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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秒懂冠狀病毒家族、研析疫情相關法令及對岸

防堵疫情時之背後威權統治本質，

更詰問：新冠病毒是否為生物戰劑？

未來又該如何因應生物恐怖主義襲擊？

細究疫情啟示，靜待天光破曉。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緊急狀態
人類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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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鍾　堅

國家安全
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簡稱新冠病毒）引發
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New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2019，簡稱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近半年
來在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造成疫區內各國的恐慌、社會
的紊亂與經濟的衝擊，不亞於大規模毀滅性生物武器的癱
瘓性攻擊，對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衝擊既深且久。

與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肺炎大流行

去（2019）年底世界衛生組織（WHO）

接獲通報：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有

種從未鑑定過的冠狀病毒肆虐多時，所以

WHO將之命名為 SARS-CoV-2新冠病毒。

目前對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欠缺完全瞭

解。不過，當疫情爆發時，新冠肺炎病患

多曾造訪生鮮市場啖食野味，此市場的環

境檢體雖檢出新冠病毒，但感染源仍無法

釐清。誰是首位零號病原體宿主？病患在

哪中毒？迄今眾說紛紜。
2019年底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病患多曾造訪生鮮市場啖食野味，
其環境檢體雖檢出新冠病毒，但感染源仍無法釐清。（圖片來源：

中新社／達志影像）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5No.27 MAY. 2020. MJIB

除了武漢市成為重災區以外，大陸全

境也陸續出現新冠肺炎病例。此外，截至

今年 5月初，全球共累計了 361萬 6,309

個確診病例；唯大多數病患都能康復，但

病歿者也累計 25萬 0,678例，死亡個案多

為免疫力較差的長者，病發前多已具有糖

尿病、肝病、腎功能不全或心血管疾病等

病史。

我國在今年初就確診出首位在武漢市

感染入境的新冠肺炎病患，唯迄今境內確

診病例僅 438案，病歿數僅 6例，治癒率

高達 76.2%。相對於全球的死亡率 6.93%

與治癒率 31.8%，足證我國雖然緊鄰疫情

重災區，尚能有效貫徹防疫控管。

新冠肺炎的傳染與診治

新冠病毒會引起人畜禽獸共通的傳染

疾病，傳播途徑為接觸到帶有病毒的分泌

物、排泄物或飛沫傳染。另外，也有研究

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可能造成神經系統病

變，甚至人畜間會交叉傳染，不過，這些

特例還要深入研析是否屬實。

新冠肺炎潛伏期，是指從接觸感染新

冠病毒至肺炎發病的期程，依據WHO資

訊，潛伏期為 2至 12天，平均 7天。發

病症狀包括上呼吸道的鼻塞、流鼻水、咳

嗽、發燒、腹瀉、嗅覺與味覺喪失等輕症，

病患未及時救治會出現嚴重的肺炎與呼吸

衰竭等重症。唯新冠病毒變種進化快速，

不少遭感染者並無明顯症狀但依然傳染他

人。受感染發病者以中、老年人為主，青

壯次之，偶有兒童與嬰兒；新冠肺炎死亡

率雖不高，但疫情比過往 SARS（全球病亡

714人）及 MERS（全球病亡 477人）更

嚴重。

診斷新冠病毒，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核酸普篩為檢驗之首選，在歷時 4小

時嚴謹的篩檢下，可研究病毒演化與基因

截至今年 5月初，全球 186個國家和地區累計了 361萬 6,309
個確診病例。（圖片來源：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
gov.tw，數據統計至 2020年 5月 4日）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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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序病理。治療新冠病毒的感染，迄今尚

無疫苗或特定藥物可用；適當的支持性醫

療處置，或許會有成效。目前生物科技先

進的國家，均卯足全勁研發治療用的疫苗，

對病患的療效仍在觀察摸索中；所有新冠

肺炎的病患都需要住院治療，痊癒後 10天

內，經 3次普篩確定沒有病毒，「三採陰」

才能出院。

由於武漢市首先爆發新冠肺炎，陰謀

論者或謂疫情擴散與生物戰劑失控外溢有

關；其實，新冠肺炎疫情根本不符合生物

武器的效應。不過，疫區內各國的恐慌、

社會的紊亂與經濟的衝擊，不亞於大規模

毀滅性生物武器的癱瘓性攻擊，對國家安

全與社會安定的影響既深且久。

回顧生物戰

生物戰指培養病原體如細菌、病毒甚

至基因，將之植入病媒宿主成為生物戰劑，

置入載具組裝成生物武器，投射或施放於

敵區，對人畜、禽獸、植物造成持久性的大

規模毀滅性效應。有別於天然的瘟病如天

花及麻疹，生物戰均有針對性與致命性。

公元前 400年的古代戰史，就有「生

物戰」雛型，例如將蛙毒塗抹在利箭射入敵

人使傷口腐爛、腐屍置入敵營水源地使敵

軍染病等戰鬥樣式，或趁瘟疫借力使力，將

疫區遭污染的食物、飲水及衣物甚至病患，

置入敵境內傳播疫病等戰術作為。這些戰

史案例，嚴格來說都不是正統的生物戰。

工業革命以後的 20世紀，隨生物科

技的快速進展，各國競相研發生物戰劑，

生物戰也小規模地被運用在兩次世界大

戰中。8年抗戰期間，日軍無視於日本是

1925年《日內瓦協議》締約國，理應服膺

戰時不得使用生物武器的規範，居然在華

中地區 3度使用生物武器攻擊我國軍民。

造成疫情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於顯微鏡下的影像，其檢驗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核酸普篩為首選。（Photo Credit: NIAI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iaid/49530315718）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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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我國軍民疫病傷亡最大的一場戰

役，發生在抗日中期的 1942年「浙贛會

戰」。18萬日軍在會戰末期撤收部隊退回

江西南昌及浙江杭州駐地之際，惡名昭彰

的關東軍 731部隊，派遣所屬奈良遠征隊

及榮字 1644多摩支隊，將總數約百餘公斤

的炭疽、傷寒等病原體生物戰劑，施放於

浙贛鐵路沿線的江西玉山、浙江衢州與金

華城鎮居民密集處，企圖阻撓國軍第 3、

第 9戰區四個集團軍 30萬部隊的追擊。

當年我國軍民全無防疫認知，浙贛鐵

路沿線 4萬國軍追兵與 25萬城鎮居民，因

攝取遭生物戰劑污染的食物與飲水而染病；

日軍也沒討到便宜，施毒的斷後部隊腳程

太慢，染病者超過萬名，毒發斃命的日軍

官兵多達 1,700餘人。不計遭兵燹無辜病

歿的居民，交戰雙方因生物戰劑引發疫病

亡故者，占浙贛會戰 7萬陣亡官兵總人數

的一成；唯後顯性的恐慌，致使交戰雙方

均退避至疫區以外並封鎖疫區，不准帶病

居民逃離以控制疫病的蔓延。當年日本帝

國陸軍擁兵百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長官

畑俊六大將，因任內兩度使用生物武器攻

擊我國軍民的戰爭罪行，戰後被列為甲級

戰犯判終生監禁。

生物武器，連同核武與化武，都屬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遭致核生化武攻擊，會

造成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癱瘓性的衝擊，

浙贛會戰中，731部隊施放炭疽、傷寒等病原體生物戰劑，導致我軍民死傷慘重，當年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長
官畑俊六大將（右圖），因任內兩度使用生物武器攻擊軍民的戰爭罪行，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左圖為當時研

發的細菌彈。（圖片來源：猫猫的日记本，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erm_Bomb_in_Quzhou_Japanese_
Backteriological_Warfare_Exhibition_Hall_2015-06.JPG）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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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導致社會體制崩解、國家政權覆亡，

史有明證。因此，聯合國在二戰戰後反覆

研議如何在核生化武軍備競賽中，禁止使

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針對生物武器，聯

合國終於在 1972年 4月催生《禁止生物武

器公約 BWC》，對 183個締約國明令禁止

研發、製造、儲存、轉讓、部署並使用生

物武器。違反公約視同萬國公罪，無論是

否為 BWC締約國，首謀者戰時視為戰犯、

平時視為罪犯。不過，恐怖組織可自行粗

製低階的病毒、細菌或潛入竊取高階的生

物戰劑，散播傳染以遂行其宗教、政治、

經濟訴求；使用生物戰劑的恐怖活動，防

不勝防。

我國足可應處生物戰劑的恐怖攻擊

BWC雖然禁止生物武器的研發製造與

部署使用，但未規範研發「防護生物戰」

的尺度；生物科技先進的國家，無不積極

投入生物戰的防護研發。殊不知研發防護

就得先培養病毒、細菌藉以搞懂攻守特性，

BWC規範的模糊地帶，說明了防護生物戰

周全的先進國家，都有潛能研發生物戰劑

與製造生物武器。

不過，BWC締約生效迄今近半個世紀

以來，生物武器的攻防研發進展神速，已

非二戰期間使用的生物戰劑可比擬。茲舉

六個先進生物武器特徵，說明新冠病毒並

非高階的生物戰劑：

一、 先進生物戰劑配置前，均已備妥解

毒的治療用疫苗，可守又可攻；全

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迄今生物科

技先進的國家都尚在摸索研發治療

用的疫苗。

二、 先進生物戰劑具針對性，攻擊特定種

族、年齡層與地域（如敵軍陣地內亞

裔青壯官兵）；新冠病毒則不分種族、

年齡層與地域，無差別傳染。

三、 先進生物戰劑佈放傳染引發的疫病，

挑季節也挑地點傳播；新冠病毒既不

挑季節也不挑地區無差別傳播。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首條禁止生產武器的國際裁軍條約，

經 22國政府批准，聯合國於 1972年 4月 10日開放簽署，1975
年 3月 26日生效。（Photo Credit: BWC 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BWCISU/status/978270154630017024）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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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進生物戰劑佈放傳播後，疫區內的

人類、動植物同受波及；新冠病毒不

會同時造成大量病患死亡、動物橫屍

遍野與森林悉數枯萎。

五、 先進生物戰劑引發的疫病，每位感染

病患都會成為超級傳播者；而新冠肺

炎病患的超級毒王，僅為零星個案。

六、 先進生物戰劑引發的疫病，發病率與

病亡率均高；而新冠肺炎發病率與病

亡率較生物戰劑均低。

是以，新冠病毒導致的病亡率，即

便加上公衛落後國家境內十倍的黑數，在

全球 78億人口中占比約萬分之二，與上

世紀西班牙流感病歿千萬人以上相較並不

算多，新冠病毒並非假訊息所繪聲繪影的

生物戰劑。一旦我國遭受生物武器攻擊或

遭恐怖分子散播生物戰劑，依照過往對抗

SARS及當下 COVID-19疫病累積的防疫

經驗與教訓，可從容應處突發的生物戰；

國人更應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

範，養成良好衛生習慣並落實個人預防步

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齊力共度挑戰。

新冠病毒非生物戰劑的理由，包含：未備妥解毒疫苗，

具不分種族、年齡層、地域及季節的無差別傳染力，

不會造成大量病患死亡或讓每個感染者都成為超級毒

王，發病率與病亡率較生物戰劑均低。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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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汪毓瑋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概定作為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擴散，各國政

府大致以「防堵」作為首要優先工作，並

同時取得病株以加快研發疫苗。我國安全

理論預設是：病毒是外來的，只要邊境管

控好、防疫物質與設備均能備妥、民眾遵

守附帶懲罰之防疫規範、媒體與政論名嘴

能支持政府作為、同時防堵假訊息、再以

剩餘的防疫物質支援友邦國家並共同研發

疫苗，以展現臺灣的成功作為，進而凸顯

維護國際衛生安全之不可或缺地位，將可

順利應對此次疫情。亦可做為世界學習範

模擬演練

式且順勢提高國際聲望，而盼能夠躋身「世

衛組織」。

美國政府不斷抨擊中國大陸沒有及時

通知疫情而害其受累，但中共官方反駁並

立即公布證據，顯示其早於今（2020）年

1月就已通知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媒

體曾報導，美國情報機構早在 1月和 2月

就多次發出機密警告，描述新冠病毒的性

質、全球傳播可能性及中國淡化該病毒的

嚴重性，然而總統和國會議員們並未重視

也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遏制病毒的傳播。川

普也在記者會中把新冠病毒的「新冠」改

因應生物恐怖攻擊之

從               思考新冠病毒新冠病毒

請不要忘記在發生重大災難和緊急情況時，恐怖分子永遠會找到
方法，利用人們的恐懼和不確定性，一再地進行震驚性攻擊。因此，
大家千萬不可以放鬆警戒。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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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國」，另有些國會議員提議在解決

當前問題後，要向大陸追究隱瞞疫情致大

流行的責任，也會展開抗疫經費及經濟代

價的追償行動。

此外，除了常態及應急的公衛領域

機構應與時俱進地推出應對疫情的各式作

為外，有些國家亦拿反恐範疇下追蹤恐怖

分子及反制策略等相關作為，來應用於此

次疫情；也努力反制網路罪犯利用疫情

進行詐欺與攻擊。例如仿造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之冠狀病毒傳播地圖，並植入

惡意病毒當成電子郵件附件；對美國「健

康與人類服務部」進行分散式阻斷服務攻

擊；針對日本民眾的虛假健康警報，以竊

取個人資訊；義大利則發生銀行木馬病毒

（Trickbot），感染電腦以破壞金融體系的

案例。美國亦提醒與俄羅斯有關實體會利

用當前情況以假訊息在公眾中造成更大混

亂；亦強調病毒感染的瞬息萬變常無法主

動做出回應，且由於所有正在做出的決策

都是針對過去存在的數據進行，因此及時

的「生物情報」對於應對措施至關重要。

激進組織對疫情之應變態勢

「伊斯蘭國」從今年年初開始追蹤疫

情，並先後在其《消息》（al-Naba）時事

通訊中介紹與更新疫情狀況，指出這種新

病毒在大陸傳播死亡和恐怖，因為大陸對

於維吾爾族的迫害而遭致全能神的懲罰。

且刊登了應對疫情的「伊斯蘭律法」，要

求在歐洲生病的所有聖戰分子都應該待在

原地，且警告其他聖戰士不要進入傳染

地，西方媒體推測此舉是藉此加大傳染力

度。此外，在線宣傳海報之《庫拉夏媒體》

（Quraysh Media）製作並分發戴有危險物

套裝和防毒面具者的海報，並指出：「承

諾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債務」。

支持「伊斯蘭國」的英文線上媒體《火

箭聊天室》（Rocket.Chat），轉發了一位

國會議員提議在解決當前問題後，要向大陸追究隱瞞疫情致大流行的責任；而川普在 Twitter
和記者會中，更把「新冠」病毒改稱「中國」病毒。（Photo Credit: Donald J. Trump Twitter, https://
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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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Greenlantern.14」自稱住在菲律賓

的女性貼文，建議在西方而無法參加聖戰

前線的該組織支持者，要耐心地等待，並

在適當時機發動致命攻擊。與「基地組織」

關係密切，以維吾爾族為主的「東突厥斯

坦伊斯蘭黨」（Turkistan Islamic Party）

也公布了線上影帶，指出爆發於大陸的病

毒是對阿拉不敬之懲罰。

此外，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保

護局」之《每週情報摘要》（a 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指出，「白人至上主義

者」（white supremacists）已在《電報》

（Telegram）之貼文上，討論了如何經由

「唾液」、「噴霧瓶」或「飾帶物品」等

各式不同的方法將《冠狀病毒武器化》的

計畫，並置目標於公共場所且攻擊執法人

員和「非白人」族群。美國官方對暴力極

端主義者將聚焦於「生物恐怖主義」之陰

謀提出警告。

美國警告留意

生物恐怖主義之攻擊威脅

美國前國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長，約

翰‧科恩（John Cohen）近期也警告，

各國政府在專注處理當前的公共衛生危機

時，更必須追蹤其他威脅，特別是恐怖分

子、極端主義團體以及可能尋求利用生物

病毒情勢之外國對手所發動的攻擊。

「生物恐怖主義」是指故意使用病原

性微生物菌株引起人類大規模的疾病或死

亡。不過，依經驗成功隔離、合成而武器

《庫拉夏媒體》製作、分發戴防毒面具者的海報，指出：「承諾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債務」；此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

黨」也公布了線上影帶，認為爆發於大陸的病毒是對阿拉不敬之懲罰。（Photo Credit: Unofficial MOSSAD, https://twitter.com/
MossadNews/status/1221148689634336773; CALEB WEISS, FDD's LONG WAR JOURNAL,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0/03/
jihadists-discuss-coronavirus-offer-advice.php）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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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技術要求，已超出了絕大多數恐怖分

子和恐怖組織的能力範圍。但是「伊斯蘭

國」在占領伊拉克大學相關實驗室後，已

不缺相關人才，且該組織亦曾在地中海難

民潮時，預謀混入難民群進入歐洲以發動

生物載體之襲擊，致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更何況順勢利用現成之「新型冠狀病毒」

載體，就如前述《消息》之鼓勵，則任何

國家都不能忽略這種威脅。而儘管發生的

可能性很小，但一旦此生物恐怖襲擊成功，

將會在感染率大增之際產生更大的恐慌。

因應生物恐怖主義之模擬演習

各國目前已經努力研發治癒「新型冠

狀病毒」的解毒劑，並且加快進行人體實

驗，但要保證品質穩定與量產以符合實際

醫治的需求，若依以往實踐的經驗，大概

需要一年的時間。則在此段時間，各國政

府除了公共衛生安全之持續強化外，在減

少資源之分散與浪費下，透過反制之模擬

演練可能是必要的。

演習之模擬是政府因應生物恐怖主義

風險所必要的工具之一，而演習的成果首

重「情節規劃」。因此，設計之演練情節

不僅要能符合現實，且要能夠超越現實。

換言之，「案例導向」之情節設計只是發

展情節的最基礎要項而已，因為人為惡意

的破壞行動是與時俱進的，是經由長期觀

察與對攻擊對象或標的之弱點而不斷更新

攻擊作為；同時也會依據鎖定目標之保安

作為的緊或鬆而立即調整。

「伊斯蘭國」曾在地中海難民潮時，預謀混入難民群進入歐洲，發動生物武器襲擊，如順勢應用現成之「新型冠狀病毒」

載體，恐成為任何國家都不容忽略的威脅。（Photo Credit: Vito Manzari,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oat_People_at_Sicily_
in_the_Mediterranean_Se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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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已發生之「新型冠狀病毒」

現實上，情節規劃最基本要思考的是利用

記者會公開資訊之錯誤轉化的可能性，現

成的病毒抑或是不斷變異的病毒，自然帶

菌者抑或是意圖帶菌者，境內與境外人口

流動之可利用操作程序，可運用之日常工

具，選定攻擊區域及影響範圍，鎖定第 1

線回應者抑或是一般民眾，產生惡化效果

的時間及可能的第 2波攻擊，可操控之不

知情或知情之內部人員等。

而根據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以及準

備的程度，因應生物恐怖主義之演習大概

可以區分為與生物媒介有關情節之桌上推

演、演練、功能性演習及全面性演習等 4

種不同類型。且在情節預擬中，要考慮的

範疇包括：情報未能事先提供必要資訊之

不完整情況；情節要慮及可能性、傷亡人

數、資產損傷、經濟影響與社會動亂；同

時發生多元事件之可能性；不同危險層級

之預警燈號對照；尋求治療之「焦慮者」；

關鍵基礎設施結構之衝擊；經濟衝擊、環

境衝擊、國際層次影響等。

而應對多樣化生物媒介攻擊情節之共

通性「回應」要素，包括了媒體之進入與

支援、持續性行動之規劃及基於能力之規

劃。例如必須完成的一些功能，包括：回

應組織必須以協調一致的立場快速行動、

迅速治療大量之傷亡者、必須有暫時住所

以容納受害者。另外，根據不同情節而必

須採行之任務領域行動作為，至少應包括：

避免／嚇阻／保護；緊急評估／診斷；緊

急管理／回應；意外事件／危險減輕；民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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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保護；受難者之照顧；調查／拘押；恢

復／矯正等八大領域之測試與評估。

結論

各國政府以往已有因應「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SARS）之經驗，但是此

次病毒的性質及其不穩定性等又與 SARS

大不相同。雖然公衛體系與傳染性病學專

家們在應變程序上大概可以依以往的經驗

「照表操課」，但是情勢嚴峻之必要「封

城」、邊境管制之嚴控進入、必須立即啟

用之大量醫療救治所、防疫物質不足、各

國認知與因應作為的無法一致等卻與以往

不同，反映出此等病毒「威脅」相似卻實

有不同之變化本質，亦非承平時期研擬的

一紙緊急應變計畫與標準作業程序就可以

應對多樣化生物媒介攻擊之共通措施

包含：立場協調一致並快速行動、迅

速治療大量傷亡者、成立暫時住所以

容納受害者等。以新冠肺炎為例，政

府除了在公共場所大舉消毒外，民眾

在集會前必量測體溫，同時也增建臨

時醫院以收納、隔離輕症者。

因應，若再加諸恐怖分子藉此機會進行可

能之生物媒介攻擊，則現行已顯緊絀的態

勢將更不敷所需。然而此不幸事件應是一

個新的學習起點，思考如何藉由未發生但

不排除可能發生之生物恐攻演練找出相應

之弱點及可用資源，應該是我國持續可以

努力的方向，如此臺灣經驗之範式亦可在

國際上發光。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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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藉
宣傳模式與反思

災難事件

／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處長　劉文斌

自2019年底開始蔓延的武漢肺炎，似乎無法於短期內消散，
而大陸在中共一黨專政領導下，其所發揮之共產黨威權統治性
質圍堵疫病，更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其中又以管制新聞媒體、
學習習近平重要指示作為防疫手段，讓包含臺灣在內的西方社
會難以想像。

