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看港臺A8 www.kanzhongguo.com公元2020年4月10日—4月16日  第737期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美國比爾·蓋茲大讚臺灣防疫

比爾·蓋茲受訪談疫情 
盛讚臺灣是防疫榜樣

比 爾 · 蓋 茲 4 月 5 日 接

受福斯主持人華勒斯（Chris 

Wallace）的專訪時，談及中共

肺炎疫情。他說：「臺灣等國家

可稱為模範，他們看到了這個問

題，確實進行檢測，全面檢測做

得很好。他們排定優先順序進行

檢測，所以他們不會遭遇其他國

家面臨的疾病或經濟衝擊。」

比爾·蓋茲還表示：「我們必

須讓全世界防堵這次病毒疾病。

在美國可以看到這裡疫情多麼嚴

峻，目前還沒有這麼多病例的發

展中國家情況可能將更糟。」

蔡英文線上會外賓       
分享臺灣抗疫經驗

4月 6日下午，總統府透過

新聞稿，發布總統蔡英文當日上

午向外賓分享臺灣抗疫經驗的消

息，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亦出席

活動。蔡英文以英文致詞表示，

她很高興臺北被列入密涅瓦大學

的學習目的地之一。她相信學生

在臺北的生活必定會讓學習經驗

更加充實。

美國的國際創新學府密涅瓦

大學是一所沒有校園、以全球城

市為教室、完全於線上進行課程

而聞名的實驗大學，學生在一年

級下學期開始，每個學期都會移

居到一個不同的城市，其中包括：

臺灣臺北、美國舊金山、英國倫

敦、德國柏林、印度海德拉巴等

七個城市。蔡英文與外賓所使用

的視訊平臺正是密涅瓦大學日常

的互動式學習系統「Forum」。

蔡英文提及，學生在充滿挑

戰的時刻來到臺北，學生們可能

已經發現，臺北提供一個相對安

全與健康的環境。除了醫療與公

衛專業人員的努力，有不少特色

讓臺灣在面對當前全球危機期

間，能夠相對成功；臺灣建立了

可負擔的健保系統，同時為所有

居民，包括在這裡工作、學習的

外國國民提供了全民健康保險。

另外，臺灣也是年輕的民主

國家，人民針對參與公共事務充

滿熱情，同時政府也確保了人民

能夠充分參加公共政策的討論，

並能瞭解相關資訊。儘管社會近

年來充斥著錯誤的假信息，但是

政府建立起法律機制以防制錯假

信息的傳播，同時致力於資訊的

透明化。

蔡英文還進一步表示，臺灣

公、私部門共同組織成的「國家

隊」，在 2個月內，就讓口罩的

生產由每日的 200萬片，即將突

破至每日的 1500萬片；由此能夠

看出，臺灣公、私部門的合作夥

伴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這樣的夥

伴關係，亦幫助國家面對這次中

共肺炎疫情的重大挑戰。

蔡英文提到了，臺灣是一個

很多元的社會，雖然人民有不同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美國微軟公司（Microsoft）共同
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
近日接受「福斯週日新聞」（Fox 
News Sunday）專訪期間，盛
讚臺灣是對抗中共肺炎的防疫榜

