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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安全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美媒報導，中國大陸防疫政策大轉彎鬆綁，係因習近平在 20 大後收到

諸多令他震驚的訊號，包括出口數字下降及「白紙運動」，讓他得知「動

態清零」已是社會經濟動盪的根源。報導直指，這種防疫政策急轉彎，

將中國大陸推入了新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無論全國各地醫院的醫護人

員，還是各地防疫官員，都沒有得到關於這一政策轉變的預警，導致他

們在沒有醫療必需品儲備的情況下，面臨患者激增的局面。在此之前一

段時間，中國大陸沒有推動民眾的疫苗接種，沒有儲備抗病毒和相關治

療藥物，也沒有對醫院及急診室擴建和升級，而是將更多資源用於建設

臨時隔離設施、實施嚴格封控，以及對民眾大規模核酸檢測。由此造成

的結果是，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中國大陸 80 歲以上老人約有 40%沒

有全程接種疫苗。而全國每 10 萬人只有不到 4 張加護病房（ICU）床

位，而香港和新加坡分別有 7.1 張和 11.4 張。 

中央社 

2023.1.5 

2.  中國大陸新疆首府烏魯木齊一棟高層住宅樓 11 月 24 日晚發生火災， 

陸方官媒報道稱，火災造成 10 人死亡，9 人受傷，火勢由 15 樓接線板

著火引起，其後蔓延至 17 樓，煙氣擴散至 21 層，大約三個小時之後明

火被撲滅。陸方官媒表示，發生火災的吉祥苑小區為新冠肺炎疫情低風

險區，居民可下樓活動，然而一名火災附近小區的居民對 BBC 稱，他所

在的小區屬於低風險小區，但每天僅有「一到兩個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

他在其他時間「不敢下樓，因為這是違法的」。 

由於烏魯木齊自 8 月 10 日以來大部分地區都因疫情持續被封鎖，中國

社交媒體上，許多民眾質疑封控是否阻礙了救援，並對此表示憤怒和不

滿，不少網民要求當局公開事故高樓的居民是否能夠逃離。多段網絡片

段顯示，有消防車疑似因無法靠近火場，只能遠程噴水。還有畫面顯示，

有身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似乎在緊急破拆圍欄和路障。一名事發小

區居民對 BBC 證實了這些影片的真實性。 

BBC NEWS 

中文 

2022.11.25 

3.  中原頭條引述自媒體「李琪談資訊」報導，中國大陸最大的民辦學校—

河南的黃河科技學院，三大校區之一的南校區，因為傳聞「學校有人感

染，造成了病情傳播，據稱有一兩百管核酸異常」，爆發全區 3 萬餘名學

生集體離校，一時間學校周邊路上人頭攢動，出租車和接學生的私家車

幾乎把街道占滿。這些黃科大的學生到了鄭州火車站後全被扣留，即便

是有抗原證明（快篩）也不行。離校潮引發關注後，河南教育廳回應：

已勸返；同時，河南省內多地發布通知,要求排查該校返回學生，以減少

聯合報 

202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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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溢感染風險。報導引述有同學反饋，「前段時間寢室已經封閉了，但是

