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疫情正趨失控 兒童染疫風險增

國台辦回應台「與病毒共存」：兩岸同胞都不願看到

原訂5月實施的快篩實名制提前於28日實施，民眾需持健
保卡購買平價的實名制家用快篩試劑。而隨着確診人數
快速攀升，島內快篩試劑一劑難求。圖為4月27
日，島內一間藥店的門口貼出快篩試劑售罄的告
示。 文／圖：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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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灣最
近選擇「與病毒共存」的模式，確診數飆升，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7日回應指出，大陸的防
疫總方針可以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可以實現精準防控、「動態清零」的目標，可
以最有效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而
台灣，按照民進黨當局所謂的「新防疫模
式」，參照當前全球新冠平均死亡率，將會有
多少人失去生命？「這是兩岸同胞都不願意看
到的。」
馬曉光指出，疫情發生兩年多來，大陸始終秉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實施「動態清零」的防
疫總方針，切實有效地阻擊了新冠疫情，取得了
不俗的抗疫成就。
他說，台灣的疫情防控政策，各界自有評

論。最近新冠病毒在島內蔓延，確診病例快速
增加。此前兩天單日新增本土病例為5,000多
例、6,000多例。島內輿論認為，年底前台灣或
有400萬至700萬人確診。按照民進黨當局所謂
的「新防疫模式」，參照當前全球新冠平均死
亡率，將會有多少人失去生命？這是兩岸同胞
都不願意看到的。
對於民進黨當局稱將與上海復星簽約購買疫

苗，馬曉光指出，我們高度關心和重視廣大台灣
同胞的生命健康安全，樂見大陸企業生產或代理
的疫苗服務於台灣同胞。
針對民進黨當局近日開放外籍親屬赴台探親卻

不包括大陸人士，馬曉光指出，疫情發生以來，
民進黨當局無理中斷大陸人員赴台，刁難大陸駐
台機構人員正常輪換，冷血阻撓兩岸婚姻家庭團
聚。他們編造種種借口對陸企、陸生、陸配及其
家屬採取歧視性措施，暴露出他們「反中謀獨」
的政治本性，只能進一步引起兩岸同胞的憎惡。
他還強調，兩岸關係本質上是統一與「台獨」分
裂的鬥爭，不是「制度之爭」。

馬曉光質問，民進黨當局用一個冠冕堂皇的理
由，說「大陸疫情呈現多點傳播」，不允許大陸
同胞赴台探親。難道外國感染人數比大陸少？死
亡人數比大陸低？疫情嚴重程度比大陸輕？又或
者說，民進黨當局出台該措施，目的不是為了防
疫，而是為了防範特定人群。「撒謊小心閃了舌
頭。」
馬曉光還指出，大陸方面採取的有關防疫措

施，不是限制台灣同胞來，而是為了疫情防控需
要，為了保護台灣同胞個人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
和身體健康。不會針對台灣同胞有什麼特別的限
制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據中通社報道，，香港在香港在33月份經歷了超月份經歷了超
過一成五人口染疫的情況過一成五人口染疫的情況，，對於台灣疫情形勢有何參考價對於台灣疫情形勢有何參考價

值值？？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香港居住面積香港居住面積
小小、、人口密度大人口密度大，，因為病毒急速傳播後也能急速築成免疫屏因為病毒急速傳播後也能急速築成免疫屏

障障，，給人一種給人一種「「快來快去快來快去」」的感覺的感覺；；台灣面積大台灣面積大、、人口密度疏人口密度疏
且分散在不同縣市且分散在不同縣市，，因此單日新增確診高峰不會來得那麼快因此單日新增確診高峰不會來得那麼快，，
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的曲線預計都會比香港緩許多上升速度和下降速度的曲線預計都會比香港緩許多。。
他預估他預估，，未來兩個禮拜台灣的單日新增確診可能會接近高峰未來兩個禮拜台灣的單日新增確診可能會接近高峰，，

