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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肺哀歌之二  

          府城 天令 

前言： 

 新世紀已過五分之一，親像人生青少年；古諺：「庚子年

多天災人禍」。全球天多異象，人造病毒肆虐，愈二億人遭殃

四百廿萬亡；堪比 1918西班牙 H1N1流感大瘟疫。世紀浩劫何時

了？ 

人類浩劫，世代記憶，講來話長，七言台文，精要記載。頭

年震驚，前文「武肺哀歌之一-序曲」*(10/19/2020)分三段：

疫傳全球、美中對抗、社會因應（簡略回顧）。本續文 加上

近十个月兮後續發展另三段 : 病毒變異、疫苗曙光、世紀浩劫。 

浩劫猶存，惡夢餘生，逐傢保重，期盼天明。 

 

「武肺序曲」-不堪回首 
疫傳全球： 

一、世纪大瘟疫起始    二、支那病毒傳境外  

2019年十一月中    支那武漢傳首疫 

年初誣指海鮮市    勒令銷毀病毒源; 

1/17美機場篩檢    佇 SFO/JFK/LAX 

1/21台灣傳首例    武漢人飛往世界 

首義大利紲伊朗    漫涎中東佮西歐; 

1/31川普禁中航    鑽石公主逢惡夢 

歐洲多國爆疫情    各國祭封城鎖國 

2/7 李文亮殉職    疫情傳播全世界 

近二百國全遭殃    千萬例數十萬亡 

CCP啟動大外宣    惡棍搞戰狼外交; 

三、台美日因應疫情    四、全球肆虐成浩劫 

2003 SARS肆虐     全台官民早提防 

疫情暴發難抑制    台美每日報疺情, 

全民戒備不封城    工商學校全運轉 

半年少於五百例    防疫成功傲全球; 

白宮控疫每日報    禁足兼社交間距 

紐約都會大爆發    三月底超十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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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美近四百萬    全球一千五百萬; 

3/16 IOC 國奧宣    東京奧運延一年 

重災區東京大阪    神奈川佮北海道 

人類世纪大瘟疫    支共惡政係禍源. 

四月初英國首相    強生染病入加護 

戰勝病毒得康復    續領 UK抗疫情 

紲落拉美佮印度    俄羅斯陷重災區; 

6/26 全球千萬例    8/10達二千萬例 

肆虐成世紀浩劫    全球民意厭支共 

多國將聲討索賠    禍首支共難咎責. 

 

美中對抗： 

五、天逞異象涎人禍    六、戳破病毒原真相 

天地運行逢庚子    澳洲森林大火燒 

印度華南大洪泛   美西雷電引山火 

乾林烈焰成火龍    焚燒數月煙蔽日 

民主黨州長放任    烏命貴暴亂社會 

左激逞兇燒街市  州市民無辜遭殃 

湖北封省禁內航    放任病毒傳世界 

六眼聯盟控支共    四月閻麗夢脫中 

七月爆武漢 P4室 實驗室基因改造 

十月續報生物戰    預釋強版伊波拉. 

七、美中關係大逆轉 

川普執政三冬外    全美經濟足景氣 

股市新高失業低    武肺致經濟停擺 

遊輪航空亮紅燈    餐旅客服皆休市 

二冬美中貿易戰    擴及科技佮金融 

中興華為成祭品    晶片斷供火箭毀 

全民共識反支共    民主同盟摧惡霸 

共機擾台美馳援    人類公敵是支共. 

 

社會因應： 

八、美大選十月驚奇    九、社區活動避武肺 

十一月初美大選    川普佮夫人確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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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華德利三日 治療順利回白宮 

機場造勢熱滾滾 十月驚奇係硬碟 

爆拜登囝通烏中    支共付千萬犒賞 

嚴重通敵叛國罪 國會司法應調查; 

北加州台美社區    年初取消多節目 

教會禮拜改視訊 年中演講佇網絡 

長樂創會已五冬 鼓吹出版紀念冊 

網路出版贈外地 鼓舞𪜶組長樂會 

互相學習共扶持    安逸退休享長樂. 

