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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 

台灣百合公義協會 

 

    本單位成立於 2016 年，並於 2019 年取得台灣內政部核

發 NGO 協會證書。協會宗旨：保護台灣人民安全。 

 

    為了保持政治中立，過去 5 年來，本會不曾接受過政府

或政治團體的捐贈。本會專注於台灣的國家安全、醫療制度、

能源政策的研究，以及為受害人民爭取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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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謊作弊的政府 

a：2020 年，COVID-19 疫情開始肆虐全球，台灣感染人數異

常稀少，政府不斷吹噓其邊境管制成效為世界第一，其實

不然。2020 年 01 月台灣將舉行總統大選，因此中國早於

2019 年 11 月就全面禁止旅客來台，試圖影響台灣的民主

選舉。因此在 COVID-19 爆發之初，染疫的中國旅客在全

球流竄時，當時台灣已無任何中國觀光客-天佑台灣。 

 

b：台灣政府惡意隱匿疫情。NHCC 與衛福部為了創造台灣「0

本土感染天數」，在 2020 年初秘密修改社區感染的條件，

以致要成為本土社區感染的條件十分困難。NHCC 在邊境

管制措施上，不僅堅持居家隔離 14 天就可以杜絕病毒傳

播，還堅持只要 14 天沒有症狀，不用篩檢 PCR 就可以解

除限制。 

 

c：2020 年時，許多防疫專家建議政府仿效國外做法，實施

快篩及 PCR 篩檢以即時發現感染者，而陳時中所領導的

NHCC 堅持不准縣巿政府或民間進行篩檢，只能依循中央

的疫調政策，疫調報告列為重要機密，不得公開，凡違抗

命令者移送法辦。現在台灣民眾才覺醒，原來只要沒有篩

檢就不會發現本土病例，台灣在 2020年創世界記錄的 253

天「0 本土感染天數」是靠隱匿疫情創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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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此向全世界公布一個可怕事實- 

台灣在 2021 年 5 月爆發 Alpha 變種病毒大量感染，台北

市政府不顧中央政府的禁令，在 2021 年 5 月 14 日開始設

立台灣第 1 座快篩站，隨後新北市政府也跟進全面展開快

篩及 PCR 篩檢。6 月 19 日台灣才開始可以居家快篩，2021

年 7 月 2 日台灣的機場才開始進行普篩。面對 2020 年 1

月即爆發 COVID-19 疫情，台灣政府居然在 1 年半之後才

允許地方政府及民間使用快篩及 PCR 這類第 1 線有效防

疫工具！ 

在陳時中所領導此批惡劣官員的錯誤防疫政策下，如果不

是因為台灣有強大的醫療健保體系，以及訓練有素且勇於

奉獻的 33 萬醫事人員，加上全體台灣人民高度的防疫配

合，2020 年台灣早就已經面臨死傷慘重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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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疫苗的慘狀-邪惡的政府 

 

各國捐贈台灣疫苗(2021年 8月 25日前取得) 

 

截至 8/25/2021台灣取得疫苗數 

各國捐贈疫苗數為 586 萬劑 
總計 1100.08 萬劑 

台灣自購疫苗數為到貨數為 514.08 萬劑 

 

政府採購疫苗 
採購 

日期 

採購 

劑數 

已取得 

劑數 
疫苗安全性 

COVAX 9/18/2020 476 萬 60.96 萬 WHO認可疫苗 

AZ 

(腺病毒載體) 
10/30/2020 1000 萬 240.9 萬劑 WHO認可疫苗 

莫德納 

(mRNA) 
2/08/2021 505 萬  124.96 萬 

WHO 認可、美

國 FDA EUA 

高端 

(棘蛋白) 
5/30/2021 500 萬 87.26 萬 

尚未取得任何

國際認可 

聯亞 

(RBD 棘蛋白) 
5/30/2021 500 萬 0 

尚未取得任何

國際認可 

合計 
截至 8/25/2021 共採購 2981 萬劑，到貨 514.08 萬

劑，只佔購買總數 17.24% 

疫苗種類 捐贈來源 總計 

AZ 

(腺病毒載體) 

