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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教會 2020年 4月 26日分享

第一章：2012榮耀盼望 Vol. 533「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4）
第二章：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我們看見人們在超市排隊，我們會覺得可笑，就如我們 2009年儲糧般，人們都一樣

覺得：「你們要儲糧？」但現在，正是由政府，將市民推至買廁紙、儲糧的行動為必須一樣！

問題二：美國只死了一個人，便已立即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問題三：牧師，對於您提起這第三個可能性，其實我見到在這世界上，除了她們都封城之外，其中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過去 20年，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全世界就像沒有再生產任何東西，

而是推給中國生產。但是，這疫情一開始爆發，正是在中國，而因這世界工廠停止，導致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工廠，要重新運作，以製造日用品。否則，她們根本無法自給自足。其

實，挺像您所說的現象。

問題四：其實這次事件也蠻有趣，好像每一個國家都要嘗試封城的狀態，無一倖免，沒有漏網之魚！

仿似全世界也要一齊參與。而香港及中國時間更久，因疫情開始的首兩個月便發生在我們

身上，三、四個月就發生在美國及其它國家，我們因別國的疫情輸入而繼續這種生活！這

種情況下，我們生活的狀態好像也改變了，與以往的生活模式是迥然不同，現在更多的留

守家中、更多的在家上網，就這方面而言，我們該如何面對呢？

影片：時事追擊：新冠肺炎疫情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的進一步應驗

一個月前，2020年 3月 17日，

日華牧師於「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中，

分析當前各國政府，面對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時，種種極不尋常的舉動，

包括封城、封國、限制人民活動、商業停擺及軍法統治等措施。

原來，新冠肺炎疫情只不過是一場煙幕，成為進行第三個可能性的藉口，

為 Planet X的重臨，作出各種事前預備。

其中，郵輪和大型海上運輸工具方面：

一個月前，日華牧師已分析，自從他春節旅行回港兩日後，即 2月 4日，

國際頭條新聞，刻意高調報道鑽石公主號爆發新冠肺炎。



20200426 www.ziondaily.com

2

觸發日華牧師察覺最合乎事實真相的第三個可能性，

因為，早在 11年前，即 2009年 12月「2012信息籌備營」中，

日華牧師研究 Planet X將要逼近地球時，已發覺早於 40年前，

世界多國政府已秘密建造地下城，及大量增建大型郵輪，

預備 Planet X重臨後將要出現的災難。

當 Planet X即將出現，世界多國政府必定會尋找一個藉口，

為大型郵輪進行額外改建工程，以便容納更多乘客。

就在日華牧師今年乘搭郵輪的春節期間，

藍寶石公主號所屬的郵輪公司，旗下另外三艘豪華郵輪，

分別是鑽石公主號、至尊公主號、紅寶石公主號，相繼有人確診，

及至 4月 3日，同一間郵輪公司旗下，

再有另一艘珊瑚公主號（Coral Princess），出現確診。

該公司證實，珊瑚公主號船上有 12名乘客和船員確診，

目前，郵輪正開往美國勞德岱堡（Fort Lauderdale），
為了阻止疫情擴大，公主郵輪公司主動發出聲明︰

將繼續暫停全球船隊的營運至 6月 30日，

並提出後續退款方案及相關復航規劃，盼望與全球一同抗疫，共度難關。

新聞片段：

The Coral Princess is now docked to Miami.
珊瑚公主號現時停泊在邁亞密，

Its voyage a vacation that became a nightm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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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趟由度假變成惡夢的旅程，

Two passengers dying onboard A third in hospital as others required stretchers to be carried off sick with
Covid-19.
兩名乘客在船上死亡，第三位則住院，而其他人因感染新冠肺炎需要用擔架抬走。

Gary Lyon and his wife Sue are from Toronto.
Gary Lyon及妻子 Sue來自多倫多，

They planned the trip to celebrate their 40th wedding anniversary on the cruise but they are still stranded.
他們計劃了這次郵輪旅程，去慶祝結婚 40周年，但他們現時仍然無法靠岸。

Their voyage began exactly one month ago in Chile and there was no talk of Covid-19 there.
他們的旅程正正在一個月前於智利開始，當地沒有人提及新冠肺炎。

It was supposed to end two weeks ago in Argentina but the ship was forced to sail for weeks as country
after country refused it entry.
旅程原定於兩周前在阿根廷結束，但郵輪被迫在海上航行數周，因爲多個國家都拒絕郵輪進入。

On board over 1,000 passengers and close to 900 crew members cut off and isolated as the Covid-19
pandemic took over the world.
船上 1,000多名乘客及近 900位船員被孤立，只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4月 9日，南極觀光郵輪「莫提默號」（The Greg Mortimer），
被烏拉圭政府拒絕上岸，一直滯留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外海，

船上共 217人，經新冠肺炎病毒測試後，有 128人，近 60%確診，

其中，有 6名乘客因特殊醫療需要獲安排上岸，送到當地醫院治理，

澳洲籍和紐西蘭籍乘客獲安排撤離，其餘乘客則繼續留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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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7日，新加坡疫情持續惡化，累計 5,050人染病，

總理李顯龍提到：新增患者多數來自外籍勞工宿舍，因共用起居設施而互相感染，

故此，政府正考慮安排無染疫的外勞，入住麗星郵輪旗下，雙子星號及寶瓶星號，

作為海上臨時住宿，所謂減低交叉感染的風險。

4月 22日，日本當局承認，停靠在長崎市的「歌詩達大西洋號」（Costa Atlantica），
超過 620名船員中，有 34名外籍船員確診，出現集體感染危機，幸好，該郵輪未有接載乘客，

長崎縣政府防範疫情擴大，將請求自衛隊按災害應變級別提供協助。

這一次，是繼鑽石公主號後，日本第二次出現郵輪大規模集體感染新冠肺炎。

事實上，自 2月 4日，鑽石公主號大規模爆發新冠肺炎後，

截至 3月 20日，三大郵輪公司飽受疫情困擾，股價大跌 8成，

嘉年華郵輪公司（Carnival Cruises Line）、
皇家加勒比集團（Royal Carribbean Cruises）
和挪威郵輪集團（Norwegian Cruise Line）的股價跌幅，

分別為 76.11%、81.99 %和 85.07%，整體市值蒸發超過 500億美元，

跌幅比 2008年金融危機和 2001年的 911事件更嚴重。

根據日本野村證券分析，停航的郵輪依然需要維修費等支出，

以嘉年華郵輪為例，停航期間每月就消耗約 5億美元。

如今，仍未能確定重新啟航的時間，許多公司只能無限量「燒錢」。

國際郵輪協會（CLIA）分析，停航為郵輪業帶來巨大經濟損失，

單單在美國，直接損失已高達 20億美元。

近期，除了豪華郵輪爆發新冠肺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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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艘軍艦及航空母艦，亦相繼爆發大規模感染。

3月 25日，美國海軍核動力航空母艦「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本來只有 3名水兵確診，及至 4月 17日，美國海軍發言人證實，

4,865名船員中，有 660人已確診，約佔 13.5%，

其中，一名 41歲軍士長，於 4月 13日因新冠肺炎逝世。

確診者中，有 3分之 2沒有病徵，

官方強調，接受檢測的人士，要再接受 14天隔離，才有效防止傳播。

除了羅斯福號外，美國海軍還有 10艘正在服役的航空母艦，當中，有 3艘傳出確診，

分別是「列根號」（USS Ronald Reagan CVN-76）、「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 CVN-70），
及「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幾乎都是部署在印太地區的航母。

其中，3月 27日，部署在中國周邊維修的航空母艦「列根號」（USS Ronald Reagan），
亦爆出兩宗確診。

4月 18日，法國海軍航空母艦戴高樂號（Charles de Gaulle）疫情擴大，由 4月 12日，

50名船員感染，暴增至 1,081人，艦上共 2,300名船員，感染人數直逼近半。

4月 22日，台灣軍艦也出現病例，海軍敦睦艦隊，又稱磐石艦，全船累計 28人確診。

然而，磐石艦官兵下船後，未經檢疫自行離開，

並前往台灣多處公共場所播毒，民眾擔憂被感染。

其中，確診個案足跡共 23處，確診個案曾涉足的地點，

均需要停業至少一天進行消毒，相關工作人員也要執行健康檢測。

疫情指揮中心緊急發出 24萬封簡訊，提醒有接觸疑慮的民眾注意身體狀況，

台灣醫師更警告，軍艦的感染風險，比郵輪還要高。

4月 23日，印度孟買的海軍基地 INS Angre共 21名海軍確診，

隨著篩檢結果陸續出爐，確診人數可能會持續增加，

最早的患者可追溯至 4月 7日，然而，21人中，大多數都是無症狀。

至於，各國有意延續封關措施及疫情發展方面：

就如這套「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提及，

當前各國政府種種極不尋常的防疫措施，如封關、封國和軍法統治等，

根本就是他們預備 Planet X重臨，早已部署的最後計劃，

日華牧師分析，接下來世界各國必定會不斷尋找藉口，有意延續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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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5日，新加坡政府為了加強防疫，

宣佈即日起，強制全國人民「只要踏出家門，就一定要戴口罩。」

只有兩歲以下幼童，及戶外激烈運動者除外，否則將被罰款。

初犯者可判罰 300坡元（約 1,650港元），

再犯可被罰 1,000坡元（近 5,500港元）或由法院審理。

違例的外籍人士，居住簽證及工作簽證將會被撤銷，

甚至，有機會被取消永久居民權。

大家沒有聽錯！若果沒有佩戴口罩，有機會被吊銷新加坡的永久居民權。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兼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聯合主席 Lawrence Wong表示︰

