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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4月 5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30 「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1）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肺炎疫症的後遺症

嚴重特殊傳染性新冠肺炎 COVID-19引發的疫情，於全球大流行，截至 3月 24日，

疫情已造成全球 18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 40萬名確診個案，導致超過 1萬 7千多名患者死亡。

3月 24日，世界衛生組織WHO警告，由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大流行正在加速。

目前確診病例超過 30萬例，幾乎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報告了感染病例。

世衛組織指，由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的報告，至第一次達 10萬例的報告，

經歷了 67天，出現於 2020年 3月 7日。

第二個 10萬例，僅用了 11天，出現於 2020年 3月 18日。

然而，第三個 10萬例，僅僅只用了 4天，出現於 2020年 3月 22日。

因此，世衛組織警告︰

疫情大流行正在加速，呼籲及敦促全球各國政府，

必須下定決心改變疫情大流行的軌跡，採取應對行動，

讓人們留在家裡及採取社交疏離措施，是緩減病毒傳播和爭取時間的重要防禦性措施，

同時，也敦促 20國集團（G20）領導人增加防護裝備的生產，避免出口禁令。

新聞片段：

More than 300,000 cases of Covid-19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from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目前全球已向世衛組織，報告了 30多萬宗新冠肺炎病例，幾乎來自世界每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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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heartbreaking.
情況令人心碎。

The pandemic is accelerating. It took 67 days from the first reported case to reach the first 100,000 cases,
11 days for the second 100,000 cases, and just 4 days for the third 100,000 cases.
大流行疫情正在加速，從第一宗報告的病例到第 10萬宗，相隔 67天，到第 20萬宗相隔 11天，到

第 30萬宗相隔只有 4天，

Solving this problem requires political commitment and political coordination at the global level.
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全球政治承諾和政治協調。

This week, I will be addressing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from the G20 countries.
本週，我將向 20國集團國家元首和政府發表演講，

Among other issues, I will be asking them to work together to increase production, avoid export bans and
ensure equity of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need.
當中我將要求他們根據需要共同努力增加產量，避免出口禁令，並確保公平分配。

除此之外，隨著疫情演變，世界各國繼續加緊封關及封城措施，3月 20日，

印尼雅加達省長安尼斯宣佈︰

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雅加達由 3月 23日開始進入緊急狀態，為期兩周。

3月 21日，新冠肺炎疫情攻入南美，多國嚴陣以待，

中美洲薩爾瓦多及危地馬拉下達宵禁令，

玻利維亞則押後原定 5月的總統選舉，並下令全國居家隔離 14日。

3月 22日，馬來西亞國防部長宣佈︰

將派出軍隊，協助警方進行監督，

確保人民服從及遵守行動管制令留在家中，

若果人民仍然不遵守行動管制令，政府不排除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同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將在全國實施「公共宵禁」，

除了保障基本物資供應外，所有人不得外出。

呼籲印度民眾對疫情保持足夠警惕，在未來數周減少非必要外出，

儘量避免去醫院做常規檢查，必須做好自我隔離，特別是老年人應儘量留在家中。

雖然，莫迪敦促民眾不要囤貨或搶購，

但在他發表講話前，印度社交媒體已盛傳即將頒佈「封城令」，早已導致各地出現搶購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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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截至 3月 22日，

重災區伊朗全國累計已達 21,638宗，累計 1,685人死亡。

與伊朗僅一灣之隔的科威特已錄得 188宗病例，

政府下令周日起宵禁，並將私營企業強制在家工作的安排，延至下月 12日。

毗鄰伊朗的伊拉克亦有 233宗確診、20人病死，

當局已關閉所有商場、公園和學校，

首都巴格達實施宵禁，國內軍訓暫停，美軍亦將撤走部分駐當地士兵。

此外，以色列有 945宗病例，1人死亡，巴勒斯坦則錄得 59宗確診，

以色列在 3月 21日已關閉對加薩的邊境，

佔據加薩的武裝組織哈馬斯則表示，由於「敵人以色列病了」，有意暫時停火。

3月 24日，古巴宣佈封關，為期一個月，

期間禁止外國遊客進入，僅容許公民及居民入境，惟返國後仍需強制隔離 14天。

非洲 45個國家合共逾 1,700人確診，當中以南非最嚴重，

截至 3月 24日，南非共 544人染疫，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下令全國封鎖 3周，所有不必要商店關閉，

藥房、超市、油站、醫療機構、實驗室、銀行及其他必須的金融服務除外，

民眾亦不得外出，只有醫護人員、緊急及安全人員可獲豁免，並將會派兵協助警方執行禁令。

埃及亦宣佈由 3月 25日起，實施為期 2周宵禁，

禁止民眾晚上 7時至早上 6時外出，全部餐館只能提供外送服務。

另外，在美國方面，美國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當局公佈單單 3月 22日，美國境內已急增逾 1,500宗確診，

累計個案破 3.5萬宗，成為全球第三個病例最多的國家，共 458人死亡。

沒錯！當前美國的新冠肺炎病例，已排行於全球第三個最多的國家，達 3.5萬人以上。

其中，以紐約州疫情最為嚴重。

州長科莫表示，紐約州確診人數已增至 15,168人，114人死亡，

目前各州搶購醫療物資的行為，已導致價格飛漲，

一個 N95口罩的價格，已從 0.85美元（約 6.7港元）漲至 7美元（約 54.6港元），

州政府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呼籲聯邦政府將生產和收購國有化。

此外，他已正式要求美軍工程部隊，在紐約州建立 4間臨時醫院，

地點包括長島兩處州立大學、韋斯特切斯特及紐約市大型展覽賈維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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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紐約市長白思豪直指，紐約市醫院處於臨界點，

大約再過 10日，主要醫療物資就會出現短缺，

強調如果未能獲取更多呼吸機，病人就會死亡，

並指 4月及 5月，疫情會變得更嚴重。

繼紐約州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先後宣佈，

華盛頓州及加州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災區」，

命令聯邦政府向該州各級政府提供援助，並出動聯邦國民警衛軍，

並向上述 3州提供過千張病床，以及海軍醫療船在西岸和東岸支援抗疫。

通常，「重大災區」是由於自然災害引起，如洪水、地震等，

今次以疫情為由，實在非常罕見。

新聞片段：

美國超過 32,000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逾 400人死亡。

總統特朗普已經批准重災區紐約州、華盛頓州和加州的重大災難申報，

調動聯邦資源在 3個州增加 4,000張病床。

不過，規模可能達 2萬億的國會新一輪紓困方案，

因為民主黨不滿而遇阻滯。

全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周日單日新增逾 5,000人確診，

累計逾 15,000人染病，佔全球確診宗數百分之 5。

紐約市長白思豪形容，疫情是美國自大蕭條以來最大本土危機，

若未來 10天沒有呼吸機供應，很多病人會因為缺乏適切治療而白白送命。

他又不滿特朗普仍未願意全面啟動韓戰時期的《國防生產法》。

「他沒有向指定企業下令去生產需求最殷切的裝備，例如呼吸機，

亦沒有確保物資分發到最有需要的紐約等地方。

我相信，除非出動軍隊，否則這些都難以辦到。」

白思豪指，市內公園及遊樂場等休憩設施不會關閉，

讓民眾有空間走動，但希望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會加派警員到社交熱點巡邏，勸人不要聚集，但不會有執法行動。

紐約州及華盛頓州已經獲批重大災難申報，加州的申報亦獲批，

3個州可調動國民警衛軍抗疫。

聯邦政府亦會撥資源為 3個州增加約 4,000張病床。

隨著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及特拉華州亦發出居家令，

實施居家令的州分增加至 8個，全美每 3人就有 1人要限制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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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山莊再多一名議員確診，目前最少 22名國會議員正自我隔離。

而規模可能達 2萬億美元的國會第三輪紓困方案，

因為民主黨有不滿，不能通過參議院的程序表決，兩黨須繼續磋商。

另外，特朗普亦指，福特及通用等汽車製造商，已獲批准生產更多呼吸機及其他所需用品，

國內多間製酒工廠，亦轉為生產消毒搓手液。

3月 23日，美國軍方已啟動秘密應急方案，為極端情況作準備，

報道指，疫情迫使美軍考慮特殊情況及準備連串極端方案，

例如︰因物資短缺而造成的廣泛暴力行為、高層政治領袖死亡等。

假如所有憲法規定的總統繼任人，都無法履行職務，

將由 55歲的空軍四星上將奧肖納西（Terrence J. O'Shaughnessy）出任作戰指揮官，

並實施戒嚴，直至誕生下任民選領袖。

多國為了制止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紛紛推出限制民眾外出的措施，截至 3月 22日，

法新社統計，連同遵守政府「居家令」的 6億人，影響涉及全球 35個國家接近 10億人口。

其中，法國警方更出動直升機和無人機監察，協助地面警員巡邏，確保民眾留在家中。

3月 22日，外國傳媒報道，「全球最悲情國家」委內瑞拉為了對抗疫情，

政府竟下令「斷油」，關閉全國 1,800個加油站，僅留下十幾個加油站交由軍方監管，

僅醫療、食物及必需品等物資運輸可使用。

3月 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主席巴赫最終達成共識，

奧運將延後一年，至 2021年夏天舉行。事實上，這是史上首次奧運會因疫情延期。

至於本港方面：

3月 23日，香港正迎接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確診個案飆升，突破 300大關。

部分確診者曾於蘭桂坊酒吧聚餐，各界專家均建議關閉酒吧、食肆、戲院等公眾場所，

惟政府遲遲未有動作。

直至 3月 23日，特首林鄭月娥才舉行記者會，宣佈自 3月 25日凌晨開始，

所有非香港居民從海外乘飛機抵港不准入境，

內地、澳門及台灣入境的非居民，如過去 14天曾到過海外亦不准入境。

由澳門和台灣入境的所有人士，包括香港居民，需要強制檢疫 14日，

有關措施暫定為期 14天，機場亦停止所有轉機服務。

同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通報，

自 3月 24日凌晨零時起，所有經深圳口岸入境人士，均需要做核酸檢測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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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澳門採取相應措施配合，

自 3月 25日凌晨零時起，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過去 14天曾到過外國的內地、香港和台灣居民也禁止入境，

