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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新里程碑：賴清德訪美 

2月 4日中午，正在華府訪

問的賴清德在美國國會內舉辦的

宗教自由主題會議上發言，表示

臺灣會繼續保護民眾的信仰自由

權利。該會議由「國際宗教自由

圓桌」（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oundtable）組織舉

辦，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

巴克（Sam Brownback）、美國國

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委員、英國、

韓國等國政要及多位 NGO組織負

責人受邀發言。

川普政府上台後，將推動宗教

自由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任

務，美國國務院從 2018年舉辦推

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台灣代表

曾兩度受邀出席。此次，賴清德在

發言中表示，台灣將積極與美國和

國際社會一道，保護珍貴的信仰自

由，保障民眾不會因為堅持信仰而

受到迫害。

4日上午，賴清德還會晤了美

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吉

姆  里施（Jim Risch）、參議員梅

南德茲（ Robert Menendez）和科

里 .加德納（Cory Gardner）。  

里施和加德納都表示，在武漢肺炎

爆發之際，世界衛生組織應給予臺

灣全面、透明的支持；里施還表示

要全力支持臺美之間簽訂「自由貿

易協定」；梅南德茲則表示，很期

待與蔡英文政府合作，要加強臺美

關係；加德納說，在北京持續施壓

臺灣的情況下，美國重申對臺灣的

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賴清德此行的目的是要參加

2月 6日在希爾頓酒店舉行的全

美祈禱早餐會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美國國務院外交政策

平臺 ShareAmerica介紹，每年

2月的首個星期四華盛頓都將舉行

全國祈禱早餐會，美國總統將在會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臺灣候任副總統賴清德2月3日抵
達華盛頓進行訪問。賴清德此次

