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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19 年 11 月 3 日分享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8）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剛才提及美好的結局（Good Ending），雖則事情尚未發生，我們仍等候揭盅。但在我們傾 

    談間也提及到，我們最享受的生活，就是能繼續製造「2012 信息」、做好本份。然而，在 

    最近分享「獅子王」、「Circle of Life」，提到 Paul Cain 對「新族類」的預言，指新族類將在

不同的球場也有聚會。這會如何誕生呢？因我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舉辦大型的聚會。 

 

影片：時事追擊︰2019 年 9 月反常暴雨天氣 

2019 年 9 月 7 日起，中國四川綿陽北川縣出現暴雨天氣， 

其中，永昌鎮最大暴雨達 114 毫米雨量， 

安昌鎮及擂鼓鎮降雨量達 100 毫米以上， 

唐家山堰塞湖降雨量達 99 毫米，暴雨造成 7 個鄉鎮共 7,850 人受災， 

多條道路因雨水及山泥傾瀉而中斷及堵塞，無法通行。 

寶成鐵路廣漢至黃許鎮站間雨量超標， 

鐵路部門為安全起見，對該區段進行封鎖巡查。 

 

航空方面，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部分航班出現延誤。當局發佈暴雨黃色預警信號， 

受暴雨及洪水影響，射洪市區沿河部分地段被淹，以濱江公園最為嚴重。 

由於涪江上游出現持續性降雨過程，累計雨量較大， 

導致下游涪江綿陽城區段迎來今秋以來最大洪峰。  

市級有關部門及單位已加強指導協調，幫助受災地區做好搶險救災工作， 

市政府提醒市民︰避免前往山區及逗留在江邊等危險地帶，以免發生危險。 

暴雨造成多個鄉鎮農田受災，其中，粟米田受災面積達 36.5 公頃、成災 29.8 公頃、絕收 5.2 公頃。 

  

隨後，9 月 12 日，西班牙東南部地區遭暴雨侵襲， 

東南部的巴倫西亞（Valencia）、阿利坎特市（Alacant）、穆爾西亞（Murcia）等地， 

錄得有史以來最驚人的降雨量。  

西班牙國家氣象部門估計，暴雨將持續在東南部多地肆虐， 

每小時最高降雨量可達 90 毫米，全日降雨量可達 180 毫米， 

市內多地出現洪水，陸空交通均受影響， 

主要街道被淹沒，汽車被沖走，洪水將汽車衝倒， 

令兩人死亡，另有一名男子駕駛汽車誤闖水浸隧道而亡。 

 

新聞片段： 

Spain is braced for further heavy flooding, after record rain hit on Thursday. 

經過週四創紀錄的降雨後，西班牙持續面臨洪水威脅。 

 

Two people died when floodwaters overturned their car in Castilla-La Mancha. 

在卡斯提亞─拉曼查，洪水推翻車輛造成兩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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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ther agency has issued warnings for severe storms across much of the country today. 

氣象局今天於全國大部分地區發出嚴重風暴警告。 

 

Nick Wells reports. 

Nick Wells 報道 

 

The storms caused widespread damage across Eastern Spain. Valencia was one of the worst hit regions.  

風暴於西班牙東部造成廣泛破壞，華倫西亞是最嚴重受災的地區之一， 

 

Rescue teams worked throughout the night after at least two rivers burst their banks.  

至少兩條河流決堤，救援人員必須連夜修復。 

 

Almost 300 millimeters of rain fell in 24 hours. The heaviest rainfall recorded there in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24 小時內錄得將近 300 毫米降雨，這是一百多年來錄得的最大降雨量， 

 

Cars were swept away and roads blocked. Dozens of people had to be evacuated. 

車輛被沖走，道路被阻塞，數十人須要撤離。 

 

The local mayor said it was a disaster. 

當地市長表示這是一場災難。 

 

We are talking about 50 people evacuated safely at this time. It’s a situation that’s unprecedented for us. 

今次是須要將 50 人安全地撤離，這是我們從未遇過的情況。 

 

The truth is that we have data going back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we are facing the largest rainfall in this 

city in a century. 

事實上，我們有一百多年以上的數據，而這城市正面對著百年一遇最大降雨。 

 

Let’s just say this has made for some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s. 

這造成一些非常複雜的情況， 

 

The cleanup has already begun, even as the weather bureau warns of more storms to come. 

即使氣象局警告會有更多風暴，但清理工作已經展開。 

 

Local authorities urge people to stay in their homes. 

當局呼籲市民留在家中。 

 

 

Everything is broken, our blinds,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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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東西都已損壞，窗簾，所有東西， 

 

When I woke up at 7am, I knew the river was going to overflow. 

當我早上 7 時起床時，就知道河水會泛濫。 

 

The government called in the military to help the emergency services.  

政府派出軍方協助應急部門， 

 

For some, help came too late. 

對於一些人而言，救援來得太遲。 

 

The house completely opened up and all our things were upstairs. 

房子完全打開了，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在樓上， 

 

We couldn’t take anything out. 

我們什麼也拿不走， 

 

The water was coming down the road and coming into the house. 

洪水從路面湧進家中， 

 

The water reached our waists, We couldn’t find our way out of the house. 

水位高達腰間，我們沒有辦法走出屋外。 

 

In the Murcia region, as in Valencia, schools suspended classes, expecting the heavy rains to continue. 

除了華倫西亞市，穆爾西亞地區的學校宣佈停課，預期暴雨將會持續。 

  

從航拍影片可見，這場有史以來降雨量最驚人的大暴雨，破壞實在極之嚴重。 

受洪水問題困擾，巴倫西亞地區宣佈所有學校停課，受影響學生超過 30 萬。 

為防止同類慘劇發生，地區政府要求市民避免在特大暴雨中駕駛， 

暴雨共造成 4 死，另有數千民眾需要疏散。 

  

美國當地時間 9 月 19 日， 

熱帶氣旋伊梅爾達（Imelda）於美國南部德州及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區降下大雨，並造成洪水災情。 

侯斯頓東部傑佛遜縣（Jefferson County）當局指︰ 

過去三日，局部地區降雨量超過 40 英吋，多達 122 厘米，而且還有更多降雨， 

漢普郡（Hampshire）附近降下超過 33.5 英寸，即 102 厘米的雨量， 

當地 911 呼救電話響不停，多人被大水困在家中， 

其中，受災最嚴重的，是錢伯斯郡溫妮鎮（Winnie）及傑佛遜郡博蒙特市。 

侯斯頓國家氣象局辦公室指︰暴洪緊急情況已經持續並擴大，情況非常危險，甚至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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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消息稱， 

侯斯頓的喬治布希洲際機場（George Bush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新聞片段： 

we are going to begin with this weather. 

我們將從天氣開始， 

 

Parts of East Texas are under flash flooding emergencies right now, as Tropical Depression Imelda drops the 

most rain on the region since Hurricane Harvey. 

德州東部有地區處於迅洪緊急狀態之中，由於熱帶氣旋伊梅爾達吹襲，在該地區帶來的降雨量僅次

於颶風哈維。 

 

The storm spawn multiple tornadoes east of Houston yesterday. Several homes were damaged. 

昨天風暴在侯斯頓東部引發了多場龍捲風，幾所房屋被毀。 

 

Torrential rainfall flooded roads and made driving dangerous along the Gulf Coast. 

暴雨淹沒道路，使墨西哥灣沿岸駕駛十分危險， 

 

People are being urged to shelter in place. 

居民被敦促到避風處躲避。 

 

Imelda has already dumped more than a foot of rain in Houston, and more than two feet in parts of East Texas. 

伊梅爾達已經在侯斯敦降下了超過 1 英尺雨水，在德州東部的部分地區傾瀉了 2 英尺多的雨水。 

 

One town saw a half foot of rain in just one hour. 

一個小鎮在短短一個小時內就下了半英尺的雨。 

 

Janet Shamlian is in Beaumont, Texas, where rescues are underway.   

Janet Shamlian 在德州博蒙特，救援工作正在進行中。 

 

Janet, what’s the scene there now? 

Janet，現在情況如何？ 

 

Tony, good morning, this is life-threatening flash flooding. I am using the iPhone because we are literally 

stranded in our hotel. No one can get in or out. Several feet of water just outside the entrance to the hotel. 

Tony，早上好，這是威脅生命的迅洪，我正在使用 iPhone，因為我們滯留在酒店內，沒有人可以進

出，酒店入口外有幾英尺深的水。 

 

Let me give you a look a mile away where our crew is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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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展示一下工作人員所在的地方， 

 

They are also stranded in their hotel. You can see the cars there with water up to the tyres. 

他們也被困在酒店裡，你可以看到那裡的汽車，水深直到輪胎。 

 

It has been a deluge all night long. 

一整晚傾盆大雨， 

 

A deluge in Southeast Texas. Cars sinking in floodwaters and stranding drivers. 

德州東南部傾盆大雨，汽車陷入洪水，司機滯留車內。 

 

Relentless driving rain in the town of Winnie forced Riceland Healthcare, a hospital and nursing home, to 

evacuate. 

在溫妮鎮不停的橫風橫雨，逼使 Riceland 醫院和療養院撤離。 

 

This is the power of Tropical Depression Imelda. The rain accompanied by thunderstorms, lightning and tornado 

warnings. 

這就是熱帶氣旋伊梅爾達的威力，雨水伴著有雷雨、閃電和龍捲風警告。 

 

In Baytown, about 25 miles east of Houston, some drivers risked going through the rising flash floodwaters 

during rush hour. 

在侯斯頓以東約 25 英里的貝敦，在高峰時段，有司機冒險開車穿越正在上升的迅洪。 

 

Call it in for me, it’s down. 

幫我報警，死火了。 

 

Others drove through a tornado in Highlands, Texas. 

有人則在德州海蘭茲穿越龍捲風， 

 

The twister crossed the road in the path of trees, power lines and cars. 

龍捲風越過道路，沿路吹襲樹木、電纜和汽車。 

 

Some homeowners are already starting the cleanup of downed tree limbs and debris from roofs. 

一些房主已經開始清理屋頂倒塌的樹枝和碎片。 

 

Parts of the area receiving nearly three feet of rain since Imelda made landfall on Tuesday, covering roads and 

trapping people in vehicles and homes. 

自從伊梅爾達星期二登陸以來，部分地區的降雨量已接近 3 英尺，淹沒了道路，使居民受困於車輛

和房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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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dor, Texas, Michael Stephens says no one can evacuate his apartment complex because the water is too 

deep.  

於德州維多爾郡，Michael Stephens 表示，沒有人能從他的公寓大樓裡撤離，因為水太深了。 

 

It’s pretty catastrophic, you have cars that are in the apartment complex that are beginning to float. 

情況是很災難性的，公寓大樓裡的汽車開始漂浮， 

 

We're cut off from everybody. All the highways and roads are cut or shut down. 

我們與所有人隔絕，所有公路和道路都已中斷或關閉。 

 

In Beaumont, Texas, officials say they’ve received hundreds of calls for rescues.  

在博蒙特，德州官員表示收到數百個求救電話，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and Houston officials telling residents: unless you already have flooding in your house, 

stay indoors. 

國家氣象局和休斯頓官員告訴居民，除非你的房屋被淹，否則留在室內。 

 

I am going to encourage everyone, wherever you are, please stay where you are. 

我要鼓勵所有人，無論你身在何處，都請你留在原地。 

 

And so many people here that I spoke to said they wanted to stay in the area, if in any case, they were able to 

come back to their homes and begin that cleanup process, but officials are saying that even if it stops raining, It is 

likely going to remain this way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and likely pass this weekend.    

我跟這裡很多人談過，他們都說想留在這地區，若情況許可，他們便能回到家園和開始清理，但官

員表示，即使雨停了，情況很可能會持續多幾天，甚至到週末之後。 

  

警長布萊恩‧霍索恩（Brian Hawthorne）指︰ 

溫妮鎮正在被漲高的大水摧毀，車輛幾乎完全被水淹沒。 

萊格蘭醫藥保健公司（Riceland Healthcare）首席財務官莫‧丹什蒙德（Mo Danishmund）， 

於《侯斯頓紀事報》發言︰今次大洪水比兩年前颶風哈維（Hurricane Harvey）更糟糕。 

 

新聞片段：  

The powerful storm that’s slamming Texas is now blamed for at least two deaths. 

襲擊德州的強勁風暴現已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Houston was inundated with more than nine inches of rain yesterday. That breaks the single-day record set in 

1979 by more than two inches. 

昨天侯斯頓市被超過 9 英寸的降雨淹沒，比 1979 年創下的單日降雨紀錄多 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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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ommunities, devastated by Hurricane Harvey’s floodwaters just two years ago, find themselves 

underwater again. 

許多社區於兩年前被颶風哈維的洪水摧毀，但再次被淹沒， 

 

Houston fire officials say they responded to nearly 2,000 emergency incidents.  

休斯頓消防官員表示，他們回應了接近二千宗緊急事故。 

 

Video captured this incredible equine evacuation through floodwaters in Humble, Texas. 

影片捕捉了德州漢博郡馬匹撤離洪水的壯麗畫面。 

 

CBS affiliate KHOU says more than 50 horses were rescued by good Samaritans. 

本台分支機構 KHOU 表示，有 50 多匹馬被好心人救起。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issued disaster declarations in 13 counties including Chambers County, that’s east 

of Houston. 

德州長 Greg Abbott 宣布 13 個縣進入災難狀態，當中包括錢伯斯縣，位於侯斯頓市東部。 

 

And that’s where Mireya Villarreal is talking to residents in hard-hit Winnie. 

Mireya Villarreal 正在受災嚴重的溫妮鎮，她與當地居民談過。 

 

Mireya, how are people there describing the storm?  

Mireya，居民怎麼描述這場風暴？ 

 

Well, good morning guys, you know, the people that we were talking to in Winnie say they were hit even harder 

than Harvey just a few years ago. 

大家早上好，我們與溫妮鎮居民談過，他們表示，今次的打擊比幾年前哈維還要嚴重。 

 

Now, the floodwaters in town, they are tapering off as we speak. 

城裡的洪水現時逐漸減退， 

 

But officials say they got 20 inches of rain in just four hours, making it hard for residents like this right here to 

keep up with all that water. 

但官員表示，當地於 4 小時內便有 20 英寸降雨，令這裡的居民難以處理洪水。 

 

Downtown Winnie was a sea of impassable roads, littered with floating debris and abandoned cars Thursday.   

本周四，溫妮鎮市中心的道路變成一片汪洋，無法通行，到處散落著漂浮的碎片和廢棄的汽車。 

 

A view from above drives the point home. A city under water. More than 300 people had to be rescued by 

military trucks and boat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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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空的角度，更是一目了然，一個被水淹沒的城市，超過 300 人被軍用卡車和船隻救起。 

 

For long, we knew it was going to flood. 

一直以來，我們都預料會有洪水， 

 

Riding along with Chambers County Sheriff Brian Hawthorne, we saw the devastation firsthand. 

於艇上與喬伯斯縣警長 Brian Hawthorne 一起，我們親眼目睹了這場災難， 

 

A lot of these homes were flooded out during Hurricane Harvey, and some of the owners just got back in two 

years later. 

颶風哈維來襲時，許多房屋被淹沒，有些業主更是兩年後才剛回來。 

 

But the severity of these latest floods may mean the stay is temporary. 

然而，洪水的嚴重程度，可能意味著這次逗留是短暫的。 

 

Now this is worse than Harvey. 

這次比哈維的時候還要差。 

 

This is worse than Harvey? 

比哈維還要差？ 

 

Oh yeah, in every aspect.  

是的，在各個方面都是。 

 

It takes a lot of time to rebuild the first time, and you know, in 12 hours, it’s same thing. 

重建需要很長時間，但 12 小時之後卻打回原形。 

 

We’re back to ground zero again, so... Gene Leblanc’s house was among the estimated 800 homes and 

businesses affected by the storm. 

