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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兵支援第二批包機返臺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返臺者包

括弱勢優先名單，同時也會採檢陰

性、沒發燒者才能登機，現在臺灣

的檢疫能力提高，量力而為來執行

任務，務必會將基地守好。目前有

將近 1500個位置，可以接納更多

人，才會規劃一次接回 400多人。

此外，陸軍司令部三三化學兵群也

已經整備好，待飛機一落地就會即

刻進行人員、機具等消毒任務。

記者會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考量中方

的防疫事務繁重，在相關人力、物

力緊張，以及互助防疫為第一原則

之下，臺灣除了堅持運輸民眾相關

返臺處理原則以外，也已提供 121

位急需返臺的國人名單，華航班機

早前已部署完畢，同時規劃好醫護

人員同行，確保登機之前與航程中

照料周全。

陳時中亦說明，已出發的華航

班機，機上一共有 4名醫師、9名

護理師，包括：小兒科、婦產科的

醫師，同時也準備了急救箱及相關

藥物，以因應登機的老弱婦孺會有

突發狀況。陳時中表示，兩岸已達

成共識，因為飛機是密閉空間，執

行包機任務的華航與東航也都會遵

照一定的檢疫標準，採檢陰性，以

及沒有發燒者才准登機。

不過，根據桃機國境單位統

計，因為原訂搭機的旅客中有部分

沒有報到，有一些因為檢疫問題遭

拒搭機，導致返臺人數比原先規劃

人數還少。總計兩架次專機搭載的

旅客總共 361人，其中包括：華

航 169人、東航 192人，而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 11日向外公

布返臺的確切數字。

第二批包機延遲抵臺    
臺商：檢疫流程滴水不漏

華航專機原本是訂定於 10日

晚間 7時 45分抵達桃園機場，不

料卻傳出飛機在武漢天河國際機場

後推至滑行道時，出現 2人體溫

過高，導致班機再度推回。其中 1

名女子因為身體不適，而她的丈

夫、兒子 1家 3口隨後被請下飛

機，班機則因此而延後約 2小時。

由於受到華航延後的影響，東航專

機也被迫延後起飛，該架班機於凌

晨 4時 8分抵達桃園機場。

根據抵達武漢機場的臺胞表

示，他們在前幾天就已經做好了

核酸檢測，9日傍晚接到臺辦電話

後，獲悉要在 10日中午前抵達指

定集合點，並出示先前經過醫院開

具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隨後再測

量體溫、基本資料填寫等流程，經

核對後，才可乘坐大巴前往機場。

這名臺商表示，乘坐車子的人

們彼此都不認識，也不敢交談。當

時目測，多半是老弱婦孺，且以小

孩居多。抵達機場報到時，才知道

這一批返臺人員大都是武漢市當

地，以及鄰近的湖北省城市為主。

據知情臺商表示，為了防止再出現

如第一次包機有 1位確診者的狀

況，第二批臺胞不僅出書面承諾，

表示自己 14天內都沒有與武漢肺

炎確診患者，或是疑似患者接觸

史，且同意返臺後接受當地的防疫

措施外。此外，每一位臺人在離家

前、抵達機場後，以及登機前，都

接受了三次體溫測量，全程也都有

醫師陪同，務必做到滴水不漏。

兩架次專機分別於 10日晚 11

時 37分，以及 11日凌晨 4時 8

分抵達了桃園國際機場。飛機降落

之後即滑行到 601接駁坪，接著

再緩緩移往原先就已安排防疫檢查

的臺灣飛機維修公司機棚。當飛機

停靠在接駁坪時，有旅客透過飛機

窗門向在場的媒體揮手，也有不少

人頻頻張望桃園機場夜色。

當旅客抵臺下機後，再次測量

體溫，並填寫健康聲明卡、相關旅

遊與居住史等資料，出現症狀者會

直接送醫隔離治療，無症狀者則會

送至指定場所安置，並進行隔離檢

疫 14天。另外，為了保護所有旅

客的隱私，在飛機停妥之後，停機

棚也立刻關閉廠棚大門。

因為返臺的旅客人數眾多，在

經過嚴密的檢疫流程後，所有人分

成多梯次搭乘遊覽車，以離開桃園

國際機場，並送往不同的隔離所。

國軍化學兵待命支援

針對第二批武漢包機規劃分

別交由中華航空、中國東方航空

各執飛一航班，行政院長蘇貞昌

10日受訪表示，政府用盡心力，

並堅持弱勢優先、防疫優先、

量力而為三原則，持續不斷溝通

後，兩岸才有共識，但得「要安全

回到臺灣才算」。

陸軍化學兵在這次武漢肺炎疫

情中扮演著防疫關鍵角色之一。總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第二批包機終於啟程，有361名滯
留武漢的臺灣人，從10日晚間到11
日凌晨，分別搭乘華航、東航專