既然，新加坡政府已向市民派發口罩，將口罩分發給每個人，

而且，大家亦已經逐漸適應新的要求或建議，所以，我們將強制所有人戴上口罩。

此外，原本實施至 5月份的抗疫隔離措施，亦將延長至 6月 1日。

4月 17日，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遠端工作會議時稱，

目前，疫情在俄羅斯全境尚未到達反曲點，境內傳播風險仍然很高，

俄羅斯正計劃部署 95,000張床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 7成已準備就緒。

隨後，4月 20日，俄羅斯防疫指揮部表示，

俄羅斯新增病例 4,268例，累計達 47,121例，

包括 1,935例無症狀感染者，佔 45.3%。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本周將決定會否繼續延長自我隔離期。

4月 18日，加拿大總理杜魯多（Justin Trudeau）宣佈，

美加兩國在 3月同意封閉邊境，禁止所有非必要往來，

措施本來於 4月 21日到期，但為保障雙方民眾安全，

該措施會延長 30天，他指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同日，4月 18日，日本確診個案破萬，

醫療系統瀕臨崩潰，拒絕病人就醫的醫院急增，

一名發燒男子，一度被 40間診所拒收，

另一名東京發燒及呼吸困難的男病人，更遭 80間醫院拒收。

當局指，一旦接收確診患者，就須隔離直至獲得檢測結果，將加劇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

日本醫療系統，在今次疫情暴露其潛在弱點，除了床位、醫護人員及防護裝備不足之外，

國內深切治療部（ICU）亦嚴重短缺，平均每 10萬人只有 5間病房應付需求。

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wo/175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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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片段：

日本有醫生警告，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拖垮當地的醫療系統，

有新冠肺炎症狀的病人被幾十間醫院拒收。

日本的確診病例周六突破一萬宗，疫情迅速惡化，令日本醫院超出負荷，

開始拒收病人。有患者甚至被 80間醫院拒收後，才獲診治。

有醫生不滿個人防護裝備不足，而且全國病毒檢測數量一直偏低，

令醫護人員更難追蹤傳播鏈，控制疫情。

為免醫療系統崩潰，一批私家診所的醫生主動提供病毒檢測服務，以減輕醫院壓力。

4月 20日，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許多支持者上街，

抗議該國多省針對新冠疫情的禁足令，及關閉商店等措施，

希望總統能夠以軍隊介入，以軍事干預方式來取替禁足令。

4月 22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要求，再度延長緊急狀態令至 5月 9日。

同日，荷蘭宣佈延長防疫限制措施，

另外，禁止舉辦大型活動禁令，也延長至 4個月後的 9月 1日。

同樣！愛爾蘭宣佈，延長禁辦 5,000人以上大型活動禁令，至 9月 1日。

沒錯！同樣是 9月 1日，

換句話說，荷蘭和愛爾蘭有意將禁令延至 4個月後，

即今年 9月 1日，日華牧師生日當天。

新聞片段：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突破 250萬宗，逾 17萬人死亡。

在歐洲，英國再有超過 800人死於新冠肺炎，當局宣佈本周開始在人體測試疫苗。

荷蘭及愛爾蘭疫情未有放緩，禁止大型活動的限制至九月。

當地新增確診個案逾 4,300宗，專家指未見有下降趨勢，英國仍處於危險期。

愛爾蘭繼續禁止超過 5,000人的大型聚會，直至 9月 1日，禁令原本在下月 5日到期。

荷蘭首相呂特宣佈，延長禁止舉行大型公眾聚會，包括體育活動及音樂會三個月，直至 9月 1日。

至於西班牙，再有 430名患者死亡，另外再多接近 4,000人染病。

當局延長「居家令」至下月九日。

4月 23日，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預料當前封國措施，至少要再維持 3至 4個月。

假如解除封國措施的話，

屆時，澳洲會首先考慮對鄰國新西蘭重開通關，並警告民眾不要放鬆警惕。

首席醫療官墨菲（Brendan Murphy）在參議院疫情質詢會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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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難為任何行動設下時間表，

鑑於目前國際疫情的狀況，認為重開邊境的風險十分巨大。

所以，重開邊境應該是所有解封措施的最後一步，

亦不預期會在未來 3至 4個月內，有任何實質改變。

至於美國方面︰

4月 19日，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新冠肺炎已是當前美國民眾的最大死因。

自 4月 7日起，美國每日所謂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一度攀升至每天 4,000人以上。

相比之下，美國每天死於心臟病的人數約 1,774人，每天死於癌症則約 1,641人。

4月 20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Twitter 發文稱︰

「為了應付『無形敵人（病毒）』的攻擊，以及保障偉大美國公民的就業，

我將簽署行政命令，暫時禁止外國人移民美國！」

新冠肺炎爆發後，特朗普已對中國及多個歐洲國家進行「封關」。

此外，由於美國疫情嚴峻，

再加上，現時中國被稱為「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因此，31萬美籍華人也在加快回國的步伐，想回中國避難。

4月 22日，美國喬治亞州，將新冠肺炎病毒緊急狀態，繼續延長至 5月 22日。

印度方面︰

4月 18日，印度首都新德里，再現新冠肺炎群體感染事件，

位於該市北部的賈汗吉爾普裡地區，一個大家族，

目前已至少有 32名家庭成員確診。

沒錯！一個家族，至少有 32人確診。

事源 4月 10日，家族裡一名年邁老人，因感染新冠肺炎離世，多名成員前往探視，

有關當局向老人的密切接觸者進行病毒採樣，

除了病逝的老人之外，累計有 31名家族成員檢測樣本呈陽性，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截至 4月 22日，印度確診病例多達 20,080例，其中有 645人死亡。

顯然，印度將會成為下一個疫情大爆發地區，

令全球政府的防疫政策和部署，可以一直沒完沒了，繼續有藉口延續下去。

此外，另一個將會成為疫情大爆發、使疫情沒完沒了的國家，就是非洲，

截至 4月 18日，非洲累計確診 20,270人，累計 1,025人死亡。

疫情主要集中在北非，其次是西非、南非及東非，

其中，埃及、南非、摩洛哥及阿爾及利亞疫情最嚴重，確診個案均超過 2,000宗，

區內多個國家已採取封城措施，要求民眾在公共場所佩戴口罩。



20200426 www.ziondaily.com

9

疫情導致當地治安惡化，南非開普頓因食物短缺，連日發生爆竊及襲擊案，

警方正擔心情況持續惡化，恐怕人們並非因染病而死，而是因饑餓而死。

至於香港方面，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政府早前實施限聚令及停業令，

嚴禁 4人以上聚集，限制食肆最多 4人一枱，

並關閉健身室、酒吧、美容院等高風險場所，原本，措施至 4月 23日完結。

然而，4月 21日，香港政府宣佈延長相關禁令 14天，直至 5月 7日。

同日，警員在元朗發現多名人士聚集，

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並向 39人發出定額罰款告票。

根據《禁止群組聚集規例》訂明，禁止於公眾地方進行多於 4人的群組聚集，

警方呼籲巿民顧己及人，嚴格遵守相關法例，

以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明顯，於兩個月前，即 2月 8日，

日華牧師與資料員，舉行第一次新冠肺炎座談會時，

當時，亞洲、歐洲及美國等國家，

尚未有進行現時的封城、封國、軍法統治等，「過度反應」的防疫措施。

然而，縱使過往數十年間，

流行性感冒，即流感，每年都引致多達 65萬人死亡，

但是，世界各國從未為到比新冠肺炎更大殺傷力的流感，採取這種大規模防疫措施。

但是，今年 1月 23日，當時中國僅僅只有 550宗確診，

死亡人數亦僅僅只有 17人，卻刻意用「誤判」的過度反應方式，

向湖北省及武漢市，大肆採取封城、封關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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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國這種「過度反應」的做法，根本是有意為之、別有用心。

因為，這是幕後策劃者，向全世界所有知情國家發出的一個重大提示，

就是過往 40年間，預備 Planet X重臨的部署，經已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事實上，過往兩個月，世界各國面對當前這場疫情的「過度反應」，

限制人民社交生活、撤僑、居家令、禁足令、限聚令，

大肆封城、封國、軍法統治等措施，

並非純粹因為「誤判」，或「生化武器洩漏」等可能性。

原來，世界各國正密鑼緊鼓，全力預備第三個可能性，

積極預備 Planet X的重臨，作出種種事前預備。

故此，自從 2020年 3月 17日，

日華牧師為這一套「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錄音後，

過往一個月，我們有目共睹，整個世界進一步的發展和走向，

世界各國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國湖北省一樣，執意採取「過度反應」的措施，

甚至，有計劃地將當前的隔離政策和封國措施，

一直沒完沒了地拖延下去，持續到明年 2021年，甚或是 2022年。

如此，就足以明證，這套信息的真實性，是千真萬確！

顯然，當前這場疫情根本只是一場煙幕，

實際上，各國政府效法中國採取「誤判」方式，進行各種極不尋常的激烈措施，

其真正目的和用意，就是為了「第三個可能性」—— 預備 Planet X的重臨及所引發的災難，

作出各種事前準備。

於接下來「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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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將會為我們，進一步揭示整場疫情背後的唯一真相！

