背後全然掌控經濟、金融及加密貨幣的市場。 

 

此外，市場上過千種加密貨幣中，亦唯有 Bitcoin及 Litecoin， 

是日華牧師選擇於主日信息及家聚工作坊中，主要推介及幫助弟兄姊妹購買， 

亦正是這兩種加密貨幣的價格，在日華牧師上年生日當天出現 4794的數字， 

神進一步明證日華牧師分享這兩種加密貨幣，是有神的認可和帶領。 

  

眾所周知，4794是神獨特給予我們錫安教會的傳奇數字， 

因為由聖殿根基石拉線到錫安教會發源地粉嶺圍的距離，正好就是 4794英里。 

 

 

 

同樣，由 1996年 7月 21日雙氧水事件的發生， 

至 2009年 9月 5日，日華牧師因著先知 Bob Jones「神榮耀列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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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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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以眾多 4794的距離、日子、時間和空間，明證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於永恆的身份。 

日華牧師 56歲生日當天，神讓 Bitcoin及 Litecoin的價格， 

於同一日出現 4794的數字，成為慶祝及印證。 

 

今年，當日華牧師將要完結 56歲，進入 57歲生日的 4日前， 

神才讓日華牧師發現，過往我們一直提及，與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息息相關， 

標記美國開始的五月花號，在鱈魚角下錨的地點， 

與聖殿拉線的距離，不單是傳奇數字 4794海里， 

甚至夾角也正是 56度，正是當天日華牧師 56歲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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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號不單是代表美國的開始，也是代表日華牧師信仰的開始， 

因為 1980年，日華牧師就是在旺角新興大廈的真道教會決志信主， 

當時，新興大廈有一間五月花酒樓， 

所以，當時真道教會的俗稱，又名「新興五月花真道教會」。 

 

 

 

美國的開始 ── 五月花號在鱈魚角下錨的地點， 

原來同樣隱藏 4794和上年日華牧師 56歲的數字，實在相當驚人。 

 

 

  

但是，當今年日華牧師踏入 57歲生日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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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予日華牧師的印證，確實有增無減， 

一個個絕不可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事件相繼發生。 

  

今年，同樣是日華牧師 9月 1日生日正日， 

Litecoin、Bitcoin、Bitcoin CASH三種主日信息曾主力介紹的加密貨幣， 

竟在同一天內，價格攀升至包含 4794數字串的價格。 

 

 

 

先是 Litecoin，在踏入今年 9月 1日零時之後，由原本 468.58港幣，突然急升， 

不足一小時內，升破 479.4港幣的價格， 

直至 9月 1日結束時，已升至 515.31港幣，升幅達 10%。 

 

其次是 Bitcoin，到了今年 9月 1日早上 7時 46分， 

價格同樣出現傳奇數字 4794，價格為 47,940人民幣。 

 

最後是主日信息也曾多次提及的加密貨幣 Bitcoin CASH， 

亦於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生日當天的晚上 11時 39分， 

價格出現傳奇數字 4794，價格為 4,794港幣，全日急升 12.71%。 

 

大家有否留意到，日華牧師今年 57歲生日當天，其中 Litecoin和 Bitcoin CASH， 

兩種出現傳奇數字 4794的價格，都是以港幣為計算單位， 

顯然，神是為了向處身香港的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說話， 

藉著港幣 4794，慶祝日華牧師今年的生日。 

  

無庸置疑，主日信息曾主力推介的加密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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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在上年及今年，日華牧師 56歲及 57歲生日當日， 

出現與日華牧師及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數字 4794。 

連一日也不偏差的配合，絕對無法是人為的程度， 

從而讓我們確實知道，這是今年，天父送給日華牧師的其中一份生日厚禮。 

 

影片：日華牧師 57歲生日的超然印證：超強颱風飛燕篇 

上個星期的精華短片（VO）「時事追擊：2018年西北太平洋颱風的新紀錄」， 

提到於今年日華牧師生日前，近 40天內，西北太平洋接續形成 13股被命名的颱風， 

締造了西北太平洋長時間有命名颱風活動的新紀錄，成為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生日的奇妙印證， 

因為，日華牧師的英文名字正是Wind，就是風的意思。 

  

除此之外，今年 8月 24日生成的超強颱風飛燕（Jebi），或譯燕子， 

在埃內韋塔克環礁（Enewetak Atoll）附近海域形成， 

在 8月 28日正式被命名，成為 2018年太平洋颱風季第 21個被命名的熱帶氣旋， 

更成為另一個今年日華牧師 57歲生日的奇妙印證。 

  

8月 30日，飛燕持續爆發增強，朝日本進發，並打開風眼， 

從衛星雲圖可見，飛燕的風眼渾圓清晰。 

 

 

 

8月 31日凌晨 5時，聯合颱風警報中心將飛燕升為超級颱風，相等於美國地區的五級颶風， 

是繼強烈颱風瑪莉亞（Maria）之後，今年第二股達到此級別的亞洲颱風。 

其後，超強颱風飛燕更出現雙重眼壁現象。 

 

9月 4日上午 11時，飛燕登陸日本德島縣南部，兩小時後再登陸兵庫縣神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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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陸位置東面為京都府、大阪府（Osaka），西面為岡山縣、鳥取縣，當局呼籲超過 30萬人緊急疏散。 

飛燕以風速每小時 162公里吹襲日本，最大陣風風速達每小時 216公里， 

被日本氣象廳形容為自 1993年至今，25年以來當地經歷的最強颱風，重創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緊急應對颱風災害。 

  

飛燕橫掃關西、四國等地區，一輛停泊在港口附近的油輪，被吹至失控，撞向連接關西機場的大橋。  

飛燕引發的嚴重風暴潮，令大阪一帶的水位上升至超過 3米， 

比 1961年吹襲當地的超強颱風蘭茜（日本稱為第二室戶颱風）的歷史水位更高， 

最高海浪達 13米，令本身海平面高度只有 5米的大阪關西機場水浸。 

  

雖然，關西機場建有大約 2.7米的防波堤， 

但在強風及風暴潮下，仍難以抵擋猛烈洪水湧入， 

巨浪淹沒關西機場，停機坪形同澤國。 

從當地市民拍攝照片可見，機場停機坪嚴重水浸， 

車輛輪胎被淹沒，只能看見上半截車身，部分倉庫及候機樓地下亦出現水浸。  

關西機場已關閉兩條跑道，逾 600班日本國內航班取消，機場完全癱瘓， 

加上機場設備嚴重受損，短時間內亦無法重新開放。 

  

日本媒體 NHK報道，截至當地時間 9月 5日凌晨 3時 14分， 

飛燕已在大阪府、滋賀縣、三重縣等地，釀成 11人死亡，約 340人受傷。 

許多神社寺院受損，包括京都北區的賞櫻名勝平野神社，有櫻花樹傾倒， 

嵐山渡月橋的木造欄杆倒塌，西本願寺的「阿彌陀堂門」檜皮屋頂，及「南能舞台」損壞。 

 

新聞片段： 

Winds of up to 172 km/hr whipped up seas, pounded the coastlines and destroyed ships as Typhoon Jebi 

struck Japan bringing with it the country’s latest bout of extreme weather.  

飛燕風速高達每小時 172公里，掀起巨浪，衝擊海岸線，摧毀了船隻，為日本帶來新一輪極端天氣。 

 

Officials knew it was coming and ordere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in affected areas to evacuate their 

homes. 

當局在飛燕來到前命令受災地區逾 100萬人撤離。 

 

Some either ignored warnings to take cover or left it too late.  

有人無視警告，有人走避不及。 

 

Jebi, or Swallow in Korean, was briefly a super typhoon and is the most powerful storm to hit Japan in 25 

years.  

飛燕在韓語譯為「燕子」，是一場超級颱風，是日本 25年以來最強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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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ital Tokyo escaped the worst as Jebi continued on its unrelenting northward path.  

隨著飛燕向北移動，日本首都東京逃過一劫。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is year the Japanese have battled the elements, 

這不是日本今年第一次與大自然搏鬥。 

 

Earlier the country recorded its highest ever temperatures as people sweltered in deadly summer heat.  

早前日本記錄了史上最高氣溫，居民淹沒在致命的夏季高溫中。 

 

A month before that, the army had been brought in to help with the effect of some of Japan’s worst 

flooding. 

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日本遭遇最嚴重的洪水，軍隊被派往參與救援。 

 

There’s been predictable travel chaos.  

天災導致交通混亂。 

 

Beneath this floodwaters lies Kans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its main runway.  

滔滔洪水之下是關西國際機場及其主要跑道。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has canceled all his engagements in order to overse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is lates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首相安倍晉三取消原定工作安排，以監督政府就天災的應變工作。 

 

飛燕所導致的停電，是自 1995年阪神大地震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累計約 218萬戶受影響， 

至少有 369支電線桿，被強風吹倒的樹木碰撞而折斷，造成自平成時代以來，最嚴重的停電損失。 

西日本地區在最近兩個月內，受到颱風及豪雨嚴重打擊， 

或會令日本政府重新審視應對風暴所引發水災的政策，減低人命和經濟損失。 

 

9月 5日 5時，日本氣象廳將飛燕降格為強烈熱帶風暴，及後轉化為溫帶氣旋並消散。 

然而，這場世紀性破紀錄的颱風，卻隱藏了多個共同信息，印證日華牧師今年 57歲生日。 

  

第一點，颱風飛燕導致大阪及神戶，錄得潮位暴升至超過 3.2米， 

是自 1961年，57年來最高記錄。沒錯！1961年正是日華牧師出生的年份， 

而 57，也正是剛剛 9月 1日，日華牧師今年生日後的歲數。 

飛燕是自 1961年以來，吹襲日本最強及最大的「風」，正對應日華牧師的名字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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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風暴為沿岸帶來巨浪，刷新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潮位， 

神戶潮位錄得最高 233厘米，大阪則錄得 329厘米。329正是共同信息 923的鏡面倒置， 

此外，將大阪潮位 329厘米，減去神戶潮位 233厘米，得出共同信息數值 96， 

正是標記 1996年雙氧水事件的數字。 

 

 

  

第三點，飛燕被命名的日期，為今年 8月 28日，828， 

上年 2017年 8月 28日，正是試辦 ToME「曼德拉效應」講座的日期， 

而兩年前的 2016年 8月 28日，正是「錫安劍」「萬劍齊發」行動的時間。 

這兩件事件，其實都是當年慶祝日華牧師生日的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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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這場世紀颱風飛燕被命名的日期，正好就是同一天，有著共同信息的 8月 28日，828。 

 

 

 

第四點，今次吹襲日本的颱風，名字是「飛燕」， 

令人不其然想起中國一件著名出土文物「馬踏飛燕」。 

 

 

 

「馬踏飛燕」又名銅奔馬、馬超龍雀等， 

是 1969年，於中國甘肅武威雷台古墓出土的東漢青銅器，是國家一級文物， 

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旅遊局的識別標誌，以及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主體形象， 

曾安排於歐美 14國巡展，包括英國和法國，引起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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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踏飛燕」巧妙的藝術構思和高超的工藝技術，均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因而被西方藝術家譽為「雕塑藝術的極頂之作」。 