罕見召開 3次政治常委會議

針對武漢肺炎，自春節以來大陸國家

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罕見召開全

大陸最高實質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3次，其重要時程與內容如下：

1月 25日（農曆正月初一），專門聽

取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彙報，對疫情防控特

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

再動員。會議決定，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

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領導下開展工作。黨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

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

強防控一線工作。

2月 3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強調要「做

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網絡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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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管控，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

監管責任」。要求新聞媒體要深入學習、宣

傳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的精神，大

力宣傳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和各地

區、各部門貫徹落實具體行動，使全黨、全

社會充分認識到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認識到黨中央以

人民為中心、人民生命健康高於一切的價

值取向，認識到黨中央處理急難險重任務

能力的大大提升，認識到中華民族「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的優良傳統和強大凝聚力、

向心力。認為輿論導向正確，是打贏疫情的

關鍵所在，稱新聞輿論陣地沒有「真空地

帶」，正確的思想輿論不去占領，錯誤的思

想輿論就會去搶占。各級宣傳部門和新聞單

位要認真落實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

新聞網站要求，堅持守土有責、守土擔責、

守土盡責，強化主管主辦和屬地管理職責。

武漢肺炎爆發後，中共以

威權統治圍堵疾病，措施

包含建造臨時醫院、封閉

城市與管制新聞媒體、聽

令習近平重要指示作為防

疫手段等。（Photo Credit: 
ZWH2020ZY, ht tps: / /qrgo.
page.link/YKZed）

既要管好現代信息傳播、大眾傳播平臺，

也要管好講壇、論壇、課堂，確保各類陣地

可管可控，決不給錯誤觀點和言論提供傳

播渠道。更要不斷講述著身處一線的醫護

人員、科研人員等的先進事跡和感人故事，

報導各地動員群眾、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

有效做法，大力營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

輿論氛圍，極大地增強了全國人民戰勝疫

情的決心與信心，並自覺投入這場全民「保

衛戰」中作貢獻。著力提高新聞輿論的話語

權，就要在眾聲喧嘩中定基調、在思想激盪

中立主導、在國際傳播中奏強音。以打響一

場防控疫情、保家衛國的「人民戰爭」。

2月 12日政治局會議，強調「毫不放

鬆做好疫情防控重點工作」、「要積極擴

大內需、穩定外需」。在防控疫情的同時，

政策重心逐漸轉向經濟增長。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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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掌控媒體話語權

對於政治局常委會議要求做好防疫工

作，注意經濟發展部署是意料中的常情，

但值得關注的卻是，2月 3日的政治常委

會議竟然強調對於宣傳工作必須搶占制高

點，並以「人民戰爭」的觀點應對醫學性

質的疫病傳染，且在此次會議定調後，據

稱包括財新、財經、澎湃、三聯生活週刊、

界面等在內的媒體，都接到了中共中宣部

指令，要求嚴審所有涉武漢肺炎疫情的報

導，致使部分記者對疫區報導新聞稿件遭

到刪改，也使得近期武漢病毒真正的疫情

發展無法透明。

而強化中共救災能力的新聞卻未見間

斷，除前述大肆標榜數天內建成兩間大型

醫院外，又如大陸在 2月 13日舉行的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大肆宣揚

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加大政策協調和物資調配力度，優先

保障重點地區需要，宣稱截至 2月 12日，

大陸境內生產企業累計向湖北運抵醫用防

護服 72萬 6,700件，醫用隔離面罩和隔離

眼罩 35萬 8,400件，負壓救護車 156輛，

呼吸機 2,286臺，心電監護儀 6,929臺，

全自動紅外測溫儀 761臺。

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發展司一級巡視

員夏農稱，國家發改委從迅速組織企業恢

復生產、大力推動企業擴能改造、保障全

產業鏈協調運行等方面，採取措施擴大口

罩生產。截止到 2月 11日，全大陸口罩

圖 1　3次政治常委會議重點

1/25

2/12

1. 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
下開展工作

2. 向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

1. 強調「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網絡媒體管控，
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監管責任」

2. 控管現代信息傳播、大眾傳播平臺、講壇等傳播媒體，杜絕錯
誤觀點和言論

3. 大力傳播感人事蹟，營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輿論氛圍

1. 強調「毫不放鬆做好疫情防控重點工作」、「要積極擴大內需、
穩定外需」

2. 政策重心逐漸轉向經濟增長

2/3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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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利用率已達 94%；特別是一線防控急

需的醫用 N95口罩，產能利用率已達到

128%。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監察專

員郭燕紅則說，國家衛健委堅決把醫療資

源集中到「抗疫」一線，從全大陸 29個省

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調集兩萬多名醫護

人員組成一百八十多個醫療隊支持湖北和

武漢。針對湖北和武漢重症病例多的問題，

增派的醫療力量當中有七千多名重症專業

醫護人員，以加大重症救治力度等等，一

片上下一心奮力抵抗疫情景象，對於災民

的實際狀況卻鮮少見報。

中共面對災難事件的報導公式

在經歷醫療器材短缺、斷航、封城、

搶購物資、死亡⋯⋯的磨難後，竟然未引

發民眾的恐慌性行為，顯然與常理判斷不

合，甚至已到達匪夷所思的地步。何以至

此，可能是外界根本無從依據媒體報導得

知真實的訊息有關。

依據過去學者對唐山大地震（1976年

7月 28日）發生後，中共媒體的宣傳模式

研析，發現中共面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具有

如下公式：

「輕描淡寫的災情」

+
「黨和毛主席的關懷」

+
「災區人民的決心」

致使媒體必須抱持「災情不是重點，

英勇救災才是新聞」的態度面對災難新聞，

該公式，歷經SARS（2002年）、雪災（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青海

玉樹地震（2010年）、甘肅舟曲水災（2010

中共加大物資調配力度，擴大口罩生產，並從大陸各地微調兩萬多名醫護人員，把醫療資源集中到「抗疫」一線，營造

上下一心奮力抵抗疫情景象，卻鮮少報導災民實況。（圖片來源：中新社／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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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直至當前的武漢肺炎等災難事件，

縱使毛澤東早已不在，但卻仍顛撲不破，

換言之，中共持續掌握媒體，不僅將使外

界透過各類媒體所了解的災情狀況並不真

實，大陸內部也因無真實情況的傳播，將

可能使疫情更無法被精確掌握，而增加防

疫的困難。

在中國傳統上，臣民不敢向皇帝說出

與皇帝對事務認知相左的實情，致使昏君

仍能當權的例子罄竹難書，而今習近平以

小組治國模式，完全掌握大陸所有權力，

又於2018年經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

副主席）任期制，已然成為皇帝，致使同

樣面臨無人敢向其進言的窘境，臣民凡事

必須依據習近平的指示辦事，而監督執政

者的媒體又必須聽命於習近平掌管一切的

黨，隱晦實情可想而知。因無人敢於負責

亦無人敢於進言，香港騷亂難平、武漢肺

炎難以防堵，就成為此情勢下的必然結果。

選擇性「透明」與「參與」

對於欠缺選舉機制以獲取統治合法性

的中共而言，其政策的制定常用宣稱政府

資訊「透明」及提升決策過程人民「參與」

的方式作為彌補。而「透明」與「參與」

的訴求，在毛澤東時代總結以「群眾路線」

為政策代表，但因執行過當或有意挑起民

粹打擊政敵，而發生反右鬥爭、三面紅旗、

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過激群眾運動，至鄧

小平主政時期才意圖改正，要求依法治國，

但雖經歷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時期，

其對依法治國的理想仍無法實現，而習近

平卻又有走回毛澤東以黨代政甚至「群眾

路線」（如主張防疫為「人民戰爭」）趨向，

致使在現實層面看，中共所倡言的「透明」

與「參與」並不被外界相信，而其中控制

媒體掌握宣傳的「透明」要求，早在 2016

年初習近平提出「黨媒姓黨」的指示後，

已標誌著即將被完全否定的開始，甚至有

中共面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公式為「輕描淡寫的災情」+「黨和毛主席的關懷」+「災區人民的決心」；圖為習近平關懷肺炎
疫情，面對第一線醫護人員與民眾的新聞畫面。（圖片來源：截自公視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TOBU36K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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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中共提倡「透明」的目的不在

追求人民幸福，而僅是在利用群眾監督下

級政府行為，更使下級政府服從中央的指

令而已，因不夠「透明」民眾亦無法有效

「參與」是必然的邏輯推演，縱使可以有

限度的「透明」與「參與」，其範圍亦將

由中共決定，而對疫情等災難的真相討論

顯然並不在中共所容許「透明」與「參與」

的範圍內，其最終造成大陸內部人心惶惶，

加重中共統治的成本支出，及在外部對中

共所公布疫情或災情的不信任，而加重國

際防疫、防災的成本支出，顯然是已經發

生的問題。

反思

在觀察中共對於媒體的控制公式後，

我國的媒體報導災難性新聞，是否正好站

在其對立面，成為：

「加重描寫的災情」

+
「執政黨和官員無能」

+
「災區人民無助待援」

以做為新聞的賣點。

當前我國在防疫作為上，步步為營、

迅速反應是基本訴求，而了解疫情的真實

狀況卻是這些訴求的基礎，因此，誇大或

淡化災情都對防疫不利，為此，所有民眾

與媒體從業人員都該有所警覺，理性報導

與判斷相關疫情、災情發展，方可真實掌

握情況，提升全民防疫、防災效能。

毛澤東時代以「群眾路線」為政策代表，挑起民粹而造成文革等過激的群眾運動；習近平近年提出「黨媒姓黨」的指示，

走回毛澤東以黨代政甚至「群眾路線」的趨向，使媒體和人民僅能有限度的「透明」與「參與」。（圖片來源：路透社／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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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你我自身權益：

／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及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志強

自中國武漢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世界
衛生組織命名為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以
來，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延燒，由於傳染力強、
潛伏期長且迄今仍無解藥或疫苗，其嚴重性已
經超過 SARS，各國無不高度警戒並採取相關
必要措施。

然不禁令人好奇，一般民眾除了應該自我
防疫外，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我們在
法律上之權利與義務究竟為何？此因攸關國
人權益，故本文將以《傳染病防治法》及
新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等法規進行解析，期以協助
社會大眾依法遵行，合力對抗病毒。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不可不察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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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釐清

我國業將新冠肺炎界定為第五類法定

傳染病，其主要法源為《傳染病防治法》，

另為緩解此次疫情對我國各產業造成之衝

擊，行政院於 109年 2月 20日提交《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下稱〈紓困條例〉）草案，已於同

年 2月 25日經立法院會審議通過並經總統

公布，其內容涵蓋從事防疫醫事人員之補

貼、受檢疫或隔離者之補助與請假事宜、

徵調用物資之規定與補償、企業紓困與振

興措施、防疫相關規定與罰則等面向。罰

則部分除自公布後開始施行外，本條例其

他部分均將追溯自 109年 1月 15日起適

用，直至 110年 6月 30日止，而期間屆

滿後亦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

法定權利

一、 保護個人隱私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對於傳染病

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

行政院於 109 年 2 月 20 日提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草案，於同年 2 月 25 日經立法院
會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內容涵蓋防疫醫事人員補貼、受檢疫或隔離者補助與請假事宜、物資徵調與補償、企業

紓困及防疫相關罰則等面向。（圖片來源：總統府；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cbe04f2-
7a43-4876-a132-8f1f70251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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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

之人格、合法權益，應予尊重及保障，不

得予以歧視，且非經前項之人同意，不得

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以上條文係與《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民隱私權

之規定相符。但此在〈紓困條例〉中則有

特別之規定，亦即在防疫期間，受隔離或

檢疫而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

虞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得指

示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

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而

為避免疫情擴散，本條款也將確診罹患新

冠肺炎之病人納為適用對象。

二、 避免不當歧視

《傳染病防治法》明定，政府機關

（構）、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

傳染病病人就學、工作、安養、居住或予

其他不公平之待遇，但經主管機關基於傳

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不在此限。前述條

文有關保障傳染病病人就學及工作等權

利，乃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之精神。

三、 提供賠償補助

為預防傳染病，政府當局多會鼓勵民

眾施打疫苗，但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傳

染病防治法》明文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

且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起，

因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受害發生日起，

逾 5年者亦同。另為保障執行傳染病防治

工作者，若因執行本法第五類傳染病防治

工作，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主管

機關得酌予提供傷病給付、身心障礙給付、

死亡給付、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子女教育費

用等補助。

〈紓困條例〉明揭對於執行防治、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員，應予補助、津貼或獎勵。而居家

或集中檢疫、隔離者，得申請補償，其任職單位應給防疫假並不得有不利處分。（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
Page/9277F759E41CCD91/8cbe04f2-7a43-4876-a132-8f1f70251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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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保障人民權益，〈紓困條

例〉首先明揭，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公、

私立醫療（事）機構執行防治、醫療、照

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

員，應予補助、發給津貼或獎勵。再者，

為鼓勵民眾配合檢（防）疫工作，本條例

亦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

離或集中檢疫者，及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

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

作之家屬，若未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定，

就接受隔離或檢疫之日起至結束之日止期

間，得申請防疫補償，但有支領薪資或性

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重複領取。

上述人員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

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

也不得對其有不利處分，而家屬為照顧生

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者，

亦同。若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所為應變處置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致

影響其生計者，主管機關應依《社會救助

法》及相關法令予以救助。此外，各級政

府機關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之指示，徵用或調用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

及原物料，此部分也應給予適當補償。

四、 紓困振興措施

〈紓困條例〉第 1條開宗明義揭示立

法宗旨，即為有效防治新冠肺炎，維護人

民健康，並因應其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

擊。故本條例明定編列新臺幣（下同）600

億元為上限之特別預算，以因應各項防治

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法定義務

一、 禁止不實傳播

為杜絕謠言引發恐慌，《傳染病防治

法》規定，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

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

治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

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

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違者

處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此外，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

禁止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違者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00萬
元以下罰金。（圖片來源：桃園市政府，https://www.
facebook.com/tycgnews/photos/a.786095431402099/306840
2759838010/?type=3&theater；衛生福利部，https://www.
mohw.gov.tw/cp-4343-525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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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 300萬

元以下罰金。本文提醒民眾切勿任意轉傳

疫情訊息，因為〈紓困條例〉特別明定，

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

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00萬元

以下罰金。

二、 據實說明義務

為掌握疫情及傳染途徑，《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醫療機構人員於病人就診時，

應詢問其病史、就醫紀錄、接觸史、旅遊

史及其他與傳染病有關之事項；病人或其

家屬，應據實陳述，違者處 1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三、 配合防疫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章定有防疫措

施，如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預防

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若拒絕、規

避或妨礙相關措施者，處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四、 配合隔離措施

為避免病毒擴散，採取隔離措施確屬

必要，《傳染病防治法》授權主管機關對

於傳染病病人採取隔離措施，而〈紓困條

例〉更明定違反隔離措施者，處 20萬元以

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五、 配合檢疫措施

返國民眾若未落實居家檢疫，還到處

趴趴走要小心觸法，因為《傳染病防治法》

第五章定有檢疫措施，目的係為加強入、

出國（境）人員之檢疫，避免病毒跨國傳

播，若有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施行

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者，處 1萬元以

上 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限期改善，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此依〈紓困條例〉規定，

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若違反居家檢

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民眾若有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施

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者，處 1萬元
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居家檢疫、
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者，

提高處罰金額為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
下罰鍰。（圖片來源：桃園機場，https://
web.taoyuan-airport.com/main_ch/docdetail.aspx
?uid=147&pid=146&docid=39323&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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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高處罰金額為 10萬

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六、 配合應變措施

〈紓困條例〉特別明

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 5萬元以上 100萬元

以下罰鍰。

七、 其他相關限制

猶記得剛傳出新冠肺

炎，即有藥局囤積口罩，此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對主管機關已開始徵

用之防疫物資，有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

行為且情節重大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

述行為於〈紓困條例〉有更嚴格之規範，

如對於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防疫器

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或其他防疫物

資，哄抬價格或無正當理由囤積而不應市

銷售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

為嚴懲罹病者明知故犯，《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明知自己罹患傳染病卻不遵

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萬元以下罰

金。〈紓困條例〉則規定，罹患或疑似罹

患新冠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

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 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

以下罰金。

結語

面對新冠疫情，民眾在搶購口罩、

額溫槍、酒精甚至是民生物資的同時，

實應清楚認知自身在法律上之權利與義

務。從本文可知，不論是《傳染病防治

法》或者〈紓困條例〉，若有哄抬防疫

物資價格或囤積不賣、罹患（或疑似）

新冠肺炎卻未隔離治療而有傳染他人之

虞、散播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上述行為均涉有刑事

責任，真可謂不可不察。

哄抬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或其他防疫物資，恐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明知自己罹患傳染病卻不遵行政府指示，導致有傳染他人的
可能，將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金。（圖片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Module=1&id=558；內政部，https://www.
facebook.com/moi.gov.tw/posts/3263551237006590?__tn_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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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博士　陳淵銓

 2019 年爆發且蔓延全球之「武漢肺炎」疫情是
由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所引發，其是一種正股單鏈（positive sense, single-
stranded）的 RNA病毒，廣泛存在於多種動物體。

檔案

認識「新型冠狀」病毒

病毒粒子（virion）具有螺旋對稱的殼

蛋白（capsid）及外套膜（envelope），

外套膜邊緣有棒狀形態類似王冠的棘

突 醣 蛋 白（spike glycoprotein），

可和宿主細胞的血管張力素轉化酶 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ACE2）受體（receptor）進行專一性結

合以感染宿主（圖 1）。

圖 1　新型冠狀病毒藉由棘突醣蛋白與
ACE2受體結合而感染宿主細胞

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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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特性

新型冠狀病毒因具有以下特性，使得

對所引發的疾病之管制、診斷、治療及預

防變得十分困難：

一、 跨物種傳播性

可在不同種動物之間及人與動物之間

傳播，也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二、 高度隱匿性

雖經多次檢驗為陰性，仍可能再篩檢

為陽性。

三、 高傳染性

可經由飛沫傳染或直接接觸傳染，有

效傳染率高且傳播範圍廣，有些研究甚至

發現可以經由空氣、糞便傳染及帶原者無

症狀傳染。

四、 高變異性

病毒 RNA基因組突變率高，疫苗及藥

物研發挑戰性大，即便開發成功，上市後的

疫苗產品及藥物的有效期間也通常很短。

新冠肺炎具高度高傳染性，可經由飛沫傳染或直接接觸傳染，有效傳染率高且傳播範圍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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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間引發人類致命肺炎危機的 3種冠狀病毒

病原體 SARS病毒 MERS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最初爆發地 大陸廣東省順德 中東地區 大陸湖北省武漢

流行期間 2002-2004年 2012-2015年 2019∼ 

自然宿主
果子狸、蝙蝠、
麝香貓等

蝙蝠、駱駝等
不詳，可能是蝙蝠、
竹鼠、穿山甲、獾等

主要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潛伏期 2-10天 2-14天 7-14天

主要症狀

發燒、咳嗽、呼吸急
促與困難、頭痛、肌
肉痠痛、倦怠及腹瀉

發燒、咳嗽、呼吸急
促與困難，嚴重時引
發腎衰竭、心包膜炎
及血管瀰漫性凝血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
或困難，部分個案有
腹瀉症狀或嗅覺、味
覺喪失（或異常）等

曾引發人類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之冠狀病毒種類

可引起人類呼吸道疾病的冠狀病

毒 共 有 7 種， 其 中 Human coronavirus

（HcoV）-229E、HcoV-NL63、HcoV-

HKU1、HcoV-OC43等 4種是感冒最常見

的病原體，通常症狀輕微，不會造成嚴重

疾病，僅少數免疫力較差的患者可能會出

現肺炎等併發症，致死率並不高，而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簡 稱

為 SARS病毒）、中東呼吸道症候群冠狀

病 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簡稱為 MERS 病毒）及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WHO統稱為COVID-19，疾管署「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簡稱為「武漢

肺炎」）等 3種則可引起嚴重致命性的肺

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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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安全可能的衝擊

世 界 衛 生 組 織（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已 於 2020

年 1 月宣布爆發於中國武漢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世界

各國紛紛採取檢疫、隔離、消毒、關閉邊界、

斷絕交通、撤僑及限制人員入境等防疫措

施，防範疫情在本國發生並保護本國人民，

避免對公共衛生、民生經濟、國際關係及國

防軍事造成衝擊，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一、 公共衛生

新型冠狀病毒自境外移入傳染到人體，

若僅在密切接觸者間傳播，可以藉由追蹤

接觸者及檢疫、隔離等措施防止疫情擴大，

但是萬一防疫出現破口，發現不明感染源的

確診者，進而形成家庭感染、院內感染或社

區感染等群聚傳染，甚至污染食物、水及空

氣而爆發廣泛性大流行，將造成公共衛生

體系的澈底瓦解。

二、 民生經濟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致病的訊息一旦

發布，便可能引發民眾搶購口罩、消毒用

對於新冠肺炎的防疫，各國紛紛採取檢疫、隔離、消毒、關閉邊界、斷絕交通、撤僑及限制人員入境等防疫措施，防範疫

情在本國發生；圖為桃園機場檢疫及消毒工作。（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Index；桃園國際機場，https://web.
taoyuan-airport.com/main_ch/docDetail.aspx?uid=147&pid=147&docid=39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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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防疫物品而造成相關物資的短缺，而

