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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9 年 7 月 7 日分享 

第一章：天國道（56）答問篇（48）  

問題一：日華牧師，當我們全面認識天國道的教導後，終於明白到天國道的成品，就是內心結出聖 

靈的果子。唯有結出聖靈的果子，我們才能成為似主耶穌基督的新婦，而非單單著重外在 

的成就或滿足人生的需要。錫安教會與其它教會最大的分別之一，就是弟兄姊妹內心能要 

結出聖靈的果子。但普遍教會，只會著重個人成就、教會成就、人數、知名度，而在神的 

眼中，教會人數的多與少並非最重要，反而是擁有新婦的特質。究竟日華牧師如何從初信 

時發現這個秘密，由信主至今事奉三十三年，自己能一直持守不變，去保守自己的內心呢？ 

第二章：總結感言 

 

影片：時事追擊：2019 年 5 至 6 月全球瘟疫及動物群死  

踏入 2019 年後，全世界都按著《啟示錄》四馬的預言，接連不斷出現各種瘟疫和群死， 

透過災難和死亡，完全應驗今年是神審判列國的一年。 

 

其中，自上年日華牧師 57 歲生日後，中國全面爆發非洲豬瘟災難。 

截至今年 2019 年 4 月 19 日，全中國合共 31 個省市全都傳出豬瘟疫情。  

  

本港方面，今年 5 月 10 日晩上，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宣佈， 

上水屠房提交一隻來自廣東湛江的豬隻內臟樣本， 

被漁護署驗出非洲豬瘟陽性，是香港發現的首宗非洲豬瘟疫情。 

 

換句話說，自上年中國全面爆發非洲豬瘟災難後， 

無一倖免，香港也遭遇非洲豬瘟疫情影響， 

香港食衞局隨即決定銷毀上水屠房內 6,000 頭豬隻， 

並停止運作至消毒工作完成，預計供港新鮮豬肉會減少， 

同時，宣佈暫停大陸活豬供港十天，直到 5 月 20 日才開始恢復活豬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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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晚上，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再宣佈，上水屠房提交一隻來自福建湄洲島的死亡豬隻， 

被漁護署驗出非洲豬瘟陽性，成為本港第二宗非洲豬瘟案例。 

上水屠房再宣佈列為疫區停止運作，場內 4,700 頭活豬需要全部銷毀。 

  

中國方面，上星期五，即今年 6 月 28 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區，一屠宰場發生非洲豬瘟疫情， 

其中一頭已屠宰生豬臟器有異常病變， 

經自治區動物疫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診，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 

屠宰場待宰生豬 60 頭和存欄生豬 82 頭，均全部被撲殺。 

 

疫情發生後，農業農村部立即採取封鎖、撲殺、無害化處理、消毒等處置措施， 

同時，禁止所有生豬及其產品調出封鎖區，禁止生豬運入封鎖區。  

 

7 月 1 日，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在發佈會上透露， 

截至 6 月 30 日，全中國已發生 143 宗非洲豬瘟疫情，其中 2019 年共發生疫情 44 宗。 

  

中國肉類消費中，豬肉一直也是主體， 

於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的豬肉產量和消費量增長明顯，年消費量約是世界產量的一半， 

中國爆發非洲豬瘟後，疫情遍佈全國，令市場供應大減，牽動全球豬肉價格上升， 

無疑，非洲豬瘟疫情對於食物供應絕對是一場災難式審判。 

  

今年 5 月 9 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表示， 

非洲豬瘟令中國至今已經撲殺超過 100 萬隻豬， 

2019 年中國豬肉產量經已減少 10%，並影響全球的肉類和飼料市場。 

  

5 月 15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最新數據顯示，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3 

中國非洲豬瘟令豬肉供應及價格波動，4 月生豬存欄量按年大跌 20.8%。  

5 月國內母豬數量較去年同期，更進一步下降破紀錄的 23.9%， 

接近整體數量的四分之一，減幅實在驚人。 

6 月 23 日，作為中國近鄰的日本，亦受到全球豬肉價格波及， 

日本當地豬肉價格經已按年暴升約三成。 

  

至於，越南方面，自從今年 2 月 19 日， 

越南確認境內出現首宗非洲豬瘟疫情後，隨即在全境迅速蔓延。 

截至 6 月 22 日，短短四個月內，越南非洲豬瘟疫情已蔓延全國 58 個省市， 

超過 250 萬頭染病豬隻被迫撲殺。大家沒有聽錯！ 

確實撲殺超過 250 萬隻豬，撲殺數量還要多於中國官方公佈疫情的 100 多萬隻。 

 

越南不少養豬戶生計大受打擊，未來還有可能繼續撲殺更多患病豬隻， 

從而令豬價節節上升，養豬戶及民眾叫苦連天。 

  

今年 6 月 6 日，聯合國糧農組織（UNFAO）專家擔心，疫情會繼續蔓延到東南亞各國， 

如今，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已蔓延至越南、香港、澳門、蒙古、柬埔寨和北韓， 

疫情迫使南韓、台灣等亞洲國家實施消毒措施，並嚴格管制邊界，希望將疫情隔絕於外， 

而緬甸、菲律賓及老撾，恐怕將會成為下一個爆發地，演變成沒完沒了的生態災難。 

  

除了非洲豬瘟外，5 月 27 日，台灣農委會防檢局公佈， 

雲林縣口湖鄉一個雞場確診感染 H5N2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 

當局撲殺 14,000 隻雞，並督導雞場負責人完成清潔及消毒工作， 

這是台灣今年第 24 宗確診禽流感個案。 

   

隨後，台灣禽流感疫情持續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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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台灣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表示，接獲一土雞場通報， 

場內雞隻有異常死亡情形，防疫所立即派員進行移動管制， 

撲殺 26,960 隻雞隻及消毒工作， 

之後，又再爆出同樣位於大城鄉的一處土雞場感染禽流感， 

共撲殺 17,686 隻雞及進行環境消毒作業， 

後續也將針對該場周邊半徑 1 公里內養禽場， 

進行三個月採樣監測工作，以防止疫情擴散。   

  

6 月 1 日，美國西岸由加州至阿拉斯加州，近月累積至少 70 條灰鯨擱淺死亡， 

當中不少身形瘦削，身上的脂肪稀少，疑與食物減少有關。 

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宣佈，將灰鯨相繼死亡列為「異常死亡事故」， 

並就異常的死亡事件展開特別調查。 

 

新聞片段： 

It’s a mystery along the Pacific Coast. 

這是太平洋沿岸的一個謎團， 

  

Gray whales are dying in large numbers. 

灰鯨群死。 

  

At least 167 have washed ashore from Mexico to Alaska since January 1. 

今年以來，至少有 167 隻灰鯨，從墨西哥至阿拉斯加州擱淺， 

  

Experts say that’s probably just a fraction of those that have actually died. 

專家表示死亡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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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hes along the West Coast are looking more like crime scenes as investigators examine bodies that have 

washed ashore. 

西岸一帶的海灘看起來更像是犯罪現場，調查人員正在檢驗擱淺的灰鯨屍體。 

  

They’re trying to solve a marine mystery. 

他們嘗試解開一個海洋之謎， 

  

Why are so many gray whales dying? 

為什麼會有大量灰鯨死亡？ 

  

It looks like it’s on track to reach or exceed the most we’ve ever seen in a previous year. 

情況看來是會達到、甚至超越我們以往所見過最多的數量。 

 

So far this year, at least 167 dead gray whales have washed up on shorelines from Mexico to Alaska, and it’s 

believed hundreds more could be dead in the ocean. 

今年以來，至少有 167 隻灰鯨，從墨西哥至阿拉斯加州沿岸擱淺死亡，相信還有數百條已死在海洋

裡。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eatures we’re seeing is that the whales are extremely emaciated, malnourished. 

其中一個最常見的特徵， 就是這些鯨魚都是極度消瘦和營養不良。 

  

Most of them travel from Baja, Mexico to their main feeding grounds in the Arctic and then back. 

牠們大多數由墨西哥巴哈半島，游到位於北極的主要覓食地帶，然後再折返。 

 

It’s one of the longest mammal migrations on Earth. 

這是世上最長的哺乳動物遷徙路線之一， 

  

We’re on a kind of ocean highway for all sorts of marine life. 

我們正位於海洋生物界的高速公路， 

  

Right now, we’re watching humpback whales feed, a mother and her calf. 

現在看到的是座頭鯨餵食，一隻母鯨和幼鯨。 

  

Earlier we saw a super herd of dolphins. 

早前我們還看到一大群海豚， 

  

Gray whales have thousands of more miles to travel before they reach their main food source. 

距離這裡，灰鯨仍有數千英里，才到達牠們的主要覓食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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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most whales, Grays eat tiny creatures on the ocean floor. 

與大多數鯨魚不同，灰鯨只吃海底裡的微小生物， 

 

Anytime a group of large animals are all showing the same stressed nutritional condition, it means that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ir food. 

每當大量大型動物出現相同營養不良的狀況時， 就代表牠們的食物出現了問題。 

  

We really want to evaluate other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are causing this. 

我們很希望能評估引致事件的其他環境變化， 

  

The Arctic ecosystem has been changing dramatically, with climate change, with less and less ice cover. 

北極的生態系統一直在劇烈地變化，包括氣候變化，以及越來越少冰層。 

  

Experts say more competition for food and contaminated water could also be factors for the rising death toll. 

專家表示食物競爭激烈化以及受污染的海水，也可能是死亡數字上升的因素之一。 

  

If you’ve got gray whales that are dying because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e ocean, it means other animals in the 

ocean are going to die too. 

如果灰鯨群死是因為海洋有點不對勁，這意味著其他動物也會難逃一劫。 

 

6 月 3 日，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國的巴西公佈， 

馬托格羅索州發現一宗非典型瘋牛症個案，並因疫情暫時停止向中國輸出牛肉。 

 

6 月 4 日，中國農業農村部新聞辦公室通報， 

新疆巴州若羌縣發生一宗牛 O 型口蹄疫疫情， 

涉事養殖場共 9 隻牛發病，當局已撲殺涉事養殖場 286 頭發病牛和同群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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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6 月 15 日，過去十日，印度北部至少 31 名兒童進食荔枝後，感染急性腦炎死亡， 

另有 40 名類似病徵的兒童正留醫重症監護室，鄰國孟加拉及越南荔枝產區亦爆出同樣病例。 

 衞生部門官員表示，相信是與荔枝內的有毒物質有關， 

官方表示，大部分兒童出現血液內葡萄糖量突然減少的情況， 

逾三分之一患者出現癲癇症狀，甚至致死。 

 

新聞片段： 

Fifty-four children have died in Bihar’s Muzaffarpur in the last three weeks due to Acute Encephalitis 

Syndrome. 

過去三週比哈爾邦的穆扎夫法爾普爾，有 54 名兒童死於急性腦炎症候群。 

 

The deadly brain disease is believed to be linked to a toxic substance found in lychee fruit. 

這種致命腦炎被指與荔枝的有毒物質有關。 

 

However, experts say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still confused over the real cause of the deaths. 

但專家表示州政府對真正致命原因存疑， 

 

The preliminary symptoms of the alarming number of deaths include high fever and convulsions. 

這些致命的病例初步病徵包括高燒和抽搐。 

 

Despite local officials and administrators on high alert, the deaths do not seem to stop, while the state government 

had cited the reason of deaths to be low blood sugar level. 

雖然當局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但死亡個案卻未有停止，現時州政府把死因歸究於低血糖。 

 

My colleague, Amit Bhelari, now joins us on the phone and further details now,  

本台記者 Amit Bhelari 會透過電話報道細節。 

 

Amit, at least 54 lives have been claimed due to this disease, in fact. 

Amit，這種疾病已導致最少 54 人死亡。 

 

And the government right now is saying that the deaths were caused due to low blood sugar levels. 

現時政府卻表示致命原因是由低血糖所引發， 

 

Doctors of course are not agreeing to that, take us through what exactly is the situation right now. 