我們又回到了最初的樣子，Gene Leblanc 的房子，是受風暴影響的 800 個家庭和企業之一。 

 

Now he and his son Adam fear all their progress since Harvey has been washed away. 

現在他和兒子 Adam 都擔憂，自颶風哈維過後所建立的成果都已被沖走。 

 

What makes you so nervous here? 

你怎麼會這麼緊張不安？ 

 

The thought of losing everything in my house and restarting everything.  

想到失去家裡的一切，要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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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洪水恐拖累原油需求，觸發油價大漲， 

美國原油期貨最高觸及每桶 59.54 美元，布倫特原油期貨最高觸及每桶 65.57 美元。 

  

無疑，自從 2009 年「2012 榮耀盼望」信息分享以來， 

近十年間，全球破紀錄災難一直沒完沒了地發生， 

明證世人經已踏入《啟示錄》歷史結束的時代！ 

 

影片：網絡生活 2.0︰私隱與生活 

網絡的確為人們帶來生活上極大的方便，並且衝擊了傳統的商業模式， 

任何人於網上瀏覽，無論只是簡單閱覽新聞或網上商店，也會留下不同的數碼蹤跡。 

   

所有科技公司，都期望致力為大眾創造更好的生活體驗。 

所以，現時的數碼生活，猶如為你設立了一個管家般，為你打點家中大小事務。 

但是，要成為你的智能管家，就必須先了解你的日常生活、知道你的喜好， 

才能夠為你設想、提供種種建議， 

但是，這也等於你需要提供個人的生活資訊，向它打開自己的私生活。 

 

如果，能夠適當地掌握和使用，這絕對是一個優勢， 

但同時，也是一把「兩刃劍」，人們的生活習慣，人與人的對話， 

對於任何一個企業也是一個絕對的賺錢機會。 

  

所以，不論是智能管家和代理，私隱的處理，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案。  

當 AI（人工智能）開發的時候，會接觸大量個人私隱資訊， 

而且，每一間科技企業，也有被投訴的提案。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10 

  

以上新聞，足以讓大家了解到， 

科技公司會抽取個人語音樣本，經人手分析，讓電腦的支援更準確， 

但是，無論是 Google 或 Apple，也有過份使用個人資訊的情況。 

甚至現時領取美國國家簽證，也需要提供社交媒體資料作審視， 

因此，保護你的個人資訊，以及小心自己網上的言論，已是一件必然的事。 

  

無論是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或 WeChat， 

背後也有相同理念，就是期望從人們的對話中， 

了解人的生活模式取向，及後為你提供生活的種種建議。 

所以，AI 雖然會為你帶來生活的便利， 

但是，如果科技公司不慎地錯誤應用，甚至濫用，也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 

  

中國方面，WeChat 可算是唯一一個工具，無論在錢包或通訊功能上，都已覆蓋全中國。 

而中國政府，早於 2016 年開始，已有意向 WeChat 及同類通訊平台作出監管，規管網上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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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從 10 月 8 日開始，微信群、QQ 群、支付寶群聊等互聯網群組，就要納入法律監管。 

在群聊內，任何發言都要擔負法律責任，特別是群主，還要履行管理群組的管理責任， 

亦即是「誰建群誰負責」、「誰管理誰負責」。 

 

2019 年，因為中美貿易戰升溫等問題， 

更揭示了 WeChat 如何全天候地以 AI 監控用戶聊天記錄，甚至即時過濾敏感資料， 

教會領袖群中，亦有群組被封鎖數天的警告，甚至強制刪除。 

 

對於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內地生活無可避免需要使用 WeChat 作為錢包及對外溝通， 

涉及我們生活的私隱，包括住處、生活起居、購物喜好等。 

雖然，WeChat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但現時的監控， 

已等於向國家及 WeChat 公佈自己生活圈的所有情況。 

 

故此，由現在起，教會建議所有弟兄姊妹，不應過分依賴 WeChat 的通訊功能， 

WeChat 通訊只適用於閒談和生活瑣事的溝通， 

任何教會內部資訊及信息、個人敏感資料， 

甚至數位貨幣及政治等題目，則不建議使用 WeChat。 

 

對外溝通，可以嘗試使用近年極受歡迎的 Telegram。 

Telegram 保安程度佳、加密程度高， 

可以不經中央伺服器傳送，點對點加密，私隱度比較高。 

但處理教會內部事務，則建議使用 Sync Calling 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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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舉一個例子： 

你可以想像，如果國家需要尋找比特幣 Bitcoin 或數位貨幣的擁有者， 

只需以 AI 分析 WeChat 內所有信息，在收窄範圍後，再尋找大家的生活地區， 

那麼，很容易就可以尋找到所有將來的富翁，甚至，永久監控他們的錢包， 

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活圈，這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 

  

所以，以國內的法規和處理方法， 

我們應該盡可能選用 WeChat 以外的通訊程式，作日常的溝通工具。 

謹記，必須小心保護自己的個人私隱！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問題一：牧師提到在 1997 年之後，香港已經失去很多發展的本錢。牧師能否進深分析，現今的大棋 

局上，中國現時的角色，例如她在深圳和香港的發展上的角色；對比另一邊廂的勢力，即 

美國，在現今的大棋局上，我們能如何理解這個情況呢？ 

  

答：雖然，若要於大棋局中理解實況，是十分複雜的。 

然而，當中有一條線索，就是《詩篇‧119 篇》。 

Freemason 以 176 年預備香港，就是為了於日華牧師 57 歲時引爆，出現 57，審判、綻放的共同信息， 

並且，香港於歷史中，將會由物質界的東方之珠，變成屬靈的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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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個轉變中，神是要使到香港於肉身層面上，變成絕對沒有將來的境況， 

當香港與中國斷絕關係，變成如南韓與北韓的敵對關係， 

最終，香港只會變成日本和美國的奴隸，正如日本也是美國的次等人民。 

  

所以，於事件中，中國是被動、忍讓的，但這卻是按照著美國的估算而行動。 

  

最終，香港卻會從「物質的光輝」，轉變為「屬靈的光輝」， 

也就是如過去歷史上，神讓大復興成為國家的救助， 

正如，神用上約瑟和但以理，去解決埃及和巴比倫的危機。 

 

將來，香港的領袖，將會如埃及的法老王、與及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一般， 

藉著親自經歷神的真實，而尋求神人的幫助。 

所以，我們只需要繼續做好自己的本份，神就會讓我們成為香港的答案。 

  

當香港啟動大復興，神將我們放上高位時， 

那麼，全世界的人也希望來到香港見證復興，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14 

到那時，就是我們倒數被提的日子。 

因為，既然標準答案已經展示出來， 

那麼，他們來到，只需要學習錫安過去的教導， 

已經足以他們度過最後七年大災難的補考時段。 

 

問題二：日華牧師，您曾分享，香港的情況必定越發低墮，但弟兄姊妹仍需要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們的生意和工作或會受影響，當然，我們知道神早已為我們的將來作好預備，如：關於 

比特幣 Bitcoin 或經濟上的智慧。可是，於這段時間，當我們面對這方面的問題時，會否有 

些智慧的方法，適用於如此動盪的環境，讓弟兄姊妹能夠尋找到出路或被神祝福？  

 

答：其實，於過去，神一直全然掌管錫安。 

也就是說，神早已預備我們去面對現時這種動盪。 

神不但為到教會整體預備了 Bitcoin。 

並且，亦會為到錫安的每位弟兄姊妹預備個別的出路。 

但個別的出路，是需要我們以信心去解鎖，才會出現。 

 

神亦以 1455 去讓我們知道，神早已精細地為錫安教會每一個人作好安排， 

甚至不只一條出路，而是多條出路。 

當中，只在乎我們的信心程度，去揀選哪一條出路， 

最終決定我們的獎賞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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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共同信息的出現，目的就是增加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知道，我們每天所面對的事情，也是神為我們所佈下的劇情。 

因為就是全人類的歷史，其實，也是為到錫安而設。 

 

所以，就算面對經濟上的考驗，當中，神也為到我們預備不同的解決方法， 

只不過，不同的辦法，會帶領我們進到新婦、童女或是賓客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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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個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圓解香港亂象 ── 神之視點看棋局」信息。 

 

第一章：圓解香港亂象（8） —— 神之視點看棋局 

問題一：剛才提及美好的結局（Good Ending），雖則事情尚未發生，我們仍等候揭盅。但在我們傾談

間也提及到，我們最享受的生活，就是能繼續製造「2012 信息」、做好本份。然而，在最近

分享「獅子王」、「Circle of Life」，提到 Paul Cain 對「新族類」的預言，指新族類將在不同

的球場也有聚會。這會如何誕生呢？因我們已有一段時間沒有舉辦大型的聚會。 

 

************************************************************************************** 

 

答：首先，我們要知道， 

世上沒有任何一種聚會模式，比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更親近弟兄姊妹。 

大型聚會的模式，最遠的與我至少相隔 50 碼以外。 

雖然我能將你指出來，但我連你是誰也不知道，什麼樣子也看不見。 

故大型聚會雖好，但對信仰上真正的成長和幫助，遠遠不如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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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新婦童女的訓練模式與賓客的大復興 

日華牧師解答資料員提問時，提及以往很多先知，如 Paul Cain 和 Bob Jones 等， 

雖然都曾預言將來，全世界會有一個大復興誕生， 

導致上億人湧入教會，希望爭取最後被提的機會， 

甚至如《以賽亞書‧60 章》所形容，君王和元首都會來到新婦教會就神的光。 

 

然而，日華牧師指出，大復興的聚會模式，其中一個部分是舉行多個大型聚會， 

如神蹟聚會或恩賜運作聚會等，滿足大量湧入教會的會眾需要， 

但另一個部分，卻是更為重要，是生命交流和造就的聚會，用以製造童女，甚至新婦。 

雖然，這部分的參與人數，對比大型聚會，可能不足百分一人，但卻比大型聚會重要一百倍。 

 

所以，大復興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並非大型神蹟聚會， 

因為這一大批人，在大復興才湧進教會， 

即使參與大型神蹟聚會，心態也只如看大明星和大電影，他們最多只能成為天國的賓客， 

甚至大部分也沒有被提的資格，需要留在大災難的 1260 日裡，被神考驗和磨練。 

 

就如 2000 年前，主耶穌事奉的三年半裡，主耶穌舉行大型聚會的比例，只佔極少部分， 

如過萬人面前分享天國比喻和登山寶訓，或是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等。 

 

而大部分時間，卻是與十二門徒和數位服侍他們起居飲食的婦女，如馬大和馬利亞一起， 

密集地，與這一小群門徒分享生命性格內涵的教導，就如主耶穌向廣大會眾分享天國比喻時， 

祂特意等群眾散去後，才向十二門徒詳細分享天國比喻的真正意思。 

 

將來的大復興，同樣會有這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照顧大量群眾的大型聚會，主要為了滿足會眾的生命需要， 

屬於非常膚淺、屬血氣、屬肉體需要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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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舉辦神蹟聚會，為他們祈禱得醫治， 

或是為他們恩賜運作，建立他們對神的信心，使他們被神的真實和能力震撼， 

在血氣和魂的領域中，說服他們接受救恩、教導他們基督徒的基本原則， 

目的，只是讓他們成為合資格的天國賓客。 

 

過去，錫安教會亦曾舉行過一些大型神蹟聚會，如「說的聚會」， 

或是特別為未信主的人舉辦的聚會，如 PZ 完美音色講座或 ToME 曼德拉效應講座等， 

聚會目的和模式，都是針對這一類觀光般的賓客， 

不會對他們有特別的信仰要求，亦不會期待他們能夠成為新婦或童女。 

 

因為，你能夠想像，在一個數千人的「說的聚會」裡， 

當日華牧師對著會眾，Call 出他們身上的疾病時，日華牧師能夠要求他們什麼呢？ 

當然，日華牧師不可能在信仰上要求他們什麼，因為，他們只是聚會中被動的參與者， 

在聚會中帶著一個良好態度、專心投入，已經是他們能夠做到的全部。 

所以，在大復興中，這一類大型聚會，本質上就如一個娛樂節目， 

只是用來服侍和滿足會眾，於肉身、五官、身體和感受上的需要。 

 

但是，如果要建立童女，甚至新婦， 

就必須參與教會的家聚模式，在當中學習與別人合作，一同事奉神， 

甚至，成長至成為教會的門徒，接受一對一的訓練， 

才可以令這些會眾，變成投入參與神時代計劃的事奉者， 

在生命中因為付出、撒種和獻祭，結出聖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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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童女，就唯有成為門徒、參與事奉的人， 

更遑論是要成為新婦，必須是見證、榜樣、智慧和能力各方面都全備的領袖。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日華牧師指出，即使大復興有上百萬，甚至上億人信主， 

但錫安教會的正式會員，仍然不會超過五千人， 

因為錫安教會的會員系統，並非一個服侍賓客的系統， 

而是一個專門訓練童女和新婦的系統，學習如何服侍來就神的光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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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到這裡，試想，錫安教會在神眼中的珍貴程度， 

因為舉世之中，可能都有不少教會，存在符合賓客資格和級數的基督徒。 

 

但對比賓客，能夠培育出童女的教會，絕對比只能夠培育出賓客的教會數目，少一百倍， 

極可能，只有五旬職事級數的牧師、佈道家或先知，才可以成為童女， 

亦只有這種級數的五旬職事所帶領的教會，才會出現較多賓客。 

 

但世上卻唯有錫安教會，不單能夠誕生大量賓客和童女，甚至能夠誕生新婦， 

亦唯有錫安教會，能夠被神印證，是能夠誕生新婦的真命天子。 

 

錫安教會所有正式聚會的設立，如主日、家聚或門徒訓練， 

都是單單為了塑造新婦和童女，而不是為賓客而設立，他們也不會每星期來參與。 

 

但是，將來大復興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服侍這些慕名而來的賓客呢？ 

藉著虛擬網絡方式就可以做到，由教會訓練的門徒和領袖，在網絡平台上跟進他們， 

幫助他們在自己的社區中，學習成為基督徒、行真理、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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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最基本的賓客，滿足神對賓客的要求，使他們都能夠一同被提， 

而不是要求他們成為童女或新婦。 

 

因為到了大復興才信主的人，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童女或新婦， 

假如他們真有這種潛質，其實，神早已安排他們在大復興誕生前來到錫安教會， 

接受神的訓練和考驗，面對神設定的各種磨練。 

 

就如主耶穌在世事奉的三年半裡，雖然跟隨祂的會眾，有時超過十萬人， 

但祂釘十字架離世前，卻只訓練了十二門徒。 

同樣，即使將來有上百萬人慕名來到錫安教會朝聖和就神的光， 

但是，錫安教會的正式會員，仍不會超過五千人，因為，一個五千人的童女和新婦系統， 

已經絕對足夠間接地以網絡方式，幫助上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賓客。 

 

再加上，日華牧師過去 34 年所分享，上萬篇的主日、家聚及《栽在溪水旁》等信息， 

已絕對足夠讓來就光的賓客自己跟進自己，一步步成為神所接納的賓客， 

在自己的社區中行出基本的真理，能夠穿上公義袍一同被提。 

 

如果我們因為大復興的出現，而將錫安教會大部分資源，用作舉辦大型聚會， 

用盡教會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只是專注於這一群來看熱鬧的賓客，那麼，我們就是本末倒置， 

放棄培育能夠在永恆中服侍神和與神同創的童女和新婦， 

使童女和新婦的數量減少，降低教會門徒的質素，這必定不是神的心意。 

 

《聖經》中，神所看重的，從來都不是強調會眾或賓客的人數， 

而是基督徒的生命內涵，是否能夠成為新婦， 

因為神創世的唯一真正目的，是塑造新婦，建立一群能夠與神同創、同掌王權的人物， 

而不是製造一大群天國的食客，一大批沒有似神生命內涵的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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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將來當神高升錫安教會，讓世上萬民和君王都來錫安教會就神的光時， 

