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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台灣禁口罩出口一事談

起，他還透過影片字幕強調，“民

主台灣對人民的重視程度”等同

“中國大陸對領導重視程度”。過

程中亦提及在武漢肺炎爆發後，

“國際民航組織”（ICAO）拒絕將

“民航機場疫情的信息和處置的經

驗通報給台灣”，並將推特上力挺

台灣的帳號給拉黑。

Leonard接著說明，該組織

的秘書長是一位中國人，而這件

事情只是因為“中國政治需要”，

而且是屬於“一貫打壓台灣的諸多

作法中的其中一個很小的事情”，

他還認為，這是中國政府“一個日

常的操作”。

不過，Leonard強調，“現在

是人命關天的疫情爆發的時刻”，

中國也要套上政治問題打壓台

灣，“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問題”。

Leonard還表示，2003年爆
發 SARS疫情時，中國依然拒絕

讓台灣加入世衛組織，導致台灣

日後在取得疫情防控的資訊上，

在 爆 發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
情之前，台灣與中國網友屢屢因

為政治議題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

論戰，如今武漢肺炎疫情嚴峻，

雙方網友依然就相關議題爭論不

休，無論是行政院長蘇貞昌禁口

罩出口一個月、台商包機返台及

其名單等話題，雙方炮火猛烈。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中國

網紅 Leonard在 1月 29日發布
標題為《台灣禁出口罩，大陸人看

范瑋琪和館長吵架，誰比較有道

理？ 》的影片，Leonard於影片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自從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台灣與中國網友已經針對口罩禁

輸令、是否要援助中國、台商包機

返台、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等議題，

多次在網絡上掀起論戰，甚至連藝

人也加入了戰局。然而，北京當局

無視境內疫情嚴峻，反而派遣多架

軍機連續在 9、10兩日二度繞台，
引發爭議；中國網紅 Leonard日
前曾拍片聲援台灣，他表示，不翻

牆的中國網友，根本不知道北京當

局為了打壓台灣，曾經“做過哪些

喪心病狂的事情”。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香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武漢

肺炎）疫情持續擴大，驚現一幢

公屋不同樓層居民連環確診的個

案。港府 2月 11日凌晨緊急撤離
事發大樓過百名居民，安排入住

隔離營。由於確診患者單位相隔

達 10層樓，專家相信病毒可能經
糞渠排氣管傳播，但情況與 2003
年的「淘大花園」爆發事件有別。

事發現場是青衣公共屋邨長

康邨康美樓，一名 62歲女子星期
一（2月 10日）確診感染武漢肺
炎。她與香港第 12宗確診的 75
歲男患者，都是居住在該幢樓 A

座「07室」，只是一個住 3樓，
一個住 13樓，兩個單位共同一
條糞渠。經調查後發現，住 3樓
的女子家中糞渠的排氣管沒有密

封，不排除新冠病毒經空氣從樓

上傳播到樓下。當局決定對全幢

樓所有「07室」住戶發出「檢疫
令」，緊急疏散並安排隔離。

深夜撤离上百居民

2月 10日深夜起，大批身穿
防護衣物的衛生署人員等在康美

樓逐層拍門，安排撤離居民；樓

下則有大批穿保護衣的防暴警、

軍裝警察和警車，將大樓外圍封

鎖。一百多名居民凌晨乘坐多輛

旅遊巴，被送往美孚饒宗頤文化

館、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等 4個隔
離營。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傳染病