是以個人身分訪美，是臺美斷交

後訪問華府的最高層級臺灣政界

人士。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高雄市第三屆、鳳山區市議員、時

代力量成員之一的黃捷，因為在

2019年質詢高雄市長韓國瑜後出

名，雖然獲得大批網友支持，卻也

遭到韓粉攻擊。近期罷韓活動如火

如荼進行中，而黃捷在昨天（3日）

則收到一封恐嚇信，信中還夾雜著

5張紙錢，凶手甚至還冒名民進黨

立委吳秉叡，黃捷隨後表示將對惡

意恐嚇的人進行提告，絕不姑息。

韓粉恐嚇黃捷竟送紙錢 
黃捷：絕不姑息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高雄市

鳳山區時代力量市議員黃捷，在去

年 5月 3日質詢市長韓國瑜時，遭

到韓國瑜接連三次回覆「高雄要發大

財」，讓黃捷當場大翻白眼。黃捷後

續質詢韓國瑜的相關影片亦在網絡

瘋傳，上萬名網友湧入黃捷臉書，

狂讚表態支持。只是，黃捷雖然獲

得讚揚，卻也遭到大批韓粉攻擊。

黃捷 3日於臉書 PO文表示：

「我收到冥紙恐嚇信。」該信件中

還附上 5張冥紙，每一張冥紙上面

都寫著「一百萬」，而裝信的信封

袋上則署名民進黨立委吳秉叡。不

過，再仔細一看，隨信夾附的並非

「冥紙」，而是專燒給神明的「紙

錢」。收到該信的黃捷哭笑不得的

表示：「心情複雜。」

除了恐嚇信，也有多位網友出

現在黃捷粉專上，以言語侮辱，對

黃捷進行人身攻擊，並再度聲稱要

罷免黃捷。黃捷則是透過 PO文再

度呼籲韓市長的支持者，「即便立

場不同，也應遵守法律的底線，不

論是網絡或是實體的恐嚇，我都將

保留證據，進行提告，勿讓惡質的

仇恨風氣更加猖狂盛行」。

面對「這些威脅和報復行為」，

黃捷表示，只會讓「罷韓行動更團結

堅定」，她認為，若是有人因此而

害怕，只是更顯示罷韓的他們「在

做對的事情」，所以「不必退縮畏

懼」，她亦堅定表達「罷韓仍要繼

續」的立場。

面對韓粉揚言罷免，黃捷則回

說，自己其實一點都不擔心罷免，

因為她只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

做得不夠多」，黃捷表示，只要她

還在任期內，即便是最後一天，她

都會做好份內工作，「持續爭取未

能彰顯的公義，關心未能發聲的人

群」，這也才是她擔任市議員這份

工作最重要的意義。對於收到恐嚇

高雄市議員黃捷收到恐嚇信 冒名立委夾帶紙錢 不排除提告

世衛更正。

中國將臺灣孤立在國際社會

外，並持續對世衛組織施壓，其中

包括美、日、加等多國發聲力挺臺

灣，認為臺灣無法取得當前全球健

康問題的重要信息，同時也無法和

世衛，以及其他會員國協調合作，

針對疫情產生的危機做出更統一的

全球應對措施，而全球社會都將因

此受害。

然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 4 日發布新聞稿表示，世衛

誤植臺灣病例數為 13例，並不

當將臺灣通報的確診病例列於「 

Taipei，China 」（臺北，中國）

項下，指揮中心已經由國際衛生條

例（IHR）聯繫管道對世衛表達抗

議，並要求世衛更正，除了修訂臺

灣目前實際確診病例數為 10例以

外，同時要求更正臺灣名稱。

臺灣的 10名確診個案狀況持

續進步、穩定，目前則持續住院

隔離。這 10名個案的接觸者總計

513人，其中包括 38人有症狀已

通報（目前已排除 34人、4人檢

驗中）。不過，臺灣又新增 1名武

漢肺炎的確診個案，亦為第一批武

漢臺商 4日包機返臺時，3名隔離

病人中的 1名。截至發稿時間，

臺灣確診武漢肺炎個案達 11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3日

由於武漢肺炎疫情蔓延逾 20

國，並出現了人傳人的現象，世衛

組織於 1月 30日宣告疫情已構成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但是二度排除同樣出現感染病例的

臺灣參與相關會議，亦將臺灣不當

列在中國項下，導致意大利禁止臺

灣航班。世衛在 3日晚間公布的

疫情報告中，連結最新開發的全球

疫情信息地圖，包括全球確診病例

數，其中包含中國各省、地區與城

市的病例數，以及中國境外的國家

之確診病例數。

但是，這份全球疫情信息地圖

卻將臺灣排除在外，臺灣在地圖上

不僅沒有名稱，也沒有顯示病例，

進一步到中國疫情欄目中，出現一

欄未寫地名 10個確例確診，點進

去後，省分欄上則寫著臺北。因為

世衛疫情報告不當把臺灣通報的確

診病例列於中國項下，使得駐日內

瓦辦事處持續嚴正抗議，立即要求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臺灣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日表示，