當然，我們可能會舉行一些大型神蹟聚會，容納十萬，甚至百萬人， 

並同時在網上和電視台直播，讓全球上億人一同觀看，滿足賓客的需要。 

 

但是，對於日華牧師和教會領袖來說， 

我們最著重的，一如以往，是如何不斷塑造門徒成為童女和新婦， 

因為，這是日華牧師建立錫安教會的真正目的，亦是神創世的真正目的。 

 

並且，神製造大復興，是要新婦和童女， 

於被提前完成最後一個使命，百倍增加我們撒種和付出的機會， 

以及在屬靈上最後衝刺成長，趕在最後數星期或數個月裡，為神獻上最大的祭物， 

讓天國的賓客人數添滿，亦使我們能夠收到足夠的果子，在天國裡得著最大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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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復興來到的時候，無論這些君王和元首，在地上擁有多高的地位，得到多少世人崇拜， 

但在神眼中，他們極可能只是屬靈乞丐，我們亦只能看他們如一位初信， 

因為，他們本身的名譽和地位，只會在他們的信仰成長中成為攔阻， 

而不是幫助，只會增加他們被教會跟進的難度。 

 

試想，假如有一日，英女皇真的來到錫安教會，希望參與其中， 

難道，我們可以安排她幫手街頭佈道嗎？當然不能。 

我們能叫她在教會 Base 中幫手清潔嗎？同樣也是不可能。 

 

所以，神塑造錫安教會，是一個用來塑造新婦和童女的場地，建造一所完美的屬靈聖殿， 

每一個有份成為聖殿一部分的錫安教會成員，都是神所預定的新婦和童女。 

 

因為，神希望得到的，是一群無論在信仰過程中，面對怎樣的難題、逼迫和衝擊，都毫不懼怕， 

面對神為我們度身訂造的考驗時，能以十足信心和勇敢迎難而上的童女和新婦。 

而不是一大群，一生都從未為神和天國付出，一生從未愛過神， 

只利用一生在屬世地位和財利打滾的所謂君王和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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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此作出對比的原因，既然是大復興， 

那麼，真正能幫助人在信仰上躍進，其實就是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 

故此，在新約教會開始的時候，神不是強調會堂，而是強調家庭聚會。 

原因，自從神創造人之後，大部分在信仰上結果子， 

都是藉著在家庭聚會中，彼此行真理、彼此建立下，互相勉勵、互相教導下成長。 

然而，家庭聚會卻不如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 

 

影片：信仰性質的真諦（人性德行的光輝） 

希伯來書 10 章 24 至 25 節：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 

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信息中，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神設立新約教會的目的， 

神吩咐基督徒不可停止參與聚會，目的是要人透過參與聚會，與人彼此相愛和勸勉， 

從而認識信仰性質的真諦，發揮人性德行的光輝，使自己的內心越來越似神。 

  

究竟，什麼是「信仰的真諦」呢？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信仰的性質」呢？   

日華牧師分析，正因為人們，甚至是普世基督教組織和事奉者， 

都不懂得及忽略「信仰的真諦」，因而在信仰上產生很多問題， 

總是為著成功、知名度及成就，盲目地舉行一個接一個大型聚會， 

為了使自己更出名，不惜以借債方式，使聚會變得越來越龐大，招攬更多人。 

  

甚至，基督教界非常盛行巴蘭事奉，他們不斷創作詩歌，名義上是所謂讚美榮耀神， 

實質卻是利慾薰心，以此賺錢，向基督徒及教會賺取詩歌版稅， 

假如有教會沒有繳交版稅，他們就會訴諸法庭，令這些教會倒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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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基督教組織和巴蘭事奉者， 從來都不明白「信仰的本質」，不知道「信仰的真諦」！ 

這等人的信仰，就如石頭一樣，是麻木，一味多做，重複又重複， 

從不發揮人性德行的光輝；從不考慮使自己內心越來越似神； 

從不於人生中越來越愛人如己、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大家可以試想，為何於信仰歷程上，神要人不斷懂得發揮人性德行的特質呢？  

為何基督徒需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呢？ 

為何神在人與人之間，設下眾多互動、情緒交流的提醒呢？ 

 

神創造人類，有別於一塊石頭或是一棵樹，人類之間的相處，是有互動和交流， 

神刻意在人類的交流中，給予眾多真理教導， 

如舊約的十誡、利未記、箴言、傳道書及新約的教訓等等，教導人在交流中如何自處。 

 

例如︰人與人之間的交談和說話，要快快地聽、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 

各人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以記仇，也不可以含怒到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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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聖經》明確吩咐我們， 

不要嫉妒、不要自誇、不要只求自己的益處、不要輕易動怒、不要計算人的惡， 

與弟兄姊妹相處時，總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為何神刻意在人與人之間，設立眾多情緒上的交流呢？ 

踏入新約後，當主耶穌開始傳道及新約教會誕生後， 

為何神不斷透過主耶穌和眾使徒，訂立眾多比舊約更嚴謹的標準呢？ 

  

於舊約，神吩咐人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傷還傷。  

但踏入新約後，神卻吩咐基督徒需要遵行更高的標準， 

不要與惡人作對，要以人性的德行回應，展現信仰的光輝， 

假如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替他走兩里路，以慷慨和不記仇的方式，與人相處， 

別人有求的，就給他；有人需要借貸的，就不可推辭。  

 

馬太福音 5 章 38 至 42 節： 

「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27 

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 

 

當彼得問主耶穌，若有人得罪了自己，是否可以按著舊約的標準，只饒恕七次呢？ 

主耶穌卻教導更高的標準，就是要饒恕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 18 章 21 至 22 節：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隨著歷史的演進，神一直讓不同時代的人，逐步明白信仰的真諦， 

就是要發揮人性德行的光輝，越來越似神。 

最終，神透過歷史和真理，塑造出每個時代的新婦， 

甚至，在歷史結束 Tav 的時候，孕育出有史以來最大量的新婦，綻放人性德行的光芒。 

 

換句話說，其實神創造了人類之後， 

人內裡獨有的情緒、感情、文化、家庭及人倫關係上的互動， 

都是神刻意設計。人與石頭和樹木大不相同，受造之物中，只有人類被設定， 

可以成長至擁有與神同等的形像和樣式，最終成為新婦、成為神的兒子。 

 

可惜！當普世教會和事奉者一直麻木地舉行大型聚會， 

縱使他們重重複複，舉行多個大型聚會，但他們只看見外在的成就， 

知名度不斷增加，內心的性格和愛心卻沒有成長。 

他們為求成功不擇手段，於信仰的德行和情操上，一直與神的期待背道而馳， 

人與人之間，亦毫無憐憫和恩慈，與石頭、樹木無異，甚至如野獸般，同樣是麻木不仁！ 

 

踏入新約後，神非常鄭重地提醒基督徒，不可停止聚會， 

使各人於參與聚會時，學懂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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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主耶穌透過「山羊和綿羊的比喻」， 

鄭重警告那些被咒詛、預備進入永火的山羊， 

假如他們不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施行憐憫和恩慈， 

那麼，他們就是沒有做在主的身上，枉費了神給予他們發展人性德行的機會。  

 

相反，那些蒙天父賜福的綿羊，於人生中，總是尋找及珍惜自己可以犧牲和付出的機會。 

當有人餓了，就給他們食物；當有人渴了，就給他們解渴； 

當弟兄姊妹作客旅、赤身露體、患病和有缺乏， 

他們總會發揮人性的德行，珍惜每一個自己可以貢獻和付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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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穌說，你們既做在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祂身上了。 

顯而易見，不論是舊約或是新約的標準， 

神都在人與人的相處中，悉心設定了各種感受和情緒， 

每一種心態，都是神為世人特意設定的處境，最終成為各人的考驗。 

  

主耶穌吩咐及要求所有綿羊的基督徒，即使是弟兄中最小的一個，但假如他有缺乏， 

我們就需要憑著愛心，向他們伸出援手，發揮我們人性的德行。 

  

然而，大家可以試想，人生所遇見的每一件事都絕非偶然， 

全部都是神為每一個人度身訂造，精心設計和佈置的場景， 

藉此成為山羊與綿山經歷的考驗。 

  

換句話說，我們身邊遇到各種人與事，不同處境、不同文化、不同際遇， 

人與人的相處間，所出現的不同需要，甚至人因為某種需要和渴求，而形成的缺乏， 

其實這些處境全都不是偶然，而是神有意設定。 

 

就如《馬太福音‧25 章》所記載，有人會餓、有人會渴、 

有人會成為客旅、有人會赤身露體、有人會患病、有人會缺乏， 

這些光景，並非一種偶然，而是神的精心設計。 

當我們遇見身邊一個個有缺乏的人，這些，就成了一個個場景，成為我們一個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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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神為我們悉心設定人與人相處的種種感受和情緒， 

當我們眼見身邊的人有缺乏，內心就會生出同情和憐憫， 

甚至，《聖經》也有各種真理和教導，指示我們與人交流的時候，應該如何自處。 

 

因此，神設計這些不同場景，成了我們要面對的一個個考驗， 

藉此分辨哪些基督徒是蒙天父賜福的綿羊，哪些則是被咒詛、預備進入永火的山羊。 

  

因為，當基督徒沒有向身邊最小的一位弟兄，施行憐憫和恩慈，發揮人性的德行， 

那麼，他們就是《馬太福音‧25 章》所記載，被神審判的山羊， 

因為他們枉費了神給予他們發展人性德行的機會， 

沒有透過神度身訂造的考驗，學習更懂得捨己和犧牲， 

反之，在一次又一次考驗中，只是不斷證明自己是一群自私自利，不會付出、對人漠不關心的惡人。  

  

所以，於人生歷程上，神吩咐基督徒不可停止聚會， 

目的就是讓人透過與人相處、參與聚會，逐步建立人性的德行，明白信仰的真諦。   

從而擁有神的形像，愛人如己、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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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提醒大家，當有一天，世上的君王和元首前來就光的時候， 

無數賓客會一同參與錫安教會的大型聚會。 

縱使錫安教會有不同的大型聚會、音樂營、佈道會及「說的聚會」等， 

其實，大復興的局面，也是神設定的場景，為要成為我們信仰最後的考驗。 

 

沒錯！於最後大復興中，大量人數湧進錫安教會的光景， 

根本是神給予我們信仰的另一個考驗，看看我們面對如此龐大的人數和需要時， 

會否懂得藉著照顧初信的缺乏和需要，逐步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人性德行， 

明白神設計信仰的真諦，認知人生和大復興存在的目的。 

 

只是，到了最後大復興的時候，各人必須省察自己的內心， 

會否變得好高騖遠、喜愛榮耀、喜歡被人擁戴及稱讚， 

只著眼於成就、聚會人數多寡，甚至只顧喜愛大復興和龐大經濟帶來的物質和榮譽。 

這種基督徒不單沒有把握機會，發展人性德行的光輝， 

相反，還縱容自己內心慢慢變壞，走上大淫婦巴比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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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從信仰的性質上，這些前來就光的賓客，就枉費了神製造最後大復興的用意， 

所以，我們要從性質上，真正明白整個信仰背後的真諦。 

我們必須明白，「信仰的真諦」決不是外在的成就， 

神親自鋪排歷史和現實，所著重的，根本就是讓人的信仰， 

在神鋪設的環境和考驗中成長，取得滿分，發揮人性德行的特質。 

 

故此，神從來都不是著眼於基督徒外在的成就和豐功偉績， 

反之，神所看重的，就是新婦內裡的品行和情操， 

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聚會，建立人性優美的德行，施恩予人。 

 

事實上，自從日華牧師決志信主後， 

他每每研讀《聖經》、親近神的時候，都講求心理質素，著重內心的善良， 

所以，日華牧師多年來，從未浪費過任何一年的信仰，亦從未枉費過任何一次生命成長的機會。 

 

日華牧師於信仰成長上，從未讓自己兜圈、不思長進，或追求外在成就、以利益掛帥。 

反之，他自決志信主後，一直以人性掛帥， 

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讓內心的德行做到最好，更擁有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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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創造世人時，為我們悉心設計有別於其他萬物的人性， 

甚至，透過《聖經》的誡命和教導，在人與人相處間的情感、態度和細節上， 

給予我們充足指引，包括不可貪心、不可驕傲、不可撒謊、不可記仇， 

要懂得凡事包容、體諒和饒恕等等。 

 

為何《聖經》中，神一直如此強調這些人性的特質呢？ 

 

顯而易見，這些人性的德行，是神一直所著重和珍惜的， 

各人需要保守自己的內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人性的德行， 

叫鄰舍及弟兄姊妹得到益處，讓自己在信仰上不斷建立德行。   

 

現時，當我們看見香港的黑衣人，不斷製造暴亂和破壞， 

部分基督徒不單支持黑衣人，甚至自己成為黑衣人， 

他們只顧個人利益，不惜說謊、使用暴力、流無辜人的血， 

為著得到他們想要的所謂成功，不擇手段。 

無庸置疑，他們全都錯失了人生，枉費了神給予世人擁有生命和信仰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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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現時普世基督教已無法分辨「信仰的真諦」， 

全都走向著重外在的成就、成功、利益和世人的擁戴， 

以為「多人支持，就等如正確」。 

 

例如︰1996 年前，日華牧師曾親身接觸一些香港基督教組織， 

是專門協助外國著名牧師舉行大型聚會。 

日華牧師發現，這些組織的總負責人，都有一個嚴重問題， 

就是一有機會協助舉行大型聚會時，就會出現狐假虎威、看不起人的劣根性。  

  

當時，不論是傾聽神的聲音、神的認可， 

以及神的同在級數，日華牧師都擁有比他們更大的恩膏， 

但他們，只因為自己有機會協助外國著名牧師舉行大型聚會， 

就驕傲至一個階段，無視身邊比他們更大恩膏的人。 

到底，日華牧師在他們眼中，算是什麼呢？ 

始終，他們心裡，認為成名和成功才是最重要。 

  

但對於日華牧師而言，多年來，日華牧師都情願在神面前做小卒， 

寧願不顯眼、不出名、沒有驕人的成就， 

甚至，願意在 1996 年「雙氧水事件」中， 

為神的緣故蒙上污名，成為眾人眼中的失敗者，受盡指罵。 

日華牧師願意為神做到最好，成為一個擁有更優美良知的人，這就是真正「信仰的性質」。 

 

來到今天，神終於透過世上源源不絕的共同信息， 

印證外人眼中一間平凡教會 —— 錫安教會， 

是活出了信仰真諦，擁有新婦必要特質， 

透過各種信徒聚集的機會，彼此實行真理、互相勉勵、互相教導， 

於內心中不斷成長，展現人性的德行和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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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人性應有的成長，是神於永恆中一直珍而重之， 

期待永恆新婦以內心的品行來妝飾自己。 

 

所以，《聖經》教導我們，愛弟兄就是恆久忍耐，就是這個原因。 

人生的確有沉悶的部分，很多事情必須重複經歷，將真理重複實踐， 

只是，每次實踐時，各人內心能否恆久忍耐，在神面前多取一分，多進步一點呢？ 

 

普世基督徒卻完全不理解，更持續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於遵行「不可停止聚會」的命令中， 

不但沒有結出更多聖靈果子，反而內心生出更大的麻木。 

在與人相處中缺乏德行。 

 

對於普世基督教的所謂大組織、著名佈道家、國際先知、巴蘭事奉， 

他們不擇手段地舉行大型聚會，只為賺取金錢、知名度及人的支持， 

縱使要埋沒良心、損人利己、違背真理， 

他們也在所不計，不介意變得更麻木不仁、更沒有人性， 

對他們來說，外在成功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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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這正是普世基督教鼓吹的歪風！ 