 

能夠腳踏飛燕的「天馬」，正是天上的第四馬，是「天馬座行動」信息所指向的永恆新婦。 

而且，「馬踏飛燕」的出土年份，正是共同信息的 1969年，69正是 96鏡面倒置， 

在 1969年，當年最深入民心的一句話，就是 1969年 7月 20日， 

著名太空人岩士唐（Neil Armstrong）左腳踏上月球表面時， 

說出這句名言：「我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然而這句名言，正好吻合 1996年 7月 21日， 

日華牧師因為雙氧水事件，為免弟兄姊妹承擔不必要的痛苦和逼迫，決定踏出會見傳媒的一小步， 

在神眼中，這正是 4794共同信息所指向，人類的一大步，是永恆新婦必經的鑄造。 

 

事實上，今年日華牧師的 57歲生日， 

神再一次以「另類的真實感」，印證日華牧師的出生和一生的事跡！ 

 

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59」：「曼德拉效應」個案 

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 259」會為大家分享更多「曼德拉效應」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香港一種常見的生果， 

亦是以往「曼德拉效應」專輯曾兩次分享過的主角，它就是香蕉。 

第一次，上年 2017年 7月 23日「曼德拉效應專輯 75」， 

已經分享了香蕉的英文名字串法，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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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舊現實 Bananna 兩個連續的 n，變為新現實 Banana少了一個 n， 

並且，錫安教會邵傳威策略家更親身受訪，分享香蕉的英文串法， 

必定是發生了「曼德拉效應」，而少了一個 n。 

 

 

 

第二次，是今年 2018年 5月 13日「曼德拉效應專輯 248」， 

分享了香蕉在樹上生長的形態，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由本來正常地向下生長，變成現今上下倒置，向上生長的新現實。 

 

 

 

今次，我們會為大家分享香蕉的第三個「曼德拉效應」，就是它的顏色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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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大家必定常常看見香蕉，而香港的香蕉有多少種顏色呢？ 

相信大家都見過，香蕉是黃色的，而未熟的香蕉則是綠色的，正確嗎？ 

 

 

 

試問大家以往曾否見過，香蕉全條都是紅色的呢？ 

現今現實中，原來一直存在一種紅色皮的香蕉， 

因果皮呈暗紅色，被稱為「紅皮蕉」或「紅菓蕉」。 

 

 

 

按現今現實記載，紅皮蕉遍佈全球蕉區，東南亞及中南美洲均普遍種植， 

但多數是庭園式栽培，很少會大量種植， 

國內旗山、埔里、集集、花蓮等地，也有少量栽培。  

 

紅皮蕉樹高大，生育期長達 18個月，假莖呈深紅色， 

產量中等，平地約 12至 15公斤，稍高地區亦有稍高產量， 

果實屬中型大小、肥短而直，果肉呈黃白色、味甜而香、肉質較軟，但口感不及一般香蕉。 

 

可是，你以往曾否見過或聽過，有紅色皮的香蕉呢？ 

並且，按現今現實記載，紅皮蕉在亞洲及其他地區，都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香蕉， 

並非稀有品種、配種或人工基因改造，而是有歷史以來就一直存在，並且遍佈世界各地。 

假如你以往從未見過，顏色如此特別的紅皮蕉， 

並非你見識少，極可能是因為「曼德拉效應」，而誕生這新品種的香蕉。 

 



20180909   www.ziondaily.com 
 

 
 15 

第二個個案，亦是以往「曼德拉效應專輯」曾提及的一種動物，就是馬。 

 

早前 2018年 7月 15日「曼德拉效應專輯 254」，我們曾分享過馬的「曼德拉效應」， 

原來現今現實中，有部分品種的馬，會好像人類般長出長長的鬍鬚，外表非常趣緻。 

今次關於馬的「曼德拉效應」是什麼呢？ 

 

 

 

相信大家的記憶中，馬是一種體型比較大的動物，一般成年馬的高度，已相等於成年人的高度。 

即使是體型較細小的馬，例如︰蒙古馬，成年後也有約五呎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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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馬極可能再次出現另一個「曼德拉效應」，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品種， 

就是體型比驢還細小，甚至大小有如一隻狗的迷你馬Mini Horse！ 

 

 

 

原來，現今現實中，世上一直存在不同類型的迷你馬，不單遍佈世界各地、種類繁多， 

有些是因為品種本來就比一般馬細小，另有一些，則是因為侏儒症，細小得有如中型狗， 

身高只有兩至三呎，就如洋娃娃般，非常可愛有趣，必定深受小朋友喜愛。 

 

 

 

以下影片，馬的主人為大家介紹自己所養的迷你馬， 

而其中一隻，因侏儒症而比一般迷你馬更細小，大家曾否見過這樣的迷你馬呢？ 

 

YouTube片段： 

Acer, the three year old miniature horse, is believed to be the smallest horse in Britain, at just 22 inches tall. 

Acer，三歲的迷你馬，相信是英國最細小的馬，只有 22英寸高。 

 

Normal miniature is 34 and under; and Acer is 22. So he's a miniature, mini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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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迷你馬不高於 34英寸，Acer高 22英寸，所以牠是迷你馬的䄂珍版。 

 

The tiny equine is so small that owner Maureen lets him roam around her house. 

這馬體型如此細小，馬主Maureen甚至讓牠在家中漫走。 

 

I think he's one in a million, this little horse. 

我認為這馬是萬中無一。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him. 

從未見過像牠一樣的馬。 

 

At Wolfscastle Miniature Horse Farm in Essex, you'd expect the horses to be on the small side. 

位於艾塞克斯郡的沃爾夫堡迷你馬馬場，你會預期馬匹都偏矮小。 

 

But Acer was especially tiny. 

但 Acer卻是特別細小。 

 

We imported his dad from America, and put him with our American mare. 

我們從美國進口牠的爸爸，與美國母馬配種。 

 

Apparently, they were both carrying the dwarf gene, and he was the result. 

顯然牠們都有侏儒症基因，Acer就是成品。 

 

I mean most people would have him put down, but we’ve persevered with him, and he's a lovely little chap, 

aren't you? You lovely little boy. 

大多數人會送牠去人道毀滅，但我們堅持養牠，牠是個可愛的小伙子, 是嗎？可愛的小伙子。 

 

And because of his size, some special arrangements have had to be made. This is where little Acer sleeps. 

牠體型細小需要特別安排，這是 Acer睡覺的地方。 

 

We've had the door especially made for him, so he can put his head over, and see all the other horses. 

我們特別為牠做這道門，讓牠可伸頭出來看其他馬。 

 

It's a very big stable for a little horse, but he was born in this stable, so this is his stable for life now. 

對小馬來說，這是個很大的馬廄，但牠出生於這馬廄，所以這是牠一生的居所。 

 

Although he wanders freely around the farm, there are some places he can't go for his own safety. 

雖然牠隨意閒逛馬廄，但因安全理由，有些地方禁止牠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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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ome with me, ok? 

跟我走好嗎？ 

 

It's your big friends, look! 

看你的大朋友！ 

 

We don’t let him in with the big horses because he could get injured. 

我們不會讓牠接近大型馬，因牠有機會受傷。 

 

When they're playing around, I mean he would go under their feet, he'd get kicked or something. You know, 

his head is sort of like knee height to them. 

與一群馬玩耍，牠容易被牠們的腳踢到，對大馬來說，牠的頭只到牠們膝蓋。 

 

He could be injured, couldn't you? 

牠有機會受傷，是嗎？ 

 

But we wouldn’t take the chance. I must admit one day we were sitting out here, and he snuck under the 

fence. 

但我們不會冒此風險，我要說，有一天我們坐在這裡，牠卻俏俏溜到圍欄下。 

 

We're worried about you. 

我們都擔心你。 

 

Anyway, he thinks he's more of a dog than a horse, aren't you? 

牠覺得自己是狗多過馬，是嗎？ 

 

His best friend is a labrador called Demon. 

牠最好的朋友是拉布拉多犬 Demon。 

 

The pair have been playing since Acer was a foal, and Acer has been copying his canine companion.  

從 Acer還是一隻駒子時，牠們便形影不離，Acer一直在模仿牠的伴侶犬。 

 

Acer’s really made himself at home here, He just wandered in one day and we just let him come in now. 

Acer在家裡悠然自得，有一天牠漫游進來，我們就讓牠進屋了。 

 

He doesn’t stay for long, he just wanders around, has a sniff. 

牠不會留太久，只是到處閒逛嗅一下。 

Obviously we keep an eye on him because he’s not house-trained.  

我們會留意牠，因牠未經「籠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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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hen Acer does leave the farm, 

但當 Acer離開農場， 

 

Come and go for a pint. 

來去喝啤酒， 

 

he always attracts plenty of attention. 

牠總是能吸引很多人注意。 

 

He has brought so much joy to just everybody he meets, people just love him. Absolutely love him.  

牠帶給人們很多快樂，他們都愛牠，非常愛牠。 

 

You know, and so although he’s a little dwarfy, he is loved.  

雖然牠有點矮小，但很受歡迎。 

 

Everywhere we go, people try to buy him; he literally stops the traffic, and we’ve had a very big offer for 

him from abroad, but obviously we never let him go anywhere.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人們都想買牠，牠甚至導致交通停頓，國外甚至開高價買牠，但我們不會放手。 

 

以上大家所見的，並非剛出生的小馬，而是真實存在的成年迷你馬。 

但以往，大家曾否從任何媒體中，見過任何人介紹這種比狗還細小的迷你馬呢？  

現在，我們再看一些片段，是比剛才更細小的迷你馬。 

假如大家以往從未見過，如此可愛和細小，如狗一般大小的迷你馬， 

極可能，是因為馬出現了另一個「曼德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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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曼德拉效應專輯 260：英王欽定本」 

今個星期，我們再一次看看，於英王欽定本當中所發生的「曼德拉效應」。 

  

第一個個案，就是最近《栽在溪水旁》提到， 

當教會沒有使徒帶領的時候，就會轉拜金牛犢。 

然而，大家是否記得，金牛犢的英文是甚麼呢？ 

 

Exodus 32:4 

And he received them at their hand, and fashioned it with a graving tool, after he had made it a molten calf: 

and they said, These be thy gods, O Israel, which brought thee up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於這裡，出現了一個字，就是 molten calf，而不是我們過去所記得的 golden calf金牛犢。 

  

我們再看看 NIV譯本。  

Exodus 32:4 

He took what they handed him and made it into an idol cast in the shape of a calf, fashioning it with a tool. 

Then they said, "These are your gods, O Israel, who brought you up out of Egypt." 