學講座教授袁國勇到過康美樓實

地視察後，11日凌晨 12時許與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加慶一同見

記者。黃加慶指，住 3樓的 62歲
女患者到過澳門，2月 3日開始咳
嗽，三次向私家醫生求診，9日到
瑪嘉烈醫院入院後確診，同住的

兒子和媳婦都出現症狀要送院。

至於住 13樓男病人上月 22日發
病，30日確診，一度隱瞞自己到
過大陸。

當局調查後發現，出事的 A

座 07室樓上樓下單位，接駁同一
糞渠，糞渠的排氣管在室內，並

無密封。袁國勇指，兩名病人相

隔 10層樓，不排除樓上的男患者
發病後在家中如廁，病毒經糞便

停留在糞渠內。而當女患者在樓

下單位廁所打開抽氣扇時，新型

冠狀病毒就可能從漏氣的糞渠排

氣管洩出，導致她受感染。「潛

在風險很明顯，有理由擔心空氣

香港公屋居民相隔10層樓仍染疫  過百居民于深夜撤離

和台師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

近日在《海峽論談》節目中受邀作

時局分析。

范世平：國民黨七人小組一

開始，包括代理黨主席還有武漢

台商系會會長的確扮演了協調的

角色，後來國民黨中央委員徐正

文比較有爭議性，他是北京市的

特約政協委員，同時也是杭州的

特約政協委員，他又是所謂的和

統會成員，他的身份一直比較有

爭議，他在這次武漢台人返鄉中

也扮演了角色。

就是說，台灣這邊有三方

面，海基會、國民黨中央委員與

國民黨七人小組，原本我們去武

漢的只有老弱婦女，本來只是短

期停留武漢，台商在當地都有家

庭與住宅，而不少人去武漢只是

去探親訪友、旅遊，短期停留，

他們帶的衣服也不夠，也沒有住

所。被迫留在武漢有很多人的盤

纏都沒有了，需要返回台灣。

北京當局很堅持，如果台灣

派飛機與專家去接他們，就有種

撤僑的感覺，北京當局不希望台

灣是運用撤僑的方式離開，撤僑

就等於台灣與美國、日本一樣，

是跟中國大陸沒有關係的。於

是，返台名單是根據台灣這邊的

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7日重申，
現階段處理下一次包機，要以弱

勢優先、檢疫優先原則，並強調

疫病處理和人民生命是最優先考

慮，「沒有政治考量」。此外，目

前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蔓延，全球多國受到其害，美

國與日本相繼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應該納入台灣。北京當

局批評這是「以疫謀獨」。

另外一方面，武漢返台包機

也因為名單爭議及後續發現感

染者，也有人質疑這是「木馬屠

城」；那麼武漢肺炎是否會進一步

激化兩岸矛盾？

台灣前陸委會副主委黃介正

名單，供這些登記的朋友有非常

妥善、事先的檢查，如果出現確

認病例就不要他上機了，否則會

造成其他二百多名的乘客與機組

人員的感染。

我們大概提出這兩點要求，

對岸也都同意，可是我們在 2月
3號落地的時候，看到了整個豬
羊變色，裡面除了有一名已經確

定的帶原者以外，其餘的名單與

海基會當初希望的老弱婦女的名

單大相徑庭，裡頭有非常多的台

商。台商在大陸有房子，可以在

那邊安心的自我隔離，另外還有

三十幾名陸配，這就令台灣覺得

北京當局為什麼沒有遵守諾言，

而且這些台商跟武漢市的台辦關

係匪淺，是否通過特權或是走後

門的方式來登機，這就引發台灣

民眾的不滿，醫護人員也覺得北

京當局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

另外，將確診者也同機帶

回，增加台灣防疫的困難。如果

北京當局無法做到兩岸協商，不

希望有確診者登記，返台名單由

我們自己來定，這樣才能夠達到

防疫目的。這次 2 月 3 號陸委
會取得的名單是在飛機起飛前一

個小時才拿到，而且都是英文拼

音，無法辨識返台者。

武漢肺炎激化兩岸矛盾  從包機返台談「木馬屠城」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針對滯留武漢台人包機返台，2月
7日台灣有吳欣岱醫師發起醫療人
員拒絕無限制包機返台的連署「支

持政府堅守防疫底線」。吳欣岱向

台灣官方喊話，武漢台人的返台

包機提出三項訴求：台灣政府主導

實際登機人員，以有緊急需要之國

民為優先；由本國防疫人員陪同，

落實機上防護、來台隔離及篩檢；

審慎評估台灣本地的醫療能量，包

機完成一批再開放下一批。

充滿諸多困難。當時會後，台灣

記者質問中國外交官沙祖康是否

聽見台灣 2300萬人的需要，沒想
到沙祖康回說，“早就該拒絕了，

你沒聽到大會做的決定嗎，誰理

你們。”

