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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紅色旅遊警示 不含中澳臺

在當前疫情嚴峻的形勢下，

港府 2月初已規定從中國大陸來

港人士須接受 14天強制檢疫。如

今，港府再向大陸、澳門及臺灣

以外的全球地區發出紅色旅遊警

示。這意味著除了從中國大陸、

臺灣及澳門來港的人士，所有人

抵港後都需要隔離檢疫或醫學監

察兩星期。

香港的旅遊警示分為最低的

黃色、中度的紅色，以及最嚴重

的黑色。紅色旅遊警示代表有關

地區有明顯威脅，市民需調整行

程，如非必要，應避免前往。

特首林鄭月娥 3月 17日出

席行政會議前宣布上述措施將從

3月 19日凌晨零時起實施。她解

釋，目前全球 140多個國家受疫

情影響，過去兩星期香港新增的

57例感染個案中，其中九成（50

宗）屬輸入或因密切接觸者而感

染。政府若不採取較嚴格措施，

擔憂之前兩個多月來的防疫工作

將前功盡棄。

港府宣布對全球「封關」前，

澳門政府早一日（16日）已宣布

強制檢疫所有非中港臺入境者 14

天，今日已開始實施，港府被質

疑防疫「慢半拍」。林鄭稱，香

港屬航空樞紐，外地留學生數以

萬計，難以跟澳門比較，且港府

希望有 48至 72小時準備，否則

會引起混亂。不過在港府推出新

措施後，澳門進一步宣布，明日

起禁止非中港澳臺居民入境，再

比香港走前一步。

紅色警示不包大陸       
全國復工恐有新疫潮

林鄭月娥也被追問為何紅色

外遊警示不包括疫情源頭中國，

以及澳門和臺灣。林鄭稱此機制

一向只適用於中國以外地方，不

等於港府沒有防控內地患者輸入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香港

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指出，港府封關措施應更加嚴

格，未來一個月應拒絕所有非香

港居民入境。他解釋，未來兩星期

將有不少港人留學生從世界各地返

港，部分人可能會發病，為集中力

量應對可能湧現的確診病人，港府

應暫時不讓非香港居民入境，以

騰出檢疫設施讓港人使用。

公民黨亦發表聲明，不滿政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香港爆發第二波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特首林鄭月娥
今日（3月17日）宣布，將發出全
球紅色旅遊警示，所有入境者週