醫學界並不同意這說法，請告訴我們實況。 

 

6 月 19 日，美國學者發表有關養蜂業界的調查， 

指過去一年，全國 4,700 個大型養蜂場的蜜蜂有多達 4 成死亡， 

蜂農損失慘重，長遠而言更可能影響一般農產品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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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發現，單單去年冬季凍死的蜂群數量已達 37.7%， 

比過往多年冬季平均死亡率增加 9%。 

  

來到今天，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自 1996 年日華牧師按著神的感動，詳盡分享「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信息， 

揭露當時代西方醫學霸權的醜惡，包括︰西醫疫苗的假科學， 

以一系列失實的疫苗假統計欺騙世人，利用昂貴疫苗賺取大量金錢。 

  

然而，分享「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信息的 23 年後， 

人類最普遍食用的動物，牛隻、豬隻、雞隻等， 

都會使用疫苗及抗生素，防止飼養的家畜和動物感染傳染病。 

但是，當踏入 2019 年後，這些最普遍食用動物卻同時出現疫症， 

不單數以百萬計地死亡，甚至，如上年爆發的非洲豬瘟疫情， 

在西醫方面，竟然沒有任何疫苗及抗生素可以對付， 

感染瘟疫的豬隻，其死亡率高達 100%。 

  

至今全球沒完沒了的疫症， 

足以明證，23 年前的「氧份療法與醫藥陰謀」信息是千真萬確， 

西醫大力推祟的所謂疫苗及抗生素，根本只是欺騙世人金錢和健康的騙術。 

  

除此之外，2019 年全球不斷爆發的瘟疫，成為一場沒完沒了的生態災難 ， 

短短半年間，世人最普遍食用的幾種動物均同時出現疫症， 

顯然，超過地上四分一食物來源已經遭遇瘟疫， 

絕對足以明證，我們確實已經身處《啟示錄》四馬審判列國的時候！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回答資料員的問題。 

  

問題一：日華牧師，當我們全面認識天國道的教導後，終於明白到天國道的成品，就是內心結出聖 

靈的果子。唯有結出聖靈的果子，我們才能成為似主耶穌基督的新婦，而非單單著重外在 

的成就或滿足人生的需要。錫安教會與其它教會最大的分別之一，就是弟兄姊妹內心能要 

結出聖靈的果子。但普遍教會，只會著重個人成就、教會成就、人數、知名度，而在神的 

眼中，教會人數的多與少並非最重要，反而是擁有新婦的特質。究竟日華牧師如何從初信 

時發現這個秘密，由信主至今事奉三十三年，自己能一直持守不變，去保守自己的內心呢？ 

  

答：是因著日華牧師一個最大的弱點，反而導致他能夠保守自己的心。 

 

現今，靈恩教會出現眾多問題，甚至許多人於聖靈充滿後，最終卻被鬼附， 

這是由於他們進入靈恩教會的時候，有著自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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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出風頭、得利益，但他們並沒有保守自己的心。 

所以，靈恩的能力，只會更挑起他們內裡的私慾、 

不純正的動機及罪性，導致他們被鬼附。 

因為邪靈會借機會進去試探和引誘，讓他們吐氣揚眉。 

 

另一方面，當他們接觸靈恩時，亦會被上一代教會所逼迫。 

所以，撒但乘機進入，以被否定的靈（Spirit of rejection）去影響他們。 

 

令他們以妥協，或是不擇手段的方式去證明自己正確， 

希望在被否定的境況當中成為英雄。 

因此，對於作為攻擊者的基要，或是被攻擊者的靈恩， 

兩者最終也只會於信仰上失敗。 

 

但其實，於被攻擊、吃虧當中，卻是應該讓我們的心，更能與聖靈合一， 

讓我們加添更大的能力和恩膏。 

  

對於基要而言，他們不會追尋聖靈，甚至覺得靈恩危險。 

但對於靈恩而言，他們卻是有著自私的動機，去追尋更大的能力， 

最終，只會讓他們尋到邪靈。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懂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而對於日華牧師而言，他的五觀敏銳程度都比一般人強。 

由於他有著缺陷，所以，當被人取笑的時候，內心就有著更大的波動。 

受傷的程度，比內心麻木的人要大得多。 

  

亦因此，思慮亦比別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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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於處事上，往往會憂心最終失敗，因此，常常心亂如麻。 

當比賽時，就更不能發揮出應有的水準。 

  

所以，反而當一個人的時候，就可以發揮出驚人的水準，做得盡善盡美。 

甚至乎，當聽別人分享的時候，可以即時明白之餘，亦找到可以改善的地方。 

這就是因為日華牧師的五官感覺比別人敏銳。 

  

所以，當他信主後，他就更小心地保守自己的內心。 

做所有事情之前，都會計劃好，以免失腳。 

亦因此，別人要用七年時間去經歷、踫釘，才知道要改善， 

但日華牧師一星期已經可以留意到，並且作出改善。 

  

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以答問方式，分享「天國道」信息。 

 

第一章：天國道（56）答問篇（48） 

問題一：日華牧師，當我們全面認識天國道的教導後，終於明白到天國道的成品，就是內心結出聖 

靈的果子。唯有結出聖靈的果子，我們才能成為似主耶穌基督的新婦，而非單單著重外在 

的成就或滿足人生的需要。錫安教會與其它教會最大的分別之一，就是弟兄姊妹內心能要 

結出聖靈的果子。但普遍教會，只會著重個人成就、教會成就、人數、知名度，而在神的 

眼中，教會人數的多與少並非最重要，反而是擁有新婦的特質。究竟日華牧師如何從初信 

時發現這個秘密，由信主至今事奉三十三年，自己能一直持守不變，去保守自己的內心呢？ 

 

答：承接上一個星期的分享， 

許多時候，在一星期裡我所經歷的心路歷程， 

我發覺，在別人身上卻要用上七年之久去經歷， 

但最後卻得到同一的結果，只是慢鏡重演我一次的失敗， 

但我七天已知是成功，若果我驕傲而跌倒了，就會有這一種現象。  

 

為何我只需七天內可經歷的事情，一些人卻要用上七年時間，但最後都是失敗呢？ 

究竟，人生有多少七個年頭？有多少個十年呢？  

於是乎，在我信主後，便開始學懂，其實這是一個優勢。 

事實上，也很有趣，這導致我信主後拼命去得到一些元素、優質， 

好讓我可以安慰我的心。 

 

影片：日華牧師的教導是別人一生的經歷 

信息中，日華牧師分享到，他的思想速度自小已比常人快 10 倍以上， 

因此，很多時他用七天思想和經歷的事情， 

別人往往最少要用七十天、七個月，或是十年， 

甚或花上一生才能學到同樣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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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初期，時常在主日信息中分享到， 

他在每篇信息所分享的教導，別人往往要用一生才學習得到， 

甚至，每篇信息中，日華牧師領受的啟示和智慧， 

很多人花盡一生、經歷所有失敗後，也得不著和學不到。 

  

何解有些人儘管花上一生，都永遠學不到呢？ 

原來，人生中，很多人較常人慢了 10 倍，接下來，他們的人生就永遠追不上。 

 

就如一些人決志信主的第一年裡，從未向神立志為神奉獻，錯失了初信主第一年的考試， 

縱使他們在第二年或是第十年裡，嘗試做第一年的決定， 

只可惜！於神的眼中，第一年的考試， 

是只能在第一年去應考，並取得成功， 

自古以來，神的標準一直是如此嚴謹。 

  

當他們在第二年或是第十年裡，才作第一年應有的決定， 

其結果，已經不單是錯失了第一年的考試， 

甚至不止錯失了 10 倍，而是永久性錯失了。 

因此，按著《舊約》記載，神預設獻祭的羔羊必須是一歲以內， 

當羊隻超過一歲以外，就錯失了當作祭物的機會。 

 

另一方面，當他們在第二年或是第十年裡，才肯願意作第一年的應有決定， 

結果，他們又會錯失神於第二年或是第十年預設的考試， 

換句話說，他們只會不斷錯失每一年應有的考試， 

如此類推，他們的一生，都總是不斷錯失一次接一次的考試。 

  

試想想，他們這樣的一生又怎會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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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完結一生的時候，又怎會學到日華牧師連一日也不偏差的成功呢？ 

因此，當很多人錯失了在第一年作出正確決定後， 

最終卻導致他們的一生都永久性錯失，一生都無法取得與日華牧師同樣的成功。 

 

以下，是節錄 30 年前，1989 年 1 月「加拉太書」第 51 及 52 篇的分享， 

當中，日華牧師分享到，他在信息中教導的智慧， 

往往是很多人一生失敗都永遠學不到。 

  

主日信息：加拉太書（51）偉人介紹（六） 

所以，我讓大家知道，我現在將要分享的 key（要訣）， 

這些 key 很多人都說笨，很多人都覺得笨， 

譬如你犯了罪，做了一些事，或是你受到虧待時， 

有時候我會跟大家分享一種真理的處理法， 

你會發現這是世上其中一個最慢的方法， 

和世上其中一個最吃虧的方法。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真理永遠比謊言長久！ 

我告訴你，當時跟主耶穌一起，有很多文士、法利賽人， 

很多所謂的學術家、解經家等等， 

但現在唯一被人念記是主耶穌。 

真理永遠比謊言長久。 

所以，我現在教你的是真理而不是謊言， 

我不是教你很多人的想法， 

我現在教你真理，這是永遠長久。 

這群人，為何到現在很多人還記得呢？ 

但同時反對他們的無神論者等等，沒有人記得。 

當講到答案，講到解決你人生問題的 key（要訣）時， 

很多人都希望研究他們的一生，讓神去觸摸他們。 

反而不是找那些無神論者， 

因為講到真實的事情時，要找他們。 

對你來說，或者你覺得太嚴格，但是要付代價。 

我告訴你，屬靈能力是要付代價，復興是要付代價， 

代價就是你一切的東西，就是這麼簡單， 

 

是你一切的東西，沒有東西能留下。 

或者，對你來說是其他東西， 

所以，任何東西是值得疑問，你就要放棄。 

放棄這個字是你要學習， 

如果你不放棄時，你不會懂得抓住何謂真正永恆的實質。 

你一定要放棄一些短暫、暫時、甚至一些可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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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抓住，才懂得去抓住一個永恆的實質。 

 

日華牧師除了在信仰和人生兩方面的智慧級數，與一般人存在天淵之別的差異外， 

原來，連顧惜自己身體方面，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智慧級數， 

就如十幾歲年青人的身體和精神狀態，當然與三、四十歲，甚至五十歲的人存在很大差異， 

不論時間安排、精神狀態和體力，都需要不同智慧去處理， 

否則，很多人都會錯失人生得著成功和事奉神的機會。 

  

主日信息：加拉太書（52）偉人介紹（七） 

我告訴你，成功太容易使一個人興奮，使人忘記甚麼是疲累。 

但是，有一件事我提醒你，你可以很容易記得， 

就是你吃飽的時候，你知道的，就不要再吃， 

同樣，你做到某個限度， 

你知道你的身體不能夠適應時，你就不要再做。 

但是，有些人真的要到了 120 歲才學會這些事情， 

如果是這樣，神 120 歲才用你。 

但你不用等到那時候，你現在已經學會， 

你現在應該要知道和明白你身體的需要。 

沒錯，太多神蹟奇事，很多精彩的事讓你忘記自己的身體狀況， 

但神是公平，祂要你活在這地上， 

祂不是要你見證一個畸形的生活，一個沒有休息的生活， 

那平信徒怎樣跟隨你？ 

神要你見證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而同樣有神的同在，是一個基督徒的榜樣， 

就好像主耶穌基督一樣，神要我們做一個這樣的基督徒。 

所以，不要做一個超人，做一個神人就可以。 

所以，你要記住，真理永遠比謊言長久。 

  

主日信息：加拉太書（52）偉人介紹（七） 

為甚麼我們不斷強調《聖經》、《聖經》，神的話、神的話、神的話？ 

因為我告訴你，很多人都是這樣死， 

但是，唯有神的話到現在還沒有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以神的話作依歸， 

不是人的情緒，不是人的經驗，不是任何東西。 

我告訴你，雖然我曾經這樣跟很多牧師說， 

很多牧師卻說︰「你不用這麼絕對，你這樣不會生存得久。」 

我告訴你，我會知道這些人不會生存得久， 

因為他們根本不看從前別人走過怎樣的路， 

他們以為一直靠情緒、自己的恩賜就可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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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仍然以神的話作依歸，以神的話作標準， 

沒有任何教會，可以上台只是講時事新聞，就以為他會復興。 

我告訴你，神不擊殺他們算他們走運。 

我告訴你，你要在神的家中，單單以神的標準、神的話語，單單以此作依歸， 

而這個能保守你，保守到神回來都可以。 

  

原來，自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開始，  

在思維裡將很多真理、智慧和明白上，模擬了千百次，出現了無數結局， 

同樣，在活用人生方面，日華牧師亦以不同歲數的體力、 

時間、際遇及精神狀態，模擬了千百次。 

  

所以，日華牧師比其他人更容易選上最好及最大果效的方法， 

成為錫安教會每篇連一日也不偏差的主日信息。 

透過每一篇，都可以獨立成為別人一生經歷的信息， 

從而教導弟兄姊妹度過一個滿有成功和祝福的人生， 

無須在人生路上浪費時間，走冤枉路，更無須虛度歲月，枉費一生！ 

 

何謂安慰我的心？舉例：一般人的捨己是說服自己去捨己， 

一般人的捨己，是要說服自己才會去做，但我卻不是， 

我捨己的目的是要使我心無旁鶩，完全無後顧之憂下去愛神。 

 

因為，我知道，只要是不捨己的話，我就會心亂如麻，做每一件事都會思前想後。 

 

舉例：為何我打從決定上教會開始，第一件事就決定一定不會追求異性？ 

因為，我知道當我想要追求異性的時候，我的內心出現怎樣的變化。 

所以，若果我上教會的時候，仍如以往般見一個喜歡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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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別人拋睸弄眼就展開追求，人家跟我談笑數句，就以為別人對自己有意思， 

如此，我又怎能堅持自己的信仰？ 

過去我就是一個會這樣胡亂思想，根本是完全拿不定主意的人。 

 

或許你們會覺得很奇怪，為何日華牧師會在信主時決定這麼多東西？ 

因為，這些全都是我最大的缺點，如果我不鎖死我的心，不將我內心的後路斷絕的話， 

其實，我的心是會混亂非常。 

 

 

影片：內心的聲音與神的聲音 

日華牧師為我們分享到，他能夠心無旁騖地事奉神， 

並且在沒有前人的教導下，已經懂得在年青時決定等候神的印證，不在教會中追求異性， 

亦能夠在教會中清心寡慾地專心事奉神，不爭取名譽和地位、不被世務和私慾影響。 

 

然而，他所做的，與所謂的清教徒是完全不同， 

中世紀清教徒、天主教的神父修女，甚或佛教的和尚和尼姑， 

他們為了達到信仰標準，選擇了與世隔絕，才能夠僅僅做到他們的宗教規條。 

 