澳門機場同樣停止轉機服務。

另一方面，正當全球籠罩於新冠疫情恐慌下，

中國方面，3月 19日，中國衛健委同日公佈，

內地連續兩日無本土新增病例，所有新增確診個案，均屬境外輸入，

累計確診病例 80,967宗，累計死亡個案 3,248宗，包括重災區的湖北省和武漢市。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指，

自 60日前疫情爆發後，中國首次報告「零」本土新增病例，

他認為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an amazing achievement）。

除此之外，3月 16日下午，全球年齡最大的新冠肺炎患者，

104歲的李婆婆，從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康復出院。

重症醫學科主任付守芝送上玫瑰花後，為婆婆穿上新襪子，祝福她走向幸福生活。

李婆婆於患病初期，雖然屬於輕症，但基礎性疾病較多，

考慮到老人屬於超高齡患者，心肌酶、肝腎功能均有異常，

院方開闢「綠色通道」，特地安排她入住重症病區接受治療和特級護理。

經過一段時間抗感染、抗病毒的對症綜合治療，

李婆婆的心肌酶、肝腎功能異常指標逐漸恢復正常。

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付守芝表示︰「營養保障也是治療的重要環節。」

初到病區時，李婆婆還有一些脾氣，醫護人員當她是小孩般耐心地哄著，

其後，醫護人員摸清她的飲食口味︰

「她不喜歡白米粥，不吃米飯和嚼不爛的菜，

喜歡奶味濃的牛奶，喜歡加火腿的蛋黃羹。」

為了保障婆婆的營養和水份補給，

重症病區的醫生和護士，專門用醫護休息區的電飯鍋為婆婆煮蛋黃羹、

火腿小米粥、牛奶米粉等，每天 3次送到她面前。

截至 3月 23日 24時，中國大陸官方通報確診病例 81,171例，

人數仍是目前世界首位，包括湖北省及武漢市的 67,801例。

換句話說，扣除湖北省確診數字後，全中國共 13,370例確診。

其中，有 3,277人死亡，死亡率為 4%，

而數字，亦已經包括重災區的湖北省和武漢市的 3,1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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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扣除湖北省死亡人數後，全中國僅僅只有 117例確診死亡，

然而，治癒出院卻有 73,159例，康復率達 90%以上。

可見，這場所謂轟動全球的疫症中，

即使是重災區、醫療物資缺乏、醫院裡有大量交叉感染問題的中國，

死亡率也只是 4%，康復率更高達 90%以上。

抗疫期間，中國大量患者相繼痊癒出院。

新聞片段：

醫護人員開心歡呼拍手，甚至還列隊跳舞歡送雷神山的出院病人。

「我們雷神山醫院第 100個病人出院，

特別有紀念意義，所以大家都跟過年一樣特別開心。」

「有了貴州人民支援我們，我們非常暖心，

要感謝太多人啦！給我們帶來了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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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神山醫院官方宣佈成功治癒百名患者，

同時還有一台醫療專用的機器人正式啟用，

機器人在雷神山院區內，可以搭載消毒箱進行霧化消毒，

可以取代 4名人力，充電一次可以連續工作 8小時，也能幫醫護人員送藥。

不過就在陸媒大力宣揚各種出院、出艙消息的同時，

卻也開始傳出有出院患者「復陽」染病的狀況。

因此，武漢有多家方艙醫院緊急發佈通知，暫停辦理患者出院。

「我們這個各別醫療隊所下的指示是嚴控出院的標準，甚至說是提高出院的標準。

所謂的『復陽』，可能是存在一些假陰性的情況，我們決定以前是兩次的核酸檢測再增加一次。」

各家方艙醫院做法不同，但相同的是都要提高評估患者的出院標準，

就是要減少病情復發的狀況，確保完全康復，將加做病毒抗體兩項檢查，

畢竟現在疫情掌握不能鬆懈，就怕官方之前只是想塑造形象，才讓患者為了出院而出院。

武漢及多地城市，均有不少患者及高齡患者染疫後痊癒，出院時向醫護人員致謝。

3月 22日，武漢雷神山醫院首位孕婦患者康復出院，

離開醫院時，醫護人員向她贈送出院禮物，包括嬰兒奶粉、奶瓶、衣物等。

孕婦 27歲胡女士，3月 6日被確診，

9日被轉送至武漢雷神山醫院治療，當時已懷孕 33周，

經過 2周治療後，3月 22日，胡女士病情已經康復，達到出院標準。

除了中國之外，3月 19日，伊朗亦報道兩名高齡患者康復出院，

分別是 103歲人瑞的婆婆，住院約一星期後，已康復出院，

另一名 91歲男性患者，原本有高血壓和氣喘等疾病，染病 3天後亦痊癒。

確實如早前的精華短片（VO）
「中國以小題大做的方法來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所提到，

2月 8日，日華牧師聯同策略家及資料員舉行座談會，

詳盡分析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根本比不上同一時期的美國流感。

即使是重災區、醫療物資缺乏、醫院裡有大量交叉感染問題的中國，

康復率亦多達 90%以上。只不過，當前各國政府過度反應，

令日華牧師進一步發現第 3個可能性。

關於第 3個可能性，日華牧師將於今日與我們隆重地詳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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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今次疫症背後，整個世界種種極不尋常舉動的謎題！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今年的共同信息郵輪之旅。

神不單用兩次相隔五年的郵輪旅程，去印證兩次的共同信息。

而電影《復仇者聯盟 4》及《挑戰者一號》的共同信息，亦指向五年，

此外，神亦用 Kobe Bryant的離世，成為共同信息，

當中的鏡面倒置，就是指到我們有著與他相反的結局，得以承傳給下一代。

日華牧師郵輪假期所乘搭的藍寶石公主號，

本身就有著代表死人復活，鳳凰從灰燼中復活的共同信息。

因為，藍寶石公主號，原本應為需要交付的鑽石公主號，

只不過，於建造時，鑽石公主號被燒毀。

因此，將藍寶石公主號改名為鑽石公主號交付，

而被燒毀的鑽石公主號，則成為了現在的藍寶石公主號，

並且，藍寶石公主號有一對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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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五年前的「天馬座行動」，正正就是於這對翼的所在地，Skywalkers Nightclub錄製。

再者，「藍寶石公主號」這六個字的筆劃就是 65劃，

而藍寶石公主號的標誌，就是參考阿佛洛狄忒。

因此，藍寶石公主號本身就是形容從灰燼中復活，

也就是 Freemason最強調的信息。

事實上，熾焮的《Project Pegasus》標誌，其實，也是一隻翅膀。

並且，藍寶石公主號船頭的標誌，也是一對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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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日華牧師理解到，對比兩次「天馬座行動」，其實，就是指向天馬座的大小飛馬，

五年前至今，我們完成了一隻，但於將來的五年，我們就要輔助小獅子完成另一隻小馬。

既然，聖殿真正完成，是要成為全世界的光，成為全世界的榜樣，

那麼，錫安除了要求信仰優質外，他們年青一代的小馬，也能發光。

所有郵輪之旅共同信息的引發點，就是因著 Kobe Bryant的死而發生。

當中，包括尋找出 14,000,605的進深一層意義。

並且，「2012信息」曾提及一本關於第十行星（Planet X）的書籍，

名叫《Kolbrin Bible》，讀音與 Kobe Bryant相似。

而 Kobe Bryant的出生與及死亡年歲 41，也是共同信息。

並且，錫安於五年後，亦已經差不多是 41周年。



20200405 www.ziondaily.com

12

事實上，錫安裡，每一個人離世，也是神計算過，

例如：秀珍就是於錫安 25周年當天離世；而今年 7月 17日，35周年當天，

倒數 4794日後，就是 2007年 6月 3日，即傳威牧師當年 44歲生日。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來，Kobe Bryant的出生與及死亡，

甚至他的生平，也是完全掌管於神的手中，為要鋪陳給予我們的共同信息。

當回顧這次共同信息郵輪之旅，最重要的一個題目，就是五年的承傳，

正如日華牧師於信主五年後，已經開始錫安。

同樣地，這五年，我們一定要完成這次「承傳」，塑造下一代成為新婦。

因為，過去已經成長、成為領袖的一群，已經是新婦，

但對於年青人來說，他們僅有這五年去趕上，成為神悅納的一群，

我們一定要給予他們更多機會，去建立他們，

所以，整間教會的每一位，也有著我們要預備的地方。

因為，於這次郵輪假期中，

19這個數字的共同信息，不單是指向日華牧師，

亦同樣是指向熾焮的歲數，成為兩個「天馬座行動」的共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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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行程繼續的時候，無論到達泰國和越南，疫情也會跟隨著，

所以，神的帶領，是一日也不偏差地發生。

今次郵輪之旅，亦出現雙子的共同信息，

因為，藍寶石公主號及鑽石公主號為姊妹船，

一艘，成了日華牧師的郵輪之旅，另一艘，則成為了爆發嚴重疫情的郵輪。

再者，就如電影《Back to the Future》，
對比日華牧師可以有著郵輪假期，但傳威牧師卻離世，也像是雙子一般，

由 Twin Pine Mall變成 Lone Pine Mall，代表著一生、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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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主日信息將播放日華牧師所錄製的號外信息，分析新冠肺炎的最新形勢。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30 「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1）

問題一：

關於現時的新冠肺炎，已擴散至全世界，如四馬般走來走去，

而發展情況，也令我們大開眼界，看見全世界政府那一種很激進的反應。

牧師也提到，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只是他們反應太大、反應過激；

第二個可能性，不是反應過激，確實是洩漏了生化武器。

牧師也曾提到，其實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現在已過了一段時間，牧師會否向我們透露這一方面的可能性呢？

**************************************************************************************
影片：2020年 2月 8日新冠肺炎座談會介紹（疫情第 3個可能性）

早前透過精華短片（VO）「中國以小題大做的方法來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經已提到，日華牧師完成春節旅程回港後約一星期，

截至當時 2020年 2月 8日凌晨，中國公佈：

全國確診新冠肺炎病例達 34,611宗，累計死亡人數達 723人，死亡率只有 2.1%，

其中，病發地點的湖北省，累計 24,953宗確診，全湖北省累計死亡人數 699人。

但是，對比今年美國同期的流行性感冒數據，

單單全美國患流感的人數，已經多達 1,90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 1萬人。

事實上，美國每年慣常出現流感季，每年都有過百萬人患病，及過萬人死亡。

以 2017至 2018年為例，美國患流感的人數已達 4,500萬人，死亡人數達 6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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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於一次演說提到，