四（19日）凌晨起均須強制檢疫，
但不包括中國大陸以及澳門、臺

灣。專家和議員批評港府應更嚴

格封關，未來一個月拒絕所有非

香港居民、包括大陸人入境。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雙月刊 17日報導，聲

稱「對中國的恐懼」，造就了臺

灣抗疫成功。北京當局竟在中共

肺炎 (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 

COVID-19）肆虐各國時期，多

次派遣軍機繞臺，16日晚間 19

時，又傳出共機在臺灣西南外海進

行夜航訓練的消息。

美外交政策雜誌：       
對中恐懼 造就抗疫成功
據「中央社」報導，「恐懼

中國造就臺灣抗疫成功故事」

（Fear of China Made Taiwan a 

Coronavirus Success Story）一文

開宗明義寫道，中共肺炎（又稱

武漢肺炎）疫情現在已經擴散世

界大半地區，病例突破了 16萬，

但是有個國家卻似乎守了下來，

儘管她距離中國僅僅 176公里。

這一個國家就是臺灣。

文章表示，臺灣被世界衛生

組織（WHO，簡稱：世衛組織）

拒於門外，又三天兩頭被北京政

府欺負，簡而言之就是抗疫全得

靠自己；臺灣自力抗疫的諸多作

為看起來簡單，其實背後下足了

工夫。抗疫對策包括了及早戒

備、前瞻作為、信息分享、運用

科技分析大數據，以及線上平臺

等等，透明且讓民眾參與的程度

令人印象深刻，與北京政府動用

嚴厲的強制措施及檢查的作為大

相逕庭。

文章提及，臺灣有數十萬人在

中國工作，兩岸往來飛航與旅行

頻繁，因此從 2019年 12月武漢

開始出現一種神祕疾病以後，臺

灣就以高度緊急事件看待，並早

早採取措施，包括 2019年 12月

31日啟動從武漢直航入境班機的

登機檢疫；2020年 1月 23日起

則是禁止武漢居民入境；1月 25

日起禁止旅行團赴中國大陸；2月

6日全面禁止中大陸旅客入境等。

此外，臺灣也很早就注意到

確保醫療器材充足的必要性，其

中包括口罩在內。政府 1月 24日

起禁止口罩出口之餘，同時也要

求國內廠商要加緊生產，現在口

罩的單日產量已經高達 1000萬

片。為了確保協調無礙，成立了

由衛福部領導的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整合資源、天天召開記

者會，一旦出現感染病例立即迅

美外交政策雜誌分析：對中國的擔憂 造就臺灣抗疫成功

其中一位本土病例近期並未

出國，而疫調還在進行中；陳時

中表示，目前臺灣疫情已進入境

外移入高峰期，指揮中心也擬

對明知故犯出國者開罰、公布

姓名。指揮官陳時中表示，不會

對政策宣布前已經出國者進行懲

罰，至於罰多少、公布姓名等都

會再視情況決定。

單日增10例確診創新高 
6人為旅行團群聚
據報導，指揮中心指揮官陳

境外移入高峰期 臺灣擬對明知故犯出國者懲罰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中共肺炎(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
炎， COVID-19）疫情延燒，各國
紛紛祭出防疫措施或相關罰則。臺

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7日宣
布新增10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包
括6人為土耳其旅行團群聚感染，
將會持續針對其他團員、相關接觸