日本 334 萬劑 
336 萬 

立陶宛 2 萬 

莫德納 

(mRNA) 
美國 250 萬 2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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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台灣國會早已經將購買疫苗的 12 億美元預算全部撥付衛

福部完畢，但是台灣到 2021 年 8 月 25 日止政府採購疫苗

卻僅到貨約 514.08 萬劑。行政院 NHCC 將疫苗採購會議

列為國家機密，連立法院都不能審查。這在世界各國都是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且嚴重破壞台灣的法制，但是在台

灣卻沒有人敢追究蘇貞昌院長和陳時中部長的司法與行

政責任，因為總統府會生氣！ 

(截至 2021/8/25 施打統計數) 

b：政府為了掩飾無能的疫苗政策，居然創造了全世界沒有政

府會用的劑次計算方式(第 1 劑加第 2 劑等於人口覆蓋率)。

如果依國際標準，施打完 2 劑疫苗為基準，台灣 2021 年

8 月 25 日的人口覆蓋率僅 3.42 %，但是 DPP 政府居然宣

佈台灣接種人口覆蓋率來到 40.91%，劑次人口來到

44.33%。 

台灣總人口數約 2350 萬人，然而只有 1012.82 萬劑的進

口疫苗，真正打到二劑疫苗只有 80.3 萬人，政府又在玩

文字遊戲，製造國際假象，再度利用國家機器及媒體對台

灣人民洗腦-DPP 政府的偉大防疫政績！ 

累計接種人數 
  1024.7 萬

人 

打完第一劑 
960.2 萬人 
(40.91%) 

打完第二劑 
80.3 萬人 
(3.42%) 

國際標準以施打完二劑為基準 台灣人口涵蓋率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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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為了創造政府投機取巧的政績，陳時中居然引用 WHO 給

貧窮國家的新聞建議稿作為掩護，在 2021 年 07 月 12 日，

NHCC 下令莫德納疫苗第 1 劑及第 2 劑間的接種間隔可

至 12 週，這是完全沒有科學依據的做法。莫德納疫苗原

廠仿單清楚說明，第 1 劑接種後應於 28 天接種第 2 劑！

結果造成今天台灣約有 274 萬民眾，施打完第 1 劑由美國

捐贈的莫德納疫苗後，沒有第 2 劑可以施打。本人懇請美

國政府及莫德納總公司能重視這個嚴重的問題! 

 

d：本篇文章發佈時，台灣人民已經沒有進口的安全疫苗可以

施打，但是數萬名的政府官員，及兩家私企疫苗公司的人

卻都已經打完進口的安全疫苗。台灣人民將被迫去施打由

高端公司所生產，沒有國際認證、沒有防護力證明的「土

產疫苗」。DPP 政府怎麼可以如此殘忍地對待台灣人民? 

 

e : 邪惡的政府官員 

台灣的私企疫苗公司- 6/10/2021 高端公司公開其疫苗的

二期期中實驗分析報告，陳時中部長所領導的衛福部居然

在 5/31/2021 就公告採購 500 萬劑高端疫苗。高端疫苗要

到 2021 年 10 月才能完全做完二期臨床實驗結果，衛福部

居然用不符合國際標準程序的「免疫橋接」，在 7/19/2021

核准高端疫苗的 EUA，並在 7/25/2021 公告列為政府公費

疫苗，在 8/23/2021 開始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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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有那一個政府敢如此明目張膽的護航廠商? 
 

f: 政府錯誤的防疫政策，導致人民枉死，今年 5、6 月台灣

COVID-19疫情大爆發期間，全台灣死亡人數比 2020 年

5、6月同時期爆增了 4582人，這是個不正常的數據。 

ENCC 副指揮官陳宗彥 6 月 18 日指稱死亡人數增加是高

齡化影響，若是死亡數據發生在冬季因天寒而造成的高

齡猝死，也不會多出 4582人。但是在 5、6月間，發生

大量死亡數千人的數字， 這是台灣歷史不曾發生過的

事。 

本會合理懷疑:政府官員集體製造「疫情死亡黑數」的犯

罪行為。 

 

台灣 2019年 5-6月 2020年 5-6月 2021年 5-6月 

死亡人數 27,957人 27,165人 31,747人 

與前年度相

比增減數 
 -792人 +4582 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Alpha 變種病毒入侵台灣開始計算 