學校不發飯，開飯也不通知，需要學生自己去買。」學生憂心群體交叉

感染。此前傳聞說鄭州計劃讓大學在校學生提前放假，以緩解目前的疫

情壓力，但在輿論的壓力下，鄭州教育局回應這個傳言是謠言。 

4.  中國大陸執行 COVID-19 清零政策，入境必須集中隔離 7+3 天，一旦

環境採樣陽性，也得送醫觀察。一名長期往來兩岸的臺灣人，隔離期間

受檢皆為陰性，卻因隔離飯店門把採樣陽性被送醫，前後隔離達 28 天。

期間透過各式管道積極申訴、數次爭論，卻都未能獲得回應或解決。 

這位臺灣人接受採訪表示，從入住集中隔離飯店到入住醫院，再到現在

轉入另一間隔離飯店共 28 天，花費約新臺幣 3 萬 7400 元。預計再兩

天就可以踏出隔離飯店的他，正為健康碼為「黃碼」煩惱中，一旦未能

轉綠碼，等於行動自由仍受限制。他說：中國大陸這 3 年來持續執行清

零政策，由於現在流行的病毒變異株傳染力更強，明顯感受封控頻率更

高、手段更嚴。若非絕對性必要、沒有非來不可的理由，建議考慮先暫

緩前往中國大陸，「隔離封控成本真的太高」。 

中央社 

2022.11.8 

5.  綜合微博、推特等社群訊息，新疆伊犁州 8 月初多處封控，全域靜默管

理迄今已 38 天。當地政府嚴禁民眾出門，大門全被封死，民眾必須從窗

戶拋繩到一樓才能拿到物資，樓層高的被要求撕床單綁布條；還有核酸

採樣員搭雲梯車對遭封控的民眾進行檢測。伊犁民眾上網發文控訴，伊

寧市有 31 家醫院，但要臨盆的孕婦卻找不到醫院接生；老人腦溢血好

不容易送到醫院，卻因為重症病房停診不能做手術；許多獨居行動不便

的老人無人照料，還傳出有老人因此輕生。伊犁民眾頻在社群發文求助，

卻遭當局不斷刪除，多名網友控訴發文就遭到官方恫嚇。網友批評，伊

犁疫情根本沒嚴重到這種程度，已經連續多日沒有新增本土確診，但地

方領導卻把防疫搞得比單日新增 1 萬例還恐怖。 

此外，據香港 01 報導，許多當地民眾爆料，伊犁方艙醫院簡陋髒亂，沒

地方吃飯甚至有的連廁所都沒有；有的地方直接在操場搭帳蓬，民眾白

天頂著 40 度高溫在帳棚內隔離，許多人因此中暑。伊犁持續封城之際，

新疆 3 天前宣布開放喀納斯、可哥托海、賽裡木湖、那拉提等景區旅遊，

引發伊犁民眾批評「當地居民還困在家中，卻開放遊客旅遊」。 

中央社 

2022.9.9 

6.  貴州貴陽市花果園有「亞洲第一樓盤」、「中國最大小區」稱號，因為疫

情說封就封，物資配送跟不上，民眾強烈反彈。民眾在社群中發聲，有

人在家中餓了 3 天卻仍未見食材配送；老人家不知怎麼應對處理，只能

中央社 

20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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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挨餓苦等。為了執行封控，還有大樓管制電梯，僅在核酸檢測時啟

用，其他時間則是關閉。官方則稱人手不夠、配送困難，還稱年輕住戶

多，少下廚沒儲糧也是問題。對此，民眾在微博批評官方未做好配套調

度工作，竟將問題拋回給百姓，花果園很多年輕租戶不是不做飯，而是

住處根本沒有適合下廚環境。 

7.  中國大陸上海 6 月 1 日解封後，在街頭大量建置常態化免費核酸檢測

點，官方今天宣布免費政策將第 3 度延長至 9 月底，並要求上海市民應

每週至少進行 1 次核酸檢測，如 7 天內無核酸檢測記錄，「隨申碼」（上

海的健康碼系統）將會被賦黃碼，完成核酸採樣後，隨申碼將在 24 小時

內轉碼。對於「應檢未檢」並造成疫情傳播擴散的人員，將依法追究相

應法律責任。另該市民眾出入公共場所、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都須出示

72 小時內的 COVID-19 核酸陰性證明；中小學、托幼機構 9 月 1 日開

學後，師生必須持 24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進校園，每天離校前還

要完成一次核酸採樣。 

聯合新聞網 

2022.8.15 

2020.8.13 

8.  《路透》9 日指出，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公共衛生學教授布萊恩‧霍爾（Brian Hall），在經歷上海 4、5 月的長時

間封城後，為了不想再被困在住家內，特地在 6 月解封後前往海南，教

學工作則改採遠距方式。然而，三亞市近期遭到 Omicron 變異株的亞變

異 BA.5 入侵，當局突然宣布封城，導致近 18 萬名旅客滯留。霍爾指出，

他現在只能待在飯店房間，生活一切飲食和用品全靠飯店提供；他也無

法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只能逆來順受，「如果我們想住在這裡，在

這裡工作，就必須在規劃上保持彈性，能夠接受任何外來干擾。」 

自由時報 

2022.8.9 

9.  中國大陸嚴格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清零政策」引發不少怨言，繼北京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因不滿校方的封鎖防疫政策而聚

集抗議後，近日天津大學和南開大學也在校內發動抗議，高喊「打倒形

式主義！打倒官僚主義！」反對繼續封校。而當前又鄰近北京天安門事

變「六四學運」的敏感時間點，爆發的多起大學生抗議事件，都被中共

屏蔽封鎖，甚至連天安門廣場也已經被封鎖。 

Newtalk 

2022.5.31 

10.  中國大陸網路近日流傳兩封聲稱來自陸方 30 多個省市自治區的白血病

患者的公開信，指控接種 COVID-19 疫苗後患此病，目前已統計上千病

例，接種的疫苗以科興生物為主，其餘包括北京生物、武漢生物、智飛

生物、長春生物等，多數人是接種 2 劑後出現問題，部分人接種 1 劑或

3 劑。各地疾控中心組織專家發出多份鑒定結果，結論均是「偶合」。患

中央社 

20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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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到當地政府、省政府甚至北京上訪，但都不獲理會，地方部門人員