十、武肺浩劫何時了 

逐傢居家少外出    掛喙遮社交距離 

商店餐館關足久    超市好市多抑開 

消毒手液熱賣品    N95衛生紙缺貨; 

台灣口罩國家隊    產品管控援國際 

子女居家且上班    孫子女遠距上課 

人類生活大變動    復原急待好疫苗 

多國研發並試驗    期望早日得解葯 

戰勝武肺克浩劫    保重回首餘生錄. 

  

 哀歌變調-䆀戲拖棚 
病毒變異： 

十一、數變種病毒肆虐 

入秋病毒傳變種 英國南非佮巴西 

傳播率提昇 40% 基因變異稍差别, 

N501Y係共犯株 UK株染愈五十國 

南非株感性稍強 巴西株更兇一筹; 

印度傳雙突變體 紲後三層突變株 

傳播性強病情重 印度株染近百國, 

世衛以先後排序 希臘字母 α β γ Δ    

英 α南非 β巴西 γ 印度株係 Delta Δ 

武肺原兇已肆虐 變種毒株更難纏, 

各國封城禁群聚 經濟停擺陷瀟條 

巴西印度伴米國 全球三大重疫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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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印度疫情爆崩潰 

年底病毒雙突變    政府防疫缺警覺 

'20 年初疫倩趨緩 種姓制度佮宗教, 

大壼節慶爆群聚 青壯感染勝長者 

病毒變異更危險 悲哀老翁泣病兒; 

重症超苛醫療網 急診病床須共用 

藥劑氧氣皆匱乏 黑市颷高幾若倍, 

每日確診卅外萬 病歿案數足驚人 

火化爐不堪倒蹋 空地架柴焚病屍; 

處處煙火成煉嶽 11 富豪家族齊逃亡 

避疫歐美尋疫苗 西方先進急馳援, 

全球最大民主體 支那病毒廣蔓涎 

六月初新例趨緩 但見病亡數回升; 

印度株再變成Δ+ 12 可一傳六毒性強 13 

國產疫苗效率懸 可惜接種率偏低, 

歐洲拉美多國爆 蘇俄單日亡新高 

印尼醫院患人滿 呼籲封城再兩週 

提昇接種普及率 有效阻斷惡傳染。 

 

疫苗曙光： 

十三、疫苗試驗傳佳音 

疫情蔓涎思對策 各國藥廠拚研發 

美國輝瑞莫德納 率先試驗並生產, 

'20 入秋露曙光 90+%高效率防疫 

mRNA 信使生技 輝瑞生産 BNT葯 

莫德納自主生産 疫苗輸配須冷凍; 

二針間隔三四週 袂見嚴重副作用 

CDC 批准緊急用 政府買單全民注, 

第一線醫護領先 紲落療養院長者 

然後依年齡層次 首季完成六旬群; 

另有強生一針劑 次蛋白載體疫苗 

一般冰箱免冷凍 初顯女性血栓症, 

英國牛津佮 AZ 仝技術兼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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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英屬暫停用 世衛主導全球配; 

授權印度韓國產 印度傳雙突變株 

台灣採購呈隱憂 日本採輝瑞首選 

強生 AZ攏過関 各國搶購並開打; 

'21年優勝劣敗 歐美廣施善疫苗 

確診普降趨平和 期盼恢復疫前景, 

支那疫劑功效差 拉美島國疫慘飆 

智利廣注支科興 疫情不降反新高 

疫苗外交遭重挫 戰狼外宣飾太平. 

