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當局所謂「超前部署」再出

現巨大漏洞，一名核酸檢測呈陽性、原本應該居家

隔離的台北市民陳某，5月31日竟持陽性檢測證明

從台北松山機場登機飛抵大陸福建廈門，一路暢行

無阻。香港文匯報分析梳理，事件暴露台灣當局

吹噓了至少一年的檢疫監測系統其實全無作

用，以及航空公司對相關文件的檢查亦

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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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離境零阻礙
台居家檢疫虛設

健康聲明書不實 陽性照上機抵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針對台陸委會昨日發
表詆毀大陸的所謂「新聞
稿」，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同日表示，在當前島內新冠
肺炎疫情肆虐、台灣民眾生
命健康和利益福祉受到嚴重
威脅的形勢下，民進黨當局
不把心思放在如何用科學專
業的態度防控疫情、切實保
障廣大台胞生命健康安全
上，還在上演污衊攻擊大
陸、製造兩岸對立的政治鬧
劇。民進黨當局在島內不斷
打擊異己、鉗制言論，編織
謊言、欺騙民眾，有何資格
拿民主人權說事。面對島內
不斷增加的染疫死亡人數，
他們用以攻擊別人的遮羞布
還有幾分斤両？他們良心何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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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央社及
記者陳旻報道，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昨日通報，當天增加583例新冠肺
炎本土確診病例，其中包括校正回歸本
土個案219例，確診個案中新增17例
死亡。台灣新冠疫苗短缺問題凸顯，
近期航空公司因應旅客赴美接種疫苗
需求，增加客運航班。台灣「旅行公
會總會」名譽理事長姚大光同日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當前台灣疫苗

短缺，大陸疫苗也無法輸台，民眾赴美接
種是不得已的選擇。
根據市場需求，台灣長榮航空2日宣

布，自本月7日起，緊急加開台北赴美客
運班次。另一主要航空公司華航，因機組
人員正全數接種疫苗，人員調度不足，仍
以貨運市場為主。

炒高機票價 經濟艙近兩萬
長榮官網資料顯示，自台北至洛杉磯，

往返經濟艙票價約為7萬元（新台幣，下
同，約合19,909萬港元），豪華經濟艙逾
8萬元，商務艙超過20萬元。
據《聯合報》報道，過往淡季相同航班
「特價票」價格僅2萬元左右。航空業內
人士透露，由於台灣疫情延續，近期包括
留學生、在台美國人、擬赴美接種疫苗的
當地民眾紛紛搶票，導致赴美機票漲價數
倍。
據官方統計，截至6月3日上午，台灣
共取得新冠肺炎疫苗87.7萬劑；自3月22
日接種第一批阿斯利康疫苗（AZ疫苗）
以來，全台累計接種疫苗56.2萬劑次。

不滿當局消極作為 民眾抗議
因不滿當局在疫苗問題上消極作為，3
日14時起，有民眾在台當局領導人辦公
場所周邊發起抗議。民眾開車或騎車經過
時長按喇叭，也有人在車身貼上「我要疫
苗」等標語，表達訴求。相關周邊道路一
度出現擁堵，台警方稍後對附近區域實行
車流管制。
當天，台灣高雄民間防疫聯盟緊急公開

發表《為台灣兒童青少年與醫護人員爭取

進口輝瑞BNT疫苗聯署聲明》，發動民
間團體與個人加入聯署，敦促民進黨當局
在台灣疫情爆發之際，在不晚於一周的時
間內，對輝瑞BNT疫苗緊急授權，讓該
疫苗能盡速在台灣普遍接種，尤其是為一
線醫護與兒童青少年接種，建立疫情防火
牆。
高雄民間防疫聯盟發起人蘇偉碩醫師表

示，眼見變種病毒疫情在台灣肆虐，檢驗
量能和醫療資源捉襟見肘，救命疫苗遠遠
不足，「我們不得不聯署公開聲明，提出
人民的要求和主張。」聯署聲明的訴求與
主張主要是：應為第一線醫護和防疫工作
及國家安全相關人員提供保護力高達95%
的輝瑞BNT疫苗，使他們在疫情威脅下
受到最良好的保障。其次，為12歲以上
青少年接種兩劑輝瑞BNT疫苗。另建議
台灣提前部署，為兒童取得足夠的救命疫
苗。
據悉，此聯署聲明一經發出，迅即得到
台灣民間多個團體與個人的積極響應。目
前，已經參加聯署的有高雄民間防疫聯
盟、苗栗縣文山小學校長、台南市崇明中
學教師、桃園新世紀愛鄉協會等。

