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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當謊言
被確立的期間，國家便可阻隔開人民對謊言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的了

解。因此，國家使用其所有的權力，鎮壓異己，就變得極其重要。由於真相是謊言
的死敵，所以由此推斷，真相便是國家最大的敵人。” 

 

-約瑟夫•戈培爾，納粹德國宣傳部部長，從1933年到1945年。 

 
 

“......社會最終建基於一個信念，就是首領是萬能的，政黨是萬無一失的。但是，
由於在現實中首領不是萬能的，而政黨是沒可能不犯錯的，因此需要有一個對事實
不眠不休、時時刻刻、靈活變化的處理。這裡的關鍵詞語是“稱白為黑” 。像許多

新詞語，這個詞語有兩個相互矛盾的含義。應用於對手，這意味著要聲稱白色是黑
色，一種厚顏無恥的習慣。應用於黨員中，這意味著說，當政黨以紀律要求將白色
說成黑色時，就是考驗黨員對黨忠誠的程度。除此之外，亦可理解為相信白色是黑
色的能力，同時更加要知道，白色是黑色的，而忘記自己曾經相信過相反的事實。
透過思想系統，這便有可能做到不斷地要求改變過去，事實上包含了所有的東西，
這便被稱為“雙重思想”的新詞語。改變過去是有必要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附

助性質，而另一個，可以這麼說，是預防性質......”。 

 

- 喬治•奧威爾, “ 一九八四 ”。 

 

 
“......我們必須講有關恐怖主義的真相。我們絕不容忍九一一事件各種過份的陰謀

論；這些惡意的謊言企圖將恐怖分子的過犯拿走，為他們脫罪，......” 
 

- 2001年 11月 10日上午九時三十八分，紐約聯合國總部，小布什總統於聯
合國大會中致詞 

 

 

 

 

好的。同意。布什先生讓我們一同起來。讓我們馬上停止容忍那些無恥的陰謀
論…  

 

讓我們在所有 9/11 的陰謀論中選出最過份的一個為開始 – 一個聲稱航空燃料
（“煤油”）可以立刻“溶化”大量建築用的鋼鐵成為微小塵埃，而且發生這樣
離奇事件的地點竟然必須以一個離奇的詞語命名“ground zero” （原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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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eptember: Die dritte Wahrheit 
 
 

9/11 — 第三真相 
(中文版本附加額外的視頻和照片) 

 
 
 

載自德國雜誌NEXUS（2010年10-11月）: 

http://www.nexus-magazin.de/ausgaben/nexus-magazin-31-oktober-november-2010 
第2, 32-49頁; 

 
 

   
 
 
本文之中譯本經NEXUS編輯及作者迪米特‧加拉索夫Dimitri A. Khalezov批准發表。  

 
 
 

版權告示:  

 
任何人均可自由轉載本文，除德文外，其他語言皆可，惟不得修改本文原意、資料來源、作者姓
名、NEXUS雜誌之名、文末的附加連結應如實列出。2010年12月起，根據上述條款，德文版本可
以自由轉載。 

 
 

http://www.nexus-magazin.de/ausgaben/nexus-magazin-31-oktober-novemb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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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英文版本和中文版本均以MS Word和PDF格式儲存，可以使用以下鏈結直接下載：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關於9/11的第三真相 

官方版本有關 9/11 的真相疑點重重，在非主流社群中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究竟真相是

甚麼？一名前蘇聯軍方核情報人員揭露了一連串事件，連相信事件另有真相的人也為之震

驚。 

 

 
 

迪米特‧加拉索夫 Dimitri Khalezov 

 
世貿中心是如何倒塌？一名核專家的分析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
論。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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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中，兩架飛機相繼撞向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塔，令雙子塔在滾滾灰塵中塌下，一般人看到

該情景，震驚得無法仔細分析事件各方面的情況。自此，人們的腦袋就有此奇怪的觀念：鋁製而內

裡空空的飛機能穿過以厚厚的鋼鐵建成的大廈、飛機燃料（煤油）把鋼鐵建成的大廈“溶化”成鬆

散微小的灰塵……  

 
這些無稽之談早晚會被推翻。雙子塔的倒塌與飛機撞擊，及傳聞中由飛機引致的火災毫無關係。而

這顯淺的事實卻重壓在很多美國人的心頭上。過去六年，他們不滿官方對於世貿中心倒塌的解釋。

當 9/11事件帶來的首個衝擊平息後，很多人開始意識到官方版本前後矛盾之處實在太多了。 

 
首先，令他們留意到的是雙子塔倒塌的次序與雙子塔被撞擊的次序不吻合。南翼大樓較後被撞，卻

先倒塌，北翼大樓先被撞，卻後倒塌。這表示以「火災」令第一座大樓「倒塌」需時 1 小時 42 分

鐘，而倒塌第二座大樓只需 56 分鐘。假設兩座大樓皆由份量相若的煤油引致火災，以及兩座大樓

是相同的（即材料強度完全一樣），這足以清楚表示大樓的倒塌與火災並沒關係。另外一點，對

9/11 深入研究的人開始留意到世界貿易中心 7 期大樓（一座現代而結構堅固，樓高 47 層的鋼鐵結

構摩天大廈），於沒有被飛機撞擊的情況下，同日下午以相似的方式倒塌，令人再度起疑。如果雙

子塔的倒塌確實如官方所說，因飛機燃油引致，那麼世貿 7 期的倒塌是令人費解的，這個疑團使到

9/11 調查委員會不於官方報告中，提及它塌下一事，像是這 47 層高的現代化摩天大廈倒塌一事不

值一提。比較三座大樓倒塌的事故，及大樓倒塌附近發現許多不尋常的事物，使到這群研究 9/11

的人明白到他們被當局欺騙了。世貿中心受破壞與飛機燃油或飛機本身並無關係，因為實際上並不

需要飛機協助破壞。就 2001 年 9 月 11 日下午的世貿 7 期無故倒塌一事，便證明恐怖分子劫持飛

機是多此一舉的。即使不用任何飛機，世貿中心最終都會倒塌。倒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有人安排

了世貿中心要倒塌。因此，所謂「9/11真相行動」就展開了。 

 
人們於是開始指控美國政府有意拆毀世貿中心，以一種所謂「控制式拆卸」的工業程序進行。越來

越多美國人開始指責他們的政府才是 9/11 襲擊的幕後主腦。超過 65%的美國人不相信官方對於

9/11 襲擊及世貿中心倒塌的解釋。其實，有細心留意過當時 9/11 事件報道的人，應該記得提及

「第三次爆炸」的畫面： 
 

   
屏幕字幕：焦點新聞 

                  第三次爆炸使紐約的 

                  世界貿易中心粉碎 

屏幕字幕：焦點新聞 

                  第三次爆炸使紐約的 

                  世界貿易中心倒塌 

 

視頻 - YouTube 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7oZ1h8mYwbw  
 

就在這裡 – 由 CNN 提供的反官方視頻片段，於字幕中明確顯示出某種所謂“第三次爆炸”發生於

世界貿易中心南塔，首先是“破壞”，然後 –“倒塌”。 那一刻，北塔（有天線的一座）尚未倒塌

的。北塔將於稍後倒塌 – 由“第四次爆炸”所產生，但是當時 CNN 收到來自所謂“有心人”的嚴

厲譴責，並要求不再重提“爆炸”等反官方的詞語。世界貿易中心雙塔將會宣佈“被煤油破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oZ1h8mYw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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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貿中心 7 期（沒有任何所謂“恐怖分子”的飛機擊中的大樓）–  “被柴油銷毀”（因為在世貿

中心 7 期有柴油處存，作為緊急發電機所用）。 

 

而不同意因飛機燃油引致倒塌這個官方解釋的大部分人，指控美國政府蓄意拆卸世貿中心，此舉是

可以理解。可是，一般來說他們對於拆卸過程不太熟悉，特別不熟悉世貿中心的實際建築方式。因

此，有好些「陰謀論」產生。有的指出世貿中心「被放置炸藥」，有的說把有些所謂「微量鋁熱

劑」（至今未明的物質）用在雙子塔的支柱上，甚至有更多異常的陰謀論，把雙子塔的崩塌歸咎於

傳聞中的「高科技武器」，如源自太空的激光束等。當然，陰謀論者互不同意對方的論點，除把時

間放在指控美國政府作為 9/11 幕後主腦外，亦互相指責對方混淆視聽。可是，一般而言，所有陰

謀論者都不是清楚知道世貿中心發生甚麼事，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為何會發生此事。 

 

本文的作者將告知讀者一些不同的事。他將提出專業的意見、親身的証供，以及於蘇聯軍隊工作期

間的經驗及知識，而非單單另一個「陰謀論」。筆者希望能透過此種方式，使讀者對於世貿中心的

倒塌得到更明確的解釋，比從互聯網上的 9/11 陰謀論的專屬論壇得到更加深入的了解。 

 

Ground Zero（世貿遺址）及 ground zero（原爆點） 

 
首先，筆者欲提醒各位，在英文中，紐約前世貿中心的遺址被稱為“Ground Zero”，許多人不明

白“ground zero”的實際意思，以及這些字所代表的證據是何等重要。許多人把“Ground Zero”

視作專有名詞，就如城市或船的名字。然而，今時今日並非很多人記得“ground zero”這特別的

字用作指稱前世貿中心，它成為「專有名詞」的過程實在太快。緊接著雙子塔倒塌後（世貿 7 期倒

塌前數小時），即 2001 年 9 月 11 日中午時分，幾乎所有官員及部分新聞報道員開始以“ground 

zero”指稱該地。翌日的所有新聞稿亦稱前世貿中心為“ground zero”，那時候這字仍是以小楷

書寫的。指稱前世貿中心為“ground zero”這字的做法，於 2001 年 9 月 12 日繼續使用， 直至 9

月 13 日有些通訊社使用這字時，仍是以小楷顯示的。不久，好像有人發現有錯誤，“ground 

zero”這特別的詞語突然升級成“Ground Zero”，改為大楷顯示，及成為了專有名詞。那麼小楷

寫的“ground zero” 又如何呢 —— 它的地位還不是專有名詞呢？ 

 

為甚麼人們緊隨著雙子塔倒塌後，就隨即以此特別的字指稱世貿中心？這是否因 9/11 事件是前所

未見，而於混亂中所犯的錯誤？筆者認為「是」。這顯然是在十份混亂下造成的錯誤。假使以為是

使用了不正確的名字指稱世貿遺址，不是的，這不是個錯誤的指稱。其實是因為要在那時候想出一

個恰當的專有名稱實在為之尚早。事實上，民防專家把該地指稱為“ground zero”（原爆點）是

完全正確的，這樣的指稱絕對沒有半點錯誤。這就是民防部門所理解的“ground zero”的意思。

而這詞無意地滲入傳媒，透過傳媒，進入公眾，則是個錯誤。可是，要撤銷此由民防部門發出的正

式名稱，為時已晚。而美國官員亦無計可施，唯有將錯就錯，把這詞改為大楷，把民防部門所用的

名稱改為專有名詞。 

 
筆者想在此引用一件事作為開始，此事關於9/11事件的其中一位英雄 — 探員約翰(John Walcott)，

一名“Ground Zero”的救援人員。他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於世貿遺址清理碎磚爛瓦。他在那裡的日

子足以令他患上一種離奇的疾病：末期急性骨髓細胞性白血病。以「回歸塵土」
1
為題的駭人文

章，只是短短兩個段落，足以向我們記述及揭示所有「不能解釋」的異常情況，是關於塵土和幅射

的，有助讀者理解本文重點： 

 

