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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對臺發動文攻武嚇

最幸福國家/地區 
臺灣東亞第一

【看中國訊】中共肺炎（又稱武漢

肺炎、新冠肺炎）蔓延全球。在北

京自稱本土病例已「歸零」之際，

卻對臺灣展開「文攻武嚇」。自2
月以來，中共軍機已多次擾臺，軍

艦也在18日行經臺灣東部外海，甚
至在金門用快艇衝撞臺灣海巡隊船

艇。同時，北京官媒也大肆抨擊臺

灣政府。

2月10日，大陸多架戰機繞臺，臺灣F16戰機（下）伴飛監控大陸轟六戰機。（自由亞洲電臺——臺灣國防部提供）

（公有領域）

學校停課要照顧小孩的員工提供

兩週帶薪病假。

白宮官員於3月25日表示，

參議院和川普政府官員已經就一

項經濟刺激法案達成協議，將直

接向中低收入的美國人支付現

金：每位成人 1200 美元，每位

兒童 500 美元。

此外，有多家美國超市推

出老人和殘疾人士專屬購物時

間，以降低他們被傳染的風險。

【看中國記者李晴採訪報導】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全球蔓延，傳播速度之廣，死

亡率之高，超乎世人想像，連國家

總統及世界知名人士亦未能倖免。

且有一個奇異現象，與北京往來頻

密的國家受影響的程度比較高。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公共衛

生學院講座教授梁卓偉推算，若疫

情無法控制，最終可能導致全球超

過 60% 的人口受感染，死亡率達

1.4%，70 歲以上長者死亡率是年

輕人的 3 倍。

甚麼人可能罹難，幾人能倖

免？為此，記者走訪了一位深居香

港的道家人、風水師香山夕陽先

生。談到當下發生的疫情，香山夕

陽先生強調，此次瘟疫是上天在擊

殺共產黨。「共產黨（不順天而

行）跟天鬥，最後只能死路一條。」

【看中國訊】疫情爆發以

來，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包括

老年人、孩童、殘疾人和失業者

受到了沉重打擊。那麼，美國是

如何保護弱勢群體的呢？

美國總統川普 3 月 18 日

簽署通過《家庭優先新冠肺炎

疫情應對法案》，會投注 5 億

美元到母嬰兒童營養補助項目

（WIC），投入 4 億美元到應急

食物援助項目（TETFP），以

及 2.5 億美元到老年人營養項目

（SNP），給那些低收入的、殘疾

的、有多種慢性病的居家老人及

其照看者提供大約 2500 萬份食

物，另外還對醫院及護理機構加

大安全管理。

《法案》向各州提供 10 億美

元，確保向失業人員支付失業保

險福利，還確保 500 人以下的公

司向那些被確診或隔離、以及因

談到香港，香山夕陽先生說，

很多在香港的大陸人可能很危險。

你以為在香港就會安全嗎？真正的

香港人就安全。他強調說：「我跟

你說，真正的香港人就會安全。

『黃絲』就安全。」

記者追問：「那藍絲呢？罪至

於死嗎？」他說 :「藍絲要看你的

心，有些藍到黑的，怎麼留他？有

一點藍的那些不一樣，是可以改變

的。天有好生之德，一定會給人機

會改過。」

他還補充說：「你以為只有瘟

疫嗎？還有一件事，大爆炸，發生

在最後。它的核武器會全部在它的

地方爆炸，將全部打包還給它。」

他嘆道：「神州可能變廢墟。」

香山夕陽先生說，照常規戰，

共產黨屢戰屢敗，軍隊全不善戰，

武器又落後於人家幾十年，它就想

出一種「超限戰」，來對付西方國

家。「如果上天不出手，共產黨就

贏了，在川普上場之前，美國就垮

了，因為美國已經被共產黨在政

治、經濟方面全部滲透了。」

香山夕陽先生還表示，人類

走到今天，已經被共產文化滲透

毒害到全世界，此次瘟疫是上天

在滅共產黨，而與其關係密切的

國家和奶共人士，包括香港的藍

絲，都將難逃上天的懲罰。

疫情來勢洶洶 甚麼人能倖免？ 川普總統關注美弱勢群體

