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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澳朝野一致  挺臺加入WHO

澳洲、歐洲支持臺灣

根 據《雪 梨 晨 驅 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4

日報導，澳洲主要政黨的國會議

員提出這一項呼籲，將致使澳

洲政府面臨表態支持臺灣加入

WHO。雖然澳洲政府過去曾經

呼籲臺灣應該被納入相關會議與

對話，其實尚未有支持臺灣加入

WHO的正式立場。

此次與過往不同，澳洲執政

自由黨參議院議員派特森（James 

Paterson）坦言，臺灣不應該

被排除在WHO之外。「有鑑於

（臺灣）至今在對抗冠狀病毒上的

卓越表現，他們持續被排除在外

是很可恥、很危險的。」至於在

野工黨參議員基奇（Kimberley 

Kitching）也表示，無論意見來

自何方，WHO應該尋求整合「坦

誠且無懼的建議」。

基奇稱，傾向依賴本質上偏

向獨裁國家所提供的資料，已

經變成WHO當前的「弱點」之

一。自由黨眾議員威爾森（Tim 

Wilson）表示，臺灣應是世界貿

易組織（WTO）的會員，這是由

於包括澳洲在內的諸多國家都已

經認識到，臺灣與中國是不相同

的經濟體，「相同原則當然也應該

適用於衛生體系及世衛會籍」。

針對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 )肆虐，臺灣卻始終

無法參與WHO，駐雪梨臺北經

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范惠君表示，

臺灣被排除在WHO之外，對全

球健康與疾病預防網絡造成了威

脅，也剝奪了臺灣 2300萬人的基

本健康權利。

疫情已延燒全球，臺灣政府

指出，世衛組織如同鸚鵡般複述

北京當局的立場，特別是在 1月

時，以北京立場，向全世界重申

病毒沒有人傳人；范惠君認為臺

灣缺席WHO，使全球喪失了瞭解

臺灣疾病管制經驗與綿密醫療照

護體系，並從中獲益的機會。

除了澳洲，近日歐洲議會及德

國國會，共計 127位歐洲政要，

也共同發出聯名函，讚揚臺灣防疫

模式值得學習，認為WHO排除

臺灣是對臺灣民眾的歧視與不公，

並強烈支持臺灣參與 5月的世衛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疫情肆虐全球時，澳洲朝野政黨