「由於約翰是名探員，所以他不僅要在世貿遺址工作，亦在紐約市的垃圾堆填區工作，為期五個
月。他幾乎窒息於曼克頓下城的空氣中，使他仍想著史泰登島的堆填區。約翰知道雙子塔內所有東
西都掉下來了 — 桌子、電燈、電腦等。但除了部分鋼柱外，他檢查過的垃圾都是微細的塵埃 — 卻
沒有家具、碎片、沒有電燈配件，連電腦滑鼠也沒有。 

 

                                                 
1我所引用的整個故事記述在此: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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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探員們會於木棚下休息，以避免吸入約翰所說的「反常的壞空氣」。有一天，約翰和他的同
事坐於木棚下，吃著糖果、喝著汽水時，幾名聯邦調查局的密探進了去。他們身穿全套保護衣，緊
閉接駁喉管，戴著密封的面罩，以防吸入有毒煙霧。眼見配戴良好保護裝備的聯邦調查員，跟只戴
上防毒面具的紐約警察，約翰心想：這究竟發生甚麼事2？」 

 
約翰先生，對了，有些事情出了錯，這場面出了嚴重問題。 

 

再者，那些聯邦調查員是清楚真相，他們竟然在完全沒有保護裝備的「平民百姓」前，穿上全套保

護衣，包實全身，不會因而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他們沒有患上白血病或其他急性癌症。儘管聯邦調

查員曾匆匆到過“世貿遺址”，卻明顯會擁有較長壽的生命及美滿的人生。 

 

如果你只是翻查現代字典，查看有關這特別詞語的詞意，你不必問，也會馬上知道“Ground 

Zero”一詞有甚麼問題： 
 

 
       

ground zero 在地面的位置，其垂直的下面或上面，為原子彈或熱核彈的引爆點。 

 

以上為《韋伯斯特綜合英文字典》列明“ground zero”所有可能的解釋。(精裝百科全書版 1999, 

ISBN 1-888777796)，559頁。 

 

不得不提的，就是約翰先生不像他其在“Ground Zero”工作的同事，他最終活下來了，他的同事

則沒有那樣幸運。2007 年 12 月 17 日，互聯網報道
3
指約翰先生接受了一種不常見（而且是痛苦）

的治療 — 骨髓移植。自此，他能繼續活下來（是依靠免疫抑制藥，以避免出現移植排斥；由於他

免疫系統再沒有能力，他不能離開住所，任何一種感染皆可致命）。  

 

我有責任向不明白何謂「骨髓移植」的人解釋一下。受過大量貫穿性或（及）殘留電離輻射的病

人，他的骨髓（負責血液再生）被大量輻射完全消滅，都有需要進行骨髓移植。這是輻射的特

性 — 它破壞骨髓細胞，比對破壞人體其他細胞更嚴重。這解釋為何大部分受過輻射的人都會患上

白血病。接觸輻射越多，就越多骨髓細胞被消滅，白血病就越嚴重。約翰先生顯然是受到最嚴重的

感染 — 他接受骨髓移植之前，他一直接受輸血，因為他自身已不能製造出血液。 

 

除了殺死及嚴重破壞骨髓細胞，電離輻射能引致各種癌症，影響人體，甚至同時影響身體不同部

位，特別是吸入或攝取了放射性塵埃或煙霧的人。 

 

可是，有些不誠實的醫生和醫務官員很容易就這些癌症作出看似真實的「解讀」。他們解釋這是由

於「石棉」、「毒氣」、「有毒塵粒」等。但到了骨髓破壞的情況時，這些騙子就無所遁形了。構

成骨髓破壞的原因只有電離輻射。 

 

                                                 
2
 Ibid., S.5 

3約翰先生接受「骨髓移植」，以下是有關他的故事全文: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或在: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另一令人震驚的事亦上載於此: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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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準確地解釋了為甚麼那些聯邦調查員踏足“世貿遺址”時，會穿上全套保護衣，頭戴面罩，緊

閉接駁喉管，以「避過煙霧」。他們不想感染白血病或任何癌症，所以他們特意帶上面罩和閉緊喉

管。他們這樣做並非如約翰先生所認為的「避過煙霧」，而是想避免吸入或攝取到空氣中的放射性

塵埃，尤其是放射性煙霧。 

 

 
 

救援人員在“原爆點”，他們處於雙子塔的碎片之中，而且從碎片中，放射性的煙霧向上升起 – 照片拍攝於事

件發生後約五個星期。 

 

對於這真相，有些讀者或會感到震驚，或者不相信筆者，覺得只是本人的純粹推測。但是，上述有

關約翰先生的事跡，及聯邦調查員於“原爆點”時身穿保護衣，與筆者毫無關係，筆者只是撰寫本

文，是一位藉藉無名的人而已。9/11 前，現同樣獨立地說明“ground zero” 的法定解釋如下： 

 

 
 

“ground’ ze’ro” –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發生原子彈或氫氣彈爆炸的地方。 

      韋伯斯特英文百科足本字典（1989年版，1994 年印刷，ISBN 0-517-11888-2）。 

 
 
“ground zero”= 真接在地面發生核武器爆炸之處 

       軍事用語詞典 (1999 年 Peter Collins 出版, ISBN 1-901659-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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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 名詞[不可數]核彈爆炸的地方，而該處發生的破壞最為嚴重 

      朗文(Longman)高級美語字典（2000 年首次出版, ISBN 0 582 31732 0) 。 

 

 
 

“ground zero” 名詞 1 [可數，通常為單數]發生核爆的確實地點：即使距離原爆點 30 英里，仍感
受到震動。2 [不可數]前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原址於 2001 年 9 月 11日因遇襲而受破壞。 

        劍橋高階字典，第二版（2006年第二版，ISBN-13 978-0-521-60499-4 - 9/11 發生後的版本，可

於多處找到) 。 

 
 

以上有關“ground zero”的解釋都是完整而未經修改的，都是限定而正確的定義。如果你有所懷

疑，想到最近的書店翻查一下字典，請且慢！ 

 

當你走進那些書店後，你或會更覺驚訝，因為再沒有字典記載這字最原始的解釋。9/11 襲擊發生前

所出版的字典，包括上述提及那些，記載“ground zero”的真正意思，其後已被取代。精確的英

語不幸地成了 9/11 襲擊的受害者之一。 

 

以下的字典照片，在本文於 NEXUS 雜誌的原始版本是不存在，但是，我決定將它們加插到網上本

版本，因為他們是很有說明作用。 

 
比較相同的出版商，同類形的字典，在世界貿易中心以核能拆卸後的現場不慎地獲得“原爆點”的

名稱，之前及之後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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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名詞)。準確地指出核武器於地面或水

面引爆的地點，或該地點的正上面或下面。 
ground zero(名詞)。1 核爆炸的地點 - 準確地指出核

武器於地面或水面引爆的地點，或該地點的正上面

或下面。2 焦點或謀特別事件的活動中心○這被受戰

爭蹂躪的國家，已成為國際恐怖網絡的活動中心 3 

基本程度 – 最基本的程度或一種活動的起步點○由

起點學習編寫程式 
 

以上為微軟出版的“Encarta”字典 – 1999年和 2001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時，直接在其下面的

地點。 
ground zero (名詞) 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時，直接在其

下面的地點；一個全新的開始（比喻）。 
 

以上為錢伯斯(Chambers)字典 – 1998年和 2006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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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指在地球表面上的地點或其上方，曾經

發生核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指在地球表面上的地點或其上方，

曾經發生核爆炸的地方。 2，紐約市發生 9/11 恐怖

襲擊的現場。 3，任何大型活動的焦點。 
 

以上為新美國韋伯斯特大學手持(New American Webster Handy College)字典 – 1995 年和 2006 

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詞  在地球表面上的地點，直接在發

生核爆炸的地方之下，或如該武器在地面彈坑中心

的位置。亦稱為零表面。 

ground zero 名詞  1. 亦稱為零表面。在地球表面上

的地點，直接在發生核爆炸的地方之下，或如該武

器在地面爆炸時，彈坑中心的位置。2. 炸彈、導彈

等的目標 3. 起點或基礎：當我重新學習意大利文

時，我必須從基礎開始。 

Ground Zero 名詞  世貿遺址，指美國紐約市地區，

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中心被恐怖襲擊所摧

毀。 
 

以上為麥格理(Macquarie)字典（澳大利亞英語）– 2001年和 2005 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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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在地面或水面的地點，在該點或其正上

方或正下方，是核彈發生爆炸的中心。 
ground zero 名詞[不可數] 1 一個死了多人的地方 ，

或一個受到嚴重破壞的地方，特別指是因為核爆炸

所做成 。 2 一個轉變很快速或劇烈的地方。 
 
以上為 1987 年版的麥克米倫(Macmillan)字典和 2003 年版的英語學習者必備詞典（第二本於 2003 

年出版的字典比第一本於 1987 年出版的字典是較低級及包含較小的詞語和定義，儘管如此，第二

本字典對於“ground zero”就多了“更廣泛的”定義）。 

 

 
ground zero,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

而發生原子彈或氫氣彈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

其中，而發生原子彈或氫氣彈爆炸的地方。2。非正

式的最初級或最基本的水平：有些學生是從最基本

的水平開始。 [1945-50] 
 

以上為蘭登書屋韋伯斯特(Random House Webster's)的完整足本字典於 1983 年版本和蘭登書屋韋

伯斯特的完整足本字典於罪大惡極的日子“2001 年 9 月 11 日”的版本（第二字典的 ISBN 編號為

0-375-42566-7，而且的的確確預訂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那一天出版 – 因此 9/11 那天便成為該本

臭名昭著的字典的正式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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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其中，

而發生原子彈或氫氣彈爆炸的地方。 
ground zero，1。 指地面或水的表面之下、之上或

其中，而發生原子彈或氫氣彈爆炸的地方。2。非正

式的最初級或最基本的水平：有些學生是從最基本

的水平開始。 [1945-50] 
 

以上為韋伯斯特的百科全書英語字典於 1994 年版本和韋伯斯特的百科全書英語字典於 2001 年豪

華新版本（韋伯斯特的百科全書英語字典為蘭登書屋韋伯斯特的完整足本字典的複寫副本 – 因此以

上兩套照片看起來一模一樣）。 

 

 
ground zero 名詞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地點，其中或正

上面或正下面，是發生核爆炸的中心點。 
ground zero 名詞 1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地點，其中或

正上面或正下面，是發生核爆炸的中心點。2 受到極

大破壞的場面。3（有時用大寫）指 2001 年 9.11 事

件後，給予倒塌了的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大樓，受到

極大破壞的地方。 
 

以上為柯林斯(Collins)英語字典於 2001年和 2003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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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名詞 指在地球表面的地點，其中或正下

面或正上面，為核爆炸的中心。 
ground zero 名詞 1 指在地球表面的地點，其中或正

下面或正上面，為核爆炸的中心。2(常寫為 Ground 

Zero)主要作為稱呼被摧毀建築物的地方，特別指前

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它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被恐怖

襲擊所摧毀。 
 
以上為新企鵝(New Penguin)英語字典於 2000 年和 2003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詞 [不可數] 核彈爆炸的地方，而發生