 

 

  

於這裡，同樣沒有出現金牛犢 Golden calf。 

然而，英王欽定本及 NIV譯本，已經是全世界最普及、最暢銷的英文譯本， 

歷史上，大部分人都是讀這兩個譯本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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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於這兩個譯本當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金牛犢 Golden calf的時候。 

那麼，為何於很多人的記憶中，金牛犢的英文是 Golden calf呢？ 

他們對於這個字的記憶，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並且，當我們用 golden calf於網上搜尋的話，會馬上得到大量金牛犢的圖片和記載。 

 

 

 

相反，當我們用英王欽定本所用的 molten calf作搜尋時， 

卻會出現 golden calf，而不是 molten calf，奇怪嗎？ 

證明大部分人的記憶中，金牛犢的英文，從來不是 molten calf，而是 golden calf。 

 

甚至乎，於和合本當中，金牛犢這個字亦已經消失了，變成只餘下「牛犢」。 

 

 

 

出埃及記 32章 4節： 

「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 

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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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家的記憶中，是「牛犢」，還是「金牛犢」呢？ 

   

另一段經文，亦是我們最近常常提及的《羅馬書‧8章 19節》，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這段經文，現在又變成怎樣呢？ 

Romans 8:19 

For the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creature waiteth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於這裡，神所創造的萬物、受造之物 creation，竟然變成了生物 creature，奇怪嗎？  

 

事實上，於 NIV譯本中， 

這段經文，仍然用受造之物 creation，而不是生物 creature。 

 

Romans 8:19 

The creation waits in eager expectation for the sons of God to be revealed. 

 

 

  

但很多人的腦海中， 

於《羅馬書‧8章 19節》應該是 creation，而不是 creature。 

例如，Chuck Missler牧師曾分享相關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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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ck Missler牧師分享： 

Verse 19, "For the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creation waiteth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第 19節「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Now, I'm sorry. Your King James probably has "manifestation". Some of the translations may say "the 

revealing". That's a clue to what the Greek word is in apocalypses. 

不好意思，你相信可能有些翻譯本會譯為「顯出來」，有些翻譯本會譯為「顯露」，這是該希臘字在

提及世界末日時的一個譯法。 

  

他在講道中，清楚指出，他所用的，是英王欽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另一位 Chuck Smith牧師，於 1980年代的分享中，同樣有提及這節經文。  

 

Chuck Smith牧師分享： 

For the earnest expectation of the creation is waiting fo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ons of God.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 

於這裡，他也是讀了 creation，而不是 creature。  

  

同樣地，於和合本中，下兩節，亦再一次出現受造之物這個字，而不是生物。  

 

羅馬書 8章 20至 21節：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明顯地，這裡提及所有受造之物，而不是生物， 

然而，於英王欽定本中，卻通通變成了生物 creature。 

 

Romans 8:20-21 

For the creature was made subject to vanity, not willingly, but by reason of him who hath subjected the 

same in hope, Because the creature itself also sha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於這裡，再一次出現 creature，而不是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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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聽聽 Chuck Missler牧師於同一篇講道中的讀法。 

  

Chuck Missler牧師分享： 

But here, Paul's focusing on the “creation” and for lots of reasons that are technical I won’t go into it. 

但保羅在這裡強調「受造之物」，由於很多技術上的原因，我不打算詳細講解。 

 

The focus of his creation is the earth, is the earth. 

受造之物的焦點是「地上」。 

 

So he uses broad language he’s really talking about the earth. 

這是一個指向「地上」的廣義詞語。 

 

There's a numbers of reasons why but…okay 

有很多原因…... 

 

For the creation was made subject to vanity, not willingly, but by reason of Him who hath subjected the 

same in hope, because the creation itself also sha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bondage of corruption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

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於這裡，大家應該可以清楚聽出，Chuck Missler牧師是提及 creation，而不是 creature。 

明顯地，於這節經文中，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問題一：日華牧師，天國道，就是藉著枷鎖，讓我們的人生不斷成長，不斷打破一個又一個的枷鎖。 

你亦提到，在你人生的經歷中，很多時候，當你做一些不好的事，便很容易被家人發現。 

  但是，有些人的人生中，好像天生沒有什麼枷鎖似的，然而，這些人的經歷會否也是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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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預定，因知道他不能夠在天國道上到達某一個步驟，所以神讓他處於一個較低的程度， 

神會否這樣做呢？ 

  

答：神預定了整個人類歷史，每一個人都有共同的資格，只是各人作出不同的選擇。 

亦因此，才會有著眾多的人生道理，怎樣的道理才能成為人生道理呢？ 

就是這個道理要放諸天下皆有一致的結果，例如：只要你是勤奮、手勤的話，就得飽食。 

  

若果我們看見有些人，好像沒有遇上枷鎖， 

這是因為他們於態度上、選擇取捨上，導致他們不會遇上某些事情。 

這就是他們作出不願意承擔重任的選擇， 

所以，神亦不需要在他人生前期，給他這麼多的鍛煉、磨鍊和預備。 

  

相對，假若他於將來某一天願意承擔更多時，神便會按天國道的設定， 

在他人生的開始，就已經放置許多細微的東西要他執著、承擔。 

例如，神知道將來日華牧師會創造出「錫安劍」耳機， 

因此神就讓他於早年，已經去修讀無線電工程。 

  

因此，我們作出選擇的態度，就導致我們會否於早期面對人生的鍛煉。 

原因，我們早期的鍛煉是為著將來 20年去預備，為的就是讓他於將來承擔大任。 

並且，神亦會為我們預備所有的資源，包括我們的觸覺、智慧等等，讓我們作出天國道的選擇。 

然而，世界上，很少人會作出天國道最高超的選擇。 

  

而按著神的預知，作出天國道最偉大選擇的人，一定是活在這個世代。 

因為我們這一代，不論信主與否，也要面對歷史上最完美的枷鎖， 

亦因此，活在這個世代的必然是人類最精英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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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人面對最龐大的挑戰和引誘，才會產生兩極化的淫婦和新婦。 

  

問題二：日華牧師，我們理解到天國道，就是神在創造時預定了一個計劃。我們每一個人的被造， 

是按著神的預知和預定，放在一個指定的時間，擁有特定家庭背景和成長背景的角色。那 

麼是否我們每一位也是按著神的預定，才可以擁有救贖計劃的能力呢？另外，當我們理解 

神預定的時候，我們怎樣擁有參與和奮發的部分呢？ 

  

答：枷鎖其實是最能夠隱藏神的計劃，就是用最平凡的人生，達到最全面的考驗。 

很多人因為看見世界有太多缺陷，因而說世上沒有神。 

但神能夠創造天使，就讓我們明白到，其實神一早可以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但是，神是以人生的枷鎖，去成為我們人生的考驗。  

並且，這些枷鎖是不斷完美化，去成為我們更進深的考驗， 

神這個用意，是唯有超高智慧的人，才能夠看通。 

 

事實上，如果以枷鎖的角度，是很容易可以加強難度， 

只要讓我們擁有更多的缺陷，難度就自然增加，更能考驗我們的信心， 

並且，於考驗背後更隱藏了永恆的獎賞。 

  

於總結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分析，神可以輕易將能力去給予人，但性格卻是自己選擇的。 

 

 

 

正如主耶穌一樣，祂以人子的身份來到，祂得著聖靈所給予的能力， 

但同時間，祂亦要結出聖靈的果子，就是聖靈的性格； 

原因，枷鎖到最後，就是為著培養我們有著美好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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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秘密，就隱藏於《箴言》的《賢婦篇》當中。 

 

 

 

因為《賢婦篇》的第一節就是以 Alef這個字母開始， 

Alef的形狀及意思，就是牛頭及軛的意思。 

 

 

 

事實上，神所尋找的賢婦， 

豈不是那位一生擔當家庭的軛，日復日照顧家庭一切需要的賢婦？ 

雖然，她是貴為皇后的身份，但是，她也是負軛直至一生的結束， 

這就是神想尋找的新婦，就是一間願意擔當世界各種缺乏的軛的教會。 

正如錫安分享各種醫療秘密，為人作出各種預備。 

 

而正因為我們按著良心而負軛，於神眼中，我們就建立出優美的內涵。 

所以，神感動我們負上不同的軛，所得著的不是偉大的成就， 

而是更良善的內心，配得成為神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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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14）答問篇（6） 

問題一：有關「枷鎖」的概念，神藉著祂的全能、全知去創造每個人一個「枷鎖」，而你在教會設 

定許多工作、責任、位份和每個人要做的事情，都會按照神所賜「枷鎖」的概念去設定。 

假設我們在生命中成為某方面的領袖，可能是家庭的領袖、教會的領袖，或人生中因一些 

責任而成為領袖或前輩，究竟我們怎樣藉著「枷鎖」的概念去成為一個更好的領袖呢？ 

 

答：如果以領袖（Leader）的方式，你便了解一件事， 

我曾提及，如果我要解答一個題目、分享一個真理， 

向策略家解答一小時，向下一層的人解說便要四小時。 

 

 

 

簡言之，單單分享一個信息，讓全教會聽懂， 

作為領袖的我，可以分享得很深奧，使你們承擔一個明白的枷鎖。 

因為你們若要明白我所說如此深奧的事情，你們會感到吃力、辛苦， 

所以你們會因此而有一個枷鎖。 

 

但如果我所表達的方式，是要使你們明白，並且是輕易地明白的話， 

那麼，我就會背負了你們的枷鎖。 

 

影片：卓越老師與受教學生的枷鎖 

日華牧師進深分享，天國道中，有關枷鎖實際運用的部分。 

 

於學習神話語中，分享者和會眾，於某程度上，兩者都背負著同一個枷鎖。 

因為，於主日裡，牧師就是要將一個信息，傳遞給教會的弟兄姊妹， 

這個關係於某程度上，就變成一個共同承擔的軛， 

因此，日華牧師解釋，很多時，於這個軛之中，他比弟兄姊妹承擔得更多。 

  

情況，就好像一間學校。 

老師的責任，就是日復日的講課，每一日也教授新的一課，將知識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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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學校中，也會有一些是學生公認的好老師，就是那些於課堂前，有好好備課，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將艱深難明的道理，一步一步，由淺入深，以學生可以明白的方式去教導出來， 

漸漸地，這些有好好備課的老師，就會成為深受學生尊重和愛戴的好老師。 

  

但相對，有些老師卻是照著課本每一隻字讀出來， 

當中，沒有加上任何解釋，只是於課堂後交代功課以及叫學生自己溫習。 

這種不負責任，如同新聞報道，照本宣科的教學方式，對於老師而言，當然是最節省時間和心力， 

因為，他只是成為一部人肉錄音機，不用腦、不備課，將責任推給學生，也可以繼續教書， 

然而，於這種情況下，受壓的就只會是學生。 

因為，對於學生而言，因著面對不負責任的老師，他們的枷鎖就會相對變得沉重， 

這就是很多學生要出外補習的原因。 

  

同樣，對於努力備課的老師而言，他需要比其他不負責任的老師， 

負上更大的枷鎖，更重的軛，就是要花更多的心力、精神、時間去備課， 

但其他不負責任的老師，下課後就可以早點放學回家，享受生活上的美好。 

  

所以，當學生有著一位願意負軛，願意花更多精神、時間、心力去備課的老師， 

他們就能夠更易於課堂中吸收知識，學習會更深刻，更易考得高分。 

因為，於老師和學生的枷鎖裡，當老師付出更多、更重的部分， 

那麼，學生就可以於較輕省的情況下，獲得高分。 

  

