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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一世紀公共管治乃危機管治

新冠狀肺炎病毒可說是二十一世紀以來至嚴重、堪稱災難性的大流行

病疫。本書定稿於 2022 年 8 月底，當時全球確診病例按各國匯報統計近

6.03 億宗，死亡個案逾 649 萬宗。上述數字或屬低估。世界衞生組織（世

衛組織）曾於 2022 年 5 月初宣佈，按其最新估計，單是 2020 和 2021 兩年

內新冠已導致近 1,500 萬人額外死亡，比各國官方報告總數的 540 萬人多出

接近兩倍，1 當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模型更估測高達 1,800 萬

人。世衛組織的專家表示，大部分死者死於冠毒，但也有其他病患者（如

心臟病）因醫護系統受新冠疫情影響致未及時獲救治而去世。

新冠病毒帶來的不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公衛）安全上的災難，更是一

系列對經濟商貿、就業民生、教育文化、社會生活、公共行政、公共服

務、國際往來，以至民情和政治上的連鎖衝擊，打擊面之大，前所未見；

而且疫情經歷幾波起伏、病毒變種持續，傳染擴散仍然不止，未見終極。

從公共管治的角度言，「危機」已成為新常態。以世界扁平論知名的美國

普利茲新聞獎三屆獲獎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於 2020 年初新冠初

發時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聲言，世界從此不再一樣，大

疫標誌歷史的新轉捩點，構成「新冠前」（Before Coronavirus, BC）vs「新冠

後」（After Coronavirus, AC）之別。還有一點諷刺性的是，全球化既大大方

便了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也促成像新冠般病毒的全球性快速散

播，讓危機也全球化。二十一世紀的大瘟疫跟以前的已不再一樣。

1  世界衞生組織於 2022 年 5 月初最新估計數顯示，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與新冠

狀肺炎病毒大流行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全部死亡（稱為「超額死亡」）約為 1,490 萬例（範圍為 1,330 萬

例至 1,660 萬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處理疫情的策略和方法，既受其本國本土「國

情」和制度傳統因素所影響，也吸收了他國經驗，如「封城」之舉由早期

的不可能之想像，後來成為各國紛紛採用的防疫措施，乃一顯例。「封城」

（lockdown）是一般統稱，不一定是全個城市，也包括對指定大小地區的全

面或局部性的封鎖禁足，以及帶有封城特色的嚴厲限制措施包括戒嚴，各

地正式名堂不一。疫情不單考驗各國各地的防疫抗疫手段成效，更是對其

危機處理、管治思維、政府能量和政治領導能力的一次大考。

公衛及安全危機，往往暴露治理缺陷、制度盲點、低估風險、後知後

覺，易招重大民怨，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人們記憶猶新，2003 年香港

SARS（「沙士」）病疫加上當時經濟衰退及反 23 條立法之群情，造成併發

式的政治風暴，其後行政長官董建華於 2005 年 3 月以「腳痛」為由辭職。

「沙士」（中國內地稱「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也令時任國家衛生

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兩人問責下台。2005 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

（Hurricane Katrina）、2009 年台灣莫拉克風災（又稱「八八水災」），以及

2019 至 2020 年澳洲延續近半年的叢林大火（「黑色夏天」災難），皆成為

當地的重要政治轉捩點。

所以，抗疫之戰，對危機管治之道，具有莫大的啟示及結構性和深層

性的意義，對社會生活和政治變化影響深遠，此乃本書探究的主軸。2021

年一本有關新冠大流行的專書便以「餘震」（Aftershocks） 為名，去形容新

冠對政治和國際秩序的衝擊。2 至於新冠病毒的來源，仍有待傳染病學及

微生物學專家認真研究，它的爆發或許偶然，但人類社會爆發病疫，已屬

必然，且隨着交通發達、邊界開放、人流物流頻繁，全球化也帶來任何傳

染病毒迅速跨境擴散，無一國家或城市可以真正「免疫」。新冠病毒因屬

無症狀、變種快，所以傳播更易更廣。對新冠疫變的認知和解構，宜立足

於起碼三個基本點。

第一個基本點是，人類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狀態，並應以此為

2  Colin Karl and Thomas Wright, Aftershocks: Pandemic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the Old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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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上世紀自 1979 年 3 月美國發生三里島核洩漏事故（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及 1986 年 4 月前蘇聯切爾諾貝爾（Chernobyl）（今位於烏克蘭）發

