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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媒報道，由於台灣本土
疫情嚴重，台當局加強入境管理。
從11日零時起，島內實施入境新
規定，即遠程航班旅客下飛機後直
接進行快速採檢，結果為陰性才能
辦理通關程序。當天凌晨4時，從
澳洲悉尼飛抵台灣的第一架遠程航
班抵達桃園機場，機上旅客共有
41人，結果有4人確診，確診率近
10%。

台防疫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11日在桃園機場實際採檢625人，
其中陽性58例，全天陽性率為
9.28%；12日上午有6個航班入
境、採檢287人，共驗出16例陽
性，陽性率為5.57%。12日島內
新增96例確診病例，包括4例本土
及92例境外輸入。13日上午4架遠
程航班共約180名乘客抵台，其中
14人確診，陽性率約7.78%。

台疫情指揮中心指出，抵台
旅客確診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
12日抵台的美國有一個航班陽性
率竟高達14.29%，而13日一架從
美國三藩市回台的航班陽性率也達
12.2%。

民眾黨 「立法院」 黨團表
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以從美國入
境為多數，但台防疫指揮中心先前
卻未將其列為重點高風險地區，批

評台當局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遇到
美國就 「轉彎、軟掉」 。

台民眾：綠營逢美必軟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

道：桃園民眾林思照向大公報表
示，美國日前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近
150萬，如此高的確診數，民進黨
當局竟然視而不見，遲遲不採取行
動。直到台灣疫情升溫，境外確診
個案瘋狂湧入，台當局才在11日
強制海外入境旅客檢測，但之前可
能已有 「漏網之魚」 把病毒帶入台
灣社區。

林思照表示，從台灣新增的
境外輸入病例大多來自於歐美國

家，台當局防疫指揮中心應該要盡
早、果斷宣布有關 「熔斷」 的規
定，叫停歐美 「毒航班」 ，不要讓
老百姓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台北民眾曉虹表示，從境外
輸入台灣的新冠確診病例不少，但
台當局仍不禁止歐美航班抵台，將
令台灣防疫壓力越來越大，不僅增
加台灣民眾染疫的風險，還會增加
台灣醫療負擔。

民生黨主席張穆庭亦表示，
台當局對歐美疫情長期持包容態
度，直到近日歐美入境航班確診人
數大增，犯了眾怒，才開始有所動
作，根本就是漠視台灣民眾健康福
祉。

【大公報訊】台灣新冠疫情快速升溫。台當局終於同意自11日起對抵台的遠程
航班入境旅客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顯示旅客確診率竟達近10%，尤以抵台美國旅客的
確診率最高，12日一個美國航班確診率竟達14.29%。台媒指出，之前台當局只規定
入境旅客只需量體溫，沒發燒就放行。最近台灣本土疫情嚴重，台當局才開始強制檢
測入境旅客，結果確診率驚人，可見當局防疫存在不少漏洞。島內民眾呼籲台當局應
禁止旅客確診率高的美國航班赴台。



日前在台北國民
黨中央黨部前出現一個
怪異的場面：統派、
「獨派」 團體當天都到

國民黨中央黨部外抗議，統派團體藍天
行動聯盟要求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下台，
「獨派」 團體 「台灣國」 則稱朱立倫功
在 「台灣國」 ，力挺留任。這不禁令人
錯愕：朱立倫去年當選國民黨主席後表
示 「堅持 『九二共識』 、反對 『台
獨』 」 ，按理說，他應該得到統派的擁
護，而遭到 「獨派」 的攻擊，如今卻恰
恰相反。這顯然與國民黨最近在四項
「公投案」 、台北市立委林昶佐罷免案
和台中市立委補選中皆敗有關。國民黨

罕見 「六連敗」 ，支持者群情洶湧，黨
魁朱立倫被視為 「頭號戰犯」 。至於
「獨派」 所謂 「聲援」 朱立倫，不過是

要看朱立倫的笑話罷了。
這一系列 「公投案」 和地方選舉，

外界原本看好國民黨。尤其國民黨發起
的 「公投案」 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例
如，島內逾八成人不同意進口美國瘦肉
精豬肉、環保團體強烈反對在藻礁海岸
建天然氣接收站等，但最後投票結果顯
示 「禁止進口美國瘦肉精豬肉」 和 「禁
止在藻礁海岸建天然氣接收站」 這兩項
「公投」 皆沒有通過。台中市立委補

選，國民黨推出的候選人顏寬恒在當地
根基深厚，之前也多次當選立委，但卻

被 「空降」 的民進黨候選人林靜儀打
敗。 「台獨」 立委林昶佐罷免案更是輸
得冤枉，同意罷免票已多於不同意票，
但由於同意罷免票未到法定門檻而導致
該項罷免案未能通過。

為何一些原本有勝算的選戰，國民
黨最後竟敗北？其實還是老問題：不團
結。民進黨雖然掌握執政資源，頗有優
勢，但國民黨也不弱，14個縣市長皆是
國民黨籍，若是同心協力，也不至於
「六連敗」 。

在一眾國民黨籍 「地方諸侯」 中，
最具指標性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和台中
市長盧秀燕，但這二人卻對國民黨事務
袖手旁觀，對四項 「公投案」 漠然置