相反，對於不負責任的老師而言， 

他於老師和學生的枷鎖中，他只願意付上小部分，所以，只是拿起教科書照讀， 

那麼，相對，學生那邊的枷鎖，就會較重， 

他要由零開始，自己去探索、查考、自行理解教科書的內容。 

  

同樣道理，日華牧師分析，於教會中，他就背負了弟兄姊妹的「明白枷鎖」。 

假如他要解答同一道問題，面對策略家，需要一小時， 

但面對弟兄姊妹，卻要以幾倍的時間，才能夠解明， 

因為策略家及弟兄姊妹，根本是兩批完全不同程度的學生。 

假如日華牧師是以教策略家的方式去教導弟兄姊妹， 

最終，弟兄姊妹就要負上更大的努力，才能夠明白， 

甚至，永遠也不能夠明白。 

  

所以，這就是為何於 2009年之後，日華牧師是會以錄播方式去分享主日。 

因為假如要解釋歷代歷世智慧總和的「2012信息」給所有弟兄姊妹的話， 

假如仍然用上以往的現場分享方式的話， 

弟兄姊妹就算可以重聽，也絕不可能明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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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華牧師就選擇付上十倍以上的心力，去負擔這個明白的枷鎖。 

就是以錄播方式，加插大量 VO、影片、圖片、記錄片、現場分享， 

甚至 CG，去讓弟兄姊妹更容易理解牧師的分享。 

  

大家可以想像，假如我們還是停留於 2009年之前的主日分享方式， 

那麼，到今天，又有多少人可以明白到「2012信息」的內容呢？ 

也就是說，就算有人去讀出來，大部分人最終都不會明白。 

  

但《聖經》真理，就更加讓我們理解，有人為我們背上「明白枷鎖」的重要性。 

因為，《聖經》已經面世超過一千年，人們可以用幾十元，買一本《聖經》， 

甚或是於手機下載，亦即是說，《聖經》是任何人也唾手可得。 

  

可是，假如我們沒有日華牧師、沒有《聖經》教師從旁解釋的話， 

單憑我們自己理解，我們自己背起這個「明白枷鎖」， 

當我們一頁一頁的讀《聖經》時，我們又能夠明白多少？ 

最終，絕大部分人，根本不會讀得完《聖經》一次， 

就已經放棄，更遑論明白當中的內容。 

  

然而，當有《聖經》教師，甚或是日華牧師從旁分享的話， 

我們就能夠容易明白得多，當中的分別，是差天共地。 

因為假如靠自己讀《聖經》去理解的話，不單很多地方我們會不明白， 

甚至，當我們以人的觀點角度去衡量《聖經》，當然會出現誤解，甚至解錯的情況， 

假如沒有《聖經》教師的話，不單沒有人解答問題， 

甚至，當理解錯誤的時候，也不會有人糾正， 

所以，直至離世的一刻，都仍然是錯誤。 

 

所以，身為領袖，你們的工作是服侍弟兄姊妹， 

你是增加了你們的枷鎖，而那枷鎖本來是屬於弟兄姊妹的。 

即是說，當弟兄姊妹來到教會，他們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的婚姻、 

不知道如何教養兒女、不知道在工作上如何跟老闆相處，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於當中，你要花時間幫助他！若你不幫他，那些問題成為他們需要承擔的枷鎖， 

但你若幫助他的話，就會花上你的時間和心血，如此，便成為你的枷鎖。 

 

影片：卓越的領袖背負起無比沉重的枷鎖 

上一個精華短片（VO）「卓越老師與受教學生的枷鎖」， 

已詳盡分享老師與學生，兩者於學習過程中同樣背負著不同的枷鎖。  

一位卓越的老師，為了令學生更容易吸收和理解課堂上陌生的知識， 

往往會比普遍老師加倍備課、因材施教，甚至細心地重新整理課堂內容，變得更顯淺易明， 

肩負起學生們受教的枷鎖，加倍貢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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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正如每星期主日信息裡，日華牧師為要減輕弟兄姊妹聆聽上承擔的軛， 

每星期帶領 600多位「2012信息製作團隊」，費盡心思、勞心勞力， 

為每篇主日信息加插大量圖文並茂的圖片及精華短片 VO， 

好讓大家能夠更輕鬆自如地，理解及吸收每篇信息， 

享受每篇信息所帶出完全嶄新的啟示。 

  

這就是一位卓越領袖和教練，比跟隨者背負及承擔更沉重無比的枷鎖， 

又例如︰現實社會上，我們常常聽到，政府官員及執法人員是人民公僕， 

政府官員是我們的領袖之餘，也是人民的僕人，是服侍大眾的人物。 

  

原來，成為領袖，要比跟從者面對更多枷鎖， 

尤其是一位出色、卓越、優質、無與倫比的領袖， 

更要比普遍人背負更沉重無比的枷鎖。 

  

換句話說，一位卓越領袖所承擔的枷鎖和軛是更加吃力、更困難， 

領袖越是卓越及優質，跟從者就越容易跟隨、越容易做、越容易發揮， 

在各種工作和範疇上，跟從者就越不需要浪費時間和心力，甚至每每都能夠樂在其中。 

  

始終，跟從者背後，因為有一位無與倫比的領袖， 

在他們毫不知情下，領袖早已為他們走多一里路、背起了眾多枷鎖、為他們減壓， 

令跟從者不知不覺間，走得更容易、更輕省， 

甚至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和誤會，誤以為自己學習能力超脫， 

果效比常人更優勝、辦事能力更高，時常比其他人發揮及表現得更理想等。 

 

 

  

但跟從者能夠比常人有更好的理解、發揮得更卓越， 

其實並非自然發生，也不是來自他們的本質， 

而是背後有一位優質的帶領者，甘願俯就卑微，因材施教， 

時常肩負起跟從者的應有枷鎖，令跟隨者得到最有效的教育和幫助。  

所以，神是用這種方法，來設立教會和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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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質領袖的帶領下，跟隨者背負的枷鎖變得更輕鬆， 

最終，令一個群體能夠更輕易成長和進步，更有效地背負起各人的枷鎖和軛， 

在人生中各展所長、事半功倍，作出人生最大的貢獻值。 

  

情況就如世界排第一的企業蘋果公司 Apple，眾所周知，全世界都公認，蘋果公司的成功， 

根本不在於該公司的資源、研發團隊或財務狀況。 

而是 1996年，當時在幕後的 CEO Steve Jobs，隻手將蘋果公司從垂死邊緣打造成世界第一企業。 

 

 

 

在 Steve Jobs的優質領導下，他為整個群體背負起無比沉重的枷鎖， 

令該公司從垂死邊緣，經歷改革、創新和大躍進，輕易搖身一變，成為當今無人不知的蘋果公司。 

這就是優質卓越的領袖的寶貴之處，只要有他們存在，於背後付出沉重無比的代價， 

整個群體，就能夠輕易做到精益求精、事半功倍、不斷突破！ 

 

因此，身為領袖，當你開始服侍人，便等於背負了那人的枷鎖， 

就如主耶穌一樣，祂是背負了別人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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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些枷鎖是可以用容易的方法去解決， 

例如神蹟醫治、恩賜運作，但另外有些是生活上的枷鎖。 

所以，錫安教會是比其他教會更願意為弟兄姊妹負上枷鎖， 

由弟兄姊妹的婚姻及至教兒養女，甚至健康、長壽， 

還有對《聖經》的認識，其實全部由教會承擔當中的枷鎖！ 

 

 

 

承擔這個枷鎖，外面教會基本連病都不會醫治，就算他們有神蹟醫治； 

醫生都沒勇氣教人用雙氧水（氧份療法），他不會承擔這個枷鎖的。 

 

影片：普世教會沒有負擔與減輕平信徒的枷鎖 

日華牧師自 33年前建立錫安教會以來，一直遵從教會和牧師的最基本責任， 

就是願意為教會中所有弟兄姊妹，肩擔他們人生中的一切枷鎖。 

就如新約提到，神要求每一位基督徒在屬靈生命性格上成長， 

這是所有信主基督徒生命中，應該肩擔的本份，亦是神給予我們應有的枷鎖。 

 

加拉太書 6章 2節：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彼得後書 1章 4至 8節：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

情有分。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

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

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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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今普世教會界的牧師和領袖，卻沒有遵行《彼得後書》的訓誨， 

要求自己在信仰上不斷進深和突破，更沒有教導和帶領教會肢體， 

在屬靈生命上與自己一同結出果子，完全辜負了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恩情， 

白白浪費了得著救恩後，賺取永恆獎賞，成為童女和新婦的機會。 

甚至絕大部分所謂牧師和他們的會眾，都因為沒有教導和屬靈帶領，因而活在罪中， 

極可能連賓客的資格都不如，不單不能被提，甚至失卻了救恩也不自知。 

 

日華牧師和他建立的錫安教會，完全沒有犯他們的罪和問題， 

過去 33年，日華牧師都奉行《聖經》的原則， 

不單要求自己和教會領袖，如《彼得後書》所形容， 

一生不斷地，在屬靈生命的各個層面突破，成為一個內與外都全面成長的優質領袖。 

並且，身為教會領袖，亦百分之一百願意，肩擔教會中所有弟兄姊妹的枷鎖， 

讓各個階層的弟兄姊妹都有足夠的《聖經》真理和執行智慧的教導， 

令每一個人都能夠得著靈魂體的成長和興盛，不單得到祝福、打破人生中各個枷鎖， 

更能夠在外邦人和未信主的家人朋友面前，活出基督的樣式，有好的見證， 

帶領更多人，因羨慕我們擁有神的恩惠，而悔改歸主，榮神益人。 

 

現今錫安教會在真理和智慧教導之豐富，可謂絕無僅有， 

是教會歷史上，甚至外邦世界中，都是前所未見。 

對比外間絕大部分的教會領袖，他們為自己教會弟兄姊妹提供的幫助， 

可謂乏善足陳，極之稀少和淡泊，在真理和智慧的教導上捉襟見肘， 

甚至不足以幫助一位平信徒維持信仰生命，更遑論是塑造他們成為領袖。 

 

所以，現今普遍教會界的基督徒，都活在問題和枷鎖鉗制的光景中， 

離婚率與世界完全一樣，可見，他們教會根本無法幫助弟兄姊妹建立好的婚姻。 

 

又例如：外間教會不單無法在經濟上得到神的祝福，也沒有來自神的足夠智慧， 

管理教會財政，大部分教會因建堂借下巨債， 

因教會沒有真理教導，令大部分會眾同樣成為「樓奴」，與他們的教會一樣， 

一生成為建築物和銀行的奴隸，無法全心事奉神。 

 

又例如：普遍教會因缺乏真理和智慧教導，連最基本的信心醫治教導也沒有。 

基要教會領袖和牧師，亦不願意用信心為會眾的疾病禱告，使他們得著醫治， 

更遑論是針對身體健康的信息。雖然教會領袖每星期收取會眾的十分一和奉獻， 

但卻沒有盡牧師的基本責任，肩擔弟兄姊妹身體健康的枷鎖，任由他們的身體不斷衰殘。 

 