然而，近年新聞讓我們得知，很多所謂與世隔絕的神父修女或和尚尼姑， 

都只是表面上保持聖潔、裝作很虔誠， 

背地裡，沒人看見的時候卻不是如此，嫖賭飲蕩吹，無惡不作， 

甚至不少所謂神蹟人員的行為，比一般未信主的外邦人還要更差、更無恥。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16 

 

為何這些宗教家，已經有宗教規條的限制，卻未能使他們成為一個聖潔的人呢？ 

事實上，就如新約《羅馬書》所說，律法是不能使人稱義，律法只是用來定罪， 

就如屬世法律，並不是用來幫助人行義，只是用來定人的罪。 

 

加拉太書 3 章 10 至 11 節： 

「凡以行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 

因為經上記著：『凡不常照律法書上所記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詛。』 

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宗教條文根本不能使人行義和稱義， 

叫人稱義的，卻是藉著信心倚靠神，才能使人有力量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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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並非倚靠宗教條文，令自己行走在神的旨意中， 

相反，他是以心無旁騖的態度，專心傾聽神的聲音，讓神的聲音帶領自己以良心行事， 

唯有藉著聖靈的聲音和帶領，才能夠使人稱義和行義，成為一位神所認可的義人。 

 

但是，那些所謂宗教家，他們只倚賴宗教的條文，沒有聖靈的帶領， 

即使他們本心希望成為一個義人，但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單憑人的能力， 

根本不可能在人生每個大小細節中，沒有遺漏地完全行走在神的旨意裡， 

他們依靠人的律法，必定會顧此失彼，無法兼顧人生每個範疇。 

 

雖然日華牧師初信主時，對真理認識不多，亦沒有現今的屬靈智慧， 

但是，他進行靈修、研讀《聖經》和禱告，都不是因為宗教條文， 

而是為了讓自己的內心，能夠心無旁騖接觸和認識神， 

所以，他就能夠清心地聽到神的聲音，並且人生每一個細節都能夠被神帶領。 

 

這就是日華牧師與活在假宗教的清教徒或神蹟人員，在信仰根基上的不同之處。 

他們按著宗教規條死守律法，即使花了半個世紀去遵守規條， 

但對於他們的信仰和屬靈生命成長卻是毫無用處。 

因為死守律法和規條，是不可能讓人稱義，亦不能幫助人行義， 

更不能使人傾聽到神的聲音和跟隨神的時代計劃。 

 

為何日華牧師能夠如此細緻地行真理，並且全部都一日也不偏差呢？ 

因為日華牧師行義的原因，並非要遵守宗教條文，滿足內心的罪疚感， 

相反，他的唯一目的，是想保守自己的心，達至心無旁騖，專心認識神， 

所以，他在信仰最初期，已經能夠接觸到神，只因日華牧師懂得保守自己的心。 

 

而且，傾聽神聲音的信仰過程中，日華牧師更會不斷進步，由傾聽個人的事情， 

成長至能夠為別人恩賜運作，甚至演變成能夠接收神的時代計劃。 

 

那麼，日華牧師開始學習傾聽神聲音時，遇到的最大難題是甚麼呢？ 

最大的難題，就是一開始神與人說話的時候，都是由內心微小的聲音和感動開始， 

對於一位初信而言，神所說的微小聲音和感動，並非一些實際指示或命令， 

佔絕大多數，都是與現實生活脫節，只是一種非常模糊， 

內心平安的感動，亦沒有證據，可以向人證明這是來自神的感動。 

 

這種聲音與正式恩賜運作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鴻溝， 

因為當神的聲音能夠與現實連繫，例如︰知道別人心中的隱情， 

或是知道素未謀面的人的性格、過去、背景、住處、職業或疾病。 

當一個人能夠藉著傾聽神的聲音，產生與現實有連繫的資訊， 

才能夠在人面前證明這些聲音是來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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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沒有神，憑人的能力是不可能知道這些事情。 

 

但是，日華牧師仍在求學時期，初信時， 

他能夠聽到來自神的聲音，都是來自良心的聲音， 

所以，他一直無法肯定這些感動是否來自神，亦無法在人面前拿出證據。 

 

日華牧師信主五年後，開辦了錫安教會， 

在開始教會的頭幾年，日華牧師仍然只是維持接收到來自良心的聲音， 

甚至，當教會其他肢體已經能夠進入恩賜運作， 

日華牧師仍然維持在接收良心聲音的階段。 

 

但是，為何現在，日華牧師卻說自己一生最擅長的，卻是傾聽神的聲音呢？ 

因為，當日華牧師看見教會其他肢體，開始陸續能夠恩賜運作，說出別人身上的疾病和隱情時， 

日華牧師就開始尋根究底，研究操作恩賜運作的秘密。 

 

直至日華牧師研究當時 1980 年代，靈恩教會界中非常著名教導別人恩賜運作的領袖， 

如︰Frances Hunter、葡萄園教會 John Wimber、Benny Hinn 等人的教導， 

他才發現，原來自己由一開始信主，已經能夠非常清楚地聽到神的聲音， 

只是，神一直沒有將榮耀加給日華牧師， 

相反，一直持續以良心聲音的方式去引導、教導和改善他的屬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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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華牧師發現，一直在他良心說話的聲音，原來就是神的聲音， 

由這一刻開始，就如山洪暴發般， 

日華牧師突然間就能夠非常密集和準確地恩賜運作， 

短時間內完全超越教會其他肢體，甚至，多年後能夠舉行「說的聚會」， 

在數千人的聚會中，準確指出病人位置及他們身上疾病的準確名稱。 

 

日華牧師懂得恩賜運作後，才突然發現， 

原來多年來他預備講道的方式，其實就是恩賜運作的一種。 

現在，藉著共同信息，更證明他分享的每一篇信息，都是完全來自神。 

即使是日華牧師的第一篇講道，原來亦早已在神一日也不偏差的帶領下。 

 

所以，如果日華牧師在 1985 年，開始教會的頭幾年， 

已經懂得分辨神與他溝通的聲音，並轉化為與外間溝通的語言，成為恩賜運作的話， 

其實，日華牧師當時恩賜運作的級數，已經能超越先知 Paul Cain。 

 

因為，日華牧師由第一篇信息分享開始，內容的每字每句， 

其實都是來自神聲音的恩賜運作，以早期信息平均每篇只是一小時半以內計算， 

對比外間教會的先知，只是在聚會中說幾句來自神聲音的恩賜運作， 

你能夠想像，日華牧師的恩賜運作，無論質與量都超越他們十倍，甚至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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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即使先知 Paul Cain 級數的恩賜運作，都無法像日華牧師般， 

在整篇長達一個半小時，甚至超越三小時的信息中， 

每字、每句、每個例子，都沒有絲毫偏差下， 

全部是來自神的 Rhema 和 Oracle 至聖所級數的信息。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十年前，自日華牧師開始分享「2012 榮耀盼望」信息時， 

神已經藉著拉線 4794，傳奇級數的印證， 

印證日華牧師由 1996 年分享「氧份療法」信息開始，已經是一日不偏差地跟隨神的帶領。 

 

並且，由 2015 年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後， 

神更是以排山倒海的共同信息，甚至現今出現的文化密碼， 

成為歷史上前所未有，最偉大和最驚人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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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錫安教會、日華牧師和「2012 信息」，每一篇都是神諭級 Oracle 的信息。 

 

證明錫安教會所有行動和每一個聚會， 

甚至經過的每一天，都活在神最細緻的帶領中， 

日華牧師更是神所揀選的受膏者和真命天子 The One， 

而錫安教會亦是神所預定的新婦群體。 

 

但是，為何神沒有在日華牧師開始教會的早期， 

已經讓他知道他所預備的每一篇信息，都是恩賜運作， 

讓日華牧師可以一早藉著公開的恩賜運作，令教會人數大幅增長呢？ 

 

經歷了過去 34 年的歷程，我們就會知道，這是神有意為之， 

刻意不讓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過早得著太大榮耀， 

忽略屬靈生命的成長，因而無法成長至今時今日的新婦級數。 

所以，真正來自神的恩賜運作，並非如現今外間很多所謂靈恩教會聲稱， 

指所謂的預言，全部都是倚靠情緒催谷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宗教詞彙， 

以為只要在說話的開頭，說一句「耶和華如此說」，就等同以下的說話是來自神。 

 

真正的恩賜運作，是能夠經受現實的驗證，並且有神的超自然的印證， 

例如︰準確說出別人身上的隱情，或是準確說出別人身上的疾病， 

並成功以禱告醫治這人，又或是準確預言了將來發生的事件， 

甚至有著現今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 信息」的共同信息印證。 

 

神為了讓日華牧師在最純全的動機下使用恩賜運作的能力， 

在他信仰初期，藉著良心與他溝通，感動和帶領他在人生中作出正確選擇， 

改變他的性格和為人，使他順著神的帶領行走人生的方向，不斷尋找理由行全所有真理， 

並且人生的目的，單單只為尋找神和順服神。 

 

如此，當日華牧師內裡的性格成為一個似神的人， 

並帶著純正的動機事奉神，不會被恩賜帶來的榮耀敗壞， 

神才會向日華牧師打開可以與現實溝通的恩賜運作方式。 

 

亦因此，我用這方法去面對，但我發覺，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的心竟然就此安定下來，完全無後顧之憂， 

因我已打算完全不追求異性，內心亦完全不會心亂如麻，因現在我是捨己， 

所以我能夠盡心做好自己的事，我也顧不了別人怎樣看， 

我怎會在意別人如何看我呢？我豈會理會別人如何批評我？ 

我已不再介意，因我是捨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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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像，因為我自己心裡面有這個可說是信主前的大缺點， 

卻成為我信主之後的最大優點， 

就是我設計一些方法，去保守我的心，讓自己絕不會三心兩意。 

 

舉例：納十分一，由我第一次十分納一， 

我已經知道，當每月收到$360 零用錢，便要馬上納十分一， 

不要待月尾才納，因月尾不夠錢用時，就會三心兩意， 

過程中你最終會時納時不納，即使納，也會感到吃力，所以我在月初便納。 

 

為什麼？因我與普通人不同，別人於月尾受的折磨，我比他們不止大十倍， 

因為我的心會飄忽不定，決定以後又會懷疑， 

所以，與其每一天也處於拉鋸戰，倒不如一開始就杜絕自己的後路。 

所以，於犯罪、軟弱方面，我一開始返教會，就要杜絕這些後路， 

否則，我比你們受試探是會更加多。 

 

影片：聖靈提醒我們保守自己內心的方法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繼續解釋，由於他的內心，比其他人更易敏銳， 

因此，於信仰上，他需要更小心，更懂得因著自己內心的構造， 

而演化出更多行真理的方法。 

 

例如：當日華牧師知道，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行納十分一這個真理， 

但是，於經驗上，假如到月尾才納的話， 

由於月尾緊絀的時候，內心會更加掙扎， 

思想的混亂、對生活的憂慮，也會幾何級數的上升。 

因為日華牧師的內心較別人更為波動， 

因而會想到更多負面的後果，更影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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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就思想，尋找解決的方法。 

也就是，既然，於行真理的層面當中，十分一是必定要納的， 

因此，與其等到月尾才納，不如選擇月頭，當一收到金錢的時候，就第一時間納十分一， 

那就為自己省卻了大量的麻煩，能保守自己的心。 

 

而月頭納十分一，只是其中一個他行真理時所想到的辦法，於不斷學習其他真理、行真理之中， 

日華牧師想出很多方法出來，讓他能夠保守自己的心。 

當他不斷這樣做，到後期，他就明白到， 

其實，這些方法，並不是他自己發明出來，而是聖靈於他內心中的提醒。 

也就是說，當日華牧師思想各種行真理的方法，去保守自己的心時， 

聖靈就不斷於他的內心中，提議一些嶄新的點子和做法， 

而好些辦法，是其他基督教會從來沒有教導過、沒有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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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大家於日華牧師的《栽在溪水旁》自傳分享中， 

聽到日華牧師於真理上，各種有趣的想法和做法， 

就是他尋找行真理的方法時，所得到的答案。 

  

並且，他是於信主第一年開始，已經開始有如此的經歷， 

就是於信仰上，不斷思考出一些方法，去保守自己的心。 

而神亦藉著這些機會，去讓日華牧師知道眾多實際的方法， 

包括真理、讚美敬拜、恩賜運作、健康信息等等。 

當分享出來的時候，就成為了弟兄姊妹的幫助。 

  

而隨著年月增長，神所給予的方法，亦越來越密集， 

從最初，只是提點日華牧師可以於月頭納十分一，去將內心的壓力減低。 

到現時，神所給予日華牧師的信息，是非常密集，並且，亦非常複雜。 

但所有的信息，也是因著保守自己的心而來。 

當分享出來的時候，就成為了實際的講道，當中，充滿著真理亮光。 

教導我們於每一個層面，包括學業、工作、家庭等等，如何去跟從神。 

  

而往往，這些本來是神給予日華牧師的點子，去幫助他行真理， 

最終，卻成為了一個又一個星期的主日信息， 

需要很多個星期，才能夠分享完的實際提議和做法。 

  

而神與日華牧師的溝通，亦慢慢由一個解決內心問題的方法，逐漸成長， 

變成了一個很詳盡的做法，甚至嶄新的方案去解答日華牧師內心的問題。 

 

