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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中國新年來

臨之際，澳洲多元文化事務部

長塔吉（ALAN TUDGE），
向慶祝黃曆鼠年的澳洲人致以

最美好的祝願。

塔吉在賀詞中說，澳洲是

多元文化社會，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們，為澳洲的社會帶來了

文化多樣性，不同民族的文化

節日為澳洲社會帶來了繽紛色

彩。華人從十九世紀開始移民

來澳，澳洲華人社區是最古老

的多元文化社區之一。

塔吉說，屬鼠的人人緣

好、樂觀、精力充沛。對每個

人來說，鼠年意味著繁榮與幸

運。塔吉恭祝歡慶黃曆新年的

人新年快樂，鼠年大吉。

美重申將維護宗教自由

以下是 2020 年宗教自由日公

告摘錄：

美國的故事從開篇就植根於一

個真理，即所有男士和女士被賦予

遵循良知，自由朝拜和按照自己的

信念生活的權利。在宗教自由日，

在我們的國家，我們尊重自由和信

仰之間聯繫的基礎，並重申我們致

力於維護全體美國人的宗教自由的

承諾。

美國的宗教自由，通常指我們

的「第一自由」，是最早定義我們

美國身分時刻背後的推動力。對宗

教自由的渴望促使朝聖者離開他們

歐洲的家園，前往遙遠的土地，這

就是為甚麼許多其他尋求實現自己

的信仰，或改變信仰的人將美國作

為自己的家的原因。

230 多年前，弗吉尼亞議會

通過了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撰寫和倡導的《弗吉尼

亞宗教自由法》。傑斐遜廣為人知

的闡述了「所有人在宗教事務上都

可以自由的公開表達自己，並通過

辯論來維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應減少、擴大或影響

其民事行為能力。」該法規是第一

修正案的催化劑，該修正案在法律

澳洲部長發賀詞
祝華人新年快樂

明確表示，我的政府不會容忍任何

美國人自由和公開朝拜，以及按照

其信仰生活的能力受到侵犯。

美國政府仍然保持尊重在國外

尋求宗教自由這一嚴峻現實，並將

保護少數宗教群體作為美國政府外

交政策的核心支柱。我在 9 月的聯

合國大會上呼籲全球領導人採取具

體步驟，防止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

因信仰而攻擊公民，並幫助確保禮

【看中國記者天琴翻譯】1月16日
是美國的國家宗教自由日。川普總

統於1月15日發布2020年宗教自由
日公告，重申致力於維護國內外宗

教自由的承諾。

上體現了我們的信念，即防止政府

干預宗教。 200 多年後，由於這項

修正案的力量，美國是世界上宗教

信仰最多樣化的國家之一。

自我上任以來，我的政府一直

致力於保護宗教自由。 2017 年 5
月，我簽署了《行政命令》，以促

進個人和機構的宗教自由。為了與

我國反猶太主義的興起作鬥爭，我

上個月簽署了《行政命令》。我還

拜堂的聖潔和安全。

在這個宗教自由日，我們重申

致力於保護國內外宗教自由的寶貴

和基本權利。我們的奠基者將保護

宗教自由的責任委託給美國人民，

以便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世界其他地

區的光明燈塔。今天，我們仍然致

力於這一神聖的努力，並盡力支持

世界各地仍在壓迫性政權下迫於宗

教自由的限制而掙扎的人們。

自由女神像（Adobe Stock）

【看中國訊】澳門繼 1 月

22 日確診首宗武漢肺炎個案

之後，再次發現第 2 位患者。

第一位患者是一名 52 歲的武

漢女商人，入境後一直流連賭

場，同行朋友已被隔離。第 2