影片：主日回顧

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信息。

各國面對疫情時，意大利原先說不封國，但轉過身來，就立即封國。

而當政府突然反手做的時候，原先反對的聲音，就不會再出來。

至於香港方面，特首反應慢十拍。

原因，現時無論她怎樣做，也有人覺得她做錯，

過早封城，就要承擔經濟損失，被人算賬。

所以，她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站在中間點。

不過早、亦不遲，等市民的呼聲出來才實行，

這是她唯一的生存方法，讓她可以獨善其身。

原因，作為反對派，對於政府所做的任何措施，也可以找出反對的理由。

甚至乎，他們可以抹殺其他人的功勞，這就是所有反對派在政治上所玩的遊戲。

而當市民亦被煽動，參與反對的行列時，那麼，整個地方也會被摧毀。

當我們明白政治上的操作時，就會從中尋找到線索，

發現很多本來反對封城封關的國家，突然間戲劇性改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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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民作出反對後，政府急速轉變，一方面，會令反對的市民接受，

而另一方面，更是給市民一個訊號，覺得這個疫情來勢洶洶、非常危險，

縱使這新冠肺炎病毒比感冒更弱，但是，也應該要軍法統治了。

當各國也跟著走的時候，就更似是大合奏，一同合謀。

事實上，現時的情況，更像是「2012信息」第一篇所描繪的現象，

將郵輪改裝，以疫症為理由，全球進行隔離及撤僑。

這亦解釋了，為何過去人類要藉著 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以虧空的方法，抽乾地球的資源。

因為，於 Planet X來臨後，地球會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能夠再次採礦或種植，亦因此，現時就已經大量提取出來儲存，

或是奢華地運用，讓多餘的，可以於以後循環再用。

並且，現時各國亦要習慣自給自足，

習慣沒有航運、沒有外人救濟的世界，

甚至，要慢慢進入軍法統治，以維持治安。

原因，因著過去儲存大量資源，每一個地區，都可以生存，

但最重要的，是要維持秩序。

現時，全世界正在進入供應鏈斷裂，封城封關遙遙無期的時刻。

明顯，政府是立定心腸，不去救經濟、不介意損失，

因為，當 Planet X來到的時候，世界的繁華，亦會一下子消失，

所以，這只是遲早的問題，亦因此，不值得拯救。

並且，每一個地方都撤僑，

因為，當 Planet X來臨時，每個國家都只會救助自己的國民。

從種種跡象看來，世界的走向，不似是誤判，更不似是生化武器，

而是第三個可能性，亦即是 Planet X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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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星期，日華牧師將會繼續以答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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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新冠肺炎座談會 ── 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4）：答問篇

問題一：牧師，我們看見人們在超市排隊，我們會覺得可笑，就如我們 2009年儲糧般，人們都一樣

覺得：「你們要儲糧？」但現在，正是由政府，將市民推至買廁紙、儲糧的行動為必須一樣！

答：是的，因買廁紙是日用品，

如果，政府一直再拖遲的話，必需品就是他們儲備的目標。

事實上，若由政府存倉，倒不如由人民儲存在自己的家裡，我們那時候亦如此做過。

所以，現時仍在他們儲備日用品的階段，稍後有機會是儲存食品。

只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的情況與之前不同，這次只需儲備少量就可以。

因我們皆知道，原來，這真是七年大災難！

並且，當復興開始後，我們都不在了。

事實上，到時更會因為我們真的曾經作過儲糧準備，

使我們有權力，支取（Claim）五餅二魚的神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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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五餅二魚與從灰燼中復活的神蹟

日華牧師分享到，為何錫安教會能夠有資格，支取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能力呢？

如果錫安教會已經合資格成為新婦，

並且擁有使人從死裡復活，甚至從灰燼中復活的能力，

那麼，要行使「五餅二魚」的神蹟，將食物複製給有需要的人，當然是絕對沒有問題。

大家能夠想像，叫人從灰燼中復活，

難度比製造「五餅二魚」的神蹟，要高出多少倍呢？

對比使人從灰燼中復活，其實，製造「五餅二魚」的神蹟，

只是不斷複製已死的魚，以及由麵粉所做沒有生命的餅。

並不需要重新將生命，賦予死了的魚，

亦不需要將已化灰的魚，重新造出骨、肉、神經線、血液、皮膚、內臟及器官。

亦不需要將麥子所做成的麵包，由微粒子再次變回枝子上，成為有生命繼續生長的麥子。

歸根究底，「五餅二魚」只是不斷複製已死的魚和麵包，

並不用複製生命和回復生命原有的整個身體，

在神看來，並不是叫這些已煮熟的魚和餅從死裡復活。

所以，「五餅二魚」的神蹟，

不單絕對比「從灰燼中復活」容易得多，

甚至其行使資格，也必定低得多。

因為，當時主耶穌所複製的，是一條可以吃的魚，而不是一條活生生的魚，

也沒有叫人找數千個鍋，將這兩條未煮熟的魚，變成可以給五千人吃的食物。

當主耶穌行完這個神蹟之後，這些魚已經煮熟了，隨時可以食用。

另外，那五個餅亦一樣，是隨時可以食用。

所以，這裡沒有牽涉到關於復活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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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華牧師所說的，卻是從灰燼中復活，而不是變出一件物件，

其難度，不只是高幾倍，因為已死的物件，對比有生命的動物、植物，甚至人類，

當中，死物與活物之間的差距，是無限大的。

「五餅二魚」這種神蹟，只是將死物複製出來，

所以，當我們不斷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夠使人「從灰燼中復活」的時候，

在這之前，必定會先出現「五餅二魚」的神蹟。

就如主耶穌在世時，曾經行過很多神蹟，

包括兩次行使「五餅二魚」複製食物的神蹟，

最後，才使自己從死裡復活。

所以，當有一日，我們能夠使人從灰燼中復活之前，

必定會先出現製造「五餅二魚」的神蹟。

就如一個人在大學畢業前，

必須先從幼稚園、小學和中學畢業，才能升上大學，並從大學畢業。

神蹟的領域亦一樣，是拾級而上，

由行使初階的神蹟，藉著信心的成長，以及不斷撒種，

才能夠一步步行出更高級、更難的神蹟。

最後，才能行使出聖經中最高級的神蹟，

就是使人從死裡復活，並行使永遠審判的能力。

日華牧師指出，神蹟級數的成長，有兩個最主要的因素，

正因為日華牧師早已認識這兩個因素，

所以，他才能夠擁有於「說的聚會」中行使這些神蹟的能力。

這兩個因素，第一是撒種，第二是需要。

首先，日華牧師自建立教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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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斷為到行出各種醫治神蹟和恩賜運作而撒種，

而且，每一次聚會，都是不收分毫，亦不會公開收奉獻。

其次，「說的聚會」集合了一大群有需要得醫治的病人，

當我們憑信心去禱告，神自然就會按我們的需要和信心醫治病人。

而「五餅二魚」的神蹟呢？

同樣需要有這兩個因素 —— 撒種和需要。

第一、撒種

我們曾否為到能夠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而撒種呢？

當然有，日華牧師曾多次帶領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為到可能出現的大災難而進行大規模儲糧行動。

而且，過去 35年，錫安教會於暗中，亦不斷在經濟和物資上，

撒種給生活有困難的孤兒寡婦及有需要的肢體。

第二、需要

主耶穌行使「五餅二魚」的神蹟時，是因為當時在場的數千人都有這個需要，

所以，主耶穌就行出這個神蹟，即場餵飽他們。

既然，錫安教會曾為「五餅二魚」的神蹟撒種，

並且，不是一、兩次，而是很多、很多次，

甚至，每一次都是不計代價地去做。

當有一日，世人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向神支取行這個神蹟的資格，在眾人面前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

然而，我們行出「五餅二魚」的神蹟，

並不是如大衛高柏飛般，在人面前以魔術表演來賺取掌聲和金錢，

而是為了榮耀神，為了服侍有需要的人！

************************************************************************************
故此，以我們來說，關於儲糧或儲日用物品，我們還比他們更有常識。

但似乎，當 Nibiru來到，若是好的政府，全世界真的會集中這樣做。

試想，我們在開始「2012信息」第一篇時，

已說到好幾方面有關全世界，每逢所有關於 Nibiru的，

全世界是串通一起做的，無論是儲種子、造郵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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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們豈不見證全世界是一起做嗎？

以往是靜悄悄地做，現在卻是明目張膽；

雖說是明目張膽，但其實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
影片：過往 40年內讓列國工廠化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今次的新冠肺炎事件，導致全球瘟疫大流行。

並不是一件偶發性事件，而是全球性預備 Planet X的臨到。

當我們有著這塊碎件，知道 Planet X大概來臨的時間，

那麼，我們就會明白，自從 NASA於 1983年公佈發現 Planet X之後，

過去幾十年間，全世界國際外交上的部署和各國的經濟發展，為何會變成現今這局面，

一切一切，原來也是預備 Planet X來臨的部署。

過去幾十年，國際政治舞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大家可以想像，假如，Planet X早於 40年前已經出現的話，

其實，40年前，有多少個國家，當中，又有多少人類，可以捱得過的呢？

但到了 40年後的今天，各國所擁有的資源、物品、生活方式，

對比 40年前，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甚至，充裕到一個階段，往往是供過於求，造成大量浪費。