第一批自湖北武漢返臺臺商，

總共 247人已於昨日深夜 11點

多抵達臺灣，在凌晨 3點完成

入境檢疫程序，其中 3人有症

狀 (1人發燒、2人咳嗽 )、1幼

童腹痛 (由 1名家長陪同 )，

5人直接後送收治負壓隔離病

房，其餘分別送往 3處檢疫場

所隔離。

據中央社報導，中國武漢封

城後，約有 470多名臺商滯留當

地，經多方努力，2月 3日，首

架武漢臺商包機，當晚搭載 200

多名臺商返臺。當晚 11時 40分

專機抵達桃園機場後，臺商立刻

被安排在臺灣飛機維修公司的機

棚，進行防疫檢查。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表示，針對搭乘專機

自武漢回臺的臺商，將施行嚴格

的一人一室隔離檢疫措施。

檢疫場每日需監測兩次體

溫，如發現有患者出現發燒、

呼吸道症狀或身體不適時，會

立即送就醫，場所也會提供口

罩等相關防護裝備供檢疫者及

工作人員使用，集中檢疫者不

能外出，且活動範圍以檢疫房

間為主，因此與附近居民不會

有接觸。指揮中心監測應變官

莊人祥也表示，隔離臺商的檢

疫場所在北、中、南都有，有

的地點可以收容 100、200人，

並有醫護人員值班，以因應萬

一有人出現不適症狀，可立即

處理。

對於返臺臺商的心情狀

況，陳時中表示，大家都很配

合，但不免感到心酸，因為現

場有好多小孩子，也很天真可

愛。但他也透露，到入住的臺

中檢疫所後，有一、兩位心情

不太穩定，推測是因為熬很

久，又帶著 N95口罩，再加上

可能長時間沒有吃飯，因此情

緒比較激動。

一名搭乘該班機的武漢臺

商則向媒體表示，在去機場的

路上，完全沒有看見人和車，

這是他到武漢 20多年來，從未

看過的場景。也有人在飛機抵

達臺灣後，難掩激動情緒，急

著打電話向家人報平安。

另外，陸委會處長蔡志儒

表示，關於其他大陸封城城市

的滯留臺商返臺事宜，陸委會

值班電話與海基會服務專線

持續接到其他城市臺商電話反

映，並且與臺商相關群組都有

持續保持聯繫，目前也與中方

持續溝通中，希望很快能夠有

具體結果。

針對臺灣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以及參加WHO活動表示，WHO

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聯合國專

門機構，因此必須得在「一個中

國」原則之下，通過兩岸協商來做

出「合情合理安排」；華春瑩聲稱，

「臺灣地區」能夠及時取得世衛發

布的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 4日表

示，中國外交部罔顧兩岸互不隸屬

的政治現實，亦無視武漢肺炎疫情

對包含臺灣 2300萬人在內的全球

人民所造成的嚴重威脅，並持續以

虛構的「一個中國原則」，作為臺

灣參加WHO等國際組織的政治前

提，無異是對臺灣人民遂行「政治

勒索」，充分展現出中共蠻橫無理

的邪惡本質。中華民國（臺灣）外

交部對此表達最嚴正的抗議與不滿。

歐江安稱，臺灣雖然已在「國

際衛生條例」（IHR）的架構下和

WHO建立聯繫管道，但是WHO

始終礙於北京當局的壓力，對於臺

灣要求提供更多的疫情信息的訴求

均未做出具體回應，亦不邀請臺

灣專家參與防疫相關的「緊急委員

會」會議，導致臺灣無法即時完整

獲得最新疫情發展，並且深入參與

防治方式的討論。歐江安重申，唯

有臺灣的民選政府，才能夠在國際

社會上代表臺灣 2300萬人民。

滯陸臺商歸臺 檢疫出爐了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近日將臺灣列在中

國項下引發抗議，其最新公布的

武漢肺炎疫情更是進一步將臺灣

自全球地圖上給排除，除了沒寫

出臺灣以外，也沒有列出病例，

突顯了全球防疫出現缺口風險。

上發表講話，數千位宗教領導人、

決策人、工商界人士，也將出席這

個為全球人民祈福的宗教活動。賴

清德將出席一年一度的「全美祈禱

早餐會」，有機會與美國總統川普

碰面。

美國與臺灣於 1979年斷交，

之後美國限制正副總統、行政院正

副院長、外交部長與國防部長等六

個官銜的臺灣高官，不得前往華府

訪問。自美臺斷交以來，賴清德是

到華盛頓公開訪問級別最高的臺灣

高官。

2018年，美國國會一致通過

了《臺灣旅行法》，鼓勵美臺雙方

所有層級官員進行互訪，以加強雙

方關係。後來，臺灣國安會秘書長

李大維在 2019年 5月訪問華府，

與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波頓

（John Bolton）會面，此乃臺美

斷交後首例。

談及北京會對這次賴清德出訪

有何反應，蕭美琴對美國之音表

示，她不想對後續衍生的一些狀況

做出分析和預測。她說：祈禱早餐

會的精神，是對宗教自由的重視，

美臺在推動全球信仰自由上有共同

的經驗，對於雙方來說是很好的合

作基礎。

賴清德（右二）4日會晤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里契（左二）、首席議員梅南德茲（右）與參院外委會亞太
小組主席賈德納（左）。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截圖）

信一事，黃捷則表示將會對這些惡

意恐嚇的人進行提告，絕不姑息。

遭冒名恐嚇黃捷          
吳秉叡：不排除提告

針對黃捷在臉書貼出收到的恐

嚇信與 5張紙錢一事，遭到恐嚇者

冒名的民進黨立委吳秉叡稍後亦做

出回應。吳秉叡本人在臉書 PO文

表示，「在此要提醒民眾，冒用他

人名義不僅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權，

更觸犯了刑法的偽造私文書罪。」

吳秉叡亦表示，將會與「黃捷議員

的服務處聯絡，以取得相關信息及

事證，後續不排除將遵循法律途徑

予以處理。

吳秉叡還表示，民意代表是身

處輿論的風口浪尖，難免得面對不

同立場的民眾所提出的質疑，但是

他對於這種不理性亦違法的行為表

示譴責，同時「奉勸民眾勿以身試

法傷害他人，希望讓公共議題的討

論回歸理性，才能讓這個社會更加

進步。」

議員黃捷自從過年前起，就陸

續接獲多通騷擾電話與網絡留言，

如今在接獲紙錢恐嚇信件之後，立

即請服務處主任代為報案，而鳳山

警分局忠孝所亦已受理報案。目前

警方已經針對信件採集微物跡證，

例如：指紋、DNA等，送交比對。

此外，根據郵戳顯示，研判恐嚇信

件是來自新北市新莊地區，目前已

請轄區警方協助調閱監視器畫面；

警方也表示，尚未鎖定特定對象，

但將會加強黃捷服務處巡邏，並會

主動詢問黃捷是否要申請隨扈，給

予她最大的協助。

WHO將臺灣排除在疫情地圖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