他們不理解《聖經》中，神藉眾多經文所帶出的， 

都是著重人內心人性的德行和性格，而不是得著祝福和成功， 

換句話說，就是人得著聖靈之後，所結出的聖靈果子，才是神眼中更寶貴的事物。 

  

於這個 VO 接近尾聲的時候，日華牧師鄭重提醒弟兄姊妹， 

接下來，當世上的君王和元首前來錫安教會就光， 

我們就會看見大量賓客，湧至參與各種大型聚會， 

如 1990 年代，先知 Paul Cain 所預言，大量人數坐滿不同的球場的情況。 

  

對於我們這群被塑造成為新婦和童女的候選人而言， 

其實，他們只是一大群賓客，是於羔羊婚筵正式開始時，被神勉強邀請赴席的賓客， 

他們仍需要努力趕上，穿好禮服，就是發自內心， 

展現人性德行、好行為、好見證，成為他們的公義袍， 

  

而我們，身為新婦和童女，當我們得著從神而來的高升後， 

我們決不能放棄自己內心的品行，即神珍重的德行， 

於待人接物上，不要被物質和成功沖昏了頭腦，變成一群屬靈富二代。 

反之，每次聚會裡，我們都要更加著重憐憫、與人相處的人性， 

成為一個更有禮貌、更有人情味的人。 

 

就如主耶穌，雖然祂將違背神的法利賽人，視為一群螻蟻， 

但是，面對小孩子、孤兒寡婦、真心認罪悔改的妓女和稅吏時， 

主耶穌總是持著美好的人性和品德，以憐憫的心醫治他們的疾病、滿足他們的需要， 

施恩給他們，為他們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 

 

對於羊來說，主耶穌是甘願為愛惜羊群的緣故，不惜捨命的好牧羊人， 

但對於如狼一樣的法利賽人和文士來說，主耶穌卻成了猶大的獅子，是審判世人的王者。 

 

主耶穌親身示範，於神的眼中，那些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人，其實只是如螻蟻般， 

是被神收割，等著焚燒的草木禾稭，是被風吹散的糠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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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接下來湧進錫安教會的賓客， 

他們也需要穿上赴席的禮服，就是趕上建立優美的內心和德行。 

 

縱然他們進到一間擁有共同信息、有神超然認可的新婦教會， 

但是，他們不能因為眼見這個復興和榮耀，而忽略自己需要努力的部分， 

就是做好人性的光輝，學會尊重別人、捨己愛人、結出聖靈的果子。 

  

否則，即使他們趕上進入錫安教會，被神邀請參與筵席，但卻忘了穿上自己的禮服，  

那麼，最終的結局，也是被丟在外邊的黑暗裡，哀哭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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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系統已在我們當中建立多年了。 

但是，現時有一種系統比該系統更好，就是這超時代的通訊系統。 

現時，我們有策略區科林（Forum）、Sync-calling， 

我們可開設不同的 Pods（群組），這個比以往，更無間斷地將信息、真理、工作完成， 

甚至藉此可以彼此勉勵、幫助。 

所以，這就關係到，接下來將要出現大復興時，我們會否有很多人參與？ 

 

大型聚會一定是復興中的其中一個系統，但並不是當中的主力， 

我們所採用的主要系統一定是比大型聚會更好、亦比一對一更好， 

就是這種超時代的聯繫系統，藉由建立一個又一個不同的群組（Pods）， 

讓我們能夠 24 小時跟進來到教會的初信，這就是我們教會將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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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大復興中建立人性的德行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進深分析，將來大復興的形態和樣式。 

於過往，很多人認為，大復興就是等於人數多，也就是等於佈道家於大球場、大帳幕中， 

舉辦過萬人，甚至數十萬人的大聚會，就等於復興。 

 

然而，日華牧師分析，其實，世界上，最好的聚會模式，並不是大球場方式的聚會， 

而是一對一的門徒訓練。因為，唯有藉著門徒訓練，才是最好的途徑， 

去訓練一個基督徒於生命，讓他們於德行方面進深。 

 

事實上，於大復興中，我們一天也只有 24 小時，假如，我們如過去的佈道家一般， 

將全副精神、心力與時間，投放於連綿不斷的大型聚會時，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投放於門徒訓練中。 

情況，就如我們富足之後，其實，一天亦仍然只有 24 小時， 

所以，假如將精力投放於興趣，甚至單單只是買車的話， 

買上百輛車，已經耗盡你一生的精力，使自己玩物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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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大復興中，當我們有著無限資源的時候， 

我們就要懂得怎樣好好運用手上的資源，不是投放於大型聚會中，讓我們得著榮耀， 

而是更有效地投放於另一邊，就是門徒訓練裡。 

  

這就是為何日華牧師會構思，假如，當大復興之後，錫安的弟兄姊妹， 

會一同上郵輪度假與及事奉，也就是以海上學府的方式，一起生活、一起學習。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處身於網絡世界，要維持一個大復興， 

其實，日常的事奉、主日的發放，已經可以於網上處理。 

然而，於郵輪上，弟兄姊妹就可以有更多生活上的接觸， 

讓錫安內部的新婦群體，有機會於互動中去付出，提升德行， 

這才會於最末後的時間，讓弟兄姊妹可以於剩餘的數星期或數個月裡好好地作工，賺取最多獎賞。  

 

事實上，於大型郵輪上，已經可以接載幾千人， 

當中的聚會、分享、講座，已經會有幾百人出席。 

當然，對於外面那些爭名奪利的牧師而言， 

聚會當然是越多人越好。像是葛培理一般，上萬人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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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家又有否留意到，如葛培理式的佈道會， 

其實，只是於不同的地方，建立出一批又一批的賓客， 

那又怎及得上，我們內部可以不斷彼此服侍、一同進步，建立出新婦及童女的資格呢？ 

 

大家可以想想，於過去，就算你希望訓練自己的門徒、 

希望把優質承傳給下一代，礙於帶職事奉與及家居環境， 

你亦只能夠一星期一次，於自己的書房進行門徒訓練， 

或是於主日前後，去主日會場附近的食肆，與家聚弟兄姊妹小聚吃飯。 

  

但當我們富足的時候，那麼，我們還會繼續留在家中，進行十年如一日的門徒訓練嗎？ 

還是可以一起出國遊玩，於最好的設備、最健康、最精神的情況下， 

將你的德行，甚至生命上每一方面的優質，傳遞給下一代， 

即使他們只會成為賓客，也能夠做高級的賓客。 

這才是我們往後應該要做的事情。 

  

大家可以想想，為什麼《聖經》提及「訓誨必出於錫安」？ 

現在，我們當然明白到，這個錫安，真的是指到錫安教會。 

因為這是新婦完成最後一步的必經階段， 

就是每一位合資格的新婦，也會將訓誨給予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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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多年間，於錫安教會的內部， 

只有日華牧師可以踏上錫安的主日講台，成為一位分享者，去栽種整間教會。 

那麼，所有弟兄姊妹，只能夠藉著日華牧師的分享，去複製他的信仰。 

因此，弟兄姊妹就沒有機會成為分享訓誨的新婦。 

直至他們成為跟進員、家主的時候，那時，他們才有機會將訓誨傳給下一代。 

然而，這亦只是局限於現時錫安的兩千人。 

  

但將來，無數人將會湧入錫安，他們將帶著很多初階，甚至幼稚的信仰生活問題來到。 

那麼，屆時所有的弟兄姊妹，就能夠成為他們的答案， 

就是將過去所聽過的信仰去消化，成為訓誨去給予他們， 

所以，訓誨必出於錫安，但這句經文的目的，其實，不是為了受訓誨的人， 

而是為了建立給予訓誨的一群，去完成錫安的使命。 

   

因為，錫安最後的使命，就是成為別人流歸的地方，成為他們的照顧者， 

這部分，才是新婦完成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錫安的整體，也成為給予訓誨，建立聖殿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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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過去三十多年間，日華牧師已經示範及完成了他的部分， 

就是確切地將神的訓誨，無間斷地施予， 

所以，於將來，就是弟兄姊妹將這些教導複製給數以萬計前來朝聖的一群。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於舊約，每一年，所有的以色列人，也要依著節期，流歸到聖殿。 

同樣地，於末後日子，神也會預備所有人，去到神所設定，流歸的地方， 

而這一處，所有人也要流歸的地方，就是末後的聖殿。 

 

所以，舊約中，以色列人流歸到聖殿，其實，只是一個預表、一個預言， 

就是對比於末後日子，萬民將會流歸錫安山， 

也就是神世界性的聖殿，這才是舊約，聖殿影兒的應驗。 

 

因為，於舊約中，神設定以色列人，是要到以色列的聖殿守節，成為影兒。 

但到末後日子，神呼召全世界，所有人都要參與的聖殿，就是神所設立，世界性的聖殿。 

  

但當眾人也湧入聖殿，萬民流歸錫安山，導致大復興出現的時候，  

仍然強調，這種由弟兄姊妹所參與的信仰複製形式，不是著重於舉辦大型聚會， 

而是生命、德行上的傳遞，帶給所有初信。 

也就是說，將來，弟兄姊妹也是於郵輪上、講座中， 

甚至錫安所開辦的神學院裡教導他們。 

 

當中，不需要人數多，而是讓弟兄姊妹能夠配合， 

將訓誨、關心、德行、人性最好的一面去教導他們， 

這樣，才是真正最後完成聖殿，我們每一位都成為新婦，得以帶著滿滿的果子被提。 

   

從這個角度，大家就會明白到， 

為何於大復興中，我們不應單單將心力、時間，放於舉辦大型聚會， 

相反，我們要將心力、時間，放於生命上的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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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於婚筵中，賓客當然重要，當參加及觀禮的人數越多， 

整個婚筵會更加熱鬧、氣氛得以提升，大家也帶著興奮的心情到來慶賀。 

然而、究竟婚筵的目的、婚筵的主角，又是否賓客呢？ 

也就是說，婚筵的出現，是否為著賓客而設呢？答案當然不是。 

 

賓客的到來，其實，只是為著完成婚禮， 

是婚禮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新郎、新婦經年累月的預備、童女的參與， 

到最後，婚禮當天，賓客才來到，去成為觀禮的一群，完成婚禮的最後部分。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會明白到， 

於大復興中，其實普遍基督徒，甚或是佈道家， 

他們也錯失了重點，就是將焦點放於剛剛穿上禮服，前來觀禮的一群， 

而不是將焦點放於新婦，甚或是童女的身上。 

 

當大復興的時候，我們更加要建立生命、德行， 

就是為到新婦，更加妝飾整齊，成為新郎最期待、最漂亮的新婦。 

所以，於大復興中，賓客帶著賀禮前來，萬國珍寶都要運入神的家的時候， 

下一步，就是用上最有效的方法，去將生命、德行，承傳給其他人。 

 

當中，會用上幾個方法，其中一個方式，就是海上學府， 

讓弟兄姊妹可以有一段時間，大家住在同一處，有更多機會親近領袖， 

並且，以最輕鬆、遊玩的心情去相交，一起事奉。 

於郵輪上，起居飲食已經有人預備，大家不用掛心， 

並且，一同去到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新地方， 

讓六個開心指數也可以滿足，一同快速成長。 

 

另一個方式，就是農家樂，假如我們需要躲避香港的亂局而北上的話， 

就可以租用一些農家樂的地方，同樣地，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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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為到將要來的急難，作出儲糧的預備。 

 

當我們仍然於香港，或是國內事奉時， 

甚至乎，我們會再次建立聖殿，就是全職工作的辦公室， 

讓弟兄姊妹可以於聖殿當中事奉，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領袖。 

 

同時間，讓全職們可以集中於一處，一起把事奉的工作做好， 

當中，不是為著要監管全職，防止他們偷懶， 

因為，假如是強逼的話，就沒有什麼德行可言。 

反而，當他們能夠自動自覺，自主努力奮發， 

盡量藉著教會提供的無限資源，努力提升、事奉更多、更優質的話， 

聖殿的建立，就能夠幫助他們建立出更多的德行、更多的優質。 

  

歸根究底，這三種方式，就是讓大家裝備好，去成為新婦和童女， 

並且，藉著將訓誨傳承給賓客，讓我們能夠完成最後的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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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神安排一個大復興，讓眾多的賓客到來， 

其實，最終的目的，就是成為最後建立新婦、童女的方法。 

 

原因，新婦、童女最後的建立， 

不是坐在一處，什麼也不做，等待時間的流逝、等待吉時的到來。 

新婦是自己妝飾整齊，去等待新郎，而童女亦要維持著成為有油的童女。 

 

所以，於最後的大復興中，大型聚會，必然會出現， 

但只是不斷聚焦在這個部分的話，這只會將末後的復興， 

降級變成葛培理那種賓客教導賓客的級數，當中，不會訓練出新婦和童女。 

這就是我們與其他神蹟佈道家不同的原因，就是神用上錫安，去成為訓練新婦和童女的專屬訓練場。 

  

既然我們是神用上全人類的歷史所建立的新婦，那麼，當然不是單單佈道， 

將三元福音、將救恩的初階給予全人類，讓他們成為賓客就這樣完了。 

因為，於《啟示錄》級數的大災難中，無數外邦人其實是會自動前來，去尋找永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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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需求，已經遠超決志信主，接著繼續自己的生活，快快樂樂活下去的模式， 

因為當他們知道，世界將要結束，當他們人生的所有夢想都已經幻滅， 

他們所需要的，是通往成為優質賓客的路徑，設身處地，立定心志，希望能夠成為優質的基督徒。 

  

而他們的需求，就成為了弟兄姊妹的考驗和倒模， 

讓錫安可以於大復興當中，建立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新婦及童女。 

所以，這種訓誨，必然是非常緊密，一起連繫， 

甚至是於生活上可以接觸，相處、耳提面命的教導方式。 

  

因此，於大復興中，主力的事奉，仍然是我們內心的栽植， 

就是讓神所賜給人的獨特品德、品行，再次提升和昇華，這才是完成新婦最後的一部分。 

 

但當然，這並不是藉著如躲在深山般修行去完成， 

而是有著大量的賓客來到，去成為新婦、童女的考驗。 

所以，我們是會帶領百萬人的聚會，但這不會是主力的方向， 

這只會成為弟兄姊妹的考驗和磨練，就是讓我們提升信仰和德行的過程。 

  

所以，於過去，神亦已經裝備了我們，有著金筆的復興， 

就是學習將我們的信仰，以文字的方式寫出來，成為其他人的餵養， 

而這個方式，將會於大復興中成為不可缺少的工具。 

  

因為當我們有著金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高速，甚至隨時隨地， 

不斷將我們的生命、德行，承傳給賓客， 

以文字的方式，去解答他們的問題、去安慰、鼓勵、造就、勸勉， 

成為眾多賓客的建立和答案，同時間，亦讓我們得著更多的天國獎賞。 

 

************************************************************************************** 

所以，這亦會讓我們明白到，為何神早就要我們學習寫感言，磨練預備「金筆」， 

以及要學會應用這些系統，並要達至出神入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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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門徒一對一訓練系統中，相同的內容， 

即使我與展鳴、傳威分享完，亦要重複跟 Eddie 再說一遍。 

若我跟 Eddie 所說的不同，那麼他們便學不到我教 Eddie 的東西。 

 

但現在不一樣了，如我最近以戰術戰略遊戲去教導策略家， 

我都已經不打算依賴一對一系統，而是利用現時策略家已能使用，這些最先進溝通系統。 

 

************************************************************************************** 

影片：網絡建立信仰德行的溝通系統 

上一個精華短片（VO）「大復興中建立人性的德行」提到， 

過去 34 年，日華牧師的信息分享，已經足夠讓前來就光的賓客裝備自己， 

逐步成為合資格的賓客，穿上公義袍作為禮服，參與羔羊婚筵。 

  