位患者是一位 66 歲的男性武

漢遊客，被送往俗稱「山頂醫

院」的仁伯爵綜合醫院特別急

診進行檢查，檢驗結果對新型

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

【看中國訊】全球最昂貴

城市報告出爐，前 3 名都在亞

洲。香港第一，上海則排名第

2，第 3 名為東京。

近日瑞士財富管理公司寶

盛集團（Julius Baer）公布〈全

球財富和生活方式報告〉。寶

盛集團對高端貨品與服務價格

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是全球

最昂貴城市，另兩名分別為上

海和東京。第 4 到第 10 名分

別是紐約、新加坡、洛杉機、

倫敦、臺北、蘇黎世以及摩納

哥。寶盛集團共調查 28 座城

市，包括：10 座亞太區城市、

12 座歐洲、中東和非洲城市，

及 6 座美洲城市。調查指出，

在房產、鋼琴、汽車、高級餐

飲、美容服務、商務艙機票和

律師費等方面，亞洲是最昂貴

地區，尤其是住宅物業的價格。

全球最昂貴城市
前3皆在亞洲

澳門驚現第二位
武漢肺炎感染者

（Adobe stock）

全家人因此幾乎陷入絕境。就在他

對未來失望的時候，天上掉下一塊

大餡餅砸到了他的頭上！這位幸運

兒贏了一百萬澳元樂透頭獎。得

知這一喜訊之後，他感覺自己是

在做夢，無法相信自己有如此好

運！「我贏了一百萬澳元嗎？」他

問道。「這是真的嗎？」

中獎的他保持匿名。他說：

「房子沒了，家人正發愁呢，現在

我們可以重建自己的家了。」其實

他的好運應該歸功於太太，正是因

為他用了夫人的幸運號碼買樂透，

才有幸獲獎啊！他說：「這場意外

的巨大收穫，在我們遭受災難後，

也預示著好運的開始。」所以說，

碰到不順心的事兒別急著唉聲嘆

氣，說不定轉機就在下一刻出現。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1
月初，加拿大一名男子到牙買

加度假，在當地一家商店買了

7500 牙買加元（約合 56 美元）

的商品，沒想到回到加拿大後，

卻收到了7500美元的天價帳單。

據 CBC 報導，加拿大密爾

頓男子蓋伊（Rejent Guay），1
月初到牙買加度假。蓋伊在一家

紀念品商店，為女兒挑選了一個

小花瓶以及幾件衣服。結帳時，

店家告訴他，花瓶和衣服的總價

為7500牙買加元，約合56美元。

蓋伊輸入密碼付款後，收據

被塞進了購物袋，蓋伊當時絲毫

沒在意，也根本沒看收據。

回到加拿大後，一天，蓋

伊收到 RBC 銀行的 VISA 卡帳

單，嚇了一大跳。直到那一刻

他才發現，在牙買加紀念品商店

購物時，對方收了他 7500 美元

（相當於 1 萬多加元），而不是

7500 牙買加幣。蓋伊趕緊找出

當時的收據，這時他才發現，對

方連賣的甚麼貨品都沒註明，更

沒留電話。

後來，蓋伊聯繫了度假村之

後，幾經周折後才得到了對方的

海外媒體報導，這世上甚麼

事兒都不是絕對的。無論好事兒還

是壞事兒，都有可能出現轉機。這

不，最近澳洲的山火已經燒了 4 個

月，據說，煙霧恐怕都飄到南極

了！損失更是慘重的無法估量。

1000 多萬公頃土地被付之一炬，

還搭進去了 28 條人命，無計其數

的野生動物。就在這樣的大災禍來

臨時，仍舊有幸運的事出現。據雅

虎新聞報導，在布里斯班東南部棉

花山（Mount Cotton）有一家人，

最近在新南威爾士州北部的叢林大

火中失去了他們的房屋，用男主人

的話說：「家裡剩下的只是幾個燒

焦的茶杯。」

更慘的是，他沒有買房屋保

險，所以一切損失必須自己承擔，

華人外遊購物刷卡須小心房子被燒是禍是福？
【看中國記者劉翔編譯/心怡綜合報
導】老話說的好：「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指禍與福互相依