機返臺，旅客在通過檢疫之後，

被安排前往檢疫所進行 1 4天隔
離。有人在登機前因為體溫超標

而遺憾未上機。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 COVID-19）疫情下，香港特

首林鄭月娥一直拒絕對中國全面

「封關」，被指未能及時堵截疫症

蔓延到香港。然而，林鄭月娥 10

日卻指，香港關注疫情的焦點應由

內地轉向外國。她正「知會」多國

領事，爭取即日內宣布對更多國家

或地區「封關」，又呼籲港人不要

外遊。衛生署當晚宣布，來自意大

利、部份德法地區及日本北海道的

旅客，3月 14日凌晨起入境香港

後須強制隔離 14天。

武漢肺炎從中國擴散全球。正

當韓國、伊朗、意大利等多個國家

的疫情日益嚴峻，北京當局卻宣稱

國內疫情正在「減緩」。特首林鄭

月娥 3月 10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

前見記者時，稱香港的防疫焦點，

應移轉到防止外國傳入。

林鄭月娥稱，武漢肺炎疫情已

蔓延全球超過 100個國家地區，

已有 15個國家的確診個案多過香

港，有逾千確診個案的國家持續增

加，法國和德國等地亦爆發疫情。

她又稱，香港已累計有 5宗因外遊

而輸入的確診個案，呼籲市民如非

必要不要外遊。

林鄭月娥稱，港府評估風險後

決定進一步擴大圍堵範圍，正「知

會」多國領事，爭取在同日宣布對

更多國家或地區「封關」。

目前香港已因應武漢肺炎疫

情，向伊朗、意大利北部三個

區，以及南韓發出紅色旅遊警告；

另外向法國、日本、菲律賓、巴

林、比利時、馬來西亞，以及以

色列等發出黃色警告。

大陸疫情嚴峻  
港議員促全面封關

《蘋果日報》報導，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黃碧雲指出，目前中國大

陸疫情仍未終結，港府不應放鬆針

對從大陸入境的防控措施，又批評

當局至今仍拒絕對內地全面封關

下，對港人的保障不足。此外，她

警告，政府若只將武漢肺炎視為嚴

重感冒般的風土病，將令整個防疫

戰線崩潰，提醒港人須保持警覺，

政府應對內地全面封關。

10日下午，意大利及法國的

駐港澳總領事館公布，已接獲港府

通知，來自意大利全國、德國及法

國部份地區，以及日本北海道的人

士，抵港後均需要入住檢疫中心，

轉移疫情焦點？林鄭拒封大陸卻對外封關 籲港人勿外遊

若議長訪臺將遭報復    
捷克要求撤換中國大使

根據中央社與《自由時報》報

導，經過外媒路透社披露，中國駐

捷克要換中國大使 臺外交部：掠奪政策引反感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前捷克參議院議長柯佳洛原定的