相比錫安教會，由一個人未信主，至到他們進入教會，甚至最終成為門徒和全職， 

各方面供應都一應俱全，應有盡有。未信主的人，我們有各種傳福音工具， 

足以讓任何一個預備好心田的人，被福音和真理完全說服而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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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家聚、PZ講座和 ToME講座，不單囊括眾多證明神真實的福音信息， 

更有大量精彩的信息，讓他們認識神和教會，甚至提供龐大的恩賜運作隊伍， 

為每一位新人恩賜運作。 

 

 

 

當初信進入教會，除了每星期有主日和家聚源源不絕的信息外，亦有超過一百小時以上， 

上百篇完全免費的跟進行列信息，供初信下載並聆聽， 

讓他們在信仰知識和屬靈生命上，按部就班地成長。 

 

當初信在信仰上成長，願意事奉神，為天國盡自己的一分力和責任， 

願意效法領袖肩擔別人的枷鎖，成為一位門徒， 

錫安教會並非將他們當作工人和奴隸，而是安排一位成熟的門徒，成為他們的師傅， 

按時候進行門徒訓練，令每位初作門徒的肢體，都有足夠的事奉訓練和輔導， 

訓練他們成為各方面的領袖，甚至是家聚負責人和全職。 

 

但是，為何錫安教會的信徒與其他教會的信徒如此大分別呢？ 

正因為日華牧師按照《聖經》教導，負起一位牧者的應有責任， 

藉著《聖經》和智慧的教導，將會眾的枷鎖肩擔在自己身上， 

這亦是主耶穌要求一位牧師需要擔當的枷鎖。 

 

當教會的領袖肩擔牧者的枷鎖，教導、訓練和引領會眾走向神的時代計劃， 

會眾亦肩擔起一位平信徒的枷鎖，按真理而行， 

並在日常生活中作好見證，並順服教會的領袖， 

那麼，神的同在、喜樂、和諧、恩膏和祝福，就會大大臨到整間教會的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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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5章 1至 4節：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

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

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所以，當大家由初信開始，參與錫安教會至今時今日， 

都會發現錫安是不會缺乏神的祝福、恩膏，甚至印證， 

弟兄姊妹會發現，由讀書、成長，以至結婚和教養兒女， 

人生每個過程遇到的所有問題，教會都有大量優質教導，幫助我們， 

甚至由教會替我們背負了枷鎖。這就是主耶穌所講，祂的擔子是輕省的。 

 

因為當教會領袖願意按神的原則，背負弟兄姊妹的枷鎖， 

神亦會為教會領袖擔負教會的重擔，讓神的恩膏和超自然能力進到教會， 

令教會能夠肩擔神的時代計劃，成就神能人所不能的的使命。 

 

但是，為何普世教會，都沒有如錫安教會般，出現如有神助的現象， 

不單凡事盡都順利，並且所成就的，都是不可能的超自然奇蹟，成為傳奇呢？ 

因為，外間的牧師，都沒有真正愛人的心， 

因此，亦沒有誕生相應的信心，令神的能力臨到教會中。 

 

簡單而言，就如錫安教會般，當一間教會的牧師，盡職履行《聖經》要求他背負的牧者責任， 

並且，教會會眾亦盡力行出信徒責任時，神就會按《聖經》的應許， 

盡祂的責任，將神的恩膏和能力賜給教會。 

 

但是，假如一間教會的牧師和會眾，都沒有負上牧者和信徒的應有責任， 

神就絕對不會聽這些教會的禱告，神的同在和恩膏，亦會永遠離開他們。 

 

身為領袖的，尤其是上錫安教會，不但是背負你自己的枷鎖，還要承擔你身邊人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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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許多人來說，那麼龐大的枷鎖，心想只是當牧師，又不是超人，他們不會這樣承擔。 

所以，當今香港本土的所有教會，沒有一間能及我們一半，去承擔弟兄姊妹所有的枷鎖。 

單是說信息上的預備，那種消化程度，並且在預備後， 

以最短時間吸收最多東西的原則教導弟兄姊妹，其他教會是完全沒法子追得上的。 

因為是我們願意拿起了這些枷鎖， 

 

影片：教會應當背負起會眾生活上遇到的難題和枷鎖 

透過上一個精華短片 VO「普世教會沒有負擔與減輕平信徒的枷鎖」，讓我們明白到， 

普世教會經已墮落到一個階段，沒有按《聖經》的標準和要求， 

以教會的身份有效地幫助平信徒，減輕他們面對人生和天國道上的枷鎖和試煉。  

 

相反，過去 33年來，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一直遵從教會和牧師的最基本責任， 

願意為教會裡的弟兄姊妹，肩負起他們人生中的一切枷鎖， 

在屬靈及人生各個層面上，給予足夠的《聖經》真理和執行智慧的教導， 

並且努力示範執行各樣真理的榜樣，令所有人都能夠得著靈、魂、體，多方面的成長， 

不單得著神的同在和祝福，甚至，能夠在人生各個磨練裡，打破人生的枷鎖。 

 

使徒行傳 20章 20節： 

「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 

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 

  

使徒行傳 20章 27至 28節： 

「因為神的旨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 

  

無庸置疑，按著《聖經》的標準和要求，凡對弟兄姊妹有益的， 

教會也有責任教導他們，為要有效地減輕平信徒面對的枷鎖。 

例如：怎樣醫治疾病？怎樣行神蹟奇事？ 

教會是有責任去承擔及教導弟兄姊妹，為患病的弟兄姊妹， 

帶著恩膏禱告、抹油，因為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雅各書 5章 14至 16節：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同樣，教會有責任教導弟兄姊妹， 

怎樣成為一位好員工、好老闆、好父母、好兒女、好學生， 

甚至在眾多保健和衛生常識上，同樣有責任教導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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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使徒保羅發現提摩太在生活上，由於胃口不清而屢次患病， 

所以提醒提摩太不要照常喝水，可以在日常飲用的食水裡，稍微加點酒消毒， 

這都是使徒保羅教導提摩太的日常生活保健知識和智慧。 

就如過往，日華牧師於 1996年，分享「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的教導一樣。  

 

提摩太前書 5章 23節：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相信大家都知道，錫安教會在各方面，都比其他教會更全面地教導弟兄姊妹， 

包括︰屬靈恩賜、認識真理、傾聽神的聲音、行事為人、 

優美品行、生活見證、孝順父母、工作態度、保健常識、讀書學習、求生智慧等。 

 

大家可以反問一下，《聖經》有否要求教會承擔弟兄姊妹這些枷鎖呢？ 

保羅寫的書信，有沒有要求教會承擔這些枷鎖呢？保羅自己有否承擔跟隨者的枷鎖呢？ 

答案顯而易見，全部都有。 

  

事實上，錫安教會一直這樣遵行真理，貫徹始終做到最好。 

只是，為何普世其他教會卻不願意承擔呢？ 

當我們錫安教會遵行真理教導弟兄姊妹、承擔他們生活上遇到的枷鎖時， 

為何其他教會卻群起逼迫我們呢？ 

非常明顯！因為其他教會根本不是教會，只是虛有其表、名不副實的假教會。 

  

《聖經》清楚記載，教會有責任教導及承擔弟兄姊妹，如何面對生活上的枷鎖。  

例如︰《聖經》有否教導基督徒需要被聖靈充滿、說方言、得著屬靈恩賜、恩賜運作呢？ 

《聖經》有否要求教會和基督徒，必須持著信心，相信聖靈行出神蹟呢？ 

《聖經》有否要求我們手按病人呢？  

 

馬可福音 16章 17至 18節：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 

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無疑，全都有非常清晰的記載， 

但是，為何很多教會仍然反對這些事，反對聖靈充滿和說方言呢？  

答案正好反映，普世教會經已墮落了，他們欺師滅祖、背棄《聖經》。 

 

由始至終，《聖經》從來沒有寫給非基督徒，要求非基督徒做這些事， 

《聖經》是寫給教會，單單要求教會及基督徒貫徹執行真理。 

 

可是，當今大部分教會有沒有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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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心自問，他們有沒有幫助弟兄姊妹聖靈充滿、說方言、進入各樣屬靈恩賜呢？ 

甚至，有沒有教導弟兄姊妹，如何有效面對生活上各樣的難題和枷鎖呢？ 

  

確實！普世教會都沒有像錫安教會般，承擔弟兄姊妹生活上不同層面的枷鎖， 

更起來攻擊那些甘願承負責任的教會。  

情況正如我們錫安教會，有沒有照顧弟兄姊妹的健康？我們有！ 

我們又有沒有為他們行神蹟、醫治趕鬼等事情呢？我們全部都有！ 

但絕大部分教會，不單沒有遵行真理，更執意攻擊這些持著愛心和勇氣的教會。 

那麼，他們還可以稱為教會、稱為基督徒嗎？ 

  

事實上，《聖經》讓我們知道，那些沒有遵行真理，不與主耶穌相合的， 

就是分散的，是干犯聖靈的，是敵擋恩膏的。  

 

馬太福音 12章 30至 32節： 

「不與我相合的，就是敵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

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

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 

  

因為在聖靈帶領和感動下，主耶穌和眾使徒寫下這些經文，要求教會去做， 

錫安教會同樣是在聖靈感動和帶領下，做這些事情， 

是聖靈連一點也不偏差下，帶領及恩膏錫安教會去做。 

  

顯而易見，那些敵擋錫安教會的人，究竟是甚麼呢？  

沒錯！他們沒有遵行真理，不與聖靈同工的，就是干犯聖靈，是敵擋恩膏的， 

他們是被撒但帶領去敵擋聖靈。雖然掛著基督徒的名牌，但背地裡卻是跟隨撒但， 

是敬拜金牛犢，被金錢和名利帶領的敗類。 

  

《聖經》裡，確實有無數記載，要求教會背負弟兄姊妹的枷鎖， 

教導弟兄姊妹在聚會中學習恩賜運作，以信心醫治疾病，用真理解決生活上所面對的難題等。 

  

只可惜，當今普世教會的敗類，自己沒有遵行《聖經》的吩咐之外， 

還反過來稱自己為正統，厚顏無恥地稱自己為基督教，是教會。 

在神眼中，他們是甚麼正統呢？ 

是正統下地獄的廢物，是神將要審判的一群。  

 

馬太福音 7章 17至 21節： 

「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

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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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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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這樣承擔，相對地，我們比其他教會更接近新婦。 

而當我們下面的小領袖都願意幫我們拿起這些枷鎖，幫忙分擔，他們便接近新婦了。 

而當人數愈來愈多時，平信徒也變成領袖， 

把我們有的東西都分享出去，承擔這個枷鎖，他們這二千人就變成新婦。 

 

影片：似主耶穌的新婦能夠承擔更多的枷鎖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到，神是藉著枷鎖，去訓練我們每一個，讓我們更似神。 

甚至乎，訓練新婦級數的基督徒，亦是用上同一種枷鎖的方式，只是難度有深淺之分。  

所以，錫安所負起的責任和枷鎖，是要比其他教會更辛苦， 

原因，就是對比其他教會，當中考試題目的難易程度不同。 

  

大家可以想像，其實，每一位基督徒都要面對枷鎖作為鍛煉，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想成為屬靈偉人。 