生核電廠爆炸事故，世人開始擔心核科技帶來的重大風險；2011 年日本

「311」大地震及海嘯不僅是該國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天災，而且引發福島核

電廠洩漏災害，是切爾諾貝爾核災以來全球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早於上

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已著書警告「風險

社會」（risk society）年代的到臨，指出風險社會的特點，是除了面對天然

災害（包括氣象災害和病疫）外，還須應對種種人為風險和災難（human 

made, manufactured）。3 源自天然的風險，也可因人類社會的一些作為或不作

為，或介入不當，而加劇成為更嚴重的綜合性災難。

第二個基本點是，伴隨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高科技化，風險也藉全球

化及高科技而擴散，人類的成功諷刺地助長了病毒的進化。二十一世紀至

今已經歷多次全球性危機（除大病疫外，也包括氣候變化、金融風暴），

以及高科技（High-tech）風險（如網絡詐騙、虛擬貨幣、網絡恐怖等）。

這些新時代的風險，與人類在高科技下全球貫通及進入網絡世界的新生活

形態息息相關，風險之源似已植入人類的社會和行為基因，變成「進步」

與「風險」並存共生、驅之不去，惟有視風險為新常態，需不斷提高安全

意識，做好制度性和行為性的風險管理。

第三個基本點是，對全球化及其政治經濟含義要加深了解。二十一世

紀經常被稱為全球一體化的世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論述，無論是

學理性分析，還是民間通俗性表述，均蘊含兩個層次，一是全球性，二是

一體化。在互聯網資訊普及和國際出行快速便捷的推動下，全球性意指傳

統的國土地域邊界已被打破，世界各地朝向單一地球村的大同邁進，正如

前述佛里曼 2005 年暢銷書所形容，「世界已經扁平」（The world is flat）。4 全

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含義，見於一體化，意指各國各地皆高度融入同

一「全球」（或曰「普世」）的政治秩序和經濟金融秩序，以及支撐如此秩

3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4  Thomas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序的國際組織和文化價值體系，而這些在二戰後逐步建立和鞏固的秩序體

系乃以西方文明為基礎，主要受西方世界所主導和定義。這就是所謂「趨

同」論（convergence）。

但現實歷史的世界不見得切合如此簡單甚或理想化的趨同表述。二戰

後四十年的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與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

主義／共產主義世界，持續進行意識形態鬥爭、政治對壘及外交軍事衝

突。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體系（即「華沙公約」集

團，相對於美國及西歐的「北大西洋公約」即北約集團）瓦解，美西有宣

稱「歷史終結」，5 認定全球從此邁向自由民主的普世制度，世界秩序也以

當時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去重塑，被稱為「華盛頓共

識」。所謂「規則為本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其規則和背後的價值

觀乃美西自二戰後建構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伸延，批判者視作文化征服。不

過，也存在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之衝突」批判論述，6 認

為宗教戰爭和意識形態對壘之後，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已冒起成為爭鬥主

線，2001 年「911」恐襲成為明證，乃西方與伊斯蘭衝突全球白熱化的標誌。

從歷史發展角度去看，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紀轉角的全球化概念，與

十九世紀以來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概念，其實一脈相承，兩者皆

建基於以視為較優越的西方現代文明，去一統被視為較落後的東方和他

地文明。十九世紀末日本的明治維新，其中一個改革口號便是「脫亞入

歐」，而中國反封建革命也曾出現「全盤西化」的主張。科學與民主，大

抵上代表了二十世紀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現代化之路的物質文明和制度文

明。今天，全球一體化也同樣標榜以美西發展經驗構建的經濟秩序和政治

制度。若說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的崩解，以及隨後 1998 至

1999 年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東亞經濟奇蹟」的挫折，乃美西主導的全球

一體化步上巔峰的里程碑，那麼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爆發，乃

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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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美西新自由主義經濟神話的轉折點；之後西方經濟不振愈顯，中國以