島內疫苗短缺 爆赴美打針潮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據廈門市衞健委通
報，廈門1日新增3宗境外輸入個

案，其中2宗為台灣輸入，近期廈門市已
發現9例台灣地區輸入病例。該2宗個案
分別是台灣籍的陳某以及赴台探親的陸籍
旅客林某，他們均於周一搭乘立榮航空
B7511航班由台北抵達廈門，入境後被診
斷為新冠肺炎。目前，2名患者已被轉至
廈門市定點醫院隔離診治。同航班152名
旅客均已落實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居家隔離者無法加裝「電子圍籬」
匪夷所思的是，陳某在登記前出示的

核酸檢測證明，是由新北市天主教輔仁
大學附設醫院於5月29日下午5時許發
出，報告中明確寫有中文「陽性」二
字。據台灣媒體報道，立榮航空地勤人
員在檢查旅客核酸報告時頗為疏失，他
們見旅客持有核酸報告就予以登機，而
並未進一步檢視報告內容是「陰性」還
是「陽性」，而陳某在機場亦並未如實
填寫旅客健康聲明書。
台灣當局獲悉事件後，第一時間要求航
空公司檢討，並要求民航部門檢討處分航
空公司，未有提及陳某為何能順利抵達機
場並登機。惟當天稍晚時候，台北市政府
在疫情發布會上稱，陳某係住在台北萬華區
的確診居民，由於台灣當局放寬規定，允許
無症狀確診者可以在家居家隔離，但是通報
系統上卻無法替在家隔離的確診者申請加裝
「電子圍籬」，實際上等於居家隔離人士能夠
自由出入，才會出現如此荒唐的事件。

電子防疫系統警示作用成疑
香港文匯報查詢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網站，發現台灣當局衞生主管部門，曾經在
2020年3月，在官網上以《高科技智慧防疫，檢
疫追蹤精準有力》介紹當局設立的「電子圍籬智
慧監控系統」，聲稱能夠透過手機定位方式掌握行
蹤，以確保防疫措施之落實。
根據文章介紹，這一套系統的主要功能，就是為
了「能掌握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落實情形，降低社
區傳染風險，避免影響防疫措施的推動」，透過居家檢
疫者的手機定位，一旦離開檢疫範圍，系統會發送「告
警簡訊」給當事人、民政單位、衞政單位與轄區警察，以
確實掌握相關人員行蹤。但是，今次發生事件表明，這一套
系統完全沒有發揮任何警示作用，任由確診者一路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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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商界近日以多種辦法激勵市民
接種新冠疫苗，但調查顯示需要照顧病
人和學生的醫護與教職員，接種率偏
低，情況殊不理想。醫護與病毒作戰，
屬高危行業；教職員的健康則直接關係
到學生健康。這些特殊職業群體，為己
為人，都應接種；政府應採取有條件的
強制性措施，要求相關人士接種疫苗，
達到高接種率，從而有效保障公眾健康
安全，達至群體免疫目標。

疫苗接種計劃展開3個多月，僅有逾
兩成市民接種了第一劑疫苗，進度很不
理想。尤其令人擔心的是，醫護身處防
疫最前線，但醫管局員工接種率僅三成
多。有調查更顯示，只有48%的醫護受
訪者願意打針，38%受訪者表明不願
意，而在不願意打針的受訪者當中，多
達78%人竟然質疑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首先，醫護作為專業群體，擁有專業
知識，理應相信科學、相信數據。無論
是海外還是本地的臨床數據和實際應
用，都顯示新冠疫苗有效遏制疫情擴
散，並且未有任何證據顯示會引致嚴重
副作用，多位政府專家顧問都認同疫苗
的功效和安全性。醫護人員應主動向市
民宣傳解釋接種的科學知識，並帶頭接
種，發揮示範作用。

其次，醫護負責照顧病人，接觸、感
染和傳播病毒的風險遠較普通人高，接
種是對醫護更好的保護。在其他地方，

一般都是醫護優先接種，保障了醫護，
其實也是保障醫療體系不會被病毒擊
潰，也是保護病人。近期疫情爆發的台
灣，即使島內疫苗供應短缺，但在花蓮
等地的前線醫護，疫苗接種率已經達到
65%，高風險的醫師和護理人員更超過
八成。本港目前疫苗充足，醫護既要珍
惜機會，也要切實體現責任心，加快接
種進度。