且隨著確診案例、致死人數持續增加後，

連食物、水及衛生紙等民生必需品也可能

會出現漲價及囤積等現象。此外，因為民

眾在公共場所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風險

增加，使得民眾減少外出及消費，甚有部

分民眾必須配合居家檢疫或隔離而不得外

出，很多產業將會受到重大影響，特別是

觀光旅遊業、交通運輸業及飯店餐飲業。

三、 國際關係

疫情嚴峻使各國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護

自身國家利益及本國人民，其中以斷絕交

通、限制入境、檢疫及隔離等對雙邊關係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致病訊息發布

後，可能引發民眾民眾搶購口

罩、消毒用品及防疫物品，甚至

連食物、水及衛生紙等民生必需

品都會漲價及囤積。

圖 2　嚴重急性呼吸道肺炎從公共衛生、民生經濟、
國際關係及國防軍事四個層面來影響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公共衛生 民生經濟 國際關係 國防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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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鉅。雙方人員往來中斷，間接造成

貿易及各種交流受到限制，容易引發國籍、

種族歧視以及國家間衝突與對立，造成國

際關係惡化。

四、 國防軍事

軍人是群聚團體且日常生活侷限於艦

艇車輛等軍事設施與營區封閉空間，若有

軍人自外界帶入疫情，所有接觸者便需進

行隔離，進而影響整個營區同儕健康及軍

事運作，衝擊到軍隊戰力。

防疫策略

一、 嚴格邊境管制

預防傳染病進入境內最好的方法就是

阻絕感染源於境外。以非洲豬瘟的阻絕為

例，需著重在物流的管理，重點在於杜絕

一切可能的感染物品入境。

二、 執行入境追蹤

制定應進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

主健康管理的標準，嚴格執行入境後之追

蹤管理機制（表 2）。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82482c92-c7fb-4234-9c91-2b62dc7c5fe4.jpg）

表 2　入境追蹤管理機制及其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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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個人衛生

有慢性病或呼吸道症狀的患者應自行

配戴口罩，並避免在密閉空間活動或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健康者加強個人衛生

管理，養成勤洗手、定期換洗衣物及不隨

意以手觸摸眼、耳、口、鼻的習慣。

四、 鼓勵藥物及疫苗的研發

藥物及疫苗的研發須耗用大量資源及

經費，且開發期程甚長，但產品成功上市

後，除可有效控制疫情外，並有潛力創造利

潤、建立相關研究能量及提升學術水準。政

府應對相關的科研及生產提供適當補助。

結論

武漢肺炎確診案例及死亡數已超過

SARS病毒及MERS病毒，且專家研判武漢

肺炎疫情可能演變成類似流行性感冒的季

節性疾病，故預防疫苗及治療藥物的開發

是迫切需要的。

在現今尚無有效治療藥物的情況下，

當務之急便是做好防疫工作，阻絕病原體

於國境之外。鑑於疫情可能對國家安全造

成重大危害，我政府及媒體均十分重視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相關訊息，民眾更應

與政府配合，通力做好防疫工作。

防疫策略除了政府要嚴格邊境管制、執行入境追蹤並鼓勵藥物及疫苗研發外，民眾也應強化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定期

換洗衣物及不隨意以手觸摸眼、耳、口、鼻的習慣。（圖片來源：國民健康署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pagov/photos/pc
b.3342628005765948/3342677312427684/?type=3&theater）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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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2020
／ 國防安全研究院網戰資安所博士後　吳宗翰

第 56 屆 慕 尼 黑 安 全 會 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簡稱 MSC）已經於今（2020）年 2 月 14

至 16 日順利落幕。作為當代世界每年舉行的最重要常設
論壇之一，它的前身為北約成員國組成的「國際防務大
會」。冷戰結束後，論壇持續舉辦，世界各主要大國如
美「中」俄歐盟等都高度重視，廣派政府人員與專家
參加，就軍事、外交甚至反恐、氣候變遷等非傳
統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國際重要組織、非營利
團體（NGOs）等也積極參與。

今年的會議主題是「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安全會議觀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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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如同往年，歐洲各國政府領導

人與高階官員多有出席盛會，東道

主德國聯邦總統史坦因邁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主持了開幕典

禮與發表演說。加拿大總理杜魯

道（Justin Trudeau）、 會 議 常 客

俄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與

前外交部長傅瑩、美國國務卿彭佩

奧（Mike Pompeo）、前國務卿凱

瑞（John Kerry）、國防部長艾斯培

（Mark T. Esper）與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等人均

有參加，「中」美代表還在會場上有

激烈交鋒，下文說明。此外，值得

注意的參與者還有首次參加的北韓

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

斯喬治亞（Kristalina Georgieva）、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執 行 秘 書 埃 斯 皮 諾 薩（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Facebook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等人。

會議重點一：「西方」透過

反思走出思想上的困頓

本屆大會的首要亮點在於會議主題

「缺少的西方性」。這個字不僅在英文裡

就充滿歧異性而難以界定出確切含義，目

前在中文更無對應字眼。然而欲了解該主

題，首先必要從「西方性」的概念著手。

根據大會自己的定義，所謂的西方性指的

是「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實踐、市場經濟

以及國際制度中的合作」，這三者可以說

是分別對應了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秩序，

是承自啟蒙時代以降由歐洲乃至世界各

地，由數代人透過行動完成的共識。

第 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於 2020年 2月 14至 16日順利落幕，與
會者除歐洲各國領導人與高階官員外，美、「中」、俄等國及

國際重要組織與非營利團體也紛紛派員參加會議。（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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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會之所以如此命題並非偶然。

近年來，隨著英國脫歐（Brexit）、川普

（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中東難

民湧入歐洲以及相關的歐洲極右派興起，

上述無一不對「西方性」造成衝擊，甚至

構成「西方」思想核心上的挑戰。更不消

說還有因為中共崛起造就的世界權力格局

轉變的問題。透過綜合整理前兩年的會議

主題（見表 1），我們可發現，這個極具

歐洲中心論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不斷尋思出

路，期間主題更是透露出明顯的焦慮心態。

不過，相較於前兩年，2020年的大會

透露出來的訊息卻可能是明亮的。儘管今

年仍然看似持續質疑與反思，卻可看出，

西方已然經由「界定西方自身」而走出困

頓。重要的觀察指標之一，是大會主題今

年不再以問號結尾。這一點如果聯繫至大

會拋出的一系列關於「當西方不那麼西方」

疑問時就更加清楚，蓋西方的地理邊界與

指涉意涵在上下文中有各自對應。指標之

二，是 14日開幕典禮上德國聯邦總統史坦

因邁爾指責美「中」俄個別自私自利行為

而危及國際秩序的舉措。這個批評顯示出

曾長期視美國為「西方」一分子的「西方」

已不再持該主張；「西方」是有別於美「中」

俄外的「他者」（Other）。西方如今由歐

洲，或者說歐盟代表（represent）。儘管

歐洲自身也面臨「不那麼西方」的挑戰，

但它已重新找回邁步前進的自信。

表 1　2018～ 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暨重要議題

2018（第 54屆） 2019（第 55屆） 2020（第 56屆）

會議主題

臨淵而返

（To the Brink-and 
Back?）

大哉問：

誰能拾起碎解的拼圖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關注對象
歐盟、美國、

中國大陸、俄羅斯

法國、德國、英國、

加拿大、日本

美國、中國大陸、

俄羅斯、歐洲

主要議題
環境安全、

網路安全、核能安全

軍備、貿易、

跨國組織犯罪、

人工智慧

太空空間安全、氣候安全、

右翼極端主義、科技與創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近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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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美「中」交鋒與華為

正如會議期間相關的報導以及評論所

指出，此次會議「中國」議題突出。明確

以中國大陸為主軸的場次達 10餘場，例

如「跨大西洋關係與中國難題」、「西方

如何面對中國」、「歐洲如何應對崛起的

中國」、「中國未來在全球軍事控制的參

與」、「如果中俄結盟」等。儘管有些議

題未明指中國大陸，但亦可見其占據關鍵

地位，例如「南海」與「武漢肺炎疫情」

等。與之緊密的，是美「中」代表於各場

合不曾歇止的言詞對抗，上演活生生的交

鋒劇碼。

美國政府此次高度動員，共和兩黨政

治人物亦均有參與，不僅有前任與現任國

務卿，更有國防部長與國會議長。他們一

致且不遺餘力地表達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擔

憂，指出這些並非空穴來風，而可以從北

京政府近年來對人權、隱私、市場等層面

的侵害看到例證。此外，抵制華為亦是美

方的發言重點。華盛頓官員力陳華為公司

技術可能潛藏的風險，呼籲各國，特別是

歐盟應當禁止華為參與當地 5G網路建設。

面對美方指控，「中」方出席代表也

激烈回應。王毅首先反駁指控均是謊言，

套用在美方自己還可能適用些。接著，傅

連續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從過去焦慮心態的質疑與反思，

到今年的大會主題不再以問號結尾，可發現西方已走出「界定

西方自身」的困頓，面對「不那麼西方」的挑戰，重新找回邁

步前進的自信。（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
securityconference.org/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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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指陳美方把慕尼黑會議操作成擴大版的

「布拉格 5G會議」；該會議於 2019年 5

月召開，其會議結論「布拉格提案」指出

華為技術存在安全疑慮，可能導致北京官

方有能力監控流經該技術的數據。她進一

步問到，為何當年中國大陸引進西方技術

時沒有受到威脅，但反而今日西方自己一

旦接受華為就可能導致自身的政治體制受

到影響。

綜而言之，美「中」雙方代表的交

鋒不僅是其在國際領域對抗的再一展現，

更是向在場歐盟國家與其他國家爭取支持

的遊說辯論。就此而言，後者並沒有給予

任一方正面回應。換言之，面對當前的美

「中」對抗格局，作為第三方的歐洲國家

雖無法置身事外，也尚不願意選邊站。

重點三：對數位安全的重視

隨著美「中」貿易戰格局牽動的劇烈

變化，科技領域已越來越難以「政治中立」

自居；前述關於華為在全球的爭議即是例

證。從會議主題來看，科技在近三年也均

被列為必談要項。站在歐洲中心的角度，

本屆會議的報告引述 2019年法國總統馬

克宏所言：「我們正在奮鬥的戰場攸關主

權⋯⋯假如我們沒有在數位與人工智慧等

美、「中」代表在會議上激烈交鋒，美國不遺餘力表達對中共威脅的擔憂，並極力呼籲各國「抵制華為」，遭到中

方兩位代表反駁「均是謊言」。（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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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贏得勝利，我們的命運終將被他人主

宰。」這些引言揭露出歐洲已然意識到，

數位年代下歐洲正面對巨大的挑戰，而且，

現實的嚴峻情況是，歐洲目前在美「中」

科技競逐過程中處於落後的位置。

面對後起之秀的中共企業如華為、阿

里巴巴、百度、騰訊、小米等公司在軟硬

體方面的投資研發等均有驚人成果，歐洲

備感威脅。正是這種油然而生的危機感促

使歐洲警覺自身要改革與創新。然而，應

對的方式並非是要重蹈美「中」的路線，

而是要找出歐洲可以著力之處。本次大會

給出的方案是任務導向（mission-led）的

創新，他們呼籲要戮力運用歐洲的優勢，

集結跨國與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動

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

重點四：武漢肺炎

會議舉行當下，武漢肺炎疫情尚未在

歐洲爆發，因而多數與會者僅視其為是發

生在中國大陸以及周邊地區的重大區域災

難。若來年回首，此次會議或許是歐洲最

早有機會大規模討論採取相關應對措施的

重要場合。中共目前在國內外方興未艾的

大規模歌頌其抗疫模式的大外宣工作在此

時也已見端倪。

面對中共企業如華為、小米等公司在軟硬體方面的驚人成果，歐洲備感威脅，渴望集結跨國、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

動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Photo Credit: VOA）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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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歷經幾年摸索，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顯示出「西方」已逐漸從精神上的困惑走

出峽谷，坦然獨立於美、「中」、俄外而

為第四極。從主題言，美「中」對抗、科

技議題以及在歐洲越燒越烈的武漢肺炎也

成為西方關切的重中之重。鑑於上述領域

均有臺灣可著力之處，我國有關單位實可

研議接觸，以俾增加在國際場合的能見度。

（Photo Credit: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在會議第

二天（15日）發表演說，其內容僅涉及

伊波拉病毒與新冠病毒兩者。值得注意的

是，後者以及中共的抗疫占了他全文演說

的 7成以上。譚高調且不吝嗇地稱讚中

共的措施，不僅稱其為世界贏得「機會之

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也引述

世衛組織相關專家在中共的見聞，肯定中

共的能力。他並聲稱中共的經驗可以成為

供世界各國參考的借鑑。另一方面，他也

呼籲世界各國重視且團結一致對抗疫情，

注意虛假訊息（misinformaiton）流竄，

並強調與 Facebook、Google、Youtube、

Twitter、Pinterest以及騰訊、抖音等重要

社群軟體公司合作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參與慕尼黑安全會議實

為罕見。如今再看疫情重創歐美地區，各

國紛紛進入鎖國狀態，後續情況仍充滿不

確定性。預料下一屆的會議關於武漢肺炎

疫情的討論會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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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陳炎輝

反新修 毒法制到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歷經多年
推動修法，終於完成三讀，並經總統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

安居緝毒清除社區中的毒品

近年來，毒品濫用問題日趨複雜，國

內在監毒品受刑人數占全體受刑人將近一

半，加上社會生活型態改變，毒品種類推

陳出新，除傳統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外，K他命、大麻、毒咖啡等新興或混合

式毒品威脅日益嚴重。經調查分析新興毒

品濫用趨勢及施用者年齡層分布，顯示以

年輕人及青壯族群最廣且以男性為多，業

已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及社會治安。

臺高檢署於 107年 1月 23日啟動「安

居緝毒方案」，並於同年 2月及 6月至 8

「安居緝毒方案」於 107年 1月 23日啟動，是一項整合 6大緝毒系統之常態化、長期性執行計畫，針對社區大樓及邊
境進行強力查緝，於過去兩年期間斬獲豐碩成果。（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5B2FC62D288F4DB7/
e570960d-7c48-4a62-b544-178d18303110；法務部反毒大本營，https://antidrug.moj.gov.tw/cp-1202-6220-1.html）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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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月執行兩波緝毒活動，全國同步威力掃蕩，

藉由「團隊合作、深入社區、向上溯源」

三大措施，針對社區大樓及邊境進行強力

查緝，希望為國人構築一個安居的幸福家

園。108年間「安居緝毒方案」另發動 2

波查緝行動，其中第 3波於 3月間啟動，

共查獲毒品重量達 7,315餘公斤，查扣犯

罪所得高達 1億 1,034餘萬元，成效創下

歷次專案之最，達到「拒毒於海外、截毒

於關口、緝毒於境內」的目的。

剛柔並濟修法營造無毒家園

安居緝毒行動是一項長期進行、整合

6大緝毒系統之常態化、長期性執行計畫，

經過這兩年積極查緝掃蕩，並配合全國毒

品資料庫及統計系統分析，發現目前影響

我國毒情最嚴重的是安非他命、愷他命類

毒品，所有相關人、量及走私情況，均呈

上揚趨勢，擴散度令人憂心，對治安、衛

生及醫療均將產生相當衝擊，必是民怨及

侵蝕反毒成果之首要問題。為讓我們的下

一代能遠離毒品的威脅與危害，行政院及

法務部於法制層面推動修正《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下稱本條例），除加重販毒刑

責及防制新興毒品氾濫外，並要將國內毒

品人口黑數如實找出，藉此掌握整體毒品

情勢及控制毒情。本條例修正草案，業經

立法院於 108年 12月 17日三讀通過，並

經總統於 109年 1月 15日公布，其中第

18條、第 24條及第 33條之 1修正條文，

因需規劃配套措施及進行法規修訂，宜有

一定之時間準備，故上開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授權由行政院另定之，其餘則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有關毒品列管及分級制度，依本條例

第 2條原規定，係由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

會，採單一物質逐次審議模式決定，但此

種單一物質逐次審議模式，已經無法因應

新興精神活性物質快速推陳出新之趨勢，

本次修法乃參考日本法制，予以修正第 2

自 107年啟動的「安居緝毒方案」持續進行，直至 108年 3月啟動的第 3波查緝行動更創下歷次專案
最佳成效。（圖片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https://antidrug.moj.gov.tw/cp-1201-5922-2.html；https://antidrug.
moj.gov.tw/cp-1201-6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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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項規定，增列「與該等藥品、物質

或製品具有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等文字，

使該等具有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可於一次

毒品審議程序進行審議，大幅縮短新興毒

品列管時程，並減少列管前該等具有類似

化學結構之物質，無法律可資處罰之空窗

期。為遏止新興毒品散播，本次修法重點

為重懲毒販，提高製造、販賣、運輸毒品

之刑度及罰金額度（修正條文第 4條）；

並加重販賣混合式毒品及對懷孕、未成年

人販毒之刑度（修正條文第 9條）。又因

毒品犯罪常具有暴利，且多具有集團性及

常習性，經參考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 2項

規定及德國刑事財產剝奪改革法案，引進

擴大沒收機制，以澈底剝奪毒販不法所得

（修正條文第 19條第 3項）。

針對新興毒品之散播問題，本次修法

採取從重從嚴處罰原則，特別將持有第三、

四級毒品之刑責標準，由持有 20公克以上

降為 5公克以上，擴大了 4倍入刑範圍，

藉以遏止新興毒品之流竄（修正條文第 11

條）。此外，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 2關

於檢察官緩起訴處分之附命條件，提供 8

種司法處遇模式以便彈性運用，然而本條

例第 24條卻僅列戒癮治療一種處分，導致

實務上無法給予其他處遇措施，突顯出本

條規定過於僵化而缺乏彈性。再者，刑事重

懲與成癮治療並用之多元處遇模式，毒品

施用犯於緩起訴處分二年期間，均須接受

高強度之觀護報到及驗尿監督程序，如再

犯更將面臨撤銷緩起訴、再行起訴判刑或

再一次的戒癮治療處分之後果，均與一般

具有彈性之緩起訴處分程序不同。為有利

於毒品施用戒除毒癮，並讓檢察官可對緩

起訴制度運用更為彈性，此次修法回歸刑事

訴訟法第 253條之 2規定，建立戒除毒癮

之適當多元處遇模式（修正條文第 2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後，除了縮短新興毒品列管時程及加重散

播新興毒品之罪刑，以達遏止之效外，也建立戒除毒癮之適當多

元處遇模式，讓檢察官可對緩起訴制度運用更為彈性。（圖片來源：

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cp-21-124579-6e785-001.html）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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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零容忍痛擊毒犯的罪行

毒品危害等同國安問題，本條例此次

之修正，進一步堅實反毒法制之基礎。特

別說明的是：對於無正當理由持有、施用

第三、四級毒品，依本條例第 11條之 1之

規定，應處以 1萬元至 5萬元之罰鍰，並

須接受 4至 8小時之毒品危害講習，因此

就算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數量，低於本

條例第 11條 5公克之刑責標準，仍須接受

行政處罰。

此外，反毒是政府當前最重要施政項

目之一，但反毒工作單靠政府並無法完成，

必須全民共同參與，方能建立全方位的反

毒網。法務部、內政部、臺高檢署與 6大

查緝系統除全力查緝毒品，為深入發掘毒

品黑數，規劃擴充民間檢驗機構檢驗量能，

建立扣案毒品 8小時內快速檢驗、毒品現

行犯全面加驗大麻之機制。針對在夜店轟

趴、汽車旅館及未滿 18歲青少年之案件，

並優先送法務部調查局、法醫研究所、內

政部警政署檢驗，以廣篩方式，一次可檢

驗三、四百種新興毒品，有效遏制新興毒

品之流通。

毒品犯罪從臺灣頭到臺灣尾無所不

在，若非緝毒機關彼此通力合作縝密偵辦，

堅定決心冒險攻堅犯難，無法展現優異緝

毒成果。尤其是製毒方法日新月異，毒販

獲利之高、金錢之多，甚至以槍械子彈對

抗執法者，國人對於緝毒執法人員冒險犯

難完成任務，實應給予高度讚揚與肯定。

最後再予澄清：部分報導或網路訊息

流傳，本條例修法後，對於吸毒犯會給予

寫悔過書之輕縱。事實上，本條例此次修

正除賦予檢察官得緩起訴命戒癮治療，更

可給予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

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藉由多元

處遇模式提升矯治效果，並無寫悔過書之

處分，該網傳、報導或傳述，顯係誤認或

惡意指摘本次修法之宗旨，難以認同！

修法後，只要是無正當理由持有、

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就會處以行

政罰。（圖片來源：行政院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ey.gov.tw/
posts/295004441169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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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林穎佑

美國緝毒署
我國際反毒合作

DEA的前世今生

相較於常出現在螢光幕前的美國聯邦

調 查 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 國 緝 毒 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是較少人關注的聯邦

司法單位，其與 FBI同為美國司法部管轄的

聯邦執法單位，主要負責打擊毒品交易，而

且承擔了國際協調和毒品調查的任務。

毒品問題一直是各國的心腹大患，尤

其中南美洲國家因氣候適宜與該國內部政

治因素，許多毒梟利用各種管道，將低成

本的毒品大量運往美國，這也導致美國政

府始終致力於毒品戰爭。DEA成立於 1973

年，與當時尼克森政府所推動的反恐戰爭

有關，總部設置於靠近華盛頓的阿靈頓郡，

訓練基地與維吉尼亞州的海軍陸戰隊基地

共用。

近期跨國毒品犯罪的猖獗以及各國恐

怖組織與當地軍閥或犯罪集團合作，企圖

利用毒品龐大的暴利來獲取恐怖行動的資

金，這些都讓 DEA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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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過去的反毒，更結合了反恐的國土