至亞洲（東亞、東盟和印度）經濟崛起，中國一躍而成可與美國平起平坐

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合稱 G2），從此改寫國際地緣政治。

一方面，西方國家經濟放緩、生產日益依賴中國、亞洲及其他發展中

國家的供應鏈，致內部社會和階級矛盾惡化、反全球化浪潮澎湃，極右排

外的民粹主義意識枱頭。另一方面，中國拒絕接受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且

認為已找到符合自己國情、讓國家富強起來的另類發展模式（有稱之為中

國模式及「北京共識」，對發展中及低發展國家尤具吸引力），並透過「一

帶一路」及亞洲基建投資銀行等平台向外展示其新興力量，震撼西方世

界。受此衝擊下，美西國家在國際層面愈把矛頭指向中國，視其經濟和科

技崛起為衝擊西方文明及西方主導之國際秩序的重大威脅。

至此，全球化前期論述的樂觀已一掃而空。政治衝突、經濟矛盾波

動漸成常態，世界雖是扁平卻不再和平共處。2022 年 2 月俄羅斯進軍烏克

蘭，更使地緣政治進一步複雜化和對峙化，美國指揮的北約集團，實質上

跟意圖復興其歐亞（Eurasian）核心地位的「大俄羅斯主義」，在烏克蘭進

行一場代理人戰爭。在上述的全球大環境下，新冠病疫的危機不止於一場

傳染病學上的挑戰，也與本土本國及國際的政治經濟和管治上的根本矛盾

和所衍生的危機交集一起，更涉及國際勢力和話語權的角力，令抗疫之戰

彷彿構成地緣政治的另一場競賽，甚至改寫全球秩序。7 唯有從這樣一個

較宏觀、全球性廣度和深度去探究，才能較全面掌握新冠病疫帶來之「疫

變」，亦即本書命名背後的思考。新冠疫變，對風險的全球化和危機管理

作為公共管治的新常態挑戰，帶來跟以往不一樣的體會。8 

人類社會並非首次受傳染病大流行（pandemic）所侵襲（上世紀初西班

牙大流感時全球死去的人以千萬計），回應大疫之道不外乎作好計劃、具

7  Kurt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18 March 2020.

8  抗疫早期各國在公共管治上的回應和面對的挑戰，學術性分析可見：Paul Joyce, Fabienne Marin and 

Purshottama Sivanarain Reddy eds., Good Public Governance in a Global Pandemic , IIAS Public 
Governance Series, Vol. 1, Ed. 1, Brussels, 2020.

準備部署及開放信息溝通。9 從管理學角度言，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已成為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管治的重要功能。雖然政府機關經歷如金融