樣。6日下午，總統蔡英文則是
首次以線上接見方式會見賓客，

她與美國密涅瓦大學（Minerva 
Schools at KGI）畢業班的19位學
生們視訊，並分享臺灣力抗疫情

挑戰的經驗。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 /綜

合報導】根據美媒 Daily Caller

報導，6日的白宮記者會上，一名

鳳凰衛視女記者向美國總統川普

提問，沒想到卻遭川普反問她是

否是為中國政府工作。

該記者問道，中國（共）政

府和華為、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

向美國捐贈醫療用品和設備，以

協助應付中共肺炎 (又稱武漢肺

炎、新冠肺炎 )疫情。川普總統在

聽了這名女記者列出的一長串中

國捐贈的「醫療物資清單」後，回

應說：「這不是一個問題，這更像

是聲明（大外宣）。」

接著川普談到中共多年來占

美國的便宜而導致鉅額的貿易逆

差。不過，女記者打岔繼續追問：

「您會和中國合作嗎？」。這時川

普似乎察覺有點不對頭了，忍不

住反問她：「你是為誰工作的？

中國政府？」女記者說，她為私

人公司工作，總部設在香港。川

普繼續追問：「你為誰效力？中

國？」「你為中國工作？還是為報

紙？」女記者回答，她為鳳凰衛視

工作。川普顯然還是相當不滿，

繼續逼問：「誰擁有這家媒體？中

國嗎？中國政府是否擁有這家媒

體？」記者回答：「這是一家私營

企業。」

政論家曹長青對此事發表看

法。他說這名女記者被網民起

底，名叫王又又。「這麼年輕就

成駐美進白宮記者了？我常看白

宮記者會，還沒看到這麼年輕卻

帶黨油條味的；一般都是資深記

者，在新聞界多年；而她有甚麼

背景和關係？她的提問除黨宣傳

外沒看出新聞專業能力。

曹長青還說，該記者只說是

香港的鳳凰衛視（不敢承認是中

國），不敢說鳳凰衛視有中共軍方

背景，其高管都來自中國大陸。

這是「大外宣到總統記者會了」。

王又又的官方微博還發帖報

導紐約州長庫莫感謝蔡崇信、馬

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黃屏提供的

幫助，給紐約捐贈 1000台呼吸

機；此前還曾問川普總統，為甚

麼把病毒稱為「中國病毒」。

Daily Caller描述鳳凰衛視

雖非中國政府所擁有，卻是一家

親中共的媒體。但是外界普遍視

為是與中共安全部有聯繫的「準官

方媒體」。分析指，鳳凰衛視是

前中國軍官所擁有。

川普揭鳳凰衛視記者為政府工作

據報導，罷免高雄市長韓國

瑜的二階連署已經通過審查，代

表罷免案將成案。由於韓國瑜 7

日下午沒有公開行程，記者無法

取得他的回應。高雄市新聞局長

鄭照新表示，市府尊重選委會獨

立行使職權，依法行政，至於市

府與市長會持續專注市政及防

疫，以捍衛市民的權益為重。

針對罷韓成案，罷韓公民團

體「罷韓四君子」於媒體前深深一

鞠躬，對參與連署的 56萬名市民

表示感謝。Wecare高雄發起人尹

立表示，這次是中華國 100多年

來首次正式立案罷免直轄市長，

臺首件縣市長罷免案成立   6月中進行罷韓投票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高雄市選委會7日審查通過了罷免
市長韓國瑜二階連署書達到罷免

