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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軍以豆奶替雞蛋

民進黨執政七年七缺激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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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台灣社會
飽受 「五缺 」 （缺
水、缺電、缺工、缺

地、缺人才）問題的困擾，不料 「五
缺」 未解，如今又多了 「兩缺」 ：缺雞
蛋和缺藥物。 「五缺」 變成了 「七
缺」 ，民進黨當局束手無策，但另一邊
廂又斥資6.19億美元向美國購買掛載戰
機的導彈。蔡英文和民進黨有錢買用於
打仗的 「彈藥」 ，卻沒錢買用於民生的
「蛋藥」 。這樣的執政者着實令人心
寒。

繼去年初春台灣出現雞蛋短缺後，

今年初春島內再現 「蛋荒」 。 「缺蛋」
似乎已成 「常態化」 ，最近連台灣的一
些麥當勞分店已停售有蛋的漢堡包，便
利店也暫停出售茶葉蛋，學校午餐則減
少全蛋料理，改為番茄炒蛋，以減少雞
蛋用量。據統計，島內最近每天缺蛋
450萬顆。台當局辯稱，近期缺蛋與禽
流感、氣候變化、飼料價格高等原因有
關，預計3月初可緩解 「蛋荒」 。但由
於島內蛋雞死亡數量很高，蛋農們認為
短期內無法大量增加雞蛋供應。相關業
界人士原本預計缺蛋情形會在4、5月趨
緩，但因每日缺蛋情況擴大，恐怕要等

到6、7月才緩解 「蛋荒」 。
雖然台灣地區缺蛋與外圍環境有

關，但根本原因是民進黨當局在養雞場
現代轉型方面毫無作為。目前在台灣
1600多個蛋雞場中，傳統開放式佔
91.7%，現代化水簾式與高床式禽舍分
別僅75家和59家。傳統露天雞場遭遇
極端天氣及傳染病威脅時，產蛋率自然
受影響，進而導致產量波動、蛋價飛
升。

除了缺蛋，島內近年還經常缺藥。
這顯然是更為嚴重的問題。缺蛋，民眾
可以少吃一些蛋，但藥用於治病救命，

一旦緊缺，則牽涉人命。據說，目前台
當局已收到88項缺藥通報，其中最缺的
藥品達15類，包括抗生素、止吐、止
瀉、退燒藥等常用藥，影響層面相當廣
泛。部分藥品短缺時間已長達1年至2
年，最快也要今年9月之後才能恢復正
常供貨。

對於缺藥問題嚴重，台當局解釋
稱，缺藥問題錯綜複雜，包括全球性缺
藥，台灣市場規模較小，導致輸入量減
少；原料短缺、產能下降甚至停產；呼
吸道感染病例增加等臨床需求因素；藥
廠優先供應大醫院所引發的分配不均；

此外，民眾用藥習慣，以及健保給付藥
價過低也是原因之一。但其實更重要的
原因是，民進黨當局出於政治目的，為
了討好選民，以致健保限制藥品價格，
許多國際藥品退出台灣市場。

不論是缺蛋，還是缺藥，都不是最
近才出現的民生問題，已持續一兩年
了，但民進黨當局遲遲無法解決，以致
相關問題不斷重演。因為民進黨當局的
精力都用在如何討好美國 「主子」 了，
甚至還要把中學生納入戰時動員對象。
民進黨當局連台灣青少年的性命都不顧
了，缺蛋和缺藥又算得上是什麼呢？

買彈藥與缺蛋藥
隔海觀瀾
朱穗怡

缺藥問題是
從農曆春節過後開
始蔓延。缺少的，諸如
抗生素、止痛藥、退燒藥
等，都是民眾生活中的常用藥
品。許多基層藥局和診所甚至只
能靠 「以藥易藥」 的方式應急。官方
對於缺藥原因的解釋是，全世界都缺
藥、原料短缺、臨床需求增加、藥廠優
先供應大醫院所引發的分配不均、民眾
用藥習慣等所造成。

缺蛋已成「常態化」
除了上述因素，官方沒有明說的是

台灣健保過度削減藥品價格。藥價一
砍，廠商沒有合理利潤，自然缺乏生產
積極性。至於為何不考慮通過上調健保
費來增加健保收入，這是因為漲健保費
恐引發民怨，不管是誰執政都不願輕易
觸碰。