危機、病疫和自然災害後（海嘯、地震、叢林大火、風暴水災等），建立

及不斷更新相關的危機處理機制及應對架構和流程，不過，每一場危機都

不會是過去危機的簡單重複，危機也似傳染病毒，不斷變異，因此公共管

治的思維應以風險管理為常務，如何做到處危不驚、轉危為機，在在反映

政府的政治思考和治理能量。每一宗重大事故和災害，都成為對領導力、

統籌力、動員力和執行力的一次考驗。危機後的改革，必會涉及整個公共

體制改革的各方面。從新冠疫變的正反經驗，也可得出一些改革的啟示。

本書除此引言及書末總結章外，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新冠如

何由未名病毒演變成為全球化危機、後新冠時代世界及生活如何不再一

樣，遍及經濟、教育、社會生活、公共行政、公共服務、國際往來、政治

及民情。至今幾波的疫情及病毒的變種，已構成疫發初期未有預見的多番

轉折衝突。防疫抗疫的手段（非治療性及治療性的紓緩），各國各地或許

大同小異，但其危機定義、應對力度和覆蓋面卻見有別，皆因本國本地的

體制條件及政情民情等因素，令成效不一，短期和長期表現有異。病毒不

斷變種，疫情、民情和政情也不斷在變。

差不多在所有國家和地區，抗疫都成為最大的政治，見諸於保生命與

保生計、控疫與復元，以及科學與經濟之間的張力與爭持。在國際層面，

新冠政治反映於不同形式的新冠國族主義和國際地緣政治張力，導致世

衛組織陷於被動、區域或國際合作薄弱（如見於疫苗競爭）。在本書執筆

時，更存在「清零 vs 共存」之爭，但兩者被置於對立實乃偽命題，真問題

並非二取其一，而是如何在新冠病毒不斷變異及風土化下，致力切斷傳播

鏈及減低重症、併發症、致死率及長者面對的風險。

第二部分就一些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抗疫策略和表現作出比較。在進行

國際比較時，須先掌握各地疫變情況及究竟要比較什麼，因為涉及不同應

9  可參考 Jonathan Quick and Bronwyn Fryer, The End of Epidemics: The Looming Threat to Humanity 

and How to Stop I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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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模式、不同醫學準則、不同資源條件、不同行政與行事方式，以至不同