國會議員相繼為臺灣發聲，呼籲

世界衛生組織（WHO）應給予
臺灣會籍，同時也抨擊此聯合國

專門機構處理疫情不力。此外，

由於臺灣睽違36天再次迎來0確
診，歐盟駐臺代表高哲夫（Filip 
Grzegorzewski）就此盛讚，臺
灣成功控制了第二波感染潮，就

如同先前守住第一波的病毒感染

潮一樣。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港澳辦及中聯辦在復活節星期

一假期，先後向民主派立法會議

員開炮。先是港澳辦點名批評主

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內會）的

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及「反對派」議員故意拖延，仍未

選出主席，稱他們「濫用權力」、

「惡意拖延」，嚴重影響立法會正

常運作；又稱當前香港疫情嚴峻，

反對派此舉無異於「政治攬炒」，

令人質疑有違宣誓誓言、構成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予以強烈譴責。

約一小時後，中聯辦再以「部

分議員惡意『拉布』違背誓言」為

題發稿，點名強烈譴責郭榮鏗等

議員干擾立會正常運作，「惡意拉

布」褻瀆立會議員職責。發言人

進而稱議員就職時明確宣誓「盡

忠職守，遵守法律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服務」，他們的做法有違就

職誓言，「更可能涉嫌公職人員行

為失當」。

郭榮鏗盡忠職守反映民意

「兩辦」聲明一出，香港建制

派隨即揚言將採取串連行動，阻

止郭榮鏗繼續阻礙議會運作，包

括再次修改議事規則，令內會主

席選舉改由立法會秘書處負責；

對郭榮鏗提出不信任動議；要求

律政司向民主派議員採取行動。

事件主角郭榮鏗 14日上午回

應，批評中央部門高調干預香港

內部事務，尤其是立法會事務，

明顯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

制，有失中央身分。他強調自己

是按立法會議事規則辦事，盡忠

職守地反映港人民意，守護核心

價值，而非盲目地通過政府法案。

本身是執業大律師的民主派

會議召集人陳淑莊指出，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定罪門檻很高，不會

只因為部分人不滿就可以定罪。

她說，郭榮鏗和民主派過去和將

來都會繼續按照議事規則參與內

會會議，立法會秘書處過往也從

未指出他們的做法有違規之處。

夏寶龍欲「拆」立法機關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指出，「兩

辦」殺氣騰騰發出聲明，「是赤裸

裸地對一國兩制實施予以踐踏」。

他強調，立法會內會的選舉過程

是按照《議事規則》進行，百分百

屬於本地事務。北京政府如施加

壓力，指出一些人而要採取甚麼

兩辦干預香港內政  轟議員「違誓瀆職」 泛民斥毀一國兩制

工研院力拚7月量產
行政院 13日召開記者會，會

中有衛福部長陳時中、政務委員

龔明鑫、科技部長陳良基、經濟

部次長林全能等人出席。

政務委員龔明鑫表示，政府

針對「防疫科技」，尤其是在藥

物、疫苗、檢驗試劑等，過去已經

建立基礎，這次更是整合產、官、

學力量，組成重要的國家隊，並且

由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領軍、政

務委員吳政忠及唐鳳協助，結合

了各部會，力推臺灣的防疫科技。

此外，對於防疫科技預算，

除特別預算與「移緩濟急」的經

費，總計新臺幣 21.6億元之外，

在民國 109年度預算「生醫防疫

全球最小快篩偵測儀 臺灣工研院力拼7月量產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疫情尚未止息，經濟部次長林全

能13日表示，目前已經開發出核酸
分子快篩偵測儀的雛形品，針對

無症狀患者，在潛伏期間就可以

在1小時內就檢測出來，準確率高
達90%，重量約600公克，是目前
全世界最小，預計7月進行量產。

臺灣睽違36天再次迎來0確診，由於臺灣亮眼的防疫，讓澳洲朝野國會議員紛紛力挺臺灣加入WHO。(中央社)

大會（WHO），希望秘書長譚德

塞能秉持專業、邀請臺灣參加。

WHO是WHO的最高權力機

構，每年召開會議一次，以決定

政策方向。其實，自 2009年起，

臺灣已連續 8年受邀以觀察員身

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O），

但在北京政府打壓之下，臺灣自

2017年起，已經連續 3年未能參

與WHO。

再現單日0確診           
第二波感染潮已被控制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4日統