例如，當他思考，究竟怎樣才能夠創作出無限的詩歌來祝福人？ 

而神的回答，就是第一個動勢，一個世界上，所有音樂家都夢寐以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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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藉著於內心當中求問，以及傾聽神的聲音，就能夠得到， 

並且，於現在成為了現實，於錫安當中，出現源源不絕的詩歌。 

 

不但如此，甚至乎，更發展成與現實接觸，例如比特幣的教導， 

這已經是於我們的眼前可以看到，於現實當中得著的好處。 

也就是比其他人，甚至世界上所有最出名的先知，更有先見， 

於所有人還未看到加密貨幣的潛質時，已經作出了詳盡的分享。 

從中，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既然整條歷史時間線， 

也是神完全掌控的時候，歷史早已經寫好，經濟上的高低起跌，亦已經完成。 

  

例如，於今天，我們會知道， 

假如於五十年前，投資巴菲特的巴郡，可以得著上萬倍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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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於三十年前，投資蓋茨的微軟，可以得著二千倍的回報。 

 

於錫安開始之先，我們錯失了這些投資致富的機會。 

然而，於錫安開始之後，當我們於現在回望， 

藉著過去主日的分享，其實，神給予了我們兩次投資得著富足的機會， 

分別是有關於海爾以及比特幣的教導。 

 

大家可以想想，其實，我們所認識的國際性先知， 

包括 Paul Cain、Bob Jones、John Paul Jackson，他們已經離世。 

然而，於他們還在生的時候，比特幣經已存在。 

但是，大家有否覺得奇怪，為何他們也沒有於預言當中，提及比特幣的潛質？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27 

 

記著，他們是國際性先知，很多基督徒也會聽他們的預言， 

假如，他們一早於預言當中提到比特幣的話， 

這對於他們，甚至是其他基督徒，將會是經濟上的一大祝福。 

只要他們說一句，很多基督徒都會大量買入，得著富足， 

然而，於歷史上，神卻沒有將這份祝福，透過這些國際性先知去分享出來。 

 

但相對，神又為何讓錫安於過去分享出這些經濟教導， 

並且，現時證實完全正確，當中的潛質，真的爆發出來。 

 

對比國際性先知，為何卻沒有作出同樣的預言呢？ 

甚至乎，其實，世界上，所有靈恩教會為何都沒有作出同樣的預言呢？ 

世界上，彷彿只有錫安能詳細分享這個題目。 

因為，所有談及比特幣的地方，多數也是經濟、金融、投資的網站，不是基督教網站。 

並且，當中絕大部分的財經網站，也不如錫安一般，有著整全、詳細的分享。 

 

當我們以邏輯性思維分析的時候， 

比特幣只是出現了短短幾年，由幾個仙，升到現時過萬美金一個。 

這是一個史上僅有，絕佳的投資機會。 

只是短短幾年的時間，已經戲劇性地，有上萬倍的回報。 

 

那麼，為何神於所有事情發生之前，未有容許這些國際性先知， 

甚至所有靈恩教會，也沒有於過去的預言中，提及比特幣呢？ 

但神又為何只是容許錫安教會去作出分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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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於今天，得著這套信息的時候，就會明白到， 

其實，於神的眼中，只有錫安配得去得著於歷史當中這個機會， 

有資格於比特幣大升之前作出分享，讓錫安去得著這個祝福， 

也就是說，神並沒有將這個祝福，去給予其他教會。 

 

就如 1996 年的氧份療法，同樣地，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國際性先知，於預言當中提及氧份療法的神奇功效。 

更加沒有任何一間靈恩教會，會如錫安一般，作出如此整全、詳盡的分享。 

 

因為，於神的眼中，同樣地，只有錫安配得於歷史中，得著這個祝福， 

配得於歷史中，去分享氧份療法，而這正好就是 4794 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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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為何於兩次最重要的關頭， 

神也沒有用上祂於世界上最出名的先知，甚至上萬人的大教會， 

去分享醫療界、經濟界，最重要的題目？ 

  

大家有否留意到，於一些收集預言的網站， 

其實，每星期也有收錄不同地方的先知預言，他們也會有大大小小的聚會， 

然而，歷史已經過去，但是，只有錫安得著神的感動， 

去作出非常詳細，數以十小時計算的主日分享，再加上工作坊，成為整全的信息。 

但對比其他先知、其他教會，他們連一篇信息也沒有提及過。 

  

大家也會明白到，我們所相信的神，也是同一個神、跟從同一位真神。 

但是，為何神沒有將這套信息給予他們？ 

因為顯然地，於神的眼中，這些國際先知， 

於他們在世的年日中，還沒有資格分享這套信息。 

  

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佐證， 

就是神除了藉著日華牧師於幾年前，分享加密貨幣的教導之外， 

這幾年間，於日華牧師生日的時候，也會出現加密貨幣價格上的印證，出現 4794。 

 

這反而是最重要的，證明神是刻意將這套信息，唯獨交給錫安， 

因為，神是親自以加密貨幣的價格，成為共同信息的一部分，一個不可能是人為的印證。 

 

因為，世界上，雖然有著眾多的先知，每星期說出大量的預言， 

於過去，日華牧師也從海外當中，購買大量的預言以及基督教周報、書刊， 

當中也有大談經濟、富足的教導和預言。然而，神沒有將最重要的信息， 

去交給以預言、以主日分享去賣帶、賣書賺錢的先知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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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神的眼中，世界上，只有一間教會配得分享， 

也就是我們每星期也聽到當中分享的錫安。 

  

大家可以想想，錫安的信息，是如此的貴重，是世上只此一家的信息， 

甚至乎，是遠勝所有國際性先知、靈恩教會的分享。 

神是以鋪天蓋地的共同信息作為印證，去不斷確認錫安分享的重要性， 

去不斷強調錫安先知分享的寶貴程度， 

是對比所有國際先知、所有靈恩教會加起來，也還要貴重。 

  

這就是為何神於錫安分享加密貨幣的信息之後，不斷出現 4794 的印證， 

因為，神想讓我們明白到，加密貨幣的信息，其寶貴的程度， 

是屬於 4794，氧份療法信息的級數，是錫安獨一無二的定命。 

 

對比其他教會，一篇文章、一篇分享都沒有提及到， 

然而，錫安卻是上十篇信息的全備分享， 

讓任何跟從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輕易地買賣及保存加密貨幣。 

  

原來，如此重要、如此於歷史上獨一無二，遠勝所有先知、所有靈恩教會的信息， 

開始的時候，也只是源於日華牧師保守自己的心，去尋找行真理的方法， 

而這個過程，就確保了日華牧師所聽到的聲音，是來自神的聲音， 

就是讓他能夠分辨出，這究竟是來自神的聲音、魔鬼的聲音，還是自己的聯想？ 

  

當他能夠準確分辨到來自神的聲音時，日後所分享出來的，包括主日信息， 

都不是他聯想出來，也不是來自撒但的聲音，完全是神的聲音。 

因為他思考出方法來解決問題，當中的點子，全部都是來自神。 

  

事實上，雖然於過去，日華牧師常常也會心煩意亂、膽小、三心兩意， 

當面對環境的刺激時，比別人更加敏感。 

但是，當他嘗試不斷保守自己內心， 

結果，反而令他比其他人，更能夠聽到神的聲音， 

以一個更周全的方式，去為神冒險。 

 

例如，當神感動日華牧師分享氧份療法的時候， 

其實，日華牧師應該比任何人也更怕去面對，其他牧師甚至會關掉神的聲音。 

但是，於「雙氧水事件」中，日華牧師並沒有膽怯。 

因為他於事前已經準備好怎樣面對，就是於事前， 

他已經預計將會出現的事情和困難，以及如何於這些困難中，保守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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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於過程中，甚麼可以聽， 

甚麼絕對不能夠聽、甚麼可以做，甚麼絕對不可以做， 

因此，經歷這幾十年，就讓他可以一直也沒有離開神的旨意下，走到今時今日。 

  

大家可以想想，於這麼大的衝擊中， 

對於正常人來說，可以捱過，已經算是十分厲害。 

但捱過之後，很多人的內心，已經變質、分心，變成另一個人， 

或是於逼迫中，受到傷害變成如陳公展牧師那種人。 

 

但日華牧師的內心，卻沒有被影響， 

並且，他更是願意不斷接受下一個階段的挑戰，這才是真正的最難。 

所以，日華牧師的整個信仰歷程，就是由保守自己的心開始。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32 

就是於信主後，一定先要處理好自己三心兩意的心， 

所有日常生活細碎的事，一定先要處理好。 

否則，他不能將心定下來，全心全意相信神和認識神。 

所以，當面對行真理時，就不斷思考不同的方法，去特別針對自己，越辛苦就越要做。 

  

以免自己心煩意亂、猶豫不決， 

因為，日華牧師不會讓自己的心於行真理的過程中，落入猶豫不決的情況。 

所以，他會於屬靈還強壯的時候，設定一些生活習慣， 

好讓他軟弱的時候，不會在當中掙扎、懶惰。 

而當他自信主第一年，已經如此行的時候， 

就讓他建立出不斷聽到神的聲音、不斷執行真理的錫安教會。 

 

所以，我絕對不會看一位姊妹多於五秒。 

這是我信主第一天已作出的決定！ 

 

我首次的十分納一，也不是出於旁人的教導。因家人是逢月初給我零用錢， 

因此我便決定，每逢月初，便為所有流經我手的金錢納十分一。 

 

當時的我，仍在職業訓練局讀書，那 360 元零用錢已包括了我整個月的開支， 

如每一頓飯和所有車資！試想像，我當時的經濟是何等緊絀？ 

當然，家人是預計我中午帶飯回校，晚上則直接回家。 

所以，大部分開支，理應只是往返的零錢，是絕對足夠的。 

但事實上，我往往要在晚上修讀神學呢！ 

那試問，我上課前的晚飯怎辦？當時的我，正是這樣過日子的。 

但我卻作出了這決定，不管月尾情況會如何，總之每逢月初，這是我立志要作的。 

故此每個月尾我也只是「求生」而已，而不是再在「求生」中再作出納十分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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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求生」就是怎樣用這幾塊零錢，去渡過剩餘的四、五天， 

就如決定每次也步行回家。我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所以，我記得，當時玉珍師母有機會與我同屬學術組，即是在教會的學術組是同組的。 

她看見我所帶領的小組組員，很多時也是步行度過的，即由這地步行至我爸爸的辦工室， 

一起影印《讚美》這份雜誌，再由此步行往其他地方。 

 

原因並不是我很希望帶他們走路， 

而是我當時帶領他們的時候，我連乘坐巴士的零錢也沒有。 

對我來說，已沒有辦法了，因為我要的是「求存」，故此我只能以此方法度過。 

 

但亦因如此，我對很多所謂「求存」、「求生」的手法很敏感。 

就是說，《聖經》有沒有些什麼事情是不容許我們做的呢？ 

會不會有一些卑髒污穢的手段，會令我們三心兩意呢？是有的。 

 

例如：不能借錢。 

你能夠想像，為什麼我常常提醒大家不能借錢，又分享「破債金訣」教導？ 

因為我是最早將這元素放在自己的生命當中， 

知道如果這是可行的，那麼我便可以每次月尾問別人借錢？ 

 

大家可能想像不到，雖然我上真道教會，會用這方法去做； 

但是，即使是那所教會的傳道人，也不會用我的方法。 

誠然，當時，我不知道，縱然知道，也無法教導那些傳道人。 

可是我知道，當時真道教會有很多的傳道人，都是以借債度日。 

事實上，當年，很多弟兄姊妹也私下紛紛議論， 

他們說這人借貸度日，那個人又借貸度日，因為他們要十分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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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信主以後，除了立定志向， 

若是到了月終，我的錢不夠用，那怎麼辦？是否借錢？ 

然而，當我查考《聖經》，當中卻教導我們不要借貸。 

如果我覺得這是可以或不可以的話，他便變成一個偶然會借貸的人！ 

但我不能這樣做，不然，我所受的折磨會比他們多十倍！ 

因為，我的心最容易感受和經歷痛苦。 

於是，我便立定志向，絕對不借貸！ 

 

當然，我們見證到，當中的磨難是很大。 

然而，我願意想盡辦法去解決，這總比要承受內心的折磨好。 

而最終，我也得著神賜予的祝福！ 

唯有這樣，日華牧師才能夠通過富足的考驗。 

我最終能得著祝福，是因為我通過了神在富足當中的要求。 

 

結果是怎樣呢？就是當我這麼實踐的時候，我便可以盡心做在正確的事上。 

 

換句話說，很多人思考不到我們方法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有設身處地在這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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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遵行真理成為塑造內心成長的處境 

認識「天國道」的教導後，我們終於明白， 

原來人生裡遇到的所有問題，都是神刻意製造出來，為要幫助我們進入某種指定心境， 

從而鍛煉我們的內心，塑造我們擁有似神的性格。 

事實上，當我們願意運用指定真理的時候，我們就會進入指定的處境裡。 

  

以納十分一為例： 

按著真理，神吩咐我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神的家有糧， 

就是將我們收入的十分之一金錢，成為祭物奉獻給神的家——教會。 

 

藉此，神讓基督徒在遵行納十分一真理時， 

進入指定的經濟處境裡，成為我們信仰和經濟富足的成長， 

因為神能夠從每個人固定納十分一的習慣裡，看到基督徒信心的成長。 

 

尤其當人願意每逢月頭、剛剛收到每個月收入的時候， 

就已經憑著信心納上自己十分一的收入， 

因為當月只剩下十分之九的金錢，所以，每日都要操練信心， 

相信神會超自然供應，令自己每個月的生活仍然充足有餘。 

 