最嚴重破壞的地點。 
ground zero 名詞 [不可數] 1 核彈爆炸的地方，而發

生最嚴重破壞的地點。2 Ground Zero 世貿遺址，指

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紐約市的世貿中心，被恐

怖分子所破壞的地方。 
 

以上為朗文(Longman)高級美語字典 – 於 2000年和 2007年的版本。 



 15 

 
ground zero > 名詞. 核武器引爆的地方 ground zero 名詞 > 1. 一處受到猛烈破壞的地方，例

如核武器引爆的地方 2. 迅速或劇烈發展的中心 

 

以上為美國傳統書桌(American Heritage Desk)字典的 2001年和 2013年的版本。 

 

 
ground zero 名詞 指在地面或水面的位置，其正下

面、上面或其中，該處發生原子彈爆炸。 
ground zero*名詞 1：急速，激烈或劇烈活動變化的

中心 2：最先開始：此處為第一廣場 

 

以上為麥林韋氏(Merriam-Webster’s)最大形的字典 – 第三新國際英語完整足本字典於 1986年和

2002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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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zero 名詞：在一個地點，其上方，下方或正

中，發生核彈爆炸。 
ground zero 名詞 [不可數] 1：在地球表面，發生爆

炸的地點。2：在一個領域內，發生快速轉變或劇烈

活動的中心地方•在移民法中，發生劇烈爭議的中

心地方。3：開始的狀態或起點•我們將需要從起點

重新開始。 

 

以上為麥林韋氏(Merriam-Webster’s)字典於 1999 年的版本和麥林韋氏(Merriam-Webster’s)學習者

字典於 2010 年的版本（第一本字典在 9/11 事件之後再沒有重新出版，而第二本字典在 9/11 事件

之前從未出版過，但是，這兩部字典在地位上是差不多一樣，而在頁數及詞語定義的數量是一樣

的）。 

 
 

不要驚訝幾乎所有於 9/11 後印製的英文字典，都收錄多於一個有關“ground zero”的解釋，最少

有 3 至 5 個新意思，由「嚴重破壞」、「嚴重混亂」、「繁忙活動」，以至「基本水平」、「起

點」等解釋都有。有些則採取另一手法：如新一版朗文現代英語詞典，編輯把“ground zero”解

釋為發生爆炸的地方，並沒有提及「炸彈」是由核彈或熱核彈做成。現在幾乎大大小小的字典都用

此解釋。9/11 發生前，“ground zero”一詞顯然因過於特別，只收錄於大型字典，例如韋氏舊

版、科林斯、美國歷史等（而且只有一個解釋）。這詞並不出現於小型字典，即學生或進階學習者

專用的字典（上述提及的朗文進階英文字典除外），例如“ground zero” 一詞並不出現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前出版的牛津進階字典第四、五、六版。即使牛津第四版「百科全書」版本（內容比

原先的多於 50%），亦沒有收錄“ground zero”一詞。只有於 2005 年出版的牛津進階字典第七

版收錄了這詞。 

 

9/11 後出版的麥克米倫進階字典、朗文現代字典、各類新版的 Merriam-Webster’s 字典、大部分美

國傳統字典、新科林斯英文字典、微軟 Encarta 字典，以及其他 9/11 事件後出版的新字典及百科

全書，都包含“ground zero” 一詞，提供多於一個解釋，試圖把讀者的注意力帶離原先與核有關

的解釋。順帶一提，值得一讚的是，上述提及於 9/11 事件後出版的劍橋進階字典並沒有欺騙讀

者：對於“ground zero” 一詞的解釋，編輯並沒有作出誤導。相比之下，其他字典的編輯成了

9/11的騙子。據說有人曾試圖引證“ground zero” 一詞在 2001年 9月 11 日前已用來指稱該地。

9/11 事件後，就“ground zero” 一詞所作出的語言學上的修改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負責前紐約

世界貿易中心拆卸的民防官員，他們輕率地使用了這揭露真相的名稱，如以後版本的字典只有原爆

點的解釋，實在太有啟發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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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核能拆卸計劃 

 

本文的作者是前蘇聯軍隊第 46179 隊，即「蘇聯國防部第十二總局轄下的特別管理處」的軍官。

第十二總局負責全蘇聯所有核武事宜，包括核武的儲存、生產控制、技術性的維修等。特別管理處

負責偵測核爆，以及確保所有與核試有關的國際條約得以遵從。自蘇聯與美國於 1976 年簽訂《和

平核爆條約》後，這變得更為重要。根據此條約，雙方需就所有非軍事用途的核爆事件知會對方。

本人於 80 年代末於上述組織工作，得知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被安排一項名為「緊急核能拆卸計

劃」。核能拆卸計劃建基於龐大的熱核炸藥（威力約 15 萬噸黃色炸藥），它們各放置於雙子塔地

基底以下約 50 米。對作者來說，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美國當局竟於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地下核爆

進行拆卸。但是，當作者了解清楚後，才知道沒有人計劃過以此方法拆卸世貿。這只是為了避免一

些官僚上的問題，才為雙子塔訂下可怕的核能拆卸計劃，並非真的為了拆卸而設，純粹為了獲准興

建世貿而已。問題是，根據紐約建築條例（包括芝加哥）規定，除非建築商提供滿意的拆卸方案，

供將來或緊急的情況下拆卸大廈，否則建築部門不會批准興建摩天大廈。由於 60 年代末（當時是

首次提出雙子塔的興建），這類以鋼鐵支柱興建的大廈屬於全新概念，因此沒有人曉得它的拆卸方

法。由於傳統的（或常規的）拆卸方法只適用於舊式建築物。要說服建築部門批准落實興建以極度

堅硬的鋼鐵為建築材料的雙子塔，必定要想出新的拆卸方案。最終找到的方法就是：核能拆卸。 

 

原子及核能拆卸概念的背景 

 

使用核能裝置拆卸建築物的意念，與 50 年代初核武器出現的時間相若。最初，核武器並不稱為

「核」，而稱為「原子」，因此使用此炸藥作拆卸用途的概念便名為「原子拆卸」 (Atomic 

Demolition)。雖然原子武器後來改稱為「核武器」，但「原子拆卸」的字眼依然保留，而且可於特

別工程裝置見到「原子拆卸」等詞  — SADM(Special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及 MADM 

(Medium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前者代表「特別原子拆卸彈藥」，後者代表「中型原子拆

卸彈藥」。很多人都誤以為 SADM 是指「小型原子拆卸彈藥」 (Small Atomic Demolition 

Munitions)。 

 
其實，「小型原子拆卸彈藥」這名稱並非完全錯誤，因為「特別原子拆卸彈藥」事實上也是細小

的。它們的核爆威力通常不多於 1 千噸黃色炸藥。假設現今的所有「特別原子拆卸彈藥」的威力都

可低至 0.1 千噸或甚至有時為 0.01 千噸（即相等於 100 噸或 10 噸的黃色炸藥），被稱為「小型原

子拆卸彈藥」是名副其實。其他常用的名稱包括「迷你核彈」（Mini-Nuke）及「手提箱核彈」

（Suite-case Nuke），而後者似乎不太合邏輯。實際上，大多數「小型原子拆卸彈藥」重由 50 公

斤至 70 公斤，如同旅行包，所以並不可能放進手提箱。可是，現代的「迷你核彈」以鈽

（Plutonium-239）製造，非由鈾（Uranium-235）製造。由於鈽的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較

低，它的體積可明顯減少。近其有些以鈽製造的「迷你核彈」，體積小得足以可放進公事包內。

「中型原子拆卸彈藥」在體積及炸藥份量方面都較大，威力達 1 萬 5 千噸黃色炸藥，重達 200 公

斤，與一般家用石油氣瓶同樣大小。 

 

任何不能以傳統炸藥拆卸的大型建築物，都能以上述其中一種原子拆卸彈藥拆毀。尤其於緊急情況

下，沒有時間或沒有可能以傳統方法預備「正常」拆卸。例如可應用於橋、水壩、隧道、地下建

築、大廈等。可是，用「特別原子拆卸彈藥」及「中型原子拆卸彈藥」作核能拆卸，效率並不高。

讀者可能懂得向內湊合式爆炸的主要目的並非炸毀建築物，令它們的部分滿天飛，而是有秩序地把

它們拆掉，減少對周遭的破壞。 

 

因此，預備控制爆破的工程師首先要找出建築物支柱，可放置炸藥的正確位置，再放置足夠的傳統

炸藥，以拆破這些支柱結構。 

 

幾乎所有個案，建築物都有多於一個可放置炸藥的位置，因為建築結構甚少只有一條支撐樑或一條

條支撐柱。最理想的情況下，就算建築物的支撐柱不多的話，都最小有幾條支撐柱。和上提及的

「原子拆卸計劃」的情況則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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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以原子拆卸的人，並沒有足夠時間或知識，如傳統控制拆卸般，作出精確計算。那些人員有的

只是一些基本的實地工程知識，以及基本核武器使用知識。因此利用原子拆卸並不在於利索地移除

指定的建築物，只是為了要拆卸建築物，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在任何緊急情況下，用以拆卸的原子

炸藥份量是過多的，大部分炸藥都是白白浪費 – 如同其他核爆一樣。所以來自原子拆卸的核爆的主

要能量，都用以產生和原子彈爆炸時一樣而眾所周知的特徵：熱輻射、爆炸氣浪、電離子輻射、電

磁脈沖，與實際拆卸工作並無關係，毫不重要。然而，原子爆炸帶來的破壞會大大影響周圍，而那

些破壞又是頗嚴重的。 

 

與精密計算的傳統控制拆卸相比，上述提及的核爆，效果較為遜色，因為傳統方式是幾乎所有炸藥

都是用作拆破支撐物的，而非製造爆炸氣浪或熱輻射。除此以外，原子拆卸裝置本身是頗為昂貴

的。鈾製的「迷你核彈」最少值幾百萬美元（鈽製的價值更高）。由此看來，一千噸黃色炸藥會比

一千噸原子炸藥便宜。可是，用一千噸黃色炸藥可拆卸幾座建築物，但相同份量的「迷你核彈」只

可拆卸一座建築物（但破壞很多周遭的東西）。基於上述考慮因素，可作出總結：只要有足夠時間

準備傳統方式的拆卸，以原子炸藥拆卸基礎建設，不論炸藥是小型還是中型，都不會被採用。在任

何情況下，傳統方式的控制拆卸比核能拆卸較便宜。「迷你核彈」則只在真正緊急情況下才用得

著。 

 

與傳統式的控制式內爆拆卸相比，舊式的原子拆卸概念效果差，成本高，但是這概念最終被還原，

甚至落實為世貿中心用作核能拆卸計劃，為何如此發生呢？  

 

60 年代末，新一代的建築物出現，名稱為鋼架大廈，原子拆卸方案才因而產生。世貿雙子塔興建

前，全世界並沒有鋼架大廈透過內爆而拆卸，然而一般人對此不甚了解。主要原因是多數摩天大廈

為新興建，未到拆卸時間。以內爆形式被拆掉的大廈，層數最高是 1908 年建成的紐約勝家大樓

(Singer Building)，於 1968 年因老化而拆卸。與現今的空心管子式的鋼架摩天大廈相比，這類舊式

大廈的建築就脆弱得多。因此，難以用眾所週知的控制式拆卸計劃（內爆）拆卸鋼架大廈，儘管誤

解是存在的。從前，當建築物還是用磚及混凝土建造的時候，那些建築物主要由支撐樑及支撐柱所

支持。有時那些混凝土支撐柱因加入鋼筋而更鞏固，但有時則只有混凝土而已。在任何一種情況

下，都可以計算出所需的炸藥，然後放置於支柱的正確位置（或在支柱內鑽洞，然後把炸藥放進

去），以令建築物完全倒塌。然而，對於現代鋼架建築物，這是沒可能的，就如前紐約世貿的雙子

塔、世貿 7期、芝加哥的西爾斯大廈(Sears Tower)。 

 

