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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北京恐在港臺生事端

魯比尼揭北京需要替罪羊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2月

27日，魯比尼在接受德媒《明鏡

周刊》專訪時，當被問到武漢肺

炎（COVID-19、新冠肺炎、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危機是

否會改變中國人對北京當局的看

法時，魯比尼回說：「有商界人士

告訴我，中國的情況比政府的官

方報告顯示的要糟糕得多。我在

上海的 1個朋友已經被鎖在家裡

好幾個星期了。我不指望（中國）

發生革命，但是北京政府需要 1

個替罪羔羊。」

魯比尼表示，在有關豬流感、

禽流感、香港的反送中抗爭等議題

方面，目前關於外國干預的陰謀論

已經流傳開來。魯比尼認為，接下

來北京當局會在臺灣、香港或越南

製造事端，「他們會鎮壓香港的抗

議者，或派戰鬥機飛越臺灣領空，

以激怒美國軍方」。

魯比尼更進一步表示：「只要

在臺灣海峽發生 1次意外，就會

看到軍事行動爆發，這並非北京

當局與美國之間的熱戰，而是某

種形式的戰鬥。這也正是比如國

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或

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等美

國政府官員們所希望的，這是華

府許多人的心態。」

澎湖是臺海防衛戰略要地

雖然全球多國正值武漢肺炎

疫情嚴峻期間，可是北京當局似

乎沒有將焦點完全放在防疫工作

上。根據三立新聞報導，共軍近

日已經多次派遣軍機挑釁臺灣，

北京當局也不排除「武統臺灣」的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

延燒，近日擁有「末日博士」之

稱的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比尼

（Nouriel Roubini，羅比尼）大
膽預言，疫情將會導致全球的經

濟災難，全球股市將會下跌30%
至4 0 %。魯比尼還發聲警告，
受到疫情的衝擊，儘管他不指望

中國會爆發革命，但是北京政府

需要替罪羔羊，因此可能會在臺

灣、香港，或是越南製造事端。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 (新冠狀病毒 )疫

情已蔓延全球六大洲，逾 60個

國家地區，韓國、伊朗出現疫情

大爆發，歐洲的意大利和法國

病例激增，美國、澳洲也首現

死亡個案。雖然世界衛生組織

仍未宣布疫情是「全球大流行」

(pandemic)，但香港大學醫學院

院長梁卓偉指出，疫情技術上已

進入「全球大流行」(Pandemic)。 

獲香港政府委任為抗疫督導

委員會專家顧問的香港大學醫學

院院長、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

梁卓偉，3月 1日在商業電臺節

目中指，韓國、日本、意大利、

伊朗等國接連爆發武漢肺炎本地

疫情，中國以外的海外第一波疫

情才剛開始。同時，美國已有多

個州分出現病源不明的病例，最

令人擔心是首次出現死亡個案，

因為「疫症冰山」中的一宗死亡個

案，可能已代表當地有 100宗確

診，只是因檢驗不足而未被發現。 

梁卓偉續指，根據流行病學

字典定義，疫情「全球大流行」是

指不同國家及地區出現本地或本

土傳播，因此武漢肺炎疫情在技

術上已是「(全球 )大流行」，現

時應實話實說及保持高度透明，

共同做好準備，面對疫情。

他又指，全球第一波疫情最

少持續「三、五個月」才會告一

段落。目前中國各地陸續復工復

產，香港約 18萬公務員也於 3月

2日復工。梁卓偉指，須留意大陸

會否出現第二波疫情，又相信香

港疫情尚未見頂，希望盡量拖延

社區爆發，「頂得住多久就多久」。 

梁卓偉也相信，武漢肺炎在

香港變成風土病一點也不奇怪，

目前四種風土病冠狀病毒，包括

中東綜合症，就發現有的病例病

徵輕微，患者很可能沒有免疫抗

體，日後有機會再受感染。他又透

露，正與科學家研究武漢肺炎死

亡及發病率，希望月內得出結果。 

另一位港府督導委員會專家

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學講座