相比之下，月尾扣除所有花費後，發覺仍然有餘，才去考慮納十分一的人， 

是逃避了每日以信心相信神供應的操練，所經歷的信心考驗已大大減少。 

換句話說，神是刻意編排，當我們遵行真理的時候， 

往往會成為塑造我們內心成長的處境。 

  

事實上，大家可以想一想， 

若然在遵行納十分一真理的時候，神立即使我們的收入和零用錢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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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金錢加倍了、充裕了，人們就無須擔心納十分一之後的缺乏，對嗎？ 

這樣豈不是更好嗎？如此，人就無須進入這種艱難的處境，對嗎？ 

沒錯！這都是普遍世人膚淺的觀念！ 

  

若然神早已供應人擁有非常充足的兩倍零用錢，可以毫無缺乏下在月頭納十分一， 

如此，人在遵行納十分一真理時，就會避開了塑造信心成長的處境， 

人無法再藉著操練信心，在信仰和經濟中得著成長和祝福。 

  

故此，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 

他初信主的第一年裡，已經選擇了在月頭憑著信心去納十分一， 

使自己得以操練更大的信心，在相信神每天供應的信心上不住成長。 

 

無庸置疑，日華牧師初信主的這種做法，會導致自己在月尾時陷入經濟困境。 

但到了月尾的時候，日華牧師沒有借錢，仍然堅持在月頭納十分一， 

這就使日華牧師在神面前，勝過這種處境的試驗，蒙神的喜悅。 

 

只可惜！很多人卻選擇以違反真理的方式， 

逃避神刻意編排的處境，錯失塑造自己內心的機會。 

就如學校的考試，為要評核學生對該科目的認識程度， 

所以要設立考試，讓我們進入一個學術考核的處境。 

若然人選擇以作弊或出貓方式，嘗試跳過這些考試， 

那麼，人就不能藉著考試方式，使自己知識增長。 

  

同樣，在信仰裡，原來神為我們悉心編排了很多事情， 

若果這些事情全都不是以遵行真理、操練信心的方式解決， 

反而全都選擇了逃避和作弊方式解決，如此就浪費了神的一番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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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以遵行真理原則的方式度過人生， 

自自然然會出現經濟拮据、逼迫、被誤解、被否定和被人杯葛等問題。 

事實上，這正是神的心意，讓我們藉著遵行真理， 

經歷這個世界和現實的考驗，進入一個個塑造內心的處境。 

 

因為按著神的設定，我們並不屬於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遵行真理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會恨我們， 

始終，這個世界裡與世俗為友的人，其實根本一直都與神為敵！ 

 

然而，當普世基督徒墮入無知、缺乏真理的光景時， 

他們誤以為這些考驗的處境是自然形成，全是偶然、毫無目的和意義。 

但在神眼裡，卻絕不是如此，這些考驗的處境不是自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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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是為著塑造我們才編排而成。 

甚至，神精細計算過我們當時的才能，到底能否解決和面對這些問題， 

因為，人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神總會給我們開一條出路，叫我們勝過試驗。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3 節： 

「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當人在世度日，選擇以遵行真理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無疑，的確會覺得人生非常艱難、充滿磨練和痛苦，但這卻會擴張人內心的境界。 

 

當人遵行真理、面對人生的磨練，就會看見自己信心上的成長， 

發現這些際遇，原來全都是神為我們悉心所作的預備和塑造， 

讓我們在困境和艱難裡快速成長，得勝人生， 

甚至，在傾聽神聲音的領域上，到達無人能想像的程度。 

  

神是以這些困境培養我們，但很多人卻選擇逃避考驗， 

結果，於人生中，他們會不斷質疑神好像離開了他們，不理會他們。 

只是當這些聲稱自己親近神的人會有這樣質疑的人， 

正好反映他們其實已經錯失了在信仰上與神同步，沒有緊貼神的步伐。 

 

因為在這些人的生命中，他們只顧聚焦於成功、富足、利益、安穩和健康， 

然而，當我們明白天國道之後，原來生命裡最重要的， 

就是認識神悉心安排的處境，雕琢出我們擁有似神的性格， 

這才是現實唯一存在的目的，事實上，主耶穌也是親自示範了， 

於一生裡如何認識神設置人生考驗的目的。 

 

故此，有很多膚淺的基督徒，都是找著一個錯誤的方向， 

誤解了神賜予的人生是一帆風順，毫無試驗和壓力， 

他們誤以為人生不應該面對逆境、損失和犧牲， 

歸根究底，這些基督徒只期待著人生是不需要改變，更不需要成長。 

  

所以普世很多基督徒，一生都與神背道而馳，於生命中不斷質疑神不理會他們。 

只可惜！他們所追逐和聚焦的都只是好處和利益，而沒有考慮在信仰上竭力成長。 

  

正如一棵樹的價值是為了結出果子，所以神讓這棵樹長出茂盛的葉子， 

藉著葉子幫助讓這棵樹吸收更多陽光和養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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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基督徒卻選擇單單追逐茂盛的葉子， 

以這些葉子成為外在的榮耀，但卻忽略了人生更重要的， 

就是藉著一個個困難的處境，塑造內心，多結果子。 

 

事實上，這正是信息中，日華牧師所分享，神塑造和培養錫安教會的方法， 

往往是針對我們各人生命裡最大的缺陷、最痛苦的弱點。 

就如日華牧師與生俱來的一個缺點， 

是他的五官，如皮膚等機能，自小已經對各樣事物非常敏銳， 

所以，比起別人，他感受到的痛苦更多，更易對各種事物產生緊張。 

 

這個缺點，正是神給予日華牧師的處境， 

以此培養他能夠敏銳地聽到神的聲音，達致世人從未想像的級數。 

假如我們懂得跨勝這些弱點，變成自己人生的優勢， 

就能夠比其他人，更容易進入別人望塵莫及的領域。 

  

例如︰在恩賜運作及 Call 位的領域上， 

日華牧師一直能夠藉著與生俱來，五官和皮膚的敏銳度， 

使自己比別人更輕易進入公開恩賜運作及 Call 位事奉。 

  

多年前，Eddie 策略家曾問及日華牧師在恩賜運作 Call 位的方法， 

當時，日華牧師教導他突破恩賜運作的第一招， 

就是以自己的身體，感受聚會中別人身體上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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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提醒，在預備接收恩賜運作時， 

首先，Eddie 策略家自己當然必須擁有一個穩定及健康的身體狀態， 

不論生活和行為上，都要有一種穩定的飲食及生活作息習慣， 

導致身體不會因為吃錯食物而不適。 

 

當我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來預備聚會， 

那麼，假如當我們帶著一個健康身體進入聚會， 

身體某處出現突如其來的痛楚，隨後又忽然消失， 

我們就可以向神求問：「聚會中帶著這種病痛的人坐在哪裡呢？」 

如此，我們就能夠輕易進入 Call 位的恩賜。 

 

又試舉一個例子：這是日華牧師於 20 多歲時，在事奉上親身的經歷。 

日華牧師本身是完全健康、沒有任何五十肩痛的問題， 

他曾經試過於預備聚會前，突然出現五十肩痛的現象，舉起手來也非常痛苦， 

然後於一剎那間，痛楚又突然消失了， 

因此日華牧師就知道，是聚會裡將會出現這樣痛症的人， 

於是日華牧師便向神求問：「聚會中帶著這種病痛的人坐在哪裡呢？」 

最終便按著神的指示，知道有這樣痛症的人就座的位置， 

準確地 Call 出這位五十肩痛症患者，為他祈禱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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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為何之前沒有人能發現這種方法，要留待日華牧師發現呢？ 

答案，正因為日華牧師的身體和五官，比常人敏銳得多， 

所以，要從神接收指定信息的時候，亦會比別人強， 

甚至包括屬靈裡的視覺，都比別人強得多。 

  

日華牧師亦曾分享過，在大型「說的聚會」中進行 Call 位時， 

即使在一個數千人的聚會場地裡，他仍然可以清楚看見距離很遠的病人， 

他的方法，是幻想自己在放遙控飛機，遇到失控墜落的情況， 

透過驚人和敏銳的屬靈視力，標誌及記下聚會中病人所坐的位置， 

日華牧師的五官及屬靈視力，就是能夠如此準確估計一個大型聚會的位置及距離。 

 

雖然，五官過份敏銳，本來是日華牧師的弱點，令他自小就比常人經歷更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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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卻反倒成為他進入恩賜運作事奉的強項， 

正因為日華牧師先選擇面對磨練及試驗，沒有選擇逃避， 

最終，這些缺點才能夠成為他信仰上的優勢。 

  

同樣，各人與生俱來的弱點或是種種人生際遇， 

全都是神為著我們的成長，悉心作出的鋪排， 

藉此磨練我們的生命，得著更重要的事物。 

假如我們願意遵行真理，我們就會遇上很多人從未經歷過的處境， 

幫助我們塑造一顆更似神的內心。 

 

就如 1996 年，日華牧師與錫安教會面對的「雙氧水事件」， 

當時，日華牧師只是遵行真理，並持著道德勇氣， 

分享「氧份療法」信息，使世人得著一種近乎免費的醫療， 

並揭露當時代西方醫學霸權的醜惡。 

 

然而，神卻透過這套信息及「雙氧水事件」， 

成為錫安教會 4794 傳奇的開始，幫助我們在信仰上竭力成長， 

最終，讓我們各人能夠完成 4794 終極定命。 

 

可是，錫安教會所經歷的處境，世上有其他人經歷過嗎？ 

至少，香港已經再沒有其他群體，可以有同樣經歷， 

不再有另一間教會，可以得著神如此龐大、悉心編排的考試， 

到今時今日，更整間教會都能一同得著神以共同信息方式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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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假如我們沒有遵行真理，沒有持著信心和愛心分享「氧份療法」信息， 

面對種種塑造我們優美性格和內涵的處境，那麼，現今我們就無法經歷到， 

從「氧份療法」信息演進至「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祝福。 

 

因此，錫安能擁有智慧、方法、系統的原因， 

是由於錫安會把自己置身於神要我們落入的處境之中。 

而在這處境當中，沒有人經歷過和面對過，亦沒有人在過程中生存， 

所以，他們當然沒有我們能夠專業地解決得到。 

 

如我所言，因為我的五官是十分敏銳，內心變化很精細的。 

那麼，我便要盡心感受環境當中各樣的情況，然後想方法去解決。 

並且，在過程中，能夠易地而處，置身其中，盡心去了解身邊的人。 

 

因為我的內心比別人更加敏銳， 

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會發覺日華牧師的講道很特別的， 

與一般人的分享是截然不同。 

當你們重聽以往講及生命的信息，會覺得份外親切。 

而提及需要面對的問題時，亦會發覺日華牧師的分享是從未想象過的獨到， 

想像不到我會想到這些事情的。 

 

現在你就明白了，其實我有一個十分敏銳的感覺， 

這個是我最大的弱點。我內心的敏銳，在以前來說只會為我帶來痛苦， 

但是現在，卻使我對人的了解是十分敏銳，並且能清晰地聽到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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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行真理的敏銳與人情事理 

日華牧師於主日當中繼續分析，為何當他的內心，比其他人更敏銳的時候， 

他對真理的理解以及當中的執行，亦遠比其他人透徹。 

  

就以神蹟醫治為例， 

當日華牧師最初看到有關 Kenneth Hagin 神蹟醫治的教導，宣告那人要得醫治。 

 

當中，日華牧師所思考的，遠遠超越我們所想。 

因為，對於 Kenneth Hagin 來說，只是簡單的，宣告某人，已經得著醫治。 

然而，日華牧師卻會衍生出不同的提問，包括人情事理的反應。 

例如：當你宣告那人得醫治的時候，那麼，你需要關心他嗎？ 

需要關心他的病情嗎？需要鼓勵他去看醫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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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應不應該當他是病人般看待及反應呢？ 

這許許多多的問題，都要考慮到。 

 

因為，假如你當他們是病人、要看醫生的話， 

其實，於信心上，你是等於看他們一定不能得著神蹟醫治一般。 

  

所以，當要行出信心醫治，就是如 Kenneth Hagin 一般，相信神蹟醫治的時候， 

其實，於某一方面，是要十分絕情的， 

因為，信心，永遠是無視現實的環境，寄望於神的應許。 

然而，在人情事理上，假如，那個病人，是我們的兒女或是太太， 

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對待呢？ 

 

甚至乎，於日華牧師學習神蹟醫治的時候，綠豆師母的身體也算是虛弱， 

那麼，他也要考究，究竟，當相信神蹟醫治時， 

他與其他人的人際關係，又應該怎樣處理呢？ 

對於分享醫治教導的日華牧師來說，也要全部逐一思量。 

 

因為，Kenneth Hagin 並沒有教導這方面的做法，他只是分享自己本來是要一生坐輪椅， 

但卻是於十三歲之前，完全得著醫治的見證，以及其後行神蹟的各個見證， 

但當中，並未有分享日常生活的心態，以及待人接物的實際原則。 

  

但對於日華牧師來說， 

於那時，他也是初出茅廬，未有行過神蹟，未試過 Call 位， 

那麼，他又怎樣可以得到這份醫治的恩膏，甚至乎，慢慢去到極致呢？ 

 

