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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廣東台澳籍主播：
遭中共誘騙收集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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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公司機密外洩
蘋果禁員工用ChatGPT

詳細報導見美國新聞 AFP

行商議——這將是亞洲首例，凸顯

西方與亞洲民主國家之間正在深化

關係。

　　在這次峰會上，除了討論如何

應對中共的軍事野心和臺灣衝突的

風險外，另一個重要主題是經濟安

全性，包括如何反制中國的「經濟

脅迫」手段。其重點是成員國如何

能夠集體阻止中共利用經濟脅迫來

試圖迫使其他政府做出政治讓步。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

啟程前往廣島參加 G7 峰會之前表

示：「我們已經見到一些嘗試經濟

脅迫的行為，例如中共對立陶宛的

行動；對日本和澳洲也有類似行

為。」

　　馮德賴恩舉的例子，是駐立陶

宛臺灣代表處 2021 年 11 月成立，

北京因此用貿易手段報復立陶宛。

　　她表示，對中共有經濟依賴的

國家最容易受到中共經濟脅迫的傷

害。她敦促和中國的貿易接觸要

「去風險化」。

　　松田康博表示：「問題在於，

所有國家正在相互競爭以爭取中國

市場，使得北京的分而治之策略一

直有很好的效果。」

　　他還說：「G7 正努力先讓彼此

的一些規範和法規簡化，之後才能

擴大到歐洲及其餘區域的其他意向

相同國家。」

G7 領袖同意祭新制裁
癱瘓俄羅斯戰爭機器

　　5 月 19 日，G7 集團宣布對俄

羅斯進行新一輪的制裁。他們表

示，這項制裁「將使俄國無法獲得

G7 的科技、工業設備和服務來支

持其戰爭機器」。

　　制裁清單不但包括限制「在戰

場上對俄國至關重要」的物品出

口，鎖定被控為俄羅斯運送物資到

前線的實體；還包括日常生活中使

用的烘乾機、雪犁和擠奶機等物品

也將被禁。美國認為這些物品可能

被重新利用來支持莫斯科的戰爭機

器。

　　此外，美國政府當天還宣布向

俄羅斯停止出口各種消費品，並將

69 家俄羅斯實體和兩家分別來自

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實體，

共 71 家公司列入貿易黑名單。這

些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包括向俄羅斯

提供飛機維修和零部件的生產商、

火藥廠、拖拉機及汽車廠、造船廠

和工程服務中心。◇

　　今年 G7 輪值主席國日本的首

相岸田文雄還特意邀請了一些非成

員國參加峰會。這些國家包括澳大

利亞、巴西、科摩羅、庫克群島、

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和越南。

據日本媒體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將乘法國政府專機前往日本，

預計 20 日下午抵達廣島，並出席

21 日的 G7 峰會有關烏克蘭局勢的

討論。

　　美國總統拜登在抵達廣島之

後，首先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拜登對岸田說，美國和日本

「支持共同的價值觀」，包括支持

烏克蘭和追究俄羅斯對發動戰爭

的責任。拜登還強調了對核不擴散

和「確保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

區」的承諾。

　　儘管 G7 領導人討論的重點話

題之一是俄烏戰問題，但這次峰會

也為 G7 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重

新調整和協調他們應對中共的方

法。中共迄今拒絕譴責俄羅斯對烏

克蘭的侵略行為。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

主任孫韻（Yun Sun）認為，儘管

各國在中國問題上達成統一立場並

非易事，但針對「達成具有最大共

同點的立場而言，G7（峰會）提

供了一個絕佳機會」。

　　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松田

康博說，日本是今年 G7 峰會的東

道主，也是 G7 唯一的亞洲成員，

自然將把區域安全問題列入峰會的

主要議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對中共在印

太的軍事威脅深感擔憂，他公開警

告說，「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

的東亞。」

　　為了應對來自中共日益增長的

威脅，日本已將其軍費開支增加一

倍，並就在日本開設北約聯絡處進

5 月 19 日 至 21
日，全球七個最強

大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齊聚

日本廣島，展開為期三天的

G7 峰會。峰會的兩大主題

分別是討論對俄羅斯實施

新一輪的嚴格制裁；以及尋

求對中共的日益武斷，以及

它對世界穩定和經濟安全

構成的威脅做出統一回應。

  ▓記者張婷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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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道主日本引導 G7 聚焦印太安全
協同應對中共經濟脅迫及軍事野心