(自 5/15/2021 累計至 8/25/2021) 

未接種疫苗死

亡人數 
約 820 人 

接種疫苗後死

亡人數 
約 6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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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政府阻擋民間採購疫苗捐贈事件 

 

2021 年 事件要點 

04 月 因為 NHCC 指揮官陳時中及 CDC 的錯誤決策，讓

Alpha 病毒入侵台灣，造成 1100 位人民冤死。 

05 月 23 日 鴻海集團及永齡基金會向政府提出疫苗捐贈方案。 

05 月 28 日 政府提 8 項要點阻撓。 

06 月 01 日 1、鴻海集團購買 500 萬劑德國 BNT 疫苗並捐贈與政

府之專案申請，正式送件至衛福部。 

2、NHCC 專家諮詢委員李秉穎接受媒體訪問時稱：

「聽說這批疫苗快到期了」！ 

06 月 02 日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鴻海文件無「原廠授權書」。 

06 月 03 日 針對民間機構捐贈疫苗，陳時中直言民間買不到！ 

06 月 08 日 行政院長蘇貞昌於國會稱「鴻海手上沒有疫苗」！ 

06 月 10 日 台積電提出疫苗捐贈方案並送件至衛福部。 

06 月 15 日 衛福部發給鴻海「有條件專案進口許可函」，實質仍進

行阻礙。 

06 月 18 日 1、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發表強烈聲明，要求當面向蔡總

統報告，確認政府同意或是拒絕。 

2、蔡總統與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

會面。行政院宣布授權鴻海、台積電各購買 500 萬劑

德國 BNT 疫苗。 

06 月 23 日 慈濟基金會提出 500 萬劑德國 BNT 原廠疫苗捐贈方

案，並正式向食藥署送件。 

07 月 11 日 直到簽約前一天，行政院仍在阻礙鴻海及台積電購買

捐贈疫苗，引發兩家公司的嚴重抗議。 

07 月 12 日 鴻海及台積電突破困難，宣布各自完成 500 萬劑德國

BNT 原廠疫苗採購合約。 

07 月 21 日 慈濟基金會宣布完成 500 萬劑德國 BNT 疫苗簽約，

並將比照鴻海和台積電模式，同樣由德國原廠製造包

裝，直送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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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感謝台積電公司、鴻海公司、永齡基金會、慈濟

基金會等 4 個單位自行出資，共採購 1500 萬劑 BNT 疫苗捐

贈給台灣人民施打，保障了 750 萬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在

申請過程中雖受到政府單位阻撓及媒體網軍抹黑批評，但是

他們仍然排除萬難，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台灣政府阻撓民間捐贈疫苗的主要原因： 

a：政府採購 BNT 疫苗，出廠售價每劑 45 美元(事後破局)，

民間採購每劑 30 美元！這讓台灣人民看清政府官員的貪

婪腐敗！ 

 

b：過去半年政府利用國家機器及大量媒體宣傳洗腦人民-台

灣買不到疫苗是因為大國超買、中國干擾、市場缺乏現貨

等各種理由欺騙人民，結果此次捐贈的 4 個單位在拿到政

府授權書後 1 個月內就與 BNT 原廠完成簽約，原廠答應

在 2 個月後開始分批交疫苗給台灣。 

台灣人民痛罵 DPP 政府是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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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對世界經濟的重要性 

  a：台灣海空域為亞太地區重要航道，COVID-19 爆發前，

每年過境我國飛航情報區之外籍飛機約 22.3 萬架次，

航行於周遭海域之各式船舶約 13.2 萬艘次。若此一航

道遭截斷，各國海空運輸須改道台灣東側，造成航程、

燃料費用的開銷暴增，故台灣安全對於亞太地區暨全

球經濟之影響重大。 

 

  b：台灣為世界科技重鎮，尤以晶圓代工技術領先全球，5

奈米製程晶片已量產，，僅台積電一家公司的全球市佔

率即超過 50%，台灣整體晶圓代工產業市占率更超過

60%！若因戰爭或疫情等因素造成負面衝擊而減產，

必嚴重影響全球晶片供應，進而對全世界經濟及科技

產業造成嚴重的打擊！ 

 

  c：根據台灣中央社 7 月 16 日報導：「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代表總統蔡英文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非正式