計顯示，國內沒有新增病例，繼

上次 3月 9日 0確診之後，臺灣

再度出現單日無新確診病例。對

此，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值得高

興一下，但是仍要維持。

臺灣在近日啟動國際援助行

動，對外捐贈 1000萬片口罩，歐

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哲夫於 9日

透過推特發文致意，他聲稱，這

是全球團結的最佳展現，並感謝

臺灣快速交付口罩給與歐盟受災

嚴重國家，而且臺灣還宣布將會

向北歐、中歐與東歐進行第二波

捐贈。至於再次出現 0確診，高

哲夫也推文讚稱：「臺灣已設法控

制住境外歸國民眾的第二波感染

潮，與守住第一波病毒的感染潮

如出一轍。」

相關科技計畫」當中，也匡列了

33億元的預算，能夠建置相關檢

驗的疫苗或是藥品。而在長期規

劃部分，行政院長蘇貞昌核定衛

福部「防疫中心興建工程計畫」

（2022至 2027年），並將於明、

後年開始推動，是政府針對防疫

科技短期、中期、長期的做法。

國衛院院長梁賡義進一步說

明，工研院目前發表的核酸分子

檢測技術，能在潛伏期時使用，

且配合試劑開發，1小時之內快篩

就可以知道結果，有高達 90%準

確率。由於偵測儀僅 600公克，

大概是全世界最小的；預計在 4

月底完成臨床測試，希望 6月能

完成測試量產，並準備生產 1萬

劑的試劑、10台偵測儀，7月分

正式進行量產。

而蛋白質檢測則是由中研院、

國衛院與國防預醫所團隊發表

的，是針對於感染期的檢測，快

篩時間是 15至 20分鐘，希望最

快在 3個月之內量產。另外，關於

人體產生的抗體檢測則是使用於

恢復期，用於瞭解有多少人擁有

抗體；目前長庚大學已經找出好

幾株的抗體株，快篩時間是 15至

20分鐘以內，最快可半年內量產。

三種治療藥物皆有突破 
疫苗年底進入臨床試驗

目前國際上有三種藥物，第

一個是在全球實驗中，已有將

近 7成重症有效的瑞得西韋，國

衛院、中研院也已經完成克級產

製，同時已取得合成 10公克量原

料，並與臺灣大學與美國簽訂臨

床試驗。

第二種藥物法匹拉韋，對於

輕中症患者相對有效，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已經進入 10克級生產，

可以採購或是國內自主生產開發；

此藥的原料取得性佳，國內廠商

生產意願也高。第三種是奎寧，

目前看起來針對輕症有效，已經

納入臨床指引，國內可以自行產

製，全世界已經有逾 20國下訂

單，希望臺灣能提供，但是目前

的生產過程中還是要以臺灣為最

優先。

至於國內疫苗的開發，今年 1

月下旬已啟動多項技術平臺，最

快在 5月擇定標的，年底進入臨

床試驗。科技部長陳良基表示，

繼中、澳、日後，臺灣是全球第 4

個分離出病毒株的國家，到目前

為止，臺灣團隊已經從患者身上

分離出大約 52株病毒的分離株，

可提供全世界的科研防疫使用。

未來疫苗對臺灣來說真的非

常重要，能夠提供整體免疫力；

科技部將協助重要的實驗室，在

大學端成立 3至 5間防疫科學研

究中心，進行基礎研究，並且搭

配國家級的防疫科技中心，負責

應用研究。

為實現普篩  政府需修法
至於是否讓所有的入境者都

接受檢驗，也就是「普篩」，為目

前臺灣防疫熱門議題。據統計，

臺灣目前每日的檢驗量能上限約

在 3、4000 件，長庚醫院檢驗

醫學部醫檢副主任黃瓊瑰表示，

從 1月 23日起，徵召第 3等級

（BSL3）實驗室投入篩檢，主要

負責機構是疾管署實驗室與少數

幾家擁有 P3等級實驗室的醫學中

心。目前還擴大至具有第 2等級

（BSL2）資格的實驗室，已經囊

括有 34家醫院。

近期，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邀請了各家醫學中心討論中共病

毒檢驗業務，最後取得了共識，

下一波將會開放更多的醫院執行

篩檢，為日後的普篩做準備。按

相關法規，病毒屬於3級病原體，

因此，執行檢驗單位必須得符合

相關生物安全等級，但就技術層

面來看，只要是具備 P2＋實驗

室設備的醫院就可以執行 PCR檢

測，政府或需修法。

黃瓊瑰預估，目前臺灣採檢

上限為每日 8000件，換言之，一

旦每日檢驗的人數超過 8000人，

就會難以負荷。因此，建議指揮

中心盡速放寬標準，同時擬定配

套措施，委託醫檢學會審核實驗

室的質量，確保品管；至於有意

願的醫院在通過資格考試之後，

可加入篩檢行列，屆時應會有上

百家醫院，每日檢驗量能就可加

倍。屆時，就可以考慮讓中小型

檢驗所上場支援。

此外，試劑在防疫上扮演著

一定角色，疾管署已積極展開相

關研究，委託國內多家學術機構

研究快篩試劑，如果成功，將會

運用在臨床篩檢上。而快篩試劑

是以血液為主，如同血糖試劑一

般；檢驗重點為 IGM、IGG。

行動，是完全不恰當、有失身分

及越權行為。

胡志偉稱，中共行事愈來愈

左而且霸道，現任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主政浙江時，最出名政績是

拆毀教堂十字架，如今以為同一

套思維可以適用於香港，拆毀香

港的立法機關，令市民噤聲。他

促對方尊重一國兩制，「動輒扣民

主派議員帽子只是文革式行為，

不適用於香港文明社會。」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民

主派一直在立法會盡忠職守力阻

惡法，包括阻止《國歌法》提交立

法會恢復二讀，以及防止《23條

惡法》借屍還魂。他批評，兩辦

說法明顯是無視《基本法》22條

列明：中央不得干預香港事務，

包括立法機構運作。議會陣線議

員毛孟靜則指，兩辦的說法反映

北京以為可以肆無忌憚打壓香港

人，將民主派噤聲置於死地。她

形容，「一國兩制」制度由九七年

至今，最多只剩下「1.1制」，議

員在立法會「拉布」只是推倒惡法

的最後手段，呼籲港人一定要堅

定立場。

民主派被定性「奪權」

9月立法會選舉，民主派正部

署攻下過半數的 35個議席，務求

在議會推動反送中運動的民間「五

大訴求」、追究警暴等，引起了北

京的緊張，將其定性為「奪權」。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指，兩辦

的說法已將撤銷議席民主派的意圖

「寫在牆上」，恐防民主派在 9月

立法會選舉取得超過 35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