制度傳統和文化。在疫變過程中，抗疫防疫與民情政情交集，也受國際經

驗交流、政策學習與政策轉移所影響。而且，疫情長期持續下也見抗疫之

轉折反覆，以及不同手段的因勢組合。各國各地控疫防疫手段和政策工

具，不外乎檢測監察與追蹤、隔離與社交距離、封區封城、疫苗與治療

等。不過，病毒在異變，對策和論述因而也在變：從早階段的經濟配合醫

療，逐步走向醫療配合經濟復原。

在至今已兩年多近三年的抗疫行動上，大抵上「領先者」皆從強力圍

堵開始，顯著者包括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地，以及日本、韓國、新加

坡、越南、澳洲、新西蘭等國。它們之間的具體圍堵及所謂「清零」策

略，在不同階段也見調整和轉變。新冠爆發之初北美及歐洲一些國家對新

冠病毒未夠重視，這些「滯後者」一些早期曾迷信依賴群體免疫，當中以

英國、美國及個別北歐國家為甚，後來也經歷不同階段的抗疫策略和手段

的調整，但因前期輕視病毒疫變，以至無法根本地扭轉疫情。在兩極的應

對態度和策略之間，也存在歐陸混合模式（如意大利、法國、德國、荷蘭

等），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印度、南非，以至南美國家的各自應

變取向。

第三部分針對香港在過去三年抗疫表現之跌宕。簡言概括之，其第一

階段（2020 年）集中於圍堵策略，表現突出；第二階段（2021 年）曾見策

略徘徊不穩，主要因為須平衡遏止傳播（動態清零）與維持經濟民生活

動（逐步開放禁制）兩者在不同時期的需要和條件，但大抵上疫情受控，

香港在國際比較表現上仍位於前列，不過經濟活力受壓日增；第三階段

（2022 年）首見疫情失控而呈淪陷邊緣，導致中央政府積極介入支援抗疫，

市民質疑政府抗疫能力和策略的聲音此起彼落。

綜觀這三年，香港的應變能力在新冠抗疫上經歷重大考驗。初期香港

受益於 2003 年「沙士」的經驗和制度啟示，使 2020 年新冠爆發後，政府

即時啟動應變機制發揮作用，整體醫護體制的表現突出，機構協調與公眾

溝通也比「沙士」時大為改善，公共部門與企業和公民社會之間亦充分合

作。但為何香港會由控疫戰勝走向 2022 年初第五波的困局？當中涉及戰略

與戰術上的落差。抗疫之危機論述為何貧乏脆弱、持久戰為何欠缺準備，

皆須予以認真檢討，並與香港的深層次和結構性矛盾有所關連。香港之

例，展示疫情嚴重考驗政府的治理能量、社會信任度和領導力。

最後，在總結章歸納一些國際性的重要經驗與教訓，以有助再理解抗

疫應變之道及箇中的關鍵因素。踏入 2022 年，邁向與病毒共存（甚至視

之為恆常化的風土病風險）似成為國際趨勢，不過共存策略下也存在被動

vs. 進取、寬鬆 vs. 嚴謹之別，而在少數仍維持清零導向的國家和地區，也

漸見較動態化和靈活的抗疫認知。對於堅持「動態清零」原則的中國內地

來說，2022 年首、次季度 Omicron 肆虐下香港和上海等城市的慘痛經驗，

也應帶來不能迴避的策略反思。初期成功的經驗和方法，不一定足以應付

病毒變種後的疫情變化，「動態」便需因時制宜、緊貼形勢，這亦是今次

疫變帶來的重要啟示。

本書重點不在於詳情細節，此皆可從網上、世衛組織及各地官方和民

間資訊知悉，包括醫衛專家的研究分析，文獻和相關資料數據繁多；故書

中敘述，在於了解抗疫策略當中主要的脈胳、方向及應變調整之道，從而

吸取經驗教訓。本書得以出版，全賴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黎耀強副

總編輯的鼓勵，及其團隊的支持，特此鳴謝。另外，感謝香港《明報》慷

慨同意我在書中使用我曾在該報觀點版發表的一些文章的內容和觀點。10

張炳良
2022 年 9 月

10  主要是五篇文章：〈我們有汲取當年「沙士」的教訓嗎？〉（2020 年 3 月 10 日）；〈抗疫一年盤點：已

到改守為攻的關頭？〉（2020 年 12 月 22 日）；〈香港抗疫策略可守多久？〉（2022 年 2 月 22 日）；〈抗

疫之戰新拐點，國際都會陷危機〉（2022 年 3 月 29 日）；〈成也新冠、敗也新冠：復常乃當前最大的政

治〉（2022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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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由未名病毒至全球化危機