Leonard還表示，北京當局

還在 SARS疫情期間，就有警告

世衛組織不要派人協助台灣。他

強調，這類事情是數不勝數。

Leonard又舉出台灣的 921
大地震為例，當時北京當局也是

“訓斥全世界的紅十字會組織，讓

他們不許到台灣去協助”，若要協

助得經過中方同意，並且禁止各

國救援隊的飛機通過中方的空中

走廊前往台灣進行救援，此事亦

導致俄羅斯派出的飛機延遲了抵

台時間。

Leonard還引述網友留言，

對比台、中兩方的行徑：台灣在

1999年中國發生大洪水後，曾經
捐助了 7.2億台幣；中國在 2008
年發生汶川地震之後，截至 2009
之間，台灣官方與民間合計捐助

70.5億台幣。
接著，Leonard再度提及禁

口罩出口措施，他說，台灣實施

限制口罩出口一個月的政令，“不

是只針對中國”。

傳染是一個可能性。」袁國勇說。

糞渠排氣管漏氣播毒

袁 國 勇 指， 根 據 2003 年
SARS爆發經驗，發現病毒可經

空氣傳播；當年 SARS在淘大花

園經由乾涸的廁所 U型隔氣口（U

型渠）傳播。今次康美樓的 U型

渠無乾涸問題，但就有糞渠排氣

問題。因此，最安全做法是撤走

A座全幢住在 07室的居民，讓工
程師仔細檢查全幢樓的糞渠設計。

2月 11日早上，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透露，康美樓共有

34層，其中有 32戶 07單位住戶
需要疏散，當中 20戶凌晨已搬入
隔離營，暫時有 4名居民出現武
漢肺炎病徵，分送三間醫院隔離

治療。另有 9戶未能聯絡，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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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批當局疫情失控又擾臺

北京當局在疫情失控期間，仍在打壓台灣，中國網紅 Leonard怒批。（国防部提供）

台灣仍是強調因為兩岸沒有

協商，若是又有確診者回來，會

造成台灣疫情的失控。我覺得這

一方面還是需要雙方坐下來談

判，不是只靠國民黨七人小組，

這是目前的狀態。

黃介正： 我們自旁觀者來

看，可能認為是老弱婦孺最需

要，但是在武漢地區很多人認

為，無論是老弱婦孺，不管是

誰，只要是有關係的，首先離開

武漢是第一優先，因此我們可以

看見人性脆弱的一面，也可以看

見兩岸政治沒有互信的一面。這

種事情要好好做，就必須要少一

點政治算計。

此外，台灣在與大陸交涉

時，雖然面臨這種情況，不過我

們自己也得承認，台灣北中南三

個地區接受自武漢不管是送返，

還是撤回的台胞，或是眷屬，這

些的隔離設施的容納量到底如

何。無論包機，或是這種特定的

班機，一旦開航就會再有後續的

航班進來，一架班機能夠處理，

後五架還可以嗎？若是武漢的台

商統統要比照辦理，都要回來的

話，我想 20架、30架都不夠。
范世平： 關於這次 2月 3日

來台灣的所謂確診者是「木馬屠

城」，我覺得不宜做這樣的揣

測，北京當局應該是無心之過，

因為之前可能沒有經過完整的篩

選。武漢市台辦 7日突然透過《新
華社》對台灣提出質疑，認為 3日
返台確診者是台灣造假，提出了 7
點質疑。

主要還是因為國台辦對《新華

社》發表的 2月 3日首批台人返台
出現很多疏漏之處，引發台媒的

反彈，導致國台辦認為武漢市台

辦太過草率，而武漢市台辦為了

自保，就說是台灣在做假新聞。

我覺得中國的武漢疫情從上

到下隱瞞疫情已經被國際所知，

包括李文亮醫師勇於提出疫情反

倒被警察抓捕，而他在前兩天（6
日）不幸離世引發大陸民眾的反

彈。因此，武漢政府隱秘疫情，

已經是眾所皆知，武漢市台辦卻

還指責台灣衛服部，說我們假造

了一名確診者台商；指責北京當

局木馬屠城，我覺得這就太過政

治性了。

這名確診者的確診斷是陽

性，依照武漢市台辦的說法是沒

有發燒，不過沒有發燒不表示不

會產生疫情。所以，武漢市台辦

做的這些辯解，反倒是越描越

黑，沒有必要。

中午再封鎖大廈，準備第二輪撤

離工作。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則指，調查顯示 3樓女住戶的單
位排氣管可能改裝過，會繼續作

深入調查。

不排除空氣傳播風險

袁國勇今早接受商業電台採

訪時，重申有理由擔心事件中病

毒是透過空氣傳染，但也不排除

其他傳播方式，即飛沫或接觸。

不過他視察康美樓大多數單位，

發現排氣管都有水隔著，相信康

美樓事件不會是淘大花園 E座的

翻版。

袁國勇又解釋，「空氣傳播」

通常在特定環境中出現，例如漂

浮在空氣中的病人飛沫懸浮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