教授許樹昌則認為，武漢肺炎須

在五大洲「廣泛人傳人」，才算是

全球大流行。不過，目前確已出

現了趨勢。

許樹昌認為，是否出現大流

行，關鍵在於近日爆發疫情的意

大利、韓國和伊朗三國能否做好

疫情控制。

港大醫學院長稱疫情已全球大流行

表祝賀聲明，並肯定臺灣民主的

成熟。蔡英文說，過去幾個月以

來，澳洲受到野火的重創，臺灣

從政府至民間都非常關切，也看

見英勇的澳洲消防員與義消持續

在第一線奮鬥。如今，全世界都

面臨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希

望我們能夠秉持澳洲人民面對野

火的勇氣及奉獻精神，攜手對抗

疫情。

蔡英文也感謝澳洲政府積極

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尤其是面

對這波武漢肺炎疫情，澳洲於世

界衛生組織執委會，以及國際民

航組織理事會期間，都幫臺灣發

聲，因此期盼澳洲在未來能繼續

大力支持臺灣。

蔡英文表示，這幾年來，

臺、澳關係在各領域間都越來越

密切。在教育方面，2019年已有

超過 1萬 8千名臺灣學生赴澳洲

留學。透過澳洲「新可倫坡計畫」

（New Colombo Plan）的合作計

畫，今年也將會有超過 360名澳

洲各大學的青年學子來到臺灣研

習進修。密切的人員往來，相信

可以增進臺澳兩國相互瞭解與友

好情誼。

蔡英文還提到，在經貿方

面，透過雙方的努力，在 2020年

蔡英文感謝澳洲支持臺灣

總統蔡英文表示，2020年 1

月，臺灣、澳洲順利簽署有機同

等性相互承認協議，將可讓臺灣

優質的有機產品能夠進入到澳洲

市場，期盼儘早開啟經濟合作協

定（ECA）的談判，並持續開創

新發展，共創雙贏。

蔡英文致詞時表示，很高興

能夠跟高戈銳代表，以及代表處

同仁一起在總統府見面，高戈銳

代表於 2018年上任後，就致力

提升臺、澳雙邊關係，亦時常看

見他透過推特分享臺灣的文化美

景，相信高戈銳代表有感受到臺

灣人的熱情好客。

蔡英文感謝澳洲外交暨貿易

部於她當選連任的第一時間，發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衝擊香

港市道，又一家老牌商號宣告

停業。歷史悠久的著名旅遊地

標——香港仔珍寶海鮮舫（珍

寶王國）宣布於 3月 3日起暫

停營業，並已解僱所有員工。

珍寶海鮮舫是香港著名的

旅遊地標，有四十多年歷史，

以做遊客生意為主。 2019年底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大陸訪港

旅客急跌，令香港旅遊業、零

售業和食店遭受沉重打擊。今

年 1月初，珍寶海鮮舫已傳出

解僱逾半員工，從原本的 130

多人裁減至約 60多人，又更新

餐牌和縮減營業時間，無奈業

務仍難以為繼。

《立場新聞》報導，有員工

家屬透露，海鮮舫 3月 1日下

午宣布解僱所有員工，即時關

店。《蘋果日報》則引述飲食

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指，海

鮮舫近日生意相信跌了七成以

上，可能連船的維修費都不夠

付。而在市道低迷下，被裁員

工可能短時間內難以找到新工

作，工會會為他們提供失業救

助金，渡過難關。

「珍寶王國」是珍寶海鮮舫

和太白海鮮舫兩艘畫舫酒樓的

統稱，停泊在香港仔避風塘。

珍寶海鮮舫長76米、寬22米、

高 28米，面積有 45000平方

尺，可容納超過 2300名客人，

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

之稱。船身和內部仿照傳統中

國宮廷而設計，並布置了中國

傳統手工藝飾物、壁畫、龍椅

等，備受外國遊客歡迎，成為

蜚聲國際的旅遊景點。

珍寶海鮮舫早年由商人王

老吉集資籌建，1971年 10月

30日開業前發生大火，釀成數

十人死傷的慘劇。由於王老吉

無力重新投資，結果由「賭王」

何鴻燊及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

裕彤合資買下業權，並耗資

3000萬港幣興建新船，1976

年落成開業。

據珍寶王國網頁介紹，做

為香港老牌商號的珍寶海鮮舫

接待過的各國政要和商界翹楚

多不勝數，包括：英女皇伊

莉莎白二世、影星湯姆 ·克魯
斯、周潤發和鞏俐等。到訪賓

客人數超過三千萬人，也是很

多著名電影的取景地點。維基

百科資料顯示，荷李活名片《生

死戀》、李小龍主演的《龍爭虎

鬥》、周星馳主演的《食神》，等