訪臺計畫遭受北京當局威脅報

復，當地政壇則湧現要求撤換中

國駐捷大使聲浪。臺灣外交部3月
10日表示，這突顯北京當局藉由
「一帶一路」掠奪性的政策操作

影響力，已經引發捷克反感。

361名第二批滯留武漢臺人，從3月10日晚間到11日凌晨，分別搭乘華航與東航專機返臺。（中央社）

統蔡英文 2月底就曾經前往位在

桃園龍崗的陸軍三三化學兵群視

導。蔡英文表示，國軍是一支平時

能救災、戰時能作戰的鋼鐵勁旅，

她有信心能夠替國人同胞，築起一

道最強健的防疫堡壘。

有軍方人士表示，化兵群截至

目前為止，已經執行第一批武漢臺

商返臺、麗星郵輪寶瓶星號下船旅

客的接駁車輛消毒、各營區的預防

性消毒，以及最近的鑽石公主號旅

客包機返臺接駁等消毒任務。

3月 10日武漢臺商第二批包

機返臺，三三化兵群整備完成、待

命，飛機返臺一落地後，就即刻進

行人員、機具消毒。據另一名軍方

人士日前聲稱，陸軍三三化學兵群

駐地桃園，扮演著北臺灣核生化、

防疫消毒工作的重要角色，至於化

學兵身上穿的防護衣，則區分為

A、B、C、D四個等級。

其中的 D級防護服不包含任

何呼吸器，是一般的工作服，包

含：手套、安全鞋、安全眼鏡、

頭盔；C級防護服是定義為使用口

罩、防毒面具就可以防護的等級，

但是仍必須穿著防護衣與其他必要

裝備，例如：執行禽流感、登革熱

等任務，即是穿著 C級，日前赴

寶瓶星號消毒的化學兵，就是穿著

C級防護服，搭配N99口罩。

若是有汙染物質恐會影響呼

吸黏膜系統，就必須穿著 B級防

護服，同時攜帶供氣式空氣呼吸

器，避免吸入汙染物質。據軍方

表示，當遇上強酸、強鹼或是高

汙染物質的場合，就必須得穿著

全包覆式、內循環，選配有救命

器、內冷卻器材、通訊系統的 A

級全罩式防護服。 2003年爆發

SARS疫情時，雖然是傳染途徑

是飛沫傳染，但因為 SARS傳染

能力強，所以化兵群就是穿著 A

級防護服前往高風險區域執行消

毒任務的。

布拉格大使館於 1月 10日寄發給

捷克總統府信函，聲稱如果參議院

議長柯佳洛（Jaroslav Kubera）

按照原定計畫 2月率團訪問臺灣，

車商 Skoda等仰賴中國市場的捷

克企業即會遭殃。

在捷克《憲法》中，參議院議

長的地位僅次於總統，是位階第二

高的職位，友臺立場鮮明的前參議

院議長柯佳洛於今年 1月 20日驟

逝，其訪臺計畫並未成行。

不過，捷克大使張建敏的舉動

已經引發捷克政壇的不滿。該報導

還稱，捷克總理巴比斯（Andrej 

Babis）在接受捷克電視臺（Czech 

Television）訪問時表示，北京

政府應該要撤換駐捷克大使張建

敏，「這個人很與眾不同，他所寫

的信完全不能接受，我們必須拒

絕。」然而，柯佳洛的繼任者維特

齊（Milo Vystr il）也將向捷克

政府提出建議，要求北京政府應當

撤換張建敏。

對此，捷克總理巴比斯曾表

示，中國大使信函內容讓人難以

接受，他將會支持人民民主黨籍

（ODS），以及新任參議院議長維

特齊的撤換中國駐捷大使提案。此

外，巴比斯也坦承，與張建敏的互

動經驗不佳。

據捷克媒體報導，中國大使張

建敏露骨的威脅信函除了引起捷克

政壇的不滿，北京政策也成為了焦

點議題。對此，有 4位政府高層

在 3月 11日（週三）討論因應對

策，據進一步瞭解，其中包括：捷

克總統齊曼（Milos Zeman）、總

理，以及參眾兩院議長，將就捷克

的外交政策舉行辯論，預計要處理

這項問題。

臺灣外交部：              
掠奪政策引發捷克反感

臺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對此

聲稱，巴比斯支持撤換中國駐捷大

強制隔離 14天。香港衛生署晚上近

9時再發稿，指將對意大利全國、

法國布爾岡－法蘭琪－康堤及大東

部地區、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

州、日本北海道，以及西班牙拉里

奧哈、馬德里及巴斯克地區發出紅

色外遊警示。由 3月 14日零時起，

所有於抵港前 14日曾到訪有關地區

的人士，須接受強制隔離。

香港118人確診染病  
鑽石公主號乘客「復陽」

據有線新聞報導，香港旅遊業

議會主席黃進達稱，受新措施影響

的德國和法國幾個地區並非旅遊熱

點，而此前對意大利地區早已發出

旅遊警示，相信已沒有香港旅行團

在當地。他認為日本北海道也沒有

香港團，因簽證安排已暫時失效。

康泰旅行社及縱橫遊都指稱，

現在並沒有旅行團在受影響地區。

不過，商業電臺報導，東瀛遊目前

有 2個旅行團身處歐洲，也都曾

到訪德國的城市。其中的一團於

15日返港，由於未清楚德國有哪

些城市納入受影響範圍，所以該團

二十多名團友有可能要接受隔離。

另外，香港 10日再多 3人確

診武漢肺炎，令確診總數增至 118

宗。其中 2人與曾參加印度旅行團

的患者有關，令該感染群組增至 8

人染病；另一患者是曾經參加過埃

及旅遊團。另外，鑽石公主號一名

在日本確診的香港人，康復出院返

港後再檢出對病毒呈陽性。衛生防

護中心提醒市民，印度當地可能已

發生社區傳播，建議市民應考慮延

遲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畫。

使提案，顯示了北京政府透過經貿

手段威脅要求捷克當局勿與臺灣交

往，同時也透過「一帶一路」於全

球操作影響力，此舉已經引發捷克

政府與民眾普遍反感。

歐江安表示，北京政府對捷克

的經貿施壓與政治威脅充分證明

了「一帶一路」是中方掠奪性政策

工具，帶有政治目的，並會對全球

經貿秩序帶來反效果，亦不具建設

性。臺灣將會持續深化與捷克政府

及國會友人的情誼，同時繼續推動

跟捷克在各方面的合作及交往，擴

大雙方共享的自由民主價值理念與

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