大家試想想，對比 40年前，

大家所擁有的衣服、家電、物件，增加了多少？

這就是 40年間，幕後精英所策劃，

讓全世界所有國家，在不知不覺間預備的成果，

他們的部署，對於全人類而言，是一種善意的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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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想想，40年前，中國才剛剛經歷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百廢待舉。

於世界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GDP，只是排行於第十名左右。

當然，排行第十名，只因為人口龐大的緣故，

假如除開每一個人的人均 GDP，就會知道當中的差距。

於 1980年，美國的人均 GDP為$12,400美元，

香港是$5,700美元，而中國，則是$300美元。

即是，香港的人均 GDP，是中國的 20倍，美國則是 41倍。

亦因此，1980年代，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

很多時候，香港人回國內探親時，都會帶備不同物資接濟親人，

包括︰衣服、電飯煲、糧油食品、茶葉、煙草，等等，

任何能搬得動的，也會拿回去接濟親人。

到了 1990年，美國、香港及中國的人均 GDP，
就變成了$23,600、$13,000及$345美元。

因此，頭十年，美國和香港正值黃金時代，

美國升幅一倍，而香港，更是超過一倍，

但中國的經濟，仍然未有起色。

到了 2000年，美國、香港及中國的人均 GDP，
變成了$36,000、$25,000及$950美元。

可以看見，這十年間，美國的增長減慢，只有 50%升幅。

但香港仍然強勁，升幅維持一倍。

而中國，已經開始趕上，由三百多美元，升至約$1,000美元。

這就是中國開放政策，引入外資所帶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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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 GDP總量，亦開始趕上，升上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

而中國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的真正轉捩點，是 2001年加入了世貿組織。

到了 2010年，美國、香港及中國的人均 GDP，
已經變成了$48,000、$32,000及$4,500美元。

對比美國及香港上升了三分之一，中國則升了四倍多。

亦即是說，香港人均 GDP 對比中國，由 80年代的 20倍，跌 7倍，

而美國，更是由 41倍，跌 10倍。

這反映出，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後，

藉著勞工密集的生產模式，令經濟得以快速增長。

到了 2019年，美國、香港及中國的人均 GDP，
則為$63,000、$47,000及$10,000美元。

因此，於香港生活，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這十年間，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後，兩地生活的拉近。

原因，$10,000美元，是整個中國大陸人均的水平，

於香港鄰近的深圳，其實遠超此數。

據統計，深圳人均 GDP為全國最高，突破了 20萬大關，大約是$28,000美元。

對比香港平均的$47,000美元，已經等於一大半。

而事實上，香港的人均 GDP達$47,000美元，即$360,000港元，

是因為財富收入不平均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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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香港的入息中位數為每月$19,000港元，即年薪約 24萬港元。

深圳的人均 GDP，其實已經很接近。

所以，於這 40年間，中國是由人均 GDP $300美元起步，

到現時的$10,000美元，期間，已經增加了 30倍。

而國家 GDP的總量，更早已超越眾多發達國家，排行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對比美國的 20萬億，中國亦有 13萬億，而排第三的日本，已經不足 5萬億。

Tesla CEO馬斯克更指出，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超越美國兩至三倍。

從數字上，我們可以得知，中國得以由 2000年，人均 GDP $1,000美元，

20年後，升了 10倍，到達$10,000美元，

正正是受惠於中國得到美國的支持，加入世貿組織。

於現時看來，2000年，經歷東西德統一、蘇聯解體，

中國差不多是唯一一個共產大國，是鐵幕下，唯一一個敵人。

然而，美國一改他們的冷戰態度，容許中國加入世貿，

於當時來說，是一個非常令人感到奇怪的決定。

但是，當現在回看，假如是為著 Planet X到來而作出預備的話，

那麼，整個進程，就變得非常合理，就是讓全世界不同地方，也可以自給自足。

並且，西方各國，可以享受 20年低廉價格的產品。

事實上，中國製造業佔全球比重，由 1980年的 1.5%，升至 2000年的 6%。

其後加入世貿，製造業全球比重，更上升了 4倍，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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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數字，只是著眼於中國的發展，

東南亞其他國家，包括過往稱王的日本、台灣、南韓，

遠一點的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甚至是緬甸、柬埔寨、印度等等，

於這幾十年間，我們亦可以隨處看見東南亞各國製造的產品。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於這 40年間，

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投放了多少金錢、多大的投資，

才可以於短短 40年間，成功令亞洲各國工業化，甚至乎，讓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日華牧師分析，這方面的發展，並不是偶然，

而是世界幕後的精英刻意為之，讓各國全速工業化，能夠生產大量產品。

原因，當 Planet X到來時，航運自然要停擺，

各國亦自顧不暇，只能夠保護自己的國家，

希望可以自給自足，度過難關。

因此，於 1980年代開始，幕後精英要令工業發展盡量全球化，

這是預備 Planet X到來唯一的必然出路。

當我們明白這一點，就會更理解，

為何美國往年突然間挑起中美貿易戰，號召全球去中國化，

由最先，作出稅務上補貼，吸引美國資金回流。

甚至乎，借助疫情，宣佈美國政府補助所有美國公司，

將生產線由中國調回美國，所有成本由美國政府支付。

而日本亦有同類措施，承諾投資 22億美元，協助日本企業撤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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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其實，也是 Planet X來臨時的預備之一，

就是於 Planet X來臨前，將所有生產線、機器都運回自己的地方，

讓自己國家也重新開設生產線，聘請工人維持生產，讓國家得以自給自足。

假如，今次美國及日本政府這個奇怪的改動，

目的，是要讓中國的工業生產，搬回本土，去迎接 Planet X。

那麼，下一步，我們會看見另一個線索，

就是美國政府會推波助瀾，鼓吹本土生產各種日用品和食物，

甚至乎，刻意不去救助傳統舊式的經濟及奢侈品，

讓這些商家自行轉型，轉型至製造民生用品及新型經濟。

原因，當 Planet X來到，

一個價值 100,000元的名牌手袋，遠不如 100,000個口罩有用。

並且，我們看見，於疫情下，新式經濟發展出互聯網商家、外賣店，

甚至乎，Amazon聘請了 10萬人。

大家可以想像，這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如果疫情只是預計於一、兩個月完結，

一切會回復原狀、生活如常的時候，那麼，當然不會聘請 10萬人。

明顯地，他們預計這將會是一個不會逆轉的趨勢，

正如 Planet X來臨時，只能以互聯網維持社會運作。

再加上，假如政府再補貼本土日用品和食物工業、補貼互聯網業務，

而放棄舊式經濟及奢侈品的話，那麼，他們預備 Planet X的舉動，就更明顯。

當災難時，所有航運截斷，各國只能夠以自給自足方式，去拯救自己的國民。

這才解釋到，為何美國和日本，

為著一個大家估計三兩個月就能夠解決的疫情，竟從中國搬走所有工廠，

不是一間或兩間，而是所有的工廠。

因為，假如純粹是因為新冠肺炎而做的話，這個決定，其實是何等的不合理。

原因，大家可以想想，今次的新冠肺炎，並不像伊波拉病毒般致命。

雖然，還未有特效藥，然而，一般人靠著自身的免疫功能，

也可以痊癒，甚至乎，香港亦只死了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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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疫情始終會過去，生活又會恢復正常。

生產亦可以繼續，不需要花數以百億計的美元搬廠。

所以，因疫情而將所有工廠從中國撤出，

並且，由政府以納稅人的金錢去支付所有費用，補貼商業行為。

這是何等不合比例的做法。

因此，這亦成為了 Planet X來臨的另一個線索。

假如是預備 Planet X的話，搬廠回國，其實只是第一步。

今次的疫情，正正就示範給我們知道，

一個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的字眼「戰時動員令」（Wartime Mobilization）。

於早前，日華牧師曾經提及過，1934年下水的豪華郵輪，瑪麗皇后號，

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用為運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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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正正就是於 1940年，二戰爆發之後，

被英國政府所徵召，將商用船隻，改裝為運兵船。

因為，當面對國家危難時，政府當然有著絕對的權力，

調動所有人民和物資，去參與一場戰爭，

無論是調動年輕人上前線打仗，或是改動所有工廠，變成兵工廠，

去製造軍火、將鑄造廠、製衣廠，與及其他工廠，

變成生產軍需品、補給品、醫療物資等等，這就是戰時動員令。

正如英國面對德國的攻擊時，不可能由政府出資，投資天文數字的金額，

從零開始，去租地方、買機器、請工人，

用幾年時間部署，去製造各種軍需品，才開始打家園保衛戰。

政府要做的，必然是立刻徵召全國所有人民及工廠，

即時開始轉型，生產軍需品，一邊於前線打仗爭取時間，一邊於後方大量生產。

又正如德國作為發起戰爭的國家，

德國亦是將所有民用工廠，改為生產軍需品的工廠，

並且，每次佔領一個地方，亦會將這個地方的所有工廠，轉型至軍用品廠。

而現時，各國不是面對一場有硝煙的戰爭，

以槍炮、子彈去對付眼看得見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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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所面對的戰爭，卻是眼看不見的病毒。