但對於日華牧師來說，錫安教會最著重的， 

是透過一對一的門徒訓練系統和實際事奉，於 34 年間， 

塑造弟兄姊妹成為合資格的新婦和童女。 

  

這就是日華牧師致力研讀神的話語，分享永不重複信息的原因， 

藉著教導和實際事奉，塑造錫安教會成為一間新婦和童女的教會， 

同時，這也是神超然帶領錫安教會的真正目的。 

  

上一個精華短片已提到，接下來，當最後大復興臨到，大量賓客湧進錫安教會的時候， 

其實這個大復興根本不是一個享受榮譽和成果的時候。 

反之，屆時這個處境，就是一場考驗錫安教會弟兄姊妹如何自處、 

如何建立人性德行、多結果子的大考。 

  

沒錯！原來神設計最後大復興臨到的處境， 

最終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讓弟兄姊妹藉著大量人數和龐大經濟， 

而變得好高騖遠、喜愛榮耀、著眼於成就、一生如何享受龐大成功帶來的物質和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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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日華牧師提醒我們，其實最後大復興的臨到，為了讓錫安教會弟兄姊妹知道， 

於過往 34 年間，負責屬靈餵養、教導真理、關心初信、為弟兄姊妹付出及發揮人性德行的工作等， 

其實大部分一直都集中由日華牧師和教會領袖參與， 

由他們為到我們不斷地作出的犧牲和付出，從而結出眾多信仰的果子。 

  

換句話說，過往 34 年間，在神的觀點上， 

參與錫安教會的平信徒往往都只是一群吃果子的賓客， 

甚少為著關心身邊的弟兄姊妹，而與日華牧師和教會領袖一起貢獻自己， 

付出自己的時間和愛心，發揮信仰人性的德行等。 

  

所以，神設計最後大復興的場景，讓大量賓客湧進錫安教會的時候， 

其實神的用意就是讓這群湧進錫安教會的賓客，來訓練及考驗現時錫安教會的成員， 

能夠效法日華牧師 40 年來的榜樣，由初信決志信主開始至建立錫安教會， 

日華牧師一生都是發揮信仰人性的德行，無私地照顧身邊的弟兄姊妹， 

向身邊弟兄中最小的一個，都能夠施行憐憫和恩慈，擁有卓越優美的性格和德行。 

  

原來最後大復興的場景，其實是一場終極的屬靈大考， 

為了考驗現時錫安教會的成員，到時候究竟是一位能夠取得滿分的新婦？ 

或是取得滿分的童女？抑或是一味吃果子的賓客呢？ 

 

情況就如二千年前，主耶穌訓練身邊的門徒， 

神刻意製造主耶穌身邊有大量的會眾，跟隨主耶穌，聽主耶穌的教導， 

其實這些會眾就是一群賓客，為了訓練門徒負上屬靈的責任、結出自己向神交賬的果子， 

換句話說，神是利用跟隨主耶穌的大量會眾，目的就是為了考驗門徒，能否學會關心別人， 

幫助那些餓了、渴了、作客旅、赤身露體、患病的和有缺乏的， 

從而取得滿分，成為蒙天父賜福的綿羊，多結果子。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50 

 

其實大量賓客會眾的出現，只不過是為了考驗門徒能否按著真理的教導，學懂發揮信仰人性的德行。  

同樣，神設計錫安教會誕生最後大復興的場景，神的用意，就是利用這些大量湧現的賓客， 

為了考驗錫安教會的成員能否按著真理的教導，進一步學會照顧身邊的初信， 

如主耶穌一樣愛人如己，發揮信仰人性的德行，於最後一刻能夠結出更多的果子。 

  

因此日華牧師提醒我們，接下來，當進入最後大復興的場景， 

我們各人決不能一味只顧著眼於大復興帶來榮譽和成功， 

於最後一刻反而枉費了神給予的人生，未能成為合資格的新婦和童女。 

  

所以，過往 34 年間，日華牧師一直著眼預備的，就是透過不斷研讀《聖經》， 

源源不絕教導真理，建立錫安教會擁有最完備的主日聚會、家聚及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 

於信息中，日華牧師提醒我們，若然到了最後的大復興，假如我們如過去的佈道家般， 

將所有心力和時間，單單投放於連綿不斷的大型聚會裡，單單照顧大量的賓客，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時間投放於訓練門徒，妥善地發揮好主日聚會、 

家聚及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使弟兄姊妹裝備成為合資格的新婦和童女。 

  

過往幾年間，日華牧師不斷著手研究和實驗嶄新的門徒訓練方法， 

透過網絡世界及嶄新的通訊工具，一方面，能夠有效發揮一對一門徒訓練系統， 

另一方面，也能更有效完成教導及實際事奉。 

  

日華牧師指出，當踏入大復興之後， 

弟兄姊妹將會跨越地域，被分配到三種不同形式的聖殿裡事奉， 

然而，透過網絡，弟兄姊妹仍能繼續接受最有效的門徒訓練。 

  

這三種形式的聖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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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全職辦公室： 

接下來，隨著比特幣 Bitcoin 暴升及進入最後大復興，教會將會在香港或中國境內， 

為教會全職及一元傳道人，專門設立達數萬尺的全職辦公室， 

那時，弟兄姊妹只要將自己居住的環境，搬到新聖殿附近， 

就可以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時間表，自由參與事奉， 

一同製作「2012 信息」、創作錫安新歌， 

甚至，為每篇信息的題目拍攝一齣齣感人短篇電影等。 

 

第二種，國內農家樂度假村： 

隨著弟兄姊妹擁有更龐大的經濟，教會亦會安排及提議各個家聚， 

在中國不同城市購買不同的農家樂度假村，打造各種耕種、繁殖及儲糧的生產基地， 

藉此成為各個家聚度假、事奉、預備末世災難儲糧的好地方。 

 

第三種，海上學府： 

近年，日華牧師曾介紹過海上學府， 

藉著大型郵輪，將不同的屬靈課程、PZ 完美音色講座、ToME 曼德拉效應講座、 

音樂營及電影佈道會等，帶到世界各地，成為一種跨越地域、24 小時天天聚會的事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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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弟兄姊妹在最後大復興中，能夠全民皆兵， 

把握最後的時光貢獻自己、提昇自己、努力事奉、竭力成長。 

  

屆時，大家的事奉崗位，會被分配到國內、海上或世界各地， 

但是，只需要透過網絡通訊，就能夠輕易繼續接受教會安排的門徒訓練， 

無遠弗屆，得到屬靈師傅源源不絕的幫助和教導。 

 

自 6 年前，即 2013 年，日華牧師完成「以太陽當作食物」第二個階段的行沙練習後， 

牧師經已逐步以網絡通訊群組方式，門徒訓練 8 位策略家。 

 

2013 年前的網絡技術發展，才剛剛開始 4G LTE 的流動網絡速度， 

所以，即使自 2011 年 11 月起，錫安教會已自行研發了 Sync Calling 會員通訊應用程式（App）， 

但當時的版本，受制於網絡速度，也只能作有限度的聯繫和交換資訊。 

 

2013 年後，網絡流動通訊群組工具微信 WeChat，才剛開放有國際版本， 

讓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及歐美等華人的聚集地，都可以跨地域進行 24 小時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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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日華牧師發覺，當時是一個合適的時機， 

可以透過 WeChat 和 Sync Calling 等通訊工具， 

逐步以網絡通訊群組方式，門徒訓練八位策略家。 

一方面，能夠大量節省傳遞資訊的時間， 

另一方面，又能更有效地門徒訓練八位策略家。 

 

其中，牧師與每位男策略家，本身都有個別通訊聯絡的群組， 

此外，更透過 WeChat 及 Sync Calling 等程式工具， 

組合八位策略家，成為一個通訊群組，互相溝通及聯絡， 

在當中，與八位策略家同時分享一些嶄新的發現和教導， 

換句話說，8 位策略家能夠同一時間，聽到完全一模一樣的教導。 

  

相比以往，日華牧師必須親身一對一訓練門徒， 

例如：當牧師與傳威策略家分享的內容，有進一步啟示和領受時， 

總要透過電話，或下一次門徒訓練的機會，才能向其他策略家作補充， 

那麼，同一段分享，要教導八位策略家，就要用八倍的時間。 

  

自從日華牧師採用了新門徒訓練方式，即通訊群組溝通後， 

牧師就能夠隨時隨地、在任何時間訓練策略家， 

只需要在群組裡說一次，八位策略家都能夠同時接收得到。 

  

甚至，當策略家按著日華牧師所教導，實際執行後， 

若然有任何心得和體會，都能夠輕易在群組裡分享， 

日華牧師亦可以給予建議，令八位策略家所學習的教導和事奉實踐， 

能夠更立體、更全面和更豐富，有效地集思廣益，互相溝通。 

  

若然一些分享，是針對某教會部門，例如︰教會裡敬拜讚美事奉的發展， 

日華牧師就可以另外組合展鳴策略家和輔政策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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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成為一個獨立群組，就不會為其他策略家帶來混亂。 

 

過往 6 年間，日華牧師體會到，這種網絡群組的門徒訓練方式，實在是十分方便， 

縱使牧師離開香港，往內地工作，或登上郵輪進行海上學府事奉的研究， 

牧師都仍能夠透過網絡跨越地域，隨時隨地，與八位策略家保持通訊，並且節省至少八倍時間。 

而且，各人透過這個平台，可以在人性德行上互相建立， 

彼此提出富建設性及啟發性的好問題，擴展各人的智慧和經驗。 

 

甚至，日華牧師透過網絡，以跨越地域方式來與「2012 信息製作團隊」， 

進行製作每星期從不間斷的「2012 信息」， 

 

無疑，這種透過流動網絡互相溝通和有效連繫的工具，6 年前根本不存在， 

但卻是現今世代裡，神給予日華牧師，進一步有效擴展事奉的利器。 

 

甚至，網絡群組的溝通方式，更可以幫助信徒，在參與聚會以外， 

在網上增加與人互動，發揮人性德行的機會， 

互相勉勵、支持、矯正，從而結出更多聖靈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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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華牧師實際操作網絡群組溝通，及新的門徒訓練方式後， 

發現與舊式門徒訓練相比，有著眾多好處。故此，於最後大復興的時刻， 

這種以網絡群組 WeChat 和 Sync Calling 溝通，及新的門徒訓練方式， 

必然是一種勢在必行，能加快建立我們信仰德行的嶄新事奉方式。 

  

接下來的大復興，究竟是要強調人數多、收到奉獻多，還是榮耀、地位呢？ 

全都不是！最重要是可以將信仰傳達出去，能夠用最少時間，接近無間斷地學習， 

而當中是牽涉到彼此的勉勵、彼此的幫助， 

 

而這一切，如今只需要一個群組就可以做到當中的效果， 

甚至是比新約教會時期一星期一次的家庭聚會還要強， 

因為，當中的聯繫通訊是完全不間斷！ 

 

影片：無間斷的門徒訓練學習和應用 

日華牧師分享到，現代各種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特別是資訊科技的高速進步， 

已為現代人帶來以往從未想像過的成長和改變，很多時，當一件新科技產品被發明後， 

甚至當時的人都未必能夠即時理解，它將會為人類的社會及日常生活，帶來怎樣的革命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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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 90 年代誕生的互聯網，或是智能電話 iPhone 的出現為例， 

不單完全革新整個社會的運作模式，甚至，連人類的思想和行為，都出現革命性的改變， 

但很多中年或老年人，卻無法理解它們的出現，對下一代年青人，或整個世界帶來什麼影響。 

 

如果社會中的領袖階層，無法追上流動網絡世代的超頻溝通模式，以及由此誕生的新一代教育方式， 

那麼，他們就必然會被年青一代遠遠拋離，追不上新一代的急速成長和突破， 

最終，不單無法有效地領導國家或城市，甚至會失去手上的領導權。 

 

但是，大家要留意，因互聯網和智能電話而產生， 

超頻一千倍的急速成長，是以往世代從未出現過的事， 

因為以往的世代，年輕一輩必須依賴上一輩的教導，才能學會前人累積的所有知識， 

所以，一直以來，上一代所擁有的知識、經驗和智慧，都必定高於下一代。 

 

然而，互聯網和智能電話出現後，卻完全顛覆了這種規律， 

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從網上吸收所有知識， 

在這種情況下，年輕力壯、思考快捷的年輕一代， 

可以在很年少的時候，已經在知識上完全超越上一輩。 

 

但最可怕的是，當年輕一代，已遠遠抛離年長一輩的領導者時， 

這一群領導者，卻完全未預備好迎接這種劇變。 

就如現今香港各種示威和暴動浪潮中，年青一代學生對抗警察和政府時， 

他們動員群眾的力量、龐大的組織能力和急速應變能力， 

都令上一代中年人、老年人，包括政府官員、親政府政客和議員十分驚訝， 

這是他們無法想像，也不知道黑衣人是如何做到。 

 

明顯，香港年長一輩對於現今的示威和暴動浪潮，已經是無計可施，只能被動地對應。 

當警察和政府花數星期，甚至數個月時間， 

想出實施緊急法或蒙面法，以為已經找到止暴制亂的良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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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暴徒早已在法例實施前，已想出比政府聰明十倍的應變措施，令新政策和措施即時失效。 

 

為何政府官員無法跟上這一代年青人超頻成長的步伐呢？ 

因為，政府官員仍停留在上一代的思想和行動模式， 

但現今年青一代所使用的群組通訊和教育平台， 

令他們擁有的效率和能力，都遠比上一代最少快一百倍，甚至一千倍以上。 

當政府的效率和政策，比年青人慢一千倍，他們又怎可能勝出呢？ 

 

日華牧師指出，過去人類歷史，由主耶穌在世的二千多年前，至三十多年前的 1980 年代， 

即世界尚未出現互聯網及智能電話的時代，那時，學習和應用是分開的。 

學習和應用是分開，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以往的世代，任何人要學習知識，一般都要在學校這種固定地點進行學習。 

 

近代，如 1980 年代，出現了錄影帶後， 

人們仍是要在學校或家中的固定地點，觀看整個課程，而應用，則要再等待機會。 

就如大學會要求學生把課堂學到的知識，實際地以個人或集體方式，完成一個項目， 

如修讀時裝設計的，就會在校內開時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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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電腦科的，就要用所學的電腦語言製作軟件。 

目的，都是將課堂學到的知識實際應用出來。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一直都是沿用這種「先學習，後應用」的方式， 

即學習和應用分開的方式，教育下一代， 

直至互聯網和智能電話的出現，「先學習，後應用」的緩慢教育方式， 

已經進化至前人無法想像的地步。 

 

以往，所有學生要學一種知識，無論是數學、文學或是科學， 

都要在書局或圖書館尋找相關書籍，或是由老師在課堂上教授，才可以學到。 

但是，網絡出現後，維基百科、YouTube、各式各樣的網上教學軟件相繼誕生， 

任何人要學懂任何知識，都不再需要等待課堂老師授課， 

只要有一部能上網的電腦或智能手機，就能一日 24 小時，隨時隨地學到任何知識，查閱任何資料， 

並且，當中所能夠學到的知識，都比課堂所學到的多千百倍。 

 

所以，現時的黑衣人學生，並不需要等別人教他如何製作汽油彈、如何在暴動中對抗警察， 

只要上網搜尋，立即已有大量相關資訊， 

一位宅男在家中，已經可以透過網絡學習成為最可怕的暴徒。 

 

甚至，現今眾多網絡群組的溝通平台， 

如︰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各種討論區， 

或是近日在黑衣人中十分流行的 Telegram， 

令這一代的學習模式，變成邊學邊做，學習緊接應用， 

甚至學習與應用同時進行，任何人只要願意學習，他的成長和突破速度， 

都遠超以往單靠課堂或書本學習的時代，而且是有效和快捷上千倍。 

 