以下是以鋼鐵建造的世貿雙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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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塔並無任何以上所謂的支撐結構，因整座塔已是一個支撐的結構。世貿的鋼架由雙層極厚的鋼

鐵組成，分別為外圍支柱及核心支柱，被稱為「管子框架」設計，這是完全嶄新的方法，這使到內

部空間完全開放，而非佈滿支柱以支撐大樓的重量，有別於傳統建築結構。雙子塔外圍的支撐鋼柱

（橫切面上的正方形），各自相距一米，於外牆形成格外堅固的結構，支撐幾乎所有橫向的重力

（如風力），同時間和核心柱承擔大廈的重量。於外圍每邊有 59枝柱。塔的核心結構由 47枝長方

形鋼鐵支柱組成，鋼柱由地下岩石開始直到頂層。從相片可見，那外圍支柱及核心支柱的模樣。

9/11襲擊世貿被拆卸後，在原爆點，仍可找到這些殘餘物。 
 

 
 

注意這些核心支柱（長方形）和外圍支柱（正方形）並不屬於雙子塔的低層，而是上層。因此在拆

卸過程中，它們得以避過被粉碎。而實際上，雙子塔較低部分遺留的結構和高層相似，但是低層除

了變成微塵外，已一無所以了。 

 
以下圖片（來自 NIST 報告） 展示興建時雙子塔周邊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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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圍支柱在“原爆點”被檢查。 

 

這些鋼鐵支柱極為之厚，每層厚 2.5 寸（6.5 厘米），所以鋼柱整個厚度為 5 寸（12.7 厘米）。要

知道它們到底有多厚，可以作此比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棒的坦克 T-34 的前盔甲只有 1.8

寸（4.5厘米）厚，而且是單層的。以下面的圖片展出 T-34坦克和它的裝甲： 

 

 
 

當時仍沒有穿甲大炮可射穿裝甲，亦沒有炸藥可弄破坦克前面的裝甲，（即使是裝有炸藥的炮彈也

只能弄穿少許細洞，卻不可撕裂整片盔甲）。基於雙子塔的鋼架厚度差不多是 T-34 坦克前方盔甲

的三倍，要同時炸毀幾條支柱，以造成所謂控制拆卸的基本「內爆」效果，是沒可能的。當然，如

果用極大份量的炸藥附在每條獨立的支柱上，技術上可以做到拆毀幾個支柱，但是這樣的方法也不

能達致最理想的「內爆效果」。雙子塔太高，太堅固，要在同一時間把每一層、每一支鋼柱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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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夠做到。即使可以，此方法也做不到理想的效果，無法確保此高層的建築物會完全地倒塌

至地面。因此，以傳統拆卸方式拆毀世貿雙子塔並不可能。它或許只會把大樓炸成碎片，散落至數

公里以外而已。 

 

世貿中心 7 期與芝加哥西爾斯大廈都有些共同點。它們都是以雙層鋼架建造，如前文所解釋，它們

無法一下子拆卸。然而，根據美國法例，摩天大廈的建築師須提供數個拆卸方案，其興建計劃方可

通過。如摩天大廈不能被拆卸，是不可獲准興建的。這正是摩天大廈內置核能拆卸裝置的重點。諷

刺地，相關核能拆卸計劃並不代表有真正需要拆卸該摩天大廈，尤其根本沒有人有拆卸摩天大廈的

實際經驗。提出此方案純粹為說服建築部門，允許興建摩天大廈而已。而看來所有設計師及提倡

者，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用得上核能拆卸計劃。 

 

如何運作？ 

 
首先，現代化核能拆卸與先前提及的「特別原子拆卸彈藥」及「中型原子拆卸彈藥」並無關係。核

能拆卸是完全嶄新的概念。核能拆卸的過程中，用以拆卸的炸藥不會在空氣發生核爆，產生以下特

徵：原子蘑菇雲、熱輻射、爆炸氣浪、電磁衝。爆破發生在較深的地底，如同一般核爆測試。因

此，並不造成任何爆炸氣浪、熱輻射、電離輻射、電磁衝。而對周遭環境造成相對地少的破壞，但

是隨後一定產生放射性污染。即使如此，執行這些計劃的設計師是不理會這些因素。 

 

空氣中核爆和地底下核爆有甚麼基本的分別呢？基本分別是：在核爆（還有熱核爆）的最初階段

中，其所有爆炸能量以一種名為「第一次元輻射」的形式發放，其主要部分（接近 99%）屬於 X

光譜內的射線（其餘是屬於伽瑪射線內的光譜，是可引致輻射感染，最後的是可見光譜內的閃

光）。因此，幾乎所有爆炸的能量以 X 光為主，加熱震源周圍數以十米的空氣。這是因為 X 光會

被周圍的空氣吸收，並不能去到太遠。使核爆震源周圍較小的地方變熱，會形成「核火球」，實際

上它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極度受熱的空氣而已。於空氣核爆中，這「核火球」產生兩個主要破壞性

的作用：熱輻射及爆炸氣浪，均由核爆範圍高溫的空氣所產生。當發生地底核爆時，情況就截然不

同了。放置核炸藥的位置沒有空氣，核爆所發放出的所有能量以 X 光為主，會用以加熱周遭的石

頭，石頭會被加熱、溶化及蒸發。石頭被蒸發及消失後成為地底洞，洞的大小則視乎所用的核炸藥

份量而定。從以下表格可得知，在地下核爆時，核炸藥使用量與石頭消失的份量之關係，各類石頭

被蒸發及溶掉的份量（以公噸計算），以每次一千噸黃色炸藥的效果顯示： 

 

石頭種類 
被蒸發物質的份量 

(以千噸計算) 

被溶化物質的份量 

(以千噸計算) 

乾性花崗岩 69 300 (±100) 

濕性凝灰岩 (18-20%水分) 72 500 (± 150) 

乾性凝灰岩 73 200 - 300 

淤積層 107 650 (±50) 

岩鹽 150 800 

 

試舉一例，把威力達 15 萬噸熱核炸藥埋藏於足夠深的花崗岩，引爆後，粗略估計，會造成直徑

100 米闊的洞，如以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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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摩天大廈的地基建於地面以下最少 20至 30米。因此，可以計算安放炸藥的位置，使核爆製造

出的洞，其頂部不會到達地面，而只會到達在摩天大廈的地基底。 

 

以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為例，它們地基底建於地面以下 27米。當放置 15萬噸熱核炸藥於 77米深

（從地面開始量度）或它們的地基底以下 50米時，77 米深的熱核爆炸會造成個超熱的大洞，球形

的頂部可觸至需要拆卸的雙子塔的地基底。由於大洞和地面還有 27 米的距離，所以四周的建築不

會被此地底核爆而破壞（放射性污染除外）。被拆計劃卸的雙子塔完全失去地基，就會被吸入超熱

的大洞裡，內裡的溫度應足以溶掉整座塔。世貿 7期及芝加哥西爾斯大廈的核能拆卸計劃，亦以同

樣方法計算。 

 

然而，計算以核能拆卸摩天大廈時，還需要考慮多一個因素。這是關於大洞裡被蒸發了的花崗岩。

那些由花崗岩變成的氣體從大洞裡到底走到哪兒呢？事實上，地底核爆後的實際情況圖畫是頗有趣

的，讓我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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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深度下地底核爆的基本過程

 
 
 

1) 核爆開始加熱震源附近的石頭 

 

2) 石頭被蒸發。隨著石頭消失，「初級洞」產生，內裡滿載著由石頭蒸發成的氣體。由於大

洞內的氣壓極高，不段壓迫週圍的石頭，所以「初級洞」便增大。 

 

3) 大洞終於到達了最後“次級”的大小，由於洞內的極大壓力，使原本的洞（圖中以虛線表

示）變得更大（圖中以實線表示）。因為此洞的膨脹，使到周圍石頭被緊緊地壓縮。 

 

4) 最後一幅。白色：地底大洞（最後的大小）；藍色：「壓碎區」 — 石頭被完全粉碎（被壓

碎至完完全全的微塵，約 100 微米般大小）；綠色：「破壞區」— 部分壓碎了的石頭。 

 

此圖示展示了在理想深度（和地面有足夠遠的距離）下地底核爆的所有重要過程。因此，現知道大

洞內蒸發的石頭產生極大的壓力，產生了兩個重要效果：1) 使原本的大洞，由「初級洞」變大為

「次級洞」；2) 因膨脹而破壞附近的石頭，產生兩個破壞區，各表示不同程度的破壞。 

 

在核術語上，大洞旁邊的地帶稱為「壓碎層」。這地帶的厚度能跟其大洞的直徑相約，並充滿一種

特別的物質。該地帶是充滿被粉碎的石頭，而且被粉碎成微小的塵埃，其粒子的大小接近 100 微

米。此外，「壓碎層」的物質處於很不尋常的狀態 — 除了在地底作核能測試後外，它並不存在於

大自然界中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你從「壓碎層」中輕輕地取出一塊石頭，它可能仍會貼在一起，從外形及顏色來看仍然像一塊

石頭。可是，只要你用手指輕輕地捏捏這塊「石頭」，它就會立刻完全粉碎成為微塵。在「壓碎

層」旁邊的第二個地帶，在專業的核術語上稱為「破壞層」，「破壞層」充滿不同程度被壓碎的石

頭 — 由很細小(以毫米量度) 至相對地較大的部份也有。越接近「壓碎層」的邊緣，碎塊便越細；

離震源越遠，碎塊便越大。最後，就是「破壞層」邊緣之外的石頭，該處不會受到任何破壞。 

 

我們在上面討論過在「理想深度」下的地底核爆的實際過程。然而，若果核炸藥埋藏得不夠深而爆

炸，情況就會有些不同。「破壞層」和「壓碎層」不會是完美的圓形，而是有點橢圓形的，末部較

長而向上的。假如和一隻末部尖向上直放的雞蛋比較，它們的形狀會更為橢圓和更尖的。這是由於

蒸發了的氣體所做成的壓力會走向阻力最少的地方，即是地面（因為距離很近），所以「壓碎層」

及「破壞層」都會向上擴展，比其他方向突出更多。 



 24 

 

 
 

上圖展示當大洞處於地面以下不太深的位置時，附近石頭所受的阻力。很明顯，地面向上的方向，

石頭所做成的阻力，遠少於其他方向。因為所有東西都會朝向阻力最少的路徑走，所以可以理解到

大洞因此向上往地面擴大，永不會呈理想中的圓形，而多數會呈橢圓形。 

 
當壓力往上散播，「破壞層」及「壓碎層」向上的邊界接觸到準備拆卸的雙子塔的地基底時，情況

會有所不同。這是因為塔的建築材料跟花崗岩的阻力不同。此外，塔內有很多空間，而向著其他方

向的花崗岩都是實心的（不論左右兩邊，還是下方）。因此，「破壞層」及「壓碎層」的上層邊緣

會在雙子塔擴張得最遠的。以世貿雙子塔及西爾斯大廈為例，「破壞層」可到達 350-370 米高，而

緊接著的「壓碎層」則可到達 290-310 米高。但是，世貿 7期較矮，其長度屬於「壓碎層」之內，

所以它會被完全粉碎。核能拆卸的其中一大特點就是能粉碎鋼鐵及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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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片展示了世貿被拆卸後，曼克頓被微塵覆蓋的情況。很多人都誤以為那些是「混凝土的灰