未來四個禮拜才會到達頂峰未來四個禮拜才會到達頂峰，，按照全球不同地區奧密克戎的傳播按照全球不同地區奧密克戎的傳播
規律規律，，八個禮拜的周期就會完成整個傳播過程八個禮拜的周期就會完成整個傳播過程，，疫情會慢慢向疫情會慢慢向
好好。。不過梁子超提醒一點不過梁子超提醒一點，，台灣的人口比香港多了幾倍台灣的人口比香港多了幾倍，，即使疫即使疫
情高峰期確診人數可能在全台人口中佔比不大情高峰期確診人數可能在全台人口中佔比不大，，但絕對數字會比但絕對數字會比
香港多香港多，，數以萬計的新增確診並不意外數以萬計的新增確診並不意外。。

如果說香港和台灣兩地有一些相似之處如果說香港和台灣兩地有一些相似之處，，梁子超認為是人梁子超認為是人
口老齡化口老齡化，，高齡長者常伴有基礎疾病高齡長者常伴有基礎疾病，，面對新冠時更為脆面對新冠時更為脆
弱弱。。他強調他強調，，台灣比香港好的是長者的接種率較高台灣比香港好的是長者的接種率較高，，但即但即

便接種疫苗也難有絕對保護便接種疫苗也難有絕對保護，，兒童的接種率不理想也兒童的接種率不理想也
應該重視應該重視。。

梁子超指出梁子超指出，，台灣做不到大規模排查和禁足台灣做不到大規模排查和禁足，，
防疫要退守到醫療防線防疫要退守到醫療防線，，重點關注高危人重點關注高危人

群群，，做好分流分診做好分流分診，，確保醫療系統不會確保醫療系統不會
被新冠衝垮被新冠衝垮。。

本土確診今日或破萬 放寬隔離致疫情更迅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等台媒報道，台灣疫

情正趨向失控。27日台新增本土確診病例8,822

宗，是繼本月15日始，連續13日單日確診人數保

持在四位數高位。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昨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預計今日全台單日新增

確診人數會突破萬人大關。並稱本波疫情，台本土

確診人數低推估為單日4萬人、高推估為10萬

人。雖然台整體疫苗接種率尚可，但台教育部門發

通報稱，最快會在5月2日安排6到11歲的學童接

種疫苗。由於疫苗產生抗體仍需時間，導致台12

歲以下兒童在疫情迅速擴散背景下，染疫風險徒

增。陳時中預估，本波疫情或將致島內350萬到

500 萬人染疫，依照目前 12 歲以下染疫率

13.6％ ，推估至少會有48名12歲以下兒童染疫死

亡。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7日宣
布，自5月1日起，航空長程航班機組人員已接
種疫苗追加劑且滿14天者，檢疫天數縮短為
「3+4」天，返台後進行三天居檢及四天自主健
康管理。有業內人士表示，科學證據顯示，接種
兩劑與三劑疫苗的人有同樣的染疫風險，一般民
眾的居家隔離也不會因接種疫苗數量不同而有差
異。
綜合台灣《聯合報》等報道，指揮中心指揮

官陳時中在疫情記者會上說，考量機組人員長
期居檢、飛行任務循環壓力、航空公司已建立
快篩結果回報及管理機制，加上飛機組員追加
疫苗接種率已達96%等因素，指揮中心宣布自5
月1日起，縮短島內航空機組員返台後的檢疫
時間。
台灣交通事務主管部門的民用航空負責人

林俊良在疫情記者會中介紹，入境旅遊疫情
第三級地區（長程航班），已接種疫苗追加

劑且滿14天者，返台後進行三天居檢（一人
一室為原則，不得外出）及續行四天自主健
康管理。未接種疫苗追加劑者，維持原檢疫
規定五天居家檢疫，加上九天加強版自主健
康管理；選擇家戶檢疫者，應由航空公司於
入境日安排核酸檢測後，搭乘防疫專車至檢
疫處所續行檢疫措施。當班往返且未入境旅
遊疫情第三級地區（短程航班），已接種疫
苗追加劑且滿14天者，調整為五天自我健康
監測，且應每五天快篩或核酸檢測；未接種
疫苗追加劑者，則維持原檢疫規定，七天自
主健康管理，且每七天進行核酸檢測。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李信燕說，不應該