安全任務。

此外，在毒品的高額利潤誘惑下，毒

販甚至會利用人體作為運輸工具，要求合

作者吞下包裝後的毒品直接夾帶以避開偵

緝；美國邊界更有許多不法人士利用挖地

道等方式來突破安檢，執法單位若是沒有

內線情報的提供，很難發現毒蹤。且由於

毒品利益相當高，除了政府取締外，幫派

間黑吃黑的問題也相當嚴重，毒梟擁槍自

重已不是新聞，更多的毒梟會利用重火力

作為掩護，甚至利用小型潛艇作為運毒的

工具，這都讓 DEA必須提升裝備來應對販

毒集團。

反毒博物館

毒品除了對吸食者造成生理與心理的

影響外，為了籌錢買毒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亦造成國家嚴重損失。除使用公權力來對

付毒品問題，反毒教育及對吸毒者的後續

醫療、心理協助也是必須。DEA在阿靈頓

郡設立的反毒博物館除了介紹 DEA的成立

DEA成立於 1973年，主要負責打擊毒品交易並承擔了國際
協調和毒品調查的任務；圖為 DEA過去緝毒行動與成果。
（Photo Credit: DEA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DEA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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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的反毒歷史，也說明毒品的危害與

當前濫用的情形，現場亦展出 DEA的執法

紀錄及查緝時的武器裝備，期待能讓參觀

民眾了解毒品的危害並建立對 DEA的支

持。該博物館位於五角大廈地鐵站，值得

有機會赴華府的民眾前往參觀。

國際反毒合作

毒犯為了追求更高純度的毒品，利用

各種方式在提煉技術與新的合成來源上尋

求突破，甚至不惜改變化學結構以避開法

規限制。同時，許多新興的軟性毒品以及

可以透過處方箋來取得的藥物，使得毒品

來源更為多元，而全球化的影響也讓國際

毒品的運送更為便利，這都讓反毒工作更

加困難，也促使各國必須在反毒工作上進

行合作。

以我國為例，近年緝獲毒品平均約

70%以上來自境外輸入，另由於地處重要

交通樞紐，在毒品的高額暴利下，許多不

法組織紛紛鋌而走險，參與跨境毒品走私

運輸及境外制毒等不法活動。過去各國傳

統的毒品來源大多來自東南亞的金三角、

中東的金新月、非洲黑三角、南美洲的銀

三角，例如從罌粟花中提煉出鴉片再精煉

成的海洛因，或是從古柯葉中提煉出的古

柯鹼，上述的「傳統毒品」大多是各國防

制的重點。但近來管制類的止痛藥與安眠

DEA在阿靈頓郡設立的反毒博物館，現場除說明毒品的危害與當前濫用的情形，亦展出 DEA的執法紀錄及查緝時的武器裝
備。（Photo Credit: GPA Photo Archiv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ip-photo-archive/albums/72157648774717121）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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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設計師藥物的濫用（被特別重新設計，

以減少原始藥物在藥理學上的作用，主要

為避免在正規藥物測試中，被檢查出有使

用過管制藥物，以逃避管制），以及不同

國家對於毒品認定的標準差異，都成為當

前主要防制議題。美國緝毒署於我國設聯

絡官辦公室為國際執法上的一大突破，對

我國的反毒工作而言，在情資分享與提高

國際能見度上有相當大的助益。

我國現況

我國在跨國執法上常因國際政治因素

而受到打壓，或是在國際司法互助中因為

外力的干預而無法爭取到有利的條件，甚

金三角地區
泰國、寮國和緬甸交界
處的一塊小三角洲

金新月地區
包括伊朗的錫斯坦省、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西
北邊境省及阿富汗邊境
各省交界的三角地帶

黑三角地區
非洲西部幾內亞灣
沿岸地帶

銀三角地區
拉丁美洲，包括哥倫
比亞、秘魯、玻利維
亞和巴西所在的安第
斯山和亞馬遜地區

至在參與國際司法組織時，雖說打擊犯罪

無國界，但依然受到政治力的干擾而無法

發揮所長。但如前文所述，我國的地緣位

置重要，若能先從個別議題的功能性作為

切入點與各國建立雙邊的單一議題合作模

式（如反毒、打擊人口販運、網路犯罪），

以人類安全的角度確立互信基礎，適時發

揮我國的不可取代性，未來在國際合作上

自然有突破的機會。而在這場國際反毒戰

爭中，單憑執法單位的努力絕對不足，需

思考如何結合民間的力量，以教育與在勒

戒方式上的更新，讓民眾了解毒品的危害，

透過公私協力的合作，才有可能打贏反毒

戰爭。

金三角、金新月、黑三角、銀三角是傳統毒品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各國防治

的重點，惟現今管制類藥品與設計師藥物濫用情形與日俱增，應納入當前主

要防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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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

話銷煙掃毒
／ 高雄市文化中心前政風室主任暨文藝工作者　葛治平

林則徐身處險惡官場，仍能大公無私及強勢銷煙作法，使清朝毒品
氾濫情形暫歇，更讓後人及國際人士深感佩服。因此，國民政府將林
則徐於虎門銷煙起始日 6月 3日定為「禁煙節」；聯合國於 1987 年將
6月 26日定為「國際反毒日」，恰巧是虎門銷煙結束翌日。

西元 1842年，英吉利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侵華，發動鴉片戰爭，逼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從六三禁煙節說起

西元 1842年（清道光 22年），英吉

利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侵華，發動鴉片戰爭，

逼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民

國成立後，政府頒定 6月 3日為禁煙節，

以喚醒民眾不要忘記當年那頁禍國殃民的

歷史，希望能永遠杜絕一切毒害案件之發

生。讓我們攜手拂去歷史明鏡上塵埃，回

溯源頭，共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

使命。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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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成毒物

鴉片原產地是阿拉伯，名叫阿芙蓉

（Afyun），花很美，五彩繽紛的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原種果實如裝酒

之罌，種子小如粟而得名，傳說花種子是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所帶回。

唐朝時就知道它的藥用很廣，明

代藥物學家李時珍於《本草綱目》

記載：阿芙蓉有微毒，性酸濇溫，

可止瀉、止痛、鎮咳化痰、提神，

麻醉諸作用，久用則上癮，罹患固疾，越

用越多，損人器官，使人體虛弱，精神錯

亂，意志消沉，不能自拔而死亡。明神宗

時，西域國獻上鴉片作為進貢禮品，神宗

吸取上癮，讚稱它為「福壽膏」，後竟以

鴉片犒賞大臣、妃子，致上

流社會仿傚。又因價格

貴，有賺頭，民間爭

相種植，導致稻麥不

足而鬧饑荒。

五彩繽紛的罌粟花原種果實如裝酒之罌，種子小如粟而得名，具有藥用療效，其果實可製成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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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輸入鴉片　毒害中國

晚清時代，英國在印度設立「東印度

公司」並鼓勵中南半島居民種植罌粟，並

將阿芙蓉改稱為鴉片（opi-um），大批輸

入中國。原本吸食者多屬王公貴族，以及

尋花問柳的商賈公子爺們，後來普及到市

井小民。雍正、乾隆時已知此物毒害之大，

乾隆便下禁令：「國內商人販賣鴉片者，

枷一月，杖一百，遣邊充戊卒三年，侍衛

官吏犯者罷職，枷二月，杖一百，流三千

里為奴。」雖一時效果甚佳，然因官吏吸

毒成癮，生活早已腐化，竟包庇犯罪，形

成禁者自禁，吸者自吸，吸毒情勢因而氾

濫成災。

鐵血欽差林則徐　可圈可點

西元 1835年（道光 15年）中國人至

少有二百萬人吸毒。忠誠大臣黃爵滋、御

史朱成列直諫皇帝禁煙，奏章中說：「國

內銀鈔日缺，無賴遊民日增，其原因實由

不禁鴉片之故」，但朝廷中亦有官吏反對

禁煙者，讓皇帝猶豫不決。後來道光皇帝

聽聞兩廣總督林則徐禁煙執行最澈底，便

細閱林則徐痛斥煙毒危害之奏章：「煙不

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則無可

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道光帝閱奏後，

即召見林授職欽差大臣，派他前往海口，

嚴查鴉片貿易案。

鴉片從王公貴族、商賈公子普及到市井小民，雖清政

府下過禁令，但官吏早已吸食成癮、互相包庇，導致

吸毒情勢氾濫成災。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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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林令各洋商於 3日內將鴉片全數繳出

銷毀，並公告若查獲鴉片「船貨沒收，人

即正法」。當時英新派海軍上將義律任駐

華商務監督，其為人狡滑，僅繳一千多箱。

3日期到，林下令拘捕外商，並命其等在

十三行夷館接受審判及斷絕飲食品供應。

當時義律欲率英商離華，林表示將鴉片全

數繳清才可放行。最後義律終於屈服，與

英商繳交全部私藏之 2萬箱鴉片，於 1839

年 6月 3日於虎門海灘以「海水浸化法」

公開銷毀鴉片 237萬餘斤，由於數量太多，

直至 6月 25日才全數銷毀完畢。林則徐身

處險惡官場，卻仍能大公無私及強勢銷煙

作法，讓後人及國際人士深感佩服，因此

國民政府於 1920年代將 6月

3日定為「禁煙節」；後來

聯合國於 1987年通過決

議將 6月 26日定為「國

際反毒日」，恰巧又是林

則徐銷煙結束翌日。

道光皇帝授職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緝鴉片；林於 1839年 6月 3日於虎門海灘銷毀鴉片 237萬餘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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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銷煙　引發鴉片戰爭

虎門銷煙雖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鴉片

在中國的氾濫，然禁煙運動卻直接損害了

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英國政府很快決定

對中國發動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清廷擋

不住西洋的「船堅砲利」而戰敗，朝廷中

主和者如琦善，兩江總督牛鑑更進讒言誣

詆林處事急躁，好大喜功，罪不可赦，林

則徐被貶謫，遠遣衛戍伊犁。

虎門銷煙遏制了鴉片在中國的氾濫，然英國政府因利益受損而對清廷發動侵略戰爭，清廷不敵西洋的「船堅砲利」

而戰敗，林則徐被小人讒言所傷，貶謫衛戍伊犁。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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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後來朝廷察知琦善不善不忠，速判重

罪；牛鑑防衛海疆失職，亦逮京治罪；浙

江提督余步雲，作戰不力斬首。林雖遭貶

新疆，仍努力地方建設、興水利、闢屯田。

1850年，召京復職欽差大臣駐陝西督理軍

務，最後加諡「林文忠公」。

禁煙掃毒　治本治標應雙管齊下

根據內政部刑事警察局統計資料（107

年中華民國刑案－歷年兒童嫌疑人、少年

嫌疑人、青年嫌疑人犯罪統計）顯示，近

10年間兒童（12歲以下）、少年（12至

18歲）及青年（未滿 20歲）涉及毒品犯

罪者共計 19人、1萬 4,331人及 6萬 2,122

人。筆者於任職法務部設立感化機構「明

陽中學」之義務心理輔導老師期間，曾輔

導過 2位煙毒少年犯，一位是在國小六年

級時，因為同學誘稱吸食安非他命可提神、

上課精神好，惟吸食成癮後，因為無錢購

買而成毒品零售者並於國中二年級被逮。

另一個案沒有吸毒習慣，只因其本著「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善良本性，在受人之託

代送禮物被捕後，才知是毒品，裁處受感

化教育實為無奈！

反毒害之治本之道，就應該加強反毒

教育，讓青少年及兒童知道過往案例之接

觸情節，再加上學校家庭全力配合禁菸、

掃毒。治標方法則可修訂〈刑法〉及《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在兼顧人權的考量下，

或可比照新加坡、菲律賓等國作法，加重

刑責。亂世用重典，人民生命財產得有保

障；再提高檢舉獎金，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寶島上之煙毒或可澈底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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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聽善問     化險為夷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疫情當前，如果人人都發揮多聽多問之
「善聽善問」精神，防護周密，就能化險為
夷、度過難關。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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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廳小姐「善問」

找出未守「居家隔離」之臺商

金鼠年武漢肺炎肆虐，原本繁華的武

漢市一夕間變成人間煉獄，全球聞之色

變。為因應疫情高風險，從國外回來者要

交代旅遊史，從疫區來的要自主管理或居

家隔離，但就是有人不聽勸，到處趴趴走，

造成防疫漏洞。如何防堵防疫破口呢？唯

有靠「善聽善問」。首例奏功的某舞廳小

姐對消費客人「善問」，才能找出不守居

家隔離規定之臺商。又如臺東縣民有武漢

旅遊史，返臺後身體不適，被看診醫生不

斷詰問才問出真相，因而縣衛生局開罰 3

萬元。

高鐵乘客「善聽」

抓到違反「居家檢疫」之陸配

有名陸配於 2月中旬從上海飛

抵松山機場，隨後搭計程車到臺

北車站，再搭高鐵到高雄走出

站外打電話時，被一旁民

眾「善聽」到通話內容，

趕緊向高鐵警察舉報。

警方與衛生人員隨即趕

到婦人家前堵人，並開

立 15萬元的罰單。此舉

即發揮「善聽」妙用。

劉邦與陳平「善聽善問」化險為夷

歷史上漢朝劉邦與陳平君臣相得，也

是得力於「善聽善問」的代表人物。漢高

祖六年（西元前 201年），劉邦已登上帝

位二年，竟有人匿名上書告發楚王韓信謀

反。劉邦立即召見群臣，詢問該如何處置？

有人檢舉不法，理當先行查明事實，但劉

邦太想早日處置韓信，在未調查實情前，

竟迫不及待地要群臣諸將提出解決辦法。

眾將軍聽到韓信將謀反，竟毫不猶豫地說：

「亟發兵阬豎子耳。」

要儘快出兵，逮捕韓

信而活埋。

劉邦聽了並沒有

立即決定，反倒沉默

不語。因為要說韓信

謀反，根本是無憑

無據；即使要出

兵，也是師出無

名。此外，韓信

絕非等閒之輩，就

算想逮捕他，又談何

容易。當時韓信不僅

收留了項羽的悍將鍾離眛，回到

楚地後，立即召來當年給他

胯下之辱的少年，還封他為

楚國中尉，管理楚地治安。韓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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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這兩手策略相當成功，使他在楚地，不

僅擁有能征善戰名將；還讓當年羞辱他的

無賴，不僅沒遭報復，竟還登上楚國警政

首長。此外還有報恩漂母賜千金的義行善

舉，無不感動人心。這些以德報怨，雖然

只施恩二三人，就已博得社會觀感，

深得楚國民心的擁戴。

韓信衣錦返鄉後的精心布

局，在楚國境內，任憑誰都難

以撼動他。因為他不僅原

先就是楚國人，回到楚

國後，還能寬大為懷，

在境內贏得兩股勢力的

擁護。不僅項家的派

系會支持他，民間的游

俠、黑道也會敬重他。有

了這兩股勢力，中央即使

想動他，也絕非易事。

劉邦雖很想除去心頭隱

患，卻不知如何是好，便請

教智多星陳平。陳平先是一

再推辭，不願提出意見，但也意

識到劉邦急於處置韓信，實在無法坐視不

管，便先反問劉邦，聽聽將領們都是怎麼

說的？劉邦便把大家欲發兵阬殺韓信的話

語全告訴陳平。陳平再問，韓信自個兒知

道這事嗎？劉邦說還不知道。陳平心裡便

有底了，深知這次別說是劉邦，眾將軍也

早已摩拳擦掌，非得捉拿韓信

不可。而這事最慶幸之處，

便是遠在楚國的韓信，竟然還

毫不知情。只要這兩個條件成熟，

捉拿韓信便簡單多了。

儘管如此，陳平還是慎重地三

問劉邦：請評估一下，您所掌握的

精兵與韓信相比，那一方比較強

呢？劉邦雖已登上帝位，卻仍直

率地回覆說我軍實在不如楚軍。

陳平又極度冷靜地四問劉邦，中央的

軍事實力，和帶兵的將領，是否都能與韓

信交鋒？等劉邦好好省視又醒悟到，無論

是軍力或將領都不是楚國對手，今天只會

嚷嚷著要捉拿韓信，若還是依著衝動情緒，

便草率地發兵攻楚，無異以卵擊石，非但

不是良策，還很可能會招來雪崩禍患。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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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劉邦知彼知己後，善問的陳平於

是放膽直言：「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

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

危之。」劉邦被陳平這一冷靜棒喝當場醒

悟，一如往例地請教陳平：「為之奈何？」

縱觀劉邦生平，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從

不因年齡大小或身份懸殊，便不再坦誠地

請教他人。劉邦總是在關鍵時刻，毫不猶

疑地詢問左右「為之奈何」？

劉邦一句「為之奈何」，使他永遠能

從逆境中找到突破點，即使客觀條件看似

艱困，都因能善問而得人傾囊相授，找到

解決問題的破口。陳平不假思索歷史文獻，

於是獻策說：古時候天子會巡視各地、會

見諸侯並視察諸侯守土狀況。南方有個雲

夢澤，您就出巡至雲夢澤，再到陳縣去會

見諸侯。因為陳縣正好位在楚國的西部，

不在楚境內，韓信聽聞天子出遊，就不會

想到得做軍事防備，他會直接地前往郊外

迎接天子。正當他拜見之際，即可趁機擒

住他，這只需派個大力士就能辦成。

劉邦覺得此計甚妥，既沒高風險，也

能讓韓信毫不設防，加上陳縣不在楚國境

內，楚國人縱然知情了，也難以及時救援。

劉邦於是派遣使者召告諸侯，宣稱他即將

要南巡出遊至雲夢澤，所有諸侯都必須前

往陳縣等候會見。

果然不出陳平所料，劉邦還未到達陳

縣，楚王韓信已在郊外路上準備迎接。劉

邦早已部署武士，見到韓信立即逮捕，後

將韓信帶回雒陽，再赦免韓信，改封為淮

陰侯。畢竟韓信確無謀反證據，但劉邦除

了定要懲治韓信，也擔心韓信對中央所形

成的巨大威脅，便將他留在身旁。只要韓

信無法動員到楚國的資源和兵力，便大大

降低戰神的軍事威脅。韓信輕信劉邦偽遊

雲夢澤，一時措手不及終淪為階下囚。

《孫子兵法》：「兵之情主速，乘人

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陳平能輕易地生擒戰神韓信，固有其獨到

智謀，更重要的還是劉邦善聽，而陳平善

問，君臣都懂得「善聽善問」之道，知彼

知己、良性互動，才讓陳平有貢獻機會。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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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機關安全
防護微觀面向：防蛇

臺灣氣候溫暖潮濕，地形多山，植物繁茂，非常適

合蛇類棲息。法務部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坐落北宜

路山區，每逢夏季蛇類出沒頻繁，造成園區內人心惶惶。

108年 7月，發現一條雨傘節遊走在 2樓辦公室走廊，

所幸及時被同仁發現才未發生蛇吻事件。事後該單位嚴

正看待蛇患，尋求防蛇方法，最終以捕魚細網方式，做

為防蛇之安全防護，茲列舉相關優點如下：

雨傘節遊走在 2樓辦公室走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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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效性

一般流傳的防蛇方法不外乎雄黃、硫

磺、石灰、鵝糞等，但以筆者所在之辦公

環境而言，這些都無法有效防範，真正有

效方法是流刺網，因為蛇全身包覆鱗片，

透過網子韌性及高密度網格，每當蛇行經

穿過網子就會被卡住，而且越掙扎就纏越

緊，無法自行脫困。機關定期巡視園區過

程中若發現蛇掛網，則剪網解救，並移至

偏僻處野放，使人蛇共存。

二、效益性

從成本效益觀點來看，每張規格三分

網大約僅新臺幣 150元，架設範圍卻能長

達 900公分，高達 120公分，簡單幾張網

子就能含蓋整片辦公環境外圍，而且經得

起長期風吹日曬雨淋，亦不減損其效果；

反觀雄黃、硫磺、石灰等鋪灑在外，可能

遭大雨沖刷或強風吹散而失效。

龜殼花被阻擋在辦公區附近。（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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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便性

架設方式採垂直掛網，使網面底端之

鉛塊自然寬鬆地垂落在地面上，再搭配尼

龍繩及棍子，以繩子將網子綁在棍子上即

可，架設點可依預判蛇出沒路徑隨時調整，

相當便利。

四、 修補性

網子即使因為解救被纏繞的蛇必須剪

網，網子缺口以市售常見釣魚線來修補，

仍可繼續使用，不需要因為小缺口就將整

張網子丟棄造成浪費。

綜上所述，自從架設流刺網防蛇，已

有效攔截10多條蛇，且曾一日有2條掛網，

驗證了流刺網防蛇效果顯著。面臨蛇類入

侵可能之機關，不妨參考運用，以維護機

關安全。

備註：
1.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條第 1款規定，野生動物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不受同法第 19條第
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2. 流刺網僅供防蛇之用，請務必謹慎處理，嚴禁隨意棄置河
川影響魚群生態，恪遵生態永續發展觀念。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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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洪志銘

現存

3年前，在一個颱風過後的早晨，我

在馬路旁發現 1隻已死的雛鳥。我當時不

解，為何在附近沒有樹或其他植物等可供

築巢的地方，會有一副如此幼小卻又「新

鮮」的鳥屍。乍看之下，牠就像隻小恐龍，

餓死在6,500萬年前萬物正在枯竭的地球。

數週後，在歷經另一個更大的颱風後，鄰

近我家的一處小公園裡倒樹眾多。我好奇

地翻弄幾棵倒樹，驚訝地發現平常不易窺

見的樹冠中，藏著不少鳥巢。在 1棵倒下

的榕樹上，我很輕易地就發現 3個鳥巢。

1個白頭翁的、1個綠繡眼的、還有 1個白

腰文鳥的。白腰文鳥的球狀巢裡還有兩隻

剛孵化不久的幼雛。然而覆巢之下，牠們

注定要面臨早夭的命運。

馬路上的雛鳥屍體。（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拾獲於倒樹上的白腰文鳥巢，其中有 2隻剛孵化不久的
幼雛。（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恐龍」
會蓋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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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許多鳥類於夏天繁殖，這