美國每年死於流感的人數，約 2.5萬至 6.9萬。

單單美國一個國家，死於流感的人數，已超過全球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總人數，

只是，對於明顯比流感輕微得多的新冠肺炎，全世界寧願採取「過度反應」的措施，

卻從未以同樣「過度反應」，應對每年肆虐的流感。

除了美國，其實中國每年因流感而死亡的人數，亦高達 8.8萬人。

美國疾控中心、世衛組織（WHO）和全球衛生合作夥伴的最新估計，

每年，其實有多達 65萬人，死於季節性流感引起的呼吸道疾病。

沒錯！大家確實沒有聽錯，近數十年間，全球每年多達 65萬人，

死於季節性流行性感冒，這是每年都發生的常態！

只是，世衛及全世界政府，從來沒有對每年導致 65萬人死亡的流行性感冒疫情，

採取任何「過度反應」，卻將這種極端措施，應用於現時的新冠肺炎疫情上。

以上種種，令春節假期度假中的日華牧師感到非常奇怪，

1月 23日，當牧師剛剛抵達新加坡的第二天，當時的美國流感仍然很嚴重，

自 2019年 9月美國流感季開始後，截至當時 1月 22日，

美國流感已造成至少 1,300萬人患病，6,600人死亡。

但新冠肺炎，在中國僅僅只有 550宗確診，死亡亦僅僅只有 17人。

1月 23日凌晨二時，所謂重災區湖北省武漢市宣佈，疫情失控擴散，

早上 10時將啟動全面封城，全市海陸空往外交通停運，

鄰近多個巿，包括黃岡、鄂州、仙桃、赤壁及枝江，亦相繼宣佈類似的封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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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兩個多月前，日華牧師已覺得非常奇怪，

早前精華短片（VO）已提到，當時中國僅有 550宗確診，

17人死亡，顯然，當時湖北省武漢市的應對，確實是有點小題大做、大驚小怪！

於是，日華牧師回港後約一星期，

於 2月 8日星期六，與策略家及資料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

透過答問方式，分享了他對於今次新冠肺炎的見解，藉此，讓我們理解實際狀況。

甚至，早於一個月前，即 2020年 2月 11至 14日，一連四天，

錫安教會透過 Sync Calling向內部弟兄姊妹發放這次座談會的內容，

日華牧師藉著回答座談會當天的 14個提問，

從多方面剖析他對於今次新冠肺炎的見解。

2月 8日，日華牧師因應當時疫情狀況和世界的反應，推測了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中國湖北省對疫情作出了錯誤估算，因而採取「過度反應」。

第二個可能性，病毒的源頭，有可能是 P4實驗室的生化武器洩漏而導致，

為免生化病毒擴散到其他省市，所以湖北省必須採取封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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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月 8日座談會的內容，本周已於 YouTube發佈，

大家可以於《錫安日報》YouTube頻道內重溫。

隨著 2月 8日座談會過去後一個多月，

日華牧師進一步分析當前新冠肺炎的疫情發展，

縱使死亡人數，比每年造成 65萬人死亡的流感還要少得多。

但是，不單中國湖北省採取「過度反應」的封城措施，

甚至，歐洲多國和世界各地，都有計劃地採取一模一樣的「過度反應」，

為了這場所謂的「世紀疫症」，不惜大舉封城、封國，

摧毀自己國家的經濟，限制人民的生活。

正因為過往一個多月來，整個世界都採取極不尋常的封城措施，

令日華牧師發現，這場疫症的背後，顯然並不是上述兩種可能性，

既不是「誤判」，也不是「生化武器洩漏」。

反而，有第三個更貼近現實的可能性，

即過往十年「2012榮耀盼望」信息，一直預言的世界走勢。

因此，於 2020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相約資料員，

為「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進行錄音，

一方面，讓我們進一步理解肺炎疫情的實際狀況；

另一方面，透過日華牧師嶄新的分析，

明證過去十年的「2012榮耀盼望」信息的真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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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第三個可能性，就是我剛下船，看見這個案（Case），
當然，我會作出一些提示，讓大家知道。

但當情況繼續發生的時候，他們所做的，實在又似乎是太奇怪。

*************************************************************************************
影片：日華牧師郵輪旅行之後整個世界極不尋常的狀況

如上一個精華短片（VO）「2020年 2月 8日新冠肺炎座談會介紹」，

正當今年 1月 23日，日華牧師剛剛抵達新加坡第二天的旅程中，

當時，全中國僅僅只有 550宗新冠肺炎確診，死亡人數亦僅有 17人。

然而，當日凌晨二時，重災區湖北省武漢市卻突然宣佈，早上 10時啟動全面封城。

當時，日華牧師覺得事件並不尋常，因為，單單美國今年同期的流感，

患病人數已經多達 1,900萬人，死亡人數亦超過 1萬人。

因此，日華牧師估計，中國對於新冠肺炎的處理可能是「誤判」，

僅僅 17人死亡，已採取全面封城，實在是小題大做。

接著，2月 2日，當日華牧師完結春節旅程回港後，

繼湖北省後，中國竟然有眾多城市，同樣實施封閉式管理，

其中，至少涉及 9個一級行政區及 207個省會及省市。

1月 28日，香港衞生署要求，

所有曾到過湖北的香港人，入境時須聯絡衞生科評估，

另外，所有從內地回港的人，亦應自我隔離 14天。

截至 2月 2日凌晨，中國國家衞建委累計通報，

大陸確診 17,205宗，死亡人數僅 361人。

不論是確診或是死亡人數，仍遠遠低於同一日，

在美國今年同期爆發的流感數據。

2月 2日，紐西蘭宣佈禁止中國人入境。

同日，菲律賓向中港旅客實施旅遊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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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菲律賓人，回國亦要隔離 14日。

此外，菲律賓對中港澳「落閘」，

菲傭回鄉後，不獲准登機來港，造成大批菲傭滯留。

由於中國和亞洲多個國家，

採取了種種極不尋常、前所未見的做法，

因而令日華牧師覺得事件必定另有內情。

因此，日華牧師回港約一星期後，

於 2月 8日星期六，聯同策略家及資料員舉行了一次座談會，

因應當時的情況，分享了他對於今次新冠肺炎的見解。

截至當時 2020年 2月 8日凌晨，中國公佈：

全國確診 34,611宗，累計死亡人數 723人，死亡率為 2.1%。

但對比下，情況遠低於 2003年沙士 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 10%的死亡率。

其中，病發地點的湖北省，累計確診 24,953宗，

死亡 699人，而廣東省則有 1,095宗確診。

即使全廣東省有千多人確診感染，但全省亦僅僅只有 1人死亡而已。

2月 8日，即舉辦座談會當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亦提出，

新冠肺炎的致命率比沙士低，死亡率約為 0.2%。

日本北海道大學的西浦博教授認為，死亡率僅 0.3至 0.6%。

換句話說，死亡率連 1%也沒有，可見，其實疫情並非特別可怕。

甚至，2月 6日，當時日本感染症學會理事長、東邦大學教授館田一博指出，

或許新冠肺炎與普通感冒病毒相似，只需採取對應季節性流感的措施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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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月 8日的座談會裡，日華牧師綜合了當時得到的新聞和資訊，

包括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等。

分析了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是中國對疫情作出了錯誤判斷，

所以，當時單單只有中國，採取了過度反應等全面封城的措施。

第二個可能性，中國湖北省 P4實驗室的生化病毒洩漏，

所以，湖北省急不及待採取全面封城措施，以免生化病毒擴散到其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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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今年 2月 8日，日華牧師按著當時疫情局勢的分析。

結果，座談會結束 14日後，

即今年 2月 22日，意大利出現全歐洲首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死者為一名 78歲老翁。

一日後，2月 23日，意大利確診病例激增至 132宗，再新增 1個死亡病例。

再於一日後，即 24日，意大利單單只有 132人確診，累計 2名長者死亡，

就宣佈如中國武漢般，將意大利北部超過十座城鎮封城兩周，

受影響的 5萬名居民，未經當局許可不得出城，試圖阻止病毒在當地進一步擴散。

沒錯！僅僅 132宗確診、2人死亡，意大利已經進行封城！

一日後，即 25日，南韓政府因為新天地教會出現大規模集體感染，

決定對大邱和慶尚北道地區，採取全面封鎖措施。

而日本方面，一日後，即 26日，

因疫情持續加劇，為防止新冠肺炎進一步擴散，

日本首相要求全國小學、初中、高中停課。

請求大型活動主辦方，考慮將活動中止或延期，

包括著名的東京迪士尼和大阪環球影城等，

不同遊樂園、博物館、圖書館等公眾場館亦陸續關閉。

接著 3月 10日，意大利更進一步出現全國封鎖措施，

全國 6,000萬人需要滯留家中，民眾擁到超市採購物資儲備。

3月 13日，北歐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宣佈暫時封關，只准國民入境。

然而，丹麥人民對政府的封城政策深感懊惱，

因為當時全國雖然有 800多個確診，卻沒有 1個死亡數字，

換句話說，丹麥是在 0死亡的情況下，仍要進行封城。

同日，3月 13日，捷克宣佈，

由 3月 16日起實行全國封鎖，禁止外國人入境，也禁止公民離境，

然而，當時捷克境內，僅有 117宗確診，

並且，與丹麥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政府是在 0死亡的情況下，決定實施全國封鎖。

一日後，3月 14日，波蘭宣佈實施全面邊境檢查，

所有入境人士必須隔離，邊境亦停止向外國人士開放，

並禁止所有超過 50人的公眾集會活動，餐廳、酒吧只能提供外賣，商場須關閉，

所有國際航班及列車，於 3月 15日起全面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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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 2月 8日座談會後，