方法就是用這個敏銳的心去思想， 

就是於實際執行醫治真理的時候，究竟，應該如何自處， 

尤其是面對身邊周遭那班不信，甚至是敵恩膏的教會、普遍西醫的霸權， 

作為一間靈恩教會的牧師，應該如何教導弟兄姊妹執行這個真理， 

並且，讓弟兄姊妹也能夠執行這個真理，以及懂得如何自處。 

 

事實上，對於個人層面的應用上，對於日華牧師而言，是十分容易的。 

因為，他可以為自己選擇一個斬釘截鐵的態度， 

絕對不看環境、絕對倚靠神，相信神蹟醫治。 

 

甚至乎，到一個極端的階段，就是自己不看醫生， 

並且，相信自己已經得著醫治， 

所以，不單只堅決戒掉消極的口頭禪， 

甚至乎，看自己不是一個病人，而是一個正常人一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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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如行水面、獻以撒一般，採取最極端相信神的態度，100%以信心仰望神。 

雖然，於別人眼中，這種態度，像是瘋子一般， 

然而，日華牧師亦有於自傳中提及，他卻是以這種信心態度， 

於加拿大留學的時候，戰勝了癌症， 

當中，也是靠著 Kenneth Hagin 的信心教導。 

  

然而，對於別人而言，總不能一概用上這種態度， 

因為，身邊的人，包括兒女、配偶，或是弟兄姊妹， 

他們也有不同的信心程度，有些還是非常幼嫩的時候， 

那麼，他們的內心，甚至人生觀，還未有被神的話語所更新， 

於這種情況下，總不能拔苗助長，所以，於教導醫治真理的同時， 

亦教導各種實際執行的智慧，讓他們更輕易被神的話語所更新。 

  

例如：除了教導弟兄姊妹，不要說消極說話， 

包括「死」、「慘」、「病」等等破壞醫治信心的字眼， 

更發明出錫安獨有的口頭禪，例如：「這段時間我得醫治，所以要告假」、 

「病情宣告不嚴重」、「傷口宣告不痛」等等， 

對於其他人來說，會聽得一頭霧水， 

但對於弟兄姊妹而言，卻是積極宣告得醫治的記憶勾。 

 

因為，日華牧師於分享醫治教導之前，不但自己執行， 

並且，思考過所有的可能性，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人情事理， 

以最簡單的方式，去杜絕所有的不信。 

  

但現實的環境，往往是與真理有著違背的地方。 

於人情事理上，我們要關心一個病人，尤其是病重的人， 

這是基本的禮儀，人與人之間的愛心。 

然而，當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就未必可以這樣做。 

  

就如當日華牧師面對一位病重的親人時， 

他不能跟其他人一樣，當他是病人一般的關心，過份的噓寒問暖， 

於這種情況下，別人可能會覺得日華牧師沒有牧者的心腸， 

沒有愛心，甚至是不近人情。 

  

然而，同時間，他們卻又讚嘆日華牧師的身上， 

擁有神蹟醫治的恩膏，不單只可以為人按手祈禱得醫治， 

並且，於「說的聚會」當中 call 位， 

於靈界當中，看到眾多的器官，落在別人身上，當說出來的時候，他們就得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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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因為日華牧師是於人情事理上，已經付上了一個代價， 

就是當其他人患病時，日華牧師卻是為此而鍛煉信心。 

 

因為，對於其他人來說，他們認為日華牧師沒有愛心， 

這是因為他們著眼於人情事理，Phileo 的愛。 

但日華牧師所看重的，是來自神的愛，也就是 Agape， 

一種更偉大 100 倍以上的愛心。也就是願意忍受這種為著別人得醫治， 

而選擇絕情絕義、忍受被別人誤會的道路。 

大家可以想想，對比噓寒問暖的愛心，這種看似絕情絕義， 

但卻是 agape 的愛心，相差又有幾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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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於日華牧師而言，當身邊至親的人於疾病當中， 

他不單只於言語上，要避開所有消極的字眼，以積極的宣告作為替代， 

甚至乎，就算是患上絕症，也不能夠看待他如病人一般， 

到一個階段，要為病人的緣故，自己要挪去內心當中一切的不信、憂慮，以及哀傷。 

  

因為，於人情世故態度上，當親人患上絕症時，情緒上的波動， 

為他的病而憂心、傷心，是非常正常，甚至乎是一種禮貌。 

然而，假如我們真的希望運用信心醫治的時候，就越要懂得去除我們這一種憂慮， 

甚至乎，不單是表面上去除這份憂慮的情緒， 

而是於內心深處，也要誠實面對自己，將這份憂慮除去， 

才可以誕生真正的信心醫治。 

  

當然，神亦明白到，越是至親，就越難做到， 

然而，神就是讓這些事情，成為我們的考驗，看看我們能否運用到信心， 

看看我們是否能夠用上信心的眼睛去看世間的萬事。 

 

當然，對於患上絕症的人，或是身邊的其他親人， 

也會覺得這種態度，是太過不近人情，甚至是冷酷無情， 

然而，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神蹟醫治是甚麼一回事， 

甚至乎，提出質疑的人，本身已經不是 100%相信神蹟會發生。 

 

然而，假如我們希望神蹟真的於這種如此困難的環境下發生的話， 

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付上與這種醫治神蹟級數相對稱的信心、相對稱的行為。 

而這種絕情絕義的態度，其實，最先，應該是在自己個人身上去做， 

讓自己不會有任何的不信，於真理上，做到滴水不漏， 

之後，才應用於為別人代禱身上。 

並且，由小病開始得勝，慢慢到嚴重的疾病，甚至是絕症，也是以這種態度。 

  

當然，對於其他人而言，他們可能會覺得， 

於絕症當中，中西醫也沒有方法的時候， 

用上神蹟醫治，甚至是極端的態度，也可以理解， 

因為，這已經是沒有辦法當中的出路。 

  

然而，如果我們要學習神蹟醫治的話， 

於其他小病，我們也要用上這種極端的態度， 

不能因著人情世故的原因，而於小病上放鬆， 

他們想著於小病上放鬆，因為他們並沒有想過要實踐醫治真理。 

因為，行真理的步伐，一定是由小開始， 

正如大衛一般，也是先打敗獅子和熊，到最後，才挑戰歌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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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對比行真理，絕情絕義的一群， 

其他人的噓寒問暖及關心，表面上，看似是更為有愛心， 

但實質上，於背後的付出和愛心，卻是相差 100 倍、困難 100 倍以上。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明白到， 

為何日華牧師會得到比 Kenneth Hagin 更大的醫治恩膏？ 

因為，當中所涉及的，不單只是真理的教導， 

而是加上大量執行真理的智慧，以及整個人生觀、人生態度的改變， 

於教導上，讓弟兄姊妹更易接受、學習醫治的真理， 

甚至願意以信心的眼睛去抗衡現實的環境。 

 

所以，相對於恩賜運作的真理，醫治的真理，是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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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智慧，以及對於人情事理的理解和改觀，才可以得著這方面的恩膏。 

因為，對於恩賜運作而言，是需要另一種心法去得著。 

但恩賜運作的心法，是比較容易， 

因為，於現實當中，人情事理的適應，相對較少， 

也就是說，不需要如醫治恩膏般，需要絕情絕義，但得著的尊榮，卻是更大。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Paul Cain 恩賜運作非常之強，然而，他卻沒有醫治恩膏。 

 

所以，於聚會中，他可以輕易 call 出這些病人的位置， 

然而，卻是未必能夠醫治到這些病人，就是因為他缺乏醫治的恩膏， 

所以，於聚會中，他 call 出病人後， 

他直說，你的疾病被 call 出來之後，可能會得醫治，亦可能不會得醫治。 

 

原因，Paul Cain 甚至於聚會中，公開否定 Kenneth Hagin 的信心教導。 

所以，Paul Cain 可以藉著恩賜運作而 call 出患者， 

然而，他卻沒有醫治的恩膏去醫治他們。 

但反過來說，Kenneth Hagin 有醫治的恩膏，但卻不能 call 位。 

因為當兩種恩賜組合的時候，所付上的代價就更高。 

 

然而，對於日華牧師而言，卻是兩者兼得。 

因為，兩種恩賜，是需要不同質地的心田。 

但從這一點當中，我們亦可以理解到人性的弱點。 

因為，不論是 Paul Cain 或是 Kenneth Hagin， 

他們的恩賜，也是單一，不能取得對方的長處， 

因為他們只需要擁有單一的能力，已經足夠讓他們過著寫意的生活， 

也就是說，他們不需要冒險去學習另一種神蹟能力，不需要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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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一個認識神、愛主、願意不斷進步的事奉者而言，神當然會給予讓他進步的機會， 

然而，對於某些人而言，當他進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會停止進步。 

所以，不論是 Paul Cain 或是 Kenneth Hagin， 

神也希望他們能夠學習及擁有不同恩賜和能力。 

但是，他們也沒有做到，甚至乎，Paul Cain 對神蹟醫治的能力反感， 

到一個階段，於講道分享中，甚至不止一次，取笑 Kenneth Hagin 的醫治教導。 

 

而當我們於醫治恩膏當中， 

當醫治到達一個極限的時候，於人情事理上，就越要適應。 

也就是說，當你想得到大量醫治恩膏，令更多病人禱告得醫治的同時， 

也就要預計自己於人情事理上，會讓別人覺得你是絕情絕義。 

 

於患病時，也不懼怕，並且，全心堅決相信得醫治。 

甚至乎，於面對病人的時候，將關心的說話，轉為當他們是健康的人來看待， 

因為，唯有用上信心的眼睛去看這件事， 

神蹟醫治才會有機會去到病人身上，祈禱才能產生功效。 

 

然而，我們並不是每一刻，都是絕情絕義，不主動去關心患病當中的弟兄姊妹， 

我們亦會懂得人情事理，去探望及慰問那些患病的弟兄姊妹， 

就是於他們已經戰勝疾病、得著醫治，慢慢恢復狀態的時候， 

那時，就可以關心、慰問他們。 

 

原因，我們可以於陳公展的身上，學習到一個教訓， 

是因著他不懂得人情事理，直接導致他眾叛親離。 

甚至，很多弟兄姊妹都不能夠接受他。 

因為，他於別人眼中是不近人情到一個階段， 

甚至乎，雙手扯起一些不良於行，坐在輪椅的人。 

其實，十個當中，只有一個得著醫治，已經震撼全城。 

但其他人，往往是著眼於其餘幾個被扯起，但仍然未有得著醫治的人。 

  

所以，日華牧師從中學習到一個教訓， 

就是於這些事情發生時，我們是否一定不能關心別人、友善對待呢？ 

答案，其實是需要關心別人的，只不過，是於差不多康復的時候， 

以免讓別人覺得他們怪異，甚至眾叛親離。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對日華牧師而言， 

究竟，他在背後為病人禁食禱告數天，或是說一些關心別人的說話， 

哪一種取態，是需要付出更多的愛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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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假如只是安慰的說話，基要教會也能夠做到。 

但他們的愛心，往往亦僅限於此， 

他們有否因著這份愛心，去研讀神的話語， 

去研究如何將醫治恩膏去釋放出來？答案當然是不會。 

如果他們願意研讀《聖經》、因著愛人的緣故， 

付上執行真理的代價，那麼，他們亦早已變成靈恩教會。 

  

甚至乎，退一萬步來說，其實，他們為別人禁食代禱已經未必能夠做到。 

更何況，是如我們一樣，不僅為別人醫治禱告，為一個人禁食禱告， 

甚至乎，是為著每一個所認識，所愛的弟兄姊妹禁食禱告幾天， 

那麼，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因此，從神蹟醫治的執行上，我們就會更理解日華牧師， 

就是當他執行真理，甚至教導真理之先，已經思考到不同的場景、不同的處境， 

並且，於未發生之前，已經預先考慮過所有的應對、執行真理的方式和做法。 

那麼，當現實出現時，他就能夠輕易釋放出醫治的恩膏、輕鬆地產生出神蹟。 

 

所以，於歷史上，我們看見眾多神蹟醫治佈道家的出現， 

他們於不同的醫治聚會當中行神蹟。 

然而，很多時，這份醫治恩膏，只是停留於醫治佈道家的身上， 

所以，日華牧師不單只是將神蹟醫治帶回香港， 

並且，是首次將神蹟醫治恩賜帶來，成為錫安整個社區普遍相信的現象，使全民皆兵。 

 

因為要達至這種效果，日華牧師是要比一般人理解神蹟醫治， 

要再多一點的思考、決定、設定，甚至社區設計， 

當中，涉及改變自己的生活、說話、錫安的屬靈文化， 

才可以令到整間教會出現這種披覆性神蹟醫治級數。 

  

事實上，當回看這段歷程，日華牧師才發現， 

神是刻意容許日華牧師遭遇不同的處境，甚至乎，對比西方普遍接受基督教， 

香港人的不信文化，屬靈沙漠，基督教普遍的敵恩膏，法利賽人思維， 

亦是神所設計，目的就是為著給予日華牧師，更多、更大、更難的鍛煉。 

讓日華牧師藉著不斷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中發掘出神話語當中， 

眾多的寶藏，眾多執行上的智慧，從而令他於神蹟醫治上，一步一步地提升。 

  

所以，現在我們明白到，為何日華牧師於錫安訂立教導的真理， 

包括：家聚模式、醫治模式、恩賜運作模式、出隊模式等等， 

都是與其他教會有著極大的不同。 

因為當日華牧師研究每一個真理題目時，他也會先學習別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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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著他比別人敏銳、於內心容易波動的情況下， 