之，導致四項 「公投案」 在台中市全軍
覆沒，新北市也只通過一項 「公投
案」 。台中立委補選，市長盧秀燕是國
民黨籍，國民黨候選人本應較有利，但
據說在選戰中盧秀燕在最後一天才現身
輔選。

侯、盧 「不沾鍋」 ，無非是為了年
底地方選舉角逐連任，為了討好選民而
塑造中立形象，企圖藍綠通吃。然而，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民黨倘若泡沫
化，侯、盧還能保持高人氣嗎？還能從
國民黨獲得資源嗎？反觀民進黨，雖然
也是內鬥不斷，但在關鍵時刻卻能炮口
一致對外， 「仇敵」 瞬間變成 「同
志」 。

此外，選戰策略不當也是國民黨的
致命傷。顏家在台中雖然是老牌的派
系，但當地選民結構已發生變化，派系
動員的作戰策略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有
效，使顏寬恒失去了 「在地優勢」 ，加
之民進黨全力發動輿論機器攻擊顏家，
把地方選舉當成大選來打，而國民黨卻
未給予有力援助，只剩顏家單打獨鬥。
外界稱這場選戰是 「一黨（民進黨）對
壘一人（顏寬恒）」 ，國民黨候選人敗
選也就不足為怪了。

民進黨是出了名的 「選舉機器」 ，
如今又是執政黨，可謂佔了 「天時、地
利、人和」 ，國民黨若不再團結，調整
選戰策略，如何東山再起？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隔海觀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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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近日從多個抵台的遠程航班發現染疫旅客。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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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工作人員加強清潔和消毒。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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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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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例例
1616例例
1414例例

染疫者脫口罩講話
銀行群組14人中招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台灣當局 「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 13日公布，新增14例本地確診病例，其中
11例為桃園市某銀行群聚案感染者；另有51例境外移
入病例；此外，新增1例死亡病例。

桃園市某銀行群聚案已累計有銀行職員及家屬等
密切接觸者共14人確診。台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稱，一名感染者4日到銀行辦理業務時，因開戶
需做身份確認，曾短暫取下口罩，並曾講電話，造成
病毒在空氣中傳播，銀行職員可能因此被傳染，然後
又傳染給家人。

台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從物品接觸，造成傳染也
不是沒有這個可能，脫口罩只是一個可能，Omicron
傳播力很強，很難說一種方式就可以擋下來。

台 「衞福部」 草屯精神科醫師沈政男表示，這名
感染者傳染給銀行行員，是疫情發生2年來，從來沒有
過的事，更直言 「戴口罩不會傳染的時代已經過去
了」 ，對Omicron來說，即使戴口罩，若兩人靠得太
近，或口水噴太多，還是可能會傳染。

針對桃園機場群聚案，沈政男分析，去年4月下旬
發生華航諾富特群聚事件後，雖然一度有14天社區都
沒出現新的個案，當大家都以為社區安全了，沒想到
病毒早已悄悄進到社區，並開始大規模蔓延， 「因此
當這波機場群聚逐漸收斂時，會不會另一波疫情正悄
悄蔓延？只是還沒被發現？」

補償未落實 屏東將抵制台軍演訓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屏東恆春半島為台軍重
要演訓地區，因不認可台軍補償
措施，生活受演訓活動影響嚴重
的恆春牡丹鄉民眾日前表態，要
求台軍改變補償措施以使民眾直
接受惠，否則將抵制演訓活動。

屏東恆春半島大型訓練場每
年均有台軍演訓活動，其中包括
海域年度火炮射擊演訓，儘管台

軍會依規定向周邊民眾發放補
償，但受影響最大的訓場周邊居
民多有抱怨對補償無實質感受。

當地居民表示，演練期間，
居民必須禁漁，進出道路也受到
管制，對當地經濟、產業和觀光
影響很大，但台軍補償金限補助
基礎建設和社區活動，讓居民無
感。

牡丹鄉公所最近發函台軍，

要求修改補償規定，訂定符合民
眾需求的適當項目，包括生活扶
助、社會福利措施、房屋修繕、
禁漁補償、產業發展等。

牡丹鄉長潘壯志強調，在台
軍方沒有落實補償實際需求前，
居民將拒絕台軍在其生活領域內
演訓，若再未獲軍方善意回應，
不排除以人牆封路方式表達強烈
不滿。

台擲93億拉攏立陶宛 學者：杯水車薪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繼設立2億美

元的 「中東歐投資基金」 後，台灣宣布再設立10
億美元的融資基金，以示支持立陶宛繼續 「抗
中」 。不過，立陶宛政壇的友台立場近日出現分
歧，最新民調顯示，多數立陶宛民眾也不支持該
國目前的對華政策。台灣的 「撒錢外交」 能否保
住立陶宛的 「台灣代表處」 ，還有待觀察。

儘管台灣 「豪撒」 12億美元（約93億港
元），但僅憑經濟投資，恐怕無法長期穩定台立
關係。這種建立在政治之上的投融資，只要外交
條件稍微有一些改變，之前的合作就可能會化為
烏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湯
紹成13日指出，台灣這12億美元，僅僅是表達

了支持立陶宛的立場和態度而已，本來就是杯水
車薪，且緩不濟急，對立陶宛的支持力度非常有
限。不論是美國之前祭出的6億美元出口信貸協
議，還是台灣12億美元的投融資，都無法彌補因
為中立外交關係的降級而給立陶宛帶來的沉重打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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