塵」，其實並不是，但那些「不折不扣」的塵埃 ─主要為粉碎了的鋼鐵。世貿的建築材料其實不

會含有很多混凝土，儘管一般人對此有誤解。建造世貿時，只有少量的混凝土用於塔的薄地板，除

此以外，並沒有用在其他地方。世貿雙子塔主要的部分都是鋼鐵，而不是混凝土。因此，微塵主要

成份是由鋼鐵做成。雖然，微塵並非只有“鋼鐵微塵”，當中亦包括了“家具微塵”、“木微

塵”、“紙微塵”、“地毯微塵”、“電腦零件微塵”，甚至“人體微塵”。因為還人留在雙子塔

內，他們便如同鋼鐵、混凝土及家具，以同樣的方式被粉碎。 

 

或許有人會感到希奇，為什麼世貿 7 期完完全全及非常整齊地倒塌至地面，但雙子塔倒塌時除有塵

埃外，還有零零落落的碎片，甚至一些頗大的碎片呢？這是很容易解答的。只要注意到「壓碎層」

及「破壞層」於雙子塔內的分佈情況，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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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圖片表示出把15萬頓熱核炸藥放置在摩天大廈地基底以下的50米，「破壞層」在核拆卸後的

大約分佈情況。緊記此情況下的熱核炸藥並不在「理想深度」下點燃，因此「壓碎層」和「破壞

層」並非「理想的圓形」，而是橢圓形，頂部是較尖而向上的，因壓力會朝向阻力最少的地方。這

便很容易理解，由於世貿7期整體的長度在「壓碎層」的範圍內，所以在其上面沒有任何不受破壞

的部份，而該部份在雙子塔的頂部是存在而且倒下來。 

 

當你從影片中看到世貿雙子塔和世貿 7 期倒塌的詳細過程，就會更清楚了解摩天大廈遭受到破壞

時，這種特別的破壞分佈。在 YouTube線上視頻網站，可觀看到很多當時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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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座開始倒塌前的一刻 

 

  
 

此兩圖顯示北座倒塌（第二座倒塌），可以清楚見到該塔被摧毀為微細的灰塵。圖的右下角，所顯示的世貿7

期（光滑耀眼的棕色大樓）並未受到任何破壞。右圖中的世貿7期比左圖的「矮」，但這並不是因為世貿7期

正在「倒塌」，而是因為直升機連同攝影師正在飛行當中，拍攝的角度有少許不同，而該一刻攝影師本身亦

距離世貿稍微遠了些。實際上，世貿7期沒有倒塌，直至七小時後才塌下。 

 

2)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OcsBQHvggnU  

 

這是一段編制得很好的視頻，詳細顯示世貿中心北塔倒塌的情況（3種不同的角度）。毫無疑問，

塔的鋼鐵結構被改變成完全的微小塵埃。塔的頂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明，塔

下沒有存在任何堅固的東西，只有完全鬆散的鋼鐵塵埃。還要注意笨重的塔頂，是以自由下降的速

度跌下 – 彷彿下面完全沒有任何殘餘的鋼鐵，只有空氣而已。 

 

3)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3qYr3dpd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csBQHvggn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3qYr3d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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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視頻以很好的角度顯示世貿中心南塔倒塌的情況，是完全“被塵埃化”。毫無疑問，這個畫面顯

示出塔的鋼鐵結構被改變到完全的微小塵埃。塔的頂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

明，塔下沒有存在任何堅固的東西，只有完全鬆散的鋼鐵塵埃。  

 

4)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eAPcsD3-o  

 

此高清視頻是最近從NIST Cumulus公佈的視頻數據庫所發放出來的。選取自“WNBC 

Dub1054”檔案。該視頻清楚地顯示出有強烈地震發生（黎克特製5.5級或以上 – 告訴我們地震源

於地下核爆炸，威力不小於十萬噸黃色炸彈）。此地震包括一次震動和一次餘震，地震發生於北塔

頂部開始向下倒塌前12秒正。這與著名的Etienne Sauret視頻節目中，提及北塔搖晃一事吻合。除

了顯示北塔倒塌過程中，完全被粉碎了的清楚細節外，該視頻亦明確顯示，在右邊殘餘部份的鋼鐵

支柱被粉碎的情況，雖然支柱沒有於北塔往下倒塌及因其自身的壓力而被粉碎，但是數秒後支柱就

粉碎了（鋼鐵支柱被粉碎的情況在一輛卡車駛過後便清楚看到）。毫無疑問，這個畫面顯示出塔的

鋼鐵結構被改變到完全的微小塵埃。塔的頂部是笨重和完好的，而倒塌的模式清楚地表明，塔下沒

有存在任何堅固的東西，只有完全鬆散的鋼鐵塵埃。  

 

 
 

詳細畫面顯示出殘餘下來的鋼鐵支柱，變成鋼鐵灰塵，但由另一個相機以不同的角度下拍攝。 

 

5)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CM88xJX5FsA  

 
這段著名的視頻由Etienne Sauret拍攝。該視頻清楚地顯示出有強烈地震發生（黎克特製5.5級或

以上 – 告訴我們地震源於地下核爆炸，威力不小於十萬噸黃色炸彈）。這是對世貿中心核能拆遷的

清楚證明。地震實際由地下核爆引起的，與以先前視頻上面看到的地震是一樣的 – 註：該地震發生

於塔頂部開始向下倒塌前12秒。在這12秒內發生了以下事情：核爆蒸發了岩石，形成了“初級

洞”，壓力不斷積累到達了“突破點”後洞便開始擴展到“第二級的大小”，然後產生出“壓縮

波”通過塔身以超音速傳播，塔身立即被“塵埃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XeAPcsD3-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M88xJX5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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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照片詳細地顯示出鋼鐵造成的世貿中心南樓（是第一座倒塌，儘管是第二座被所謂“恐怖分

子”的“飛機”損壞，而且事實上南樓的火災持續的時間比北樓的火災較短）如何在一瞬間轉化成

細小的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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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要完全粉碎當時最高的摩天大廈，儘管15萬噸熱核炸藥明顯是不足（如上圖顯示，雙子塔只

被粉碎至其高度的80%，頂部未受破壞），但是基於法律理由，不能使用更多份量的核炸藥作核能

拆卸之用。問題在於根據美國蘇聯《1976年和平核爆協議》，規定非軍事用途的核彈，每次核爆

不得使用超過15萬噸，而每組核爆最多只可使用合共150萬噸。 

 

核能拆卸為了遵守以上協議的法律規定：如果需要拆卸世貿，它可按情況使用需要的炸藥份量，但

是每一份核炸藥的威力不得多於15萬噸。於是，世貿核能拆卸計劃由三份核炸藥組成 — 合計威力

達45萬噸。對於不能想像15萬噸炸藥的威力有多厲害的人，可以回想起1945年投下日本廣島的原

子彈，其威力是少於2萬噸。 

 

「飛機」 

 

現在筆者假設讀者已經了解雙子塔是堅固得不可能以傳統方法來拆卸，而只可使用巨大的地下熱核

爆才能。那麼就要想想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為何從電視中看到，鋁製的客機可以穿過雙子塔。 
 

     
 

這是第二架被恐怖份子騎劫的飛機，正在準備穿過外圍的支柱，支柱全是厚厚的雙層鋼鐵，然後消失於南座

之中。 

 
------------------------------------- 
 

6)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xZNHrtyuU 及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JmSLQ2IqE 

這段影片是9/11捏造的事件中最無恥的一項，由Evan Fairbanks所造。它顯示了鋁造的飛機穿過

世貿中心南樓的鋼鐵外圍（它的厚度如坦克的裝甲一般）的情況，容易到一個地步，飛機好像是由

鋼鐵製造，但是塔卻好像是由牛油製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XxZNHrtyu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JmSLQ2I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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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名男子意外地落入鏡頭中，他沒有對飛機接近的聲音有反應，他亦沒有對鋁金屬撞擊鋼鐵

的奇怪聲音有反應。該名男子只是對塔內的實際爆炸有反應。這是顯然易見的。當涉及到飛機 – 你

可以看到該飛機只是數碼影像而且消失於大樓內 – 甚至連一件小小的飛機殘骸也沒有跌落到人行道

上。還有，最荒謬的是 – 當飛機“穿透”塔時，其速度甚至沒有減少......  

 
--------------------------- 
 

首先，要使事件容易理解，我簡單重提本篇文章開始的要點：由於雙子塔倒塌不是因為「煤油」，

而是因為地下的熱核爆。此外，它們倒塌的「錯誤」次序，世貿 7 期並沒被「恐怖分子的飛機」擊

中，亦同樣倒塌，我們因此可推測飛機並非有實際作用。它們是多餘的，因為它們並不是構成世貿

中心倒塌的因素(至於由煤油產生的火災，亦有可能是以桶裝帶進去的。)。由於飛機是多餘的，因

此可以有信心地認為無論飛機有否出現，9/11 襲擊早晚也會發生 — 雙子塔及世貿 7 期終歸要消

失，因為有人已經決定要拆卸它們，此舉並不需要任何「飛機」。因此，許多對 9/11 有研究的理

性人士開始質疑美國政府，有關飛機撞擊雙子塔的傳聞。許多研究開始出現於網絡（可於

YouTube 觀看著名的「September 11 clues」及「FOXED OUT」的片段），包括多方面分析

9/11 事件中顯示的「飛機」，及以最合理的態度證明「飛機」是經過數碼化做成的。然而，本文的

作者採用不同的方向。很多人懷疑有關 9/11 的影片，但是作者不分析那些片段的矛盾之處，只是

一針見血地指出顯而易見的重點：鋁不能穿過鋼，就是這樣而已。要相信兩架鋁製波音 767 可如上

圖所示，穿越外圍的支柱，厚厚的雙層鋼鐵，等同相信物理定律突然決定於 2001 年 9 月 11 日休

假一樣。 

 

有人會有以下疑問（可以理解的）：雖然飛機是鋁製的，但是它們以差不多以 500 英里飛行，它們

巨大的質量及速度足以產生所需的動能而穿過雙子塔，即使雙子塔是鋼鐵製成的。然而，這想法是

錯誤的。沒錯，我們會憑直覺認為一架大型而快速移動的飛機帶有很大的能量，也認為它有可能嚴

重破壞一座建築物。但假設飛機是在空中靜止不動的，有人晃動其中一座世貿大樓，以 500 英里的

速度擊向飛機，你想會發生甚麼事呢？你覺得會是飛機被弄扁，還是它乾脆利落地穿過大廈，沒有

絲毫碎件留在大廈外牆（其厚度是坦克前盔甲的兩倍）？試細想上述假設性的問題，因為不論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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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撞擊靜止的大樓，還是大樓撞擊靜止的飛機，此情況的物理現象是相同的。對於「高速飛行中的

飛機」造成破壞的直覺反應，其實不太正確。 

 

 
 

在上面的照片 – 顯示出對鄰近的“Verizon”大廈所造成的損害，注意大廈的鋼鐵外圍。  

 

現在請看看上面的照片，試想像如此的鋼鐵外圍倒下來，而且壓倒停泊在下面的一架波音飛機，這

飛機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是的，你猜一猜 — 飛機將會被壓扁。如果你看以下的視頻，你將毫無疑

問地相信飛機被壓扁 –（只需要觀看開頭的一分半鐘已經足夠明白我的意思，其餘的視頻你可以略

過）： 

 
7)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ytIbuAg9U   

          備用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inXhxm47JrY   

或者，如果該視頻已經不存在，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尋以下關鍵字眼“Filmtricks UND falsche 

