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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4月 12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31「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2）

影片：網絡生活 2.0：疫情與儲糧的生活

上星期主日信息，除了繼續追蹤封城及疫症的消息外，日華牧師更進一步分享到，

有關新冠肺炎的一個更大可能性 —— 各國皆為了 Planet X再臨而綵排，

故此，這段時間，大家亦應作儲糧安排。

在儲糧上，或許大家已累積了充足經驗，

但在現今先進的網絡科技下，其實還有更多可能性，

所以，若要在這段時間儲糧，大家需要留意以下事項。

一、應選擇國內購物渠道︰

在現時疫情影響下，所有貨運和空運時間，皆非常緩慢，

尤其是透過飛機，由台灣、韓國、美國等地空運而來的物資。

由於航運飛機大量減少，因此貨運需時較長，且成本更高，

當中，甚至尚未計算，受疫情影響而可能出現的關稅增加及扣關風險。

故此，建議大家應從內地市場購入物資，

今次，主要會為大家介紹內地大型購物網站「天貓超市」。

「天貓商城」與「淘寶」，

同屬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網購平台，但兩者定位截然不同，

一般普通賣家，會選擇於「淘寶」開設網店，

但「天貓」卻是專門為品牌旗艦店，提供網購服務的平台。

因此，「天貓商城」的開店審核，比「淘寶」更嚴格，

貨物品質亦普遍較「淘寶」優勝，而且貨品種類繁多，與香港 HKTVmall一樣，

家具百貨、電子產品、母嬰用品及進口產品，應有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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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天貓超市」是「天貓商城」其中一條支線，

設有全球官方店，普遍提供全球免運費，令海外買家可享有自由購物的樂趣，

當然，大家購物時，亦應小心識別店內是否已包含寄往香港的運費。

關於「天貓」網店的運作︰

首先，進入「淘寶」應用程式（APP），再選擇「天貓超市」。

購物時，請留意以下四點︰

注意事項一：不要混淆「淘寶」及「天貓超市」的購物車︰

首先，只要按以上所教，先進入「淘寶」應用程式 ，再選擇「天貓超市」，

那麼，購物車只會顯示「天貓超市」的商品。

在「天貓超市」買滿 249元人民幣後，

假如商品重量沒有超出 10kg，即可享有免運費的優惠。

但要留意，購物過程中，假如不小心退回「淘寶」頁面，

這時再按購物車，就會發現「淘寶」與「天貓超市」的商品，

同時出現在購物車內。

若遇到這種情況，你可以選擇重新再進入「天貓超市」，

然後再查看購物車，或是單獨點選「天貓超市」商品後結帳。

假如發現買滿 249元人民幣，而商品重量亦沒有超出 10kg，
卻要收取運費，那麼，可能是你的步驟出錯了，

就需要再次退回「淘寶」首頁，然後再次點進「天貓超市」查看。

注意事項二：關於快遞員收取上門附加費︰

「天貓」官網已註明，

「店舖已支付上門附加費和偏遠地區附加費，您無需額外支付」，

但仍有買家反映，有快遞員索取港幣 20至 25元的住宅上門費用。

如果遇上快遞員強行收取費用，買家可選擇拒絕收件，

並第一時間記錄快遞員資料，向「天貓」客服查詢，

避免有快遞員「搏大霧」，收取額外費用。

注意事項三：部分地區不支援派送︰

包括：海洋公園、大嶼山、馬灣、東涌、迪士尼、

愉景灣、梅窩、貝澳、塘福、大澳、石壁、昂坪、小蠔灣、機場貨物站、

所有離島區（長洲、南丫島、坪洲、蒲台島、果洲、索罟群島、吉澳洲、塔門洲、龍鼓洲等），

及所有需申請禁區許可證的範圍，一律無法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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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居住上述地區的朋友，

可選擇到「天貓超市」自提點，或「天貓」全球官方店自提點領取貨物。

注意事項四：遇有任何損壞，可申請退款︰

根據實際案例，曾有弟兄於「天貓超市」訂購兩包大米，

而其中一包於運送途中損壞了。

速遞員隨即致電該弟兄，表示今天只會派送一包米，

而另一包已損壞的米，可向「天貓」客服反映，再安排退款。

當弟兄按速遞員所說，向客服反映後，「天貓超市」也的確安排了退款。

所以，在「天貓超市」購物，是有一定保障。

值得一提：關於著數優惠「88VIP」，
如果你常於「天貓」或「天貓超市」購物，

可以考慮申請 88VIP，享有全部「天貓超市」商品 9.5折，

其他「天貓」店舖則視乎店舖優惠而定。

「88VIP」服務，開始於 2018年 8月 8日晚上，

每年費用為 888元，如果你的「淘氣值」達到 1000分，則只需 88元。

購買該服務後，用戶將享有產品折扣、

「優酷年度 VIP會員」、「蝦米年度超級 VIP 會員」、

專屬商品、「天貓超市」全店 95折、「淘票票年度全國卡」、

「餓了麼年度超級會員」等多種特權。

官方聲稱，以上權益的價值，已達到 2000元，

當然，優惠可能隨時改變，弟兄姊妹可以自行留意並更新相關資訊，

這一點，相信對於精明的弟兄姊妹而言，絕對沒有難度。

二、儲糧種類及推薦：

第一、存量應介乎三至六個月之間，

另外需考慮家中存放空間及經濟能力，自行評估家庭所需。

第二、選購優質並適宜的日常食材，

在訂購各類儲糧食品的同時，也可以用作日常食用，

一邊使用，一邊再持續補充，以維持一定存量，

如此，就可以避免食物過期而造成浪費。

試舉例：

假如你已儲備了三個月的糧食，你可以於接下來半年慢慢分批進食，

即是，你可用兩、三個月時間，慢慢吃掉三分之一，即一個月的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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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再補充新的糧食，作新的儲備，

如此，你就可以持續有半年，食用限期不斷更新的新儲糧。

另一個重要因素：

日華牧師特別提醒，為何需要儲備三至六個月的份量？

主因，是以第三個可能性為觀點，

假如香港政府或中國政府，未能於三至六個月間解決糧食問題，

那麼，香港不單已不再適宜居住，甚或可能已經變成死城一般，

我們就可能需要離開香港，向內地遷移。

第三、儲糧種類，

以下，會為大家推介一些適合的儲糧產品。

主食類︰米、麵線、泡麵、冬粉、米粉、通粉；

燕麥、小米、麵粉、馬鈴薯、粟米罐頭、餅乾等；

其中，東北大米是現時熱賣的中國大米，

其口感聲稱相當接近日本珍珠米，

如十月稻田長粒香米，以及柴火大院五常稻花香米。

除了大米之外，亦可以考慮一些粉、麵的不同配搭，

如意大利粉可以配搭不同醬汁，

或是辣椒醬和拌麵醬料等，可配合中式粥和麵食用。

蛋白質類︰奶粉、肉鬆、肉類罐頭、食物調理包，

如午餐肉罐頭、速食番茄蛋花湯等。

鹽類︰如低鈉鹽、高級精鹽等。

糖類︰如蜂蜜、冰糖、果糖、糖漿等。

豆和榖類︰如五穀雜糧（紅黃綠豆）、薏仁、燕麥、花生、八寶粥。

衛生用品︰包括衛生紙、面紙、衛生棉墊、濕紙巾等。

三、健康補充品及食用油

過多進食加工食品，會造成身體缺少維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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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必須留意補充相應的健康補充品，如維他命 C及益生菌等。

此外，內地食油問題不斷，曾引發網上不少輿論，

故不建議從國內訂購食油類產品，

而較健康的食用油，則建議購買橄欖油、椰油、牛油果油等。

所以，並不建議從國內選購健康補充品及食用油，

建議可從 iHerb或香港商店等其他途徑訂購。

四、食水

食水方面應存有一個月用量。

並且，內地海爾品牌的「逆滲透濾水機」已發展成熟，

價錢合理，售價只需港幣約一千元，

即使環境質素轉差，但只要有電力和水源供應，

仍可繼續使用清潔的逆滲透水，而「儲備的蒸餾水」，則可留至最後才飲用。

總括而言，儲糧其實是一種多元化的選擇，

除個別貨品外，一般可選用國內網購平台，

而儲糧模式，亦應一邊在日常生活中消耗，另一邊則不斷補給。

最後，提醒大家，在動手進行儲糧前，請先細心計劃，以智慧行事。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分享「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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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全世界政府都有很激進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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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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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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於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於郵輪假期下船後，看見眾多國家以奇怪的方式處理疫情。

對比第一、二個可能性，包括錯誤判斷與及生化武器襲擊。

如果屬於生化武器的話，那麼，各國應該於復活節假期後，才會有激烈反應。

原因，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及新加坡總統，也知道新冠肺炎殺傷力低，

一般的傳染性病毒，大約於復活節、有雷雨發生後，就會自然消除。

所以，假如復活節後，疫情還未有停止的話，就可能會是生化武器。

但現時，尚未到復活節，

然而，各國已經有著激烈反應，開始封關、封城，所有球類賽事亦取消。

因應病毒的殺傷力不高，這種封鎖整個國家的方式，就顯得十分不合理和誇張，

因為，當中是要承受上萬億的金錢損失。

於疫情爆發初期，或許中國政府會誤判，

然而，到現在，不可能全世界其他國家都一同誤判。

所以，除了之前兩個可能性，還有一個推理的可能性，

就是 Planet X的再來，世界要開始作出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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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最早於「2012信息籌備營」已經提到，

自 1980年代開始至今，每年都建造大量郵輪，

最終，是於 Nibiru來到時，找藉口將郵輪改裝，成為精英避難之所。

現時，新冠肺炎不斷於郵輪上造成感染，沒有人有膽量再乘搭。

所以，郵輪一定要改裝好，才適合用作隔離、成為醫院，或是讓人願意再次乘搭。

今次的事件，就是讓郵輪改裝，預備 Nibiru來到的契機。

並且，現時更應驗《阿森一族密碼》（The Simpsons Code）的分享，

就是以疫症之名，去進行類似軍法統治的封城、封國措施。

而英國於開始的時候，更是以自由不干預的「群體免疫」方式，

刻意任由人傳人，讓人的身體各自產生抗體。

然而，計劃卻是讓民意反彈，令人民自願接受封城封關的隔離政策。

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31「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2）
當我們有戰略和策略就知道，你統治一個國家時，即使全個國家都聽你話了，