以接種疫苗數量來訂定不同的機組員檢疫政策，
因科學證據顯示，接種兩劑與三劑疫苗的人有同
樣的染疫風險，一般民眾的居家隔離也不會因接
種疫苗數量不同而有差異。
另外，李信燕說，希望10天後也可以往「採

檢代替居檢」的方式來調整，由於機組員也是全
台唯一可在居家檢疫期間再次回到職場上班、再
次派飛的職種，造成機組員長期疲於檢疫與執勤
之間，所以工會希望指揮中心在10天後也可以
往「採檢代替居檢」的方式調整。

台逆疫放寬機組檢疫 業內有異議

梁子超梁子超：：
台灣本輪確診絕對數字料超港台灣本輪確診絕對數字料超港

中央社引述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數據稱，27
日全台新增 8,822 例 COVID-19 本土病

例，再創台灣疫情以來新高，另新增2例死亡
個案、2例重症及14例中症。這意味台本輪疫
情已進入社區傳播階段。陳時中在疫情記者會
上表示，對比前一日數據，昨日本土確診人數
增幅約30%左右，預計今天全台單日新增確診
人數就會破1萬人。

模型推演單日確診或達10萬
台疫情重災區台北市市長柯文哲早前估
計，預計 3周後台單日確診人數將達 50萬
人，因此有必要會軟性封城，以防止醫療系
統崩潰。目前台北市已經下令所有區域級醫

院加開專責病房，2天後醫院全部整備完畢，
將有1,400多床，且為了確保癌症、盲腸炎等
疾病患者能獲得治療，1,400多床大概就是上
限。所謂軟性封城，即指是為避免這1,400多
床被佔滿，要把市民的活動度降低，不讓疫
情擴張，而在醫療體系可以忍受的範圍內，
盡量不干擾社會運作。
陳時中回應上述說法時認為，「數字會令
大家蠻不安心的。」並表示根據數學模型推
估，本輪疫情低推估為單日4萬人、高推估
為10萬人。

兒童接種遲或致48人死
台疾病管制機構數據顯示，截至26日，全台

累計接種新冠疫苗 52,104,727
人次，覆蓋率分別為第 1 針
84.63%、第2針79.9%、加強針
0.85%。但由於早前台灣的接種
計劃，12歲以下學童並未納入接
種人群。直至出現一名2歲童重症死
亡後，台教育部門才宣布稱，最早會
在5月2日為6到11歲學童在校園接
種新冠疫苗。惟從疫苗注射到產生抗
體需要時間，這意味上述6到11歲
年齡段學童，在爆疫的大背景下，陡
增染疫風險。
陳時中曾預估，本輪疫情會導致全台最多

約有350萬到500萬人染疫，而根據島內目前
染疫比例，「0~6歲染疫佔6.5%，7~12歲佔
7.1%、13~18歲佔5.2%」，0~12歲加起來是
13.6%，若以美國兒童染疫致死率為萬分之一
去推估，全台350萬人確診，恐至少有48名兒
童染疫死亡。

台專家：「3+4」措施恐加重疫情
面對日趨嚴峻的疫情，台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25日宣布，將放寬居家隔離措施，隔離天數
從原本10天縮短為「3+4」，實際居家隔離天
數僅有3天，後4天為自主健康監測。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理事長陳宜民向香港中通

社表示，「3+4」措施，恐將導致疫情傳播速
度加快，且貿然放寬居家隔離措施的決定未有
相關學理依據，甚至是在指揮中心會議中許多
專家學者反對的情況下強行通過。1���H���.#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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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
期 疫 情 嚴
峻，今日本
土確診或破
萬。圖為民
眾 24 日前
往台北市聯
合醫院忠孝
院區進行篩
檢。中央社

◆◆台灣近期逆疫放寬隔離限制或台灣近期逆疫放寬隔離限制或
造成疫情加重造成疫情加重。。圖為圖為2626日日，，新新
北市長在發布會上解釋隔離限制北市長在發布會上解釋隔離限制
要求民眾沒有必要仍不要外出要求民眾沒有必要仍不要外出。。

中央社中央社

◆ 自5月1日起，台機組人員檢疫天數放寬為
「3+4」天，但需每日做快篩檢測。 中通社

有 錢 難 買

資料來源：台灣疾病管制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