所以，其實，各國現時也在戰爭狀態，只不過，他們打的是抗疫戰。

亦因此，我們看見各國也在行使戰爭動員令，

就是下令徵召工廠，去生產抗疫戰的醫療物品。

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國防生產法，

下令通用汽車生產呼吸機、與企業達成協議生產 2,000萬枝採集棒，

以及禁止醫療設備和 3M口罩出口。

而英國，更展開了 20年來，最大軍事動員，

發動了 56萬民眾參與成為志願人士，為醫療保健體系（NHS）提供協助。

歐洲各國，眾多大品牌也參與生產抗疫產品，

例如︰林寶堅尼生產口罩和防護服、蘋果公司生產防護面罩、資生堂生產酒精消毒液。

此外，還有其他大品牌，生產口罩、搓手液等等。

日華牧師分析，這種戰時動員令，

目的，就是讓大量工廠於短時間內，向某一個方向轉型，

由生產奢侈品，轉為生產各種民生必需品、醫療物品等等，去應對疫情。

不單歐美現有生產線，與及將來由中國調回去的生產線，

最終都可以參與應對 Planet X的計劃。

甚至乎，當眾多工廠由中國調回歐美、日本後，雖然工廠是遷移了，

但是，於中國，還留下了大量熟手員工、知識及技術，這些都是重要的資源。

當有朝一日，Planet X來臨時，中國政府亦可以動用戰時動員令，

以閃電方式，使很多工廠轉型，生產各種應對災難的物資。

事實上，正如現時，大量工廠轉型製造醫療物品，包括口罩、搓手液等等。

因為，這些物品，隨著疫情出現龐大需求，

因而推高售價，必然會引來廠家大量生產賺錢。

除此之外，政府亦會協調物流，將物資調動。

將以往浪費的物資、過多以至於公海中倒掉的食物，

重新運回來，讓人們開始儲糧。

因為，除了物資升價外，

我們亦可以看見，人們因恐懼疫情引發連鎖反應，開始儲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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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去多至浪費的農產品、食物，

只要有運輸，就可以急速地運回來，讓人當作寶物般爭奪，從而賺大錢。

當我們從這個方向理解的話，

我們就能夠明白，為何各國政府要將新冠肺炎的疫情拖得沒完沒了，

這個地方剛剛平息，那個地方又開始爆發，像是全世界輪流爆發般。

因為，正如之前已經提及，

今次的疫情，是要為到 Planet X再來而作出充分的準備。

所以，他們一定要將疫情一季一季地拖下去，

那麼，所有工廠，也就慢慢轉型。

即使政府不提出戰時動員令，商家們，亦會因為做生意賺錢的緣故，

而紛紛轉型，生產醫療物品，與及民生用品、必需品等等，

只需要兩個季度左右，人們已經習慣成自然，

習慣了過著隔離、囤積物資的生活，就如現時的香港一般，

而商家、工廠，亦會為到適應社會而作出轉型。

所以，正如日華牧師過去曾提及，

Nibiru來臨前，所有事情都可以在這一年處理好。

例如︰撤僑、奢侈品廠轉型為必需品等等，

並且，所有必需品，一年內就可以去到人民手中。

因為，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政府宣佈，新冠肺炎出現變種，

死亡率、傳染率也大大提升，只要市民再多受一、兩次驚嚇，

他們就會連廁所都用作囤積物品和食物，

只在乎政府能否協調各間工廠，生產出足夠產品，讓市民購買。

過去，幕後精英就是藉著世界工廠的方式，

將生產提升至一個階段，甚至是超過人們的所需，

甚至乎，為著穩定價格而銷毀貨物和食品的事，亦時有所聞。

既然，現時有大量物資過剩，甚至要銷毀時，

政府只要適量調動，就能夠讓市民囤積糧食。

並且，全世界最浪費的事業，就是餐館，

大家可以想想，每一天，有多少食物，是於餐館中造成浪費？

不論是預備菜式時，只選擇食材中，上好的部分，其餘菜頭菜尾直接棄掉，

或是烹煮好的食物，因沒有人買而棄掉。這就是現代人過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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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疫情下，首當其衝的，就是飲食業，

於今年，數以千計的餐廳、食店倒閉。

以全港 19區平均計算的話，一區已經關了一、二百間餐館。

當餐廳對於食材的需求減少時，浪費減少，

那麼，市面上的食材，就會非常充足，

因為，相同的供應商，於之前，是供應給餐館，

但現在，卻直接售賣給市民。

所以，假如香港需要儲糧的話，必定可以完成。

並且，由中國運來香港，亦非常方便，價錢並不昂貴。

因此，於香港，疫情所帶來的影響，其實已經是比較輕微。

雖然香港沒有農業和工業，但因為財政仍算豐裕，

所以，仍然可以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物品。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見，不久前，即使口罩短缺，價格一下子升十倍，

但當其他工廠轉型後，價格就會慢慢回落，

而搓手液等清潔用品的價錢，就跌得更快。

所以，因著物資短缺而產生的物價爆升，最受影響的，只會是第一波，

當其他工廠也紛紛轉型後，價格自然會回落。

因此，日華牧師亦提醒，

假如，當弟兄姊妹看見日用品的價格，已經慢慢回復正常，

甚至乎，因為一窩蜂的生產，變成供過於求，價格比正常還要降得更低的時候，

弟兄姊妹就可以慢慢購入，儲起約一年的份量。

原因，新冠肺炎，只是 Planet X來臨前的插曲，

於 Planet X來臨時，這些工廠又會轉型做更緊急的物品，

例如︰包裝食物、脫水食物等等，那時，日用品又會變得短缺。

所以，現時就應該常備一年的存貨，每次都用舊貨，買新貨。

畢竟，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是大部分人有生之年，都從未見過的情況。

也就是說，於未轉型前，所需物資耗盡，導致價格昂貴，

但當其他供應商轉型後，就不會繼續昂貴。

而這種轉型，基本上，只需要一個季度的時間。

所以，弟兄姊妹囤積物品的話，也不需要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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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隨著其他工廠，等候疫情過去的時間拖得越長，

他們也會面對現實，盡早轉型至有利可圖的業務。

那麼，市面上的食物、日用品，又會於一段時間後變得充裕，

就正如現時，滿街的口罩、搓手液，

再過一個月後，生產甚至會追上香港人每天的用量，變成供過於求，

就正如深圳，口罩堆得滿瀉，售價已經跌至 1.5元一個。

那時，只要花很少錢，就能夠輕易儲足一年份量的必需品及食物。

這亦如同幕後精英所願，於不公佈 Planet X的到來、不引發人民恐慌的情況下，

藉著疫情，於不知不覺間，將所有奢侈品工廠，

轉型為生產食品、日用品，甚至醫療、民生用品，

這種戰時動員的狀態，讓每一個人都因為對於疫情的恐懼，盡量囤積物資。

那麼，到真正公佈 Planet X出現的時候，

就不至於令所有人進入極度恐慌的狀態，因而引發社會不穩和動亂，

導致 Planet X尚未來臨，社會已率先崩潰的現象。

*************************************************************************************
奇怪的是，全部報章也一起報道。

當然，它可能不敢挑戰（challenge）裡面的邏輯，

因為別國也這樣做，那你還有甚麼資格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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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香港人還罵林鄭月娥做事比別人慢十拍。

正如歷史上，任何國家也不會因為傷風咳嗽、感冒，

完全放棄整個國家或整個城市的經濟，但現在，這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並且，是為了一個比傷風感冒，更弱一百倍的理由，而做這件事。

僅是為了一個字 —— 「新」冠狀病毒，光是「新」這個字已嚇倒所有人。

*************************************************************************************
問題二：美國只死了一個人，便已立即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答：是的！可能她已等了這個藉口很久。

那人可能是活生生被擊斃，然後中槍後發現有病菌；

原來，是那顆子彈沾有病菌，所以，他是感染冠狀病毒而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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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三：牧師，對於您提起這第 3個可能性，其實我見到在這世界上，除了她們都封城之外，其中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過去 20年，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全世界就像沒有再生產任何東西，

而是推給中國生產。但是，這疫情一開始爆發，正是在中國，而因這世界工廠停止，導致

全世界所有國家的工廠，要重新運作，以製造日用品。否則，她們根本無法自給自足。其

實，挺像您所說的現象。

答：是的！聰明在於，中國以往是全世界的工廠！

當她的資源、物料的儲備，足夠供應全世界的話，

那在災難中，便絕對足以供應自己的國家，起碼維持一年半載，也游刃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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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省著用，維持兩、三年也不足為奇。

因此，這可能是一個計劃。因論人口，其實中國是最多的，

其他國家要即時生產，根本也不如中國般緊急（urgent）。

但在過去多年，那些國家負債纍纍，將生產物品的工作交給中國。

當然，屆時最需要這些物品的，始終也是中國，因她人口是最多的。

例如，美國只有 3億人口，英國則更少，加拿大也更少，

對比下，中國的十幾億人口，真的很要命！

即使玩遊戲，也會用這方法，先將各方面的資源平均化，再全力發展。

那即使其中一個被打斷的話，只要給她一年半載，再次建立（set up），亦可再次自給自足。

因為，到時連海陸空的交通也不正常，全部要以個別的「洲」、「省」作單位。

*************************************************************************************
影片：停止運輸驅使國家自給自足

日華牧師分享到，現今在全球發生的所謂「世紀肺炎」，

除了可能是各國誤判，或生化武器洩漏，

因而作出史上前所未見，最激進的停課、停市、封城、封關、

限制人群聚集，甚至封國等措施之外。

日華牧師估計，是次疫情背後，可能還有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

各國政府可能正在為 Planet X的來臨，作出最後一步的預備和行動。

然而，為何各國預備 Planet X到來前的最後一步，

要全面封鎖全世界的海陸空客運，甚至，連大部分貨運都正在全面減少呢？

背地裡的精英，到底為了甚麼原因，

必須封鎖國際間，甚至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一切交通呢？

日華牧師指出，原因很簡單，假如今次所謂「世紀肺炎」的背後，

是為了 Planet X的重臨，而作出準備，甚至已到達最後一步預備的話，

換句話說，全世界已經即將步入《聖經‧啟示錄》所預言的大災難時期。

屆時，整個世界都會陷入各種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災難，

如洪水、地震、風暴、瘟疫、饑荒，

全人類都會知道，Planet X所帶來的，將會是人類文明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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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各地政府，不及早在公佈 Planet X的事實之前，