日華牧師發現，這場新冠肺炎，不論感染或死亡人數，

都遠遠比不上每年感染流感的疫情。

甚至，2月 8日座談會 14日之後，

截至 2月 22日，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數據顯示，

在今次流感疫情裡，單單美國，

患病人數已進一步激增至 3,200萬人，死亡人數更高達 1.8萬人。

只不過，相比在這場新冠肺炎疫情上，

不但中國過度反應，甚至，世界多國都異口同聲，

同樣採取封城，這種極不尋常的過度反應。

座談會一個月後，即 3月 12日，

日華牧師再與資料員，按當時疫情的發展進一步分析，

前瞻性發現第三個可能性，是最能夠解釋當前真相。

並相約資料員，於數日後，3月 17日，

為現在這套「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進行錄音，

詳盡解構當前整個世界，為何異口同聲，出現這種極不尋常、過度反應的走勢。

原來，整場肺炎疫症觸發全面封城及封關，

其實不是出於「誤判」，也不是全世界政府都過度反應，

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預謀，有意將事情鬧大，令全世界恐慌。

當日華牧師與資料員，完成這套「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錄音後，

翌日，即 3月 18日，歐盟 26個成員國領袖召開視像會議，

一致通過史無前例的封關措施，決定封閉歐盟對外邊界，

除了歐盟 26個成員國外，還有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進一步明證，整場疫情都不是「誤判」，

而是全世界政府一同深思熟慮的預謀，繼續將事件鬧大，使全球陷入恐慌。

*************************************************************************************
為何這樣說呢？舉一個實際例子，

如果是生化武器，我估計，是會於復活節後，全世界才會有激烈反應。

換言之，他們現時的激烈反應，我並不覺得奇怪，

我奇怪在於，他們早於復活節已經這樣做。

為甚麼？因為，就連美國的總統特朗普（Trump），或是新加坡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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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新冠肺炎比感冒還弱，醫院已經公佈了，死亡率也很低。

*************************************************************************************
影片：特朗普對新冠肺炎的疫情演說

早前 2020年 3月 1日播放的「2012信息」及精華短片（VO），
「中國以小題大做的方法來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

日華牧師已預告，雖然，現今全世界大流行的新冠肺炎，

引起全人類前所未有的恐慌，但是，新冠肺炎無論是傳播率和死亡率，

都遠遠不及每年秋冬季的流行性感冒。

甚至，單單美國，每年感染流感和因此致命的人數，

都遠遠超越現時令全球人心惶惶的新冠肺炎。

日華牧師早於 2020年 3月 1日播放的「2012信息」，

及更早前，2020年 2月 8日錫安教會內部發放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座談會，

曾進一步分析，全世界政府極可能是因為誤判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性，

或是明知秘密研究的致命生化武器洩漏，

因而作出史無前例、極為過敏和激烈的反應。

然而，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 2020年 2月至 3月期間，

曾多次發表公眾演說，談論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他多次指出，美國民眾無需恐慌，

因為這一波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實與一般季節性流行性感冒差不多。

新聞片段：

The CDC said yesterday that they believe,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virus will spr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if but when,
疾控中心昨天指，新冠肺炎必然會在美國爆發，這不是會否爆發的問題，而是何時爆發，

Do you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你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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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I don’t think it is inevitable.
我不認為這是必然的，

It probably will, it possibly will.
或許會，有機會發生，

It could be at a very small level, or it could be at a larger level. Whatever happens we are totally prepared.
可能出現小型爆發，或大規模爆發，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完全準備好。

We have the best people in the world, you see that from the study.
我們擁有世上最優秀的人才，你可從研究看見，

We have the best prepared people, the best people in the world.
我們的醫護人員已作最充足的準備。

Congress is willing to give us much more than we’re even asking for, it’s nice for a change.
國會願意提供超出我們所求的撥款，這是很不錯的改變。

But we are totally “ready, willing and able”.
但我們是「隨時候命，有心有力。」，

It’s a term that we use, it’s “ready, willing and able".
這是我們的座右銘：「隨時候命，有心有力。」

We have, we have, it’s going to be very well under control.
肺炎將非常受到控制，

Now it may get bigger, it may get a little bigger,
現在疫情可能會擴大，或進一步爆發，

it may not get bigger at all,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或完全停止擴散，我們拭目以待。

Tonight you are minimizing the risk of danger of the virus.
今晚你將疫情的風險降至最低，

Are you telling the Americans, except for the ones who are sick, not to change any of their behaviors?“
你是否在告訴美國人，除了生病的人，國民不用改變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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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 think you have to always…
不，我認為你必須……

Look, I do a lot anyway, as you’ve probably heard, wash your hands, stay clean,
我一向做很多預防工作，如你所知，洗手、保持清潔，

you don’t have to necessarily grab every handrail unless you have to.
如非必要，不要隨便抓扶手。

You know, you do certain things that you do when you have the flu. I mean, view this the same as the flu.
你知道有感冒時要作什麼，將之視同流感一樣，

When somebody sneezes, I mean, I try and bail out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the sneezing.
有人打噴嚏時，我會盡量避開。

I had a man come up to me a week ago, I hadn’t seen him in a long time and,
一星期前，一位男士找我，我很久沒見過他。

I said, “How are you doing?”
我說：「你好嗎？」

He said, “Fine, fine” ,
他說：「很好！」

He hugs me, kiss.
他擁抱和親吻我。

I said, “Are you well?”
我問：「你身體好嗎？」

He said, “No.”
他說：「不好。」

He said, “I have the worst fever and the worst flu”.
他說：「我發高燒，患嚴重流感。」

And he’s hugging and kissing me,
他仍擁抱和親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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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I said, “Excuse me”.
所以我說「失陪了！」

I went and started washing my hands. So you have to do that.
然後去洗手，你必須這樣做。

You know this is, I really think, doc, you want to treat this like you treat the flu, right?
我認為我們要把肺炎當成流感處理，醫生，對嗎？

And 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it’s going to be fine.”
一切會相安無事的。

The flu in our country kills from 25,000 people to 69,000 people a year. That was shocking to me.
美國每年死於流感的有 25,000至 69,000人，數字令我感到震驚，

And so far, if you look at what we have with the 15 people, and they’re recovering.
但到目前為止，我們那 15位確診新冠病毒的患者，他們正康復中，

One is pretty sick, but hopefully will recover.
一人情況較嚴重，但相信他也會康復。

Are you also conside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declaration that would allow stat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tap FEMA aid?
你有否考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藉此允許各州及地方政府動用，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援助呢？

I don’t think you’ll need that because I really think we’re in, you know, extremely good shape.
我不認為有此需要，我認為現時的情況非常正面，

We’re prepared for anything and we could always do that in later day when we need it, but I don’t think we
need that at this stage.
我們已預備好面對任何情況，有需要時我們隨時可以這樣做，但現時我不認為有這個需要。

You know, interestingly, we were discussing, and a question I get asked a lot by people is
有趣的是，我們討論時常常都有人問及，

on average, you lose from 26,000 to 70,000 or so and even some cases more, from the flu we lose.
我們平均有 26,000至 70,000人死於流感，有時個案甚至更多。

we have deaths of that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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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年的死亡數字。

Worldwide, it’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from the common flu, and they asked, you know, what’s
the difference?
全球而言，死於流感的人更是數以十萬計，他們問兩者有甚麼分別？

And how does this differ?
分別在於哪裡呢？

I guess there are things that are similar and things that are different. Every one of them is different.
我認為它和流感有著相同和相異之處，每一個情況都是獨特的，

We had a report today. The global death rate at 3.4%
今天我們收到一份報告，全球死亡率是 3.4%，

And a report that the Olympics could be delayed. Your reaction to that.
亦有消息提及奧運將會延期，你對此的回應是？

Well, I think the 3.4% is really a false number now. This is just my hunch.
我認為 3.4%是一個錯誤的數字，這只是我的直覺，

And, but based on a lot of conversations with a lot of people that do this,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will have
this and it’s very mild.
卻是建基於與許多確診人士的交流而得出的，因為很多受感染的人，病情都非常輕微。

2020年 3月 20日，白宮記者會中，美國 NBC 電視台一名記者質詢特朗普：

「對於現時正看著你，感到害怕的美國人，你有甚麼話對他們說？」

特朗普立刻非常氣憤，指責這名記者︰「你是一位可怕的記者！」

指這名記者只想製造轟動社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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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Millions of units are ordered, and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訂購的數量已達數百萬，我們會看看事態的發展，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to the governors about it, and the FDA is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我們將會與各州長討論，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正在研究，

The advantage is that it has been prescribed for a totally different problem, but it has been prescribed for
many years, and everybody knows the levels of the negatives and the positives.
這藥物的優點是，它曾被處方用來處理另一個迥然不同的問題，但它已經被處方了很多年，人人都

知道它的優劣之處。

But I will say that I am a man that comes from a very positive school when it comes to, in particular, one of
these drugs.
但我會說，我是一個積極派的人，特別是當談到這個藥物。

And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Peter.
我們會看看結果如何，Peter。

I'm not, I'm not saying it will, but I think that people may be surprised.
我不是說它會收效，但我認為結果將會出人意表，

By the way, that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順便說一下，它會改變整個局面，

But we're going to know very soon.
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Dr. Fauci said there is no magic drug for coronavirus right now, which you would agree.
Fauci醫生表示目前沒有治療冠狀病毒的靈丹妙藥。

I guess, on this issue...
我想你會同意這一點，而……

Well, you know, I think ... – Sorry.
嗯，我認為 —— 對不起！

I disagree.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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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and maybe not.
也許是，也許不是。

Maybe there is, maybe there isn't. We have to see.
也許有，也許沒有，我們要觀望，

We're going to know.
我們會知道的。

Is it possible that your impulse to put a positive spin on things, maybe giving Americans a false sense of
hope?...and misrepresenting the preparedness right now?
會否可能你正面描述事態的衝動，給予美國人一種假希望嗎？錯誤演繹了所作的準備？

No, I don't think so.
不，我不這麼認為。

I think that ... I think it's got ...
我認為……我想……

The not-yet-approved drug.
還沒有被批准的藥物，

Such a lovely question.
多麼可愛的一條問題！

Look, it may work and it may not work.
聽著，它可能收效，也可能不收效，

And I agree with the doctor, what he said.
我同意醫生所說的，

It may work, it may not work. I feel good about it.
可能收效，也可能不收效，我對它感到滿意，

Let's see what happens.
讓我們觀望事態發展吧！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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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know the expression, what the hell do you have to lose?
你知道這句話，你還有什麼可以損失？