假若所有群臣都聽你的了，但你仍會做一件事，玩弄一種權術，

就是將他們分為 A、B兩組。

他們裝作鬥爭，為要讓人看見，為甚麼？

一邊是反對派，一邊是支持派。

於是乎，反對派一定會投靠 B組，

但 B組最核心的領袖，根底裡卻是支持現有掌權者，

所以，所有投靠他的奸臣都死定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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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一些事情必須推行的時候，

A組和 B組必定是互相反對，A組支持，B組反對。

但最後的下半部分，B組卻投降說：

「你說得真對！我要深明大義！我也要做！」

那麼，所有反對派也要閉口了，本來是 B組作帶領鬧事、搬弄是非。

************************************************************************************
影片：英國在疫情中製造正反對立的假象

日華牧師分享到，從英國政府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應變化，

我們就可以了解他們隱藏在背後的計劃。

西方社會中，以英國為例，

因政府是沿用投票式的民主系統，人民亦享有言論自由，

所以，他們不能使用中國的專制統治方式，命令人民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

動輒使用強權鎮壓，迫使人民遵從。

所以，西方社會，就以英美為例，

他們的政府，甚或是幕後統治的精英，都會使用所謂的兩黨表面對立，

但內裡實質是合一的方式，驅使人民乖乖順從政府的決策。

首先，他們背後的真正領導階層，即 Free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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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政府中製造兩個極端對立的黨派：

美國，是共和、民主兩黨；英國，則是保守黨和工黨。

原因，當有兩個黨派輪流執政，

而兩黨於政治立場上，又表現出極端對立的話，

人民就會以為他們享有民主，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政客。

殊不知，兩個黨派的背後，其實都是由同一群人操控，

並且，兩者於執政時制訂的政策，到最後都是完全一樣。

就以英國為例，假如有人不喜歡保守黨於執政時制訂的政策，

而同時間，有一個持相反立場的工黨，在台下不斷作出反對。

那麼，這一位不喜歡保守黨執政政策的人，當然會支持立場極端相反的工黨，

因為，工黨與自己一樣，同樣是反對保守黨的政策，

既然有政黨與自己的立場相符，這人自然亦不會自行衍生第三種想法。

然而，到了工黨真正上台的時候，

人民就會發現，他們所做的，其實與保守黨是一模一樣。

不單是英美，就連所有西方國家的精英，

於過去數百年，都是沿用這種恆之有效的方式，

來統治如同羊群般，始終看不清精英高明統治手法真相的人民。

而傳媒的主要功能，就是與背後的精英互相配合，合演一場戲，

當精英們的統治政策需要作出改變時，就利用反對派和傳媒，

一同於台下飾演反對派，驅使人民覺得當時執政的政府有問題。

到了下次投票的時候，大部分人民就會一同支持反對派，令反對派順利上場，

但事實上，反對派的上場，以及政策上的改變，

根本就是精英們於背後處心積慮的計劃。

正因如此，於一個月前的 2020年 3月 13日，

當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大規模擴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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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大肆宣揚「群體免疫」，指人民不必擔心，

只要六成人民感染病毒後，全英國的社區就會產生「抗體」，

屆時，疫情自然就會退卻，

能夠康復的人自然會有抗體，而不能康復的人則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當時，日華牧師已看穿，這是一場「反間計」和「苦肉計」，

先由約翰遜說出一番幾乎令全國人民都極為反感的言論。

原因，任何人聽見六成人感染後，社區就會產生抗體，都必定會想：

「那麼，另外四成人又怎樣呢？他們是否會被放棄？

英國人口近 6,600萬，四成人即是 2,600萬人，他們會否全數死於疫情？

英國的醫療系統，一時之間能否承擔這樣多受感染病人？

我和家人又會否成為這四成人的其中之一？」

這種聽起來極不人道和殘忍的言論，必定會令人民產生諸如此類的想法。

結果，也必定會引來人民和傳媒口誅筆伐、一同譴責。

早在約翰遜說出這番言論時，

日華牧師已指出，這是一場「反間計」的劇情，

不久後，約翰遜就會因為所謂的疫情擴展和失控，立即改變口風，

指英國要如其他國家般封城和戒嚴，並為自己之前的失言道歉。

然而，其實英國早已計劃封城和戒嚴，

只是，如果一開始就這樣做，必定會引來民眾強烈反對。

倒不如，一開始就說出另一套極端相反的言論和做法，

當人民理所當然地反對時，就利用傳媒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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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英國政府因為自己之前的政策失誤，導致所謂疫情擴散，

如今覺悟自己做錯了，願意痛改前非，順應民意，

立即實施極為激烈的封城和戒嚴措施，

令本應人人反對的不合理措施，也變為政府深明大義而行的德政。

過去數星期，英國的疫情發展，

竟然正正如同日華牧師今年 2020年 3月 17日分享「第三個可能性」時，

於錄音所作的分析和估計一樣，其變化甚至超乎想像。

就在日華牧師作出上述分析的兩日後，3月 19日，

亦即約翰遜大肆宣揚「群體免疫」後，僅僅過了六天，連一星期也不到，

英國政府就因為當時 3,000多人確診，而立刻改變態度。

對比之前所提及讓全國六成人染疫而產生抗體，

3,000多人確診，只算極少量確診人數，甚至不及萬分之一，

但英國已立即改變政策，由本來所謂的「群體免疫」，

極端相反地，作出全面停課和封城，

嚴禁群眾聚集，甚至要求所有人留在家中。

而英國民眾不單沒有反對，

更乖乖配合政府一系列停課、封城、軍隊戒嚴的措施。

後來，事情發展更趨戲劇化，

就連約翰遜自己，以及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都先後確診，

在人民面前自打嘴巴，令民眾人人自危，更願意乖乖配合政府的極端防疫措施。

日華牧師指，如果這一場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

實際上，是背後統治世界的精英 Freemason，精心策劃的一場計謀，

為要讓全人類為 Planet X的來臨而作出預備的話，

那麼，這真是一場精彩的「苦肉計」！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11/2020/0320/428343.html
http://www.takungpao.com/news/232111/2020/0320/428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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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亦分析，假如當時約翰遜所說的「讓六成人感染」，實屬真心話，

就不會在短短一、兩星期後，看見數百人新增確診，立即作出 180度改變。

因為，六成人，等同超過 3,000萬英國人，

他卻在區區數百人新增確診時，已急不及待自打嘴巴。

顯然，這是英國政府和首相精心策劃的一場計謀，

為要讓英國人民乖乖地，接受他們本來絕不會同意、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的安排，

如停課、封城、軍隊戒嚴、禁止群眾聚集，甚至強制所有人留在家中。

事實上，約翰遜提出「讓六成人感染」的方法時，日華牧師已發現極不合理，

因為，約翰遜顯然將疫情的嚴重性誇大了數百倍。

按照是次疫情，如果單單計算感染病毒的人數，和因病發而死亡的人數，

其實，死亡率只有約 0.2%，而一般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則約為 0.1%。

雖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略高於每年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

但根本不應該因為比流感高少許的死亡率，就作出如此激烈的封城和戒嚴措施。

顯然，約翰遜提出所謂「讓六成人感染」的方法時，只是在說反話，

他並非真心想要這樣做，而是刻意說出來，讓人民反感，

繼而接受後來極為激進的封城和戒嚴等措施。

這亦正是日華牧師於「2012信息」中，經常提及 Freemason所用的伎倆，

「製造問題、演繹問題、提供答案」的做法，

目的，就是讓人民接受他們本來絕不接受的政策。

試舉一個例子，約翰遜的意思，等同叫你將錢存放於匯豐銀行，

因為，你會蝕 10%的錢，但若然存放在其他地方，你就會賺 10%，

所以，不要存放金錢於其他令你賺錢的銀行，要存放在令你蝕錢的匯豐銀行。

你絕不會這樣說，因為，這是說反話，刻意叫人不要存錢到匯豐銀行。

同樣地，當約翰遜說出「讓六成人感染」時，

所有人都會想：「其他四成人會如何呢？是否代表那四成人會死亡呢？」

然而，40%的死亡率，對比是次新冠肺炎疫情的 0.2%死亡率，

相當於誤導了人民，製造一個假象，將這次疫情的威脅誇張了 200倍，

他這樣說，就等同於叫英國人不要相信他的說話。

當所有人都反對他的言論時，

那麼，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提出全面停課、封城、戒嚴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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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華牧師認為，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極有可能存在第三個可能性，

就是精英們為著 Planet X的到來，早在 40年前已計劃了現今最後一步，

就是在宣佈 Planet X來臨前，先在全球實施軍法統治、戒嚴、撤僑、停課、停市，

全面改為網上交易、在家上班和網上上課，並改裝郵輪為方舟等措施。

原因，假如全世界政府，突然宣佈 Planet X的真相，

不需要等到 Planet X來臨，世界已經即時大亂，

四處出現搶劫銀行、金行和奢侈品商店，

並且，所有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糧食和日用品的供應，

都會因為恐慌而立即崩潰和毀滅。

所以，換個做法，當社會因為疫情，開始衍生一種「受控」的恐慌，

人民因著要留在家中，接受軍隊戒嚴，亦開始儲備糧食和日用品，

並且大部分街上店舖都慢慢消失，改為網上商店，

世人就在不知不覺間，為政府宣佈 Planet X將要來臨的真相做好預備。

不至於因為突然得知大災難，而世界性恐慌失控和崩潰，

甚或，因為害怕沒有糧食，導致大量暴民四處搶掠、打劫，

造成大量無辜人被殺。

相反，假如世界各地早已因為所謂的疫情而停課、停市、實施戒嚴，

並且，人人家中都早已儲備了三個月至半年以上的糧食和日用品，

那麼，即使因著大災難而要長時間留在家中，都變成了一件有可能的事情。

因為，就當今社會而言，如果面對致命風險，

人民不單不會因為政府的嚴厲措施而感到不滿，

相反，會因著政府的及早預備和智慧，而感謝他們。

基本上，只要有足夠的糧食、日用品、水、電和網絡供應，

人人都可以足不出戶。

至少，當人人趕到超市搶購大量廁紙時，其實，大家可以試想想，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很多人因為缺乏糧食，被迫食樹皮和樹根維生。