這種無間斷的學習和溝通方式，令任何人都可以一年 365 日、 

一日 24 小時地，以一大群人互相感染的方式學習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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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如以往的世代，只是由一位老師或師傅單向地教導。 

 

如左圖所見，就是舊式社會，或學校教育的方式， 

只有一位老師，以定點和定時的課堂學習模式，是單向、沒有互動， 

而且存在極大的地點和時間限制。 

 

但網絡和智能手機出現，帶來群組溝通 Apps 後，年青一代的溝通和學習，就如右圖所示， 

是一種群組互動、多人對多人、零距離、零阻礙的溝通方式， 

任何人都可以與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直接進行一日 24 小時、無間斷的學習和溝通。 

 

以往的世代，根本不可能出現這種超頻一千倍、彼此學習和感染的溝通教育平台， 

但現今的互聯網、智能電話及群組溝通平台 Apps 出現後， 

卻將這種無間斷、多人對多人的教育方式變為可能。 

 

現在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何世上尚未出現這種群組溝通軟件時， 

錫安教會根本無法實施科林和百人家聚的系統。 

因為，當一個家聚由 20 人變為 100 人，或是一位策略家要帶領 200 人的時候， 

每傳達一個消息或指示，都需要數日才能夠完成。 

 

大家可以想像，在互聯網世代之前，人人都只能用電話通訊， 

這種情況下，要舉辦一個過百人的旅行時，要用什麼方式通知每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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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找專人負責，逐個打電話聯絡，最少要打一百次電話， 

當中，尚未計算若果旅行有任何變動，就要再打多一百次電話通知了。 

 

但是，當互聯網的科林討論區出現後，再加上智能手機的應用程式 WeChat 和 Sync Calling， 

任何消息和指示，只需一秒鐘，已經可以傳達全教會所有人， 

所以，亦唯有在群組溝通軟件出現後，策略區科林和百人家聚才變得有可能。 

 

事實上，錫安教會在應用這種群組溝通平台之前， 

只存在三種聚會模式，分別是主日、家聚和一對一，三個溝通和教育平台， 

當中，主日和家聚都是單向的教育系統，只有一對一是雙向系統。 

 

單向的主日和家聚中，日華牧師或家聚負責人， 

只能每星期一次，向全教會或全家聚分享一篇信息， 

而雙向溝通的一對一門徒訓練，亦只能做到一星期一次， 

對一門徒訓練，無法做到無間斷的溝通。 

 

以上，已經是上一代能夠做到的溝通和教育極限， 

因為每一個人的時間和體力都是有限，一星期三次聚會，再加上成為別人的師傅， 

更要一星期花十小時以上，對一所有下線門徒，這已經是任何人時間和體能的極限了。 

 

但是，當錫安教會應用網絡和智能手機的群組溝通平台，如 Sync Calling 或 WeChat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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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誕生了新一代，超頻一千倍、多人對多人的無間斷溝通平台了。 

 

我們以錫安教會「2012 信息」的資料員黃文偉為例， 

究竟，群組溝通平台出現後，為他的生活和成長帶來什麼變化呢？ 

 

我們舉一個例， 

如果文偉有五位下線門徒，其中三位是直接對一，兩位是再下一線的門徒， 

以往，他每星期，只能為每位門徒抽一小時對一， 

但是，當他開了一個 Sync Calling 群組，加入他所有下線門徒後， 

就出現了一種，以往一星期一次對一時不可能出現的現象。 

 

當文偉有任何屬靈教導，或教會事奉，要向所有門徒交代， 

他不需要等待下一次對一時，才逐一通知他們， 

而是可以即時用文字或錄音，第一時間通知所有下線門徒， 

讓他們在同一時間得到同一教導或工作指令。 

 

甚至，所有下線門徒得到文偉的教導或指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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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以在群組中，即時向他發問，或是即時作出回應及反映執行時遇到的問題， 

相對地，文偉亦可以在群組中，一次過即時解答所有門徒。 

這一來一回的問答，可能只需要花 5 分鐘， 

但是，如果以舊式每星期一次對一的方式溝通， 

他們最少要兩星期或以上的時間，才可以完成以上 5 分鐘的問答程序。 

 

即使任何一位門徒，有私人問題要詢問文偉，或是文偉要向其中一位下線門徒給予改正， 

他都可以即時用 Sync Calling 或 WeChat 的私人 Pod 交代，實行彼此無間斷的溝通。 

 

所以，大家能夠想像，就以一對一門徒訓練為例， 

由以往一星期一次對一，變成這種無間斷的網絡溝通， 

兩者的密集和快捷程度，絕對不止相差一千倍。 

 

假如文偉的下線門徒問了一個問題，文偉需要向他的師傅邵傳威策略家詢問， 

他也不需要待下次被師傅對一時，才能夠發問，而是可以即時在私人通訊平台中發問。 

 

可能，傳威策略家 5 分鐘內，已經能夠將答案告訴文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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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偉又可以在 5 分鐘內，將答案告訴問問題的門徒， 

整個程序，只需要 15 分鐘就能夠完成。 

 

大家從以上例子就可以看見，新舊兩種溝通和教育方式，在效率上的重大分別， 

舊式需要花最少三星期才能解決的問題， 

新式的網絡溝通方式，只需要花數分鐘已經能夠解決，兩者至少相差了一千倍時間。 

 

事實上，文偉不單是傳威策略家的門徒，以及對一別人的師傅， 

同時，他亦是「2012 信息」的資料員、錫安教會其中一位家聚負責人、 

帶領一組人每天更新教會 Facebook 頻道的群組負責人， 

甚至，是教會的法律顧問，私下自己亦是一位律師。 

 

文偉擁有的身份和工作，全都需要要善用群組溝通平台來教導、訓練和處理各種問題， 

這種雙方即時群組溝通的方式，對比上一代單向個別溝通方式，會快多少倍呢？ 

 

並且，文偉的下線門徒，絕對有機會在另一個群組中，直接接觸到傳威策略家， 

不一定要經過自己的師傅文偉，才能夠接觸到傳威策略家， 

甚至，這些下線門徒，亦極可能因為事奉上的需要， 

可以在另一個群組中，接觸到其他策略家，甚至日華牧師。 

 

你能夠想像，當一間教會，所有肢體都能夠做到多人對多人、零距離、無階級的溝通和學習， 

那麼，任何人只要願意努力，都能夠得到最高層、最廣泛的教導和訓練， 

不會出現所謂的被自己身處的教會階層而限制。 

任何一位初階門徒，甚至平信徒，都可以直接接受教會策略家和屬靈全職的訓練和教導。 

 

所以，當我們每一個都懂得善用現代網絡的群組溝通平台， 

不間斷地與比你聰明和有智慧的領袖作 24 小時溝通， 

那麼，你遇到問題時，可以即時留言給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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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亦可以按自己的時間作出回應，無須等下一次對一，或是等下一次開會。 

 

同樣，領袖要教導下線，或是交代工作時， 

也不需要浪費大量時間，逐一教導門徒或組員， 

可以在平台上，一次過向所有下線分享， 

下線亦可以隨時隨地，向上級留言反映，不需要考慮上級現時是否有空回答。 

 

並且，所有溝通內容，都有網上文字或錄音記錄， 

變成永久筆記，不用再花時間做會議記錄和筆記， 

亦可以隨時以搜尋功能，找回所有問題和討論記錄， 

領袖亦不需要多次重複分享同一件事，跟隨者亦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相關記錄。 

 

再加上，群組溝通平台的出現，令教會內部的結構變得非常簡單， 

由以往一層又一層的對一，變為每一個位置和事奉崗位的肢體， 

都能夠直接與教會的高層領袖交流，例如︰家聚中，家聚成員可以直接接觸家主， 

而策略區中，所有弟兄姊妹都已經可以與日華牧師直屬對一的門徒溝通，接受他們的教導和恩膏。 

 

所以，到了將來大復興的時候，無論我們要幫助的初信人數，是多麼龐大， 

教會也不會因為人數增多，而令教會階級變得繁多， 

如此，就不會反向令溝通受阻、上級教導和指令不能下達，以及下層的需要無法向上反映。 

因為，即使將來教會有五千人，而且要幫助的人數是過百萬人， 

但是，任何人在群組內，都有領袖能夠將需要和問題， 

直接滙報給日華牧師，不會出現溝通上的阻隔。 

 

所以，日華牧師鄭重提醒所有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無論你是年長或是年幼，無論你是領袖或是跟隨者， 

都必須盡用神在這個世代為我們提供，這種強大的網絡群組溝通工具， 

使自己的屬靈和才能，能夠因為與其他人無間斷的溝通和彼此學習，超頻一千倍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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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由賓客成長至童女，甚至是由童女成長至新婦。 

 

現在我們就明白，為何神以眾多共同信息， 

再三強調只有錫安教會是神唯一塑造的新婦， 

以往的世代，沒有任何教會擁有同樣的資格， 

甚至，現今的世代，亦唯有懂得盡用神所提供強大網絡功能的錫安教會，才能夠成為新婦， 

其他所謂的教會，絕對不可能擁有這個身份。 

 

因為，要成為新婦，不單是屬靈的知識和內涵上，甚至是肉身的才能和策略上， 

都要比以往世代超頻和強大一千倍，才有機會登上信仰巔峰成為新婦。 

 

現在，當我們再看黑衣人的問題， 

香港新一代在這一個環境中成長，卻在仇恨中超頻地互相感染， 

其速度，對於特首林鄭月娥和一眾司長， 

這些活在上一代單向和緩慢溝通系統的官員，根本無法想像，亦不能理解。 

並且，現時香港出現問題後，即使他們學習，也已經太遲， 

相比在長大過程中，自動學會使用群組溝通平台，超頻成長的黑衣人而言， 

這一群年長一輩的領袖，反應最少慢了一千倍。 

 

因為，美國 CIA 可以用以上的方式，以無間斷、零阻隔的方式， 

在不同平台與上萬名示威者和黑衣人每日溝通， 

甚至，可以在網絡上指揮或煽動他們四處示威和動亂。 

 

但外人看起來，卻彷彿所謂無大台、無人領導的自發行動， 

然而，只是外人看不穿當中的奧妙之處。 

其實，每一個黑衣人群組和平台裡，都有美國 CIA 的間諜， 

以不同的身份假扮香港人煽動他們。 

一個身份，可能是有錢人，以金錢支援他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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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身份，可能是黑衣人散佈仇警言論； 

一個身份，可能是學生，散佈對將來的絕望； 

一個身份，可能是中產，散佈對政府的不滿； 

一個身份，可能是智囊，教黑衣人如何在示威地區對抗警察、 

衝突中如何走避、被逮捕後如何以法律保護自己等。 

 

然而，平台上其餘的黑衣人，可能一無所覺，完全不知道自己被美國利用， 

完全不知道群組中每日發言煽動他們的人， 

雖然看似不同身份，原來都是同一位 CIA 間諜。 

 

************************************************************************************** 

所以，教會提供 Sync Calling 系統，不僅是為要培養弟兄姊妹， 

這系統更是為要訓練他們懂得使用這些通訊工具， 

於將來跟進自己手上過百個初信，去教導、幫助他們！ 

 

所以，到時，我們即使是有過千的初信也可以輕鬆跟進， 

那是十倍、百倍的躍升，而這才是真正的復興！ 

 

當中需要的，不是一個聚會，而是一種聯繫！這種聯繫，只需用很少時間， 

但是，就能讓最多的人被建立，使他們能短時間內能夠躍進！ 

 

而這就是為何我會說到，教會在肉身上最大的容納程度只能照顧五千人， 

而這五千人，更是會被訓練出來，協助我們使更多的人得著幫助！ 

 

************************************************************************************** 

影片：網絡與最後大復興訓練系統 

早於 2019 年 8 月 30 日，日華牧師經已透過《栽在溪水旁》，詳細解說進入最後大復興後， 

錫安教會會將會員人數的上限，設定為 5,000 人。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67 

至於，5,000 人以外的參與者，就只能透過網絡， 

如 Facebook（臉書）、WeChat（微信）及信息發佈等方式， 

聆聽錫安教會的信息，以及與錫安教會的領袖和部門聯繫。 

 

目的，是讓所有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都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使弟兄姊妹能夠一直持守真理和聖潔，滿足神的要求，成為屬靈的聖殿，讓聖靈入住各人心裡。 

否則，當人數源源不絕地增加，卻無法得到適當的照顧， 

那麼，這些後來的參與者，反而會因為內裡的污穢， 

玷污了神的聖殿，反倒會令神的同在因此而離開。 

  

以下，是節錄 2019 年 8 月 30 日《栽在溪水旁》的分享。 

 

栽在溪水旁片段： 

我們現時所有系統，都是按照神的心意。 

換句話說，如果所有系統，在大復興當中，我們要選擇放棄它， 

然後改用神不認可的系統的話，這一定不是神的心意，對不？ 

 

所以，這一點要讓大家理解。 

其實，神預先讓我理解，在接下來的大復興中， 

我們會限制上錫安教會的人數，並且我們會照顧的人數只有 5,000 人而已。 

5,000 人以外的，他們全都只能透過網絡。 

 

如何透過網絡？可能用 Facebook（臉書）、WeChat（微信），與我們當中一些領袖聯繫。 

然後在斯里蘭卡、非洲、印度、歐洲等地開始家聚和聚會。 

好像我們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教會，他們自己開設一間教會， 

然後播放我們的主日信息，以這種形式進行。 

 

所以，如果我們不用這方法的話， 

其實，我們這幾十年所建立，可以將神的同在， 

容易操作、將恩膏釋放出去的聚會模式便會消失。 

 

所以，我們不會為了大量人數，而讓這些消失， 

因為我們本身的責任，並不是像一間戲院去完全滿足觀眾的要求， 

我們是一所聖殿，我們最重要是滿足神的要求！ 

因為聖殿是什麼？聖殿是給神入住，所以，一定要先滿足神的要求，神才會入住。 

如果不滿足神的要求，沾污了聖殿的話，神的同在就會離開。 

 

換句話說，為什麼我會說在大復興的時候，我們會限制人數，只會照顧 5,000 人， 

在這情況下，第一，我們能夠將過去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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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一個倍增（double）的環境下，我們就已經能綽綽有餘地應付。 

等於我們教會中，每人跟進一位新人，這是輕而易舉的事，對不？ 

 

第二，當我們限制在 5,000 人，根本再沒有新人來， 

他們能否在教會內招攬生意、推銷、投資、傳銷、推銷保險？ 

不會！根本完全沒有可能！  

 

事實上，進入教會而有這些舉動、動機不純正的人，我們也會趕走他們。 

所以，是否能解決很多後續的問題？真的很多，對不？ 

所以，這是神讓我清楚知道，我們教會中將會做。 

 

但是，我們會否與其他人完全斷絕來往呢？不會！ 

因為現今的網絡，可說是非常流通、快捷、有效率的系統下， 

其實連我們預備主日信息中的 VO（精華短片）、圖片，也不是在同一間公司或地點完成， 

我們都是各自在家、公司或餐廳裡完成後，再經網絡傳送。 

所以，就算我們整全的主日信息，也不是在同一房間， 

或同一組人在同一個地點完成，更何況是教會呢？ 

 

事實上，我們教會其他的所有分會，都是用這種方式。 

他沒有來到我們當中，他不是來香港這地方， 

他在自己的地方，會有主日的系統給他們。 

 

所以，接下來日子中，可能只是想加入我們教會的其他教會， 

都至少超過 5,000 間，更莫說 5,000 人，對不？ 

那如何照顧？我們就會用同樣這些方法！ 

因為我們已經超過 20 多年沿用這個方法， 

我們在加拿大建立的分會都 24、25 年，對不？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試過，或只試了幾星期或幾個月，不是！ 

我們已經試了 20 多年。所以，我們知道這個系統應該怎樣做， 

並且可以怎樣做，效果也很好。 

 