新型冠狀肺炎病毒，最早可能於 2019 年 10 月至 11 月已進入人類系

統，並開始傳播。至今所知，首個感染個案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中國湖

北省會武漢市發病，而首位前往醫院就診的患者可能出現於 12 月 12 日。

12 月 26 日，武漢市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最早發現和上報此不明

原因的肺炎，並懷疑該病屬於傳染病。由於初時尚未知此新冠病毒的性

質，只視之為未知源由的肺炎，甚至香港、台灣等地雖在當時已提高預防

傳播警示，也只能用未明病毒為代號。

2020 年 1 月中旬，疫情陸續蔓延至鄰近地區和國家包括泰國、日本

及韓國等。鑒於疫情嚴峻，中國以舉國之力應對，決心遏止疫情。1 月 23

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宣佈採取疫區封鎖隔離措施，成為近

代公共衛生史上對千萬人口大城市採取封城的首例，其後「封城」、「封

區」（加上禁足）成為中國內地果斷防疫控疫的重要及慣用手段，乃其「清

零」政策（後表述為「動態清零」、「社會面清零」）的標誌。

病毒爆發及命名

新冠病毒（「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要至 2020 年 2 月中

旬才正式命名。2 月 11 日，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宣佈將此新病毒命名為

SARS-CoV-2（「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 2 型」）。選擇這一名稱，是

因為這病毒與導致 2003 年 SARS（「沙士」）疫情的冠狀病毒在基因上相互

關聯；不過，這兩個病毒雖然相關，卻是不同的病毒。同日，世界衛生組

織根據此前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共同制定的命名

準則，宣佈這一新疾病的名稱為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病」）。

按世衛組織解釋，病毒及其引起的疾病通常都有不同名稱。例如，人

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 HIV，艾滋病毒）是導

致艾滋病（AIDS,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的病毒。人們通常知道

麻疹（measles）等疾病名稱，但不一定知道引起這一疾病的病毒 rubeola 的

名稱。病毒和疾病有不同的命名程序和用途，病毒乃按遺傳結構命名，這

樣做的好處是便於診斷試劑、疫苗和藥物開發；而疾病命名是為了便於討

論疾病的預防、傳播、傳播力、嚴重性和治療。

迅速蔓延成全球大流行

世衛組織於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佈新冠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

件」。2 月中旬，中國內地的疫情達至高峰，而意大利、韓國和伊朗等國

也見確診人數急速增加，因此世衛組織於 2 月 29 日把疫情的全球風險級

別升至「非常高」。至 3 月，歐美澳及中東各國病例續增，世衛組織遂於

3 月 11 日宣佈新冠疫情已構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表 2.1 和表 2.2

顯示全球各大洲疫情於過去兩年多（至 2022 年 8 月底）逐季度的累積確診

率和累積致死率（以每 100 萬人口計算）的變化，以窺看新冠病毒傳播和

攻擊人類之利害。

由於新冠病毒初發於武漢，並曾傳出懷疑武漢市及湖北省相關部門緩

報隱瞞、封鎖消息，且因新冠傳染早於症狀呈現，易令風險警覺鬆懈，錯

過了及早控制的時機，讓病毒藉當時全國春運大人流迅速擴散各地、疫情

蔓延，頓使中國人在國際上備受排斥；期間又發生李文亮事件，1 令中國

1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即張繼先醫生報告可疑病例三天後），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在其

同學微信群組轉發信息稱「確診了 7 例 SARS、請不要外傳」後，武漢市警方於 2020 年 1 月 3 日請他

前往派出所作出訓誡，要求停止傳播「流言」。1 月中旬李文亮不幸感染，1 月 31 日確診為新冠肺炎，

2 月 7 日經搶救無效病逝，引致部分國內和國際輿論視他為受打壓的「吹哨人」。就李文亮事件，國家

監察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組前赴武漢，開展調查。3 月 19 日，調查組公佈調查結論並召開記者會。同

日，武漢市公安局通報了有關處理結果，認為訓誡李文亮一案之適用法律錯誤，決定撤銷訓誡書。官

方並於 3 月 5 日，授予李文亮「全國衛生健康系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個人」稱號，4 月 2 日

評定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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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全球各大洲逐季度累積確診率比較

	 （以每 100 萬人口計算）

31/3
2020

30/6
2020

30/9
2020

31/12
2020

31/3
2021

30/6
2021

30/9
2021

31/12
2021

31/3
2022

30/6
2022

31/8
2022

亞洲 38.47 491.91 2,274.27 4,415.50 6,075.97 11,896.23 16,175.10 18,097.66 29,852.58 33,431.12 38,192.24
大洋洲 118.31 214.87 705.50 1,088.02 1,282.48 1,675.05 5,187.84 13,234.36 124,034.04 221,013.02 273,113.94
歐洲 608.00 3,215.56 6,789.63 31,843.22 53,587.64 64,893.39 79,767.63 118,342.95 241,555.43 274,952.46 298,622.08
北美洲 347.83 5,201.03 14,565.85 38,870.59 59,129.82 66,771.86 87,837.71 109,073.78 158,779.30 173,592.00 188,100.70
南美洲 33.40 5,159.65 18,598.34 30,416.05 48,770.40 75,802.36 87,055.05 91,650.63 129,167.84 137,441.65 146,347.28
非洲 4.14 290.79 1,064.30 1,982.52 3,028.77 3,953.28 5,968.69 7,006.76 8,301.48 8,663.63 8,852.51
資料來源：Our 	Wor ld 	 i n 	Data , 	ht tps : //our wor ld inda ta .org/cov id -cases