而事實上，雖則食樹皮和樹根沒有甚麼營養，

但至少可以飽肚，不至於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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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廁紙就是用木材製造，

在缺乏食物的情況下，與其坐以待斃餓死，將廁紙當食物，也是一個最後選擇。

所以，按日華牧師於今年 3月 17日錄音分享，

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

現今世上所發生，一切不合理和不尋常的事件，

極可能是各國政府為到宣佈 Planet X的來臨，而作出的最後一步。

*************************************************************************************
現時是全世界戒嚴，全世界軍法統治，

你以為真的胡亂捏造一個疾病出來，比感冒弱一百倍，

就可以欺騙全世界軍法統治嗎？

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人身先士卒，做得非常極端，

然後，又有人極端反對，但極端反對派，其實是暗中聯合的。

因為，一會兒只要有一個總統、總理或明星感染，然後死了，是死了！

不過是假的！

*************************************************************************************
影片：3月 17日後世上眾多名人確診新冠肺炎及死亡

今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相約資料員，

錄製這套「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時，

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件。

雖然，今次新冠肺炎疫情上，如日本北海道大學西浦博教授，

於 2月 7日所發表，認為死亡率僅 0.3至 0.6%。

甚至，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提出，

於統計上，有高達 99.8%確診患者能夠痊癒康復，

所以，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僅約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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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連 1%也沒有，

可見，這場疫情並非特別可怕。

在抗疫期間，中國和世界各地均有大量患者相繼痊癒出院。

其中，3月 16日，全球年齡最大的新冠肺炎患者，

104歲的李婆婆，靠著均衡營養和適當治療，也能夠康復出院。

3月 19日，伊朗一名 103歲的婆婆，住院約一星期後康復出院。

4月 5日，意大利亦有一名 103歲的婆婆，同樣戰勝病毒康復出院。



20200412 www.ziondaily.com

16

然而，奇怪的是，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裡，

新聞媒體，不單一方面大肆報道郵輪的感染情況，

另一方面，更異常地高調報道眾多名人確診及死亡事件，刻意為疫情製造渲染性。

截至今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錄製完今篇信息後，

新聞大肆報道，因新冠肺炎確診和死亡的名人。

3月 17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前 NBA最有價值球員（MVP）杜蘭特（Kevin Durant），
意大利甲組球隊祖雲達斯中場馬度迪（Blaise Matuidi），
同樣是意大利甲組球隊維羅納中場 24歲扎卡尼（Mattia Zaccagni），
日本奧委會副主席田嶋幸三，

全球首位皇室成員，奧地利大公卡爾‧馮‧哈布斯堡（Archduke Karl von Habsburg），
以及美國女歌手 Charlotte Lawrence，在 IG發文指自己確診。

3月 18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眾議院議員狄亞士巴拉特（Mario Diaz-Balart），及 Ben McAdams，
時裝界網絡名人 Arielle Charnas，在 IG 發文指自己經一名醫生朋友檢測確診，

29歲美國知名音樂作曲家安德魯瓦特（Andrew Watt），自稱要靠著氧氣機呼吸。

此外，同日還有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李振豪，

中國梅州五華足球隊外援，30歲的巴西籍多利（Dorielton Gomes Nascimento），
全隊球員需要隔離。

西班牙華倫西亞足球隊，成為西甲首支「中招」球隊，

共 5人確診，分別是加雷（Ezequiel Ga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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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加耶 （José Luis Gayà）及前曼城中堅文加拉（Eliaquim Mangala），
全隊接受病毒測試後，再證實近 35%職員確診。

西甲愛斯賓奴球隊 6人確診，包括中國國腳武磊，

其中，烏拉圭後衛李安度卡比拿（Leandro Cabrera），是首位烏拉圭籍球員確診。

3月 19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籍韓裔男星金大賢（Daniel Dae Kim），

摩納哥阿爾貝二世親王（Prince Albert II of Monaco），
英國脫歐首席談判代表 Michel Barnier，
《冰與火之歌：權力遊戲》英籍演員茵迪拉‧瓦瑪（Indira Varma），
坦尚尼亞饒舌歌手Mwana FA。

3月 20日，確診名人分別有︰香港空手道運動員曾綺婷，

美國電視名人及前 NFL球員 Colton Underwood，
NBA亦再有 4隊，共 7人感染，

包括波士頓塞爾特人正選後衛史馬特（Marcus Smart），
兩名洛杉磯湖人（Los Angeles Lakers）及一名波士頓塞爾特人（Boston Celtics），
NBA累計已有 7隊，共 14人確診。

此外，同日美國知名電視主持人安迪科恩（Andy Cohen）經過數天自我隔離後，

出現症狀前往醫院求助，檢測後宣佈自己確診，

呼籲大家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沒事不要外出，並感謝前線醫護人員的努力。

3月 21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香港空手道運動員周家謙，

球會 AC米蘭技術總監前球星馬甸尼（Paolo Maldini）,
及效力青年軍的兒子丹尼爾（Daniel Maldini）。
意大利甲組球隊祖雲達斯亦宣佈，

陣中阿根廷球星保羅戴巴拿（Paulo Dybala）確診，成為球隊第三名確診者。

保羅戴巴拿於 Twitter表示，自己與女友都確診，但強調雙方現時非常健康。

此外，還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Pedro Sanchez）的母親和岳父，

而他的妻子費爾南德斯（María Begoña Gómez Fernández），亦早於 3月 14日證實確診。

3月 22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搖滾樂團 Bon Jovi的鍵盤手 David Bryan，
首位確診參議員，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Rand Paul。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西班牙歌手杜鳴高（Placido Do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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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 32歲足球員馬魯旺‧費萊尼（Marouane Fellaini）。

此外，還有《盜亦有道》55歲美國女星 Debi Mazar，
發病期間，她曾乘搭地鐵、去戲院、超市及與朋友聚會飲酒等，現在正留家自我隔離。

3月 23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華盛頓州斯諾誇爾米（Snoqualmie）市長拉森（Matt Larson），
天主教紐奧爾良總教區大主教 Gregory M. Aymond。
此外，還有南非一代蛙王退役泳手雲達貝克（Cameron van der Burgh），
他在 Twitter宣佈自己確診，現年 31歲的他，強調自己一直保持健康生活習慣︰

「我的身體很強壯、肺部很強健，我沒有吸煙，而且也很年輕，是受病毒影響較小的年齡層。」

儘管他擁有絕佳的身體質素，

但是，他直言：「我已經與病毒搏鬥了 14天，儘管極高燒等最壞症狀已經減緩了，

但我的身體仍然非常虛弱乏力，仍未能擺脫咳嗽。

更可怕的是，任何活動，包括步行，都會令我疲累幾小時。」

3月 24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夫婦。

曾列入搖滾名人堂的 71歲搖滾男歌手 Jackson Browne，德國歌手 Natalie Horler，
以及曾出演《孤星淚》（Les Miserables）的美國男星特維特（Aaron Tveit），
他更透露自己已喪失味覺嗅覺。

此外，同日確診新冠肺炎病逝的名人分別有︰

意大利女星露西婭波斯（Lucia Bosé），在西班牙小鎮離世，享年 89歲，

以及英國駐匈牙利布達佩斯（Budapest）大使館，

37歲副大使（Deputy Head of Mission）迪克斯（Steven Dick）。

3月 25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演員兼鄉村音樂歌手勞拉‧貝爾‧邦迪（Laura Bell Bundy），在 IG發聲明表示確診。

此外，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Prince Charles）亦證實確診，未知感染途徑，

他的妻子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Camilla, HRH The Duchess of Cornwall）檢測後未有顯示感染，

但兩人正在蘇格蘭住所自我隔離。

新聞片段：

We've got some breaking news to bring you and it's to do with the Prince of Wales.
我們有一些突發新聞要報道，這與查理斯王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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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他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We're told that he is displaying only mild symptoms, but otherwise remains in good health, that's according
to Clarence House.
消息指他只是出現輕微症狀，除此以外身體狀況仍算良好，這是根據克拉倫斯府發放的消息。

So Prince Charles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查理斯王子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Mild symptoms which is worth remembering,
輕微症狀，但值得記住這一點，

the scientists said…what feels like weeks ago
科學家指出……感覺像是幾星期前的事，

now it's probably only last week
但可能只是上星期，

…that 80% of people who get coronavirus will only have mild symptoms.
……指出 80%的新冠肺炎患者只會出現輕微症狀。

But Prince Charles has obviously been tested and he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但顯然地，查理斯王子是接受了病毒測試，並且對新冠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英國白金漢宮稱，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目前健康狀況良好，

只是王室助理確診後，導致英女王自 3月 19日離開白金漢宮，前往溫莎堡居住。

3月 26日，NBC環球集團 CEO Jeff Shell確診。

3月 27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體育分析員 Doris Burke，
及伊朗副總統瑪蘇梅‧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

此外，還有短時間內，反口支持抗疫的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亦於同日確診，

及至 4月 8日，約翰遜病情於兩小時內急劇惡化，當晚轉入深切治療部（ICU），
政府官員指約翰遜需要吸氧，接受標準的供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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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It's now been 14 hours since Boris Johnson was admitted to ICU.
首相約翰遜轉入深切治療部已經 14小時，

A government minister has revealed that he is not currently on a ventilator but he has received oxygen
support after struggling to breathe.
政府發言人透露，他目前未有使用呼吸機，但因呼吸困難而接受氧氣治療。

It’s a concerning development for the prime minister 11 days after he was first diagnosed.
首相確診 11天後出現這情況，令人擔憂，

Boris Johnson had spent weeks protecting his country from Covid-19.
約翰遜在過去數星期，致力帶領國家應對新冠病毒疫情，

Now he's in a fight to save himself.
現時卻需要為自己而戰。

Only a day after arriving at London St. Thomas' Hospital as a so-called precaution,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health has taken a far more serious turn.
為預防起見入住倫敦聖湯瑪斯醫院一天後，約翰遜的病情出現惡化，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afternoon, the prime minister'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on the advice of the
medical team, he was moved into a critical care unit.
直至下午，首相情況持續轉差，在醫療小組的建議下，他被轉送往深切治療部。