所以，當神給予我們的試題，是要成為新婦級數的難度， 

就是歷史上，全人類最難的級數，這種責任及枷鎖，亦是歷史上最沉重的程度。 

然而，主耶穌就正好成為了我們的榜樣，因為當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祂亦考了同一個難度的考試，並且考試滿分，最後承受萬有。 

  

所以，假如我們是要成為新婦，成為以鐵杖轄管列國的小孩，同樣承受萬有的話， 

那麼，我們所面對的枷鎖，亦會與主耶穌一樣。 

事實上，《聖經》亦清楚提及到，主耶穌所做的，我們也要做，並且要做得更大。 

 

 

 

所以，當我們願意負起主耶穌級數的試題時，我們亦只能夠有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要於枷鎖鍛煉中，學習更似主耶穌，才能夠承擔到這種程度，眾多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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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們越似主耶穌，那麼，我們就越是能夠有著新婦的資格， 

亦因此，當我們整體都有著同一個心志，願意更似主耶穌的時候， 

錫安就成為了新婦的訓練路徑。 

 

神藉這種枷鎖的模式，使我們所擁有的考驗，相對地，是較別人更多的自願性。 

並且，神會按著我們願作的心，而增加我們擁有的枷鎖和承擔力， 

使我們連別人的枷鎖也一併承擔。 

 

 

 

我們在智商上，以至對信息的明白，對生活見證的體驗， 

對行真理上的執行，當我們能幫助別人承擔時， 

便能減輕他們的枷鎖，並同時將枷鎖轉移到領袖身上。 

 

影片：錫安教會領袖承擔枷鎖成為新婦 

究竟，為何神要以連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印證錫安教會呢？ 

為何神又要印證錫安教會，就是當今世上，唯一擁有永恆 The One新婦位份的群體呢？ 

因為錫安教會在日華牧師的帶領下，願意肩擔起全人類和教會歷史上最大的枷鎖， 

就是以神的話和聖靈的聲音去跟隨神。 

 

不會因成功、富足、權力和祝福，永久停頓下來享受成果，止步於神的某個帶領， 

願意將完成神時代計劃的責任，永遠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並且不斷走進核心及最前哨。 

當我們有幸，來到這間被神印證為新婦群體的錫安教會，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身為錫安教會一員的我們，有機會成為天國的賓客、童女，甚至新婦， 

但最終能得著哪一個位份，就在乎我們在地上所達到的屬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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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是不斷向著新婦進發的原動力， 

不單做好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願意立志在教會中成為為人肩負枷鎖的領袖。 

 

當我們能夠在錫安教會中，成為一位出類拔萃的領袖， 

帶領多人一同完成神的時代計劃，使眾人一同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跟隨神， 

我們就有機會得著新婦位份的獎賞。 

 

 

 

如同日華牧師在今篇信息及以上精華短片（VO）提到， 

錫安教會被神加冕，因為我們願意為神肩擔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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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世界教會，甚至全人類都不願意肩擔。 

 

例如︰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主日信息和家聚信息，創作及推出一首全新詩歌， 

並且，所有信息和詩歌，都是永久免費送出；為全人類健康，分享「氧份療法」信息； 

為全人類文明社會的將來，分享及預備「千年蟲危機」的信息； 

為全人類的性命安危，特別是住在海岸線的人，分享並預備「全球性海岸線事件」； 

為末後啟示錄時代的來臨，解開全人類從創世以來的一切不解之謎，分享「2012榮耀盼望」信息。 

 

 

 

雖然全世界的教會領袖、君王和元首，都不願意肩擔這責任和枷鎖， 

但日華牧師卻願意為全世界教會，甚至全人類肩擔起一位領袖的枷鎖。 

因而甘願冒著失去一切的代價，包括︰名譽、地位、金錢， 

甚至整間教會的存留，仍決意分享和預備以上各個信息。 

 

所以，由 2015年開始，神以「天馬座行動」信息， 

印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已經被神確認，在永恆中得著新婦群體的位份。 

那麼，當我們已經是錫安教會的一分子，怎樣才能夠由賓客升格為童女， 

甚至有機會如日華牧師一樣，成為新婦呢？ 

答案就是如日華牧師般，甘願以服侍別人為目的，學習成為天國中一位優質的領袖， 

不單以五旬職事為目標，甚至要立志成為一位使徒， 

因為一位優質領袖，會比其他人承擔更多枷鎖。 

 

例如︰立志成為一位優質的門徒， 

在教會各部門中，由低做起，如搬運、清潔、育嬰、庶務等， 

不是得過且過、按章工作，也不是為求高升，只做給別人或領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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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內心的純正動機做起，服侍別人如同服侍看不見的神一樣。 

 

 

 

當你已經成為一位門徒，你又有否在屬靈性格和生命恩膏上長進呢？ 

要讓自己成為別人的帶領、成為師傅對一門徒、成為家聚跟進員， 

甚至以家聚負責人或全職為目標。 

 

 

 

不要因事奉日子久了，就失去新鮮感而躲懶， 

只想被人高估而高升、繼續被人重視， 

甚或為求保持現有身份的好處，開始裝假，只在公眾場合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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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你能否時常保持初信的熱心，始終如一地對神和服侍別人，並持守到老， 

在各方面不斷突破自己的軟弱，增加自己的領導才能， 

如日華牧師和策略家，成為一位擁有百般恩賜的好管家，錫安教會眾人的好榜樣呢？ 

 

當我們願意在教會中，分擔日華牧師和其他領袖的重擔， 

減輕他們的擔子，令他們可以為神肩擔更大責任， 

意思是，當我們願意成長，達到領袖的優質級數，替代領袖肩擔他們現時的枷鎖， 

神是公平正直，自然會將領袖的同樣恩膏和印證，賜予願意肩擔同樣枷鎖的人。 

 

中國古語有云「君子不器」，意思是成為君子的人，不可以如工具般的死物， 

一生只專注做一件事，或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當我們能參與這一間新婦級教會 —— 錫安教會，就不要如螺絲刀一樣， 

一生只能用作上螺絲，浪費領袖和教會對我們的全面栽培， 

反而要不斷增值自己，做到百般武藝在一身，才可以帶領別人、服侍別人， 

目的不是要高位，而是要成為眾人的僕人和榜樣， 

這才是真正的使徒和新婦的質素。但不負責任的領袖，或一心只想一世做平信徒的人， 

正因為他們不願意承擔更多基督的枷鎖，最終，他們只會成為失敗者。 

 

錫安教會多年來也願意這樣做， 

而別人則絕對不會這樣做，因他們連這基本的真理也不懂。 

可見，我們的信息是從未間斷，起碼我所發明的，較許多香港的所謂發明家還要多呢！ 

我研究的科技和健康資訊，很多時候較醫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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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神將這樣的呼召、明白和智慧給予了錫安。 

 

影片：錫安教會與聖靈的果子 

在過往 33年帶領錫安教會的過程中， 

正因為日華牧師願意肩擔起一般人不願意肩擔， 

甚至沒有人願意肩擔神所給予最強大的枷鎖， 

並且，因為日華牧師藉著神的話語、智慧並聖靈的啟示， 

再加上努力地成長，把一個又一個的枷鎖打破， 

所以，才能夠在信仰屬靈生命上不停地躍進。 

 

例如：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主日和家聚信息， 

每星期創作並推出一首全新的錫安新歌， 

一直以來都完全免費送出講道和詩歌，不收一分一毫， 

所有聚會都是免費入場，不會主動和公開收取奉獻。 

 

日華牧師亦分享過多套信息，公開世人不敢分享的真相， 

例如：氧份療法和以看太陽為食物等健康信息； 

又為教會及世人的安危，分享預備千年蟲和北上逃生走難的信息和行動； 

甚至，單單因為想世人能夠享受全音域的詩歌， 

從而觸摸得到錫安教會所擁有的全面恩膏和神的同在， 

所以，日華牧師花上大量心力時間和金錢， 

研製出世上前所未有，最靚聲的全音域「錫安劍」耳機， 

更破天荒地完全免費送出給全世界的知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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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何日華牧師要如此付出，甚至是世人連想像都想像不到的程度呢？ 

正因為，日華牧師並錫安教會， 

願意肩擔起一個又一個別人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承擔的枷鎖， 

所以，才被神以 4794拉線及「天馬座行動」的眾多共同信息印證， 

我們是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被神帶領，亦得著了登上信仰巔峰 923的永恆新婦資格。 

 

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所肩擔的枷鎖， 

不單是普世沒有任何一間教會、任何一個牧師願意承擔， 

更是超出普世所謂專家願意承擔的範圍， 

例如：超出了醫學上醫生理解的範圍；超出了科學上科學家理解的範圍； 

超出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生物學家，更超出了神學院對《聖經》的認識。 

 

但是，神為何要塑造錫安教會，擁有這種能人所不能的承擔力， 

遠超現今普世人類所能夠和願意做到的程度呢？ 

就是因為神是要塑造錫安教會，這群活在最後一個世代， 

並且唯一被神帶領的群體，承繼神創造萬有的資格和質素。 

當我們認識神創造萬有的法則，並且能夠運用當中的智慧， 

實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我們才有資格承繼萬有。 

 

最簡單來說，一位工程師如何得著專業工程師的資格呢？ 

不單要完成專業工程師的所有學業課程，取得合格的成績， 

並且要經過實習，應用學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能夠實際地建造有用又安全的建築物，才可以獲頒授專業工程師的資格。 

 

同一原理，錫安教會如何可以得著承繼萬有的新婦資格呢？ 

就是要打開《聖經》中，別人和過去人類歷史的一切奧秘， 

並且解開世上一切不解難題，例如：世人無法解決的健康問題， 

人類歷史上一切不解的古文明之謎，Planet X多次導致滅世級數的災難之謎， 

基督徒能夠如主耶穌和新約使徒一樣，有十足把握，萬試萬靈的行神蹟之謎等等。 

 

這些都是世人和基督徒一直無法全部解開的難題， 

世人花盡金錢、人力和物力，都只能打開了答案的冰山一角， 

似乎永遠無法找到一個整全的答案和解決方案， 

更無法綜合一切問題和冰山一角的答案碎件，解開創世之謎。 

 

但是，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因為擁有神的話和神的智慧啟示， 

就能夠把人類所發掘出，一切看似是冰山一角和瞎子摸象般的智慧碎片， 

以神的觀點整合起來，成為一幅全面的大圖片，揭開一切的謎題。 

 



20180909   www.ziondaily.com 
 

 
 48 

正因為我們把神創造的世界，由開始至結束的一切奧秘全部打開， 

所以神亦把創始成終 Alef Tav的名字，賜給錫安教會， 

印證我們就是那一位將會得到新婦資格，與神同創的群體。 

 

因為神在創造世界的時候，已經把世界的開始至終結全部完成， 

按預定，當有人能夠把世上一切 Alef Tav的奧秘打開， 

就能得著和承繼擁有 Alef Tav萬有主宰的資格，與主耶穌同掌王權。 

那麼，日華牧師如何能夠揭開神創始成終 Alef Tav的奧秘呢？ 

就是因為日華牧師明白到，神在創造中所隱藏，有關「累積」和「整合」的智慧秘密。 

 