卻也是颱風的季節。在上述的例子中，似

乎鳥巢並未能提供幼鳥免於颱風侵害的庇

護。但實際上，卻有更多的幼鳥因鳥巢的

庇護而生存下來，不僅在臺灣，不僅於現

在，更可能遠至恐龍時代。

地球上的現代鳥類種類繁多，且能建

造出各式各樣的巢。有些鳥巢結構相當複

雜，還可能以很精細的編織方式懸吊於細

枝末端。鳥雖然沒有人類般的靈巧手指，

卻能用牠們的嘴喙，編織出結構複雜的建

築物，這著實令我驚嘆。但是鳥類一直以

來都是這樣的「嘴」工了得嗎？我的研究

團隊查閱大量的鳥巢資料，發現鳥巢能簡

單到什麼都沒有（即直接下蛋在地面或其

他物體如岩壁凹穴的表面），到座落於細

枝間彷彿精巧杯具，甚至有數公噸重的鳥

類大廈。看來有些鳥在築巢方面善於精工，

有些則草草了事。我們也好奇在鳥類的演

化過程中，牠們的巢是否也有所改變。

黑枕藍鶲位於細樹枝間的杯狀鳥巢。（圖片來源：葉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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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根據全世界半數以上鳥種

的築巢資料，以及牠們的親緣關係進行演

化模型分析，發現鳥巢結構變化在鳥類的

演化過程中，大致是由最初的完全無結構

到簡單的平台狀或洞穴型，至於結構複雜

的球狀或杯狀鳥巢則是到較晚的時期才出

現。而且親緣關係較近的鳥類，牠們的巢

結構也較相近。因此，鳥巢結構可能主要

是取決於先天能力，而較少的比例則是依

據後天經驗學習而得。

值得注意的是，鳥類與恐龍的關係，

不單純只是後者取代前者成為地球上的成

功類群。目前關於鳥類的起源，最受化石

證據支持的看法為鳥類是恐龍中的 1個支

系。換句話說，鳥類就是恐龍──恐龍目

前還未滅絕！只是這些現存的「鳥恐龍」，

與人們根據骨頭化石所推估出來的「非鳥

恐龍」，外型相差甚遠。但是一些新證據

顯示鳥與「非鳥恐龍」，並非那麼不同。

有人可能認為，鳥與「非鳥恐龍」的最大

分野是前者有羽毛，而後者沒有。然而，

越來越多新出土的「非鳥恐龍」化石被發

現具有羽毛痕跡或殘骸。但為何過去沒人

發現恐龍有羽毛呢？也許是因為只有少部

分「非鳥恐龍」有羽毛；或者科學家忽略

了他們沒放在心上的假設，而只關注在他

們先入為主的目標。

既然鳥會築巢，那「非鳥恐龍」會嗎？

研判「非鳥恐龍」可能像鱷魚（鳥類的現

存最近親戚）那般，用植物在地面堆出 1

個小丘或是挖出個淺洞為巢，將蛋下到其

中。有些恐龍種類會在巢中的蛋上覆

蓋植物或沙土等巢材，形成封

閉型的巢。但是恐龍巢很少

成為化石，其植物巢材更

是不會保存下來！

但為何所有的「非鳥恐

龍」在 6,500萬年前的全球生

物大滅絕中消失了，鳥類卻能逃過

此劫呢？更正確地講，是只有「今鳥類」

越來越多新出土的「非鳥恐龍」化石被發現具

有羽毛痕跡或殘骸。圖為中華龍鳥化石所保

存的羽毛痕跡與內部組織，及復原捕食的想像

畫面。（Photo Credit: Fiann M. Smithwick, Robert 
Nicholls, Innes C. Cuthill, Jakob Vinther,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nosauropteryx-1.
jpg; Robert Nicholl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Sinosauropteryx_with_Dalinghosauru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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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rnithes，即現生鳥類這個支系）存

活下來，因為其他中生代鳥類支系也滅絕。

也許只是「今鳥類」純粹較幸運，或也許

某些特徵使牠們生存率大增。最新研究認

為：大滅絕時地球的森林被毀滅，森林性

鳥類（這包含其他中生代鳥類支系）滅絕

了，只剩下地棲性的鳥類，就像現今的鴕

鳥、雁鴨或雉雞。食物量的減少可能也造

成了恐龍餓死。在歷經大滅絕後，當植被

漸漸恢復時，這些存活的地棲性鳥類歷經

輻射適應，快速地分化成形形色色的現代

鳥。但這項假說，還無法完全解釋為何地

棲性鳥類能夠存活，而更多的鳥類與「非

鳥恐龍」卻不能。有人認為這些倖存的鳥

可能是以種子為主食，所以在多數植物都

滅絕後，仍有較多的食物度過此危機。這

似乎還是個無法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釋。在

此我要提出另一個可能的理由：鳥巢可能

是個決定因素。

雖然有些「非鳥恐龍」被認為會築巢，

牠們的巢相對於現代鳥的巢還算是簡陋。

地球在 6,500萬年前經歷全球生物大滅絕，左圖為滅絕原因
─隕石撞擊想像圖，右圖為恐龍滅絕想像圖，「非鳥恐龍」

在此浩劫中消失，只有「今鳥類」存活下來。（Photo Credit: 
NAS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lanetoid_crashing_into_
primordial_Earth.jpg;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Zina Deretsky,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ccan_Traps_volcano.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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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的喙會比布滿牙齒的喙適合用來編織植物纖維成巢，而鳥巢能保護蛋且有助於親鳥孵蛋。（Photo Credit: Pixabay）

除了「今鳥類」之外的其他中生代鳥類，

是否會築巢仍是未知之謎，畢竟鳥巢很難

成為化石。但中生代的古代鳥類的嘴喙上

多有牙齒，今鳥類的嘴喙則是光滑無齒。

由於鳥類是用喙來築巢，我認為光滑的喙

會比布滿牙齒的喙適合用來編織植物纖維

成巢。所以，我大膽地推測中生代鳥類中

除了「今鳥類」外，大多不太會築巢。鳥

巢能保護蛋且有助於親鳥孵蛋，因此在氣

候惡劣的大滅絕時期，鳥巢或許能幫助鳥

成功繁殖下一代。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

需要進一步的證據去檢驗。

上述故事暗喻著這群現存於地球上的

「恐龍」，可能是憑藉著牠們繼承於祖先

持續變化的築巢能力，建構出可供其幼雛

與蛋庇護的家，而得以適應著不斷變動的

環境，並活躍於我們的生活周遭。然而，

因為人類的種種開發行為，全球的環境正

以遠快於遠古時代的速度改變著。究竟這

群現存「恐龍」能否憑藉著其蓋房子的能

力，度過可能到來的另ㄧ次全球性生物大

滅絕？這得留待到時還存活的高智慧生物

去解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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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張文彬

2018 年 2 月 5 日，一位年輕的公職護理師蔡邑敏，為護送蘭嶼一名 81 歲肺
炎病患後送本島治療，搭乘一架黑鷹直昇機，於深夜 23時起飛後不到 3分鐘，
該機旋即墜海失事，機上 6人全數罹難。

離島地區
醫療資源的距離

蘭嶼醫療資源明顯不足

「風超大，又下雨，我好怕」，這是

28歲蔡護理師傳給她父母的最後訊息。

當日，除蔡護理師、病患及家屬外，空勤

總隊也損失 3 位優秀弟兄，令人心痛不

已。親人意外驟逝，是所有家庭成員永遠

無法抹滅的傷痛。探究原因，在於蘭嶼

唯一的醫院─「蘭嶼衛生所」醫療資源不

足，重症病患僅能仰賴搭乘飛機後送臺灣

本島救治。

衛福部統計，離島地區每位醫師服務

人口數為臺灣地區醫師服務人口數的 2.4

倍。以蘭嶼為例，無任何開業醫院或診所，

全島僅有 1間衛生所從事醫療照護。依

2019年 8月數據，蘭嶼人口總數為 5,151

人，即該衛生所服務人數逾 5千人，相較

於本島地區每醫療院所服務人數為 1,034

人（衛福部 2019年 9月公布資料），幾為

本島 5倍，蘭嶼鄉醫療資源顯屬不足。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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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積極推動離島各項醫療計畫

依前述案例，衛福部秉持著「醫師動，

病人不動」以及「醫療不中斷」的原則，

積極推動在地醫療為主、空中轉診為輔之

離島醫療服務。其於 2018年 6月提出多項

改善計畫，並針對不同離島地區規劃不同

之醫療政策：金門、澎湖地區以強化在地

醫療為主、緊急後送為輔。連江地區透過

遠距會診以減少空中轉診後送人數。澎湖

衛福部「離島醫療照護行動計畫」中揭示 107年離島地區與全國醫療資源分布情形，從數據中可見蘭嶼鄉
醫療資源之匱乏。（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4274-46094-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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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三級離島、臺東縣蘭嶼及綠島則以

強化當地醫護人員之緊急救護人力，穩定

後送病人病情，避免夜間或氣候不佳時進

行後送為目標。衛福部總體目標有二：提

升在地醫病信任關係及降低不必要或夜間

之空中轉診後送。

各項醫療計畫包括：

1.「原住民族離島地區醫事人員的養成計

畫」―培育離島地區在地醫事人才，以

維持該地區之醫事人力。

2.「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結合離島地區

在地民間團體，落實「健康生活化、生

活健康化」，推行健康篩檢及衛教宣導

等之自我健康管理措施。

3.「離島醫療資源提升計畫」―由大型醫

學中心支援醫療資源不足之地區醫院，

提升在地醫療服務資源與品質，增加當

地居民就醫可近性。

4.「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鼓勵有能力的醫療院所將人力及資源送

到離島鄉，提供醫療支援及居家護理等

服務。

5. 「衛生所（室）醫事人員急重症教育訓

練計畫」―強化醫護人員之緊急救護能

力，例如接受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

導管導入、插管、外傷判別及緊急處理

等相關訓練，以避免須於夜間或氣候不

佳時進行後送。

6. 「離島遠距健康先驅計畫」―建立空中

轉診審核中心（下稱：空審中心），藉

由空審中心醫師、蘭嶼衛生所及臺東馬

偕醫院三方視訊會診系統之共同決策模

式，提供醫療專業意見，藉此提升在地

民眾之信賴，可減少不必要的空中轉診

後送或夜間後送。

為改善整體偏鄉醫療環境，使在地居民健康受到更妥善照護，

衛福部提出六大策略，推動多項改善計畫。（圖片來源：行政院，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341cd1dc-b6bf-4364-
bb17-80f501d3ab90）

「原住民族離島地區醫事人員的養成計畫」旨在充實在地醫療

人力，多面向改善醫師人力缺口。（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
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323b5058-ab64-4c0a-a988-
24284df5a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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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緊急醫療後送計畫」―若當地醫療機

構無法提供適當醫療處置，申請空中轉

診後送，並經空審中心審核確有緊急後

送臺灣本島就醫需要者，立即協

助緊急調派航空器後送就醫。金

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區已於

2019年 8月啟動救護航空器駐

地備勤，啟動及時、有效率之緊

急醫療後送服務。

後記

蘭嶼黑鷹直昇機後送病患失

事的案例，為全臺不可遺忘的傷

痛，該事件突顯出離島地區醫療

資源的不足，政府主管機關執行

相關計畫後，可使「離島地區與醫療資源

的距離」跨進一大步。然在2019年9月底，

擁有英國研究所碩士學位的陸籍選手王銀

煥，於澎湖參加國際鐵人三項競賽時，因

澎湖地區醫療救護能量不足而在重傷後宣

告不治，顯示前述醫療計畫仍有待強化。

蔡邑敏護理師自願奉獻偏鄉離島，在

蘭嶼衛生所服務約 5年，一本護理專業及

職守，為支援醫療救護行動、冒險犯難，

年僅 28歲就犧牲寶貴生命，2018年 5月

政府追頒「南丁格爾獎特別奉獻獎」，並

於 2019年 2月申請「冒險犯難」從優撫

恤終獲過關。由衷企盼，蔡護理師的大愛

精神，能喚起社會、支持政府更關注、解

決離島醫療不足問題。

「緊急醫療後送計畫」旨在強化緊急後送機制，提升偏鄉離

島的黃金救命效能。（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
Page/9277F759E41CCD91/323b5058-ab64-4c0a-a988-24284df5a018）

蘭嶼直昇機後送病患失事的案例為全臺不可遺忘的傷痛，由衷企盼蔡
邑敏護理師的大愛精神，能喚起社會大眾對離島醫療資源不足的關
注與反思。（圖片來源：蘭嶼守護天使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
com/3847005853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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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攝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徐嘉君

蒸氣森林

在一個涼爽的 11月天，筆者到海拔 1,500公尺左右的樣區工作，樣
區是非常潮濕的扁柏純林，一年有超過 300天都籠罩在雲霧當中，說好
聽是仙氣繚繞，在如此濕冷的環境工作幾小時就凍壞了。

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看過，在涼爽的天氣
下劇烈運動過後，從身體蒸散出水蒸氣的
景象？

鴛鴦湖保護區

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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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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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天卻無預期地出現了藍天，當暖暖的陽光灑在這些扁柏上時，這

些扁柏彷彿一起嘆了一口氣，從枝幹跟樹葉發散出裊裊的蒸氣，緩緩發散到

空中，整座森林就在這種蒸騰的狀態中維持了 2、3小時，此時你真的會相
信阿凡達森林的存在。

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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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研究中心研究員　邱志郁

雨中竹

一如往昔　側身狹小縫隙

卑微緩緩挪動身軀

悄悄瞻仰高雅光潔的妳

稍探出頭　即已無從迴避

是曙光見證的誓言

讓妳看到我的全心全力

為了讓妳認出　我

祈求上蒼

賜予不變的模樣

無論在多少年後

無論是又過了多少年

即便我已不再能言語

如果妳願意聆聽

依然可以憶起　我

身心交瘁碰擊時

清亮單薄的悲鳴

〈雨中竹─春雨初筍〉，原載《秋水詩刊》，154期
（2012）。竹筍一旦冒出土面，即可迅速抽長成竹，
蘊涵了沉潛修持，蓄勢待發的象徵。臺灣孟宗竹筍，

主要有兩次的採收期：冬筍（右圖）是在 11月至 1月，
需鬆土挖掘，找尋隱藏在土中的筍頭，短小圓胖，產

量少，品質亦佳，是冬季唯一的竹筍，價格高昂；春

筍（左圖）則是在 2至 4月，已露出地面。但仍需先
清除地面雜草，以方便採收，因有其他種類的竹筍陸

續產出（例如桂竹筍），價格遠不如冬筍。

〈雨中竹─夏雨竹籬〉，原載《秋水詩刊》，

154期（2012）。竹子從嫩到老，除了顏色
的變化之外，外觀並無太大改變。甚至加工

製成器物，依稀能夠維持原有的模樣。寄寓

人世，任何人都無法規避天命的定數，但是

透過具體的文字書寫和行為修持，卻可讓形

象記憶和精神感召長久留存。

詩話生態



77No.27 MAY. 2020. MJIB

筆挺的身影　捍衛了堅韌的標記

誰又視得我空洞的內心

緘封一個

始終未能寄出的　愛的期許

反覆的晴雨　洗練了流逝的青春

誰又識得我心底的情語

夢斷一個

無法開釋宿命的　心的囹圄

昔日細雨　猶似當今

點點滴滴　是無心還是有心

若是無心　該如何遮掩

一個又一個　心結

若是有心　又怎堪道語

一截又一截　心虛

〈雨中竹─秋雨孤竹〉，原載《秋水詩刊》，

154期（2012）。竹子莖稈筆直，中空有節，
常被賦予寄興寓情的想像。刺竹耐旱又耐鹽

鹼，在臺南高雄一帶俗稱月世界的惡地，刺

竹幾乎是當地僅能存活的高等植物。

一生細心輕捧　不堪言明的宿命

層層眷戀　悄悄緊裹秘語

那掏盡心肺的絕響

糾結幾許屏息凝視

縱然只是穿插歡欣的瞬間

縱然只是點綴榮耀的雲煙

怦然心驚　是為了不讓相忘

幸福的約定

繽紛飄雨

是我燃盡生命　墜落的形骸

〈雨中竹─冬雨爆竹〉，原載《秋水詩

刊》，156期（2013）。爆竹名稱的由來，
是焚燒竹稈時，竹稈內的空氣受熱爆裂，

發出的巨響類似火藥爆炸而得名，可為喜

慶增添熱鬧的氣氛。爆竹，本質上也隱含

了竹子由生至滅，對人類文明所提供的貢

獻。是形形色色，由具體到抽象所凝聚醇

醲的文化意涵。歲暮飄雨的天空，驚起爆

竹震耳聲響。歡騰喜樂之中，誰又瞧見年

歲逝去的悲涼？吾輩當常懷惜福感恩之

心，感念前人犧牲奉獻提攜之情。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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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雨中的竹林，窸窸窣窣，彷如細語。

細心聆聽，正是竹群間呢喃的人間密語。

竹子地下莖所構成的竹鞭，靜靜等待

機會成長。當春雨來臨，竹筍就會迅速膨

大冒出地面，十天（一旬）之內迅速抽長

成為竹子，這正是「筍」造字的奧妙之處。

竹筍能夠如此疾速生長的秘密，在於竹筍

實際上是由密密麻麻幼嫩的「節」所構成，

當竹筍露出地面時，這些密布的「節」同

時抽長，造成竹筍能在短時間內長成竹子。

竹筍的生理特性，如同人生的際遇，在困

頓迷惘之中，需要沉潛修持，蓄積能量。

終而在曙光中豁然開釋疑惑，突破自限藩

籬，擁抱新生希望的喜悅。這種隱忍的熱

切渴望，猶如對伊人的傾慕，對理想抱負

的執著投入。

歐陽修的「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

聲皆是恨」，是夜闌人靜時，感應於風吹

竹搖，竹稈相互碰擊和竹葉抖動的音韻，

引動那種屬於深秋的淒涼和落寞。千聲萬

葉，伴隨細雨，猶如細語。風敲竹韻，無

際無邊，恍若秋月，扣人心弦。借用此種

概念，可引伸出夏季驟雨，豆大的雨滴敲

擊在竹籬的清脆聲響，可似「逐漸遠離」

的哀痛悲鳴？

先父擅長吹笛，甚至自己製作笛子。

當他往生時，將他最喜歡的洞簫和竹笛一

併隨身火化。現在回想起來，是有點不捨。

但有什麼會比物歸原主更具意義？聆聽幾

次音樂演奏會，每當有傑出的吹笛手獨奏

橋段，心頭都會一陣抽緊，淚水在眼眶縈

繞。「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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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李白的神來之筆，讓精緻的玉笛聲

勾起千年來無數人華麗的心曲。我個人記

憶中質樸的竹笛聲，則是幽然催喚腦海深

層的縹緲。

〈秋雨孤竹〉，是根據竹子具體的特

徵和形態，引伸出竹子擬人化的人格形象。

在此顛覆了古典文學中所塑造的正直謙

遜、堅毅長青、不辭歲寒的君子風貌，而

是加入了人性本質的描述，也就是包括裝

模作樣、矯情掩飾、心口不一、畏懼孤獨、

算計得失的尋常思維。在光鮮剛強的外表

之下，娓娓道出平素強顏歡笑，不為人知

的孤獨和惆悵。此段的基調是沿用劉禹錫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的名句。運用典故改寫，如同資產再造，

讓思緒延伸到千年。借用了這個梗，延伸

到「雨中竹」在四季的雨中即景，「雨」

乃「語」的雙關語，論述竹的不同時空裡

的心路歷程。

〈冬雨爆竹〉所描繪爆竹的意象，是

由層層紙張包裹著火藥所構成。點燃爆竹

的時候，通常都是記載歡樂和禮讚的時刻，

會讓人嚇一跳的爆炸聲勢，在於提醒你：

好好記下這個時刻的榮耀和喜悅。然而卻

很少人注意到，伴隨爆竹爆炸聲響，如同

細雨般飄落的紙屑，是爆竹燃燒生命，所

帶給我們的歡樂。

年輕學子是老師、父母心中的寶貝，

縱然明知終有一天將要告別離去。無論是

畢業，或是成家立業，正是爆竹點燃，值

得道賀慶祝的時刻到臨。但伴隨而生的就

是師長、父母年邁老去。他們的犧牲奉獻，

卻將一切的榮耀留給了我們。

雙關語，不太容易看出。可嘗試體會：

青春、心結、心虛，都具備可實可虛的意

義。至於準雙關語（同音詞）：細語（細

雨）、情語（晴雨）、籬（離），同樣是

試圖引人探索密境。在力求簡潔精簡的表

達格局中，雙關語經常可發揮突破字數限

制，豐富語意，並可達到切換不同情境的

效果。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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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吃粽子的由來