或是世人一同看見 Planet X在天上出現之前，

停止所有遠程航運，實施封城、封關、戒嚴及軍法統治的話，

那麼，世界各地的人民，必定會因為恐慌，

爆發大規模暴動和混亂，令大量人口死亡，

所造成的傷害和死亡數字，更會遠超因大自然災難而死亡的人數。

眾所周知，Planet X將會造成的毀滅性災難，

必定會令全世界的航運即時停擺。

然而，現代社會，大部分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必需品，

包括食物、衣服、清潔衛生用品，

甚或通訊設備如電腦及智能手機等，都是完全依賴外國進口。

而中國，幾乎是世上唯一一個，

可以生產所有生活各方面必需品，有「世界工廠」之稱的國家，

其產量不單可以自給自足，甚至可以供應全世界人口。

所以，過去四十年，除中國以外，

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習慣了依賴外國進口必需品，

而自己國家，只會出產一些有經濟價值的特產。

例如︰美國專門出產新科技、台灣專門出產半導體、

日本和南韓專門出產電器和汽車、歐洲則專門出產文化藝術和奢侈品等。

所以，假如各地政府沒有為 Planet X的來臨，而作出預備的話，

屆時，突然失去所有遠程航運，全世界必定會立即陷入最嚴重的饑荒、

完全缺乏生存物資和必需品的可怕光景和恐慌，

令社會秩序一下子完全失控及崩潰。

既然，各地政府早已預計這種境況，

倒不如先藉著一場所謂的疫症大流行，製造假象，

令人民乖乖接受世界性的封城、封關、封國、交通封鎖，

甚至物流中止的災難式生活。

令所有國家重新部署，基本生存物資的生產和供應的對策，

由以往依賴中國或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生產和供應，轉為自給自足，

在自己國家生產足夠自己國民使用的生存物資、必需品，甚或是醫療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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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國都能夠在短短 40年間，

由一個農業國家，變為現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並世上其中一個，科技最先進、產能最強大的國家。

那麼，其他國家呢？

雖然，其他國家只集中出口所謂的本土特產，

但現今世界的科技和出產技術，已經極之先進，

很多工廠都已經能夠非常純熟地，利用自動化設施，甚至機械人去生產。

所以，如果他們要將本地的工廠，改為生產生活必需品，

例如︰食物加工、衣服、口罩，或其他醫療衛生用品，可謂易如反掌，

一般只需要一至兩星期時間，已可以改造生產線。

務求在全世界政府一同公佈 Planet X的真相，

或全世界一同看見 Planet X出現在天上的時候，

能夠將人民的恐慌和動亂減至最低。

因為，那時每一個國家，

都已有足夠的儲糧和生存物資，足夠全國人民多年使用。

在生存物資方面，亦因早前的所謂疫情，轉為每個國家，甚至每個地區自行生產，

避免各國因物流中斷，缺乏食物和生存物資令災情進一步加劇。

Planet X的來臨，必定會令世界的經濟和秩序崩潰，

所有人都無法外出工作，只能留在家中或庇護站。

但是，沒有工作，又怎會有收入呢？

當人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又知道將要面對史上最可怕的災難時，

人們就會因為恐懼和焦慮，四處搶劫和暴動。

所以，屆時軍法統治是勢在必行，

甚至，《啟示錄》所預言的獸印晶片，亦會順勢推出，強迫所有人安裝。

而現今的疫情，可能只是將軍法統治，提前了一段短時間。

此外，既然 Planet X出現時，人民必定會四處搶掠生活必需品，

在政府而言，既然因恐懼而產生的搶掠，已無可避免，

倒不如，由政府刻意製造一次虛假疫情作主導。

事實上，這次所謂的疫情，每年都會發生，

肺炎病毒亦一直存在，甚至不斷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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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所謂的肺炎疫情，根本每年都發生，

只是政府和新聞刻意隱瞞，沒有報道而已。

於是，當政府需要為到 Planet X的來臨作最後部署，

只需要將這些慣常現象，說成新變種的肺炎病毒，

誇大病毒的威脅，渲染為前所未有的凶猛，

順理成章地，人民就會乖乖地留家，不工作、不出外，

政府就能夠讓人民在 Planet X來到之前，自覺地盡量儲備糧食和必需品。

另一方面，亦先將災難中沒有用處的企業和工種全部轉型，

例如︰中國將戰鬥機工廠，轉為生產口罩。

意大利兩間著名跑車廠，林寶堅尼及法拉利，亦改為生產口罩、醫療設備及呼吸機。

日華牧師指出，假如今次所謂的新冠肺炎疫情，

真是精英們在背後，為 Planet X的來臨作出最後部署，

那麼，他們的做法實在是十分聰明。

一、可以防止爆發暴亂和搶掠；

二、在人民不知不覺間，就能推動他們為到將來的災難，儲備糧食和生活必需品；

三、令所有人民乖乖留在家中，完全接受各種封城、封國、戒嚴和軍法統治等措施；

四、將一切與生存無關的企業和工種轉型，令所有人都只為人類的存亡而工作，

不會浪費人力、物力和資源在奢侈品上。

因為，人類要生存，基本上只需要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再加上有電力供應，已經可以了。

有了電力，就能延續基本的現代文明生活，

可以繼續使用電器、工具和網絡，擁有清潔的食水和食物，

相當於每一個人都擁有超過 20個工人服侍自己。

即使在大災難中，人民也不至於完全失去生存意義，而自暴自棄，

甚至作出種種失去理性和文明的可怕行為。

***********************************************************************************
問題四：其實這次事件也蠻有趣，好像每一個國家都要嘗試封城的狀態，無一倖免，沒有漏網之魚！

仿似全世界也要一齊參與。而香港及中國時間更久，因疫情開始的首兩個月便發生在我們

身上，三、四個月就發生在美國及其它國家，我們因別國的疫情輸入而繼續這種生活！這

種情況下，我們生活的狀態好像也改變了，與以往的生活模式是迥然不同，現在更多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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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家中、更多的在家上網，就這方面而言，我們該如何面對呢？

答：若然我們要知道該如何面對，

那就要先了解 Freemason（共濟會）半個世紀以來究竟做了甚麼事情，

肯定的是，他們半世紀以來做了一些事情。

以現時計算就是五十多年前，於 2009年的時候我已經說了，

他們四十多年前已提及 Planet X（第十行星），提及它會再來的年份。

其後所有他們聯手做的事情，都是與 Planet X有關聯，挺奇怪的，對不？

其中一個是 L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第二個是 QE（量化寬鬆），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弄出來的同業拆息。

兩者都使美國及歐西國家大量地「先花未來錢」，

大家都揹著天一樣大的債務，以「先花未來錢」的方式運轉整個世界！

*************************************************************************************
影片：LIBOR和 QE善意預備 Planet X
早前的 VO，已經分析了，於 1983年，美國發現 Planet X後，

全世界政治舞台的走向，就是為著面對 Planet X而作出預備。

幾年後，鐵幕開始倒台，1990年，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合併，

1991年，蘇聯瓦解。

於往後的 30年，幕後精英的計劃，就是讓全世界，

甚至當時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也變成世界工廠。

要達成這個目的，就如日華牧師分析，

需要超大量金錢，才可以做到，就如玩大富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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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大富翁時，銀行會派一筆錢給每一位玩家，於開始時，玩家不夠錢，

所以，他們不能行經每一幅地皮都付款購買，更加不能夠於地皮上建屋。

每行一個圈，每次行過起點，才可以有 2,000元，

其實，行一個圈，就代表一年。

當一年過後，就可以賺到一小筆錢，那麼，就有本錢投資，

一塊一塊地皮的買入，興建一間又一間屋和酒店。

大家可以想像，玩一局大富翁，要走多少個圈，才可以出現真正的大富翁，玩完一局？

甚至乎，有時需要數小時，才能夠分出勝負。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盡快玩完一局呢？

方法，就是銀行無限量派錢給玩家，

當開始的時候，如果已經有十萬的話，

並且，每走一個圈，又有十萬的話，

結果，就是 30分鐘內，就已經完結一局。

因為，有大量金錢的話，當走完一個圈，就已經買了所有地皮，

再走一個圈，已經建完房子，再多走一個圈，已經可以建酒店。

因此，於大富翁中，派錢，就是縮減遊戲時間的方法。

同樣，面對龐大面積的地球，百多個國家，

如果想於 30年內，將所有國家也變成世界工廠，每一個地區也可以自給自足，

包括鐵幕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各國的話，

唯一的方法，就是印發大量的鈔票用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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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此，日華牧師提及英國的戴卓爾夫人。