經歷了2021年底的 「蛋荒」 ，缺蛋
如今再次成為台灣熱門話題，蛋價也屢
創新高，缺蛋已成常態化。當局將缺蛋
歸咎為禽流感與極端氣候。但農業專家
認為，要確保供蛋穩定，根本原因是要
回到產業轉型升級，對養雞場進行升級
改造，這需要政策的大力輔導和支持。

缺水，是老問題，當局同樣束手無
策。今年3月1日台南進入二階段限水，高雄
過去60天幾乎滴雨未下。台灣南部遭遇30年來
最嚴重乾旱，情況甚至比兩年前的 「百年大旱」
更為嚴重。

水利專家直言，台灣的水其實非常多，水資源匱乏
都是因為人為管理不善。長期以來有三個問題導致台灣水資
源被嚴重浪費。第一，水庫淤積嚴重；其次，輸水管道漏水率
高。第三，水價太便宜，這和健保費一樣，向來是執政當局不願
碰觸的問題。

缺工缺才影響經濟
缺工、缺才問題在疫後尤為突出，已經蔓延到台灣各行各

業，成為經濟復甦的一大阻礙。產業界人士疾呼，勞動力短缺、
人才供需失衡，已成台灣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當局應妥善規劃
生育政策、職業訓練，擴大引進海外人才，才能健全經濟發展。

缺電與缺地更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民進黨上台以來，積極喊
出台商回流，缺地、囤地、高地價難題卻始終未
解，讓廠商望而卻步。不顧現實過於冒進的 「反
核」 能源政策，再生能源發電進度一直
落後，全台大規模停電、限電事件在蔡
英文任內多次發生。隨着核電廠發電機
組陸續除役，台灣未來的供電缺口只會
不斷擴大。

「七年七缺」 固然有國際因素、氣
候因素、疫情因素，但更多的是執政當
局的失能讓問題惡化。尤其疫情肆虐的
這幾年，人民對於 「缺」 的感受更為深
刻。好不容易疫情即將過去，卻發現
「缺」 的問題更嚴重了。有資源卻不作
為，面對問題卻不解決問題，反而還加以
掩飾，將民怨來源通通歸咎於外來的 「不可抗力
因素」 。這些官員行為實在讓人搖頭。

台輿論：蔡只顧拚政治漠視民生福祉

•台灣近年不時出現乾
旱。近日，台灣南部地
區主要水庫集水區已近
600天沒有豪雨等級降
雨，容量最大的曾文水
庫 蓄 水 率 降 到 僅 約
17.16%。台灣氣象部
門預估，今年春雨恐正
常偏少，加上梅雨季不

確定性高，百
年大旱恐有重

演幾率。

台 灣 「 缺 蛋
荒」 持續擴大，當局

農委會提出，為配合降低雞蛋需求，台
軍伙食將由本土產豆奶替代雞蛋。

台灣近期面臨 「史上最長蛋荒」 ，
雞蛋批發價及產地價接連創下新高，供
給缺口仍舊不斷擴大。當局除大量進口
雞蛋嘗試 「開源」 外，也推出 「節流」
做法，例如由台軍降低雞蛋需求。

台 「農委會」 近期提出，從3月20
至4月30日為期6周，由本土產豆奶替代
雞蛋作為台軍士兵伙食蛋白質來源，費
用由 「農委會」 吸收。 「節流」 不僅針
對台軍士兵，農委會也鼓勵全台民眾藉
由不同來源攝取蛋白質， 「蛋白質來源
可以多元替代」 ，例如各種肉類、豆製
品等。 中通社

減少用蛋

核電廠除役 學者：將嚴重缺電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當局副
領導人賴清德掌行政機構時期，被詬病台

灣有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才的
「五缺」 問題。如今五年過去，不
僅問題未改，反而再添缺蛋、缺

藥。民進黨執政七年，留下
「七年七缺」 尷尬紀錄。島
內輿論批評民進黨當局只
顧 「拚政治 」 、搞 「台
獨」 、與美勾連，漠視民
生問題，引發巨大民怨。

台北市民曹若梅：
•目前台灣蛋荒持續擴
大，市民想吃蛋要靠關
係向養雞場訂蛋，我前
一陣子也是透過關係才
買到雞蛋。老百姓懷念
國民黨馬政府時代雞蛋
充裕的日子。