OK.
好吧。

Nearly 200 dead.
近 200人死亡。

What do you say to Americans who are scared, though?
你會對那些被嚇壞的美國人說什麼，既然如此？

I guess, nearly 200 dead, 14,000 who are sick, millions, as you witness, who are scared right now.
我猜，近 200人死亡，14,000人確診，數百萬人，正如你所見，他們現在很害怕。

What do you say to Americans who are watching you right now, who are scared?
你要對那些正在看著你、活在驚恐的美國人說甚麼？

I say that you're a terrible reporter.
我會說你是個可怕（糟糕）的記者，

That's what I say.
我會這麼說。

I think it's a very nasty question, and I think it's a very bad signal that you're putting ou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惡意的問題，我認為你正在向美國人民發出非常差的標示，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nswers and they're looking for hope.
美國人民正在尋找答案、尋找希望，

And you're doing sensationalism, and the same with NBC and Comcast.
而你在追求炒作，NBC和 Comcast也是如此。

I don't call it Comcast, I call it Concast.
我不叫它 Comcast，我叫它「假報道」。

Let me just ask for whom you work.
你是為誰工作？



20200405 www.ziondaily.com

31

Let me just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bad reporting.
讓我說幾句話，這真是差劣的報道，

And you ought to get back to reporting instead of sensationalism.
你應該做報道而不是譁眾取寵。

Let's see if it works. It might and it might not.
讓我們看看這藥是否有效，可能有，也可能沒有，

I happen to feel good about it, but who knows?
我碰巧覺得它很好，但誰知道呢？

I've been right a lot. Let's see what happens.
我向來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對的，讓我們觀望事態發展。

John.
John請發問，

Let's get back to science and the logistics.
讓我們談回科學和物流方面，

You ought to be ashamed of yourself.
你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恥。

日華牧師在今篇主日信息中，指出現今世界局勢的發展，

其實是人為在幕後刻意操作，導致全世界逐步陷入極度恐慌。

從而讓世人，按著幕後操控者 Freemason所預備的計劃，作出史無前例的求生預備。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事件，

背後除了有機會是誤判或生化武器洩漏，這兩個可能性之外，

還有第三個更為驚人，可能是人為刻意製造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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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如果中國是誤判，以及有激烈反應，的確有這兩個可能性。

但當時沒有想過，全世界也有激烈反應，

越來越趨向「無厘頭」（指令人費解）、「傻瓜式」的激烈反應，

意大利竟封了一個國家，陸續地，NBA要停賽、足球停賽，

越來越不妥當，竟做到這種地步，其實，不需要這樣吧？

眾所周知這是過激反應。

中國或許是糊里糊塗誤判，或是知道隱情，

但是，新冠病毒還未變種，根本還未變異。

*************************************************************************************
影片：運動比賽和航運暫停

日華牧師提及，當他完結郵輪假期的時候，

從各國對於新冠疫情的極端反應，包括封城及暫停所有群眾聚集活動，

這種與疫情致命程度，完全不相稱的舉動，

令他不期然思考到，當中不尋常的地方。

當然，這一刻，全世界已經全面封城，各國已經不容許外國人進入，

甚至乎，任何外國人進入，都要隔離 14天。

2月初，日華牧師回程時，

北韓、科威特、菲律賓，首先有隔離政策。

之後，日本、南韓、美國等，亦開始禁止曾經到過湖北，甚至中國的旅客入境，

而三月開始，更多國家開始封關、封國。

這種不尋常的封關、封國措施，

首當其衝，令航空業，除了貨運外，差不多完全停擺。

香港快運暫停所有航班，與及 96%員工要放特別無薪假。

國泰港龍航空則每個月虧蝕 20億，需要賣飛機套現 55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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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航空則裁員 400人，甚至需要變賣飛機餐具。

導致本港機場出現前所未有，客機停滿的現象。

至於外國方面，歐洲航空龍頭德國漢莎航空客運量大減 95%，

七百多架客機中，已經停飛了 700架。

英國廉航 Flybe宣佈破產，2,000名員工失業。

北歐航空裁員 9成，1萬人受影響。

加拿大西捷航空裁員 6,900人。

維珍航空停飛 85%航班，員工需要 3個月內放 8星期無薪假，

同時要求英國政府對英國航空業提供 700億援助。

美國航空業則要求美國政府提供 4,680億美元協助。

而總結全球，全個航空業虧損 2,520億美元，即 1.95萬億港元。

甚至乎，假如疫情持續的話，大部分航空公司都捱不過 5月。

在封關、封城下，一個城市中，

往常的大型群眾聚集場地，必然是各類球賽活動。

因此，各國所有球類運動已經停止。

不論是香港的超級足球聯賽，甚至乎歐洲各國的頂級聯賽，

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及西班牙，亦已經停賽。

歐洲國家杯，亦預計會押後至明年舉行。

至於籃球方面，香港籃球聯賽及銀牌賽，需要延期到 8月，

而美國 NBA更宣佈無限期停賽。

因此，全球運動項目，基本上，已經全面停止。

至於東京奧運 2020，更是史無前例地，

宣佈押後至明年，等待疫情過去後才舉行。

*************************************************************************************
即使會發生變異，也應該是發生在復活節後，經過很多代變種。

事實上，武漢和香港經過雷雨之後，感染情況已經越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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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我所說，所有病菌，其實都會止息於春雨或清明節時期，因為太多雷雨。

由此，已可以看出它與普通病毒和病菌，有一樣程序，同樣的爆發和消退。

*************************************************************************************
影片：自古以來「雷雨天氣與疫症消失」的常識

於今年 2月 8日新冠肺炎疫情座談會中，

透過答問方式，日華牧師分享了他個人對於今次新冠肺炎的見解，

並且就當時的資訊，分析出兩個可能性。

第 1個可能性，是中國政府對疫情作出錯誤判決，

採取了眾多過度反應、極不尋常的封城措施；

第 2個可能性，是中國武漢 P4實驗室出現了生化病毒洩漏。

以下，節錄 2月 8日「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座談會中，

日華牧師對於今年流行性感冒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見解。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座談會片段：

日華牧師，我們現在看見，如你所說，在數據和傳播上，

最主要都集中在湖北，世界各地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低，

其實這個恐慌是甚麼導致呢？

答：所以這次，現在我們講的是一件事實，用事實估計它的將來，

因此，只有兩個可能性，只有兩個可能性是我們要知道，

第一個可能性是一個誤判，簡直是一個誤判。

當時不知道原因，突然弄了這件事出來，而導致死亡率瘋升，

至少我最主要覺得在湖北、武漢隨時是多了 10倍，絕對多了 10倍。

大家能夠想像，每一個人隔離在家中，根本好像日常生活一樣，

你去探病，我去探病，比擠在醫院好。

你記住，能稱為醫院，裡面都有很多快死去的人，



20200405 www.ziondaily.com

35

還給幾個（新冠）肺炎在旁邊咳兩下，然後醫生又來安慰一下，

那真是不死也一身麻煩，那個已經快要死的，

這情況下都感染（新冠）肺炎了，對不？

當然，我肯定在武漢已經有這樣做，因為感冒而死不會列入當中，

但事實上，有很多真是快死的，也被感染到（新冠）肺炎。

因為本身在醫院下，多了這麼多綠色黃色的病源體走來走去，

名字又叫醫生，又叫護士，這樣去弄死你，

那你不能做甚麼，對不？

所以，你能夠想像，在上面為甚麼會說，又出來了，

他們的火葬場，是 24小時長開，燒出來的骨灰都來不及拿。

你能夠想像，單是感冒而死已要燒很久，還要加上這個病毒，

感冒患者感染了（新冠）肺炎，

最後死於感冒，都是因為（新冠）肺炎多加了一腳。

所以，現在這情況，因誤判導致整件事嚴重了很多倍，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如果是這樣的話，到了復活節就一定會停止，

即使有多厲害，到了醫院有多厲害的感染，

到了復活節，大家的體質沒那麼酸性，整件事就會解決。

或者就好像我們上次講的 SARS（非典型肺炎），

我就說，當你聽到一聲雷的時候，

當有雷雨時，城市裡的病就會消失，因為臭氧，對不？

大量臭氧一次過消滅它，連別人肺氣管裡所有的細菌，都被臭氧殺光。

所以，當我們看見春雨來到的時候，

你會看見這疫情都會將近停止，甚至消失。

但就算不是，到了復活節，吃完大餐，

大家都可以撿回一條命，這是第一個可能性，就是誤判。

第二個是甚麼？

第二個可能性，就真是可能很多了，因為始終外面真是有這些新聞，

我用這個嘗試跟大家分析。

兩個可能性都有 50%，即誤判的可能性是 50%，

但如果不是誤判，就一定是另一個了，明白嗎？

因此，兩個都是 50%，

始終我們不知道事實，

因為有人講到，在那個（武漢）20英里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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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中國 P4實驗室，是研究病毒的地方。

而他們講到，有機會戰略性生化武器的細菌外流，導致他們有這麼激烈的反應。

如果是這點的話，就真是麻煩了，就會導致它無限接近感冒，明白嗎？

如果就算我假設它無限接近感冒，傳播都不會有感冒那麼快，對不？

現在你才講幾萬人，現在這時候感冒的人都已經千幾萬人了，

在這一刻隨時突破 2千萬人，就是我們講的這幾個月裡，對不？

因此，在我們所見的這個 CASE（案例），

是無限接近感冒而已，但解決方法都是跟感冒有關，

因為感冒都係呼吸道問題，還有身體呈酸性而已。

為何日華牧師於座談會中，提到每年 4月清明節及復活節後，

各種疫情和流感等傳染病，都會隨著春天的雷雨出現而逐步消失。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的老祖宗，早已發現瘟疫流傳及生滅的節氣規律：

「瘟疫始於大雪、發於冬至、生於小寒、長於大寒、盛於立春、

弱於雨水、衰於驚蟄、完於春分、滅於清明。」

過去數千年，發生於中國華夏的歷次瘟疫，

由形成、發展至衰亡的過程，大多都是按著這個規律發生。

所以，數千年前的古人，早已為後人立了規矩，制定了每年廿四個節令，

一方面，按此進行春播秋收的農耕活動；

另一方面，亦藉此洞悉萬事萬物演變發展的規律，

就如年前儲糧、打掃衛生，減少患上疫症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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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古人發現︰「瘟疫始於大雪、發於冬至、生於小寒、長於大寒、盛於立春。」