表 2.2	 全球各大洲逐季度累積致死率比較

	 （以每 100 萬人口計算）

31/3
2020

30/6
2020

30/9
2020

31/12
2020

31/3
2021

30/6
2021

30/9
2021

31/12
2021

31/3
2022

30/6
2022

31/8
2022

亞洲 1.52 12.14 41.57 71.99 91.79 169.35 240.07 268.38 299.83 307.72 313.60
大洋洲 0.43 2.83 20.88 23.80 25.67 28.77 66.06 101.52 200.49 317.54 419.22
歐洲 41.43 251.30 297.97 729.44 1,224.53 1,478.85 1,642.21 2,048.43 2,375.49 2,485.82 2,571.80
北美洲 9.47 280.11 512.42 856.71 1,346.08 1,506.86 1,777.04 2,048.91 2,375.10 2,449.22 2,510.62
南美洲 1.11 262.21 698.06 963.61 1,484.63 2,316.22 2,662.15 2,746.76 2,967.66 3,006.91 3,052.91
非洲 0.14 7.29 25.76 47.02 80.98 102.65 151.11 164.07 180.95 183.16 184.23
資料來源：Our 	Wor ld 	 i n 	Data , 	ht tps : //our wor ld inda ta .org/cov id -cases

於國際上受千夫所指。在日趨惡劣的全球地緣政治炒作下，對中國不友善

或反中國之評論往往使用「武漢肺炎」一詞，極盡貶意，時任美國總統特

朗普（Donald Trump）更刻意稱之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處處標榜

中國乃病毒威脅源頭，予以妖魔化。

針對西方國家試圖掩蓋疫情，延誤對外發佈的指控，中國政府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未知病毒對人類發起的突然襲擊，對其了解和掌握需要一

個過程。2 官方展示的時序是：2019 年 12 月 27 日，張繼先醫生第一時間報

2  新華網，〈麥考爾報告政治化新冠疫情的謊言與事實真相〉，2020 年 8 月 28 日，http ://www .

xinhuanet.com/world/2020-08/28/c_1126424002.htm。

告其接診的三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情況，是地方部門首次報告可疑病例。

12 月 30 日，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衛健委）下發文件《關於報送不明

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及《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

急通知》；12 月 31 日，發佈《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當天

中國向世衛組織駐華代表處通報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信息。2020 年

1 月 3 日，中國開始定期向世衛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以及中

國港澳台地區及時和主動通報疫情信息。從 1 月 3 日到 2 月 3 日，中方向

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凡三十次。

武漢市衛健委 2019 年 12 月 31 日首次公開通報肺炎疫情後，中國於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cases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cases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8/28/c_1126424002.htm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8/28/c_1126424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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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7 日完成了病毒鑒定和測序，1 月 11 日跟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

分享有關病毒基因序列信息；1 月 10 日，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等

專業機構初步研發出檢測試劑盒，並加緊研製新冠病毒疫苗和有效藥物；

1 月 20 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被國家衛健委納入法定傳染病管

理；1 月 24 日，新冠肺炎的網絡直報功能正式上線。

姑勿論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間，省市層次在疫情研判和處理

上存在怎樣的不足或缺失，一旦在內地大範圍擴散而進入中央緊急關注

之列、官方確認風險後，抗疫已成為國家頭等大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

以「人民戰爭」視之，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誓要把疫情壓下。果斷控疫舉

措、封城、醫護軍民總動員、跨省互相支援、流行病學應對等，展示了遇

到特急情況時，中國在舉國體制下應變能量的強勁及強制力度實非他國可

比，對遏阻病毒散播起了關鍵作用，逐步在全國範圍內把疫情穩定下來。

大抵上至 2020 年 4、5 月間，封城控疫措施已陸續取消，生產及經濟活動

恢復過來，令中國成為全球新冠疫情首年唯一錄得經濟增長正數的大國。

中國內地抗疫之成功，國際上令人矚目。大疫初期多個亞洲國家和地

區（如韓國、新加坡、越南，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等）均嚴陣以

待，採取果斷的控制手段，用中國內地說法，「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務求遏阻傳播感染。反之，很多歐美國家輕於警覺，甚至有視新冠僅為主