領袖會議拋出疫苗問題，明確提出台灣和其他許多

APEC 成員一樣，需要儘快取得更多疫苗。」 

 

張忠謀董事長在台灣屬於國家級企業家，台積電所生產

的高品質晶片享譽全球。他為了保障台灣科技業及人民

生命安全，決定向全世界說出實話。張忠謀董事長的坦

誠是全體台灣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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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灣對美國及太平洋國家的重要性 

  a、自 1950年韓戰爆發以來，台灣與美國即成為重要的區

域安全戰略夥伴，台灣位居第一島鏈防禦的中央位置，

若出現破口，則中國海空軍將可進入太平洋，威脅美國

西岸與澳洲、紐西蘭等太平洋國家。台灣是施行義務兵

役，過去 70年來，每位台灣男人都曾經穿上軍服、揹

上槍，勇敢的保護台灣。 

 

  b、自 2004 年至 2020 年，台灣向美國軍購支出約 450 億

美元，加強我國國防，更是強化第一島鏈防線。台灣鋪

路爪長程預警雷達(PAVE PAWS)在 2013年建置完成，其

搜索距離達 4000 公里，以提供長程飛彈預警的功能。

台灣防禦僅需配置搜索 1500 公里之長程雷達即可，可

見，PAVE PAWS雷達是保障太平洋國家與美國本土安全

所設。 

 

  c、若美國與中國爆發戰爭，中國發射洲際飛彈後，台灣的

PAVE PAWS 雷達可以提供美國及各國即時資訊，增加反

應時間，以減少傷亡。然而台灣卻將因此而成為中國首

要攻擊目標，另外雷達建置花費約 13.7 億美元，維護

費用亦高達每年 7,800萬美元。這座雷達站的建置費及

每年維護費，都是由全體台灣人民的納稅錢所支付，以

上顯示台灣對於美國人民的安全貢獻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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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會懇請美國政府緊急專案援助疫苗給區域安全夥伴 

美國政府重視與台灣人民的友誼，故在 2021年 06 月時曾

人道援助 250 萬劑莫德納疫苗給台灣，本會非常感謝美國

政府的善舉。然而在本文發布的同時，台灣政府已經沒有

安全有效的疫苗可提供人民施打。至於台灣民間企業及慈

善機構所捐贈的 1500 萬劑 BNT 疫苗，雖會在 2021 年 10

月開始分批施打，8月起的三個月，將會是台灣最危險的

時期。因為只要有變種病毒入侵，台灣必遭受重大傷亡。 

 

本會在此懇請美國 拜登總統，以緊急專案援助 800 萬劑

疫苗給區域安全夥伴-台灣，因為現在全世界只有美國政

府有能力支援 800 萬劑莫德納疫苗給台灣人民施打。 

     

本會在此公開向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及所有美國公民請託，

希望您可以協助我們，懇請 拜登總統批准緊急援助台灣

疫苗專案，因為這對我的同胞而言是救命疫苗。如果這個

專案計畫可以成功，將是國際利益、美國利益、台灣安全

三贏的結果！ 

 

天佑美國 God Bless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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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台灣傳統教育就是培養我們成為誠實善良的公民，我們

不需要用作弊、說謊手段來換取「世界防疫第一」這種假政

績，只希望政府能用科學及務實的態度來做好防疫工作。 

本會在過去一年多來，明知政府用各種騙術操控媒體及人民，

但是在法西斯式的控管下，我們只能保持沉默。如今在 3 個

月內即有約數千位同胞冤死，所以本人決定起身反抗！ 

如果 DPP 政府依然視人民生命如草芥，我將再公布文章，讓

全世界知道 DPP 政府執政的 4 年中，所發生各種官商勾結、

違法亂紀的弊案與醜聞！ 

    今後我必然遭受到台灣政府的整肅與鬥爭，他們所掌控

的媒體與網軍，亦將對本人展開抹黑攻擊。為了保護台灣人

民的生命安全，我無怨無悔！ 

因為台灣是我的故鄉！ 

 

台灣百合公義協會 

理事長  徐 紹 展 

2021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