According to Downing Street, it's another precautionary move aimed at keeping the 55-year-old close to
ventilators should he need them.
首相官邸指這是另一項預防措施，目的是讓年屆 55歲的首相，在有需要時能即時使用呼吸機。

It says Mr. Johnson was conscious when the decision was made, and was able to tell Foreign Secretary
Dominic Raab to deputize for him where necessary.
官邸指約翰遜是在清醒的情況下作出這決定，並交帶外相藍韜文在有需要時暫代職務。

Only hours earlier, Boris Johnson had tried to reassure the nation, he was fit to continue as leader posting
on Twitter:
幾小時前，約翰遜還嘗試安撫國民，稱自己能夠繼續領導國家，在 Twitter上發文：

“I'm in good spirits and keeping in touch with my team, as we work together to fight this virus and keep
everyone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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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神良好，與團隊保持聯繫，會一同致力抗疫，確保大家安全」。

3月 28日，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King Felipe）的表姊，

「紅公主」（La princesa roja）的波旁—帕爾馬家族瑪麗亞‧特蕾莎公主（María Teresa de
Borbón-Parma），不幸成為全球第一位死於新冠肺炎的王室成員，享年 86歲。

3月 29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著名商人 James Dolan（詹姆斯‧勞倫斯‧多蘭 ） ，

73歲唱作歌手 John Prine。

其中，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的親信、

前經濟復甦計劃部長德維吉昂（Patrick Devedjian）染疫身亡，

是目前歐洲政壇中，死於新冠肺炎的最高級政客。

3月 30日，確診新冠肺炎病逝的名人分別有︰

美國鄉謠唱作男歌手 Joe Diffie，享年 61歲，

此外，日本喜劇演員志村健，早前有咳嗽、發燒等症狀，

送院求醫後確診，住院一星期後，於 3月 30日離世，

享年 70歲，成為日本首位確診病逝的藝人。

3月 31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CNN節目主持人 Chris Cuomo，
以及前美國職業網球球王馬克安諾（John Patrick McEnroe）的弟弟小馬克安諾（Patrick McEnroe），
正與妻子及小孩進行為期兩周的隔離，小馬克鼓勵大家說：「每個人都該這樣做。」

4月 2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 62歲舞台劇男星 Brian Stokes Mitchell，
以及曾參演《甜心先生》（Jerry Maguire）與《複雜關係》（It’s Complicated），
美國 55歲著名女星阿里‧溫特沃斯（Ali Wentworth），她在 IG 發臥病在床的照片，並留言說：

「我確診了新冠肺炎，從未病得如此嚴重，出現高燒及可怕的身體疼痛，已與家人隔離。」

同日，確診新冠肺炎病逝的名人分別有︰

美國著名搖滾樂隊 Fountains of Wayne結他手 Adam Schlesinger，享年 52歲，

以及美國歌手兼作家、ZE Records創辦者之一，

新浪潮音樂女歌手克里斯蒂娜（Cristina Monet-Palaci），享年 61歲。

4月 4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40歲美國女歌手 Pink，於 IG 宣佈自己與 3歲兒子 Jameson兩周前出現新冠肺炎病徵，檢測後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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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指標性人物，英國歌手瑪莉安菲絲佛（Marianne Faithfull），
經公關團隊證實確診，正接受治療。

同日，曾參演《異形續集》（Aliens）及

《蝙蝠俠—夜神起義》（The Dark Knight Rises）的美國演員 Jay Benedict，
因新冠肺炎逝世，享年 68歲。

4月 5日，美國老牌電視明星 Forrest Compton因新冠肺炎的併發症離世，享年 94歲。

4月 6日，確診名人分別有︰

美國著名歌手克里斯多夫‧克羅斯（Christopher Cross），
將新冠肺炎稱為「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疾病」。

以及 2007年獲得地下音樂頒獎禮最佳饒舌男歌手獎，35歲美國饒舌男歌手 Fred the Godson，
他上載自己在醫院戴著氧氣罩的自拍照，並叫 Fans為他祈禱。

顯然，自今年 3月 17日，日華牧師錄製今篇信息後，

相隔短短 26日，廣大傳媒刻意大肆渲染報道眾多名人及政要確診和病逝，

為疫情製造恐慌，令全世界人心惶惶。

無獨有偶，早於 8年前，2012年 9月 23日，923當天的主日信息中，

透過精華短片（VO）「2012年之前全球名人相繼引退和逝世事件」，

已引述 2009年 12月 6至 12日「2012信息籌備營」裡，

日華牧師早已預告，接下來 Planet X將要重臨，觸發種種自然災難和天氣變動。

其中，國家元首、政要、頂尖精英、企業 CEO管理層和一些知名人士，

早已知道內情，並且及早預備了各種逃生方案。

包括：建造地下城和地堡、增建大量巨型郵輪和逃難方舟、太空飛船等等。

到了適當時候，就會尋找有利的藉口，趁機在公眾面前銷聲匿跡，

以便進入地堡或登上逃難方舟，預備 Planet X的來臨。

主日片段：

其實美國在最近這幾年裡，

現在我們將要講的，就是美國好的政府，他們所做的事。

其中一個穿幫的，就是他們造了很多方舟出來。



20200412 www.ziondaily.com

23

你能夠想像，因為在 Planet X飛過的時候，

因為它的災害實在太大，根本沒有任何一樣東西確保一定安全。

所以，他們用了許多方法，這些方法包含了幾方面，是綜合了幾方面。

第一，是地底城。

其實現在整個計劃就是這樣，

整個 Planet X飛過最重要的所有元素，就是 Planet X的位置。

第二，Planet X的毀滅，會擊中哪裡？

這兩個是最重要，他們就要做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越多人造衛星在天上就越好。

所以，全世界沒有地方安全了，就算進入地底都不一定安全。

當它墜落，像大山一樣墜落時，地面怎麼會只穿透幾里那麼簡單，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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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沒有百分之百安全，所以，用了人造衛星計算，

然後再加上，她們用盡所有可能性去避開這災害，天上、地底上、水上，還有水底下。

假設你就是美國一個高級官員，是忠的，假設你是忠的。

現在，逼在眉睫。

你突然知道很短時間內，Planet X會來臨，

但你可以有無限金錢，合法與不合法也好，總之有無限金錢可任意使用。

現在你要預備一個稱為，在 Planet X來臨前，2012最高機密的一個預備！

這個預備，要達到幾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要一個全球聯絡網，使人類這個種族能夠延續下去。

因為極可能是全人類毀滅，是極可能！

所以，你有責任就是預備一個全球網絡，

互相聯繫下，用各樣的方式，使人類能夠延續下去。

第二，要建立一個儲糧計劃，能夠足夠吃上 10年，

所有難民、所有人，都能夠足夠吃上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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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預備好一個在恐慌時，

至少在預備的時候，先不要製造恐慌，對不？

因為沒有政府就預備不到這件事，

但要預備到當真的發生時，怎樣控制這些恐慌。

當然其中一定要發生，就是軍法統治，一定要有！

甚至是一定在指定時間要有軍法統治！

還有適當地把這些家人和他的親人分開，

因為，很多個國家，只能夠選擇最健康、讀最多書，

還有最年輕，他的精神狀態是最正常的人，才可以被救。

另一點，要預備所有資源，在短時間裡，於 Planet X經過之後，重建所有公共設施。

所以她（政府）一定要在 2012之前，一定會有軍法統治，

免得平民百姓搶了他們的 Underground base（地堡），推了他們的精英上船。

所以，全部這些設施，只會留給他們認為是精英的人。

所以，他們一定要在這幾年當中，沒收美國所有人的槍，所有槍都不可以發牌。

當然你會看見，這是所謂好的政府那邊去想，但奸的政府所想的又不同，

她甚至打算最好將全人類的人數減去九成。

甚至，透過精華短片（VO）進一步揭示，

在大災難來臨之前，名人可能會以引退請辭、事故假死或替身死亡等，

在公眾面前銷聲匿跡，提前離開進入地堡。

然而，今次疫情裡，透過新聞報道，我們正正看見世上眾多名人及政要，

相繼宣稱確診，紛紛進行所謂的自我隔離，

隨著疫情，順理成章地，達至在公眾面前銷聲匿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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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名人及政要，會否就如上述精華短片所說，

早已知道這幾年將要發生的事情，繼而以新冠肺炎疫情為藉口，

借故及早離開公眾視線，為將要發生的各種更龐大災難作預備，

按預定時間和計劃，啟動這些災難預備方案呢？

************************************************************************************
那麼你明白嗎？

告訴你，他們可以在 24小時內封國，所以你明白嗎？

*************************************************************************************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肺炎疫情與軍法統治（2012信息籌備營）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擴散，

世界各地爆發囤積物資和醫療用品的搶購潮。

3月 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供應短缺的醫療用品，一律嚴禁囤積，違者等同犯法。

目前，美國已有多個州份頒佈「居家避疫令」，

要求所有非必要崗位的工作人員留在家中，以減少病毒傳播，

人們允許戶外運動，但所有公共和私人聚會，不論人數多少，都一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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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日，越南海關即日起暫停出口大米，及停止簽署新的大米出口合約，

由於越南米，是本港進口食米的第二大來源，

因此，越南停止出口大米，必定會對本港大米供應造成一定影響。

而根據本港《儲備商品規例》，本港食米儲備只足夠香港居民 15天的食用水平，

換句話說，全港食米儲備，亦只有兩星期存貨而已。

3月 25日，疫情影響下，

不同國家和地區先後出現搶購潮，市民囤積口罩等防疫物資及糧食。

彭博社報道，部分糧食主要出口國，已開始禁止糧食出口，以確保國內糧食供應。

例如︰主要小麥麵粉輸出國哈薩克，已禁止出口小麥麵粉、紅蘿蔔、糖和馬鈴薯；

主要大米供應國 —— 越南，已暫停簽署新的大米出口合約；

塞爾維亞已禁止出口葵花籽油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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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則會每周評估最新情況，再決定是否實施出口禁令；