甚至粗暴對待他們，將他們當作打壓、維穩對象。患者也曾找記者協助

報導，但記者說現在不能報導關於疫苗的副作用；又曾向律師求助，律

師說涉及疫情的訴訟不代理。白血病患者質疑，因接種疫苗是全國性政

策，基於各種因素，地方專家組不敢冒然作出疫苗有副作用的結論。 

11.  中國大陸採取激進清零方針應對 COVID-19 疫情，強硬防控手段綁死個

人生活，封城帶來民眾收入下滑、工作難找等負面影響。紐約時報 24 日

刊文直指，疫情清零政策正使陸方 80 後年輕一輩成為最不幸的一代，

官方執著清零，嚴重破壞人們生活，收入下降、工作難找，生活重心全

繞著頻繁的核酸檢測打轉，專制氣氛滲透個人生活，許多年輕人對此反

感，甚至說「不把小孩帶到這個國籍、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中央社 

2022.5.25 

12.  中國大陸防疫堅持「動態清零」政策，各地管控嚴格。有台生表示，1 月

底赴上海交換，迄今 4 個月，PCR 與快篩次數已累積 92 次；而校方為

終結校內學生確診，要求留校學子不得離開宿舍，只能在規定時間在特

定區域「健步走」，更禁止叫外賣還有快遞，生活只能用苦不堪言來形容。

上海復旦大學與同濟大學等校嚴格要求住宿同學不得離開住房，自 4 月

4 日起迄今，足不出戶的日子已過了 50 多天。 

中時新聞網 

2022.5.25 

13.  中國新聞周刊報導，河北省遷安市再被揭發以極端手段防疫。多名華北

理工大學遷安學院學生近日反映，學校實行全員靜止，學生不能出宿舍，

每層會有一名志工看守，禁止在樓道走動，不服從會被處分。校方並派

發塑膠桶讓學生在宿舍內如廁，唐山市教育局介入處理後，校方改口稱

發桶是「以備不時之需」；據悉，學生已可以正常上廁所。另有學生表示

日前早上接獲老師通知宿舍要封閉，當時宿舍內沒有食物，直至第 4 天

校方才發放米飯，但有些是不熟的；第 6 天連飯盒也沒有，飯菜只放在

塑膠袋內，有些米飯是餿味的。之後校方甚至向學生收取飯菜錢。 

聯合新聞網 

2022.4.30 

14.  網易財經報導，有網友近日爆料中國大陸山東現代學院因疫情封校，所

有學生上千人聚集排隊做核酸檢測，從早上排隊到下午才能測完。除此

之外，學校通知所有學生都要在教室裡上網課，不能在宿舍聚集。校方

並發通知警告學生，不得將學校負面信息上傳網路，稱貼文「瀏覽過千

就是犯罪」，若不刪除後果自負。有不少網友及對此荒唐舉動感到憤怒，

還有學生公開控訴學校對輿情的打壓、管理的不力，列舉校內出現的諸

多混亂情況。 

聯合新聞網 

2022.3.15 

15.  在 2022 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揭幕前夕，20 名來自歐洲、美國、澳洲、紐 法新社 



5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西蘭、印度和日本的科學家今天發表公開信，嚴詞批評中國大陸政府不

讓外界確實追查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起源，要求陸方

不要再阻撓獨立調查。這封公開信題為「允許國際全面調查疫情起源才

真正彰顯奧運價值」（Allowing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Pandemic Origins would be a True Expression of 

Olympic Values）。 

2022.2.4 

16.  根據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美國大使館進行的一份內部調查顯示，有

25%的員工及家庭成員選擇盡快離開中國大陸，因為美國政府無法避免

中國大陸當局對他們實施侵入性的防疫措施，這些規定包含可能被強迫

進入發燒篩檢站進行檢測，並與小孩分離。美國大使館 24 日已經向華

府提出相關要求，請求正式核准。美國國務院正在評估是否准許希望離

開中國大陸的美國外交官與他們的眷屬離境，  

中央廣播電

臺新聞

2022.1.26 

17.  美國保守派監督組織司法觀察宣布，已與每日電訊新聞基金會自美國衛

生及公共服務部取得 301 頁電郵，披露中國大陸與世界衛生組織聯手隱

瞞疫情。司法觀察總裁費頓（Tom Fitton）指出：「這些剛披露的電郵顯

示，世衛和佛奇所屬的國家衛生研究院遷就中共對疫情消息的控制。」 

中央社 

2021.3.5 

18.  半島電視台播出中國大陸武漢巿最早傳出武漢肺炎疫情那幾天未曾公諸

於世的新聞畫面，揭露中國大陸政府如何未致力防止疫情散播、卻一味

阻撓記者報導疫情爆發。 

2 名記者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抵達武漢，當時當局在調查病毒起源，武

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已被關閉，但是武漢與北京的官員都不打算揭露疫

情可能有多麼嚴重。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已有 9 名中國記者遭到關押或

被消失。中國公民記者張展上個月底遭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刑 4 年。 

中央社 

2021.1.24 

 

https://www.judicialwatch.org/wp-content/uploads/2021/02/DCNF-v-HHS-Nov-2020-0014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