要影響亞洲之傳染病毒而已，就像當年 SARS 一樣，不會波及西方世界。

至 2020 年 4 月，新冠已遍及歐美澳各地（意大利更於 3 月效法中國，採取

封城措施），但因新冠病毒實在傳播力強，且無症狀，跟 SARS 毫不一樣，

故一發便不可收拾。回過頭來看，從全球角度言，歐美成為新冠重災區，

美國號稱世界醫療及科技水平最高之超級大國，可是其確診率和致死率卻

是發達國家最高者之一，與早期飽受其冷嘲熱諷及妖魔化的中國，構成強

烈對比，極具諷刺。

美國從 2020 年 1 月初便獲中國通報新冠疫情信息，也一直透過本身

情資系統掌握和知悉情況，故不能說其被蒙在鼓裏或受中國誤導。2020 年

5 月 1 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疾控中心，CDC）網站發佈該中心

首席副主任舒沙特（Anne Schuchat）及 CDC 應對新冠病毒小組撰寫的報告

稱，3 美國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報告首個確診病例後，疫情似在 2 月得到控

制，但隨後迅速加劇。因美國政府輕視新冠病毒威脅，而且特朗普總統藉

新冠大玩仇中民粹主義，又不聽及不重視醫療專家的意見，其所屬共和黨

的右翼政客及陰謀論陣營不信科學，故未有積極防疫控疫、堵塞風險空

間；在持續旅遊輸入、大規模聚會、病毒傳入高危工作場所和人口稠密地

區、檢測規模有限等因素下，隱性及無症狀傳播使美國疫情在 2 至 3 月全

面蔓延。

至於歐洲，英國和北歐個別國家如瑞典，鑒於本國醫療系統容量有

限，並寄望以群體感染達致「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之效，故最初階

段對新冠疫情採取近乎放任的等待態度，而社會上因政府缺乏作為和領導

力，呈現抗拒一些基本防疫措施（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減少聚

會）的情緒，促使病毒擴散更快更廣，造成老弱者致命率高。一些其他國

家也曾見低估甚至低報疫情，如印尼總統於 2020 年 3 月承認，為求不引來

公眾恐慌而不發放一些疫情信息。4 印度有報道指出醫療專業機構受政府

的政治需要所影響，「度身訂造」地撰寫地方上的疫情報告；5 2022 年 5 月

世衛組織估計，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印度因新冠額外死亡人數高達

470 萬，而印度早前公佈的 2020 年至 2021 年新冠死亡人數為 48 萬，二者

竟相差近 10 倍！

3  美國疾控中心（CDC）「應對新冠病毒小組」報告，2020 年 5 月 1 日（Public Health Response to the 

Initiation and Spread of Pandemic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4–April 21, 2020,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 May 2020,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

wr/mm6918e2.htm）。報告撮要說：“The first confirme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c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ported on January 21, 2020. The outbreak appeared contained through 

February, and then accelerated rapidly. …Various factors contributed to accelerated spread during 

February–March 2020, including continued travel-associated importations, large gatherings, 
introductions into high-risk workplaces and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and cryptic transmission 

resulting from limited testing and asymptomatic and presymptomatic spread. Targeted and 

communitywide mitigation efforts were needed to slow transmission.” 

4  D. Pangestika, “‘We don’t want people to panic’: Jokowi says on lack of transparency about 
COVID cases”, The Jakarta Post, Jakarta, 14 March 2020.

5  K. D. Singh, “As India’s Lethal Covid Wave Neared, Politics Overrode Science”,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14 September 2021.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8e2.htm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69/wr/mm6918e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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