台灣七缺

◀國民黨 「立委」
批評民進黨當局無
力解決 「蛋荒」 問
題。 資料圖片

缺水 缺電 缺地 缺工

大公報整理

•過去2年內，台
灣經歷3次大停
電，其間局部小
停電更是不計其
數，當局領導人
蔡英文、前行政
機構負責人蘇貞
昌皆為此公開道
歉，缺電問題備
受外界關注。

•台灣近年缺地問題嚴重，阻礙企
業擴充廠房，尤以北部空間最為
不足。有企業反映北部土地太
貴，新北土城每坪（3.3平方
米）100萬元新台幣，怎麼蓋工
廠？台中附近的工業用地同樣漲
太多、也沒有地，每坪超過30萬
元的，都不合理，企業不得已，
只能搬遠一點，往彰化、雲林、
嘉義去找地，但是交通、人力供
應都不是很方便。

•缺工問題已
經蔓延到台
灣 各 行 各
業，成為經
濟復甦的一
大阻礙。

缺才 缺蛋 缺藥

•有報告指出台
灣是全球人才
短缺最嚴重的
地區，而人口
老 化 與 少 子
化、相關預算
不足、人才培
育方向與未來
市場需求不相
符，是台灣人
才短缺的主要
原因。

•繼2021年底台
灣 出 現 「 蛋
荒」 、蛋價創
20年新高後，
島內蛋價近期
再度飆漲。台
灣農經公司則
表示，每日缺
少雞蛋 450萬
顆。

•台灣缺藥問題
是從農曆春節
過 後 開 始 蔓
延。缺少的，
諸如抗生素、
止痛藥、退燒
藥等，都是民
眾生活中的常
用藥品。許多
基層藥局和診
所甚至只能靠
「以藥易藥」
的方式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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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民李正圻：
•最近一些老人家每天一大早
去排長長的隊伍，也就能買
幾個蛋。在民進黨施政下，
民眾活得很沒尊嚴。明年台
灣地區領導人大選，我們希
望下架民進黨。

台中市民張立齊：
•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兩岸政策、經濟政策，導
致了台灣民眾無法享受到
繁榮和健康的生活品質，
這背後的原因就是民進黨
搞 「台獨」 。

新竹市民巫艾：
•台灣民眾辛苦奮鬥賺的納
稅錢都被民進黨拿去向
「美爹日娘」 繳納保護
費，拿去購買一些破銅爛
鐵。實現兩岸和平統一才
會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實
實在在的好處。

下架民進黨 綠營政策錯誤
統一帶來好處

解決蛋荒

▲台灣「蛋荒」持續擴
大。日前台北市萬華
區一間蛋行掛上「沒蛋
賣」告示。 中央社

▲由於缺電，島內近年經常發生停電
事故。 資料圖片

【大公報
訊】據中通社

報道：台灣第二核
電廠（核二廠）2號發
電機於14日除役，該
核電站兩部發電機至此
全數停運。有學者示
警，核電除役帶來的供
電缺口恐導致全台嚴重
缺電。自使用核能發電
以來，台灣共興建4座核能發電廠，因第一核電廠已除役、第四
核電廠封存，目前有第二、第三核電廠正在運轉。核二廠共有兩
部發電機，1號機已於2021年除役，2號機則於14日除役，屆時
全台將僅剩第三核電廠繼續運轉。

因應核二廠發電機除役，台當局稱，將以水力發電彌補供電
缺口。台灣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
究所教授葉宗洸指出，即將除役的核二
廠2號機一年可發電75至80億度，佔總
發電量達到3%，當局用以彌補的水力
發電平均年發電量僅35億度，加上抽蓄
水力發電的30億度，也無法彌補缺口。

過去2年內，台灣經歷3次大停電，
其間局部小停電更是不計其數。

實際上，核二廠2號機並非已故障
或折舊無法使用，除役的原因是當局持
續推動的所謂 「2025非核家園」 計劃。

民進黨當局在推動 「非核家園」 時承諾，將
以綠色能源取代核能，經過多年強行推動太陽

能、風能發電，台灣發電總量中綠色能源仍無法達到
2025年佔比20%的目標，意味着 「以綠廢核」 計劃已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