粽子，古代又名「角黍」，是一種用

菰葉包裹黍米的食品。端午節是農曆 5月

5日，農曆 5月之後天氣開始熱了，民間

有句諺語「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

不安寧」，所以 5月也被認為是

「毒月」。人們為避毒及趨毒，

便有懸艾草、飲雄黃酒、掛香

包等習俗，另為祈求平安，

就製作角黍祭神，以祈求神

明庇佑，故衍生出端午節吃粽

子的傳統。

南北粽子大 PK

臺灣粽子分為「北部粽」與「南部

粽」，「南煮北蒸」為最大區別。北部地

區大都以竹子乾葉（桂竹葉）來包裹粽子，

外觀為棕黃色澤、略帶斑點，常見的餡料

為蝦米、紅蔥頭、香菇及五花肉等，內餡

粒粒分明味道香濃且有咀嚼感。南部民眾

則喜歡用麻竹葉或月桃葉，外觀是綠色具

特殊香氣，常用餡料為豬肉、香菇、魷魚、

栗子及蛋黃等，用料變化較多且豐

富，口感較粘稠軟爛，能突

顯食材的原味。不論「北

部粽」與「南部粽」，

均有不少死忠的擁護

／ 茴薌農園　林　怡

端午節是華人三大傳統節日之
一，人們利用不同植物葉片來包製
粽子，內餡也依各地傳統及喜愛而
有不同；蒸煮時，粽子會散發出葉
子香氣，滿街飄香。

話粽子

月桃（左）和麻竹（右）

的葉子常被南部民眾取

來包粽子。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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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年間，更有業者發揮創意，融合二

種粽的優點，研發出許多名聲遠播、令人

垂涎三尺之臺灣粽美食。

不一樣的粽子

有人用荷葉來製作粽子，如「荷葉粉

蒸肉」、「荷葉飯」及廣式蒸粽等。另在

海南島、越南或馬來西亞等地區，則是採

用更薄的芭蕉（或香蕉）葉來縛粽。接下

來就介紹較少見且不一樣的粽子：

一、野薑花粽

野薑花粽是客家的傳統美食，有些臺

灣原住民部落，也有這種做法，只是新竹

內灣的野薑花粽口味，融入更多的客家

風味。

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村，

早期因對外交通極為不便，外

地物資不易運送至此地，尤其

調味料更是缺乏，聰明的客家先民靈機一

動，利用油羅溪山谷小溪旁，遍地野生的

野薑入菜，果然能提振胃口，後來連野薑

花也一併利用，取其根莖曬乾研磨成粉末，

加上在地的山胡椒調味，並用山地香菇、

當地黑豬肉、特別醃漬的蘿蔔乾，加上糯

米蒸成香噴噴的油飯，再用野薑花葉包成

粽子，再次加以蒸熟，讓野薑葉香滲入米

飯，便是野薑花粽的由來。

很多人以為「野薑花粽」，一定是以

野薑花瓣作為粽餡，但事實上，野薑花粽

內，並沒有野薑花，真正的精華點，是以

野薑花的根莖，切成細碎的粉末，和糯米、

香菇、蝦米、油蔥、菜脯（蘿蔔乾）等材料，

一起混合炒熟，最後用新鮮野薑花葉

包成鮮綠色的粽子，吃起來沒

有半點油膩，只有滿口野薑

花葉的清香。

野薑花不僅根莖切碎可入粽料，

葉子也能拿來裹粽。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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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豬耳粽

嘉義縣竹崎、梅山、番路、阿里山等

山區居民，多半會用一種俗稱「山豬耳」

的植物葉片包粽子，不僅保留糯米

的原味，且散發出一股特

殊清香，風味與竹葉粽

大異其趣。這種俗

稱「山豬耳」的野

生植物，只生長

在海拔一千公尺

左右的山區。嘉

義縣山間普遍可

發現其蹤影，開花時，就像蜘蛛抱蛋，而

葉子則長得像山豬的耳朵，因而得名。

山區居民在端午節前，便會採摘「山

豬耳」葉子，經水洗與水煮殺菁處理後，

加上山區特產的龍鬚菜、栗子、南

瓜、筍干、香菇等佐料，就可

以包製成「山豬耳粽子」，

其清香的粽葉與美味的口

感，令人食指大動，吃了

還想再吃。阿里山奮起湖

山城，在阿里山森林鐵路

全盛時期，出產頗負盛名

葉子形似山豬耳朵的「山豬耳」，用來包粽會使粽子散發特殊清香；下圖為豐山村的山豬耳粽葉林。

飲膳札記



83No.27 MAY. 2020. MJIB

的「奮起湖粽子」，就是以山豬耳為包裹

原料。

三、阿粨

臺灣原住民魯凱、排灣、卑南族，有

種祭典主要的祭品，也是原住民共同的主

食─「阿粨」（或「阿拜」，Abay），其

看起來、吃起來都像粽子。

部落製作的「阿粨」，係選用芋頭粉、

小米、糯米混合攪拌，內層包上肉餡或花

生，外緣先包上「假酸漿葉」（可食），

再以月桃葉包裹，用粽繩綁成長條型，最

後以滾水煮熟即可。「假酸漿葉」蘊藏獨

特的香氣和口感，讓吃阿粨的人不會產生

腹部脹氣之不適。「阿粨」在現代企業管

理下，已在市區頂級超市上架，讓民眾在

繁華都市中，也能嚐到原鄉單純的好滋味。

原住民將芋頭粉、小米、糯米加上肉餡或花生，再用假酸漿葉與月桃葉包裹蒸製成長條形的「阿粨」。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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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奇拿富

在卑南、排灣族等部落，有種稱為「奇

拿富」（或「吉拿富」，Cinabu）的長條

型粽子，以往只有在豐年祭典才會出現，

現與「阿粨」同列為最受歡迎的原住民美

食之一。

各部落「奇拿富」的作法都不盡相同，

例如：排灣族做法是用曬乾的芋頭磨成粉

末加入小米，以生豬肉或魚肉作成內餡，

用假酸漿葉包裏成長條狀，以麻繩繫緊，

接著浸水以小火悶煮 2小時後即可食用。

魯凱族則是將糯米蒸熟，利用木杵搗成糰

狀，以花生、芝麻或蔥花碎肉為餡料，做

成長條圓形，而後切成圓筒狀食用。

「阿粨」與「奇拿富」都是原住民的

粽子，但外觀及內餡還是有所差異：「奇

拿富」長度比「阿粨」長，食用時需切成

數段，「阿粨」則可一人獨享。兩

者內餡材料差不多，但「阿

粨」呈米粒狀態，可看出

粒粒分明的 Q彈內餡，

而「奇拿富」則如同

麻糬般的糰狀，口感

較為綿密軟爛；兩者

恰如臺灣「北部粽」

與「南部粽」之差異。

左圖為「阿粨」、右圖為

「奇拿富」，雖然外觀跟內

餡均有差異，但都是受歡迎

的原住民美食之一。

（本文圖像皆由作者提供。）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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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特考 (三等考試 )
報名日期：109年 5月 5日至 14日（網路下載報名表／紙本寄件）
考試日期：109年 8月 15日至 16日（第一試筆試）
考試主辦機關：考選部（02-22369188轉特考司）
報名書表（應考須知）：請於報名期間利用考選部網站下載報名　　（法務部調查局）

職組 職系 組別
第一試 第二試 第三試

備註
普通科目 專業科目 體能測驗 口試

安

全

安

全

保

防

調　查
工作組

一、 國文（作文、
公文與測驗）

二、 綜合法政知識
與英文

三、 社會學
四、 政治學
五、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六、 外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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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問您從何處取得本刊？
 □ 我是訂戶　　□ 親友熟識推薦　　□ 公共場所、圖書館
 □ 其他                                                                                                  

二、 您閱讀本刊的原因是？ 
 □ 訂戶定期閱讀　　□ 被封面吸引　　□ 喜歡某位作者或文章
 □ 其他                                                                                                  

三、 您喜歡哪些美術編排？
 □ 封面　　□ 封底　　□ 目錄　　□ 主題文章                 
 □ 內文排版與圖片，頁數：                                                       

四、 本期喜歡的單元是：
 □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 放眼國際　　
 □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 安全防護面面觀　　□ 環安講堂　　
 □ 512國際護士節　　□ 絕美臺灣　　□ 詩話生態　　□ 飲膳札記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您的基本資料：
 姓　名：   電話 / E-mail：           
 住　址：

 年　齡： ○ 20歲以下 ○ 21-40歲 ○ 41-60歲 ○ 61歲以上
 學　歷： ○ 國中以下 ○ 高中職 ○ 大學（專）以上 ○ 碩士 ○ 博士
 職　業： ○ 公務員 ○ 軍人 ○ 教職 ○ 產業界 ○其他               
 ※本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做聯繫及相關合理應用。

※感謝您耐心填寫，若意見獲得採用將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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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前，產褥病（puerperal fever）使產婦於生產過程死亡率高達

30%。匈牙利籍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tius Semmelweis，1818-1865）

擔任產科醫生期間，發現醫生於接生前洗手可將產婦的病死率降低，便大力

提倡消毒概念，然此舉卻使其無法在醫學界立足，最後被轉至精神科病院且

遭毒打，不幸死於敗血症。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發現拯救了千萬個產婦，最終得以正名，並被

譽為「母親們的救星」。

第１位提倡「雙手消毒」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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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秒懂冠狀病毒家族、研析疫情相關法令及對岸

防堵疫情時之背後威權統治本質，

更詰問：新冠病毒是否為生物戰劑？

未來又該如何因應生物恐怖主義襲擊？

細究疫情啟示，靜待天光破曉。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緊急狀態
人類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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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緊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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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鍾　堅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簡稱新冠病毒）引發
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疾病（New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2019，簡稱新冠肺炎或武漢肺炎），近半年
來在全球大流行。新冠病毒造成疫區內各國的恐慌、社會
的紊亂與經濟的衝擊，不亞於大規模毀滅性生物武器的癱
瘓性攻擊，對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衝擊既深且久。

與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肺炎大流行

去（2019）年底世界衛生組織（WHO）

接獲通報：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有

種從未鑑定過的冠狀病毒肆虐多時，所以

WHO將之命名為 SARS-CoV-2新冠病毒。

目前對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欠缺完全瞭

解。不過，當疫情爆發時，新冠肺炎病患

多曾造訪生鮮市場啖食野味，此市場的環

境檢體雖檢出新冠病毒，但感染源仍無法

釐清。誰是首位零號病原體宿主？病患在

哪中毒？迄今眾說紛紜。
2019年底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病患多曾造訪生鮮市場啖食野味，
其環境檢體雖檢出新冠病毒，但感染源仍無法釐清。（圖片來源：

中新社／達志影像）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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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武漢市成為重災區以外，大陸全

境也陸續出現新冠肺炎病例。此外，截至

今年 5月初，全球共累計了 361萬 6,309

個確診病例；唯大多數病患都能康復，但

病歿者也累計 25萬 0,678例，死亡個案多

為免疫力較差的長者，病發前多已具有糖

尿病、肝病、腎功能不全或心血管疾病等

病史。

我國在今年初就確診出首位在武漢市

感染入境的新冠肺炎病患，唯迄今境內確

診病例僅 438案，病歿數僅 6例，治癒率

高達 76.2%。相對於全球的死亡率 6.93%

與治癒率 31.8%，足證我國雖然緊鄰疫情

重災區，尚能有效貫徹防疫控管。

新冠肺炎的傳染與診治

新冠病毒會引起人畜禽獸共通的傳染

疾病，傳播途徑為接觸到帶有病毒的分泌

物、排泄物或飛沫傳染。另外，也有研究

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可能造成神經系統病

變，甚至人畜間會交叉傳染，不過，這些

特例還要深入研析是否屬實。

新冠肺炎潛伏期，是指從接觸感染新

冠病毒至肺炎發病的期程，依據WHO資

訊，潛伏期為 2至 12天，平均 7天。發

病症狀包括上呼吸道的鼻塞、流鼻水、咳

嗽、發燒、腹瀉、嗅覺與味覺喪失等輕症，

病患未及時救治會出現嚴重的肺炎與呼吸

衰竭等重症。唯新冠病毒變種進化快速，

不少遭感染者並無明顯症狀但依然傳染他

人。受感染發病者以中、老年人為主，青

壯次之，偶有兒童與嬰兒；新冠肺炎死亡

率雖不高，但疫情比過往 SARS（全球病亡

714人）及 MERS（全球病亡 477人）更

嚴重。

診斷新冠病毒，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核酸普篩為檢驗之首選，在歷時 4小

時嚴謹的篩檢下，可研究病毒演化與基因

截至今年 5月初，全球 186個國家和地區累計了 361萬 6,309
個確診病例。（圖片來源：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
gov.tw，數據統計至 2020年 5月 4日）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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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序病理。治療新冠病毒的感染，迄今尚

無疫苗或特定藥物可用；適當的支持性醫

療處置，或許會有成效。目前生物科技先

進的國家，均卯足全勁研發治療用的疫苗，

對病患的療效仍在觀察摸索中；所有新冠

肺炎的病患都需要住院治療，痊癒後 10天

內，經 3次普篩確定沒有病毒，「三採陰」

才能出院。

由於武漢市首先爆發新冠肺炎，陰謀

論者或謂疫情擴散與生物戰劑失控外溢有

關；其實，新冠肺炎疫情根本不符合生物

武器的效應。不過，疫區內各國的恐慌、

社會的紊亂與經濟的衝擊，不亞於大規模

毀滅性生物武器的癱瘓性攻擊，對國家安

全與社會安定的影響既深且久。

回顧生物戰

生物戰指培養病原體如細菌、病毒甚

至基因，將之植入病媒宿主成為生物戰劑，

置入載具組裝成生物武器，投射或施放於

敵區，對人畜、禽獸、植物造成持久性的大

規模毀滅性效應。有別於天然的瘟病如天

花及麻疹，生物戰均有針對性與致命性。

公元前 400年的古代戰史，就有「生

物戰」雛型，例如將蛙毒塗抹在利箭射入敵

人使傷口腐爛、腐屍置入敵營水源地使敵

軍染病等戰鬥樣式，或趁瘟疫借力使力，將

疫區遭污染的食物、飲水及衣物甚至病患，

置入敵境內傳播疫病等戰術作為。這些戰

史案例，嚴格來說都不是正統的生物戰。

工業革命以後的 20世紀，隨生物科

技的快速進展，各國競相研發生物戰劑，

生物戰也小規模地被運用在兩次世界大

戰中。8年抗戰期間，日軍無視於日本是

1925年《日內瓦協議》締約國，理應服膺

戰時不得使用生物武器的規範，居然在華

中地區 3度使用生物武器攻擊我國軍民。

造成疫情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於顯微鏡下的影像，其檢驗以聚合酶連鎖反應 PCR核酸普篩為首選。（Photo Credit: NIAID, 
https://www.flickr.com/photos/niaid/495303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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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我國軍民疫病傷亡最大的一場戰

役，發生在抗日中期的 1942年「浙贛會

戰」。18萬日軍在會戰末期撤收部隊退回

江西南昌及浙江杭州駐地之際，惡名昭彰

的關東軍 731部隊，派遣所屬奈良遠征隊

及榮字 1644多摩支隊，將總數約百餘公斤

的炭疽、傷寒等病原體生物戰劑，施放於

浙贛鐵路沿線的江西玉山、浙江衢州與金

華城鎮居民密集處，企圖阻撓國軍第 3、

第 9戰區四個集團軍 30萬部隊的追擊。

當年我國軍民全無防疫認知，浙贛鐵

路沿線 4萬國軍追兵與 25萬城鎮居民，因

攝取遭生物戰劑污染的食物與飲水而染病；

日軍也沒討到便宜，施毒的斷後部隊腳程

太慢，染病者超過萬名，毒發斃命的日軍

官兵多達 1,700餘人。不計遭兵燹無辜病

歿的居民，交戰雙方因生物戰劑引發疫病

亡故者，占浙贛會戰 7萬陣亡官兵總人數

的一成；唯後顯性的恐慌，致使交戰雙方

均退避至疫區以外並封鎖疫區，不准帶病

居民逃離以控制疫病的蔓延。當年日本帝

國陸軍擁兵百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長官

畑俊六大將，因任內兩度使用生物武器攻

擊我國軍民的戰爭罪行，戰後被列為甲級

戰犯判終生監禁。

生物武器，連同核武與化武，都屬大

規模毀滅性武器；遭致核生化武攻擊，會

造成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癱瘓性的衝擊，

浙贛會戰中，731部隊施放炭疽、傷寒等病原體生物戰劑，導致我軍民死傷慘重，當年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長
官畑俊六大將（右圖），因任內兩度使用生物武器攻擊軍民的戰爭罪行，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左圖為當時研

發的細菌彈。（圖片來源：猫猫的日记本，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erm_Bomb_in_Quzhou_Japanese_
Backteriological_Warfare_Exhibition_Hall_2015-0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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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導致社會體制崩解、國家政權覆亡，

史有明證。因此，聯合國在二戰戰後反覆

研議如何在核生化武軍備競賽中，禁止使

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針對生物武器，聯

合國終於在 1972年 4月催生《禁止生物武

器公約 BWC》，對 183個締約國明令禁止

研發、製造、儲存、轉讓、部署並使用生

物武器。違反公約視同萬國公罪，無論是

否為 BWC締約國，首謀者戰時視為戰犯、

平時視為罪犯。不過，恐怖組織可自行粗

製低階的病毒、細菌或潛入竊取高階的生

物戰劑，散播傳染以遂行其宗教、政治、

經濟訴求；使用生物戰劑的恐怖活動，防

不勝防。

我國足可應處生物戰劑的恐怖攻擊

BWC雖然禁止生物武器的研發製造與

部署使用，但未規範研發「防護生物戰」

的尺度；生物科技先進的國家，無不積極

投入生物戰的防護研發。殊不知研發防護

就得先培養病毒、細菌藉以搞懂攻守特性，

BWC規範的模糊地帶，說明了防護生物戰

周全的先進國家，都有潛能研發生物戰劑

與製造生物武器。

不過，BWC締約生效迄今近半個世紀

以來，生物武器的攻防研發進展神速，已

非二戰期間使用的生物戰劑可比擬。茲舉

六個先進生物武器特徵，說明新冠病毒並

非高階的生物戰劑：

一、 先進生物戰劑配置前，均已備妥解

毒的治療用疫苗，可守又可攻；全

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迄今生物科

技先進的國家都尚在摸索研發治療

用的疫苗。

二、 先進生物戰劑具針對性，攻擊特定種

族、年齡層與地域（如敵軍陣地內亞

裔青壯官兵）；新冠病毒則不分種族、

年齡層與地域，無差別傳染。

三、 先進生物戰劑佈放傳染引發的疫病，

挑季節也挑地點傳播；新冠病毒既不

挑季節也不挑地區無差別傳播。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是首條禁止生產武器的國際裁軍條約，

經 22國政府批准，聯合國於 1972年 4月 10日開放簽署，1975
年 3月 26日生效。（Photo Credit: BWC Implementation Support Uni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BWCISU/status/978270154630017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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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先進生物戰劑佈放傳播後，疫區內的

人類、動植物同受波及；新冠病毒不

會同時造成大量病患死亡、動物橫屍

遍野與森林悉數枯萎。

五、 先進生物戰劑引發的疫病，每位感染

病患都會成為超級傳播者；而新冠肺

炎病患的超級毒王，僅為零星個案。

六、 先進生物戰劑引發的疫病，發病率與

病亡率均高；而新冠肺炎發病率與病

亡率較生物戰劑均低。

是以，新冠病毒導致的病亡率，即

便加上公衛落後國家境內十倍的黑數，在

全球 78億人口中占比約萬分之二，與上

世紀西班牙流感病歿千萬人以上相較並不

算多，新冠病毒並非假訊息所繪聲繪影的

生物戰劑。一旦我國遭受生物武器攻擊或

遭恐怖分子散播生物戰劑，依照過往對抗

SARS及當下 COVID-19疫病累積的防疫

經驗與教訓，可從容應處突發的生物戰；

國人更應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規

範，養成良好衛生習慣並落實個人預防步

驟，配合政府防疫措施，齊力共度挑戰。

新冠病毒非生物戰劑的理由，包含：未備妥解毒疫苗，

具不分種族、年齡層、地域及季節的無差別傳染力，

不會造成大量病患死亡或讓每個感染者都成為超級毒

王，發病率與病亡率較生物戰劑均低。

新冠病毒非生物戰劑的理由，包含：未備妥解毒疫苗，

具不分種族、年齡層、地域及季節的無差別傳染力，

不會造成大量病患死亡或讓每個感染者都成為超級毒

王，發病率與病亡率較生物戰劑均低。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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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汪毓瑋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概定作為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擴散，各國政

府大致以「防堵」作為首要優先工作，並

同時取得病株以加快研發疫苗。我國安全

理論預設是：病毒是外來的，只要邊境管

控好、防疫物質與設備均能備妥、民眾遵

守附帶懲罰之防疫規範、媒體與政論名嘴

能支持政府作為、同時防堵假訊息、再以

剩餘的防疫物質支援友邦國家並共同研發

疫苗，以展現臺灣的成功作為，進而凸顯

維護國際衛生安全之不可或缺地位，將可

順利應對此次疫情。亦可做為世界學習範

模擬演練

式且順勢提高國際聲望，而盼能夠躋身「世

衛組織」。

美國政府不斷抨擊中國大陸沒有及時

通知疫情而害其受累，但中共官方反駁並

立即公布證據，顯示其早於今（2020）年

1月就已通知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媒

體曾報導，美國情報機構早在 1月和 2月

就多次發出機密警告，描述新冠病毒的性

質、全球傳播可能性及中國淡化該病毒的

嚴重性，然而總統和國會議員們並未重視

也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遏制病毒的傳播。川

普也在記者會中把新冠病毒的「新冠」改

因應因應生物恐怖攻擊之

從               思考
生物恐怖攻擊生物恐怖攻擊

從               思考從               思考從               思考從               思考新冠病毒新冠病毒

請不要忘記在發生重大災難和緊急情況時，恐怖分子永遠會找到
方法，利用人們的恐懼和不確定性，一再地進行震驚性攻擊。因此，
大家千萬不可以放鬆警戒。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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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國」，另有些國會議員提議在解決