Zeugen”，你會有可能發現到的。 

 

許多人沒留意到雙子塔實際的建築方式，首先會以為雙子塔的外層只是普通的巨型玻璃幕牆而已

（當然它被飛機穿過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後他們會驚訝地發現，雙子塔事實上由厚厚的鋼鐵支柱

建成，與中央的鋼鐵支柱並無不同，它們的外圍由緊密排列的鋼鐵支柱組成。一旦清楚這點，便會

了解到飛機沒有可能完完整整（包括機翼及機尾的末端，更勿論機翼下的渦輪風扇引擎）地撞穿雙

子塔，穿越其在外圍緊密排列厚厚的鋼鐵支柱，完全消失於雙子塔之內，沒有任何細小的組件掉

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ytIbuAg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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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些年長的人仍然記得，當年日本空軍敢死隊駕駛飛機，撞擊美國軍艦及航空母艦引致的效

果：飛機撞擊船的甲板時，飛機只是斷開（沒有穿進甲板）及掉下。假若船身沒有裝甲，也只有飛

機的鋼製引擎可撞穿該船，而不會是全架飛機— 例如機翼、機尾、機身等部分。 
 

 
 

第二次大戰時的相片，顯示出日本空軍敢死隊對美國非裝甲船隻的破壞。註：裝甲船（如主軍艦）並不能被

飛機穿過。 

 

根據此前提，看見下圖的核心支柱可以作出自己的評估： 

 

 
 

上圖：「世貿遺址」遺留下來的世貿核心支柱的橫切面，可估計出它們的厚度，實際上它們的厚度是 2.5 寸，

以鋼鐵製成的，包括雙子塔的核心及所有外圍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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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官方的繪圖中，可見這些厚厚的鋼鐵支柱實際是如何佈置，正如很多人相信的，支柱不只是在

雙子塔中間，亦在整座塔的外圍。 

 

是否有人確信鋁製的「波音」飛機可以整架擊破（包括飛機尾部、機翼及大型渦輪引擎）及穿越上

圖所示的鋼製外圍支柱？它們各個排放距離只相隔一米？ 

 

 
 

在“原爆點”，一條世貿雙子塔外圍的鋼鐵支柱，正在被量度其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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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鋁製物品不能穿越鋼鐵的原因是頗難理解的，因此現提供少許提示，作為基本前提。眾所

週知，製造穿甲炮彈的材料實際比盔甲的材料更堅硬。一般而言，穿甲炮彈由鎢(Wolfram)製造

（美國亦有製造含有鈾 238 的穿甲炮彈，而鈾 238 基本是沒用處的金屬，以取代昂貴的鎢，但由

於鈾重過鋼，故足以穿過盔甲）。 

 
鋁製的穿甲炮彈明顯並不存在，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沒有鋁製的劍，也沒有鋁製的切割或刺穿物

件的工具。至於鋁製物件可切割鋼鐵的觀點實在有點「奇怪」，雖然不至於說是荒謬。穿甲炮彈攻

擊坦克或其他裝甲的物件時，其朝向目標的移動速度最少為音速的兩倍 — 即使炮彈由鎢製造，這

因素亦不足以做到穿鋼的效果 — 高速是第二個需要的因素。發射自反坦克大炮的穿甲炮彈的速

度，通常是高於音速的三倍 — 即最少每秒 1000 米，正常情況下，可能更快。而以波音客機最高

的航行速度，是比音速慢的，即在最佳情況下，亦會少於每秒 250 米。 

 

可再看那些支柱，想像它們厚厚的雙重鋼牆跟坦克盔甲的厚度相約。對於由長槍管坦克近距離發射

的穿甲炮彈而言，要穿越一個支柱，這已是一個挑戰。其實，「雙層鋼牆」的概念只適用於穿甲炮

彈，因為它面對的挑戰是要穿越兩層鋼牆，垂直於炮彈飛行的方向。 

 

然而，鋁製飛機面對更大的難題 — 除了應付垂直於飛行方向的兩層鋼牆外，還要應付多兩層鋼

牆，它們是平行於飛行方向的，因為各支柱有四層牆，而不只有兩層。這兩層平行於飛行方向的鋼

牆，明顯是比較厚的。 

 

 
上述圖片為官方的圖則 ，在所謂的“飛機”撞擊雙子塔的樓層中，其外圍支柱的橫設面。我加添

了箭頭，用以顯示鋁製的飛機機翼所要穿過/割破的鋼鐵厚度。亦和由鎢製造的穿甲砲彈作比較。

官方的實際圖則可以在這裡找到： 

http://wtcmodel.wikidot.com/nist-core-column-data  
  
跟軍事穿甲炮彈比較之後，這樣會較易估計到鋁製「波音 767」的所謂穿甲能力。為甚麼「9/11 委

員會」或那些上述提及 NIST 的「工程師」，不嘗試以殘破的「波音 767」和那些支柱作穿透試

驗？對於那些充滿疑團的人，這類實驗可令他們確信「恐怖分子飛機」真的能摧毀世貿中心。許多

人因此意識到鋁製飛機根本不可能參與是次計劃，只有經過「數碼化」的飛機才可穿過重重鋼鐵，

使雙子塔倒下。 
 

http://wtcmodel.wikidot.com/nist-core-column-data


 36 

 
 

畫面詳細顯示出據稱的「波音 767」對世貿北座外圍鋼鐵支柱引致的破壞。 

 

畫面中清晰可見，外圍的支柱全被數條離奇的直線切割，互相平行，因此所謂「撞擊洞」並不符合

飛機形狀。實際上，要解釋此奇怪的現象是頗容易的。你可見到雙子塔的外圍並不只是鋼鐵支柱組

成，還有額外的鋁片牢固地包著鋼鐵支柱的表面。鋁片和那些鋼鐵支柱（鋼柱基本是實心的，由底

下岩層伸展至塔頂）不同，鋁片以較短而垂直的部份排列。如果你仔細看上圖，你會察覺到某些水

平線互相平行，並有著相同的間距 — 在塔的外牆沒有受破壞的位置隱若可見。那些水平線其實是

鋁片的接合點，而且顯示出每片覆蓋外層的鋁片的長度。實際上 9/11 策劃者面對有些問題，他們

需要安放傳統的爆破炸藥在塔外（以模擬撞擊點 — 飛機的剪影），並不是在塔內 — 因為炸藥的能

量要朝向裡面，才能令整個過程看似真實。如果他們放置那些炸藥在塔內，那麼原定「被飛機撞

擊」的部份並不會如預期般向塔內倒塌。而當塔被摧毀後，在人行道找到的不是飛機的「起落架」

或「引擎」，而是塔本身外圍支柱的碎片。 

 

顯然易見，這並非一個選擇，把炸藥安放在雙子塔正面外牆並非可取的方法，它們會被察覺。因

此，狡猾的 9/11 策劃者把炸藥放在鋁片及鋼鐵支柱中間。炸藥能量朝內爆發（為準確於鎖定的位

置切割鋼條，而且真的成功了），你可見到內裡的鋼條（顯示出「生鏽」的顏色與藍色閃亮的鋁外

層截然不同），於正確的位置精確地被切割，成功地模擬飛機的剪影。此外，鋼條的切割口向內彎

曲，如預期所料。可是，9/11 策劃者錯誤計算了一些事情。即使大多數炸藥的能量是朝向裡面，向

著鋼鐵支柱，亦有部分相對較小能量的炸藥是向外的，形成後坐力，使到外層的鋁片被除去。然

而，此難以控制的爆破方式竟然會利落地除掉整塊鋁，跌在人行道中，而非切掉鋁片。 

 

因此，跟據炸藥放置的垂直的位置，有些位置會有一片垂直鋁片被撕掉，有些位置會有兩片垂直鋁

片被撕掉，有些則是三片垂直鋁片。撞擊點因而看似非常荒謬，呈現「梯級」形狀，而不是完美的

「飛機」形狀，雙子塔並非如預期中，只有鋼條被破壞的情況。 

 

〔以下所加入的段落在原本的 NEXUS 雜誌是沒有的；只於本文的互聯網版本才被加入去。〕你可

以清楚看到有好些鋁片是怎樣被炸出來，這照片於本文提供的最後一段視頻看到，該視頻旨在說明

找不到由飛機產生的氣流旋渦。在該視頻開始時可清楚地看到多塊相同長度的鋁片，正被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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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鋁片稍為後面之處便是火球，該火球就是由有能力穿透世貿北塔的“第一架飛機”發生所謂的爆

炸做成。以下定鏡是在該視頻所得，顯示出相同長度的鋁片四散於空中： 

 

 
 

我一直夢想著能夠找到一些高質素的照片，顯示出當爆炸的一刻外層的鋁片在空中四散的情景。但

是，因為這樣的照片會被美國當局認為是“高度反官方”的，所以這些照片會被審查，多年以來在

互聯網上的任何地方都幾乎不可能發現他們。然而，可能是因為我運氣好，我最終意外地找到這樣

的一張照片（或者，也許是上帝的恩典）。 

 

於 2011 年 7 月 16，我在曼谷的書店中，無意中發現一本雜誌名為“生命”的特別版。該版本的封

面為“繩之於法”，全文用來報導最近所謂的“擊斃”奧薩瑪•賓•拉登（此人被宣稱在巴基斯坦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內某些地方，被美國突擊隊“擊斃”，其屍體被匆匆埋葬在深海裡，距離

事發地方約莫 2.000 公里遠）。平時我對於任何宣傳質料是沒有興趣的，特別是這種類型，但這時

我正在等候著朋友，無所是事。所以我把雜誌從架上拿下來，並懶洋洋地翻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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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談及的雜誌封面。 
 

除了奧薩瑪•賓•拉登和他的幾個親屬的高質素肖像照片及一些可笑的宣傳照片外，該雜誌的第 8-

9 頁上印有南塔爆炸時最反官方的鏡頭 — 這正是我一直夢寐以求的！當然，我馬上買了那本雜

誌，並且把照片掃描出來。該照片是屬於 Naomi Stock。我覺得我根本沒有權利剝奪我的讀者看到

這絕對是前所未有的照片，我衷心希望 Naomi Stock 女士不會介意把她的照片放在這裡，因為這是

9/11事件中最重要的證據而長期被隱藏於公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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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獨特的高質素照片詳細地顯示出，由爆炸引至一樣長度的鋁片飛出去空中，比從塔內的橙色火

球只是早幾分之一秒而已。在照片中看到的那些鋁片，他們的模樣基本上差不多。另外一件有趣的

事情是，這裡的鋁片以兩個方向飛去 – 向右的（即所謂的“飛機” 所指稱的“航道”），以及向

左的 – 即與所謂的“飛機” 所指稱的“航道”成相反方向（根據官方的故事及電視上的視頻，

“飛機”是由左邊走近南樓）。 

 

讓我們回到上面的第一張照片，顯示出破壞的細節及那奇怪 “階梯形”的洞，據稱由鋁製的飛機

撞入世貿中心北塔的外圍鋼鐵支柱（甚至包括那“薄切口”，它被解釋為鋁製機翼所引至，及鋁製

“恐怖飛機”的故事）。然而，我其實有一張比上述更好的照片。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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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已經了解有關鋁片（他們是如何安置而每一段的長度相同），以及已經了到解鋁片裡面為

鋼鐵支柱，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在現實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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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相片中，可以清晰見到一位女士絕望地緊握著支柱，這女士名叫 Edna Cintron，在最