者擴大追蹤及採檢。不過，18日陳
時中指揮官在記者會上，又宣布

新增了23例，有21例為境外移入
病例（4例與土耳其旅遊團群聚相
關）、2例為本土病例。

因COVID-19(又稱中共病毒， 武漢肺炎病毒)疫情，香港3月17日宣布對全球發出紅色旅遊警示（龐大衛 / 看中國）

府仍未禁止高風險染病地區人士

入境香港。立法會議員郭家麒

指，上述措施不足夠，亦「來得

太遲」。現時歐洲神根地區及伊

朗等地，確診數目持續上升，例

如：意大利升至近 2.8萬例確診、

伊朗近 1.5萬例、德國逾 6000例

等，呼籲政府暫停所有非本港居

民入境香港。郭家麒亦強調，中

國大陸未來可能全國復工，未能

預計復工後的染病風險，促港府

勿掉以輕心，應對內地實行旅遊

警示及全面封關。

香港6萬人正接受檢疫 
林鄭月娥透露，目前香港有 6

萬人正接受強制家居檢疫，牽涉

大量政府人手，包括紀律部隊須

安排突擊檢查。目前違反檢疫令

人數很少，政府會起訴至少2人，

其餘數十例會視乎證據再決定是

否檢控。

另外，林鄭稱非常關心留學

生情況，已建議國泰航空加開班

次接載他們返港。她也表示，本

港學校在 4月 20日全面復課已經

「沒甚麼可能」，特區政府會繼續

維持各項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

包括取消所有大型活動。她又稱

當局4月會公布分發口罩的安排。

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也指，具有足

夠條件才決定復課的日期。

時中 17日下午在記者會上宣布，

新增 10例病例。案 68至 70、案

73是 2女 2男，年齡介於 20多

歲到 60多歲之間，分別居住在北

部、中部（各 2例），3月 4日到

13日前往土耳其旅遊（與案 56、

57與案 65至 67同團），其中包

括 1人無症狀，經由衛生單位安

排就醫採檢，其餘 3人發病日介

於 3月 7日到 14日，經就醫採檢

通報，均確診。該旅行團截至目

前已累計 9人確診，掌握接觸者

共 148人。

案 71是北部 60多歲男性，

3月 3日到 12日參加埃及團體旅

遊（與案 55、63同團），從 3月

13日起陸續出現咳嗽、流鼻水、

腹瀉症狀，3月 15日由衛生單位

安排就醫，經診斷發現肺炎情形

並採檢通報，是該旅行團第 3名

確診病例。

案 72是南部 70多歲女性，

3月 5日到 14日與家人（案 61）

參加奧地利、捷克旅遊團，3月

15日開始出現發燒症狀，同時也

有肺炎情形，由醫院採檢通報，

在今天確診，是該旅行團第 2名

確診病例；目前掌握相關接觸者

共 56人。

案 74是南部 30多歲男性，

2月 25日到 3月 10日與 7名親

友赴冰島自助旅遊，返臺之後在

3月 14日出現牙痛、全身倦怠症

狀，在 15日就醫時因為有國外旅

遊史經由醫院採檢通報，也在 17

日確診，目前已初步掌握接觸者

共 36人。

案 75是南部 20多歲男性，

2月 23日到 3月 8日赴德國旅

遊，3月 8日返臺之後出現流鼻水

症狀，11日出現自覺嗅覺喪失，

13日前往診所就醫，因為症狀沒

有改善，再度於 16日前往醫院就

醫，經過診斷發現肺炎情形，遂

採檢通報，17日確診，目前初步

掌握接觸者 9人。

案 76是北部 30多歲女性，3

月 1日到 12日與 2名友人赴法國

巴黎旅遊，從 12日起開始出現喉

嚨痛症狀，15日出現流鼻水，16

日則在就醫後採檢通報，也在 17

日確診。案 77是北部 60多歲女

性，1月 20日從臺灣經杜拜轉機

到捷克旅遊，並在 3月 7日自捷

克搭機前往美國紐約探親，16日

入境。 3月 10日時在紐約當地出

現發燒、腹瀉症狀，14日於當地

就醫，16日返臺之後因為出現喉

嚨癢、咳嗽症狀，遂直接前往醫

院就醫，隨後立即採檢通報，並

在 17日確診。

新增確診案例中，也包括 1

例是南部某大學學生。對此，教

育部表示，該生接觸的 2名同學

已經居家隔離，相關 9門課程也

改為線上教學。

擬對明知故犯旅客開罰

雖然疫情延燒，仍然有人貪

圖這段期間的旅費較為便宜或不

願更改行程而堅持出國。指揮中

心表示，針對明知故犯出國者，

擬開罰，並將公布其姓名。陳時

中表示，今天新增了 10例境外移

入病例，防疫單位還能夠一一做

疫調，如果萬一是一次新增 100

例，防疫人員不可能針對這 100

個人一圈圈去查。

鑒於近來境外移入病例連續

創下單日病例數新高，亦有人詢

問總統蔡英文是否會發布緊急命

令。立委林昶佐對此表示，全球

COVID-19疫情變化快速，立法

程序恐怕趕不上病毒的傳播，以

速追蹤，同時也透過電視廣告及

張貼海報等方式來加強宣導。

身為科技大國的臺灣，在抗

疫上當然少不了科技，例如：使

用大數據分析、開發口罩地圖、

建立感染者的足跡地圖；透過健

保卡可以查詢居民過去 14天的旅

遊史，讓醫療院所與藥局在面對

患者時能即時得知、有所因應；

自我隔離者在按時報到並安裝手

機追蹤系統。

文章另表示，北京當局繼

2016 年限制旅團來臺以後，

2019年則是限縮來臺自由行，這

些對於臺灣抗疫幫了點小忙。實

際上，北京政府的持續霸凌，也

導致臺灣在面對疫情時更有警覺

心，也更堅定自力抗疫決心；不

時面對中國假新聞與軍事威脅，

在 2003年 SARS期間北京政府

就隱匿重要醫療信息，這些都讓

臺灣知道，凡是中國大陸發生大

問題，就得全面警戒。

文章總結，現在其他國家已

然太遲，但是仍可以專注在公眾

教育與科技運用方面，抗疫有成

的國家則可以伸援他國，而「儘

管被中國排擠，或許最適合這麼

做的是臺灣─如果其他國家同意

的話」。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表示「中共

不停地藉由疾病和武器，試探、侵

擾、攻擊臺灣」，北京「在臺灣抗

疫的時刻，上個月派遣軍機擾臺足

足三次，昨天晚上再度派軍機挑釁

臺灣！」林俊憲強調，「面對病毒

攻擊，我們能做的就是時刻警戒、

強健自身的免疫力！」

及即時實際情況的發展，因此，

建議總統蔡英文審慎考慮依憲法

增修條文的規定，並由行政院會

議決議發布緊急命令，隨後請立

法院追認，做好把關的責任。

然而，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表示，案例增加速度雖然很

快，但是大多是境外移入，也沒

到醫療界無法負擔的情況，目前

不會這樣做，因此才會決定針對

明知故犯者公布其姓名，讓民眾

也來幫忙，避免防疫體系因為明

知故犯者出現破口、醫療體系負

荷過重。

加強入境管制

陳時中 17日表示，將要對第

三級旅遊警示國家外籍人士祭出管

制入境的措施，免簽待遇都取消，

除了特殊理由經由外館簽證才能夠

進入臺灣，仍要居家檢疫 14天；

目前國內的醫療體系承擔沒問題，

最大量能可以達到 2萬床。

陳時中強調，歐美案例持續大

爆發，對於出國要回來的希望能夠

控制住，因此對於邊境防堵上要加

快，採檢對象群的標準會放更寬，

盡可能匡列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