另一邊廂，中國作為最大的大米生產國和消費國，

即使已擁有龐大的大米和小麥儲備，足夠一年用量，但仍然會繼續增加儲存量；

而主要小麥進口國，阿爾及利亞和土耳其，已發出新標書；

摩洛哥更暫停徵收小麥進口關稅，直至 6月中。

越來越多政府實施極端防疫措施，

例如宵禁和限制群眾聚集，甚至只准市民外出購買生活用品。

獨立顧問兼資深農產品貿易商伯格（Ann Berg）認為，

措施將波及糧食政策，或出現戰時配給、價格控制和國內囤積糧食等情況，

部分國家已經開始增加戰略儲備。

倫敦智庫查塔姆大廈 Chatham House新興風險研究總監 Tim Benton警告：

如果各國政府單顧自己國家，未能攜手合作，確保全球糧食供應穩定。

那麼，情況將會變得更差，甚至，若果國家搶購明年的收成，

糧食價格必定會上升，決策者會感到更加恐慌，屆時，將會連帶引發社會不穩。

3月 26日，泰國宣佈禁止雞蛋出口，

由於泰國民眾擔憂新冠肺炎疫情，令雞蛋需求量大增。

副首相兼商務部長朱林稱，泰國每天可以出產約 4,000萬顆雞蛋。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很多人大量購買和囤積，

過去數天，需求量增加了三倍，造成雞蛋供應短缺。

為確保國內雞蛋供應充足，泰國將禁止雞蛋出口七天，

七天後，將視乎情況，或會將禁令延長。

此外，商務部也會將雞蛋價格，維持在每顆 3.3至 3.5泰銖，約港幣 8毛。

若商家違反條例，以高價出售雞蛋，政府將採取法律行動，

違例者可被判入獄最高七年，或罰款 14萬泰銖（約 33,000港元），

嚴重者更會兩者並罰。

3月 27日，日本東京連續四日創單日確診新高，

東京都知事呼籲市民，平日最好在家工作，非必要盡量不要外出。

市民擔憂會封城，令東京多間超市再現搶購潮，

食材及生活用品，如新鮮肉品、白米、罐頭、泡麵、意粉等被搶購一空。

除了實體超市外，不少網上超市也發生難以登入的情況。

首相安倍晉三於會議上首次呼籲全國共克「國難」，

呼籲民眾自制，切勿囤積物資，業者也指生產及物流如常，呼籲民眾冷靜。

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detail/217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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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4日，有新聞報道稱，新冠肺炎令全球工商業停擺，

世界各地爆發「搶糧潮」，依賴進口的香港隨時爆發糧食危機。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冼日明指：

目前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是影響糧食供應的最大元素，

各國民眾會增加糧食儲備，如過往只儲一星期糧食，現時可能會儲一個月，

未來數月，假如疫情仍未得到緩和，甚至相反加劇，

全球 500萬至 1,000萬人染病的話，勢必造成更大恐慌，

引發各國限制出口，為國民儲糧，

屆時，僅靠進口糧食維生的香港，將會非常不利。

3月 2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電視講話，

宣佈 3月 28日至 4月 5日全國放假，共九天，以防止新冠肺炎在境內大規模傳播。

普京說：「希望俄羅斯全體公民遵從政府和醫生的建議，

保重個人和家人，而待在家中是最為安全。」

莫斯科的公園、博物館、教堂關閉，

餐館、咖啡店和商店暫停營業，藥房和必需品商店除外。

同時，禁止所有國際航班升降，只有接載公民從海外回國的特別班機除外。

然而，禁令頒佈時，整個俄羅斯累計只有 840宗確診，累計僅 3人死亡。

同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根據《國防生產法》，

下令通用汽車（GM）生產呼吸機，以應付目前新冠肺炎嚴重患者的需要。

通用汽車與醫療設備生產商 Ventec Life Systems已達成合作協議，

將大規模生產呼吸機，期望每月可生產 1萬部，

有專家指，若果疫情繼續惡化，醫院可能同時需要 30萬部呼吸機，才足以應付患者的需要。

4月 1日，意大利超級跑車林寶堅尼（Lamborghini）宣佈，

位於意大利的部分工廠，將開始生產口罩和防護面罩，

預計每日可以生產 1,000個口罩和 200個防護面罩，

供給當地一間醫院，共同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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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指控口罩生產商 3M公司，

寧願將口罩賣到外國牟利，也不考慮國內需求，

同時動用《國防生產法》，命令 3M生產呼吸機和口罩，

以應付國內龐大的醫療物資需求。

3M則反駁，指禁止出口 N95口罩，將嚴重違反人道主義。

結果，只會引來其他國家採取報復行動，最終受害的必然是美國。

隨後 4月 7日，3M公司表示，與美國政府達成了一項協議，

未來三個月，將進口 1.665億個 N95口罩，主要是來自 3M公司設於中國的工廠。

同時，會繼續將美國生產的口罩，輸送至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此外，未來 60至 90日，將會再次增產，

預期 12個月內，將全球 N95口罩的產能再提高一倍，增至 20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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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疫情方面︰

西班牙的情況越來越嚴峻，

3月 26日，西班牙衛生部宣佈，全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增至 3,434人，

這個數字，已超越了中國公佈的死亡病例人數，暫時僅次於意大利。

由於西班牙確診人數迅速攀升，

首都馬德里更成為全國最嚴重的疫區之一，超過 3成死者都集中在這裡。

西班牙政府決定，將馬德里展覽中心（IFEMA）改裝成戰地隔離醫院，

附近的複合式溜冰場冰宮（Palacio de Hielo），
則被徵用為臨時殯儀館，收容感染者的屍體。

其中，一名西班牙醫生拍攝了一段短片，

含淚講述目前西班牙醫院裡，令人絕望的現狀：

「在馬德里，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呼吸機供所有人使用，

因此，65歲以上的老人會被移除呼吸機，讓給更年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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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只能通過為老人注射鎮定劑，以減輕他們的痛苦。」

這位醫生泣不成聲：「我們有責任對國家和老人負責，

我們不能讓他們以這種不值得的方式死去，我們不能……

但沒有醫療用品、沒有床位、沒有呼吸器。

很多病人拉著醫護人員的手，說他們不想死。

但只有這樣，才能令更多年輕人能活下來。

作為一位醫生，我每天晚上都在哭泣，但第二天仍要工作，

這個世界已經瘋了，醫院已經爆滿了，我們已經在決定別人的生與死。

請分享這段影片，這是馬德里醫院裡正在發生的事情。」

英國及歐洲方面，3月 25日，

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Prince Charles）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暫時仍未知感染途徑。

他的妻子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Camilla, HRH The Duchess of Cornwall），
經檢測後發現未有感染，目前兩人正在蘇格蘭住所進行自我隔離。

縱使英國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早前已突然轉意，

宣佈全英國由所謂完全沒有防疫措施的「佛系防疫」，將戴口罩人士視為異類，

變成所謂「魔系防疫」，下達嚴格的「全國禁足令」。

但是，直到這一天，傳出英國王儲查理斯王子確診，

英國人似乎才真正意識到大事不妙，病毒已經到了家門前。

4月 7日，疫情持續，英國地區議會安排先挖墓地，以防將來供不應求，

負責挖墓的管理員說，從未試過為還未死的人挖墓地，實在令人非常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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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不幸地，這是一件必需完成的工作，

就目前所發生的事情來說，這是現實。

我叫克萊夫‧卡爾貝勒，

我是霍克山及阿格尼絲公墓的墓地管理員，

我在公墓的工作包括挖墓地及保養工作。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工作，

有些人認為他們在經歷一些他們不應經歷的事，

這令他們很擔心，

他們不喜歡想到墳墓，更加不想挖墓地，

但對我來說，這個問題不困擾。

很多地方議會都已經在準備墓地了，

有需要的話，墓園也準備舉行多場葬禮，

我希望保證所有東西都是整齊乾淨的，

這是一些你嘗試為死者家庭做到最好的事情，這是尊重。

你知道嗎？細節決定成敗。

我從未試過為未死的人挖墓地，

為還未死的人去挖墓地，這是頗傷感的，

在這個令人傷心的時刻，這是我們必須做的，

我希望我們不需要用到這些墳墓。

這提醒了大家，死亡到底有多真實，

你知道嗎？很多人都沒有想過這一方面，

但這其實是很真實的，這就是現實，我們需要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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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最初在亞洲爆發時，亞洲多地民眾已紛紛張羅搶購口罩，

到了今日，口罩早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地球另一端的歐美國家，因為文化差異等原因，

普遍人對於「戴口罩」，仍然感到遲疑。

4月 1日，歐洲國家捷克、斯洛伐克、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等國家，

領頭鼓勵人民戴口罩，甚至強制要求民眾外出時戴上口罩。

其中，斯洛伐克總統恰普托娃（Zuzana Caputova），
更親身示範如何不失優雅地戴口罩。

捷克總理巴比什（Andrej Babis）和其他政客亦以身作則，

到國會出席會議或發表電視講話時，也戴上口罩，

衛生部長沃伊捷赫（Adam Vojtech）更粉墨登場，

參與拍攝宣傳片，呼籲「全民戴罩」。

4月 2日，法國為緩解口罩緊缺問題，早已向中國訂購了 10億個口罩，

近日，其中一批口罩即將在中國付運時，

竟然被中國當地的美國進口商，以高達三、四倍的價格及現金，企圖當場買走，

幸好，法國官員能夠力保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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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國亦相當重視運輸口罩時的保安，

當一架載有 850萬個口罩的運輸機，從中國飛抵巴黎時，

沿途不但有 100名憲兵及警察，全程監控和保護。

機場更有戰機升空巡邏，一路將口罩直接運往至衛生部倉庫。

不單如此，送到倉庫後，同樣有憲兵日夜守護，防止被搶劫或盜取。

不少法國媒體形容，當局的做法就如同在運送黃金。

另一方面，隨著新冠疫情全球急速擴散，

各國政府，不論何種政體，都採取前所未有的強硬手段，

頒佈禁足、封城、鎖國等緊急法令，阻止疫症繼續蔓延。

這種嚴厲的「德拉古式」（Draconian）手法，引起不少輿論，

令人聯想起以嚴刑峻法著稱的古希臘政治家德拉古（Draco），憂慮會否侵害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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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自 3月 4日發現首宗確診後，至月底累計有 492宗個案，