  

十四、台灣防疫爆缺口 

四月底華航機師 傳入境外感染源 

嚴密防疫陷破口 回航隔離諾富特, 

三五日後趴趴走 疫傳萬華阿公店 

另有茶室傳播鏈 群聚促發本土例; 

雙北桃園重災區 北農環南爆群聚 

市民無耐宅在家 三級管制採圍堵 

五月中醫療緊繃 確診病亡例上升, 

舊年防疫模範生 本土歸零漸疏忽 

世界封國台灣免 境外移入變本土. 

苗栗彰化電子廠 殃及高科技產業 

防疫中心採嚴控 以防群聚止擴散; 

屏東枋山出現Δ 司機接秘魯祖孫 

枋寮醫院呈穩憂 感染共餐傳果農 

愛文芒果污名化 農民心血本無歸 

追蹤篩檢除威脅 守住屏東保全台。 

 

十五、疫苗之亂 

'20年初爆武肺 台日美迅速防疫 

  SARS經驗助益 確診清零一冬外, 

  訂購疫苗防爆發 年底媒體開始吵 

  病例少疫苗何用 社會經濟照常轉; 

  過年過節無煩惱 疫苗政策政治化 

  國產疫苗遭罵名 紅魔趁疫亂台灣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4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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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視支共攔進口 美日歐澳齊聲討 

台積電慈濟鴻海 穫政府呈擔保險  

得與生產商簽約 預計九十月進貨;  

六月美日捐疫苗 日本馳援兄弟難 

先 124萬加百萬 報恩 311地動款 

美國兩黨共識強 六四 C17降松山 14 

參議員達克沃絲  代表贈七五萬劑 

續達二百五十萬 暫時解疫苗之亂. 

   

十六、台灣奇蹟 

  台灣抗疫一冬半 成功阻擋於境外 

四月疏忽現破口 疫苗未備民恐慌 

親像歐美一冬前 全民動員三級戒 

有效抑阻傳播率 二个月疫情趨緩 

美日捐自購疫苗 適時接種通抗疫; 

高端聯亞齊研發 高端穫緊急使用 

授權予專案製造 聯亞緊隨佇後面  

希望年底能自給 更有餘力援他國 

台灣醫療高水準 無恥紅魔飫飽吵; 

外交家雜誌狂讚 台灣二度克武肺 15 

延續前段近完勝 嚴守邊境並隔離 

接觸史追蹤管控 適時調防疫策略 

民眾究責柯文哲 扭轉北市兮疫情 

疫初台灣捐喙罨  多國回饋贈疫苗 

台灣醫能兼意願 世衛 WHA應接納 

台美日歐齊合力 全球疫情早日結.   

   

世紀浩劫： 

十七、印度株Δ+大肆虐 

仲夏Δ+大爆發 最猛者可一傳六 

愈百国疫情復燃 美英法佮東南亞  

印尼佮馬來西亞 每日確診超萬例  

緬甸柬埔寨泰國 人均死亡勝印度  

菲律賓越南日本 多青年未接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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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種者免重症 僅輕症或無症狀  

仍可傳染給他人 還需口罩社交距; 

七月英國自由日 酒吧群聚無喙罨 

確診回昇誠可憂 美國新例冠全球 

經濟解封噯擱等 對付Δ需新疲苗 

或補種第三針劑 不仝疫苗可混打 

八月Δ+肆虐全球 輝瑞 AZ需兩劑; 

 

十八、武肺病毒源調查 

  年前病毒源武漢 支共外宣誣漁市 

  川普直指病毒所 嚎西辯稱無可能 

  左媒配合閃議題 閻麗夢發二論文 

  嚎西 CDC援經費 進行增能兮研究 16 

  武漢 P4實驗室 改基因生化戰劑; 

  歐盟提案于 WHA 追查病毒兮源頭 

  英美澳研究發現 19年 11月首宗 

  病例無関海鮮市 可能源自實驗室 

  安全措施嘸完善 樣本流漏爆疫災 

支共欲銷毁樣本 企圖掩盖病毒源 

五月底拜登下令 美国情報界 90 日 

提病源調查結論 各國向支共索賠. 