後一刻仍渴望被救回，不幸地，她於北座倒塌時喪生。但是，她卻向世界展示出美國政府在欺騙人

民（僅僅從她身處的位置便證明，因該處本應為「熱」點，而鋼鐵支柱本應要被「溶化」）。 

 

事實上，很多單純的人看到這裡可能會問此合理的問題：如何解釋目擊者所看見的「飛機」呢？答

案是：沒有親眼見到任何飛機的人數，相等於聲稱目擊「飛機」的人數。 

 
------------- 

註：我的個人 YouTube 頻道中有好幾個當時發布的“反官方”新聞，是關於 9/11 災難發生開頭的

一兩分鐘。這些錄像顯示，在第一班證人中沒有人看到或聽到任何“飛機”，他們只是看到和聽到

爆炸於雙子塔頂部的樓層發生。以下是這些影片的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arBxlIzU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68DfCMQS7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iQf53TSr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LXJwI-7x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1-BCeNcm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8xD9CFu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Xa7rn7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VpWQ88Y9W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2lWZY869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c8eT99_BAs  
 
------------------ 
 

但大眾傳媒選擇報道目擊者所看見「飛機」的鏡頭。 

 

整個 9/11 事件是個龐大的騙局。如果某些人有能力偽造片段，使「飛機」撞擊雙子塔切開鋼鐵支

柱，飛機如同鋼鐵而雙子塔如同牛油一般容易的，而且把有關片段提供給所有傳媒。這些有能力的

人，會否預先準備了一批偽造的「目擊者」，聲稱「看到」飛機，這假設合理嗎？當然，我們必須

有這樣的設想。聲稱「看到」鋁製飛機穿入雙子塔外圍的雙重鋼鐵支柱的「目擊者」，僅僅是 9/11

策劃者聘請的演員，他們向傳媒及公眾撒謊。 

 
----------------------- 

最後，這裡有多兩個的視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arBxlIzU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68DfCMQS7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PiQf53TSr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LXJwI-7x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q1-BCeNcm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A8xD9CFu4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T-Xa7rn7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VpWQ88Y9W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I2lWZY869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c8eT99_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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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l2TL5N8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再版) 

    (譯註：以下兩段視頻附加簡體字中文字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D6VWs2CHfQ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4NzYwMzI4.html 
 
迄今為止，於 9/11“飛機”的研究中，這是最好的和最全面的。由 Alexander Collin 別名“Ace 

Baker”所製作，他本人以研究 9/11 而聞名，而且他是合成視頻的專家。這部影片絕對是“必須一

看”。 

 

最後一段的視頻非常簡短，甚至沒有說出一個字來而卻清楚地展示出你是如何被飛機騙倒。此外，

在這部影片的開頭，你可以看到那些在先前已討論過四散於空中的鋁片。 

 

9)  視頻 - YouTube的直接連結：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j1mVD2-HM  

 
 [YouTube的逐字說明，由加入視頻的用戶所提供]：在所有錄像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襲擊中

都看不見有旋渦。半年前於飛機師尋找真相組織中，首席事實尋找總長告訴我這事，我才意識到這

一點。跟著，飛機師Rob Balsamo對我說，爆炸所產生的熱能，會加熱及被旋渦影響，聽了我心

裡充滿疑團。但後來我才明白這些視頻，清楚地展示出即使是由汽油彈產生的火焰，旋渦仍然存

在，如同在正常空氣中。仔細觀看911的高清視頻，在火或冒煙中沒有的湍流。唯一可能是當時那

裡沒有飛機。這看起來可能是一個很小的支節，但事實上這是確鑿的證據。預先放置的炸藥可以做

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不能夠做出噴氣引擎產生的湍流/旋渦之類的真正效果。 

 
---------------------- 
 

物理定律並沒有於 9/11 當天休假。但是那些容易受騙的人，當看著電視畫面時，他們的常識就好

像休假一樣‧‧‧  

 

但儘管如此，於 9/11 前印刷的舊版英文詞典中， “ground zero” 這和核有關的詞彙的解釋是最

好的良藥，使人克服 9/11 的錯覺，以及有助人重拾常識。 
 

 
 

除了舊版英文詞典外，以下的照片亦有同樣的效果。這些照片顯示世貿三座建築物於核爆後，地底

出現大洞，溶化了的石頭，然後被冷卻，最後清理含有放射性的剩餘物質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l2TL5N8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T1q0j5Pzr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A4NzYwMzI4.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j1mVD2-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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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沒有法定正式的 9/11 目擊者口供作證供，我所選的照片仍不算完整。至少也需要一位證人

吧。有關的證供其實多的是，但我挑選了最好而且最有力的一項。 

 
紐約網上雜誌

4
發表了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名為“Rudy Tuesday”。這篇文章具代表性 — 並不

是因為它把“ground zero” 一詞原封不動地用來對照曼克頓的“Ground Zero” — 即不加引號，

不作大楷寫法 — 如同在民防手冊裡，而是因為前市長紐約魯迪·朱利安尼的聲明。 

 
我覺得這是 9/11 事件的經典證據，要以心理學角度來分析如此重要証人的口供，所以我必須將引

用原文內容，全無任何修改。 

 

我會把一些需多加注意的事情以粗體表示。於前所未見的世貿被煤油引至薄餅式倒塌事件的餘波

中，必須留意紐約市長在不明的情況下提及有關核的問題，胡言亂語地評論核反應堆，並表示他

「知道」原爆點工作的人員（由他按排往清理原爆點，而沒有獲派任何全面保護裝置的工作人員）

實際站在的地方：  

 

「是的，客廳內，沙律已經準備好，Delaware 國會議員 Mike Castle 一面使用黑莓，一面提起話
筒，說起魯迪和清潔工人。Castle 提及市長在恐怖襲擊後數天，帶領他及其他國會議員到原爆點視
察。人們開始留心講話。Castle 說：『他出席很多葬禮，他用盡辦法都會出席，對於他所做的，我
們無論怎樣表達謝意也是不足夠的。』現在魯迪踏上演講台，全場起立，穿西裝的人士起來，一名
銀行家為他吹口哨。首先朱利安尼舉起母指表示謝意。他指出在我們建造最後一個核反應堆後，中
國已建造了超過 30 個反應堆。『或許我們應仿效中國。』甚麼？人們對此充滿疑惑：這和我們在
電視上見到的人一模一樣嗎？那人甚有總統的風範而我們實際的總統是 MIA？魯迪找到了適合的地
方，約翰·麥肯及米特·羅姆尼亦角逐共和黨總統，朱利安尼卻被淘汰了。但魯迪可以製造議題，這
不是約翰·麥肯及米特•羅姆尼所善長，連希拉莉及奧巴馬都不能及。他提出：伊拉克引致 9/11，
激起建築工人於原爆點插下國旗。朱利安尼說：『我知道他們站在熱鍋之上，其溫度超過 2000

度，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把國旗放在該地。』房間一片寂靜，沒有叉子碰到碟子的聲音，也沒有手
鐲搖動的聲音。“他們高舉旗子，以示『你們不能打敗我們，因為我們是美國人。』”市長遲疑了
一會，一名老婦人抽鼻子，市長繼續講話：『我們不會以傲慢或軍事式的態度表達，而是以靈性的
方式。我們的主意比你們的好。』」 

 

筆者不敢肯定他們的「主意」是否「比我們的好」，因為筆者並不覺得於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以核

炸藥拆卸摩天大廈是好主意，其威力是廣島原子彈的八倍。但原則上，筆者是同意 Giuliani 的。那

些在原爆點的救援人員其實是站在熱鍋之上，以他們的生命作賭注 — 當你很認真地估計此情況，

那些容易受騙的人在不配戴任何保護裝備之下，踏足剛發生核爆的地方。 

 
筆者相信從現在開始，讀者對於在曼克頓原爆點發生的事、“ground zero” 於 9/11前的解釋，或

多或少都有了概念，亦得知了一個重要證人提出的證供。 

 

我想讀者可能仍然有許多疑問：是甚麼撞擊五角大樓？如果飛機不是撞擊雙子塔，它們會在哪裡消

失呢？飛機內的乘客遇到甚麼事呢？「劫機者」又怎樣呢？93 航班出了甚麼意外？為甚麼 9/11 當

天末日飛機在飛行？為何北座大樓比南座較早倒塌是不可能？為甚麼美國官員要拆卸雙子塔及世貿

7 期呢？為甚麼患上急性輻射病的原爆點救援人員，比患上慢性的少呢？誰發出炭疽病信件？為何

要這樣做呢？為甚麼其他國家的監測機構，如蘇聯、印度、中國，對於美國政府以 15 萬噸熱核炸

藥拆卸世貿中心「視而不見」，為何這些行動與阿富汗及伊拉克並沒有關係？為甚麼聯合國國際原

子能機構保持緘默？最後，是誰策劃 9/11？目的又是甚麼呢？ 

 

                                                 
4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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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9/11 事件是何等複雜的行動，它各個方面的細節又互相關聯，如以三言兩語地解釋每個

細節，從而「簡單」描述整個 9/11 事件，實在不可能。基於本文篇幅有限，本人無法就整個 9/11

事件完全解釋清楚。 

 

2009 年 9 月，筆者製作了一段較全面的錄影片段，片長超過 4 小時，解釋整個 9/11 事件。於網上

搜尋器輸入“Dimitri Khalezov video”， 就可找到。此外，筆者寫了一本超過 500 頁 A4 大小的

書。提出以上兩項，為指出在篇幅有限的情況下，以全面的觀點講述 9/11 是不可能的。單單只記

述 9/11 導彈襲擊五角大樓，以及其附近的情況，所需篇幅也要跟這篇文章相若。也希望此故事可

以延續下去。因此，所有於前段提到的問題當中，我會回答最後一題：9/11 策劃者是希望迫使美國

能跟其他國家同一陣線，對阿富汗及伊拉克發動荒謬的戰爭，剝奪他們僅餘的公民自由和人權。必

須要知道的是，阿蓋達組織及任何穆斯林組織是沒有能力安排得到虛假「飛機」片段給美國傳媒、

聘請目擊者「目擊」鋁製飛機穿越鋼鐵、同時以三枚 15 萬噸地底熱核炸藥拆卸世貿中心，每枚的

能量比投下廣島的第一枚原子彈還要強八倍。 

 

附言：由從前的好日子中所畫的最反官方圖解...  
 

以下的圖解是被我的一位讀者在維基百科網站中發現，在那裡有編文章描述核試：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weapons_testing 
 

有關圖片在這裡發佈：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ypes_of_nuclear_testing.svg  

 

圖片的原本檔案名稱為: 591px-Types_of_nuclear_testing_svg.png  

 

儘管這張圖片未有在這篇文章的原始版本於 NEXUS 雜誌中發表，我喜歡這張簡陋的繪圖，以至我

無法抗拒地把它加到我的互聯網版本文章。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clear_weapons_test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ypes_of_nuclear_testing.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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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圖解顯示出在各種環境下進行的四種類型核爆： 

 

1）空氣中; 2）地底下; 3）大氣層外; 4）水底下。 

 

猜一猜為什麼他們在地下核爆炸（2）的地點上劃上某些“高建築物”呢？在自己的周圍發出一些

“波浪” 呢？ 

 

這是一個七十年代的經典圖解。在那些日子核爆並不是那麼“邪惡”，而且可以進行廣泛的討論。

在那些日子，這其實不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 就是地下核爆可以成功地用來拆遷摩天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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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迪米特‧加拉索夫先生 (Dimitri A. 