一對戴著口罩的老夫婦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聯合國（UN）

近日公布 2020 年全球幸福報

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在調查的 153 個國家

和地區中，臺灣排名第 25，
蟬聯東亞及東南亞各國之首。

臺灣最近一直受到國際關

注。今年以來，臺灣的疫情防

控成效令人刮目相看，獲得臺

灣民眾的稱許，也獲得國際好

評。臺灣鄰近中國大陸，但是

臺灣的中共病毒感染確診和死

亡案例卻很低。旅居美國馬里

蘭的李女士稱，在臺灣探親期

間，觀察到臺灣疫情信息非常

迅速透明，人們彼此關懷，讓

她更珍惜臺灣的民主與自由。

聯合國從 2012 年開始公

布全球幸福報告，各國排名是

依據人均 GDP、社會保障、

健康預期壽命、社會自由、慷

慨度和遏制腐敗程度等因素來

衡量。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自從中國

大陸爆發肺炎疫情以來，北京以軍

機干擾臺灣的次數至少達到 5 次，

3 月 16 日更罕見深夜在臺灣西南

方海域飛行。

臺灣國防部發言人史順文日前

表示：「國防部在 16 日晚間偵獲

中共空警 500、殲 11 等各型機晚

間 19 時許於臺灣西南方海域，執

行夜間飛行訓練，期間曾接近我防

空識別區（ADIZ）。空軍偵巡戰

機實施廣播驅離後，共軍飛離我防

空識別區。」

中共軍艦也在 18 日行經臺灣

東部外海。 19 日日本防衛省統合

幕僚監部公布的監測資料顯示，共

軍海軍艦隊共 4 艘軍艦 18 日經由

臺灣東部海域，取道日本宮古海峽

返航。

北京官媒新華社則在此時發表

文章指控臺灣「仇中媚美」，抨擊

臺美共同簽署「防疫夥伴關係聯合

聲明」。有學者警示，北京正面臨

大，用外部衝突來減壓的動作就會

越大。

王定宇說，北京指控美國把病

毒傳到中國，同時利用官媒還有網

絡農場，去製造各國防疫做的不好

的假消息，以減輕國內民眾對當局

不滿的壓力。其實世界各國都在注

意這個事情。

王定宇表示：我們必須很遺憾

的說，當中國大陸導致全世界被疫

情拖累的當下，當全世界現在忙著

內外交迫，啟動對外衝突，是當局

轉移國內民眾視線的手段之一。

臺灣民進黨立委的王定宇在接

受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時表示，北

京政府之所以對外鬧事，是因為內

部問題無法處理，想透過外部衝突

來解決內部壓力，一旦需要一場實

質、可控制的衝突，可能會選擇臺

灣較遠的離島為目標，將演習轉變

成衝突。

王定宇指出，北京內部壓力越

隔離救人的時候，中共還是一樣派

軍機騷擾周邊，這個騷擾的行為除

了對臺灣形成影響以外，對整個印

太地區周邊國家海域的安定，毫無

幫助，這是一個既愚蠢又自私的行

為，呼籲北京作為一個大國要克制

自己，不要再做不負責任的印太地

區的麻煩製造者。

王定宇認為，與其動用軍事力

量威脅別人，不如將時間、精力、

資源用在中國老百姓身上。

【看中國訊】疫情之下，餐

館生意冷清。美國休斯頓的伊

瑪西南餐廳（Irma's Southwest）
面臨困難。一對老顧客夫婦來

餐廳吃飯，花了 90.12 美元，

卻留下了 9400美元的小費。

美媒報導，受疫情影響，

休斯頓的所有餐廳都取消了堂

食，只能外賣。因賺錢少，許

多餐廳無法支付員工工資，有

些餐廳面臨關店停工。在伊瑪

西南餐廳取消堂食前，一對老

顧客夫婦特地來店裡吃飯，留

下了 9400美元的小費。丈夫在

發票上留言寫道：「這些小費留

著，在接下來的幾週，用來支

付店員工資吧！」老闆加爾萬

（Galvan）說，這對夫婦是餐廳

的常客，想幫助他們最喜愛的

餐館度過難關。店裡有 30 名

員工，加爾萬會把這筆錢分給

他們，每人大約 300 美元。

覺自己的手掌中，身體內有能量在

流動。法輪功功法受到所有女性員

工的一致好評。教功結束後，他們

