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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守派監督組織司法觀察宣布，已與每日電訊新聞
基金會自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取得 301 頁電郵，披露
中國大陸與世界衛生組織聯手隱瞞疫情。司法觀察總裁
費頓（Tom Fitton）指出：「這些剛披露的電郵顯示，世
衛和佛奇所屬的國家衛生研究院遷就中共對疫情消息的
控制。」

中央社

半島電視台播出中國大陸武漢巿最早傳出武漢肺炎疫情
那幾天未曾公諸於世的新聞畫面，揭露中國大陸政府如

2021.3.5

中央社
2021.1.24

何未致力防止疫情散播、卻一味阻撓記者報導疫情爆發。
2 名記者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抵達武漢，當時當局在調
查病毒起源，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已被關閉，但是武
漢與北京的官員都不打算揭露疫情可能有多麼嚴重。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已有 9 名中國記者遭到關押或被消
失。中國公民記者張展上個月底遭當局以「尋釁滋事罪」
判刑 4 年。
3.

中國大陸山東省青島市胸科醫院 10 月 10 日爆發群聚感
染後，陸續檢出超過 10 名確診病例與無症狀感染者，青

中央社
2020.10.30

島官方為此展開全民普篩，總計取得將近 1100 萬個核酸
樣本，並於 10 月 16 日宣稱全部呈陰性，但相隔僅兩週，
防疫卻再度破功。
4.

中國大陸山西財經大學出現學生集體感染諾羅病毒，多
名學生出現腹瀉、發燒和嘔吐等症狀，有一整層男宿學
生遭到隔離，並且校內醫院一度住滿病患。校方 10 月 11
日公佈取樣調查結果，有 11 例諾羅病毒陽性確診病例，
而至今有 22 名學生因為腹瀉、嘔吐住院治療。
校方在首次通報諾羅病毒感染事件後第 5 天才公開受影

自由時報
2020.10.11

響人數，且表示至今仍找不到感染來源。有學生透露，
該校餐廳衛生狀況長期不佳，餐廳的餐具並不乾淨，且
消毒櫃的燈具從來沒有開啟過。
5.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接受 BBC 訪問時表示，
武漢官員確實試圖掩飾武漢肺炎疫情。袁國勇在 1 月 17
日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成員的身分，由中國工程
院院士鍾南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等人陪
同造訪武漢，這個專家團之後判定病毒會人傳人，導致
武漢封城。袁國勇指出，當他們到達華南海鮮市場時，
市場已經完全清理好，他強調說：
「就像是犯罪現場被破
壞了，我們無法確認把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動物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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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領導的團隊 6 月根據從湖北省返回香港的樣本推算指
出，湖北省真實的染疫數字可能高達 220 萬人，是官方
數據的 32 倍。袁國勇團隊在 3 月初採集 452 名從湖北
省返港民眾的血液樣本，發現當中 17 人，相當於 3.8%
帶有 COVID-19 抗體。將這個比例套用到湖北省的 5810
萬人口，推算出截至 3 月初，湖北應該有 220 萬人染疫。
他受訪時直言，武漢當局不僅銷毀實體證據，在處理臨
床發現時也應變「遲緩」。他還指控說：「地方官員本來
應該立即對外公布訊息，卻沒能即時做到。」
6.

7.

科學期刊「自然」
（Natrue）本週將刊登的研究指出，如

中央社

果中國大陸在得知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
漢肺炎）具傳染性的第一時間就據實以告，全球疫情擴
散情況就能減少 95%。超過 1000 名澳洲人如今已加入
全球集體控告中國大陸行動，領導此一行動的律師說，
這起訴訟求償逾 10 兆澳幣（約新台幣 195 兆元）。

2020.4.29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 月 3 日表示，自 1 月 3
日起，共 30 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華春瑩
的言論引發中國網友不滿，由於一般人是在中國防疫權
威鍾南山 1 月 20 日透露病毒有人傳人的消息後，才得