當前問題後，要向大陸追究隱瞞疫情致大

流行的責任，也會展開抗疫經費及經濟代

價的追償行動。

此外，除了常態及應急的公衛領域

機構應與時俱進地推出應對疫情的各式作

為外，有些國家亦拿反恐範疇下追蹤恐怖

分子及反制策略等相關作為，來應用於此

次疫情；也努力反制網路罪犯利用疫情

進行詐欺與攻擊。例如仿造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之冠狀病毒傳播地圖，並植入

惡意病毒當成電子郵件附件；對美國「健

康與人類服務部」進行分散式阻斷服務攻

擊；針對日本民眾的虛假健康警報，以竊

取個人資訊；義大利則發生銀行木馬病毒

（Trickbot），感染電腦以破壞金融體系的

案例。美國亦提醒與俄羅斯有關實體會利

用當前情況以假訊息在公眾中造成更大混

亂；亦強調病毒感染的瞬息萬變常無法主

動做出回應，且由於所有正在做出的決策

都是針對過去存在的數據進行，因此及時

的「生物情報」對於應對措施至關重要。

激進組織對疫情之應變態勢

「伊斯蘭國」從今年年初開始追蹤疫

情，並先後在其《消息》（al-Naba）時事

通訊中介紹與更新疫情狀況，指出這種新

病毒在大陸傳播死亡和恐怖，因為大陸對

於維吾爾族的迫害而遭致全能神的懲罰。

且刊登了應對疫情的「伊斯蘭律法」，要

求在歐洲生病的所有聖戰分子都應該待在

原地，且警告其他聖戰士不要進入傳染

地，西方媒體推測此舉是藉此加大傳染力

度。此外，在線宣傳海報之《庫拉夏媒體》

（Quraysh Media）製作並分發戴有危險物

套裝和防毒面具者的海報，並指出：「承

諾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債務」。

支持「伊斯蘭國」的英文線上媒體《火

箭聊天室》（Rocket.Chat），轉發了一位

國會議員提議在解決當前問題後，要向大陸追究隱瞞疫情致大流行的責任；而川普在 Twitter
和記者會中，更把「新冠」病毒改稱「中國」病毒。（Photo Credit: Donald J. Trump Twitter, https://
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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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Greenlantern.14」自稱住在菲律賓

的女性貼文，建議在西方而無法參加聖戰

前線的該組織支持者，要耐心地等待，並

在適當時機發動致命攻擊。與「基地組織」

關係密切，以維吾爾族為主的「東突厥斯

坦伊斯蘭黨」（Turkistan Islamic Party）

也公布了線上影帶，指出爆發於大陸的病

毒是對阿拉不敬之懲罰。

此外，美國國土安全部「聯邦保

護局」之《每週情報摘要》（a 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指出，「白人至上主義

者」（white supremacists）已在《電報》

（Telegram）之貼文上，討論了如何經由

「唾液」、「噴霧瓶」或「飾帶物品」等

各式不同的方法將《冠狀病毒武器化》的

計畫，並置目標於公共場所且攻擊執法人

員和「非白人」族群。美國官方對暴力極

端主義者將聚焦於「生物恐怖主義」之陰

謀提出警告。

美國警告留意

生物恐怖主義之攻擊威脅

美國前國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長，約

翰‧科恩（John Cohen）近期也警告，

各國政府在專注處理當前的公共衛生危機

時，更必須追蹤其他威脅，特別是恐怖分

子、極端主義團體以及可能尋求利用生物

病毒情勢之外國對手所發動的攻擊。

「生物恐怖主義」是指故意使用病原

性微生物菌株引起人類大規模的疾病或死

亡。不過，依經驗成功隔離、合成而武器

《庫拉夏媒體》製作、分發戴防毒面具者的海報，指出：「承諾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債務」；此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

黨」也公布了線上影帶，認為爆發於大陸的病毒是對阿拉不敬之懲罰。（Photo Credit: Unofficial MOSSAD, https://twitter.com/
MossadNews/status/1221148689634336773; CALEB WEISS, FDD's LONG WAR JOURNAL, https://www.longwarjournal.org/archives/2020/03/
jihadists-discuss-coronavirus-offer-advice.php）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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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技術要求，已超出了絕大多數恐怖分

子和恐怖組織的能力範圍。但是「伊斯蘭

國」在占領伊拉克大學相關實驗室後，已

不缺相關人才，且該組織亦曾在地中海難

民潮時，預謀混入難民群進入歐洲以發動

生物載體之襲擊，致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更何況順勢利用現成之「新型冠狀病毒」

載體，就如前述《消息》之鼓勵，則任何

國家都不能忽略這種威脅。而儘管發生的

可能性很小，但一旦此生物恐怖襲擊成功，

將會在感染率大增之際產生更大的恐慌。

因應生物恐怖主義之模擬演習

各國目前已經努力研發治癒「新型冠

狀病毒」的解毒劑，並且加快進行人體實

驗，但要保證品質穩定與量產以符合實際

醫治的需求，若依以往實踐的經驗，大概

需要一年的時間。則在此段時間，各國政

府除了公共衛生安全之持續強化外，在減

少資源之分散與浪費下，透過反制之模擬

演練可能是必要的。

演習之模擬是政府因應生物恐怖主義

風險所必要的工具之一，而演習的成果首

重「情節規劃」。因此，設計之演練情節

不僅要能符合現實，且要能夠超越現實。

換言之，「案例導向」之情節設計只是發

展情節的最基礎要項而已，因為人為惡意

的破壞行動是與時俱進的，是經由長期觀

察與對攻擊對象或標的之弱點而不斷更新

攻擊作為；同時也會依據鎖定目標之保安

作為的緊或鬆而立即調整。

「伊斯蘭國」曾在地中海難民潮時，預謀混入難民群進入歐洲，發動生物武器襲擊，如順勢應用現成之「新型冠狀病毒」

載體，恐成為任何國家都不容忽略的威脅。（Photo Credit: Vito Manzari,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Boat_People_at_Sicily_
in_the_Mediterranean_Sea.jpg）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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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已發生之「新型冠狀病毒」

現實上，情節規劃最基本要思考的是利用

記者會公開資訊之錯誤轉化的可能性，現

成的病毒抑或是不斷變異的病毒，自然帶

菌者抑或是意圖帶菌者，境內與境外人口

流動之可利用操作程序，可運用之日常工

具，選定攻擊區域及影響範圍，鎖定第 1

線回應者抑或是一般民眾，產生惡化效果

的時間及可能的第 2波攻擊，可操控之不

知情或知情之內部人員等。

而根據所擁有的資源與能力以及準

備的程度，因應生物恐怖主義之演習大概

可以區分為與生物媒介有關情節之桌上推

演、演練、功能性演習及全面性演習等 4

種不同類型。且在情節預擬中，要考慮的

範疇包括：情報未能事先提供必要資訊之

不完整情況；情節要慮及可能性、傷亡人

數、資產損傷、經濟影響與社會動亂；同

時發生多元事件之可能性；不同危險層級

之預警燈號對照；尋求治療之「焦慮者」；

關鍵基礎設施結構之衝擊；經濟衝擊、環

境衝擊、國際層次影響等。

而應對多樣化生物媒介攻擊情節之共

通性「回應」要素，包括了媒體之進入與

支援、持續性行動之規劃及基於能力之規

劃。例如必須完成的一些功能，包括：回

應組織必須以協調一致的立場快速行動、

迅速治療大量之傷亡者、必須有暫時住所

以容納受害者。另外，根據不同情節而必

須採行之任務領域行動作為，至少應包括：

避免／嚇阻／保護；緊急評估／診斷；緊

急管理／回應；意外事件／危險減輕；民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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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保護；受難者之照顧；調查／拘押；恢

復／矯正等八大領域之測試與評估。

結論

各國政府以往已有因應「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SARS）之經驗，但是此

次病毒的性質及其不穩定性等又與 SARS

大不相同。雖然公衛體系與傳染性病學專

家們在應變程序上大概可以依以往的經驗

「照表操課」，但是情勢嚴峻之必要「封

城」、邊境管制之嚴控進入、必須立即啟

用之大量醫療救治所、防疫物質不足、各

國認知與因應作為的無法一致等卻與以往

不同，反映出此等病毒「威脅」相似卻實

有不同之變化本質，亦非承平時期研擬的

一紙緊急應變計畫與標準作業程序就可以

應對多樣化生物媒介攻擊之共通措施

包含：立場協調一致並快速行動、迅

速治療大量傷亡者、成立暫時住所以

容納受害者等。以新冠肺炎為例，政

府除了在公共場所大舉消毒外，民眾

在集會前必量測體溫，同時也增建臨

時醫院以收納、隔離輕症者。

因應，若再加諸恐怖分子藉此機會進行可

能之生物媒介攻擊，則現行已顯緊絀的態

勢將更不敷所需。然而此不幸事件應是一

個新的學習起點，思考如何藉由未發生但

不排除可能發生之生物恐攻演練找出相應

之弱點及可用資源，應該是我國持續可以

努力的方向，如此臺灣經驗之範式亦可在

國際上發光。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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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藉
宣傳模式與反思宣傳模式 反思

災難事件

／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處長　劉文斌

自2019年底開始蔓延的武漢肺炎，似乎無法於短期內消散，
而大陸在中共一黨專政領導下，其所發揮之共產黨威權統治性
質圍堵疫病，更讓國際社會瞠目結舌，其中又以管制新聞媒體、
學習習近平重要指示作為防疫手段，讓包含臺灣在內的西方社
會難以想像。

罕見召開 3次政治常委會議

針對武漢肺炎，自春節以來大陸國家

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罕見召開全

大陸最高實質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3次，其重要時程與內容如下：

1月 25日（農曆正月初一），專門聽

取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彙報，對疫情防控特

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

再動員。會議決定，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

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領導下開展工作。黨中央向湖北等疫情嚴

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有關地方全面加

強防控一線工作。

2月 3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強調要「做

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網絡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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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管控，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

監管責任」。要求新聞媒體要深入學習、宣

傳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的精神，大

力宣傳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和各地

區、各部門貫徹落實具體行動，使全黨、全

社會充分認識到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認識到黨中央以

人民為中心、人民生命健康高於一切的價

值取向，認識到黨中央處理急難險重任務

能力的大大提升，認識到中華民族「一方有

難、八方支援」的優良傳統和強大凝聚力、

向心力。認為輿論導向正確，是打贏疫情的

關鍵所在，稱新聞輿論陣地沒有「真空地

帶」，正確的思想輿論不去占領，錯誤的思

想輿論就會去搶占。各級宣傳部門和新聞單

位要認真落實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

新聞網站要求，堅持守土有責、守土擔責、

守土盡責，強化主管主辦和屬地管理職責。

武漢肺炎爆發後，中共以

威權統治圍堵疾病，措施

包含建造臨時醫院、封閉

城市與管制新聞媒體、聽

令習近平重要指示作為防

疫手段等。（Photo Credit: 
ZWH2020ZY, ht tps: / /qrgo.
page.link/YKZed）

既要管好現代信息傳播、大眾傳播平臺，

也要管好講壇、論壇、課堂，確保各類陣地

可管可控，決不給錯誤觀點和言論提供傳

播渠道。更要不斷講述著身處一線的醫護

人員、科研人員等的先進事跡和感人故事，

報導各地動員群眾、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

有效做法，大力營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

輿論氛圍，極大地增強了全國人民戰勝疫

情的決心與信心，並自覺投入這場全民「保

衛戰」中作貢獻。著力提高新聞輿論的話語

權，就要在眾聲喧嘩中定基調、在思想激盪

中立主導、在國際傳播中奏強音。以打響一

場防控疫情、保家衛國的「人民戰爭」。

2月 12日政治局會議，強調「毫不放

鬆做好疫情防控重點工作」、「要積極擴

大內需、穩定外需」。在防控疫情的同時，

政策重心逐漸轉向經濟增長。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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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掌控媒體話語權

對於政治局常委會議要求做好防疫工

作，注意經濟發展部署是意料中的常情，

但值得關注的卻是，2月 3日的政治常委

會議竟然強調對於宣傳工作必須搶占制高

點，並以「人民戰爭」的觀點應對醫學性

質的疫病傳染，且在此次會議定調後，據

稱包括財新、財經、澎湃、三聯生活週刊、

界面等在內的媒體，都接到了中共中宣部

指令，要求嚴審所有涉武漢肺炎疫情的報

導，致使部分記者對疫區報導新聞稿件遭

到刪改，也使得近期武漢病毒真正的疫情

發展無法透明。

而強化中共救災能力的新聞卻未見間

斷，除前述大肆標榜數天內建成兩間大型

醫院外，又如大陸在 2月 13日舉行的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大肆宣揚

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加大政策協調和物資調配力度，優先

保障重點地區需要，宣稱截至 2月 12日，

大陸境內生產企業累計向湖北運抵醫用防

護服 72萬 6,700件，醫用隔離面罩和隔離

眼罩 35萬 8,400件，負壓救護車 156輛，

呼吸機 2,286臺，心電監護儀 6,929臺，

全自動紅外測溫儀 761臺。

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發展司一級巡視

員夏農稱，國家發改委從迅速組織企業恢

復生產、大力推動企業擴能改造、保障全

產業鏈協調運行等方面，採取措施擴大口

罩生產。截止到 2月 11日，全大陸口罩

圖 1　3次政治常委會議重點

1/25

2/12

1. 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
下開展工作

2. 向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推動地方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

1. 強調「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網絡媒體管控，
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監管責任」

2. 控管現代信息傳播、大眾傳播平臺、講壇等傳播媒體，杜絕錯
誤觀點和言論

3. 大力傳播感人事蹟，營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輿論氛圍

1. 強調「毫不放鬆做好疫情防控重點工作」、「要積極擴大內需、
穩定外需」

2. 政策重心逐漸轉向經濟增長

2/3

2/122/122/1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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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利用率已達 94%；特別是一線防控急

需的醫用 N95口罩，產能利用率已達到

128%。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監察專

員郭燕紅則說，國家衛健委堅決把醫療資

源集中到「抗疫」一線，從全大陸 29個省

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調集兩萬多名醫護

人員組成一百八十多個醫療隊支持湖北和

武漢。針對湖北和武漢重症病例多的問題，

增派的醫療力量當中有七千多名重症專業

醫護人員，以加大重症救治力度等等，一

片上下一心奮力抵抗疫情景象，對於災民

的實際狀況卻鮮少見報。

中共面對災難事件的報導公式

在經歷醫療器材短缺、斷航、封城、

搶購物資、死亡⋯⋯的磨難後，竟然未引

發民眾的恐慌性行為，顯然與常理判斷不

合，甚至已到達匪夷所思的地步。何以至

此，可能是外界根本無從依據媒體報導得

知真實的訊息有關。

依據過去學者對唐山大地震（1976年

7月 28日）發生後，中共媒體的宣傳模式

研析，發現中共面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具有

如下公式：

「輕描淡寫的災情」

+
「黨和毛主席的關懷」

+
「災區人民的決心」

致使媒體必須抱持「災情不是重點，

英勇救災才是新聞」的態度面對災難新聞，

該公式，歷經SARS（2002年）、雪災（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2008年）、青海

玉樹地震（2010年）、甘肅舟曲水災（2010

中共加大物資調配力度，擴大口罩生產，並從大陸各地微調兩萬多名醫護人員，把醫療資源集中到「抗疫」一線，營造

上下一心奮力抵抗疫情景象，卻鮮少報導災民實況。（圖片來源：中新社／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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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直至當前的武漢肺炎等災難事件，

縱使毛澤東早已不在，但卻仍顛撲不破，

換言之，中共持續掌握媒體，不僅將使外

界透過各類媒體所了解的災情狀況並不真

實，大陸內部也因無真實情況的傳播，將

可能使疫情更無法被精確掌握，而增加防

疫的困難。

在中國傳統上，臣民不敢向皇帝說出

與皇帝對事務認知相左的實情，致使昏君

仍能當權的例子罄竹難書，而今習近平以

小組治國模式，完全掌握大陸所有權力，

又於2018年經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

副主席）任期制，已然成為皇帝，致使同

樣面臨無人敢向其進言的窘境，臣民凡事

必須依據習近平的指示辦事，而監督執政

者的媒體又必須聽命於習近平掌管一切的

黨，隱晦實情可想而知。因無人敢於負責

亦無人敢於進言，香港騷亂難平、武漢肺

炎難以防堵，就成為此情勢下的必然結果。

選擇性「透明」與「參與」

對於欠缺選舉機制以獲取統治合法性

的中共而言，其政策的制定常用宣稱政府

資訊「透明」及提升決策過程人民「參與」

的方式作為彌補。而「透明」與「參與」

的訴求，在毛澤東時代總結以「群眾路線」

為政策代表，但因執行過當或有意挑起民

粹打擊政敵，而發生反右鬥爭、三面紅旗、

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過激群眾運動，至鄧

小平主政時期才意圖改正，要求依法治國，

但雖經歷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時期，

其對依法治國的理想仍無法實現，而習近

平卻又有走回毛澤東以黨代政甚至「群眾

路線」（如主張防疫為「人民戰爭」）趨向，

致使在現實層面看，中共所倡言的「透明」

與「參與」並不被外界相信，而其中控制

媒體掌握宣傳的「透明」要求，早在 2016

年初習近平提出「黨媒姓黨」的指示後，

已標誌著即將被完全否定的開始，甚至有

中共面對災難新聞的報導公式為「輕描淡寫的災情」+「黨和毛主席的關懷」+「災區人民的決心」；圖為習近平關懷肺炎
疫情，面對第一線醫護人員與民眾的新聞畫面。（圖片來源：截自公視新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TOBU36K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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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中共提倡「透明」的目的不在

追求人民幸福，而僅是在利用群眾監督下

級政府行為，更使下級政府服從中央的指

令而已，因不夠「透明」民眾亦無法有效

「參與」是必然的邏輯推演，縱使可以有

限度的「透明」與「參與」，其範圍亦將

由中共決定，而對疫情等災難的真相討論

顯然並不在中共所容許「透明」與「參與」

的範圍內，其最終造成大陸內部人心惶惶，

加重中共統治的成本支出，及在外部對中

共所公布疫情或災情的不信任，而加重國

際防疫、防災的成本支出，顯然是已經發

生的問題。

反思

在觀察中共對於媒體的控制公式後，

我國的媒體報導災難性新聞，是否正好站

在其對立面，成為：

「加重描寫的災情」

+
「執政黨和官員無能」

+
「災區人民無助待援」

以做為新聞的賣點。

當前我國在防疫作為上，步步為營、

迅速反應是基本訴求，而了解疫情的真實

狀況卻是這些訴求的基礎，因此，誇大或

淡化災情都對防疫不利，為此，所有民眾

與媒體從業人員都該有所警覺，理性報導

與判斷相關疫情、災情發展，方可真實掌

握情況，提升全民防疫、防災效能。

毛澤東時代以「群眾路線」為政策代表，挑起民粹而造成文革等過激的群眾運動；習近平近年提出「黨媒姓黨」的指示，

走回毛澤東以黨代政甚至「群眾路線」的趨向，使媒體和人民僅能有限度的「透明」與「參與」。（圖片來源：路透社／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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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你我自身權益：

／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及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副教授　李志強

自中國武漢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世界
衛生組織命名為COVID-19，下稱新冠肺炎）以
來，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延燒，由於傳染力強、
潛伏期長且迄今仍無解藥或疫苗，其嚴重性已
經超過 SARS，各國無不高度警戒並採取相關
必要措施。

然不禁令人好奇，一般民眾除了應該自我
防疫外，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我們在
法律上之權利與義務究竟為何？此因攸關國
人權益，故本文將以《傳染病防治法》及
新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興特別條例》等法規進行解析，期以協助
社會大眾依法遵行，合力對抗病毒。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不可不察

經超過 SARS，各國無不高度警戒並採取相關
必要措施。

防疫外，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我們在
法律上之權利與義務究竟為何？此因攸關國
人權益，故本文將以《傳染病防治法》及
新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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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釐清

我國業將新冠肺炎界定為第五類法定

傳染病，其主要法源為《傳染病防治法》，

另為緩解此次疫情對我國各產業造成之衝

擊，行政院於 109年 2月 20日提交《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下稱〈紓困條例〉）草案，已於同

年 2月 25日經立法院會審議通過並經總統

公布，其內容涵蓋從事防疫醫事人員之補

貼、受檢疫或隔離者之補助與請假事宜、

徵調用物資之規定與補償、企業紓困與振

興措施、防疫相關規定與罰則等面向。罰

則部分除自公布後開始施行外，本條例其

他部分均將追溯自 109年 1月 15日起適

用，直至 110年 6月 30日止，而期間屆

滿後亦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

法定權利

一、 保護個人隱私

《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對於傳染病

病人、施予照顧之醫事人員、接受隔離治

行政院於 109 年 2 月 20 日提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草案，於同年 2 月 25 日經立法院
會審議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內容涵蓋防疫醫事人員補貼、受檢疫或隔離者補助與請假事宜、物資徵調與補償、企業

紓困及防疫相關罰則等面向。（圖片來源：總統府；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8cbe04f2-
7a43-4876-a132-8f1f7025105c）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24 清流雙月刊

療者、居家檢疫者、集中檢疫者及其家屬

之人格、合法權益，應予尊重及保障，不

得予以歧視，且非經前項之人同意，不得

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以上條文係與《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民隱私權