他就會一眼看出其他教會做法上的不足之處， 

因而研發出另一個更上一層樓、更無懈可擊的教導和體制。 

  

所以，大家也會看到， 

錫安不是花幾年的時間，慢慢學習及複製別人的系統和做法， 

而是於短時間之後，不單已經完全複製，甚至乎，是青出於藍的級數。 

這才是錫安的事奉態度和精神。 

 

因為，唯有以這種態度，才會於神蹟的級數中， 

達至超越其他神蹟佈道家，可以祝福到更多人的程度。 

也就是說，正如剛才所提及，藉著不斷研究出執行真理的方案， 

甚至於整間教會當中推動，變成全民皆兵， 

雖然，於別人眼中，錫安的弟兄姊妹， 

看似是不懂怎樣做人，甚至處事上，過份執著，像是不留情面， 

然而，其實唯有於行真理上，做到滴水不漏，不容許半點的不信出現， 

這才能夠將神推到一個必定出現醫治恩膏、醫治神蹟的光景。 

  

因為，當日華牧師不斷研究的時候， 

不但想出各種執行真理的智慧，當中，亦越來越理解神。 

甚至乎，發現於某些情況下，神一定會釋放出醫治的恩膏，出現醫治的神蹟。 

而「說的聚會」，就是因此而被日華牧師發明出來， 

讓神不能不醫治的聚會，這就是「說的聚會」的秘密。 

  

因為，於當中，不單只預備好一班接受醫治， 

甚至乎，會因著醫治而願意接受神的群眾， 

那麼，神必定會醫治當中某部分人，只不過，日華牧師於聚會當中求問神， 

神將會醫治的人，現時處身於哪個位置，因而就成了 Call 位的神蹟。 

  

原來，整個概念，就是如此的簡單。 

然而，你一定要對神極之了解，才能夠想出來。 

並且，於《聖經》真理上，與神不斷一來一往，不斷學習、成長， 

於過程中，你才會了解神更多。 

  

所以，於漫長的歲月中，神讓日華牧師於生活上， 

細細碎碎、一點一滴的於不同的人生處境當中經歷和學習， 

建立出日華牧師的信仰，以及現時錫安教會的各種教導。 

所以，假如日華牧師避開這些人生處境，其實，他不會了解神到現在的階段， 

甚至所行的神蹟，也不會有現在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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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正因為他沒有避開這些處境， 

選擇行神為日華牧師所預備，一條比別人更辛苦、更淒慘， 

甚至乎是被人認為愚蠢、不像別人般，行一條輕易、屬世的道路， 

這才導致他在每一個處境中，都能讓他增加了對神的了解。 

其他人不能想出「說的聚會」、不能擁有錫安的眾多啟示， 

因為出面普遍的教會，也是選擇避開很多人生的困境， 

逃避真理的標準，過一個更容易的生活， 

免卻很多行真理所帶來的不便，亦不需要與別人衝突。 

  

然而，這卻令他們沒有辦法認識神，亦沒有辦法尋找到神的線索。 

因為他們想不到，其實，神不是要設局苦害所有基督徒， 

其實，神給予我們所遭遇的處境，就是指向尋找神的線索。 

神為我們所設計的處境，目的，就是要看出我們是否願意行真理， 

當我們願意選擇行真理的道路，那麼，我們不但會更認識神、更了解神， 

並且，我們亦想到眾多創新的事情，不斷開拓新的信仰道路。 

 

第二章：總結感言 

在感言部分，相信大家能夠更理解一件事情， 

我們常以為平凡的處境或困境，好像使我們的人生不暢順， 

或使我們人生中浪費了很多時間。 

 

可是，人生既然不是成就最寶貴， 

而是內心的性格和內心中有否結出聖靈果子才是最寶貴的話， 

其實將那些困境去考驗你的時候，才是最寶貴。 

我們要勝過這些處境，而不是躲避或妥協，才是最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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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一個實際例子，現時神給予我們的印證到達一個階段， 

如我剛才所提及的漫威電影裡出現的「4794」、「923」這些號碼， 

即是 14,000,605 這個號碼。為何神還要較我們更念念不忘「4794」這個號碼？ 

似乎我們即使想將它放下，也無法在其他地方放下， 

因為，神不斷有新的「4794」印證放出來，原因是神很自豪。 

 

對我們而言，是這個 4794 日的處境塑造我們出來。 

這段過程中塑造出新婦，是我們能夠在這個處境中承擔得到、成長得到， 

然後合格（pass），再由神印證。 

 

對我們來說，也許你會覺得接受萬有、能夠掌管宇宙、 

能夠坐在神寶座的人，一定要有很大的成就。 

可是，你試想一想主耶穌的處境，難道祂的處境是得罪人？並不是。 

主耶穌的處境是神賜予祂，然而，祂有沒有逃避？ 

他並沒有逃避，反而迎難而上，所以主耶穌有資格掌管萬有！ 

 

那個是成就嗎？不是！ 

當時主耶穌以赤身離世，離開這個世界，但祂卻可以承繼萬有。 

因為，在神塑造的處境中，祂製造了全人類最偉大的計劃。 

但在他製造了最大計劃的同時，他亦製造了偉大的心胸去承繼這個萬有。 

 

在錫安教會中，神很重視這個號碼，再次將這個號碼在漫威電影中展示出來， 

舉例：在這套電影中，當它出現時，很明顯地，神要我們不可以放下這件事的原因， 

是因為 4794 這事件讓我們不但有資格承繼萬有，更讓我們有這個心胸去承繼萬有。 

 

你會讓一個壞人去承繼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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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一個下賤的人，或內心中忘恩負義的人去承繼萬有嗎？ 

所以，為何神很多時候都讓我們的異像牽涉了很多處境， 

可說是神無中生有刻意營造，神本不需如此放進去。 

這些事情不是為了製造成就，而是讓帶領者於該處境中鍛得著這「心胸」， 

承繼這種成就，兩者均要兼備。 

 

掃羅並非沒有成就，然而他沒有這份「心胸」承繼神賜予的成就， 

大衛卻是兩者兼備。大衛死後，神亦以大衛寶座的形式以形容主耶穌， 

因此，我們會說「猶大少壯獅」。 

 

而這一切的原因，在於若我們只聚焦成就，忽略心胸，亦會忽略處境。 

 

影片：總結感言一：迎難而上的處境製造偉大的身份 

於感言部分，日華牧師為我們分享到，人們常以為平凡的處境和困境， 

好像使人生感到不暢順、不愉快，甚至浪費人生很多時間。 

 

但是，既然人生中最寶貴的成品，並不是成就， 

而是內心擁有優美的性格，結出聖靈的果子。 

那麼，神為我們悉心預備各種塑造內心的人生處境， 

反而是我們要懂得珍惜，看為最寶貴。 

唯有不躲避這些處境，迎難而上去勝過，才能夠顯出各人生命的潛能， 

發展神授予我們生命的恩賜，幫助別人，成為這個時代的祝福。 

 

因此，神念念不忘，藉著漫威電影的眾多共同信息， 

提示我們，於「Endgame」的數字 14,000,605 次， 

巧妙隱藏了 4794、266、923 等，與錫安教會息息相關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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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神比我們更念念不忘「4794」這個數字呢？ 

來到今天，神仍然不斷以更多及更新的「4794」成為印證錫安教會的存在，為什麼呢？  

 

因為於神的眼中，祂非常自豪見證著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 

面對神授予 4794 的「雙氧水事件」，這個史無前例、極度艱難的歷練時， 

不單沒有選擇逃避這個處境，更沒有嘗試以妥協真理的方式，去避開神刻意編排的歷練和塑造。 

 

顯然，對我們錫安教會來說， 

這個處境是一段長達 4794 日，即 13.13 年之久的考驗， 

然而，於神的眼中，這段歷程是神刻意編排，塑造永恆新婦必經的磨練， 

這漫長的 13.13 年確實是極不尋常，是極盡痛苦去考驗永恆新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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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神卻能夠從這些處境中，親眼見證日華牧師帶領著錫安教會， 

以最卓越及最優美的態度，迎難而上，面對一次接一次無理的逼迫和困難。 

甚至，在每次磨練裡，都是懷著破釜沉舟的信心、沒有半點疑惑及不信， 

為神堅持到底，承擔一次又一次考驗，在信仰上不斷成長，取得滿分，  

最終塑造出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擁有永恆新婦最偉大的身份。 

 

事實上，主耶穌在世的榜樣讓我們知道， 

主耶穌一生的際遇和各種處境，都是由神編排和賜予。 

因此主耶穌一生從未逃避這些無理逼迫的處境， 

甚至，沒有避開釘十字架的磨練，始終迎難而上，勇敢面對。 

所以，神將主耶穌升為至高，賜給主耶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得著掌管萬有的權柄。 

 

原來神製造全人類最偉大計劃的時候， 

賜予世人能夠得著與主耶穌同樣掌控萬有的權柄， 

同時，這個計劃亦塑造全人類最偉大的心志， 

透過人生不同處境，塑造出世上最優美的性格，擁有主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唯有當人從這些逆境和考驗裡，雕琢出與主基督一模一樣的心志， 

才配得承繼萬有的權柄，成為全人類歷史上綻放最耀眼光芒、妝飾整齊的新婦！ 

 

這號碼並非由我們再次主動分享， 

而是從一年前開始的這部電影竟衍生出這個號碼， 

繼而產生《復仇者聯盟 4：終局之戰》。 

 

大家亦有目共睹，《奇異博士》（英語：Doctor Strange）的相關印證， 

故事中提及，戰爭發生於香港，這所最後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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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最後的聖殿則抄襲自香港的一幢歷史建築物， 

而其真實門牌編號正是 119，指向今年的《詩篇‧119 篇》。 

 

試想一下，神何以要掌管至這程度呢？ 

當你看見這號碼出現之處，便需反思一下。 

這號碼的出現，與過往全部的共同信息都不同， 

其它共同信息尚且算是有巧合的成份。 

 

但是，當它的小數點都被小心計算，即其衍生的 4794 年 266 日， 

這便是另類的提醒，不再是過往的「可有可無」、「或者如此」的印證， 

這絕對是被刻意操控的印證。這絕不只是某人，為世上任意一所二千人教會， 

特地拍攝 22 齣電影，那本已非普通人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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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為何它被放於一個如此有趣的位置呢？ 

這位置更顯示，這 22 齣電影都是為了這號碼而拍攝。 

第一，找出這號碼的人是奇異博士（Doctor Strange），請留意其共同信息。 

 

另外，電影《黑豹》中出現的地址提及 239、91 的共同信息。 

 

人類歷史上最轟動、最賣座、最令人難以置信的英雄片， 

其實每一套都為了錫安教會而拍攝的。 

所以，我們才說：「無限之戰」這個「8」，乘以 22 套復仇者聯盟電影， 

等如 176 這個數字，就是對比《詩篇‧119 篇》總共有 17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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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這樣追溯的時候，你會發覺，根本這一套電影是故意打響這件事情， 

擺放這個 14,000,605 號碼，放在一個這麼大的轉捩點的人， 

其實是告訴你，總之 22 套中，包括最後一套《復仇者聯盟 4》， 

都是為了錫安教會而拍攝的。 

 

當你用這個概念去看，你就會發覺無論是「天馬座行動」、復仇者（Avengers）， 

說到關於無限次的時空穿梭，每一件事情你會看到， 

都是故意為了我們這個印證而拍攝這 22 套電影， 

在這一次的這個 14,000,605 號碼裡顯示出來。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一件事就是，記不記得我們分享過「4794」和「923」？ 

其實我們最早說這兩個數字，都是關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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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線是「4794」，拉線是說時間，對嗎？ 

 

所以，這個 14,000,605 號碼，將「4794」和「266」， 

都是以時間方式顯示出來，在這個號碼當中，不是第二種號碼。 

 

還有，我相信只有我們這所教會，才說新婦是可以無限次穿梭， 

但這個號碼是藉著無限次穿梭而得出來的。 

當然，如我所說，Dr. Strange 的身份，甚至正好像日華牧師一樣， 

因他會找出這個號碼與「119」有關，還要跟香港有關， 

還要跟醫生有關，只是日華牧師沒有留鬍鬚而已。 

 

所以，你會看到，在整個對比裡面，你可以在這個 14,000,605 號碼當中， 

他放在這個轉捩點裡面，最主要不是為了只給予一個印證， 

其實，神很明顯想給我們知道，今次這個數字，跟所有共同信息的數字都不同。 

祂是以一個系列的方式，讓你知道這 22 套電影， 

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而拍出來，就是為了印證錫安教會才會這樣。 

 

當然，最出名的就是我們說關於很特別的一個對比， 

就是最後這一套，就是復仇者為了打敗 Thanos， 

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使自己時空穿梭，回到五年前，導致他們五年後再次出現。 

這成為這套電影最主要、最後大結局的賣點，對嗎？ 

而亦因為他們相隔五年所做的這一件事，而導致他們贏了這場戰爭。 

 

但很有趣，這套電影在香港的反佔中運動中， 

人們也真的引用其「End Game」的字眼，來講述再一次的佔中事件。 

但問題是，他們也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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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也發現另一些東西。 

我們發現由第一次的黃絲帶運動，到第二次的反送中運動，都似乎與我們有關。 

因為他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同樣是在五年前， 

並且第一次發生的時候，已經提及添馬艦。 

從那裡開始分享「天馬座行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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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是香港人也將這件事件對比「End Game」，對比電影內的劇情。 

最重要的是，他們也談及上次的「黃絲帶」事件與今次事件相距五年。 

 