都曾以海鮮舫拍攝電影場景。

1月也已經順利簽署有機同等性相

互承認協議，將可讓臺灣優質的

有機產品進入澳洲市場，促進有

機產業的發展。盼望兩國在如此

緊密的經貿合作上，可以儘早開

啟經濟合作協定的談判，持續開

創新發展。

臺灣開拓農產品外銷市場

蔡英文 3日除了上午接見澳

洲駐臺代表高戈銳，下午也透過

臉書發文提及將臺灣農產品銷往

澳洲等喜事。

根據中央社報導，蔡英文 3

日下午在臉書上發文聲稱：「大突

破！臺灣鳳梨、萵苣成功再開拓

外銷市場！」她表示，前陣子才將

臺灣的芭樂賣往美國，近期終於

突破檢疫的障礙，要將鳳梨賣到

澳洲，也突破長途運輸的限制，

將萵苣賣往沙特阿拉伯，還有柑

橘也持續外銷到香港、新加坡、

馬來西亞與加拿大等地。

蔡英文除了感謝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地方政府團隊，以及臺

灣農民的努力，她亦強調，這已

證明過去4年加強農產品的外銷，

開拓全世界市場，不將雞蛋都放

在同一個籃子裡的方向是正確的。

她呼籲大家多支持臺灣農產品。

蔡英文感謝澳洲的國際支持 香港老牌商號受衝擊停業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蔡英文總統3日上午接見了澳洲駐
臺代表高戈銳（Gary Cowan），
感謝澳洲政府積極地支持臺灣的

國際參與，特別是面對這一波武

漢肺炎疫情，澳洲在世界衛生組

織（WHO，世衛組織）執委會
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理事會
期間，都為臺灣發聲。

可能性，導致臺灣的國防戰略成

為民眾關注的焦點。

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最新報

告表示，澎湖在臺海防衛的戰

略地位早就已經超越金門、馬

祖，而且澎湖還擁有偵測範圍超

過 300公里的雷達站，針對共軍

可能的軍機艦活動都能夠事先掌

握。因此，一旦澎湖失守，就會

弱化臺灣西部的防守，同時面臨

無險可守的困境。

國防院聲稱，國軍在澎湖駐紮

的軍隊是戰力最強的，不僅是外島

防禦戰略中最重要的一環，同時在

反制共軍登陸保衛臺灣本島也是至

關重要的一道屏障。

國防院也提出了強化防守的

戰略建議，表示海軍可以將基隆

級軍艦派駐在澎湖附近的海域，

因為該軍艦所配備標準的二型

（SM-2MR）長程防空飛彈系統，

足夠擔負共軍發動飛彈威脅臺灣

時的反飛彈系統，也可以增加

臺灣本島防禦時間，以及戰力保

存。此外，當未來新式潛艦成軍

之後，也建議部署在臺灣本島南

北方的臺灣海峽附近海域，如此

一來，不僅可以強化澎湖在臺海

防衛作戰的制海權，更能夠牽制

共軍海軍跨越第一島鏈的行動。

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比尼（Nouriel Roubini）。(GETTY IMAGES）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長期旅居中國大陸的臺籍藝

人黃安時常吹噓自己年收入高

達數千萬元，但是每個月僅需

繳交最低保費 749元，顯然不

合理。民進黨立委林俊憲為「維

護健保正義」，將提案修改《全

民健康保險法》。

根據今日新聞與《自由時報

報導》，臺灣健保制度享譽國

際，然而旅中藝人黃安「有病才

回臺」的行徑引起各界批評，日

前返臺的血友病童的用藥風波

更引發外界關注 ;民進黨立委林

俊憲 2月 27日透過臉書發文，

強調為了維護健保正義，將針

對「黃安與小明們」提案修法，

讓每年居住不到 6個月的「臺

灣人」，健保改為全額收費。 

林俊憲表示，依目前健保

財務狀況，健保署聲稱一年後

可能要調漲健保費，因此需要

大家共同維護健保，針對不公

平、有漏洞的地方，應要修正

與彌補。他強調，1年內沒有在

國內住滿 183天，又沒有辦法

提供收入證明，政府應要將這

類人獨立區分，而目前健保被保

險人分為 6類，無法歸類在前 5

類的就屬於第 6類，並以最低

推點讓他們繳交最低健保費。 

林俊憲還以黃安為例，指

稱其不合理，對於 1年內沒有

在臺灣住滿 183天，既無法提

供收入證明，也沒有繳稅紀錄

者，必須得在健保法規裡單獨

訂定第 7類進行規範。以每個

月收入逾 18萬為例，每個月的

健保費將從 749元調整為 1.2萬

元，除非當事人能夠提出證明。 

民進黨立委提案修改健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