門檻，主任委員陳雄文表示在整

理相關資料之後，8日會將連署人
名冊送至中選會，估計將於6月中
舉行罷免投票。

蔡英文透過視訊，與國際創新學府密涅瓦大學畢業班的19位同學分享臺灣在面對中共肺炎挑戰的經驗。(總統府）

政治偏好、傾向，但是臺灣人善

良又團結。儘管承受了來自外部

孤立的壓力，但是並沒有阻止臺

灣對他人展示人道關懷。在上

週，她也代表臺灣人民宣布要捐

贈口罩、藥物與技術給予醫療體

系遭受嚴重衝擊的國家，要與國

際社會共度難關。

蔡英文還向學生們分享了她

的求學經驗，過程讓她更深入的

瞭解外國文化，以及不同國家解

決問題的方式，這對於她日後

包括參加國際談判、擔任總統職

務，都有相當大的助益，蔡英文

也不忘鼓勵學生們勇於面對與接

受挑戰。

臺灣持續推出不少防控措

施，並持續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甚至已有名人公開表示應該買下

擁有特殊性的臺灣。據報導，臺灣

美國商會（Taiwanese-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會長海

爾（Neil Hare）日前透過「TACC」

官網發布公開信函，談及若是美

國想要買下一座小島，那麼是時

候忘記格陵蘭了，改看一看臺灣。

海爾認為，美國總統川普將

美中關係為第 1個任期的重點，

甚至寧願發動激烈的貿易戰。對

此，海爾呼籲，「所以，川普總

統，努力工作並買下臺灣吧！」；

如果不買下臺灣，還可以做出明

智的選擇，那就是供應臺灣自由

貿易協定和特殊移民身分，這些

做法都會得到美國兩大黨的支持，

也將對美國經濟有助益。

應該給予市民肯定，同時也感謝

民眾的參與，讓臺灣的民主能更

健康。

罷韓團體與 3月 9日送交超

過 40萬份罷免二階連署書至市選

委會，而市選委會今天召開委員

會議，主委陳雄文於會議之後公

布審查結果。陳雄文在選委會前

接受聯訪表示，選委會以 30天

完成了連署書審查，市府一共收

到 40萬 6880份連署書，但是在

經過審查之後，總共剔除了 2萬

9218份；其中包括一、二階的重

複連署，約為 1萬 5000份，至於

資料不正確的約有 1萬 3000份，

另外選委會寄發查詢單的達 2000

多份，但是在核對查詢單之後，

無效的有 11份。

陳雄文表示，依照《選罷法》

規定，符合的選舉人數有 22萬

8134人，經過統計，不符合規定

的連署書數合計 2萬 9218人，

符合規定的人數合計 37萬 7662

人。陳雄文又說，選委會將在整

理名冊後，在明日將罷免二階連

署人名冊報中選會，而中選會將

再依照職權進行後續處理。

有媒體提問有關，市議會延

會恐怕將影響罷免案墊付款的審

查，陳雄文則回覆說，罷韓案需

要約新臺幣 1億 2000萬元經費，

高雄市府已經將墊付款案提案交

議會，若是來不及取得經費，市

府會先使用第二預備金；再者，

罷免案亦不會一次就花費那麼多

錢，先期大約需要 3000萬元，市

府會自二備金先運作。關於罷免

案可能舉辦的時間，他估計會是

在 6月 6日或是 6月 13日，確切

時間仍會由中選會來決定。

針對罷免案二階連署通過審

查，「 罷韓四君子」包括：罷免提

案法定領銜人陳冠榮、尹立、臺

灣基進張博洋，以及公民割草發

言人李佾潔隨後在選委會前召開

記者會，並做出回應。陳冠榮除

了批評國民黨一再阻撓罷韓案進

行，亦批評議會無限期延會恐將

影響罷韓的執行經費，他呼籲民

眾共同小額捐款給選務機關，同

時也允諾不會讓推動罷免案成為

防疫缺口，他還表示要成立「罷

韓防疫安全委員會」，不僅要完

成罷韓，還會做好防疫。

張博洋與李佾潔表達感謝罷

韓民意得以伸張，也批評國民黨

指控罷免提案提早進行，意圖否

定罷韓的正當性。根據《自由時

報》報導，針對後續作業，中選會

副主委陳朝建 7日表示，中選會

2020年 4月委員會議將會在 4月

17日舉行，屆時將依法審議。至

於罷免投票可能日程，陳朝建則

說，若是此案經過中選會審議，

且確定成案並依法公告，應該會

在審定公告成立後的 20天起至

60天之內，請高雄市選委會辦理

投票。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87條規範中，罷免案之投票，

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後 20日起到

60日內為之。

此外，三月底最新民調有

59.5%的高雄市民，將在「罷免

高雄市長韓國瑜」投下同意票，

而 69.7%的高雄市民表示，投票

日那天會去投票。

    此外，針對罷免高雄市長韓

國瑜二階連署 4月 7日審議通過，

韓國瑜陣營表示，由於公民團體

連署罷韓有提前「偷跑」的嫌疑，

因此 8日將委任律師前往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呈遞行政訴訟，停止

執行聲請狀。

隨後，前高市府新聞局長王淺

秋接受中央社電話採訪時證實，8

日上午 10時 30分將與律師葉慶

元呈遞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

同時提出停止罷免投票。

然而，張博洋日前已經表示，

果真連署有問題，國民黨應該在一

階連署時就要提出質疑，而非在

二階連署要通過時才緊急開記者

會，此舉沒有公信力；再者，中選

會已經明確裁示過程合法。市議

員陳致中也提醒，法規沒有禁止在

未滿一年前做連署。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總統蔡英文日前宣布捐出千萬

片口罩援助國際，卻被質疑政

府是否私藏口罩。赴立法院備

詢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受訪時

表示，媽媽從小教育他，省吃

儉用、幫忙有困難的人，才是

高貴的情操，臺灣從一開始禁

出口、努力增產口罩，一方面

是自己努力，一方面省吃儉用；

口罩從 7天 3片，到現在 14天

9片，也是不敢揮霍浪費，一

步步給國人方便，同時節約使

用，幫助世界有需要的人；臺

灣有愛心、有高貴情操，獲得

全世界很大肯定，這也是臺灣

一代教一代的珍貴資產。

他言及，目前口罩隨產能

變化，政府一步步努力、節制

使用，給民眾、給醫療人員，

也增加備用容量、給公務需要

的人、給頻繁出入醫院重症的

患者等，「每一片都非常認真，

沒有私藏」。甚至連指揮官陳

時中，也教大家用電鍋消毒口

罩，節省資源。

蘇貞昌說，大家相信政府，

政府也很嚴謹努力生產，一方

面有效運用，一方面把愛心給世

界需要的人，這都是因為臺灣防

疫政策，獲得世界領袖稱讚肯

定，世界媒體也都報導，希望

大家珍惜世界最便宜、穩定的

口罩，「政府絕對不會私藏、濫

用，請大家放心」。

有公衛學者認為連假容易

造成群聚感染，建議取消五一

勞動節連假，蘇貞昌則表示，

目前沒有取消規劃，不過「會

視情況靈活運作」。

口罩捐贈國際 展現臺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