存、互相轉化，即壞事可以變成好

事，好事也可以變成壞事。例如：

一位澳洲男子的房子被燒的只剩幾

隻茶杯，不料轉個頭就中了大獎。

電話。通話中，對方也承認多收

了他錢，但既不道歉，也不提退

款的事。蓋伊只好找 RBC 銀行

理論，銀行回應，蓋伊本人輸入

了密碼，就意味著同意對方收那

筆錢。

蓋伊不甘心，一直與店家

和 RBC 打交道，並要求 VISA
卡公司解決這一交易糾紛。他

被告知，調查可能需要四到六

週的時間。蓋伊現在最擔心的

是，自己拿不回被多收的錢。

吃了虧的蓋伊把自己的經

歷說出來，希望能藉此提醒其

他人，出國旅行購物，一定要

核查收據。他還認為，自己仍

在牙買加時，VISA 卡公司應該

就這麼一大筆交易向他發出警

報，以便他能就地解決問題。

鎮也都製作花燈。雲林縣日前

推介新年期間將在雲林各地登

場的各式燈會。

雲林各鄉鎮花燈展由斗六

市打頭陣，虎尾、褒忠等鄉鎮接

棒，而北港鎮從 2 月 7 日起至

16 日止，展出以「光耀北港、

吉慶團圓」為主題的花燈，為新

春祈福。

【看中國訊】剛剛從中國大陸

來到加拿大的林先生，日前觀賞了

美國神韻世界藝術團在加拿大密西

沙加表演藝術中心（Living Art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的演出。他表示：「看完演出，有

種重生的感覺。」

根據海外媒體報導，林先生剛

剛從大陸來到加拿大。在觀賞了神

韻演出之後，他說：「看完演出，

感覺很震撼，彷彿心靈被洗滌了一

樣。我覺得神韻中演繹的和北京當

局宣傳的太不一樣了，包括中共講

的無神論，看完演出我才明白，無

神論是不存在的，我現在感覺真的

有神佛。」

林先生還表示：「看神韻，我

感覺收穫非常的大，到現在還沉浸

在演出之中，心情很激動，心潮澎

湃。今天看神韻，我真的覺得非常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黃曆新年來了！臺灣多地舉辦燈

會，各種造型的花燈紛紛亮相，

為節日增添喜慶，使年味更濃。

臺 灣 燈 會（英 語 譯 名：

Taiwan Lantern Festival）是臺

灣自 1990 年起，於每年元宵節

舉行之燈藝節慶活動。自 2001
年起輪流在臺灣各縣市舉辦。

2020 臺灣燈會將於 2 月 8
日元宵節當天在臺中花博森林

園區原址登場，主燈是「森生守

護 - 光之樹」。

「森生守護 - 光之樹」高度

超過 15 米，22 條主結構分別代

表臺灣 22 個縣市，368 朵含苞

待放的花苞造型花燈代表各鄉鎮

區裡，枝枒間交錯散布著 2359
片心形綠色葉片，代表守護著臺

灣的 2359 萬臺灣人。

中央社報導，臺灣許多鄉

非常值得。我現在才瞭解中共說的

都是大大的謊言。我自己那個殼被

破掉了，有種重生的感覺。」

「還有一個最大的感受，我感

覺好像不是他們（舞蹈演員）自

己在跳舞，他們的技能超出正常

（人能做到的），他們應該是被神

佛加持，所以真的非常震撼。讓我

印象最深的就是剛開場的節目，給

我帶來視覺衝擊，覺得人怎麼能做

到這樣！我感到他們和神成為了一

體。」他說。

「還有結尾的時候，大佛從天

而降站在舞臺中間，當時我就感覺

非常非常的激動和興奮。」

林先生說他希望有機會多看幾

次神韻，他說：「如果有機會請神

韻一定要回中國，讓我們在大陸的

國人真正瞭解到這些。看完神韻，

每個人都會從內心改變，因為（神

韻）是需要自己去感受的，而不是

被別人強加的。」

在 加 拿 大 航 空 公 司（Air 
Canada）擔任 IT 經理的大陸移民

曹女士，看完演出後說，最初她來

看神韻是為了表示支持，結果發

現，「不是我來支持，而是我從中

受益。」曹女士還表示說：「錯過

這樣的演出太可惜了，我感到很幸

運也很感激。」

曹女士表示自己也是有信仰的

人，她說：「相信宇宙中有超自然

力量的存在，人要有對上天的敬畏

之心，神韻晚會對幫助人們回歸對

神信仰的傳統價值觀，有很大的效

果和作用。」

曹女士說：「能感受到神韻演

員內心的純淨，非常美，而對美的

感知大家應該都是一樣的，沒有任

何宗教的限制。」

回歸傳統價值觀我如獲重生 臺灣特色花燈熱鬧到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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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透獎(Adobe Stock)

（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