當中 16人死亡，環觀歐洲多國而言，疫情不算嚴重。

然而，匈牙利國會在 3月 30日，以 137票對 53票，通過緊急法案，

賦予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近乎不受制約的權力，

包括無限期緊急狀態、國會選舉中止、總理以法令形式執政，

任何發放假新聞及謠言者，最高刑罰監禁五年，

違反隔離令者，最高刑罰監禁八年。

歐美媒體大為震怒，稱之為「新冠病毒政變」。

同日，3月 30日，以色列政府對外證實，鑑於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劇，

耶路撒冷的「國家危機管理中心」已啟用，用於政府首腦和高層作辦公及會議。

據悉，「國家危機管理中心」並非常規政府機構，

而是一座修建於耶路撒冷城內的堅固地下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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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防備一旦伊朗掌握核武後，可能會發起的導彈核攻擊，

所以，也被稱為以色列的「末日碉堡」。

美國方面，3月 25日，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表示，

由於已有 227名美軍確診，五角大樓已下令，

全球各地駐外美軍停止所有旅行和行動計劃 60天，以限制疫情在軍中擴散。

國防部長指：

「目的是確保我們不會將病毒帶回家、傳染給他人，或是讓疫情在軍中擴散。」

根據禁令，未來兩個月，將停止約 9萬名美軍人員的部署，或重新部署計劃。

只是，禁令並不適用於 2月 29日，美國與塔利班簽訂的和平協議，

美軍需在 10日內開始撤走，令駐軍人數由 1.3萬減至約 8,600人。

此外，國防部已提升「全球美軍基地的健康保護條件」至等級第 2高的 C級，

意味著美軍中存在持續的社區傳播。

新聞片段：

Pentagon put a 60-day freeze on all overseas troop mov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rvirus.
五角大樓為防控疫情，凍結海外美軍行動 60天。

Our ‘10 News’ reporter Anthony Pura has more on how that would impact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ir
families.
「10號新聞」記者 Anthony Pura探討了凍結令對軍人及其家人的影響，

The Secretary of Defence issuing a 60-day freeze in place order Wednesday meant to help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rvirus.
國防部長周三發佈，一項為期 60天的凍結令，目的為遏制新冠病毒擴散。

The move affects nearly 90,000 service members slated to be deployed or redeployed overseas.
此舉影響 9萬兵力的預期部署計劃，

What that means is if you are a unit already deployed, and you were scheduled just about to come back, you
are going to stay where you are for 60 days.
這意味著若你屬於計劃回國的部隊，你將要留在目前的位置 60天。

And If you’re are a unit that’s just about to move, normally a deployment overseas, you are also going to
stay home and stay where you are for another 60 days.
若你即將動身，通常是參與海外部署，你也要留在家中，並待 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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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Belmart is with the San Diego Military Advisory Council.
任職於聖地亞哥軍事顧問委員會的，

He says that the order could hold up some long-awaited reunions.
Mark Belmart說凍結令可能會，延遲久違的團聚，

You know we all mark calendars when we’re deployed.
駐外美軍和其家人，

Service member does and the family back home does.
都會記錄服役時間表，

And you really start to anchor events around that reach of deployment.
然後才訂下其他計劃。

While it is unclear if this order will delay any local service members scheduled to return home,
雖然目前尚未清楚該命令會否，延遲所有軍人的歸期。

Belmart says it is a sacrifice military families understand.
Belmart說這是軍人家屬深知的代價。

It’s a hardship but it’s what military people do when they raise their hand and swear to serve.
這是艱難的任務，但這亦是軍人舉手作入伍宣誓一刻，知道要履行的職責。

The order does have some exceptions, including patients and providers travelling from medical treatment.
凍結令也有例外情況，包括醫療旅遊的病人和供應商。

For ships already on their way back, they can return to the U.S. after first spending 14 days at sea.
至於計劃返回美國的軍艦，須要在海上停留 14天，才能回國。

In addition, the Pentagon says the order is not expected to impact the drawdown of US forces in
Afghanistan.
此外，五角大樓指凍結令，不會影響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進程。

Anthony Pura ‘10 News’.
「10號新聞」記者 Anthony Pura報道

As of this morning the Pentagon says that 220 service members hav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五角大樓表示，截至今天早上，已有 220名士兵確疹感染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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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截至 3月 27日，

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有 36名水兵確診，部署在中國周邊維修

的航空母艦「列根號」（USS Ronald Reagan），也被曝出兩宗確診。

病毒在航空母艦上擴散，

導致美國海軍在印度洋及太平洋地區，陷入無航空母艦可用的尷尬境況。

目前，仍未知道美國有何安排，會對整艘航空母艦進行隔離，或是讓士兵下船隔離。

4月 1日，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反對讓士兵下船隔離的做法。

正當美軍打算要求羅斯福號官兵「原船隔離」的時候，

艦長克勞齊（Brett Crozier）擔心疫情造成群聚感染，

寄信到海軍司令部，請求撤離大部分官兵，

信中稱：「目前並非戰時，官兵們沒有必要捐軀。」

強調「羅斯福號」的疫情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否則可能會造成 50名官兵死亡。

雖然，最終軍方讓官兵下船，

但艦長克勞齊，卻被高層美國署理海軍部長莫德伊，

批評「判斷力極差」，解除其艦長官位。

然而，這項決定隨即遭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譴責，

認為此舉動搖軍心、提高官兵風險、危及艦隊戰備，

4月 8日，美國署理海軍部長莫德伊，向國防部長埃斯珀遞交請辭。

截至美國東部時間 4月 8日上午，

停靠在關島的巨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已有 286名船員確診，

美國國防部官員同時證實，90%船員已完成病毒檢測，

但近 5,000名船員中，僅有 2,329人可以下船進行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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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航空母艦「羅斯福號」船員確診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在 3月 4日停靠在越南東部的峴港，舉行「慶祝美越關係正常化 25周年」的活動。

至於，越南峴港是甚麼地方呢？

沒錯！峴港就是日華牧師於 2015年及 2020年，

兩次郵輪之旅，藍寶石公主號（Sapphire Princess）停泊的其中一站，

甚至，越南港口峴港，正正就是五年前，日華牧師錄影「天馬座行動」信息的位置，

也是今年郵輪之旅，日華牧師離開新加坡郵輪碼頭後，

藍寶石公主號曾到過的三處地方之一，分別是泰國蘇梅島、芭堤雅及越南峴港。

3月 2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召開新冠肺炎疫情的新聞發佈會，

描述自己極為震撼，竟從電視看見紐約一間醫院外，

一輛輛冷凍貨櫃車在路上「列隊」，車內到處都是裝有遺體的運屍袋，

因為醫院實在有太多屍體，醫護人員已無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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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若民眾能嚴格遵從指引，最少能拯救 100萬人的性命，

至於，美軍派往紐約協助應對疫情的醫療船「安慰號」，已經抵達紐約市，

「安慰號」將接收非新冠肺炎患者，及進行其他手術，紓緩當地醫院壓力，

除醫療船外，政府亦於紐約中央公園等地，設置了臨時醫院，開始收治病人。

3月 29日，美國北方司令部（NORTHCOM）因應疫情擴散迅速，

重啟美國末日碉堡，將所有重要國防戰略人員，

送入距地面 610公尺深的夏延山核戰碉堡（Cheyenne Mountain nuclear bunker）避難，

以便隨時監控別國動向。碉堡內部是花崗岩洞穴，指揮所下面有巨大彈簧和橡膠墊，

能對抗核武攻擊，目前，由北美防空司令部使用，主要確保在高強度核戰下，

仍能保存 6,000名重要官員的性命，在裡面生存數個月，指揮反擊戰爭。

報道指，為了確保疫情不會影響國防，

美國北方司令部，以及美國與加拿大的聯合行動部門北美防空司令部，

將繼續監視北美上空的導彈和飛行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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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歐蕭尼西（Terrence O’Shaughnessy）表示︰

「目前一些監控小組的成員，已經轉移到經過強化的地下碉堡。」

至於，誰能夠進駐這些地下基地，他自己也無權干涉。

美國加州州長早已宣佈全州封鎖，要求 4,000萬居民留在家中，

禁止任何規模的公共及私人集會，期望緩解疫情蔓延。

不過，3月 28日，有人沒有理會禁令，

依然外出玩耍及聚會，舉行約 40人集會的生日派對，

得到消息後，洛杉磯警方迅速出動，

警方排成一列，手握槍械，不斷向前移動，強制聚會者疏散，現場一度混亂。

3月 31日，有報道指疫情肆虐期間，美國售罄的不是口罩，而是槍枝。

許多美國人認為，新冠肺炎影響下，社會變得更危險，

所以，美國民眾紛紛囤槍以求自衛。

4月 1日，美國已有 30個州份或地區，進入「重大災難狀態」，

包括華盛頓特區、關島和波多黎各。

美國聯邦應急管理局已準備 10萬個屍體袋，

消息人士透露，國防部將從軍用儲備的 5萬個屍袋中，

先調撥一部分，剩下的將會繼續訂購。

美國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官，伯克斯醫生（Deborah Birx）在發佈會上指︰

根據數據模型預測，在嚴格防疫措施下，

預計將會有多達 10至 24萬美國人死於疫情，

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死亡人數有可能達到 150至 220萬人。

4月 3日，美國史無前例啟動 230年來，最大規模的撤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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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特意發出一系列告示，要求全體美國公民立刻盡速乘搭飛機返國，

引發外界揣測，這可能是美國鎖國的先兆。

美國國務院要求滯留海外的美國公民，

包括︰北馬其頓、巴基斯坦、伊拉克、緬甸、獅子山、埃及、

孟加拉、秘魯等駐地美國大使，安排包機撤僑，

但索馬利亞、馬爾他、宏都拉斯、哈薩克、幾內亞等國的美國公民，需轉機才能返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