Khalezov)為前蘇聯公民，是前「軍事
編號 46179」隊，又稱為「蘇聯國防
部第十二總局轄下的特別管理處」的
軍官。此特別管理處亦被稱為蘇聯原
子（後稱為「核」）能情報組，是負
責偵察前蘇聯各敵方的核爆（包括地
底核測試）的秘密軍事組織，亦負責
管理各項與核測試及和平核爆有關的
國際條約。2001 年 9 月 11 日後，加
拉索夫對 9/11 事件進行全面研究，證
實世貿雙子塔及世貿 7 期由三枚地底
熱核炸藥所拆卸，「原爆點」
“ground zero”因而得名。此外，他
作證早於 80年代，他在蘇聯特別管理
組工作期間，已知道世貿雙子塔「緊
急核能拆卸計劃」一事。   

 

敬請閱讀： 
 

親愛的先生們， 

 

這裡的東西是得來不易的 – 製作有關研究，並製作相關的視頻講解。除了花了幾年

時間來蒐集證據，也花了幾年時間來與各個反對這項工作的秘密組織週旋。這些全

都不是便宜的... 

 

除了這一切外，今天分發這些資料及把它們翻譯成各種語言的工作，它所需的開支

相當大。 

 

由於我們努力的結果，你最終才可知道，21世紀最複雜和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 – 

9/11 的真相。相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這些知識更重要，而閣下已經收到了，並且

完全免費。 

 

然而，對你們來說是免費的，對於我則不然。我們仍然要從自己的口袋裡拿錢出

來，把這些資訊給你。我希望我有足夠的金錢，可以把我全本共 1200 頁的書翻譯

成土耳其文。不幸的是，我沒有這樣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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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表達你的感謝，或者支持我們的努力，請考慮捐款。為了要保持運作，資

金是十分需要的。當您捐款給我們時，你們可以十分放心是支持確實的真相。 

 

你可以匯款（任何貨幣）至這個在泰國曼谷的銀行賬戶：  

================================================ 

Beneficiary Bank (收款人之銀行): Krung Thai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BIC code:  在泰國的銀行，不需要填寫此項 

（如確實需要填寫，可以用 SWIFT 編號代替） 

 

SWIFT Code :  KRTHTHBK 

 

ROUTING NO/ CHIPS UD:  007895  

 

Branch(分行): Yannawa branch 

 

ADDRESS(地址):  Krung Thai 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Yannawa branch,  

          1674/3 Charoen Krung Road, Yannawa, Sathon, Bangkok, 10120, Thailand. 

          Telephone +66(0)2211-0156, +66(0)2211-0-2211-3300 

 

Beneficiary's Name(收款人之姓名):         MR. DMITRI KHALEZOV  

                                                                             DiMITRI 

 [請一定要注意在此情況下，第一個英文名不要寫成 “Dimitri”，要寫成 “Dmitri”不
要第二個英文字母“i”，而且中間的英文名是不須要的。] 

 

Beneficiary's Account No(收款人之賬戶號碼):   010-0-47535-3 

 

IBAN No:   在泰國的銀行，不需要填寫此項 

（如確實需要填寫，可以用“TH0100475353”代替） 

 

假使上述帳戶被有關當局關閉了，你會充分地通知得到這個可悲的事實，而且你應

該總是可以在 www.911thology.com 或 www.911thology.co 網站找到更新的資訊，

有關於捐款到另外一家可用的銀行帳戶，或你可以就此事宜親自聯絡迪米特‧加拉

索夫。  

 

對於不信任網上捐款而傾向寄出支票的人士，地址如下：    
 

 Mr. Dmitri Khalezov  [note that “Dmitri” is without “i” in between “d” and “m”] 

 P.O. Box 36  

 Yannawa  

 Bangkok 

 Thailand 10120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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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捐款可通過“西方聯盟/Western Union”的服務直接發送至： 

 

Mr. Dmitri Khalezov, Bangkok, Thailand.  

 

[請一定要注意在此情況下，第一個英文名不要寫成  “Dimitri”，要寫成 

“Dmitri”不要第二個英文字母“i”，而且中間的英文名是不須要的；亦注意名字
和姓氏不能對調，否則西方聯盟將會拒絕這樣的交易。] 

 

如果西方聯盟基於某些特別原因，需要填寫我的地址，可在這裡找到： 

Dmitri Khalezov, 333, Soi 40, Phahonyothin Rd, Senanikom, Chatuechak, 

Bangkok 10900, Thailand.（請勿郵寄信件到那裡給我，因為很可能會寄失；相反

把信件寄到我的郵政信箱 36號，在上面已經提及）。 

 

如果使用西方聯盟，請確保發送一條 SMS 短信，提及關於西方聯盟的轉賬，細節

如下：  

 

-MTCN（匯款監控號碼）; 

-發短信的名字（全名）;  

-匯出金錢的國家; 

-貨幣類別; 

-轉移金額; 

 

-發送短信至曼谷的手機電話號碼：+66812492233，並請把相同的資料重複再次發

送到這個電郵地址：donate@911thology.com 

 

如果你使用比特幣(Bitcoin)，這裡是我的錢包:   

1L4VE5ED5k1RS56i9wg4QDE3ehurHFNz3F 
 

此外，捐款亦可以通“WebMoney”（ http://www.webmoney.ru/eng/）系統送到屬

於迪米特‧加拉索夫的 Web Money“錢包”裡： 

 

Z285632610819（美元/US dollars） 

E159784303016（歐元/Euros） 

R384502243216（俄羅斯盧布/Russian rubles） 

U327130392143（烏克蘭的格里夫尼亞/Ukrainian hryvnias） 

 

（如果你想通過 WebMoney 系統捐款金錢，請不要使用任何“確認/授權”的選
項，請不要指定這樣的一個轉賬為“捐款”，只要指定為“payment for the book”
或“payment for the video”）， 

 

如果閣下有一些支持我們的想法，或提供一些合作方案，閣下可以聯絡本人。 

 

 

donate@911thology.com
http://www.webmoney.ru/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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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泰國曼谷電話號碼：        +6681-2492233     和     +6681-4403337                                                                                                      

                                                        081-2492233                   081-4403337 

 

透過電話聯絡的合適時間為：曼谷時間（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加 7 小時）上午 8 時 –

下午 9時。 

 

請注意在以前我的網站所顯示的聯絡電話，即手機電話號碼+6685-1230760 和

+6681-1333644仍然運作，但是現在僅供為私人使用。  

 

我的其他聯絡資料可以在這裡找到： 

 

www.dkhalezov.com   

 

或在： 

                                            

www.911thology.com  

 

或在： 

 

 www.911thology.co  

 

除了捐款外，還需要一些志願人士幫助複製和再度分發 9/11 的真相，亦需要志願

人士幫助翻譯這些資料成為其他外國語言，主要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

還有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至於翻譯成其他語言，都是有好處的。然而，

在開始翻譯任何文章前，請聯絡本人，以核對有關文章是否仍然需要翻譯，因為有

可能某些文章的翻譯版本已經存在。 

 

如果你有意提供資金或任何個人的力量用是作分發及翻譯這些資料，請聯繫我。聯

絡詳情應該可在以下找到  www.dkhalezov.com 或  www.911thology.com 或 

www.911thology.co。[請注意，以上某些網站可能會被你身處國家的警察所封鎖，

不能瀏覽，所以在某些國家，這些網站可能只有通過代理來瀏覽。] 

 

在敏感的情況下，請使用加密的通信方式，而 CipherWall Network是首選。請參閱

www.dkhalezov.com中的聯絡網頁，會有更多有關使用此程序的細節。 

 

在此預先感謝所有的捐款。 

 

我會十分感激你們的幫助，不論是重新分發這些資料。製作副本，並將它們發送給

他人。將資料上載到互聯網，並燒錄 DVD。把資料發送給你的參議員，將資料發

送給世貿遺址的救援人員，送給以前世貿中心作辦事處的租客和以西爾斯大廈作辦

事處的租客，將資料發送給你的朋友，發送給你的親人，並發送給所有人。勸別人

做同樣的事情，將資料發送給更多的人。人民必須知道真相。當每一位美國公民知

道世貿中心真正發生的事情，美國政府便將別無選擇，不得不承認事實的真相，最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dkhalezo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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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懲罰那些 9/11 的真正罪犯。也許，你甚至有機會重拾以往的公民自由，因為

9/11原故做成的所謂“反恐”戰爭而被剝奪的公民自由... 

 

將資料發送給更多的人，你會看到更多類似的公眾反應： 

 

 
譯註 ─ 電話亭內寫著：「9-11是內鬼所作！世貿中心遭到核爆！」 

 

尾註: 
 
1
 Lombardie, Kristen: “Death by Dust” on VillageVoice.com: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2
 Ibid, S5. 

 
3
約翰先生接受「骨髓移植」，以下是有關他的故事全文: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

157.htm 或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另一令人震驚的事亦上

載於此: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4
 Rodrick, Steven: “Rudy Tuesday” from NYmag.com 25.02.07: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更多鏈接： 
 

最新消息（包括最新公佈的資料，作者的聯絡資料和有關捐款的資料）：[請注意，以上某些網站

可能會被你身處國家的警察所封鎖，不能瀏覽，所以在某些國家，這些網站可能只有通過代理來瀏

覽。]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911thology.org               http://www.911thology.net            http://www.911thology.info           
http://www.911thology.biz                http://www.911thology.ru              http://www.911thology.de             
http://www.911thology.fr                   http://www.911thology.es             http://www.911thology.it  
http://www.911thology-arabic.com   http://www.911thology-farsi.com   http://www.911thology.pl      

http://www.villagevoice.com/news/0648,lombardi,75156,2.html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www.nypost.com/seven/12172007/news/regionalnews/9_11_hero_meets_his_cell_mate_11157.htm
http://nypost.com/2007/12/17/911-hero-meets-his-cell-mate/
http://abcnews.go.com/US/Story?id=2408066&page=1
http://nymag.com/news/features/28517/
http://www.dkhalezov.com/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hology.co/
http://www.911thology.org/
http://www.911thology.net/
http://www.911thology.info/
http://www.911thology.biz/
http://www.911thology.ru/
http://www.911thology.de/
http://www.911thology.fr/
http://www.911thology.es/
http://www.911thology.it/
http://www.911thology-arabic.com/
http://www.911thology-farsi.com/
http://www.911thology.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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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911thology-turkish.com  http://www.911thology-thai.com                
 

下載視頻和其他文件： http://911-truth.net  

 

YouTube頻道：  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本文的英文、中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

波斯文、烏爾都文、泰文、韓文、日文、及一些其他語言的版本，它們的 MS Word 和 PDF 格式

都可以使用這些直接連結下載：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doc 

http://www.911thology-turkish.com/
http://www.911thology-thai.com/
http://911-truth.net/
http://www.youtube.com/user/DimitriKhalezov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Eng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ars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Arabic.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Hebrew.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ushto.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Urdu.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urk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pan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Fren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erm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Ital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rtuguese.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Dut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wed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Russ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Polis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zech.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lova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Bulgar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Serbi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Greek.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doc


 53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
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pdf 
 

我亦十分高興地通知大家，我完整版本的英文書已經準備好了。下載連絡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找到： 

http://www.911thology.com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Thai.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Simplified.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Chinese_Traditional.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Korean.pdf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doc
http://www.911-truth.net/11th_of_September-the_Third_Truth_NEXUS_magazine_Japanese.pdf
http://www.911tholog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