告訴學功人，法輪功修煉真、善、

忍，提升人的道德水準，還講述了

法輪功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弘傳的盛況。

法輪功在印度深受歡迎。印度

很多城市都有法輪功煉功點，也有

許多學校教學生煉法輪功。印度媒

體曾多次報導印度成千上萬的人煉

法輪功，深受裨益的情況。

法輪大法（又稱法輪功）以修

煉真、善、忍為核心，包括五套簡

單易學的功法，自 1992 年從中國

大陸公開傳出後，因其祛病健身、

提升社會道德的奇效，修煉人數直

線竄升。您可以到 www.falundafa.
org 網站上瞭解更多情況。

【看中國訊】81 歲的意大利

老翁莫蘭迪（Mauro Morandi），
在布德利小島上已經隱居了 31
年了，他是這裡的唯一居民。

談到中共肺炎（又稱武漢

肺炎、新冠肺炎）時，他表示布

德利小島是最安全的地方。他還

說，疫情的出現，給人們提供了

一個重新評估自身的機會。

美媒報導，莫蘭迪在接受手

機採訪時說，自己一個人在小島

上生活了 31 年，被稱為「意大

利魯賓遜」，這種清閒自在的隱

居生活使他能夠靜下心來。

他在島上閱讀了很多書籍，

然後思考，嘗試從不同角度思考

問題。

他強調，如果能換個角度來

看事物，可以反思並學會自省，

是非常有益的。

他表示，疫情的發生，給人

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評估自己的機

會，但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沒有

人會充分利用。因為太多的人已

經習慣了這種舒適和匆忙的現代

生活方式。

這次疫情把許多人隔離在家

中，也許有些人願意靜下心來，

好好的看一看自己。他說，有些

海外媒體報導，阿南德的公

司為全球客戶提供電信服務，在印

度有一萬兩千名員工，在浦那的部

門就有兩千五百名員工。阿南德

說，他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

2018 年 8 月，在獲得公司人力資

源部門的許可後，他在公司向大約

50 名員工介紹了法輪大法。

2020 年 3 月初，阿南德再次

找到公司人力資源部門，與那裡

的工作人員分享了法輪大法的視

頻和書籍。該部門決定邀請浦那

（Pune）的法輪功人士前來，教願

意學法輪功的員工們煉功。

近日，他們在該公司教 75 名

員工煉第一套與第二套功法。學了

第一套功法之後，員工們分享了他

們的體會。他們表示，這套功法煉

起來如此輕鬆，非同尋常，他們從

未有過這樣的經歷。學完第二套功

法之後，一些員工分享說，他們感

莫蘭迪：疫情讓人反思自己法輪功走入IT公司
【看中國訊】法輪功人士阿南德

（Anand）在印度浦那（Pune）
一家跨國IT公司工作。他向公司
員工介紹法輪功，有不少人跟他

學功。

人無法獨自在家待兩週，這「太

荒謬」。

莫蘭迪曾當過教師。 1989
年，他從意大利坐船前往玻里

尼西亞，經過馬達萊納群島

（Maddalena archipelago）的布

德利島（Isle of Budelli）時，

他被這裡清澈的海水、珊瑚沙

灘與日落所吸引，愛上了這個

地方，於是留在了島上。

島主退休後，莫蘭迪成了

這座島的官方管理者，一住就

是 30 餘年，一個人過著隱士生

活。他表示他很好，在這裡感到

很安全。但他仍為親朋好友擔

心，他的老家在摩德納，是疫情

重災區之一。

莫 蘭 迪 經 常 在 Instagram
（IG）發文。他會拍下沙灘、野

生動植物和風景，然後編輯照

片，在社群媒體和 IG 上分享。

2018年8月，印度跨國IT公司員工
學煉法輪功。（Anand提供）

深居香港的風水師香山夕陽先生

（Jacky/看中國）

助餐館渡難關 
他留鉅額小費

疫情之下，餐館生意冷清。

（Adobe Stock）

小島示意圖（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