美國國務院已將滯留海外 50多個國家，逾 2.5萬名美國人民帶回美國，

這是美國最大規模，且最複雜的撤僑活動之一。

澳洲方面，3月 27日，澳洲總理莫里森宣佈，國內必須停止所有烤肉或生日派對，

而婚禮及喪禮等必要聚會，則需要限制人數及距離。

婚禮出席人數上限為 5人，包含一對新人、主禮人和證婚人，

喪禮出席人數上限則為 10人，所有出席人士必須嚴格遵守每人 4平方呎的社交距離，

按摩、美甲、紋身、醫學美容等，與肢體接觸有關的行業全部停止營業。

婚禮限制人數曝光後，引來一眾網友討論，

網友表示：「新郎新娘加雙方父母，已經 6人了！怎麼辦？」

有網友提議，既然那麼多限制，倒不如乾脆線上婚禮。

香港方面，3月 27日，香港政府宣佈最新抗疫措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通過修例禁止 4人以上在公眾地方的群眾聚集，

第一，是禁止超過 4個人在公眾場所聚集；

第二，是管制餐飲業務及部分場所營運，包括戲院及健身室等。

違者會被定額罰款 2,000元，或最高罰款 25,000元及監禁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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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實施「禁聚令」及餐飲業處所限制措施後，

截至 4月 5日零時，政府各部門人員巡查逾 3.4萬次，發出逾 2,800次勸喻。

截至 4月 6日，警方累計發出 19張定額 2,000元罰款告票，

包括 6名在葵盛東邨聚集下棋的男子，以及田心沙角邨平台 13名聚集的男女。

4月 3日，身兼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成員、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指，

希望政府官員對於新冠肺炎疫情，不要掉以輕心，

指現時有些官員對疫情仍然樂觀，並引述俗語「唔見棺材唔流眼淚」。

他認為暑假前復課「多數無望」，

並指若學校復課，需確保完全復工後，沒有出現社區爆發。

對於中學文憑試應否繼續舉行，他則認為要先做好準備工作，

包括試場的桌子間，應相隔 1.5米，

廁所亦要有足夠衞生設施，休息期間，考生亦不准傾談。

泰國方面，4月 5日，泰國有 2100多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23人死亡。

4月 6日，今年日華牧師郵輪旅程的其中一站，

泰國著名旅遊勝地蘇梅島宣佈封島，預料措施持續至本月 30日，

所有登島人士，包括政府官員，也必須提供健康證明或工作證明，

違反措施的人，最高可被罰款 2萬泰銖（約 4,682港元）。

4月 7日，今年日華牧師郵輪旅程的另一個地點，

旅遊勝地芭堤雅宣佈從 4月 9日下午 2時起封城，為期 21日。

根據封城令，當局將在陸路設置 5個檢查站，檢查入城的市民及車輛，

所有非當地居民或工作人士，一律禁止進入。

新加坡方面，當前各國政府忙於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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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呼籲民眾避免外遊，但仍然有人罔顧疫情外出旅遊。

因此，3月 26日，新加坡政府揚言，罔顧疫情外出旅遊的人士，

一切醫療費用，須自行承擔，

將不會獲得津貼補助，也不能享受政府的終身保健計劃。

南非方面，3月 28日，南非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發佈禁令，

要求境內 5,700萬人留在家中 21天，並出動警察及軍隊負責執行。

限制令禁止民眾出門慢跑和遛狗，只允許外出採買酒類以外的糧食和必需品，

但外出時仍要保持安全距離。

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一間商店外，

有數百名正在排隊的民眾，沒有遵守限制令中的社交安全距離，

因此，警方駕着 10部巡邏車，向人群發射橡膠子彈，

導致顧客驚慌失措，出現「人踩人」，

隨後，警方甚至拿出鞭子，強制令民眾乖乖遵守規定，在排隊時保持安全距離。

踏入午夜，約翰內斯堡市中心，大批軍人手持擴音器，命令街上人士回家，

並截停及搜查駕駛者，向他們呼喊「回家！」，令街頭充斥著槍聲。

禁令亦導致大批露宿者四散，需要另外尋找庇護所。

非洲多國方面，肯尼亞、盧旺達、尼日利亞等，亦同樣實施相關禁令，

其中，盧旺達兩名違反禁令的民眾，被指遭警方開槍射殺。

菲律賓方面，3月 15日，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及周邊地區，開始實施隔離措施，為期一個月，

民眾被要求留在家中，學校停課，禁止一切大型公眾活動，

及暫停進出馬尼拉的海陸空交通，受影響人數超過 1,200萬，

但當局強調貨物及食品運輸不受影響。

馬尼拉大都會發展局宣佈，馬尼拉市區每晚八時至凌晨五時實施宵禁，

進出馬尼拉的道路，設有檢查站檢查車輛，更有數千名警員及士兵把守。

除此之外，呂宋島自 3月 17日起，實施 4周強化社區隔離，所有住戶居家隔離，

公司行號、商場等暫停營業，每戶每天只允許一人出門購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

進一步影響了大馬尼拉和呂宋島約 5,700萬居民的生活。

4月 2日，曾擔任菲律賓駐香港總領事，

現任菲律賓駐黎巴嫩大使卡塔拉（Bernardita Catalla）染疫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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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揚言，

已下令警察及軍隊，可擊殺違反隔離措施的人，

杜特爾特稱：「我對警察和軍隊的命令是，

違反禁令者反擊及令他們生命受威脅時，就格殺勿論。」

杜特爾特指，虐待醫護人員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嚴重犯罪，

更說會「埋葬」違反禁令者。

其中，菲律賓一名 63歲沒有戴口罩的農民，因違反防疫封鎖隔離措施，

在檢哨站被醫護人員告誡時爆發衝突，

由於該農民以鐮刀破壞警車，意圖攻擊醫護人員及警察，

因此，被警察當場開槍擊中頭部身亡，

成為首位因不配合防疫措施而遭警方擊斃的平民。

印度方面，3月 25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

全國由午夜起全面封鎖 21天，要求國民留在家中，

印度的禁令，是全球最嚴厲的禁令之一，影響多達 13億人的日常生活。

莫迪表示︰「如果未來 21天不實施全面管制，印度可能會倒退 21年。」

只是，當印度頒佈限制 13億人口的禁令時，

當時，印度公佈的確診病例，只有 439宗，單單 10人死亡。

然而，仍有市民無視禁令，繼續外出，

當地軍警為了配合執法，隨身攜帶警棍，嚴懲違反禁令的市民，

對他們作出不同的體罰，如以警棍擊打，或罰他們做掌上壓、青蛙跳、拉耳朵、深蹲等。

馬來西亞方面，3月 18日，馬來西亞的疫情仍未受控，

對外封關的同時，亦向民眾發出行動管制令，

實施禁令後，高達 4成人無視禁令，如常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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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別無選擇下，由 3月 22日起出動軍隊協助警隊，

確保全國人民遵守「限制活動令」。

3月 23日，大馬政府表示，

約有一成民眾仍然不遵守禁令，已派出軍警巡邏及逮捕相關人士。

來到這裡，大家有否發現，

過往數個月，全球政府為了應對這場疫情，

種種防疫措施，彷彿無可奈何，只是順勢而為，

然而，整場疫情卻疑點重重，處處都極不尋常。

只是，世界多國於今次疫情中，憑著一個個牽強的理由，

肆無忌憚地在自己國家和城市進行軍法統治。

包括︰強行封城、宵禁、軍隊巡邏、

向群眾發射橡膠子彈、以警棍嚴懲違反禁令的市民，

甚至，射殺沒有戴口罩的民眾，種種情況，實在極不尋常。

甚至，有統治者借疫情奪取不受制約的權力，以總統行政法令形式執政。

其中，我們必須理解，今次所謂「世紀肺炎」疫情的情況。據相關機構數據顯示，

截至 4月 9日 1時 45分，今次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累計確診病例突破 148萬宗，死亡人數增至 8.7萬人。

於短短一星期後，美國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

累積個案破 41萬宗，多達 14,244人死亡。

而西班牙確診個案逾 14.6萬宗，

死亡病例連續第二日上升，累計超過 14,673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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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意大利，則有 13.9萬宗確診，累積死亡人數達 17,669人。

縱使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性極之迅速，累計死亡人數多達 8.7萬人。

只不過，對比每年慣常死於季節性流感的 65萬人，

今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仍然算是輕微，

而且，過往數十年間，每年 65萬人死於流感，根本已是一種經常發生的常態。

甚至，截至 3月 28日，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最新的報告顯示︰

原來，單單美國，在同一時期發生的流感疫情裡，

全美國已有 3,900萬人曾經感染流行性感冒，造成多達 24,000人死亡。

遠遠超出當前美國確診新冠肺炎的 41萬人，以及 14,244人死亡。

奇怪的是，今年全球政府、世衛組織（WHO）及廣大傳媒，

卻異口同聲地，對這一場遠遠低於流感確診和死亡人數的新冠肺炎疫情，

採取一系列極不尋常、激烈反應的防疫及封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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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防疫措施，是為了減少確診和死亡人數的話，

那麼，對抗每年慣常導致 65萬人死亡的流感，豈不是更加刻不容緩嗎？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與季節性流感相比，

自從今年 1月 23日，新冠肺炎在中國僅僅造成 550宗確診，僅僅 17人死亡的時候，

湖北省武漢市卻急不及待宣佈，啟動全面封城，全市海陸空往外交通停運。

隨後，更奇怪、更不尋常的封城和封國措施，竟順理成章地在全球出現，

為要應對一場比今年同期流感還要遜色得多的所謂「世紀肺炎」疫情。

然而，當中國為單單只有 550宗確診、17人死亡的所謂「世紀肺炎」，

採取全面封城措施的時候。其實，今年 1月底，於同一時期，

單單美國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患者人數已經多達 1,900萬人，

甚至，死亡人數更早已超過 1萬人。

除了美國之外，其實，中國每年因流感死亡的人數，也多達 8.8萬人。

近數十年間，全球每年多達 65萬人死於流行性感冒，根本就是每年慣常發生的常態！

顯然，這場所謂「世紀肺炎」，根本遠遠比不上每年在全球爆發的流行性感冒，

真可謂小巫見大巫、相形見絀。

只不過，今年 1月 23日，當中國因為單單 550宗確診、17人死亡，

就決定在湖北省及武漢市，採取全面封城措施之際。

全球政府、世衛組織及廣大傳媒，

在這一場新冠肺炎疫情上，彷彿早有預謀，已達成共識一樣，

每個步驟都預先計劃過，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地，

令全球人順理成章走進預謀者的計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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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世人在毫無反抗的情況，進入這套預定了的劇本之中。