意思是，瘟疫往往開始於每年的冬天，然後逐步滋生，於立春前廣泛傳播。

按著 2019年計算，廿四個節令中，

大雪是 2019年 12月 7日；冬至是 12月 22日；

小寒是 2020年 1月 6日；大寒是 1月 20日；立春則是 2月 4日。

古人亦發現，瘟疫逐漸衰落的循環︰

「弱於雨水、衰於驚蟄、完於春分、滅於清明。」

今年 2020年廿四個節令中，

雨水是 2月 19日；驚蟄是 3月 5日；

春分是 3月 20日；清明是 4月 4日。

古人發現，隨著每年廿四個節令中的雨水和驚蟄過後，

當雷雨出現，大自然界的雷雨，就會產生臭氧和雙氧水，

令大部分瘟疫，隨著雷雨所產生的臭氧和雙氧水逐漸衰弱。

當雷雨天氣持續至清明，如古詩所寫「清明時節雨紛紛」，

大氣中不斷產生臭氧和雙氧水，最終，瘟疫亦按著循環「滅於清明」。

因此，日華牧師於今年 2月 8日新冠肺炎疫情座談會中，

指出每年 4月清明節及復活節過後，

各種疫情和流感等傳染病，都會隨著春天的雷雨逐步消失。

事實上，正當 2020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錄製今篇信息後的第二日，

即 3月 18日早上約 9時，香港正正出現了一場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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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3月 19日，本港疫情稍為放緩，

確診人數由前一日的 25人，下降至全日只有 16人確診。

只不過，自 3月 20日開始，香港卻面對病毒從海外傳入的威脅，

有大量海外留學生，從歐洲、英國及美國等疫情爆發地區，

逃亡回來，令香港爆發從海外傳入的第二波疫情。

另一方面，自 3月 17日，日華牧師錄製今篇信息後，

踏入今年 3月中下旬開始，中國多地、湖北省及武漢市等，

都迎來多場雷雨天氣，局部暴雨、雷電及大風等。

中國好些省市，更發佈 2020年首個雷雨大風黃色預警信號。

無獨有偶，隨著中國多地出現雷雨天氣，

3月 20日，即日華牧師錄製今篇信息的 3日後，

中國衛生健康委員會公佈：3月 18、19日，中國內地官方通報，

包括武漢在內，中國本地新增確診病例，連續兩天為零，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個案。

沒錯！大家確實沒有聽錯！

自從 3月 17日，日華牧師錄製今篇信息後，

連一日也不偏差，接連兩天，除了中國境外輸入的個案之外，

中國內地再沒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創了連續兩天零確診的紀錄，驚人嗎？

除了這段時間，中國多地及武漢市都迎來多場雷雨，

更重要的是，神藉此成為帶領日華牧師，在 3月 17日錄製今篇信息的超然印證，

明證「2012信息」是連一日也不偏差地被神帶領。

就此，日華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析，正如 2月 8日座談會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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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當前的新冠肺炎病毒，

會因為近期雷雨天氣所產生的臭氧和雙氧水，而逐漸衰退。

這就證明，新冠肺炎病毒根本完全不厲害。

就如古人所發現，它與其他傳染病和疫症一樣，

會按著這個自然規律發展，在雷雨過後，因所產生的雙氧水及臭氧逐漸衰亡。

這就是中國人自古已認知的常識。

甚至，早於 18年前，2002年末，

香港爆發轟動全世界的沙士病毒（SARS）疫情時，

即是與今次新冠肺炎，同屬一個類別的冠狀病毒。

當時，日華牧師經已分享過，

沙士冠狀病毒與其他疫症一樣，輕易就能夠被臭氧殺滅。

只要中國及香港，大規模出現雷雨天氣後，沙士疫情自然就會消失。

結果，這場轟動全世界的沙士疫情，自 4月清明節出現雷雨後，

踏入 2003年 5月開始，危機便逐步解除，病例呈大幅下降的趨勢。

連重災區香港，也在 2003年 6月 23日，被世衛組織（WHO）從疫區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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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早於 18年前，日華牧師經已分享過，

沙士冠狀病毒與其他疫症一樣，輕易就能被雷雨及臭氧殺滅。

雷雨產生的臭氧，能夠有效殺滅病毒，

是一個已存在超過 100多年的最基本醫理，

甚至，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民間常識。

以這種常識，對付今次這一場比流感還要弱的肺炎，根本是輕而易舉的事。

只不過，處理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世衛組織、醫護人員、政府及傳媒，

卻連這麼簡單的常識，都裝作不曉得。

就如今年 2月 1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公眾的演說中，

呼籲美國民眾將新冠肺炎，當成流感（Flu）看待就可以了，

特朗普深信，到了 4月，新冠肺炎疫情就會如流感（Flu）般，將會神秘消失。

新聞片段：

Now the viru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having to do...
我們談論的這個新冠病毒……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goes away in April, with the heat, as the heat comes in, typically that
will go away in April.
許多人都認為四月會消失，當四月天氣熱了，病毒一般就會消失。

We’re in great shape though. We have 12 cases, 11 cases.
不過美國現時情況良好，有 11、12宗個案。

顯然，特朗普和世衛組織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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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踏入 4月，即清明節和復活節期間，

眾多傳染病和流感（Flu）等疫情都會神秘消失。

這是自古以來，民間對於大自然規律的常識，

但是於今次肺炎疫情上，世衛組織、醫護人員等，都刻意裝作不曉得，為要製造全球恐慌。

雷雨產生的臭氧，能夠有效殺滅病毒，是一個已存在超過 100多年的最基本醫理，

既然，爆發於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

都會隨著雷雨減退，再沒有本地的新增確診病例，

已是足夠證據，明證這場肺炎疫症，

只需要有雷雨及臭氧，就能輕易解決，了結此事。

證明，新冠肺炎並非甚麼生化武器，也並非類似伊波拉的高致死率病毒。

然而，為何世衛組織、醫護人員、政府及傳媒，

卻令全世界陷入當前這種局面和境況呢？

日華牧師一直從旁觀察，正發覺世衛組織、各國政府及傳媒種種舉動，

實在極不尋常、極度奇怪！而且，他們是有意地，不停做下去，

執意令種種過度反應的做法持續惡化。

各國政府及傳媒，一方面有意隱瞞臭氧可以輕易解決這場肺炎疫症，

其實，過去幾個月，我們有目共睹，

不論是眾多郵輪集體感染，或是數之不盡的海外輸入個案，

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也是出於肺炎患者與其他乘客，

共同處身於郵輪或飛機等，密閉式空間或中央冷氣系統下，

令肺炎病毒散佈在整艘郵輪或飛機上，造成大量交叉感染的慘況。

其實，這些郵輪或航空公司，

只需要在中央空調系統裡，安裝一部臭氧機，或是我們俗稱的「臭氧蔬菜解毒機」，

已經能夠有效殺滅任何病毒，防止病毒交叉感染及廣泛傳播。

只可惜！世衛組織、各國政府、郵輪或航空公司都刻意逃避，

有意隱瞞臭氧是能夠解決這場肺炎疫症的答案。

另一方面，世衛組織和各國政府卻又有意地將疫情誇大，

刻意隱瞞背後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從而觸發日華牧師，發現了第三個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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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世界應對的現象，卻比中國還誇張，明白嗎？

中國也不至於封鎖整個國家，只是封了一個省，外國為何如此誇張呢？

大家也看見這種恐懼，導致上萬億的金錢損失，也堅持要這樣做。

所以，我發覺，這已超出當時我分析這件事的邏輯，超出我預期，還有甚麼可能性呢？

換言之，還有甚麼情況，比中國誤判更嚴重、更有感染性，令全世界如此反應呢？

還有甚麼可能性，比中國可能研究出生化武器，會於復活節後變種，

變種後，當然，全世界都會與中國一樣有反應，

但現時，還尚未變種，也未到復活節之後，為何他們會這樣做呢？

我們當時的推理，只是根據當時的情況，

但現在，他們的應對，甚至是我兩個推理範圍之外，有甚麼比這件事還要緊呢？

難道，全世界也一同誤判？不可能，這一定不可能。

事實上，中國也不承認這是生化武器，而病毒也沒有任何生化武器的變種跡象，

但全世界的反應，也不符合第二個邏輯。

唯有，當我下船後發現，咦？郵輪又提醒了我一件事。

郵輪提醒了我一件事，這是我分享第一篇「2012榮耀盼望」信息時已提到，

當然，最早則是「2012信息籌備營」，我已經提到。

其實自 1980年代開始至今，每年都在建新的郵輪，

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它們的容量卻多了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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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這樣做呢？原因，郵輪是很適合的工具，

當 Nibiru來到的時候，郵輪只需要經過少許改裝，

已可以將載客量增加三倍，已經可以將地球上所有精英放在郵輪上。

但是，當我在郵輪下船的時候，我們全教會，卻變得特別留意郵輪，

郵輪的新聞，似乎被渲染得很龐大，不斷報道船上感染等情況。

然後，全世界呢？是全世界！全都不希望在自己本土開設隔離病房，

他們反而喜歡在郵輪上隔離，將所有人推到郵輪上。

你在郵輪上對吧？你不要下船。對吧？大家也發現這一點。

不過，不單將他們推上郵輪，不讓他們入境，

他們明言，這彷彿比他們在本土開設隔離病房或醫院更好，

所以，你們就在郵輪上隔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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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他們又 Emphasize（強調）另一個題目，

假如郵輪不進行改裝，就不適合隔離，

因為，你看？一個人感染，傳染出幾百名患者，真是草菅人命！

每艘郵輪都證明這一點，

接下來，你能想像，之後傳出消息，郵輪公司倒閉等，

沒錯，郵輪適合隔離，但必須先進行改裝才適合。

全世界彷彿互相掩飾配合，全世界也如是，

當我發現時，這豈不是我在「2012信息」第一篇時已提到，

當 Nibiru來到的時候，按我研究發現，

背後，Freemason帶著列國已經預備了這件事。

所以，第一，他們預備了很多郵輪。

但是，將來他們要找一個機會、一個時候去改裝，改裝之後就很適合了。

*************************************************************************************
影片：郵輪交叉感染「新冠肺炎」事件與 Planet X的關係

日華牧師在 2009年 12月「2012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中，已分享到，

由於 Planet X將要迫近地球，世界多國政府經已秘密建造地下城，

以及大量增建大型郵輪，預備在 2012年將要出現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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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踏進 2012年，這些大型郵輪將會被額外修造，以便容納更多乘客。