 

十九、疫情中簡版東奥 

  七月東奧開幕式 17 晚間登場無觀眾 

  大阪直美點聖火 18 各國男女掌旗官 

  盧彥勳佮郭婞淳 19 第 104順位進場 

  隊名排序佇た行 佇支那ち行之前 

  主播唱台灣です 台日友好又一樁; 

  四冬前日本友人 永山英樹首倡議 

  推台灣東奧正名 國內民間仝嚮應, 

  紀政提正名公投 蔡政府消極抵制 

  暗令黨員莫支持 錯失挺外交良機, 

  三冬前兮喜樂島 公投入聯遭冷處 

  提姚文智選北市 市長放水柯文哲; 



武肺哀歌之二 

 8 

  郭婞淳舉重首金
20
 却佚名中華台北 

  李洋王齊麟羽金 21 台灣隊大勝支那 

  海内外台派團體 發起叫我台灣隊 21 

  台灣隊加油活動 台灣隊非中華隊; 

  日本乒乓混雙金 七局逆轉勝支那 

  十項全能大逆轉 橋本大輝金三保, 

  台灣選手創佳績 賴院長黃金計畫 

  重點培訓優人才 台灣隊光彩奪目 

摘二金四銀六銅 獎牌排行#34名. 

  八月初日本單日 確診破 1萬 5千  

  東京都 5千外例 屢創新高不樂觀 

  8/8 東奧閉幕式 疫情下順利完賽 

ありがとう日本 22 三冬後巴黎再會. 

 

廿、浩劫回顧何時了？ 

  世紀浩劫近二冬 支那病毒擴全球 

  封城鎖國宅在家 繁忙都會變清冷 23 

  空污遞降遠山明
24 

群獸覓食城鄉間 

  蟲鳴鳥叫田野曲 萬物興息惕人禍; 

二億患數百萬亡 世界鉅變一冬外   

  川普啟神速動員 多款疫苗急研發 

  政府呈擔保險責 年底通過警急用 

  普篩佮篩檢 PCR 分批接種二疫苗; 

  長樂會員全完種 每週節目佇網絡 

  野外健行分長短 喙罨佮社交間距 

  社交封鎖一冬半 期待八月能解封 

  仲夏Δ+ 大爆發 解封延後二个月; 

  年初疫苗漸失效 入秋預備補強劑 

  世衞呼籲稍慢著 貧困世界待援助 

  拜登政府拒接受 Δ肆虐不得鬆懈 

  世紀浩劫源支那 人類公敵殘餘生. 

   

   

  

https://taiwanjustice.us17.list-manage.com/track/click?u=5854a88878a790860f926160f&id=c75e4d0342&e=e7c5a704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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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印度處處煙火成煉嶽 

 
12. Delta ∆病毒再變異成∆+ 

 
13. ∆病毒(右)比原本佮 α株更易傳播 

 

 
14.美三參議員六四搭 C17抵松山 

 
15. 經二个月台灣成功遏阻疫情 

 

 
16. 武漢 P4實驗室增能研究病毒 

 

 
17. 2021七月廿三東奧開幕式 

 
18. 網球明星大阪直美點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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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台灣隊進場主播唱台灣です 

 
20. 郭婞淳舉重摘首面金牌 

 

 
21. 李洋王齊麟羽雙金大勝支那 

 
22. 東奧閉幕ありがとう日本 

 
23. 繁忙都會變清冷-紐約時報廣場 

 
24. 空污遞降遠山明-鉅變兮一冬 

 

後記： 

人類世紀大瘟疫，武肺浩劫抑袂煞，生活無法度回復，

有效度苗拯世界，逐傢保重祈平安。 

世紀浩劫進行中，史記袂了請期待，人類公敵是支共，

川普毀共促和平，天佑台灣佮美國。[2021.8.8完稿] 

[*誌：前文刊登佇太平洋時報兮山百合：武肺哀歌 

府城 天令(2020-10-27),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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