事實上，早在 10年多前，2009年 12月「2012信息籌備營」中，

日華牧師經已詳盡預告，由於 Planet X將要逼近地球，

世界多國政府經已秘密制定多種災難預備，

包括建造郵輪、方舟、地下城、地堡、太空計劃和社會軍法統治。

以下，是節錄 10年多前，2009年 12月「2012信息籌備營」中，

日華牧師關於 Planet X的分享。

在 Planet X飛過的時候，因為它的災害實在太大，

根本沒有任何一件東西確保一定安全。

所以，她們用了許多方法，這些方法包含了幾方面，是綜合了幾方面。

第一，是地底城。

在恐慌時，至少在預備的時候，先不要製造恐慌，對不？

因為沒有政府就預備不到這件事，

但要預備到當真的發生時，怎樣控制這些恐慌。

當然其中一定要發生，就是軍法統治，一定要有！

甚至是一定在指定時間要有軍法統治！

還有適當地把這些家人和他的親人分開。

因為，很多個國家，只能夠選擇最健康、讀最多書，還有最年輕，

他的精神狀態是最正常的人，才可以被救。

另一點，要預備所有資源，

在短時間裡，於 Planet X經過之後，重建所有公共設施。

所以，在這情況下你能夠想像，

如果以一般人，在沒有 NASA太空總署長期提供資訊的話，

他仍能計算出這些資訊，你想想太空總署會是甚麼？

事實上，如果 Planet X的級數，只要被全人類知道，每個人也必驚慌到癱瘓。

因此，若說他對或不對，確實也很難作準。

要是在 1970年或 1980年已公佈，其實我們還會有現在的日子嗎？

事實上，很明顯地，現在政府將要走一條路，

全世界政府將要走一條路，就是盡可能讓人類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人類知道這件事，會沒有將來的話，他們的反應各有不同。

就算實行軍法統治也好，把人拉去坐牢也好，他們會覺得仍有將來，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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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監後要怎樣、軍法統治完結後我可以怎樣，

但要是你告訴他只有 12個月性命，

這又不同說法了，我所說的是全世界！

一個人死了，他自己只覺得失去了一同流淚的人，

更不再有共同的理由去生事，但要是全部也死亡，心態完全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她們盡可能掩蓋這件事，其中的方法就是軍法統治，或者隔離，

說全世界有瘟疫：你不要飛到那裡，你不要飛來，

你不要走近我，最好不要跟我同房。

你會看見，這種恐慌，至少能讓這些所謂的精英救回自己，

又或者，甚至像好的政府那般，如我所說，九成的人在政府也是好的。

好的政府，她們容讓人民開心地渡過餘生，明白嗎？

就算軍法統治了，也不會突然一時間全世界暴動，

而變成不法的世界，對不？

不會早至 1970年或 1980年便出現了，

就算到 2010年代，人們也賺了 30年，對不？

至少，我們當中也有人只是 30歲左右，他們仍有這段 30年的日子。

所以，在好的政府真是會這樣想。

而不好的政府，他們根本是預知，預知 Planet X來臨。

她知道裡面代表了甚麼，敵基督告訴她們某些事情，

她們便趁火打劫，這次是世界最大的火！

當然趁這個最大的火，打最大的劫，對不？

她們劫持全人類的自由旨意，交給敵基督。

肯定是，我想讓你知道，敵基督一定答應（promise）她們，

牠（敵基督）能拯救她們，就算救不到全部人，也能救到一部分。

除此之外，早在 2016年 2月 7日「2012榮耀盼望第 313篇」，

日華牧師亦已分享到，早在 40年前，

世界多國政府已因為 Planet X將要重臨地球，

所以用 LIBOR或 QE量化寬鬆等方式，即時製造了一個假象，

導致人們不斷印鈔，用作高速發展科技、開採資源及生產。

因為，當 Planet X重臨時，所有大型器械、高科技、互聯網、工具等，

通通都會失去，不能再進行任何開採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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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 40年間，全球政府都一同隱瞞 Planet X迫近地球的事實，

懷著善意為世人作出種種預備，即使是今次這一場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政府也是懷著善意為世人作出種種預備。

以下，是節錄 4年前，2016年 2月 7日「2012榮耀盼望第 313篇」，

日華牧師預告 Planet X來臨之前，全球政府各種龐大的事前預備，

並且，他們必定會達成共識，尋找一個藉口，

借機隔離不同地域的人民，盡力從世界各地撤僑，

甚至，在城市裡進行軍法統治。

主日信息：

他們在 40年前用同業拆息（Libor）這方法，

立即製造了一個假象，導致人們不斷印刷貨幣，

然後把……怎樣？把所有資源由地底挖出來，

免得當 Planet X來臨時，所有人都不能再有大型器械，

再有很高的科技、很好的聯絡網、很好的工具，去採礦或製造這些工廠。

Webbot也曾說，接下來的時間，根本全部都要循環再用物品，

每人都在海底挖出之前的垃圾，或城市裡的剩餘物資上來，然後循環再用，

你還記得嗎？Webbot講的就是這件事啊！

所以，你會看見，為甚麼他們會盡快，用這麼多債務方法，

借了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錢的方法，把所有資源挖上地面。

然後樓宇還要建兩倍，就算一半沿海的樓宇會被全滅，

內陸每人也還有另外一批樓宇，可以讓他們居住，製造如此多的泡沫，

如果是這樣的話，便合理了。

並且如果是這樣，你便明白，原來他們首先會做一件事，

就是首先藉著這假象，取出所有資源。

第二就是做一件事，就是所有基督徒也不明白的，

明明你導致我們經濟這麼慘淡，你明明讓我們借那麼多錢，

但為甚麼你現在又策動這經濟崩潰？

現在全世界都不明白，他們越看得深入的話，

他發現，想打垮這經濟的，其實不是美國那麼簡單。

但似乎，英國有合作嗎？

有！瘋狂的不單這樣，亞洲所有的國家也合作，策動這個經濟崩潰。

接著，中國呢？也有啊！你看人民幣不停下降。

那麼，我們所指的俄羅斯呢？也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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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一起合作去製造一個經濟崩潰！有沒有搞錯？

所以人人都說，這些人是壞的，不好的！

但我們判別他們是忠是奸，就要看看別人知道些甚麼。

第一，他們知道 Planet X，並且他們知道 Planet X，
就是說，如果當 Planet X公佈的那天，

我再說一次，是那一天，24小時內全球的銀行立即倒閉！

所以，全球的政府都知道，一天 24小時之間，

全球銀行會倒閉，那不如，我將這個倒閉延遲一年，慢慢倒閉。

因為如果一天之間倒閉，那倒過來，你又想想，

全世界人怎樣生活呢？哪裡買到石油？哪裡買到麵包啊？怎樣開飯？

當知道 Planet X出現的話，沒有人上班了！

所以現在你看見嗎？

就等於撞車，200公里撞上一道牆上，200公里撞上去啊！

你用十分之一秒撞上去，百分之一秒撞上去，還是把它拖慢，

變成一小時慢慢撞上去呢？現在你看見嗎？

他們現在是不是把 24小時銀行崩潰，

既然會崩潰了，我們為甚麼不拖慢崩潰，讓全世界都習慣了呢？

你會奇怪，或者開始的時候你會奇怪，因為我們個人會思考，

「喂！Planet X也來了，你為甚麼要策動經濟崩潰呢？」

但你現在有沒有想過，就是說我們個人不會想得通，但政府會想得通。

就是因為 Planet X來臨，一天崩潰的話，人人都得死！

尤其是那時是冬天的話，24小時內，真的是甚麼都會死掉啊！

不用說早 4年告訴這世界，早 40年告訴這世界，

如果真的是 40年前那時候已經說了，就是射上他們的這些先鋒號，

全部這些上太空的那時候已經說了，

我們當中大部分人也沒讀完書，明白嗎？

我們大部分人也沒結婚，你有沒有這樣想過呢？

因為，所有政府都知道，他們會慢慢透露，

讓你知道，終於找到 Planet X了，明白嗎？

但他們知道，當找到的時候，人們都走出來，

並且所有可信的資料，現在知道誰可信了，知道世界滅亡了。

銀行即日全部關閉，但既然是即日全部關閉，24小時關閉，

倒不如現在他們嘗試以整整 365天，慢慢逐一崩潰，逐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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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開始失業，逐一開始儲糧，逐一開始怎樣？

去預備將來沒糧食、沒汽油、沒電燈、沒交通、沒運輸、沒溫度，

就是寒冬一樣的生活，明白嗎？

所以打從一開始我就說，我要用這個，

首先讓你知道，這次 Planet X的發佈，其實是 923來的，

是贖罪日，純粹是世界的審判，是拍著這個經濟的。

第二，我特意用這個告訴你，原因是，我們要知道誰是忠、是奸。

他這樣做，背後其實是很人道的，我們不能夠說他是奸的，

我們不能夠說這是陰謀，我們只能說是預謀。

無疑，當前全球政府種種極不尋常的舉動，

確實與過往 40年，他們預備 Planet X的逼近有關，

甚至，這些部署，透過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已來到最後一個階段。

全球政府已達成共識，透過今次疫症，以慢鏡方式，

讓各地的經濟和商業，有秩序地逐步封閉和崩潰，

甚至，按著預先制定的計劃，令一些工廠和商業，

逐步轉型生產生活的必需品和災難物資，然後再慢慢逐一崩潰、逐一關閉。

與此同時，讓人民陸續開始失業，

陸續開始為 Planet X來臨後的災中生活作預備，及早儲糧。

所以，當前世界各地一模一樣的搶購潮，根本就是各國政府早已共識的計劃之一。

於接下來，這一套「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中，

日華牧師將會為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場新冠肺炎疫情與 Planet X的關係，

為大家拆解當中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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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每一個人都宣告三次︰「那麼，我要在信心上，作充足預備了！」

Amen！感謝主，最後學到任何事情，都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