綜觀整個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人類的知識、智慧、科技和文化都不斷地進步， 

這是因為除了是人類不斷地研究和發展科學之外， 

另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神單單容許人類擁有文明和文化，可以不斷累積和整合知識。 

但地球上其他生物，例如︰牛、羊、猫、狗， 

甚至龐大如曾經存在過的恐龍，都無法累積及整合各種知識。 

為何神要這樣做呢？神只將「累積」和「整合」的智慧交給人類，對人類又有甚麼要求呢？ 

 

例如：為何蘋果公司在 2007年推出的 iPhone，能夠如此改變世界呢？ 

甚至蘋果公司單單因為推出 iPhone，就成為了最當時得令的世界第一品牌和企業呢？ 

原因不外乎是累積和整合前人和現有的科技，再化整為零， 

創造出前所未有、最簡單易用、包羅眾多功能的手提智能電話。 

 

當我們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其實蘋果公司製造 iPhone時，應用在 iPhone的每項尖端科技， 

例如輕觸式屏幕、上網功能、網上下載軟件和音樂等等，都早已面世和存在了多年， 

只是沒有人把前人發明的科技和累積的智慧，整合成一部擁有全面功能的手機， 

加上一個簡單直接的介面，讓每個人即使不看說明書，都可以立即應用的手提萬能機器。 

所以，iPhone的出現，完全是因為「累積」和「整合」全人類科技的智慧。 

 

 

 

日華牧師也一樣，很多以往分享的信息和來自神的啟示， 

都不是日華牧師由零開始原創，而是前人所發掘和累積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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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五百年教會歷史的真理復還，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過去每一個真理復還，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以最單純的信心，願意為所得著的真理， 

付上人力物力，甚至付上鮮血和生命成為代價，而存留至今。 

 

 

 

但以往數百年，甚至到了近一百年，也沒有人能夠把一切的真理復還整合和應用， 

建立一間擁有全面和全部《聖經》教導的「超級教會」。 

 

然而，從 1985年至今，我們有目共睹，日華牧師建立的錫安教會， 

就是有歷史以來，真正唯一一間擁有最「全備」《聖經》真理、應用智慧， 

並切實執行神的所有帶領的「超級教會」， 

是《舊約聖經》所預言的「錫安」，由一群最精英信徒和五旬職事所組成的「萬能新婦」。 

 

為何日華牧師能夠擁有如此的魄力和幹勁， 

並且一直保持了 33年至今，亦沒有任何減退的跡象， 

永遠保持對神和人的熱心，持續不斷在各方面擴展呢？ 

 

日華牧師指出，這是因為一顆單純愛神和愛人的心， 

因為愛神和愛人的緣故，甘願成為一個以服侍別人為目標的屬靈領袖， 

並且事事以親力親為、身先事卒成為教會一眾弟兄姊妹的榜樣， 

使別人一同效法他事奉神和服侍他人。 

 

但很多時候，日華牧師所作出的預備，已經完全超出個人的需要和安危範圍， 

而是為到身邊眾人，作出萬全的周詳計劃， 

這就是一種真正愛人如己的心，以實際的行動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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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一個有錢人，因為自己的努力和智慧策略而成為富翁， 

古語有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不是因為以不義的方式發財， 

也根本沒有責任去幫助那些不努力、沒有用過心力，因而活在貧窮的人。 

 

但是，當你見到這位有錢人，為了令這些窮人脫離貧窮自立更新， 

甚至能夠成功和富足，就開設有質素的免費學校和訓練班， 

甚至建立一個可以養活和訓練多人一同成功的萬人大企業， 

這就顯出這位有錢人所做的，是單純為祝福別人而做。 

 

因為世上其實存在著另一些所謂有錢人， 

是以不義的方式，壓榨窮人和工人的工資取利， 

有些是以偏門，即黑社會的方式賺錢， 

亦有不少奸商以偷呃拐騙的方式，賺取不義之財， 

有些則是單純因為幸運，炒賣各種地產和股票，或者賭錢，而短時間內發大財。 

 

所以，當你見到一個人得著成功和富足後， 

大灑金錢並親力親為地做扶貧工作，亦沒有刻意沽名釣譽， 

你就知道，他的目的是真正想回饋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過去 33年，一直秉行幫助弟兄姊妹的付出原則， 

才會發展出教會各種不同的優質屬靈果子和產品， 

例如：免費和源源不絕的信息和詩歌、家聚系統和門徒訓練系統、分享氧份療法、 

預備千年蟲和北上逃難演習的信息、舉行說的聚會和新酒恩膏街頭佈道、 

製作「錫安劍」耳機，建立《錫安日報》，每天分享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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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分享了八年多的「2012信息」，都是因為一顆單純愛神和愛人的心， 

為自己和別人打破一切枷鎖，不斷在生命屬靈性格及不同範疇的才能上成長， 

才被神印證為千古以來所等候的「萬能新婦」。 

 

然而，為何日華牧師會願意，為別人肩擔眾多又大又難的枷鎖呢？ 

日華牧師唯一最大的動機，就是愛心， 

因為以愛心去幫助別人成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 

 

 

 

這亦是神考驗一個人，能否為神承繼萬有的一個最重要條件， 

看看這人是否擁有足夠大的愛心，願意承擔人類一切的枷鎖，並將它們一一打破， 

當有人願意這樣做，他就合格，可以成為新婦承繼萬有， 

並因而被裝備，成為滿有百般才能的使徒， 

可以在永恆中，合資格與神同掌王權、與神同創。 

 

 

 

因為神所創造的宇宙和人類，是如此複雜、龐大又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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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怎會讓一個又懶惰、又愚蠢，性格不能結出愛心的聖靈果子， 

也不會因為幫助別人，在各方面擴展自己才能的人，成為與神同創的新婦呢？ 

當然，神只會讓一位擁有無與倫比、龐大愛心的萬能新婦，承繼天國一切法則。 

 

神怎樣試驗一個人有沒有真正的愛心呢？ 

世上很多人會因為希望成功和富足，做一些能夠祝福別人的事， 

例如︰建造一間大企業或學校，卻處處想揚名立萬，你就知道，他的動機有問題。 

 

神怎樣分辨一個人是希望成功，還是單單希望祝福別人呢？ 

方法非常簡單，只要神將一個又一個兩難的抉擇，放在這人面前， 

例如︰要求他做一件極大風險，可能要承擔巨大失敗的事，如預備千年蟲， 

假如千年蟲沒有如預期般發生，為此預備的一切心血、金錢和時間，都會立時付諸流水， 

但反過來，假如沒有人預備千年蟲，亦有可能令大量人陷入極大困境，甚至死亡。 

 

當人面對這兩難的抉擇，就試出這人的內心，是否擁有真正的愛心， 

因為無論結果如何，都不會為這人帶來成功，假如當年真的發生千年蟲的災難， 

要動用日華牧師預備的一切物資，那時，人類社會已經變成頹垣敗瓦，又哪會有幸福快樂的日子呢？ 

即使有人願意聽日華牧師當初的警告，一同預備，這些人才可能避過死亡， 

但日華牧師亦不會因此而名成利就，或成為億萬富豪，從此過奢華的生活。 

就如主耶穌，神叫主耶穌來到世界成為救主，但祂的一生從未享受過富豪的生活， 

出生直至死亡，都活在低下階層的貧窮人，即使能夠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 

也不是吃甚麼山珍海味，一生從未住過豪華大宅、穿過有錢人的衣服、 

擁有過房屋田地、工人婢女，甚至因為分享天國真理和行神蹟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 

更引來法利賽人和文士的嫉妒，招來殺身之禍，以最羞辱、最痛苦的釘十字架方式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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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所承擔的一切是最痛苦的枷鎖， 

雖然能夠換取拯救世人的救恩，並為主耶穌自己賺回所放棄的萬王之王身份。 

但大家必須謹記一點，主耶穌降生前，在天上本來就是神，本來就是萬王之王， 

假如祂沒有來到世間成為人，祂一直也是神，並沒有改變， 

祂亦不需要成為救主，為自己增添甚麼好處，因為本來祂就擁有一切。 

 

那麼，主耶穌的降生，為誰帶來好處呢？得著好處的，從來都不是主耶穌， 

單單只是為到活在罪中的人類，可以有得救的機會！ 

所以，怎樣的人才有資格，成為與主耶穌一同掌權天國和永恆的新婦呢？ 

就是擁有如主耶穌一樣，極大愛心的人和群體， 

即使結果是失敗和羞辱，仍單單因為神的帶領和幫助別人的緣故，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神， 

這就是現今普世教會和外邦人，都不願意做的決定。 

 

而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卻在過去 33年多的日子裡， 

願意為了神，以及別人在世的幸福和永恆的生命，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卻因此成就神對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的眾多共同信息印證， 

證明我們就是通過了新婦一切考驗的真命天子。 

 

所以，為何神將「累積」和「整合」的智慧交給人類， 

目的是要人類尋找神創造生命的法則，並打破神設定的一切枷鎖， 

成為合資格，承繼神所創造的萬有的新婦。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我們分享到現在，就更加明白枷鎖和軛的關係。 

 

 

 

因為，人類歷史並非偶然，而是一個計劃。 

當然，我們知道，沒錯，我們常常提及救贖計劃， 

但可惜的是，救贖計劃並非附加在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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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過來，人類歷史是為了救贖計劃，才出現人類歷史、人類。 

 

很多人以為，人類歷史及人類，本來就是殘缺品，就是天使的殘缺品。 

但假如是殘缺品，神也不會製造這麼多，而且生生不息。 

為何你不見天使能夠生產天使？但為何唯有人類才可以？ 

 

因為，神看人類是一個完美的製作品，但是，為何我們看來卻是殘缺呢？ 

 

 

 

因為，我們以自己生活中的享受作標準、以幸福作標準， 

我們沒有想過造物主是為了什麼才創造人類， 

而且是創造天使之後，祂要創造一個更完美的作品，就是新婦。 

所以祂用了一個最好的計劃，就是用人類歷史去成為一個過程， 

使神創造的人類能夠變成新婦。 

 

 

 

方法很簡單，就是聖靈。 

原因很簡單，歷代歷世以來，如果我們以這概念看歷史， 

豈不看見歷史上，所有神給予的呼召，都是「不倚靠勢力、不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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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歷世，神所給予的每個呼召和枷鎖也一樣， 

主耶穌基督一生所作的事，根本不可能倚靠勢力和才能完成。 

摩西當然也不可能，摩西時代根本什麼也沒有， 

他只是拿著一根杖，就要完成《出埃及記》所記載的事情。 

 

所以，歷代歷世以來，神是怎樣完成這個計劃呢？ 

所有祂給予的枷鎖，摩西身為領袖，他為六百萬人承擔出埃及的枷鎖， 

神所給予他的每一個枷鎖，都必須倚靠聖靈完成。 

包括《撒迦利亞書》所說，建立神的殿，包括《聖經》記載，建立神的新婦。 

 

建立和完成這些枷鎖，唯一的方法，是靠聖靈。 

所以，當你要完成這些枷鎖，你就要有聖靈的果子。 

因為，世上唯有聖靈的果子，才可以使你和聖靈合作， 

沒有聖靈的果子，聖靈會離開，那麼，你怎樣完成使命？怎樣完成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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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摩西擊打磐石的時候，他就完了，一定要換約書亞補上。 