若然我們再看這些神話，便會發現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情， 

便是騎在天馬上的第一位主人是被一隻黃蜂螫而導致落馬， 

接著才有第二位主人出現。我們曾經也在主日分享過這件事。 

 

現在這件事件經過五年後，這場戰爭亦是要針對這位特首落馬， 

而可能當她真正落馬後，真正的英雄便上位。 

因為，這個位置便是我們所說的添馬艦，是門常開的位置， 

所有事情也是在這個位置不斷重覆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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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總結感言三︰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 3 

於感言部分，日華牧師再次為大家分享漫威電影宇宙 22 齣電影所隱藏， 

指向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 榮耀盼望」信息的共同信息。 

 

首先，上兩集「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精華短片中， 

已為大家分享到，電影系列中，擁有時間寶石的奇異博士，曾在大結局篇中， 

利用時間寶石進行時空穿梭，查看可能打敗大奸角 Thanos 的將來， 

終於，在 14,000,605 次時空穿梭中，找到一次打敗奸角的機會。 

我們卻因此而發現，這個時空穿梭數值， 

原來是指向錫安教會最傳奇的共同信息數值 4794、266 和 923，結果實在是極為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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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自 2008 年開始，漫威電影宇宙 22 齣電影經過長達 11 年時間， 

完成了電影史上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 

觀眾入場總人次、票房總收入、觀眾對每一齣電影的期待和受歡迎程度，亦是歷史上前所未見。 

 

然而，22 齣電影中，最重要的大結局篇， 

卻埋藏了一個令全球影迷探究的奇怪數值， 

最終，竟然是單單為要指向日華牧師、錫安教會和「2012 信息」。 

 

完全印證日華牧師在「天馬座行動」信息中， 

所作的一個驚人定論，整個世界發生的一切，都是神所掌管， 

並且，是被提後的新婦，在時間流以外指派十王和 Freemason， 

在世界各地製作共同信息建築、城市規劃、電影和電視劇， 

為仍在時間流內的新婦錫安教會作出印證。 

 

而於《奇異博士》的獨立電影中，亦隱藏了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例如︰電影中，奇異博士是一位擁有「過目不忘」本領的天才， 

正好對比日華牧師，在初信時已經被神賜予過目不忘的恩賜。 

 

此外，電影中，代表正義和保衛人類的魔法師，一同守護地球上三所聖殿， 

而其中一所就位於香港，劇情中，奸角早已破壞了位於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的兩處聖殿， 

最終只剩下香港一所聖殿，並在其上發生終極大戰。 

正好對比香港就是神所設立，末後日子的屬靈聖殿， 

並且，香港亦是神在末後日子設立的最後屬靈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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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片段： 

一個陷入混亂的世界， 

莫度，倫敦至聖所已淪陷，紐約兩度遭受攻擊， 

你知道他們接下來的目標，香港，你說過要拼命去對抗， 

因為有一天可能非生即死，那就是今天， 

我無法獨力擊敗他們，至聖所已經淪陷了。 

 

然而，電影中作為香港聖殿的古老建築物， 

其實是以位於九龍旺角荔枝角道及塘尾道交界的「雷生春」為藍本， 

這是一座古典義大利建築特色的唐樓， 

因其歷史悠久，更被香港特區政府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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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電影以雷生春建築為場景， 

原來隱藏了一個極為驚人，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但日華牧師以漫威電影的場景、內容、劇情和道具等成為印證， 

又是否穿鑿附會，一廂情願的想法呢？ 

還是有更多不可能的印證，證明日華牧師的定論是千真萬確的呢？ 

 

意想不到，這一座名為雷生春的建築物， 

其地址竟然就是指向今年 2019 年和《詩篇‧119 篇》的「荔枝角道 119 號」。 

 

電影中這一座位於香港大角咀區的雷生春建築， 

竟然以如此有趣的方式顯示共同信息，門牌號碼 119 號， 

隱藏印證指向今年剛好開埠 176 年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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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向今年 2019 年，《詩篇‧119 篇》的時間。 

 

試問，世上又有哪一間教會， 

會以香港今年 2019 年開埠 176 年，以及有 176 節的《詩篇‧119 篇》， 

成為他們每一年，甚至每一日都不偏差地跟隨神的印證呢？ 

豈不只有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嗎？ 

 

此外，建築物的名字，源於當中的一間中醫醫館及藥店對聯， 

「雷雨功深揚灑露，生民仰望藥回春」，寓意雷生春所生產的藥品能夠妙手回春。 

 

2000 年，雷生春持有人，九龍巴士創辦人之一雷亮的後人， 

把建築物捐贈給浸大中醫藥學院，後被香港特區政府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2012 年 4 月，被活化後成為非牟利機構經營的中醫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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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雷生春這座建築物，一直都與醫生和醫藥有關， 

正好對比電影《奇異博士》的主角，本來就是一位外科醫生。 

 

然而，錫安教會之所以被神以傳奇拉線 4794 所印證， 

其起點，豈不正是日華牧師在 1996 年， 

分享了一套以雙氧水作為醫療用途的「氧份療法」信息嗎？ 

 

所以，電影選擇的香港聖殿，本身亦是一間醫館和藥店， 

其門牌編號，亦是指向今年 2019 年的數字 119， 

證明電影《奇異博士》使用為聖殿藍本的這一所雷生春建築， 

絕非一個偶然，而是神給予錫安教會的一個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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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上一集「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 2」，已為大家詳細分享到， 

現今香港大量市民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即俗稱「送中」的議案， 

原來，事件不單應驗日華牧師今年 2019 年 3 月，藉網上靈修節目《栽在溪水旁》分享到， 

美國要掠奪中國過去 40 年，因為開放改革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因而爆發中美貿易戰， 

美國必然會以香港成為籌碼，再一次發動 5 年前 2014 年 9 月 23 日開始的顏色革命， 

令中國在這場貿易戰中屈服，進而對中國經濟予取予攜。 

 

並且，這一次反對政府的「送中」事件， 

原來亦隱藏了大量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不單證明日華牧師分享的信息，是神給予的準確預言， 

亦證明日華牧師以漫威 Marvel 電影印證錫安教會， 

絕對是神以一日也不偏差的方式帶領。 

 

例如︰第一集「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播出日期為 6 月 9 日， 

除了隱藏著 96/69 的共同信息之外， 

原來當天正是農曆 5 月初 7，正好隱藏今年日華牧師的歲數 57 歲， 

成為另一個指向「57」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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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2019 年 6 月 9 日當天，正有數十萬， 

甚至有指多達上百萬的香港民眾上街遊行， 

反對香港政府推行「修訂逃犯條例」。 

 

大遊行前，網上已有不少反對人士稱， 

如果立法會通過這條俗稱「送中」的條例立法， 

就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的「End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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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人稱，6 月 9 日的反送中大遊行，是香港人的「終局之戰」， 

不少人更以這齣電影的內容和對白，對比這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行動。 

 

正是同一天 6 月 9 日，日華牧師在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 

首次分享漫威電影宇宙《無限之戰》系列所隱藏的共同信息， 

重點分享奇異博士在第 19 集《無限之戰》，看見第 22 集《終局之戰》時， 

於 14,000,605 個可能性裡，唯一打敗 Thanos 的 Endgame 結局。 

證明當天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內容，完全是被神一日也不偏差地帶領和掌管。 

 

並且，奇異博士，正是於漫威電影宇宙第十九集裡， 

時空穿梭看見 14,000,605 次可能性，因而找出唯一一次打敗奸角的機會， 

但第 19 集，數字「19」的共同信息，豈不是指向 9 月 1 日生日的日華牧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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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電影內，電影大結局的上篇《無限之戰》和下篇《終局之戰》， 

時間線上剛好亦是相差五年，劇情中，大奸角 Thanos 成功收集六顆無限寶石， 

並以打響指的方式消滅了一半宇宙生命。 

 

整整五年後，其中一位英雄蟻俠，過往五年間一直被困量子空間， 

這時因為意外，再次回到現實世界。 

 

一眾英雄藉著蟻俠的經歷，引發他們研究時空穿梭的想法， 

他們終於回到過去取回已被奸角消滅的寶石，回復被消滅的一半宇宙生命， 

兩件事，前後相差了剛好五年。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75 

電影片段： 

五年後 

史葛，你沒事嗎？ 

還好 

你們有誰學過量子物理呢？ 

僅限和人聊天 

那好吧，五年前，就在滅霸那事件之前 

我正在一個叫量子領域的地方，量子領域就像一個獨立的濃縮宇宙， 

要想進去你要變得特別特別細小 

可兒 她是我的……她曾經是我的……她本來應該把我拉出來 

然後，滅霸出現，我就被困在那裡了 

這肯定是很漫長的五年了吧 

這就是我想要說的，其實不長，對於我而這就是五個小時而已， 

量子領域的規則和這個世界不太一樣，一切都是變幻莫測的 

 

六顆無限寶石，三個隊伍，一次機會 

五年前我們所有人一敗塗地 

我們失去了朋友，我們失去了家人，我們甚至我去了自我 

今天我們有機會奪回這一切，我們彼此信任 

我們肩負重任 

拿回無限寶石 把它們帶回來 

每人只有一次往返的機會，不能犯錯，也不能重來 

我們即將面臨的是熟悉的過往， 

但是我們也可能遇到突發情況 

小心行事，互相照應，這是我們命運之戰 

我們必將勝利，不惜一切代價，祝大家好運 

 

正好對比香港， 

上一次，2014 年香港發生了「黃絲帶運動」的佔領事件， 

而今次 2019 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亦正好相隔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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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過去建立錫安教會的 34 年歷史上， 

唯有這兩次事件，令日華牧師藉教會主日信息和網上《栽在溪水旁》信息， 

以官方正式渠道，詳細分享他對於香港政治事件的意見， 

這是錫安教會 34 年信息中，絕無僅有的事件，至今亦僅此兩次。 

並且，事件正好如同 Marvel 電影大結局的上篇《無限之戰》及下篇《終局之戰》， 

兩者之間剛好亦是相差五年時間。 

 

另外，在大結局下篇《終局之戰》中， 

一眾英雄利用時空穿梭的方式，回到過去取回寶石， 

卻令九年前 2014 年，仍未取得任何寶石的大奸角 Thanos，得知將來的事件， 

因而利用同樣的方法回到過去，取回寶石的養女 Nebula， 

由 2014 年時空穿梭至九年後的 2023 年，與將來的 Marvel 英雄決一死戰。 



20190707   ww.ziondaily.com 
 

 
 77 

 

電影所指向的 2014 年，豈不是上一次香港發生佔領運動， 

並日華牧師分享精華短片「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達上百萬觀看次數的年份嗎？ 

而九年時間，豈不正是由 2009 年 12 月 13 日開始分享「2012 信息」，至今年 2019 年的年份數字嗎？ 

因為到了今年的 12 月，才是「2012 信息」的十周年， 

所以，現時仍然是「2012 信息」分享的九年間。 

 

剛好是「2012 信息」分享了九年的時間，香港又再一次發生大規模反政府運動， 

並且，亦是日華牧師第二次，對香港政治運動作出重點分享的時間。 

證明神是以漫威電影和香港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成為共同信息， 

印證日華牧師所分享的，都是來自神至聖所 Oracle 級數的啟示， 

是一日也不偏差地跟隨神的步伐而分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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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Marvel 電影宇宙中，有另一位舉足輕重的英雄主角黑豹。 

電影中，黑豹是非洲一個以高科技對外間隱藏的神秘國度「瓦干達」Wakanda 的國王， 

瓦干達因為大量擁有一種極罕有，全世界最堅固的外星隕石金屬 Vibranium， 

因而成為世上最高科技的國家，但因為對外完全隱藏，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國家擁有如此高科技，只有自己國民知道這個事實。 

 

但電影中卻形容到，這個神秘國度瓦干達的經緯度， 

竟然隱藏了代表新婦信仰巔峰，《啟示錄》男孩子出生日數 266 所指向的數字 239， 

以及日華牧師的出生日期 9 月 1 日，數字 91 的鏡面倒置 19。 

 

這一個位於經緯度數值 239 和 19 的高科技隱藏國度， 

豈不正對應神以 1996 年「雙氧水事件」，令全世界誤解的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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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華牧師和錫安教會，卻是世上唯一擁有最龐大屬靈智慧， 

甚至世人望塵莫及，最高科技的神秘國度。 

例如︰對醫療的認識，如氧份療法； 

對全音域詩歌的認識，製作出全音域的錫安新歌； 

對製造世上最靚聲耳機的認識，製作出錫安劍耳機， 

這一切卻是絕大部分世人所不認識的錫安教會。 

 

今集「Marvel 世界的共同信息」第三集就到此為止， 

有機會再與大家分享更多，有關 Marvel 電影宇宙所隱藏，指向錫安教會的共同信息。 

 

因此，在整件事件中，我們所看見的，並不只是這套電影那樣簡單。 

這套電影真的像描述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即使連香港人也將這套電影聯繫到香港這幾星期所發生的事上， 

稱為「End Game」。 

 

因此，神將這數字，強調「4794」，使我們達到「923」， 

是因為有這個處境，導致我們有屬靈巔峰。 

所以，同樣在今次事件中，我們更要考慮和理解， 

並不是理解我們會否受人逼迫、人們怎樣看我們等等， 

而是思想在這個處境中，我們有沒有一個配得被神高升的內心。 

 

最後，我們每個人向五個人宣告：「我要配得被神高升！」。 

 

Amen！我們若學習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