於 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上台後，是她隻手挽救英國的經濟，

用十年時間，將一個欠債累累、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國家，變成世界金融中心。

於 1986年，她提倡的金融改革，稱為「金融大爆炸」（Big Bang），
讓銀行涉足證券、保險等服務，成為全方位金融機構，

讓更多小市民參與證券買賣等金融操作，亦開始衍生出投資銀行。

此外，官方亦減低對金融業的監管，

因著監管寬鬆，因而吸引美國金融機構及資金，進入英國這個投機天堂，

並且，進行各種高風險的投機業務。

所以，於 2009年金融海嘯時，有人批評，

「戴卓爾主義」間接催生了樓市泡沫，及為金融海嘯埋下禍根。

事實上，被公認為金融業重要利率指標的倫敦銀行同業拆息 LIBOR，
亦是於 1986年，由英國銀行家協會所制定，

他們每天的公佈，就成為了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指標。

當然，我們現在就明白到，利率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調節工具，

不單影響貨幣供應，亦影響經濟及投資市場腳步的快慢。

而 LIBOR，更因為多次被揭發被人為操控，

因而後來宣佈於後年，即 2022年退場。

相比於 LIBOR是以間接的方式放鬆銀根，增加經濟活動，

QE，即量化寬鬆，於 2008年金融海嘯時，就更加是直接印製大量金錢。

到了 2020年，為著應對新冠肺炎，更是無限量 QE，無限量印銀紙。

所以，於這幾十年間，LIBOR及 QE的出現，扭曲了正常的經濟市場，

就如於大富翁遊戲中，增加了無限金錢般。

正如英國銀行家藉著 LIBOR操弄利率後，

必然會導致物業泡沫的出現，與及金融海嘯的「爆煲」。

因為，不論是 LIBOR操控利率，甚或是 QE的無限量印鈔，

其實，也是等於「先使未來錢」。

正如大富翁裡，銀行無限量派錢的時候，就等於將遊戲加速，

但同時間，遊戲亦很快會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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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假如那些錢是借出來的話，那麼，更是要連本帶利的歸還。

快樂的背後，就會帶來極大的痛苦。

就正如現時，美國的國債已經達到 24萬億美元。

24萬億是甚麼概念呢？24萬億，等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 110 %。

而香港國民生產總值，大約是 3,700億美元。亦即是說，全香港所有人，

不吃不喝工作 65年，才可以還清美國的國債。

更有報道指，全球所有債項，

包括政府債、企業債、家庭債加起來，達到 250萬億美元，

等於全球 GDP的三倍，亦即是說，每一個地球人，都欠債 25萬港元。

所以，現時看來，這種「先使未來錢」的程度，

每一個政府，都借了幾代人都還不完的債。

假如我們還有千秋萬載的時間，可以讓地球繼續運作，

那麼，這當然是喪盡天良的行為，

因為，他們連下一代，甚至是再下一代的錢，都用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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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日華牧師於「2012信息籌備營」曾提及，

其實，於 Planet X來臨前，政府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為這一場地球毀滅級數的大災難作預備。

於僅餘的時間，不惜動用大量金錢，也要盡快掘出地裡所有資源，成為儲備。

簡單而言，他們只有 40年時間，去掘出全個地球的所有資源。

因為，當 Planet X來臨時，人們就只能夠保命，不能夠再開採礦產，

並且，只能夠運用儲備，與及循環再用現有的物資過活。

然而，這段時間，最長，亦只會是七年，所以，必然可以捱得過。

所以，過去三十多年，以 LIBOR及 QE無限量印鈔票，人為扭曲經濟，

很多人說，這是 Freemason的陰謀，想賺得全世界，

其實，這班幕後精英，一早已經可以控制全世界，

只不過，無限量印鈔票，是預備 Planet X來臨的唯一出路。

因為，唯有於當時開始作出龐大投資，

才能夠於短時間內，讓所有國家發展起來，並且，造成工業的爆炸。

到一個階段，讓我們所擁有的物質，是倍數多於幾十年前。

大家可以想想，於幾十年前，我們是一家人擁有一部家居電話，並且，不需要更換。

但現時，一年換一部手提電話的，也大有人在。

而衣服，就更是每年以噸計的棄掉。

幾年前的數據，已經是每人平均一年棄掉 102件 T恤。

甚至乎，很多沒有穿過就棄掉。

工業爆炸性增長的後果，就是讓人養成習慣性地浪費，也不降低資源的用量。

原因，當 Planet X來臨時，這些剩餘的資源，就能夠讓他們捱過一年又一年。

就正如，於大富翁遊戲中，如果他們有無限時間玩，

那麼，當然可以依著遊戲規則去玩，



20200426 www.ziondaily.com

39

然而，假如他們只有 30分鐘就要完成，就不會理會是否合規，

而銀行，只要將大筆錢給予玩家，就可以盡快完成遊戲。

然而，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幕後的精英，是如何妥善調控各國的經濟發展，

於大量印鈔的同時，又不會引發惡性通脹的呢？

答案，就是藉著科技的進步，與及低廉的勞動力。

原因，「先使未來錢」並不是一項新事物，

如果用借來的錢，買東西的話，

那麼，大量的需求，追逐有限的物品，

最後，只會令物品的價格增加，

就如口罩、搓手液、廁紙般，於短時間內，價格就會飛漲。

這就是「求過於供」所帶來的必然現象。

然而，如果用借來的錢，去作出投資、建工廠、製造物品，

甚至是用來研發科技、提升產能及產品質素，

只要投資的回報追得上，那麼，印出來的金錢，就不會如過去的德國威瑪政府，

甚至現代的辛巴威、委內瑞拉般，引發嚴重通貨膨脹，甚至是惡性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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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溫和式的通貨膨脹，就如溫水煮蛙般，

金錢的購買力，是一點一滴地慢慢失去。

舉例，大家可以想想，於這幾十年間，香港的人均 GDP，
是由 1980年的$5,700美元，升到 2019年的$47,000美元，

40年間，升了差不多 8倍，

當中，是否代表每一個香港人的產能，都增加了 8倍呢？

答案，當然沒有可能，因為，縱使有增長，也不可能是 8倍之多吧？

GDP得以上升 8倍，原因，正正是因為各國開動了印鈔機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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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的金錢，購買力變得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手上的金錢，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據資料顯示，相對於 1980年，1元美金的購買力，

是等於 2020年 3元美金的購買力。

亦即是說，過去用 1元美金去購買的東西，

現在，就要付出 3元美金，才可以買到。

然而，為何印鈔是上百倍的增加，

但是，通脹卻可以壓得那麼低，讓人損失購買力也不自知？

就如之前所提及，關鍵，就是投資所帶來的回報，與及科技進步的結果。

大家可以想想，於幾十年前，一部彩色電視，可能也要二千元；

但現在，一部 40吋電視，同樣也是二千元。

甚至乎，所有家電的價錢，於幾十年間，其實也是差不多。

然而，相對這幾十年間，我們的人工，卻是增加了很多，

所以，變相，家電的價錢，是較以往更便宜了。

同樣地，於 80年代，一部電腦，可以是過萬元；

但現在，一部更輕、更細、更快、更多功能的手提電腦，價格卻跌至幾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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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幾十年前，一枝原子筆的價錢，與現時的價錢，亦沒有分別。

衣服的價錢，亦與幾十年前分別不大。

甚至乎，IKEA的出現，亦令實物傢俬的價錢，與幾十年前差不多，甚或是更便宜。

互聯網的發展，更是令大量資訊變得免費，

於網上，買一份報紙、一本雜誌、一本小說、一本漫畫，

甚至是買一首歌、一齣電影的價錢，

與幾十年前，根本沒有分別，甚至是更便宜。

而 eBay、淘寶的誕生，更打開了一個，讓人不斷購物也不覺得「肉痛」的世界。

因為，當我們人工有所調升時，淘寶世界的物價，卻是不升反降。

所以，總括來說，幕後精英是精準地調控著整個世界的發展，

駕乘著科技最急速進步的時段。

對於一些高度依賴機器製造，人手需求相對較小的工業，

產品的價錢，可以不斷降低。

而完全倚仗科技，不需要人手、物件去複製的資訊，價格就可以更低了。

大家可以想想，以前，複製一首歌、一本書、一齣電影，

也需要原材料、印刷、包裝、運輸，所有也是成本。

但現在，一個鍵，就可以複製無限件，

而且不經人手、不需要任何載體，價格就可以壓得很低。

因此，只有涉及大量人手、原材料的物價，

才會追不上印鈔機的開動，導致價錢上升。

例如︰於這幾十年間，食物的價錢，是明顯上升了。

因為，科技的發展，雖然可以令農場的生產力提升，

但畢竟，不可以令產量，像是科技產品般，可以幾何級數上升，

因為，動植物生長的時間，亦不可能因為科技而大幅度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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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產量趕不上印鈔的速度，當需求增加，但供應不能相應提高的話，

也就是大量金錢，追逐同一批產品時，結局，就是價格的上升。

此外，需要人工密集的產業，同樣會因為產能追不上，而價格上升，

例如︰服務性行業的工種，餐飲業、美容業等等。

而價格飛升得最快的，就必然是供應增加得最慢的物件，也就是房地產。

80年代的樓價，對比現在，上升了幾十倍，遠遠超過通脹的數字。

原因，大家能夠想像，於這幾十年間，生活日用品，

甚至衣著、家電的價錢，於不斷印鈔的情況下，是不升反跌。

但每一個人承受物質的程度，總會飽和，正如麵包再便宜，也不能一日吃十個。

衣服再便宜，也不能每個月也買幾十件衫，或是每年都買多一部電視機，

當然，很多香港人的願望，就是一年可以去十次旅行。

所以，郵輪的數目，對比幾十年前，也是多了很多倍。

但始終，現在的世界，已經是物質多得飽和、供過於求的世界。

除了中國之外，當東南亞國家，包括印度、泰國、印尼，

甚至是越南、斯里蘭卡、柬埔寨，也成了工業生產國，世界工廠的一部分時，

這種生產物品的速度，只會導致相互間不斷鬥便宜，

最終導致「賤物鬥窮人」的光景，

也就是我們將會面對，於新冠肺炎後，「通縮」的情況。

然而，這正正就是幕後精英想達到的效果，

對比 40年前，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也會有著更豐富的物質、更充足的資源，去面對 Planet X的大災難。