事實上，日華牧師於 2018 年 7 月 22 日， 

已經透過精華短片（VO）「天國道與一生果效從心發出」，分享到， 

原來早在 1967 年，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已發現「六度分隔理論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又稱「六人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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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任何互不相識的兩人，只需要經過 6 步不同的聯繫，就能夠建立起聯繫， 

意思是，在任何兩位素不相識的人之間，通過一定的聯繫方式，總能夠產生聯繫或關係， 

過程上，往往只需要相隔 6 層人脈的社交圈，就已經可以做到。 

 

其中一個實驗，是一位股票專家將一份有關股票的電郵，發送給一名陌生人， 

他要求這名陌生人將這封郵件轉發給另一位熱愛炒股票的人，將電郵廣傳開去。 

意想不到，該電郵經過第六次轉發之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 

這封電郵竟被另一位陌生人，送回股票專家的郵箱中。 

類似的實驗，也曾經歷過無數次的驗證， 

專家們發現，從訊息的發出，到收回同一個訊息， 

往往只需要平均 6 個人次的轉載，就可以做到。 

 

「六人定律」讓無數人相信，世人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的概念， 

每個人都可以從互不相識，變成產生連繫， 

而「六人定律」，亦早已在保險及直銷業中，廣泛應用超過 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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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即使人們處身世界不同角落， 

但透過網絡，只需要相隔 6 層人脈的社交圈，就已經可以接觸我們。 

  

故此，到了大復興的時候，即使錫安教會只能照顧 5,000 人， 

但透過網絡世界，全世界只是相隔 6 層人脈的社交圈，就能夠接觸我們， 

如此，我們就可以輕鬆應付最後大復興中，大量的賓客人數。 

  

所以，弟兄姊妹必須熟習網絡等工具， 

最終，網絡必定會成為最後大復興中，最有效訓練門徒及照顧賓客信徒的系統。 

************************************************************************************** 

 

所以，你千萬不要認為，這些工具只會應用在信仰的跟進或建立信仰的團隊， 

這些都只是其中一個群組的功能，而關於工作的團隊，可以是另一個群組， 

當中不需要有信仰方面的討論，單純只需要執行！ 

 

如今已經是一個時代，藉由這些工具，已經能夠將一個人當作十個人來使喚， 

再也不是當年 Paul Cain 所說的年代，那年代還沒有那麼多先進的系統， 

能夠將一個人當十個、百個來使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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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於資源上，完全不會浪費，甚至接近免費，這就是將來大復興的場景！ 

 

但箇中會不會存留舊的聚會模式呢？一定有。 

但主要真正信仰的復興、真正的躍進、問題被解決、代禱能即時傳達等等， 

那一定需要另一種方式。 

 

而這種模式，隨時一個星期可以完成一年的信仰成長工作量。  

所以，定然會較以前更先進，更快的擴展，絕對一星期可達到一年的擴展！ 

不論是人與人的相互影響、幫助、代禱、神蹟、恩膏傳遞等絕對可以達到。 

 

這正是為何被提前，我們一定要裝備及預備好， 

因為，這時代很多工具也是為我們而設的。 

但你得記著：雖有這麼多的工具，但仍未用盡它們被製造的目的！ 

 

在這資訊爆炸的年代，神讓我們學習和理解 Multimedia（多媒體）方面的知識， 

其實亦是為著將來我們可以用到很多只會我們而創造和發明的工具，使我們於將來大復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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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我們再不會用舊的工具，乃以最先進的工具完成最後的復興。 

 

三十年前，人造衛星直播的聚會已經讓人覺得很厲害了吧！ 

但現在卻比一般上網慢，也不夠高清，根本看不清楚站在台上的是誰。 

現在可不一樣，連即時對話也行！ 

 

畢竟再也不是那時代了，這種復興是以前我們未想像過的， 

但將首次於宗教裡，會有這麼的一種發明和設備，提供我們使用， 

因為它們被創造，就是為了我們最終完成這種新穎的交流和傳遞方式。 

 

************************************************************************************** 

 

影片：大復興與終端連繋的 Multi-Media 工具 

日華牧師進深分享到，當我們進到末後大復興的時候， 

其實，神於歷史上，已經預備了一個方法，就是讓所有參與末後大復興的基督徒， 

都有機會於一段極短的時間中，賺取遠超過去人生所累積的獎賞。 

  

因為歷史的進程、所有的科技，也是掌握於神的手中。 

於這一刻，沒錯，是我們進到世界的舞台當中，演出大復興的一幕戲， 

然而，整個舞台的搭建、所有的道具、戲服，也是神特別為到這個時代去預備， 

就是讓我們進到一個極端超頻的世代，讓我們可以於短時間， 

就能夠完成過去人們要花十倍、一百倍時間完成的事情。 

 

剛才的精華短片（VO）已經提及到， 

現時，不論是學習和事奉，已經不再是以直線的單向方式連結， 

而是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終端」、一個「末梢」， 

可以與不同的領袖、不同的弟兄姊妹，以網狀的方式連結， 

可以用全天候、24 小時，毫不間斷、集思廣益的方式，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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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我們成為一個「終端」、「末梢」的時候， 

其實，神亦給予我們另一個工具，讓我們可以於自己的位置中，高速擴展和爆發， 

於自己的崗位中，有貢獻之餘，亦令整個群體得以提升。 

 

方法，就是於完成一件事情、事奉的時候， 

藉互聯網，去到不同的多媒體 Multi Media， 

幫助我們於終端中，完成終端所有的事情。 

  

舉例：我們於事奉上，是隸屬物資部， 

那麼，我們是否十年如一日，不斷只是於居所附近的店舖，為教會購買所需的物資， 

還是懂得利用網絡多媒體，進行擴展呢？ 

  

例如：第一、可以於網上查考需用的物資， 

Google 搜尋同一類產品，並且作出多方面對比，尋找更便宜、更優質的產品。 

 

第二、當他搜尋到最好的物資時，會否找到更好的地方購買呢？ 

例如於香港，透過各種超級市場 App，或是於大陸，透過淘寶或閑魚等網上購物平台來購買。 

 

因為當你為一個家聚地點，購買各類物資，如膠紙、垃圾袋、洗手液、廁紙等， 

你可以到街上的士多去購買，可能只是貴少許、選擇較少， 

但如果為到 100 個家聚地點購買物資時， 

那麼，還可以到每個家聚地點附近的士多購買嗎？ 

還是可以透過購物 App，取得批發價，為教會節省大量金錢呢？ 

  

所以，就算是購買家聚物資的事奉， 

其實，藉著網絡的終端，已經可以作出驚人的擴展，懂得在網上為每種貨品作出比較， 

甚至乎，比較不同網上購物平台，哪一間更方便、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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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事奉再擴展 100 倍，也不是問題。 

 

甚至乎，各個家聚的管理員， 

用一個簡單的手機 Apps，就可以報告哪種物資短缺，需要補充， 

那麼，就不需要每次出現短缺時，才急急到樓下購買應急。 

因為在這個時代，神已經預備了一個工具，就是互聯網及多媒體， 

讓我們可以化繁為簡，短時間就能處理很多複雜的事情， 

只要我們學習及掌握當中的使用方法，就能夠高速成長和擴展。 

 

而懂得全面掌握和應用互聯網與及多媒體威力的技能，我們可以統稱為「複合解難能力」。 

也是說，當面對難題的時候，是否懂得使用不同組合的方法，去解決這個難題。 

 

當有著互聯網與及多媒體的幫助，這種「複合解難能力」， 

會比以前增強 100 倍、1,000 倍，甚至 10,000 倍。 

我們將會以今次「反送中」的運動， 

年青示威者與政府的不同反應，去解釋「複合解難能力」的高低。 

從中，讓我們體會到神為這個時代所設計的舞台，功能是何等的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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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乎，現在的中年人、老年人雖然大家是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香港， 

但當中的差異，甚至乎彷彿是活在平行時空中，上一代完全脫節、完全被拋離。 

當中的分別，就是因為網絡以及多媒體。 

  

例如：幾十年前，假如香港出現一件爆炸搶劫案，金舖的夾萬被炸開。 

警方調查的時候，就會認為，既然，這個賊人懂得製造炸彈的話， 

那麼，他必然是於外國留學，讀化學的。 

 

並且，他能夠買到製造炸藥的材料，應該是從事相關行業， 

所以，從化工原料商店著手查，應該找到線索。 

  

50 年前，甚至 30 年前，情況也是如此。 

因為，於 50 年前、30 年前，要解決製造炸彈這個難題， 

是要於學業上、工作上，配備這方面的知識，才能夠解決得到。 

所以，只要警察從這個方向推論的話，全香港，可能只有五個人可以做到， 

所以，他們只要集中調查這五個嫌疑犯，很快已經可以找到誰是製造炸彈的兇徒。 

  

然而，到今天，這個推理方法已經完全沒有用， 

過去所有推理小說、偵探小說的橋段，亦已經失效。 

因為，現時的年青人，已經配備這種「複合解難能力」。 

於今天，一個讀初中的年青人，不需要讀過化學系，只要花幾分鐘時間， 

就能夠輕易於網上，尋找到製造不同類型炸彈的資訊，以及製作步驟， 

甚至乎，有 YouTube 網上教學，圖文並茂的短片。 

並且，所需的原料，於網上輕易就可以訂購得到， 

不需要到街上的化工原料商店購買，這就是我們活著的時代。 

於一個「末梢」、「終端」的位置，也可以自我進步，能夠比以往擴展多上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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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於今次的「反修例」運動，已經可以看出現時的年青人，與上一代的距離。 

讓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複合解難能力」的威力。 

當中所用上，大量的文宣，舉辦各種的群眾行動， 

所有的溝通，已經不可能再倚靠個別打電話，甚至出來餐廳開會， 

而是全部倚靠網絡、智能手機程式。 

  

當中所遇到的任何問題，也可以於網上搜尋資料去解決， 

導致他們成為了一個自我教育、自我改善、自我演進的群體， 

學習完成一些自己從來沒有做過的陌生事情。 

這種可以自我組合的解難能力，是過去世代的人，不能夠擁有、也無法配備的技能。 

  

於這個群體中，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末梢」、「終端」，然而，他們也可以自我擴展，作出貢獻。 

甚至乎，不單只一個人，作為一個終端可以做到，而是集合其他人的力量， 

當一個人找到答案後，短時間就可以傳輸給全網絡的成員，一同提升技能， 

或是以群體協作的方式，集思廣益，一同破解一個更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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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一代的年青人，從小開始已經習慣了網絡世界，他們從不同的網絡遊戲中， 

習慣了與其他人溝通、組隊、運用策略、商討解決辦法，有著默契的一同作戰， 

這就是更龐大的「複合解難能力」。然而，他們早已習慣其中，像與生俱來般， 

這就是年青一代，與不是誕生於網絡年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最大鴻溝。 

 

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包括速度提升、資訊越多、科技越進步的時候， 

也就讓整體的複合解難能力，亦同時間爆炸性地提升， 

甚至乎，到現時，已經到達香港某個地方發生一件事情， 

於同一秒，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實時傳輸速度。 

  

大家可以想想，例如：今次是首次出現，連續不斷的即時新聞直播。 

 

現在，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於電腦前，同時間看到不同網媒於不同地點的即時高清直播。 

但大家可以回想，於 10 年前，甚至 5 年前的黃絲帶運動，是否可以這樣？ 

 

那時，只有電視台的新聞部，才可以作出實時轉播， 

人們亦只能夠等待到正點新聞的時候，才可以看到相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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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今天，科技進步到一個階段， 

我們已經可以輕易於實時取得資訊，並且，即時作出回應。 

  

甚至乎，即時聯絡通訊工具亦突然間作出演進，竟然可以出現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於網絡上，所有人同時間報告警察的位置和行動，讓示威者可以逃離現場。 

這就是現時，每一個人，作為「末梢」、「終端」的時候， 

用網絡、多媒體去進行擴展、演進， 

當中，資訊的互動，讓人可以高速的自我教育、自我幫助執行， 

提升行事速度之餘，亦減低錯誤率， 

甚至乎，縱使面對一個陌生的領域，但只要花一段時間， 

已經可以尋找出不同方法去完成同一件事情，以及有把握地完成。 

  

這就是為何上一代的政府部門、上一代的領袖，完全被拋離的原因。 

當他們還是用上舊式思維，以為要解決一個新的困難時，必定要用傳統的方式去提升自己， 

要一板一眼，去學習一個新科目，他們期待自己於這個科目上，要明白得透徹， 

所以，他們還是要去書局買教科書、去圖書館找工具書， 

最先進的，已經是買一隻光碟回家自學課程時， 

那麼，他們所活的一生、與這一代的年青人比較， 

其實，所學到的、所完成到的，是可以相差 100 倍。 

  

因為，假如用上舊式方法，期待自己對這一方面， 

有著透徹而深入的認識之後，才去處理手上的問題， 

而不是如年青人一般，借助互聯網及多媒體去解難的話， 

大家可以想想，這班領袖要用多長時間，才可以讀得完一個課程？ 

並且，全世界這麼多題目，又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夠學得完，成為萬事通呢？ 

但其實，當你花上 100 年的時間，成為萬事通的時候，最終真正能完成的事情，反而可能很少。 

  

大家可以想想，正如剛才所提及， 

現時，神給予我們的裝備，是一種短時間，組合解難的能力。 

就是即時已經對一個難題有回應，並且，輕易就能夠解決。 

 

舉例，假如我們希望學會煮一碟咕嚕肉。 

於 10 年前，可能需要上家政堂，由每一種食物的營養開始學起， 

接著，先到廚房認識不同的廚具，再繼續，就是煮一些簡單的菜式、湯水， 

學習三個月之後，師傅才覺得我們有資格去學煮複雜的咕嚕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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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種學習方式，是更全面，更完整， 

但是，時下的年青人，他可以更高速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你其實不是想知道每種食物的營養、不是想學煎雙蛋、西湖牛肉羹或西式曲奇， 

所以，其他的知識，對你來說，是用不著，只會浪費時間。 

 

因為，對於年青人而言，他用 10 分鐘，找一個解說比較全面的網站， 

再看三至四條不同的 YouTube 教學片，花上一小時，已經可以學懂， 

並且，是從不同的人身上，學懂煮咕嚕肉的方法， 

甚至，再用三小時上網搜集資料，你已經能夠成為煮咕嚕肉的專家，超越家政班的師傅。 

 

因為，對比這位師傅，只是從另一個師傅身上學煮咕嚕肉， 

但藉著互聯網、多媒體，你可以輕易認識全中國不同省市地區， 

煮咕嚕肉的方法與及傳統秘方。這就是我們現代人所面對，組合解難的能力。 

 

然而，為什麼我們過去不可能配備這種「複合解難能力」呢？ 

就是因為神要到這一代，才賜下互聯網及多媒體，這個重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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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以往，科技不發達的時候，資訊只能夠存於書本中， 

甚至乎，書本的成本不便宜，知識有價，所以，得著知識，就得著力量。 

  

因此，教育局制定教育方略的時候，就將所有不同學科的知識， 

以填鴨方式，不停餵給學生，甚至乎將很多無關重要的知識，亦要填下去， 

因為，於將來，這些學生出來工作的時候，他們身旁沒有書本， 

或是要花時間到圖書館找工具書，這將會令他們於工作上，落後於人。 

  

這就是我們以前所身處的世界。 

當知識不流通時，擁有知識，就等於擁有財富。 

然而，我們早已離開知識不流通，資訊有價的年代。 

但當教育局，一百年如一日的時候， 

就仍舊將同一堆的知識，填給一代又一代的學生。 

 

大家可以想想，我們花費六年小學、六年中學，甚至再加四年大學， 

16 年的時間，所學到的知識，其實有多少是可以運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難題？幫助我們有更好的家庭、事業、工作和生活？ 

 