為何以利亞在神面前發脾氣的時候，立刻將使命轉給以利沙？因為聖靈離開了他。 

所以，為何在時代中，當人想完成枷鎖，就一定要接下聖靈的火種， 

然後以這火種，即這顆種子，結出果子。 

 

 

 

所以，新約教會就有這火種，但唯有認識《聖經》的我們， 

才知道是因為這個火種，才能夠繼續培育變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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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程中，新約教會會有一個很大的枷鎖， 

就是往普天下去傳褔音，使萬民作主耶穌基督的門徒。 

然而，這全都要倚靠聖靈才可以完成。 

 

 

 

所以，教會在這個過程中，自發地選擇結出聖靈的果子，自發地選擇建立這些性情， 

例如：溫柔、良善和愛心等性格，這樣，他們才能夠完成枷鎖。 

一旦沒有這些，便不能完成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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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發現一個循環。人因為擁有愛心、擁有聖靈的果子， 

才會自發地因為愛人的緣故而背起枷鎖。 

 

 

 

神不是逼不得已，而是逼使全人類歷史中，凡擁有聖靈的人才可以完成枷鎖。 

於是，我們便會自發地成為一個愛人的人。 

神沒有強逼我們，而是強調我們要倚靠聖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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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認為神的能力是一種能量。 

很多基要或靈恩教會的基督徒，以為可以藉此為所欲為， 

可是他們不久便落在咒詛。因為他們犯罪、軟弱，以為聖靈只是一團能量。 

但唯獨那些背起枷鎖的是因著愛心，因為愛神、愛人的緣故， 

過程中，因為擁有聖靈的果子，導致他們能不斷與聖靈合作。 

 

 

 

最終，他們不是倚靠勢力或才能，而是倚靠神的靈去成事。 

神用這個方法，導致我們自發地變成可愛的新婦， 

而不是有陰謀地變成籠絡神能力的一群敗類。 

 

主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指出， 

法利賽人成為兇惡的園戶，是因為他們盡得信仰上的好處， 

卻沒有結出聖靈的果子。當神向他們收果子時，他們卻沒有。 

 

難道他們沒有聖靈的能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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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贊同並渴望擁有聖靈的能力，但卻沒有聖靈的果子。 

正因為他們沒有聖靈的果子，故神稱他們是兇惡的園戶， 

因為，這與聖靈的果子剛好相反。 

 

 

 

當我們這樣理解時，便會明白《雅歌》提到聖靈的果子，其實就是新婦的嫁妝。 

 

 

 

若沒有嫁妝怎能出嫁呢？所以，為何神要求錫安教會所做的，比醫生更厲害？ 

他們說要醫治病人，我們也想病人得著醫治，但我們比他們更有愛心而選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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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所作的，可說是包羅萬有。 

誠然，一個人活在這世界，關於他人生裡的所有東西， 

包括前途和理想的所有事情，神都要求錫安從祂的話語中研究出來， 

原因是神用這種行事方式，讓我們接觸更多神所給予我們的枷鎖，並從這些枷鎖中建立。 

 

當我們完成這些需要靠著聖靈完成的事工，我們便從中結出許許多多的果子。 

並且，正因我們能結出這些果子，導致我們更能與聖靈合作。 

 

 

 

當我們擁有豐富的愛心，才會拿起一個又一個的枷鎖，錫安承擔了一個又一個他人的責任。 

就如我們聆聽的錫安新歌和錫安劍耳機， 

都是我們自發地拿起這些祝福別人的責任，這其實就是神的愛， 

這並非主耶穌基督博愛，更重要是究竟新婦有沒有這個特質呢？新婦有沒有博愛呢？ 

主耶穌擁有聖靈的能力，那麼，新婦到底有沒有聖靈的能力呢？她是有的！ 

 

 

 

當我們願意這樣做時，便能夠合資格去承繼神所創造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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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最後把 Alef Tav這個名字賜給新婦。 

在《創世紀‧1章 1節》，神創世的時候，已把這個名字安放在其中，作承傳、承繼。 

 

 

 

這個承繼的人就是賜予神最欣賞的新婦，她擁有足夠仁愛果子的嫁妝， 

就如《雅歌》所言，這個園子種上各樣的美好的果子。 

 

 

 

影片：總結感言：新婦藉著承擔枷鎖結出聖靈的果子 

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享天國道的奧秘， 

他指出每個時代裡，神賜予的使命和工作，即是神設計在信仰上的枷鎖和軛， 

最基本合格的條件，是單單只能夠倚靠聖靈，才可以完成，蒙神喜悅。 

 

撒迦利亞書 4章 6至 7節：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

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

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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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信仰上面對神賜予的枷鎖和軛， 

任何基督徒和事奉者不倚靠聖靈，相反只顧倚靠從人而來的勢力和金錢， 

這樣，他們的事奉又怎能合格？他們又怎可能蒙神喜悅呢？ 

既然，他們只是倚靠勢力和金錢，從來沒有倚靠聖靈， 

這樣在神面前，他們又有甚麼可以誇口呢？ 

  

假如，主耶穌降生為人的時候，從來只靠勢力和金錢來擴展事奉，被法利賽人認可， 

一生中，根本沒有靠著聖靈行神蹟、醫治病人，也沒有靠著聖靈釘十架、從死裡復活， 

更沒有按著神的旨意，靠著聖靈完成不可能的救贖計劃， 

這樣主耶穌又有甚麼可以誇口呢？ 

  

事實上，主耶穌雖然出生貧窮，沒有勢力和金錢，也沒有妥協真理來討好法利賽人， 

但是主耶穌卻是一生靠著聖靈，不斷行出神蹟、醫治病人，甚至靠著聖靈釘十架、從死裡復活， 

因此在神面前，主耶穌才有資格配得承繼萬有，一生蒙神喜悅，升為至高。 

  

所以，原理非常簡單，神賜予使命和工作的心意，就是期待基督徒必須倚靠聖靈， 

將聖靈果子的種子栽種在人生這塊心田上，讓這些聖靈果子的種子發芽生長， 

一生倚靠聖靈努力耕耘，並且從執行這些使命的過程中， 

不斷靠著聖靈行事，讓每種聖靈果子的種子，即各樣優美的性格、內涵和能力， 

從種子開始耕耘，變成聖靈果子的樹，最終於生命中不斷結出聖靈的果子。 

  

如 2000年「摩西詩篇 326至 337：屬靈草、菜、樹的栽種」之教導，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分享到， 

人生的田地，是需要各人悉心栽培，從神那裡先獲得聖靈的種子， 

再經過草、菜、樹三種不同的階段，最終才能夠栽種出聖靈果子的樹，結出聖靈的果子。 

 

詳情可重溫「摩西詩篇 326至 337：屬靈草、菜、樹的栽種」之教導。 

  

因此，於人生和事奉裡，基督徒唯有與聖靈合作，甚至，靠聖靈得生，靠聖靈行事， 

這樣才能夠符合屬靈最基本合格的條件，倚靠聖靈，蒙神喜悅，栽種出聖靈的果子。 

  

加拉太書 5章 22至 25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

有律法禁止。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們若是靠

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因此大家可以明白： 

當今大部分只顧靠著肉體、倚靠勢力和金錢而生存的事奉， 

他們根本絕不可能栽種出聖靈的果子， 

因為他們的事奉由始至終，都沒有倚靠聖靈，更根本沒有聖靈果子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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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想，一個由始至終只顧敬拜金牛犢、倚靠血氣、肉體、勢力和金錢的事奉， 

他們又可以種出甚麼呢？ 

沒錯！就只有人的血氣，只有人肉體的作為，根本不會有聖靈的果子， 

在曠野敬拜金牛犢的以色列人，就是最大的反面教材，是一生失敗者的寫照。 

 

然而，從世上眾多共同信息顯示，歷史的目的，始終是為了鑄造永恆的新婦。 

所以，神賜予的使命和工作，其實是為了讓新婦結出聖靈的果子，去除人生的舊有性格， 

在每個時代，聖靈帶領的變動和轉變中，都是為了幫助人離開安逸和安舒， 

不能一味只顧抄襲上一代、一成不變，完全不再為信仰付上代價， 

誤以為不需要跟著聖靈，去完成一個個新的使命，打破下一個更大、更難的枷鎖。 

 

事實上，在聖靈帶領的新變動中，神期待基督徒能夠結更多聖靈的果子， 

栽種出結滿果實的美好園子，就是聖靈各種優美的性格，成為永恆的新婦。  

 

雅歌 4章 12至 15節：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你園內所種的結了石榴，有佳美的果

子，並鳳仙花與哪噠樹。有哪噠和番紅花，菖蒲和桂樹，並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與一切上等

的果品。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從黎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就如 1994年「加拉太書 284至 303篇聖靈果子」的教導裡， 

日華牧師經已詳盡對比聖靈的果子及雅歌的八種香料。 

聖靈的果子就是愛，而仁愛裡面共有八種香料，即八種優美的性格， 

喜樂對比鳳仙花、平安對比哪噠樹、忍耐對比番紅花、恩慈對比菖蒲、 

良善對比肉桂樹、信實對比乳香木、溫柔對比沒藥、節制對比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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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重溫「加拉太書 284至 303篇聖靈果子」的教導。 

 

所以，永恆新婦就是藉著跟隨聖靈於每個時代的不同帶領，靠著聖靈承擔各種枷鎖和負擔， 

從聖靈果子的種子開始，栽種出聖靈果子的樹， 

結出聖靈的果子，擁有各種似神的優美性格和內涵， 

以主耶穌的心為心，成為與神同等品性的新婦，結出果子。  

因此，在凶惡園戶的比喻中，神就是要求園戶交出果子。 

 

馬太福音 21章 33至 34節：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圈上籬笆，裡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

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收果子的時候近了，就打發僕人到園戶那裡去收果子。」 

  

同樣，到了末世的時刻， 

神正好要求每位基督徒，在人生的天國道裡，交出這個園子所要結出果子。 

試想，那些一生只顧敬拜金牛犢、倚靠勢力和金錢的事奉， 

他們又怎能夠結出聖靈的果子，向神交出果子呢？   

這些一生敬拜金牛犢、倚靠勢力和金錢的基督徒， 

根本只是一群凶惡的園戶，一生都無法交出果子， 

他們更無法得到聖靈的認可，而得著永恆的獎勵。 

  

無疑，於每個時代，神都要求我們認知神的使命和聖靈的帶領， 

這是託付給每個時代的基督徒，要背負的枷鎖、重擔和主耶穌的軛， 

神的用意，就是要基督徒不斷靠著聖靈和恩膏，與聖靈合作，負上神的軛， 

以結出聖靈果子的方式行事，在人生中多結果子，散發基督的香氣。 

  

從而，讓我們成為永恆的新婦、妝飾整齊， 

以多結果子，成為我們進入天上羔羊婚筵的嫁妝！ 

 

啟示錄 21章 2節：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最後，我們每個人也跟三個人說：「我要預備好這些嫁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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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若我們學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