戶外用餐永久化 
可望數週內通過

5 0246 1321 86254

2023年5月19日，G7領導人峰會在日本廣島舉行，一行人參觀嚴島神社期間合影留念。（AFP）

美NIH停止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

G7峰會商議抗共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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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肺為五臟六腑之首。徐孝錫院長
發現：「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扁桃體炎、支氣管炎和
皮膚病等疾病。扁康丸徹底清理肺部積熱，從根源上解
決了哮喘、鼻炎、皮膚病、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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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鼻炎、鼻竇炎康復
哮喘、支氣管炎康復
肺炎、重症肺病康復
濕疹、過敏性皮炎康復

第一階段：
強壯扁桃體
清除肺部積熱

第二階段：
肺功能恢復

全球 24 小時免費諮詢：1-800-210-5501 網址：pyunkang.us

使全世界16萬鼻炎、哮喘、皮膚病和肺部疾病患者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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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見證請上網查看！

傳統醫學奇蹟！
愛心贈送

疫情期間，為了表達對廣大讀者的關愛，
每購買一瓶扁康丸，

可多獲贈一小瓶扁康丸。

+ 免費
贈送

女兒先天性皮膚過敏明顯好轉
美國紐約趙女士的女兒，7歲：
我女兒出生於2014年7月，那時就有濕疹，皮膚乾燥，從來不會出汗。鼻炎嚴
重，一摳鼻子就流鼻血，對花生、杏仁等堅果過敏，聞到花生、杏仁的味道都
會呼吸困難，不小心碰到一點兒就大片起疹子。手腳皮膚又紅又腫，抓破了就
流血水，日夜哭鬧。服用西藥後，女兒出現嚴重嗜睡現象，皮膚過敏也沒好。
我在報紙上一直關注扁康丸的廣告和分享，考慮了大約三年，終于在2018年
8月買了第一瓶扁康丸。女兒服用後很快就出現了排毒現象，四肢皮膚又紅又
腫，奇癢無比，白天邊哭邊使勁抓，癢的實在受不了就磳地板，晚上女兒癢得
哭鬧不停睡不了覺，我們夫妻倆輪流陪她抓癢到天亮；到第四個月時，女兒睡
覺不鬧了，也不哼哼唧唧了；到第六個月時，皮膚開始好轉一些了；服用到了
第七個月，她皮膚過敏減輕了，四肢的皮膚開始好轉，排毒反應也不那麼厲害
了，長出新皮膚來了；到第八個月時，女兒會出汗了！女兒在服用扁康丸期間
只出現過一次感冒發燒，四天就好了。後來她個子長得和同齡小朋友一樣高，
天天樂呵呵的去上學。我們全家都有信心：扁康丸能使女兒恢復健康！

扁康丸幫我遠離肺炎減少就醫
臺灣苗栗廖先生，39歲：
我從小就很容易感冒，一年至少就醫24次以上，絕大部分是跟感冒有關。支氣管相
當薄弱，有時感冒會轉變成嚴重肺炎，後來右邊肺葉萎縮，也影響到自己的運動。
2019年9月我在網路上看到扁康丸廣告及諸多心得見證，決定購買，雖然價格所
費不貲，但是為了自己的健康還是硬著頭皮試試看。就在服用大約三個月時，果
然發生了較為劇烈的排毒現象。反應狀態非常像肺炎，但是不像肺炎那樣的難
受。咳出的痰從無色變成黃綠色，再從黃綠色轉變成白色，整個排毒過程大約耗
費了六至八週。這期間家人看到我咳得這麼嚴重，建議我去看醫生。但是我知道
這不像以往的感冒，是好轉的排毒現象。在完成排毒過程之後，全世界爆發嚴重
的新冠肺炎疫情，直到現在我尚未感冒就醫。有時候喉嚨感覺不舒服，大約半天
或者一天就得到改善。
目前我持續服用扁康丸，感覺呼吸系統比較強壯了，也體會到自己的免疫系統
才是最重要的。很感恩扁康丸幫助我強化免疫系統與呼吸系統，並脫離病毒的
侵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