當中，日華牧師提到背後統治世界的精英 Freemason，
於過去 40年，一直積極預備 Planet X的重臨，

而其中一個預備方案，就是不成比例地，製造極大量的超級郵輪，

並且，在 Planet X即將出現之前，大量改裝郵輪，將載客量加大三至十倍，

希望在大災難來臨之前，將全世界的精英移居到郵輪上，避過大災難的毀滅性影響。

以下，是節錄「2012榮耀盼望」信息籌備營的部分內容：

在現代而言，方舟明顯不是用木造，反而，變成一個更龐大的設施，

這設施就算面對 Planet X飛過的情況下，都能保護住在裡面的人，

都能至少以洪水而言，他們的問題也不大。

原來，你能夠想像，因為在 Planet X飛過時，它的災害實在太大，

根本沒有任何一件東西確保一定安全。

所以，他們用了許多方法，這些方法包含了幾方面。

既然，沒有一個方法百份百安全，

因此，用人造衛星計算，用盡他們最複雜的科技計算，

然後再加上，他們用盡所有可能性來避開這災害。

第一、就是我們所說的方舟。

一艘方舟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它能維生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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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方舟並不一樣，8個人住在裡面 1年，但這艘方舟卻要維生 10年。

所以，為何全世界許多碼頭都要改裝（refit），
變成可讓郵輪到達維修，及補給的一個地方。

在這情況下，其實有兩種船隻都適合做此事，

第一種是定期遠洋船，以及另一種，即我們所說的郵輪。

郵輪被設計出來，是能夠航行全世界任何水域，包括南、北極都可以。

所以，它的級數早已不平凡。

原來，郵輪竟然差不多是人類歷史當中，最「無厘頭」地增長中的工業，

以完全不合理的速度增長。

因為很有趣，若再看歷史，於 1980年末，約 1985、1986年，

正是公佈發現 Planet X，然後否定，

之後，突然由 1985年，開始爆發郵輪增長。

由 1985年一直做到 1991年，這 6年裡，郵輪能接載的人數，已經激增至 10萬人。

這已非常驚人！因過去這麼多年裡，也不是這種級數，

但是，它卻在短短 5、6年間，在 1991年，到達能接載 1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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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圍繞著加勒比海、阿拉斯加、墨西哥灣等地區，

他們的現役郵輪，竟於短短 5、6年內增加至 10萬人。

但是，在 1991年後，增長速率就更驚人。

因為增長 10萬人已是驚人數目，再此之前，只是幾萬人而已。

1991年增長至 10萬人後，但到了 2000年時，卻增長至 100萬人。

你想想，不是吧？之前整個世紀只有幾萬人，它已增長至 10萬人，

現在還要在 10年內，增長至 100萬人？

從這個數字你已看見，好像有點瘋了一樣，

這世界突然真的多了這麼多人類去坐郵輪，對不？

這是十分驚人！已經在 2000年時變成 100萬人，

但是，接著仍繼續增長，其實它們的大小（size）亦增長了，

船隻的數量亦有增長，現在，他們建造的每一艘船，皆以 10萬噸以上作基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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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時至 2012年，它會再由 100萬個座位，增長至 2,000萬個，再增加 20倍，你知道嗎？

對比 1991年，10萬個座位，現在是 2,000萬個，增加了 200倍！

這是怎麼了？突然再多了人類坐郵輪嗎？正正在墨西哥灣此處！

你會看見，這是很明顯，也是掩蓋得最厲害的秘密，對不？

如此龐大的工業，你可想像，我只說這 20年內，

如果中國增加 200倍工廠，我想天水圍變成每天都烏天黑地了。那是很瘋狂的數字！

並需要有人去經營這生意才可，對不？

因此，現時的座位，到了 2012年的時候，即短短 2年後，

經已到達 2,000萬個座位，這正是我所說的方舟。

但不單如此，事實並非那麼簡單，

原來所有郵輪，如我所說，全部說明的 2,000萬個座位數目，

只是以郵輪最豪華的方式計算，一人一間房、大家都能行公園、

每個位置也很寬敞、有游泳池、可以打高爾夫球、有室內健身室，我們可以到戲院等。

即是以最豪華、最寬敞的方式渡過，不是以難民方式渡過下，設有 2,000萬個座位。

你可想像，那成本也十分驚人。

即每 10個美國人就要有 1個去乘搭，才可填滿這麼多座位，

並以每年計算，才有這麼多乘客坐滿郵輪。

其實這是曾經發生過改裝（refit），我們再用這個標準讓大家知道，

一會改裝（refit）後可以坐多少人。

以現時來說，即以能夠在上面生存 10年為標準，明白嗎？

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剛才我們所講的「瑪麗皇后號」，就已經曾經試過改裝（r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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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因為如果要橫渡海洋運送兵種時，

納粹黨 U-boat是一艘等於海狼這麼快的戰船，就可以截劫他們。

而當時「瑪麗皇后號」其實不是一艘戰船，但因為快，

所以，為了對付納粹黨 Type VII U-boats，
就改裝（refit）這艘「瑪麗皇后號」，用來運送美國最珍貴的資源，就是軍人。為甚麼？

因為這些 U-boats的速度是 17.7海里，但「瑪麗皇后號」是 32.6海里，

所以一定比它快，它追不到。

當時來說，它本身是一艘遠洋船，就將全部奢侈的東西拿走，

改成可將軍人運到遠方，橫跨大海洋到遠方打仗的船。

於是，當時設計乘坐 2,139人，但是，改裝（refit）完後，

是能舒適地坐 17,000個軍人，這就是它能改裝（refit）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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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所有郵輪在 2012年，因為有事情發生而改裝（refit）的話，

它們可接載的人數，是 1億 5千萬人！

日華牧師分享到，現時，全世界發生大量郵輪乘客感染新冠肺炎的事件，

其實，就連最沒有常識的記者和傳媒都會知道，郵輪是採用中央冷氣系統，

假如將數千位乘客困在郵輪上，那麼，帶菌者就會藉中央冷氣系統，

將病毒傳播到郵輪的每一個角落。以同樣使用中央冷氣系統的酒店為例子，

其實，酒店並不適合被政府用作隔離營。

2020年 3月 21日，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鄭鍾偉，

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政府曾經考慮以酒店作為檢疫中心，

首要是考慮公眾衞生及感染控制是否妥當，

不過，有一些問題不容易解決，包括通風及中央冷氣系統。

很多專家都認為，鑽石公主號的通風系統是大型感染的源頭，

加上，很多酒店都會用地毯，

如果酒店被正式使用為檢疫中心，就需要先處理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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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酒店在安裝冷氣系統的時候，特意設計成每個房間都有獨立的抽氣系統，

才可以避免病毒經由中央冷氣系統，傳播到其他房間的住客。

例如：台北市政府在 3月 19日宣佈，

與白石集團瀚寓酒店合作，成為台北市第 3間防疫旅館，

業者表示，酒店為分層分戶的獨立多聯變頻空調系統，

100間房間都沒有鋪地毯，而是使用木地板搭配石材磁磚地板，符合防疫旅館規範。

所以，日華牧師指出，當鑽石公主號郵輪，

因為有乘客確診新冠肺炎，而禁止船上數千名乘客離開，

並強迫他們全部在使用同一個中央冷氣系統的船上，進行所謂「隔離」。

其實，任何有最基本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後果如何，

除非，他們懂得使用臭氧，將空氣消毒，否則，都會如鑽石公主號的乘客一樣，

因為被困於使用同一個中央冷氣系統的環境中，

令新冠肺炎的病毒，由一個人傳染到數百人身上。

並且，現今不單一艘鑽石公主號郵輪出現感染，

而是其他大型郵輪，亦陸陸續續如鑽石公主號般，出現大量交叉感染事件。

令全世界人突然發現，原來郵輪是一個病毒傳播的中心，

試問，以後還有人會想去郵輪度假嗎？

可能，數年內都沒有人膽敢再上郵輪度假了。

尤其現時全世界人都知道，

只要一個人帶菌，就可以令郵輪數百人一同感染，

甚至，有人因此而死亡，情況就如置身地獄般可怕。

除非，這些郵輪的中央空調系統，全部再改裝，

變為每間房都有獨立空調，所有房間的空氣都不會與其他地方產生交集，

將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才會有人願意再乘坐郵輪，

否則，全球的郵輪公司也要倒閉。

因為，現時郵輪唯一的用途，只是用作度假，是一種奢侈品，

並不如巴士、鐵路和飛機，是必需的代步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現在郵輪仍不改裝的話，已經不會再有人願意乘搭了。

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都聲稱，

可以將郵輪改裝為海上醫院，減低醫療系統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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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指出，

早前日本禁止鑽石公主號乘客下船，令大量乘客在船上交叉感染，

極可能，都是幕後 Freemason早已安排好的劇情和部署，

為要令全世界都害怕，不敢再乘搭郵輪，

令所有郵輪都能夠在一時之間騰空出來，預備接下來被改裝成避難船。

然而，上述大家所聽見的，

早於十年半前，日華牧師已於拉線 4794英里的帝景酒店「2012信息籌備營」中分享到，

早在錫安教會創立的 1985年，世界各地政府已計劃，

將來必定會找一個理由，令所有人不再乘搭郵輪，繼而將這些郵輪改裝。

現時這一場所謂令全球人類天天惶恐不安，甚至天下大亂的新冠肺炎疫情，

豈不正如日華牧師十年半前所分享的一樣，

全部都是按著 35年前早已定下的劇本發生？

首先，過去 35年，全世界在無聲無息、極不合理的需求下，一同瘋狂興建大量郵輪，

但卻因為一場鑽石公主號的疫情，令全世界再沒有遊客敢踏足郵輪，

順理成章地，導致所有郵輪都要進行全面改裝。

而真正原因，其實只為製造一個藉口，

一次過令無數郵輪全部停航和回收，為到 Planet X的來臨進行全面改裝，

預備這些郵輪，成為大災難的現代挪亞方舟，讓全世界精英登船避難。

*************************************************************************************
並且，我們當時已經提到，以《阿森一族密碼》（The Simpsons Code）分享，