於生活上，有幾多人，會用上數學微積分，去面對他家庭開支的數字問題？ 

有幾多人，會用上中文的宋詞元曲，於公司的計劃書當中？ 

又有幾多人，會用到化學元素表，去選擇洗髮精和沐浴露？ 

  

過往，當知識的交流，還是封閉的時候，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 

首先，要令自己成為這方面的專家，才可以解答得到， 

就是將一套又一套的百科全書，透過教育，放入腦袋中，讓一個人，成為某學科的專家， 

那麼，任何人提出發問，這位專家也可以解答得到。 

這就是一直以來，教育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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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沒有察覺到，其實，於神的佈局中，這幾十年間，世界已經轉變了。 

神所預備的網絡和多媒體，早已讓人不需要儲存所有資訊，成為這方面的專家，才能夠解決困難。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其實，我們於日常生活中，所要拆解的困難， 

並不如考試一般，不可以看書、不可以問人。 

只不過，以前，資訊不流通，要花費大量時間、大量成本， 

所以，訓練一個人，記得所有資訊， 

那麼，當他解難的時候，於腦海中，就找到答案。 

  

然而，於近幾年的現實生活，我們不需要自己是百科全書， 

因著網絡、多媒體，一部 iPad，已經可以於零點幾秒的時間裡，接連無數的百科全書、大學講稿。 

我們的腦袋，藉著互聯網及多媒體，早已延伸到全世界所有的網站、所有的資訊。 

並且，實時就可以查到你所需用的資料。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於這個時代，考試的時候， 

無論是考歷史、通識、數學、化學、物理等等，都一定不可以帶 iPad 進試場， 

因為，只要網上一查，你已經可以得到答案， 

簡單而言，iPad 已經是所有考試試題的金手指程式。 

 

也就是說，現時，接受學校教育， 

對於面對人生成長的各種困難而言，是一種浪費金錢的學習方式。 

因為，現時，只要學好語言，以及擁有基本的德行， 

只要手上有一部 iPad，已經可以讓你自學任何科目、應付任何工作， 

不論是運動、醫學、考古學、數學、化學、物理、天文學等等。 

由初階的入門，到大學教程、論文，也可以於互聯網上找到， 

這就是現今，多媒體世代的威力。 

就是所有的難題，其實，一早已經可以用 iPad 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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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只要對某項工作有興趣，就能夠短時間內上手，不會學不懂。 

不論是簡單如繪畫、手工勞作，甚至乎是樂器、釣魚、打金， 

也可以於互聯網上，找出無數網頁、教材與及影片，讓你無師自通， 

甚至乎，於網上查詢這方面不同的最頂級高手，作出交流，自我擴展、自我成長。 

 

這就是我們身為領袖的一群，於短時間當中， 

要幫助弟兄姊妹，也成為裝備這種「組合解難能力」的高手。 

讓他們處於「末梢」、「終端」的位置，也可以於短時間中，高速成長。 

 

再者，我們提及的成長，往往也是因著兜圈或是行錯方向，導致浪費大量的時間。 

而網絡和多媒體的出現，就更可以減少做錯事的機會。 

 

例如︰當你玩一個電腦遊戲時，你覺得非常之困難， 

想盡辦法，嘗試了一百次，也無法過關，甚至乎，在你而言，你會覺得，應該一生人也無法過關， 

但是，當你上網查一個攻略時，幾秒鐘的時間， 

你就輕易從其他高手的網站中，找到攻略，甚至是他們通關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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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簡單例子，我們就能明白到， 

對於一個電腦遊戲而言，當網上提供了攻略，我們就能輕易通關。 

但其實，互聯網及多媒體，為整個世界每一個題目，都已經提供了攻略，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會快過上一代 100 倍、1,000 倍的原因。 

  

因為，他們仍然坐在自己的辦公室中， 

作出第 100 次，第 1,000 次，第 10,000 次的嘗試， 

卻不懂得用互聯網及多媒體，於幾秒間，尋找出別人早已預備好的答案。 

 

原因，就如剛才所提及，你不單可以於互聯網，短時間尋找出海量的資訊， 

並且，還可以詢問這方面的高手，藉著討論，可以讓你深入查證， 

知道自己是否正確，甚至乎，可以集思廣益，協助你解決問題。 

 

日華牧師分析，他教導熾焮練習跳高灌籃的時候，也是於網上找出幾個相關影片給他看。 

提醒他於灌籃的時候，動作如何、腳尖和腳踭所用的力度如何、別人哪裡犯錯等等。 

只要用上幾段不同的 YouTube 片段，重複觀看，已經可以明白，學懂當中的秘訣。 

 

過去，要修正一個學員的動作，可能要跟他一起查書、作出分析， 

現在，只要看到世界上，得到將這個動作做得最好的運動員的影片，就已經能夠學到。 

 

既然，神已經為我們搭建出這個前無古人的世界舞台， 

那麼，我們所能夠完成的，必然是以往歷史上，別人用上一百年才完成到的復興。 

  

事實上，假如我們內部趕得上現時網絡及多媒體所提供的優勢， 

藉著戰略和戰術，當我們能夠懂得發問更優質的問題、尋找更優質的答案， 

其實，整個復興的系統，也可以變得完善和完整， 

甚至乎，只需要一年時間，就能夠完成最後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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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比過去，我們的複合解難能力，已經增長了上千倍。 

短時間內，就能做到過去需要 10 年、100 年才可以完成的事情。 

  

因為，當我們懂得利用網絡，利用不同人作為終端的話， 

在資訊、購物、處理事情、連繫上，豈止快一百倍？ 

例如：在 100 年前，當你由英國寄一封信到香港， 

要坐幾個月的船，漂洋過海，才能夠從英國到香港，傳遞一個信息。 

但到現在，是以秒去計算，用零點幾秒， 

就可以由你這個終端，傳遞信息到幾千里外的終端，作出交流、買賣，解決問題。 

  

現在我們明白了，神給予這一代，最厲害，可以完成末後大復興的武器， 

其實，就是歷史舞台中，所配備的工具。 

因此，弟兄姊妹應該要反省，究竟，於這一刻，我們有否落後於這個時代步伐？ 

究竟，我們有否被神所設立，本來給予我們的時代舞台所淘汰？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處於新皮袋的教會中， 

卻仍不斷拼命抓緊舊工具，不肯用新的，這是一件何等悲慘的事情。 

也就是說，假如有一位初信，返了家聚三年，但仍然沒有智能手機、沒有電腦， 

每次跟弟兄姊妹溝通，也只是靠打舊式電話， 

每次影相後，也是要沖晒出來，再寄給其他人。 

 

於這種狀態下，不要說是成為答案，一起完成神的聖殿，連跟從神的步伐，也做不到， 

並且，當他不斷堅持使用舊工具，覺得自己仍然生活得相當好的同時，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他失卻了享受神於這個時代所給予的開心快樂，卻不自知。 

  

事實上，我們可以見到，現時，政府處理整場運動的手法， 

正好就是不願意改進、堅持使用舊工具所帶來的惡果。  

大家可以想想，當他們作出一個回應的時候，仍然用上舊式的渠道， 

透過新聞署發稿、於大小報章，出一份已經重複過無數次，大同小異的聲明， 

政府拍攝的宣傳片，內容陳腔濫調、重重複複，十年如一日的於電視台播放。 

  

當七十多歲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完全融入科技的發展， 

活於超頻生活，享受當中的工具，一早已經用 Twitter 治國， 

直接發文給全美國的國民，由早到晚，為全國大小事情，作出即時的回應。 



20191103   www.ziondaily.com 
 

 
 85 

 

對比香港，莫講用上即時通訊工具 Twitter，就算是社交媒體的 Facebook， 

亦只是心不甘、情不願地，為著討好年青人而開設。 

所以，當中的內容，是完全與世界脫節。 

因為，他們根本不是有心去擴展、去提升自己、 

去順應這個時勢，去適應神給予這個時代的舞台。 

  

相反，他們反過來，對這種改變感到不安，甚至厭惡， 

千方百計都希望將整個社會倒退回 10 年前、20 年前，甚至 50 年前，資訊封閉的光景。 

 

當現時，年青人與朋友的對談，或是尋找解決方案，往往只是花零點幾秒的時間， 

然而，當面對政府的時候，往往是經過一個星期、一個月，也交不出一個好答案。 

於別人看來，不會覺得他們是心思細密，只會覺得他們是落伍。 

但是，他們卻仍希望成為所有人的領袖，希望別人尊重他們， 

從這個角度看來，只能夠是自取其辱。 

  

因為，越是領袖級的，但越是堅持用舊工具，不去進步的話， 

對於跟隨者而言，他們一定會怨聲載道，因為，大家就像身處於平行時空中。 

因為當其他人早已於高速公路，坐上跑車馳騁的時候， 

卻要為著遷就領袖的緣故，維持牛車的速度， 

甚至乎，領袖仍然自我感覺良好，覺得牛車已經非常高速， 

甚至乎，不明白為何其他人會感到不滿的話。 

這就是現今政府的困境，但卻成了錫安領袖階層，甚至是弟兄姊妹的鑑戒。 

因為，當你成為領袖的時候，卻維持牛車的速度， 

最終，只會成為堵塞所有資訊的腫瘤，影響整間教會的運作，不能暢順。 

  

舉例，當現時已經用上數碼化的工具進行拍攝、剪接、後製的時候， 

假如，因為遷就主管，而要用上 VHS 錄影帶方式剪接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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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全隊工作人員應該會馬上辭職，完全做不了。 

因為，同一樣的工作，用最新的科技只需要花 10 小時， 

但以 30 年前的科技，卻要用上 1,000 小時的話， 

那麼，又有誰會花這 1,000 小時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是一個一去不回的趨勢。 

我們不能夠奢望，過一段時間之後，世界會慢下來，重新適應我們緩慢的節奏， 

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因為，神是給予這兩個工具， 

成為這一代的瑰寶，去讓我們成為童女、新婦。 

所以，神不會讓這個時代，倒退回石器時代。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難以想像，非常密集、超頻、難以跟上的生活， 

對於年青人而言，根本不是這樣。 

他們一出生，就已經是這種超頻速度，根本不需要作出適應。 

所以，這就是兩代人，格格不入的原因。 

因為，兩代人，是出生於不同速度的世界。 

  

大家可以想想，就算是錫安， 

開始時，我們是派發錄音帶，是有名的 Walkman 教會。 

漸漸地，科技淘汰了錄音帶，我們開始用 MP3，開始派發光碟， 

但到後來，連光碟也沒有人用，所有人也是於網上自行下載，這就是我們幾十年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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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有些人甚至是因為手上的 Walkman 已經沒有人懂得維修，而轉用 CD 機、MP3 機， 

當中，是被逼轉變、被逼學習、被逼改動去使用新工具。 

  

然而，我們絕對不可以是這樣， 

因為，對於年青人而言，他們於誕生的一刻，就已經是用下載的方法、用智能電話， 

過去的錄音帶、CD 機、MP3 機，他們完全沒有用過， 

所以，假如我們不能夠適應他們的世界，那麼，只會成為阻礙資訊流通的腫瘤， 

但同時間，卻連自己錯在哪裡也不自知之餘，還以為自己已經非常長進， 

以為懂得由錄音帶，進化到用 MP3 機，已經是大躍進， 

卻不知道，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就算長進一千萬倍， 

也只能夠僅僅跟得上，僅僅讓人覺得沒有落後的世界。 

  

事實上，大家可以想想，這種進步，又是否神希望我們擁有的呢？ 

假如，我們是身處於 100 年前的世界，沒有互聯網、沒有 Google， 

所有資料仍然要於圖書館，甚至中央圖書館才能找到的話， 

我們又能否每星期製作有著海量資訊的主日信息呢？ 答案，當然不能。 

 

甚至乎，假如沒有人造衛星、沒有 Google Earth， 

我們就不能發掘出各個拉線的地標。而這些地標，是神刻意於歷史中放下， 

當科技進步至今天的程度，才可以讓長進的一群，揭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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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主日信息中，每一個題目、每一段歷史資料、每一個發明、每一個資訊， 

假如沒有互聯網、沒有多媒體的話， 

每一篇「2012 信息」的製作時間，應該會多 1,000 倍。 

因為，終端與終端之間的距離，相差太遠。 

  

因為相比現時，想尋找任何一個資訊，只需要有一部電腦，已經可以搜尋， 

於指尖間，已經可以搜尋到玫瑰戰爭、美國立國、五月花號等等資料， 

所有細節、所有資訊，只需要零點幾秒，就能夠找得到， 

就是由我們這個終端，到資訊的終端，兩者相差的距離是非常短。 

  

但假如，我們回到 100 年前，每一個資訊，也需要出門、坐車， 

到圖書館尋找適當的書本，揭到相關的頁數，才可以尋找得到。 

回到家中，又想起另一個資訊需要查考，又出門的時候， 

那麼，一日又可以查考到多少呢？ 

  

神給予我們的舞台，正是讓我們有機會，進步到一個階段， 

完成過去要用 100 年時間才能夠完成的事工。 

所以，作為錫安的弟兄姊妹，我們一定要有這個重要的覺悟， 

認識這是神計劃的一部分，是一個不可能逆轉的趨勢。 

無論你的年紀是多少，也應該與時並進，去適應這個超頻世界，甚至樂在其中， 

不斷放棄舊的工具，用上新的工具， 

因為，唯有每個時代中，最新的工具才能夠幫你適應這個不斷超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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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斷使用新工具，應該成為你人生中，其中一個習慣。 

例如：有些弟兄姊妹，仍然是用一把拉尺去量度尺寸， 

但其實，智能電話一早就已經有測距功能。 

  

又例如：有人仍然要打電話問路，坐什麼交通工具等等， 

但現在，已經有 Google Map 導航，甚至提供交通工具路線的應用程式。 

又例如：有人出門時，仍然要靠旅行社訂酒店、機票、門券， 

但現在，已經有各種旅行應用程式可以幫手。 

  

現在，已經不需要用字典，改用 Google 翻譯已經可以， 

也不需要再帶《聖經》返教會，改用手機應用程式已經可以， 

甚至，電子《聖經》程式，還附加很多其他搜尋功能、串珠等等，比實體《聖經》更好用， 

而教會，亦早已不再印歌書，大家可以於手機上看歌詞。  

種種變革，目的，就是幫助弟兄姊妹適應這個不斷超頻的世界，並且樂在其中。 

  

大家可以想想，假如，你仍然要打印出來的歌譜去演奏、 

聽音樂仍然是用 CD 或 MP3 碟、讀經、查經，仍然是用工具書的話， 

那麼，當你帶領一個聚會的話，豈不是要拿一個行李箱，才能帶齊所有工具？ 

並且，我們是落後了、最終錯失了這個進步的機會而不自知。 

  

從這個角度，我們就能夠理解， 

其實，現今的政府，為何遲遲未能平息今次的風波， 

原因，政府連自己錯在哪裡都不知道，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因為，過往，我們會認為，兩代人的爭執， 

是因為代溝的原因，兩代人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不同。 

然而，現時已經超越代溝的問題，而是上一代被完全淘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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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當中又怎會有討論的餘地呢？ 

  

因為，政府沒有用新工具，去適應這個新世界， 

所以，他們所錯失的，是整個世界。 

但同時間，他們卻又要成為帶領，這是一件十分愚昧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卻是完成大復興的機會。 

因為，當其他人慢慢步入這個資訊時代，懂得真正應用互聯網、多媒體的時候， 

他們才會發現，原來，錫安的信息，一早已經超越世界的步伐。 

屆時，將會有一個時間突然間爆發， 

並且，神早已將錫安放在這個資訊世界中，成為他們的答案。 

 

最後，我們每個人向五個人宣告：「我要成為一個聰明的預備者！」 

 

Amen！感謝主！我們若學習到任何事情，一起歡呼鼓掌多謝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