自由時報

知疫情事態嚴重，因此外交部此番發言說明官方隱匿疫
情，然而華春瑩的發言已從官方網站上消失了。事實上，
肺炎疫情於 2019 年 12 月初已傳出，但中共加強監控網
絡及媒體，以「傳謠」的罪名逮捕了 8 名傳播武漢肺炎
疫情相關消息的醫生。今年 1 月，中共疾控中心的專家
們還公開聲稱疫情「不會人傳人，死亡率低，大家不必
過慮」
。中共各大官媒更異口同聲謊稱疫情「可防可控」
、
不存在「人傳人」等，導致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美聯社
報導指出，習近平是中國大陸幾十年來最獨裁的領導人，

2020.2.4
大紀元
2020.2.4
自由時報
2020.3.8
中央社
2020.4.15

如果沒有高層允許訊號，官員不敢妄動通報病例。疫情
當前，中國大陸武漢當局日前更發動感恩教育運動，要
求民眾感恩總書記及共產黨，引發民眾反彈。
8.

據《CNN》報導，新型冠狀病毒最早出現在去年 12 月，
直到當月底都還被認為是「不明原因肺炎」
，直到 1 月 7
日才檢測出是新型冠狀病毒，接著 9 日開始接連出現死
亡病例。由於中國大陸境內資訊大多仰賴官方媒體，不
過這也成為拖延應對時間的原因之一，習近平的集權管

自由時報
2020.1.24

理，讓這次疫情爆發出現漏洞，也使地方官員怕得罪中
央而選擇暫時隱瞞。
9.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中國大陸社群網站微博上，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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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大學瘦西湖校區本學期有多名學生陸續感染肺結

2020.1.3

核；有學生質問，「學校不官方回應？非要大面積爆發
了再出來道個歉？」「希望官方解釋一下，壓著反而恐
慌比較多。」「 這種事情不應該是先排查解決問題嗎？
為什麼關注點在消息壓制上？」「整個瘦西湖人心惶
惶，大家都不敢出門，外面戴口罩的人激增」。
然而揚州大學一直到 12 月 31 日才證實疫情屬實，稱情
況已經得到全面控制，學校已對「有必要的學生」安排
身體檢查，發生疫情的相關學院也對學生活動的有關場
所全面消毒，強調確診肺結核的學生均已採取了相應的
防控措施，目前都在醫院接受治療，並不在學校。但對
於感染肺結核的具體人數則表示並不清楚。
10.

11.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12 月 30 日公告，指根據上級緊
急通知，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陸續出現「不明原因的肺
炎」
，為做好應對工作，請各單位立即清查統計近一週接
診過類似特徵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患。消息傳開後，引發
許多網友瘋傳資訊，希望政府盡快出來闢謠，以免重蹈
覆轍 2002 年隱瞞 SARS 疫情的後果。
中國大陸在鼠年到來前爆出鼠疫，目前已經有 5 例確
診，從 9 月最先在甘肅出現第一起疫情後，內蒙古又在
11 月份確診 4 例，而在河北、北京也都有出現案例。
網路甚至傳出，吉林省長春市也出現鼠疫患者，但消息
被官方刪除。有外媒警告，中共嚴厲封鎖消息，將導致
鼠疫在全世界蔓延。

12.

四川成都市溫江區七中實驗學校 3 月 12 日爆發發霉食
材事件，當地政府通過屏蔽通訊、網路刪帖等方式極力
封鎖消息，3 月 13 日家長聚眾維權，遭大批警察鎮壓，
家長被抓、噴辣椒水；3 月 14 日開始，大部分家長收到
當地公安的警告短訊；15 日，各地派出所以及社區工作
人員進行電話騷擾或者是直接「家訪」
，家長們遭到威脅
與恐嚇。另據家長們透露，大批家長聚集在學校討公道，
一名喊口號的家長，在中午上廁所時被兩名便衣抓走，
至今下落不明。雖區政府公布了送檢食材的檢測結果，
但家長們指（機構只查重金屬含量）避重就輕。據悉，
目前許多家長帶孩子去醫院檢查身體，華西醫院或者省
醫院一聽說七中的孩子，就不給體檢。沒有一個公正、
公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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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亞太
台
2019.12.3

大紀元
201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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