他們會以疫症的理由來採取軍法統治。

當然，現時不是用這個字眼，而是封城、封國，或戒嚴。

但是，由誰去執行？難道是清潔的嬸嬸執行隔離？

全部不是警察就是軍人，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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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時的郵輪，似乎又按照我當時提及的情況發展。

試想，全世界空閒也上郵輪玩，

有甚麼機會令所有人都不上郵輪，並且可以將郵輪拿去改裝？

有甚麼比現時更好，一箭四、五鵰的做法？

一邊是封城，另一邊是封國。

即使是英國或一些國家，她們說：「我們不封城、不封國，因為很多人有抗體。」

因為這種「群體免疫」方式，是刻意不作任何阻隔措施，

任由人傳人，讓人的身體各自產生抗體。

但這種方法，只能在沒有隱形帶菌者的情况下，才能夠有效。

因為，就如感冒，他不是隱形帶菌者，

患了感冒的人出現病徵，自然會選擇請病假及自我隔離，

所以，傳染的速度不會太快，醫療系統亦可以慢慢處理，

甚至，我們向來都不會以去醫院看病的方式處理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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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武漢肺炎的特點，在於傳染速度快，以及有大量隱形病患者，

再加上，它會變種。當大量患者同時一起出現，醫療系統就會崩潰了。

所以，當英國首相說出「群體免疫」，

還不斷強調要感染數千萬人，並且要作好至親離世的準備。

這種煽情的說話，讓我們看見，他們應該早已串通了，隨時準備反口。

要讓這些崇尚自由的英國人，在他反口時，接受這些隔離政策。

************************************************************************************
影片：英國將疫情 0.1%的死亡率刻意誇大

於主日信息中，日華牧師刻意提及英國的抗疫措施，出現極不尋常的情況。

因為，當日錄影的日期，是今年的 3月 17日星期二，

而於錄影的前幾天，3月 13日星期五，

當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被問及英國的防疫手段時，

他提出「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策略，

就是讓全國六至七成人口感染新冠肺炎並痊癒，從而產生免疫力，

由於大部分人有抗體，不易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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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就能保護餘下的四成人，不受感染，

達致長遠計，保護整個社區的效果。

英國首相約翰遜於 3月 16日，亦只是勸告市民盡量留在家中及減少社交活動，

並且，拒絕停課、停工及推展任何隔離措施，

讓群眾有著絕對的自由，自己決定如何抗疫。

當英國政府宣佈這個政策的時候，日華牧師已經預計，

英國政府內閣已經串通，並且，最終必然會反口。

線索又是甚麼呢？

線索是，當首相提及「群體免疫」策略時，

提及需要 6至 7成國民感染，期間，會有很多親人染病而死。

同時間，政府亦不會刻意檢測，

而輕症病人，更不會作任何處理，刻意讓國民落入恐慌中。

任何人都會想到，這種刻意放任的態度，必然會引發國民的強烈反彈。

所以，日華牧師分析，英國首相的決定，其實一定會反口。

因為，他的宣佈方式，不是以提供最佳答案的方式，去說服國民接納政府的方向，

而是刻意將他的方案，說成是最差的方案，

那麼，後著必然是反口，然後推出另一個方案。

舉例，假如你希望鼓勵人去儲蓄，推介銀行存款一年有 10%利息。

那麼，你必然會說：「存錢入匯豐銀行是很好的選擇，因為你一年能夠賺 10%。」

唯有這樣說，你才能鼓勵別人去儲錢，執行你預計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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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不會說：「存錢入匯豐銀行是很好的選擇，因為你一年能夠虧蝕 10%。」

因為，這是反話，一定無法鼓勵別人去執行你的方案，

甚至乎，是刻意挑起別人去反對你。

而這就是日華牧師於當時，覺得英國抗疫方案不尋常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 Freemason常用的方程式，

就是「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帶領人們走向一個他們預設的方向。

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只有 0.2%，

因此，正常人都會想，為著這種輕微病毒，

而要全國停工、停市、停課，是絕對不值得及超乎常理。

所以，日華牧師才會分析，越來越多證據證明，

他們的目的，正正是為著隱藏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為著 Planet X到來而作出預備。

因為，對於政府來說，他們的責任及日常工作，

就是衡量及評估國家所面對的風險，與及他們的措施對於國家的影響。

原因，世界上，風險無處不在，

假如要追求零風險的話，其實，整個政府、整個國家，

甚至一個家庭，也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簡單如汽車於道路上行駛。

大家可以理解到，如果我們要有現代化交通工具的話，

其實，於城市中，人多車多、人車爭路，必然就會有人因車禍而受傷或喪命。

事實上，交通意外每天也會發生。

那麼，政府又會否因為人車爭路有危險，規定市區汽車只能夠一小時行五公里？

甚或是每條馬路與行人路之間，都會有三尺高的防護欄包裹著？

甚或是一刀切，用上極端的手段，以後不用汽車，就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答案當然不會，正常的政府，會尋找出當中的平衡點，

如何保障有著現代化的方便時，亦保障到行人的安全，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就正如家裡，沒有人會因為電力危險而不用電，

或是用刀可能會切傷手而以後不用刀。

同樣地，任何人也會構思出一個平衡點，而不是以一刀切的方式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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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正常人的邏輯思考方式。

然而，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各國正在用這種完全不合比例的手段，

以一刀切的方式去應對新冠肺炎，這正正就是可疑的地方。

並且，對於英國來說，

西方國民崇尚自由與及較為自我，面對死亡率只有 0.2%的病毒，

假如公佈停工、停課、停市，家居隔離的時候，

國民的反彈，必然會比中國、香港，與及其他東南亞城市強烈。

因為，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與及人們不能過正常生活的情緒，

已經遠遠超越病毒感染所帶來的風險。

現在所面對的，不是短期內引起大量死亡的伊波拉病毒、沙士病毒或是黑死病。

其實，就算是過往出現的瘋狗症，也不會下令所有人將所有狗隻殺掉，

甚或是不治之症的愛滋病，也不會將所有患者隔離，

甚至是伊波拉病毒出現時，也不會封城封關。

既然，英國政府衡量過，貿然作封城封關，與及停工停課的決定，

只會惹來國民的反彈與及抗議的時候，那麼，他們所做的，

就必然是「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方式。

就是先製造一個問題，藉著宣佈政府選擇放任政策，告訴所有國民，

政府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尊重每一個人的生活，

因此，政府甚麼也不做，不主動規管任何人，

但後果，就是 60至 70%的人染病，等待他們產生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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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當英國政府提出這個說法的時候，

不單將這個方案，包裝成於疫情嚴峻下，效率低，

甚至乎，叫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痛失至親。

這種「製造問題、演繹問題」的方式，

自不然，會讓所有人如羊一般，乖乖走入政府所預設封關封城的答案，

也就是說，市民的呼聲，

反過來希望政府規管自己、規管社會上每一個人，從而減低傳染的風險。

這亦是為何，當時於 3月 17日主日錄影，

日華牧師分析，認為英國必然會反口的原因。

因為，政府為著保持經濟發展、保持人民生活安好、維持社會穩定的時候，

從來只會盡量淡化疫情、盡量降低疫情的影響，

令國民支持政府，而不會作出反抗及推翻政府。

因此，他們絕不會如現在般，反其道而行，刻意誇大武漢肺炎的嚴重性，

刻意不檢測，叫人預備至親的離世。

事實上，不出數天，就證實了日華牧師的推測，

不單英國政府於毫無預兆下突然轉向，

採取了封城封關、停課停工的策略，甚至比其他國家做得更徹底，

並且，有更多跡象說明，第三個可能性的機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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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當英國政府宣佈使用「群體免疫」策略的時候，

第一時間，令很多留學英國的華人，紛紛回國。

不單英國回港的機票被炒貴，

甚至乎，英國回中國的商務航班機票，更是 20萬一張的天價。

於這種情況下，就達致華人自行自費撤僑的效果，

因為，當 Planet X來臨時，假如不是居於自己的地方，而是居於其他國家的話，

其實，根本沒有生存的機會，每一個國家，都只會拯救自己的國民。

並且，留學生於不熟悉的異地，存活率就更低，

所以，於 Planet X接近時，世界所有人必然是各歸各處，

自己人生活於一起，才可以增加存活率。

再者，華人自行離開的結果，就是大大紓緩了英國醫療系統的壓力，

讓感染新冠肺炎的華人，自己返回自己地方的醫院處理。

亦因此，最近兩星期，香港迎接所謂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爆發，

正正就是因外地生回港直接造成。

因此，這是英國政府早已盤算好的策略，就是為到 Planet X而作出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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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英國政府是經過深思熟慮，根據眾多顧問專家的意見，選擇了「群體免疫」策略，

有心理準備，將會有 60至 70%國民，4,000萬人感染新冠肺炎。

那麼，為何短短幾天，一星期內就改口，

於 3月 19日，就已經宣佈全國停課，倫敦封城？

並且，第二天，3月 20日，就下令全國關閉所有酒吧、食肆、劇場、

戲院及健身室，以阻止病毒擴散。

同時間，推出全盤「史無前例」刺激經濟的計劃，包括支付 8成人工。

甚至乎，到了 3月 30日，更頒佈二次大戰以來，首次緊急狀態令。

並且，承諾花費 7,500萬鎊，由全球包機，協助滯留外地的英國人回國。

而短短幾天，就更已經建立了臨時醫院。

周詳的全盤計劃，當然不是一天之內，突然間想起，之後執行，

其實，整套劇本，一早已經構思好，藏於抽屜內，

只不過，要得到民意的支持，人民自願服從的情況下，才可以啟動。

到今天，大家也不會再質疑，為何政府要做如此大動作，

面對這個只有 0.2%死亡率的病毒，卻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甚至乎，要全球包機接送英國國民回國。

這就是「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必然結果。

************************************************************************************
接著，每一個都宣告三次：「我要成為智慧人，為神在世發光！」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情，我們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

感謝主！AMEN！AMEN！感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