本港中小學遲遲未能恢復正常的全日
面授課堂，原因之一也是教職員和學生
的接種率仍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去信
立法會，表示全港學校教職員的新冠疫
苗整體接種率約為18%。局方表示，將
會繼續以不同渠道，呼籲及協助學校教
職員以顧己及人的態度，主動接種疫
苗。政府已批准將復必泰疫苗的接種年
齡降至 12 歲，以利學校全面恢復面授
課堂。教職員應主動接種，為學生做好
榜樣，助早日恢復正常教學活動。

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才能徹底
戰勝疫情。除了提供誘因、激勵接種之
外，對醫護、教職員等特殊行業，要以
更有力的措施推動接種。目前美國已有
超過200所大學宣布，所有師生必須接
種疫苗，今年秋季學期才能返校。英國
疫苗大臣日前則表示，英國政府可能會
強制公營機構醫護接種新冠疫苗。對特
殊職業群體接種提出特別要求，有充分
科學依據和公眾利益需要，特區政府應
盡快研究採取有條件的強制接種措施。

對特殊群體應有條件強制接種
警方日前反對「支聯會」申請今晚舉行集會遊

行，有關上訴亦被駁回，而警方留意到網上仍
有人號召參與集會，將動員7,000警力在全港戒
備；另一方面，包括本報在內的媒體和團體連
日踢爆，「支聯會」在成員數字上造假，企圖
蠱惑市民。「支聯會」長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策劃挑戰敵視國家憲制秩序的活動，明顯
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本港法
律，在香港本已沒有活動空間；如今「支聯會」眾
叛親離、窮途末路，廣大市民應看清「支聯會」反
中亂港的真面目，拒絕少數攬炒政棍的挑動唆使
而參與非法集會，切勿被人利用而負上刑責。

「支聯會」的政治綱領明目張膽鼓吹改變國
家根本制度，多年來舉辦花樣百出的敵視仇視
中央政府的集會和活動，不斷向港人「洗
腦」，惡意撕裂港人和國家的關係。 近日，澳
門特區警方就澳門有關人士舉辦非法集會作出
不予批准的決定，澳門特區終審法院依法作出
駁回有關人士上訴的裁決。國務院港澳辦昨晚
發表聲明表示，這些決定和裁決合憲合法，表
明了禁止破壞憲制秩序行為的鮮明態度，對此
表示堅決支持。

事實上，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
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香港回歸祖國後，作為直
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當然要尊
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尊重憲法確
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切實維護憲制秩
序是香港的基本政治法律要求。任何組織和個
人破壞憲制秩序的行為都是違法的，都必須堅
決予以禁止。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指出，任何人
組織、策劃、實施以非法手段去破壞、推翻中

國憲法下的根本制度，都屬觸犯香港國安法中
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支聯會」試圖組織、
策劃違憲違法的活動，特區政府依法予以禁
止，合憲合法，是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捍
衛國家安全、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舉措。

長期以來，「支聯會」訛稱「廣受市民支持」，
宣稱有約200個「會員團體」，但實際上至少有一
半長期沒有參與「支聯會」活動甚至早已解散，
屬於「殭屍會員」。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後，不
少曾不同程度參與的團體因為擔心違法而紛紛
割席，民協、街工等反對派政團已宣布退出「支
聯會」，激進的攬炒派政棍范國威日前亦表示不
再為該會的會員團體；過去多次與「支聯會」
同場舉行籌款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亦劃清界
線，聲稱公民黨從來沒有加入過「支聯會」。顯
然，隨香港國安法實施，香港確立尊重國家
憲制的新秩序，「支聯會」樹倒猢猻散，已經窮
途末路。

但值得警惕的是，有個別頑固的攬炒派政棍
執迷不悟，即使有關集會已被警方反對，仍一
意孤行煽動市民參與非法活動，聲稱市民「可
以個人名義進行和平安全的活動」；有宗教團
體亦計劃舉行所謂「追思彌撒」，並聲言是
「合法的宗教活動」，不會特別通知警方。
「支聯會」一向打着「和平理性」的旗號，掩
飾其組織策劃活動的違法性質。黃之鋒、岑敖
暉、袁嘉蔚及梁凱晴，去年參與維園所謂「和
平集會」，最終承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分
別被判囚 4 至 10 個月。廣大市民必須擦亮眼
睛，看清一切顛覆國家政權活動的違法本質，
不要再受誤導、煽惑而行差踏錯，自誤前程。

「支聯會」煽動顛覆政權 眾叛親離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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