而於災難前，不斷印發無限量鈔票的最後一個連鎖反應，

就是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及爆破。

原因，當多印出來的金錢，不能買盡所有東西的話，

就只能追逐一些供應不會增加，有保值作用的房地產。

這就解釋了，為何香港，甚至是中國大陸的房地產，

價格都於這幾十年間，不斷飛漲。

銀行每次印發鈔票，最終，房地產就如海綿般，

吸盡所有水份。亦因此，到了最後，必然是房地產泡沫的爆破。

大家能否想像，現時，中國大陸房地產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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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超越全世界 GDP總和，而且還要多 30萬億。

甚至乎，賣掉北京、上海、深圳、廣州，

北上廣深四個城市的房地產，就可以買起全美國。

賣掉全中國的房地產，就可以買起全地球的時候，這還不是泡沫嗎？

而於房地產泡沫爆破前，由於房地產是價格升得最快、利錢最深的產業。

所以，很多人會一窩蜂繼續投資下去，只要有利錢，就會不斷擴展。

而政府和銀行，更是樂意提供貸款援助。

因為，多印出來的錢、最大筆的投資，就必然是房地產的開發，

所以，於過去，銀行是可以為發展商提供高成數按揭貸款，

甚至乎，透過發債集資，取得便宜的資金，

只要有一塊地皮，拿出 10%的錢，就可以借足 9成，開始發展。

這個模式，亦高速地發展出大量樓盤及鬼城。

然而，這正正亦是幕後精英希望做到的現象，就是於中國及其他地方，

讓他們盡量興建更多房地產，甚至遠超於國民所需，

甚至是製造出一個又一個的鬼城，也不會介意。

因為，到有一天，當 Planet X到來，

人們就要逃到災難影響較細的地方，

甚至，如果是「全球性海岸線事件」，人們更要由沿岸退居到內陸。

而過去超額印發鈔票所衍生的債務，

在地球差不多被 Planet X毀滅時，也會一筆勾銷。

亦因此，既然，最終所有債務也會一筆勾銷的話，

與其在 Planet X來到時，地球因完全未預備好面對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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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大量人命傷亡，人類差不多全部死光。

倒不如，於這 40年間，用借債、印鈔的方式，

將地球的經濟、科技、工業發展，加速 100倍。

那麼，對比 40年前，人們已經作好 100倍的預備，面對這個毀滅性的災難。

亦因此，當我們回望時，過去的 LIBOR和 QE，
更似是精英們善意的策略安排，甚至乎，是讓人類有著最好預備的唯一出路。

*************************************************************************************
而當中的運轉方式很有趣，當你知道 Freemason是由我們控制的，

便發現它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是很合理的，

導致整個世界也變得十分奢華，用幾十年收割盡地球上所有資源；

儘量栽種東西，在有剩餘資源的情況下，幾十年也這樣做。

事實上，既然做了幾十年，就一定能夠讓人熬幾年時間吧！

所以他們一步步地去實行，其中一樣可謂發展得瘋狂快速，那就是網絡。

在買賣方面，代替實體的商店、實體的舖位！

只要那地方有屬於他們區域的網絡，就如 5G就已經絕對能做到吧！

他們對於網絡的獨立性存在、手機之間的彼此聯繫，

各方面都在這半個世紀以來發展得瘋狂快速。

這會導致那些熟悉網絡的人，其實，無論是上班，或者是最低限度的工作量（workload），
對於許多人，可以消化得到，尤其是文字、文件方面，

甚或是藉著物流來做買賣，都能夠消化得到，

因為他們代替了許多需要實體的商店。

*************************************************************************************
影片：網絡的新生活模式（餐飲外賣業的興起）

日華牧師分享到，有關新冠肺炎第三個發展的可能性時，

提及各國政府都推出了各種禁止人群在街上聚集的措施，

所謂減少新冠肺炎疫情的散播。

當然，在這一種近乎戒嚴的措施下，各行各業也深受影響，

首當其衝的就是運輸業、旅遊業、零售業和餐飲業。

以香港政府為例，4月初，曾頒佈針對食店的限聚令，

內容指︰「如某餐飲處所售賣或供應的食物或飲品，供該處所內進食或飲用，

顧客數目在任何時間，均不得超過該處所通常座位數目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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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限制店內每張枱之間，最少有 1.5米距離，或設隔板分隔，

最多 4人一枱，又要求食客在進店時要戴口罩，

店方亦要為每位食客量體溫，體溫高於 37.5度就不能進入店內等。

至於，任何人參加或組織被禁止的群組聚集，

最高罰款 2.5萬元及監禁 6個月，

截至 4月 20日，執法部門已發出 131張定額罰款告票，

並就 3宗個案提出檢控。

限聚令的實施，令香港餐飲業哀鴻遍野，

除了大部分人因為害怕感染，避免在餐廳內進食之外，

每間餐廳減少了一半座位，亦導致能夠進店內飲食的客人數目大減。

雖則，政府已於 4月中，放寬了相關規定，

但對餐飲業界而言，限聚令確實對他們造成極大打擊。

然而，這次疫情下，外賣餐飲的生意卻突然冒起，

在疫情影響消費，不少公司裁員、開源節流之際，

多個外賣平台卻持續增聘人手，生意有增無減。

有外賣平台指，近日不少人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改為「在家工作」，

住宅區訂單激增，其中天水圍及粉嶺區的訂單更增加了一倍。

外賣車手的職位空缺，更成為不少失業人士的救星，

令很多年青人在經濟環境差、普遍公司裁員下，

仍能加入外賣車隊的行列，保持一份穩定收入，

甚至，隨著疫情令外賣訂單明顯增加，

繁忙時間「一單接一單」，偶然更會有客人送上「大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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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外賣員的收入還能進帳不少。

著名外賣平台 Foodpanda指，以往，不少餐廳擔心外賣會影響食物質素，

但近日態度轉趨開放，甚至有「米芝蓮」餐廳加入，

這段期間，計劃在該平台上架的餐廳，增長超過四倍。

與此同時，客人對於外賣的需求，亦節節上升。

另一間外賣平台 UberEats亦表示，

自疫情爆發後，住宅地區的訂單上升了 51%，

比商業地區還要多，而每位用戶的訂單數量亦有上升。

如果以地區劃分，Foodpanda指新界區的增幅特別誇張，

回想當年，各大外賣平台於發展初期，都將資源集中在港島及九龍區，

意想不到，疫情期間，居住人口稠密的新界區，訂單數量卻瞬間「爬頭」。

外賣平台 Deliveroo同樣表示，

天水圍及粉嶺區的訂單數目增幅最大，

4月首兩周，兩區增長均達一倍以上。

又以中國大陸為例，內地的外賣餐飲市場，比香港發展得更快、更早，

兩、三年前，已百花齊放、競爭激烈。

美團、餓了麼、口碑、百度、到家美食會等，

每一間都是年度營業額達數百億人民幣的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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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20年 3月 30日的報道，

美團點評（03690.HK）發佈了 2019年業績報告，

營收達 975.3億人民幣，同比增長達 49.5%，

可謂十分驚人！

現時，香港一些外賣平台，甚至推出「共享廚房」計劃，

讓一些專門做外賣生意的飲食界同業，

可以按自己的需要，租用外賣平台提供的「共享廚房」，

使租戶無須獨力承擔昂貴租金及煮食設施，能達到更高成本效益。

從前，以一間餐廳取替另一間餐廳，是必須存在一間實體店舖，

但現在，網上外賣平台系統，其實早已預備好，亦絕對有能力半取替實體餐廳。

甚至，在所謂新冠肺炎疫情下，他們只需要聘請多 10倍單車外賣員或電單車外賣員，

再於不同屋苑多聘請數人，已經能夠將食物派送給整個屋苑。

他們無須另外開設一間實體餐廳，甚至，不需要擁有自己的廚房，

不需要多大的成本，已經可以完全取代實體餐廳。

然而，網上外賣平台完全取替實體商店的時代，

豈不像 Planet X來臨時的境況嗎？

當整個世界，因為大災難，四處一片頹垣敗瓦，

整個城市也不再有實體商店，甚至，所有人都在逃難的時候，

不論我們身在何處，只要仍有智能電話和網絡，就能隨時訂購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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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派送地點後，只需半小時內，店方已經可以將食物送到我們手上，

再者，半小時其實已經很遲了，當系統發展得更成熟時，效率將會更高、更快，

如此一來，我們每餐都能夠輕易有飽肚食物！

*************************************************************************************
接下來，我想每一個都宣告三次：「我會成為這時代的智者！」

Amen！Amen！Amen！Amen！好！感謝主！

最後，我們學到任何事物，都一同歡呼鼓掌多謝神！

感謝主！Amen！Amen！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