之規定相符。但此在〈紓困條例〉中則有

特別之規定，亦即在防疫期間，受隔離或

檢疫而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

虞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得指

示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

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而

為避免疫情擴散，本條款也將確診罹患新

冠肺炎之病人納為適用對象。

二、 避免不當歧視

《傳染病防治法》明定，政府機關

（構）、民間團體、事業或個人不得拒絕

傳染病病人就學、工作、安養、居住或予

其他不公平之待遇，但經主管機關基於傳

染病防治需要限制者，不在此限。前述條

文有關保障傳染病病人就學及工作等權

利，乃符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之精神。

三、 提供賠償補助

為預防傳染病，政府當局多會鼓勵民

眾施打疫苗，但因預防接種而受害者，《傳

染病防治法》明文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償，

且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起，

因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受害發生日起，

逾 5年者亦同。另為保障執行傳染病防治

工作者，若因執行本法第五類傳染病防治

工作，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主管

機關得酌予提供傷病給付、身心障礙給付、

死亡給付、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子女教育費

用等補助。

〈紓困條例〉明揭對於執行防治、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員，應予補助、津貼或獎勵。而居家

或集中檢疫、隔離者，得申請補償，其任職單位應給防疫假並不得有不利處分。（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
Page/9277F759E41CCD91/8cbe04f2-7a43-4876-a132-8f1f7025105c）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25No.27 MAY. 2020. MJIB

為進一步保障人民權益，〈紓困條

例〉首先明揭，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公、

私立醫療（事）機構執行防治、醫療、照

護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

員，應予補助、發給津貼或獎勵。再者，

為鼓勵民眾配合檢（防）疫工作，本條例

亦規定接受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

離或集中檢疫者，及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

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

作之家屬，若未違反隔離或檢疫相關規定，

就接受隔離或檢疫之日起至結束之日止期

間，得申請防疫補償，但有支領薪資或性

質相同之補助者，不得重複領取。

上述人員任職之機關（構）、事業單

位、學校、法人、團體應給予防疫隔離假，

也不得對其有不利處分，而家屬為照顧生

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者、檢疫者而請假者，

亦同。若因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所為應變處置而請假或無法從事工作，致

影響其生計者，主管機關應依《社會救助

法》及相關法令予以救助。此外，各級政

府機關得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之指示，徵用或調用防疫物資之生產設備

及原物料，此部分也應給予適當補償。

四、 紓困振興措施

〈紓困條例〉第 1條開宗明義揭示立

法宗旨，即為有效防治新冠肺炎，維護人

民健康，並因應其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

擊。故本條例明定編列新臺幣（下同）600

億元為上限之特別預算，以因應各項防治

及紓困振興措施之緊急需要。

法定義務

一、 禁止不實傳播

為杜絕謠言引發恐慌，《傳染病防治

法》規定，利用傳播媒體發表傳染病流行

疫情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防

治措施之相關訊息，有錯誤、不實，致嚴

重影響整體防疫利益或有影響之虞，經主

管機關通知其更正者，應立即更正，違者

處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此外，

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

禁止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違者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00萬
元以下罰金。（圖片來源：桃園市政府，https://www.
facebook.com/tycgnews/photos/a.786095431402099/306840
2759838010/?type=3&theater；衛生福利部，https://www.
mohw.gov.tw/cp-4343-525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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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 300萬

元以下罰金。本文提醒民眾切勿任意轉傳

疫情訊息，因為〈紓困條例〉特別明定，

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

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300萬元

以下罰金。

二、 據實說明義務

為掌握疫情及傳染途徑，《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醫療機構人員於病人就診時，

應詢問其病史、就醫紀錄、接觸史、旅遊

史及其他與傳染病有關之事項；病人或其

家屬，應據實陳述，違者處 1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三、 配合防疫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第四章定有防疫措

施，如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預防

接種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若拒絕、規

避或妨礙相關措施者，處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

四、 配合隔離措施

為避免病毒擴散，採取隔離措施確屬

必要，《傳染病防治法》授權主管機關對

於傳染病病人採取隔離措施，而〈紓困條

例〉更明定違反隔離措施者，處 20萬元以

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五、 配合檢疫措施

返國民眾若未落實居家檢疫，還到處

趴趴走要小心觸法，因為《傳染病防治法》

第五章定有檢疫措施，目的係為加強入、

出國（境）人員之檢疫，避免病毒跨國傳

播，若有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施行

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者，處 1萬元以

上 15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限期改善，未

改善者按次處罰。此依〈紓困條例〉規定，

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若違反居家檢

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民眾若有拒絕、規避或妨礙主管機關施

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者，處 1萬元
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居家檢疫、
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者，

提高處罰金額為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
下罰鍰。（圖片來源：桃園機場，https://
web.taoyuan-airport.com/main_ch/docdetail.aspx
?uid=147&pid=146&docid=39323&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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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高處罰金額為 10萬

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六、 配合應變措施

〈紓困條例〉特別明

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違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 5萬元以上 100萬元

以下罰鍰。

七、 其他相關限制

猶記得剛傳出新冠肺

炎，即有藥局囤積口罩，此

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對主管機關已開始徵

用之防疫物資，有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

行為且情節重大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

述行為於〈紓困條例〉有更嚴格之規範，

如對於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防疫器

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或其他防疫物

資，哄抬價格或無正當理由囤積而不應市

銷售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

為嚴懲罹病者明知故犯，《傳染病防

治法》規定，明知自己罹患傳染病卻不遵

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萬元以下罰

金。〈紓困條例〉則規定，罹患或疑似罹

患新冠肺炎，不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指

示，而有傳染於他人之虞者，處 2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

以下罰金。

結語

面對新冠疫情，民眾在搶購口罩、

額溫槍、酒精甚至是民生物資的同時，

實應清楚認知自身在法律上之權利與義

務。從本文可知，不論是《傳染病防治

法》或者〈紓困條例〉，若有哄抬防疫

物資價格或囤積不賣、罹患（或疑似）

新冠肺炎卻未隔離治療而有傳染他人之

虞、散播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上述行為均涉有刑事

責任，真可謂不可不察。

哄抬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或其他防疫物資，恐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 500萬元以下罰金。明知自己罹患傳染病卻不遵行政府指示，導致有傳染他人的
可能，將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金。（圖片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https://www.mjib.gov.tw/news/Details?Module=1&id=558；內政部，https://www.
facebook.com/moi.gov.tw/posts/3263551237006590?__tn__=-R）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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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化學博士　陳淵銓

 2019 年爆發且蔓延全球之「武漢肺炎」疫情是
由新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所引發，其是一種正股單鏈（positive sense, single-
stranded）的 RNA病毒，廣泛存在於多種動物體。

檔案

認識「新型冠狀」病毒

病毒粒子（virion）具有螺旋對稱的殼

蛋白（capsid）及外套膜（envelope），

外套膜邊緣有棒狀形態類似王冠的棘

突 醣 蛋 白（spike glycoprotein），

可和宿主細胞的血管張力素轉化酶 2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 

ACE2）受體（receptor）進行專一性結

合以感染宿主（圖 1）。

圖 1　新型冠狀病毒藉由棘突醣蛋白與
ACE2受體結合而感染宿主細胞

冠狀病毒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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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特性

新型冠狀病毒因具有以下特性，使得

對所引發的疾病之管制、診斷、治療及預

防變得十分困難：

一、 跨物種傳播性

可在不同種動物之間及人與動物之間

傳播，也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二、 高度隱匿性

雖經多次檢驗為陰性，仍可能再篩檢

為陽性。

三、 高傳染性

可經由飛沫傳染或直接接觸傳染，有

效傳染率高且傳播範圍廣，有些研究甚至

發現可以經由空氣、糞便傳染及帶原者無

症狀傳染。

四、 高變異性

病毒 RNA基因組突變率高，疫苗及藥

物研發挑戰性大，即便開發成功，上市後的

疫苗產品及藥物的有效期間也通常很短。

新冠肺炎具高度高傳染性，可經由飛沫傳染或直接接觸傳染，有效傳染率高且傳播範圍廣。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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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年間引發人類致命肺炎危機的 3種冠狀病毒

病原體 SARS病毒 MERS病毒 新型冠狀病毒

最初爆發地 大陸廣東省順德 中東地區 大陸湖北省武漢

流行期間 2002-2004年 2012-2015年 2019∼ 

自然宿主
果子狸、蝙蝠、
麝香貓等

蝙蝠、駱駝等
不詳，可能是蝙蝠、
竹鼠、穿山甲、獾等

主要傳染途徑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飛沫傳染及
接觸患者分泌物

潛伏期 2-10天 2-14天 7-14天

主要症狀

發燒、咳嗽、呼吸急
促與困難、頭痛、肌
肉痠痛、倦怠及腹瀉

發燒、咳嗽、呼吸急
促與困難，嚴重時引
發腎衰竭、心包膜炎
及血管瀰漫性凝血

發燒、咳嗽、呼吸急促
或困難，部分個案有
腹瀉症狀或嗅覺、味
覺喪失（或異常）等

曾引發人類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之冠狀病毒種類

可引起人類呼吸道疾病的冠狀病

毒 共 有 7 種， 其 中 Human coronavirus

（HcoV）-229E、HcoV-NL63、HcoV-

HKU1、HcoV-OC43等 4種是感冒最常見

的病原體，通常症狀輕微，不會造成嚴重

疾病，僅少數免疫力較差的患者可能會出

現肺炎等併發症，致死率並不高，而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簡 稱

為 SARS病毒）、中東呼吸道症候群冠狀

病 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簡稱為 MERS 病毒）及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WHO統稱為COVID-19，疾管署「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簡稱為「武漢

肺炎」）等 3種則可引起嚴重致命性的肺

炎（表 1）。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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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家安全可能的衝擊

世 界 衛 生 組 織（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W H O） 已 於 2020

年 1 月宣布爆發於中國武漢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世界

各國紛紛採取檢疫、隔離、消毒、關閉邊界、

斷絕交通、撤僑及限制人員入境等防疫措

施，防範疫情在本國發生並保護本國人民，

避免對公共衛生、民生經濟、國際關係及國

防軍事造成衝擊，進而影響國家安全。

一、 公共衛生

新型冠狀病毒自境外移入傳染到人體，

若僅在密切接觸者間傳播，可以藉由追蹤

接觸者及檢疫、隔離等措施防止疫情擴大，

但是萬一防疫出現破口，發現不明感染源的

確診者，進而形成家庭感染、院內感染或社

區感染等群聚傳染，甚至污染食物、水及空

氣而爆發廣泛性大流行，將造成公共衛生

體系的澈底瓦解。

二、 民生經濟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致病的訊息一旦

發布，便可能引發民眾搶購口罩、消毒用

對於新冠肺炎的防疫，各國紛紛採取檢疫、隔離、消毒、關閉邊界、斷絕交通、撤僑及限制人員入境等防疫措施，防範疫

情在本國發生；圖為桃園機場檢疫及消毒工作。（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Index；桃園國際機場，https://web.
taoyuan-airport.com/main_ch/docDetail.aspx?uid=147&pid=147&docid=39281）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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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防疫物品而造成相關物資的短缺，而

且隨著確診案例、致死人數持續增加後，

連食物、水及衛生紙等民生必需品也可能

會出現漲價及囤積等現象。此外，因為民

眾在公共場所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風險

增加，使得民眾減少外出及消費，甚有部

分民眾必須配合居家檢疫或隔離而不得外

出，很多產業將會受到重大影響，特別是

觀光旅遊業、交通運輸業及飯店餐飲業。

三、 國際關係

疫情嚴峻使各國採取各種措施以保護

自身國家利益及本國人民，其中以斷絕交

通、限制入境、檢疫及隔離等對雙邊關係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致病訊息發布

後，可能引發民眾民眾搶購口

罩、消毒用品及防疫物品，甚至

連食物、水及衛生紙等民生必需

品都會漲價及囤積。

圖 2　嚴重急性呼吸道肺炎從公共衛生、民生經濟、
國際關係及國防軍事四個層面來影響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國家安全

公共衛生 民生經濟 國際關係 國防軍事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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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鉅。雙方人員往來中斷，間接造成

貿易及各種交流受到限制，容易引發國籍、

種族歧視以及國家間衝突與對立，造成國

際關係惡化。

四、 國防軍事

軍人是群聚團體且日常生活侷限於艦

艇車輛等軍事設施與營區封閉空間，若有

軍人自外界帶入疫情，所有接觸者便需進

行隔離，進而影響整個營區同儕健康及軍

事運作，衝擊到軍隊戰力。

防疫策略

一、 嚴格邊境管制

預防傳染病進入境內最好的方法就是

阻絕感染源於境外。以非洲豬瘟的阻絕為

例，需著重在物流的管理，重點在於杜絕

一切可能的感染物品入境。

二、 執行入境追蹤

制定應進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及自

主健康管理的標準，嚴格執行入境後之追

蹤管理機制（表 2）。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署，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82482c92-c7fb-4234-9c91-2b62dc7c5fe4.jpg）

表 2　入境追蹤管理機制及其執行方式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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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化個人衛生

有慢性病或呼吸道症狀的患者應自行

配戴口罩，並避免在密閉空間活動或搭乘

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健康者加強個人衛生

管理，養成勤洗手、定期換洗衣物及不隨

意以手觸摸眼、耳、口、鼻的習慣。

四、 鼓勵藥物及疫苗的研發

藥物及疫苗的研發須耗用大量資源及

經費，且開發期程甚長，但產品成功上市

後，除可有效控制疫情外，並有潛力創造利

潤、建立相關研究能量及提升學術水準。政

府應對相關的科研及生產提供適當補助。

結論

武漢肺炎確診案例及死亡數已超過

SARS病毒及MERS病毒，且專家研判武漢

肺炎疫情可能演變成類似流行性感冒的季

節性疾病，故預防疫苗及治療藥物的開發

是迫切需要的。

在現今尚無有效治療藥物的情況下，

當務之急便是做好防疫工作，阻絕病原體

於國境之外。鑑於疫情可能對國家安全造

成重大危害，我政府及媒體均十分重視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相關訊息，民眾更應

與政府配合，通力做好防疫工作。

防疫策略除了政府要嚴格邊境管制、執行入境追蹤並鼓勵藥物及疫苗研發外，民眾也應強化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定期

換洗衣物及不隨意以手觸摸眼、耳、口、鼻的習慣。（圖片來源：國民健康署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hpagov/photos/pc
b.3342628005765948/3342677312427684/?type=3&theater）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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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國際

慕尼黑慕尼黑2020
／ 國防安全研究院網戰資安所博士後　吳宗翰

第 56 屆 慕 尼 黑 安 全 會 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簡稱 MSC）已經於今（2020）年 2 月 14

至 16 日順利落幕。作為當代世界每年舉行的最重要常設
論壇之一，它的前身為北約成員國組成的「國際防務大
會」。冷戰結束後，論壇持續舉辦，世界各主要大國如
美「中」俄歐盟等都高度重視，廣派政府人員與專家
參加，就軍事、外交甚至反恐、氣候變遷等非傳
統安全議題交換意見。國際重要組織、非營利
團體（NGOs）等也積極參與。

今年的會議主題是「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安全會議觀察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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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

如同往年，歐洲各國政府領導

人與高階官員多有出席盛會，東道

主德國聯邦總統史坦因邁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主持了開幕典

禮與發表演說。加拿大總理杜魯

道（Justin Trudeau）、 會 議 常 客

俄國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與

前外交部長傅瑩、美國國務卿彭佩

奧（Mike Pompeo）、前國務卿凱

瑞（John Kerry）、國防部長艾斯培

（Mark T. Esper）與眾議院議長裴洛

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等人均

有參加，「中」美代表還在會場上有

激烈交鋒，下文說明。此外，值得

注意的參與者還有首次參加的北韓

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

斯喬治亞（Kristalina Georgieva）、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執 行 秘 書 埃 斯 皮 諾 薩（Patricia 

Espinosa Cantellano）、Facebook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祖克伯（Mark 

Zuckerberg）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等人。

會議重點一：「西方」透過

反思走出思想上的困頓

本屆大會的首要亮點在於會議主題

「缺少的西方性」。這個字不僅在英文裡

就充滿歧異性而難以界定出確切含義，目

前在中文更無對應字眼。然而欲了解該主

題，首先必要從「西方性」的概念著手。

根據大會自己的定義，所謂的西方性指的

是「對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實踐、市場經濟

以及國際制度中的合作」，這三者可以說

是分別對應了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秩序，

是承自啟蒙時代以降由歐洲乃至世界各

地，由數代人透過行動完成的共識。

第 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於 2020年 2月 14至 16日順利落幕，與
會者除歐洲各國領導人與高階官員外，美、「中」、俄等國及

國際重要組織與非營利團體也紛紛派員參加會議。（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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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國際

本次大會之所以如此命題並非偶然。

近年來，隨著英國脫歐（Brexit）、川普

（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中東難

民湧入歐洲以及相關的歐洲極右派興起，

上述無一不對「西方性」造成衝擊，甚至

構成「西方」思想核心上的挑戰。更不消

說還有因為中共崛起造就的世界權力格局

轉變的問題。透過綜合整理前兩年的會議

主題（見表 1），我們可發現，這個極具

歐洲中心論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不斷尋思出

路，期間主題更是透露出明顯的焦慮心態。

不過，相較於前兩年，2020年的大會

透露出來的訊息卻可能是明亮的。儘管今

年仍然看似持續質疑與反思，卻可看出，

西方已然經由「界定西方自身」而走出困

頓。重要的觀察指標之一，是大會主題今

年不再以問號結尾。這一點如果聯繫至大

會拋出的一系列關於「當西方不那麼西方」

疑問時就更加清楚，蓋西方的地理邊界與

指涉意涵在上下文中有各自對應。指標之

二，是 14日開幕典禮上德國聯邦總統史坦

因邁爾指責美「中」俄個別自私自利行為

而危及國際秩序的舉措。這個批評顯示出

曾長期視美國為「西方」一分子的「西方」

已不再持該主張；「西方」是有別於美「中」

俄外的「他者」（Other）。西方如今由歐

洲，或者說歐盟代表（represent）。儘管

歐洲自身也面臨「不那麼西方」的挑戰，

但它已重新找回邁步前進的自信。

表 1　2018～ 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主題暨重要議題

2018（第 54屆） 2019（第 55屆） 2020（第 56屆）

會議主題

臨淵而返

（To the Brink-and 
Back?）

大哉問：

誰能拾起碎解的拼圖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缺少的西方性

（Westlessness）

關注對象
歐盟、美國、

中國大陸、俄羅斯

法國、德國、英國、

加拿大、日本

美國、中國大陸、

俄羅斯、歐洲

主要議題
環境安全、

網路安全、核能安全

軍備、貿易、

跨國組織犯罪、

人工智慧

太空空間安全、氣候安全、

右翼極端主義、科技與創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近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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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二：美「中」交鋒與華為

正如會議期間相關的報導以及評論所

指出，此次會議「中國」議題突出。明確

以中國大陸為主軸的場次達 10餘場，例

如「跨大西洋關係與中國難題」、「西方

如何面對中國」、「歐洲如何應對崛起的

中國」、「中國未來在全球軍事控制的參

與」、「如果中俄結盟」等。儘管有些議

題未明指中國大陸，但亦可見其占據關鍵

地位，例如「南海」與「武漢肺炎疫情」

等。與之緊密的，是美「中」代表於各場

合不曾歇止的言詞對抗，上演活生生的交

鋒劇碼。

美國政府此次高度動員，共和兩黨政

治人物亦均有參與，不僅有前任與現任國

務卿，更有國防部長與國會議長。他們一

致且不遺餘力地表達對中國大陸威脅的擔

憂，指出這些並非空穴來風，而可以從北

京政府近年來對人權、隱私、市場等層面

的侵害看到例證。此外，抵制華為亦是美

方的發言重點。華盛頓官員力陳華為公司

技術可能潛藏的風險，呼籲各國，特別是

歐盟應當禁止華為參與當地 5G網路建設。

面對美方指控，「中」方出席代表也

激烈回應。王毅首先反駁指控均是謊言，

套用在美方自己還可能適用些。接著，傅

連續三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從過去焦慮心態的質疑與反思，

到今年的大會主題不再以問號結尾，可發現西方已走出「界定

西方自身」的困頓，面對「不那麼西方」的挑戰，重新找回邁

步前進的自信。（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
securityconference.org/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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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指陳美方把慕尼黑會議操作成擴大版的

「布拉格 5G會議」；該會議於 2019年 5

月召開，其會議結論「布拉格提案」指出

華為技術存在安全疑慮，可能導致北京官

方有能力監控流經該技術的數據。她進一

步問到，為何當年中國大陸引進西方技術

時沒有受到威脅，但反而今日西方自己一

旦接受華為就可能導致自身的政治體制受

到影響。

綜而言之，美「中」雙方代表的交

鋒不僅是其在國際領域對抗的再一展現，

更是向在場歐盟國家與其他國家爭取支持

的遊說辯論。就此而言，後者並沒有給予

任一方正面回應。換言之，面對當前的美

「中」對抗格局，作為第三方的歐洲國家

雖無法置身事外，也尚不願意選邊站。

重點三：對數位安全的重視

隨著美「中」貿易戰格局牽動的劇烈

變化，科技領域已越來越難以「政治中立」

自居；前述關於華為在全球的爭議即是例

證。從會議主題來看，科技在近三年也均

被列為必談要項。站在歐洲中心的角度，

本屆會議的報告引述 2019年法國總統馬

克宏所言：「我們正在奮鬥的戰場攸關主

權⋯⋯假如我們沒有在數位與人工智慧等

美、「中」代表在會議上激烈交鋒，美國不遺餘力表達對中共威脅的擔憂，並極力呼籲各國「抵制華為」，遭到中

方兩位代表反駁「均是謊言」。（Photo Credit: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
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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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贏得勝利，我們的命運終將被他人主

宰。」這些引言揭露出歐洲已然意識到，

數位年代下歐洲正面對巨大的挑戰，而且，

現實的嚴峻情況是，歐洲目前在美「中」

科技競逐過程中處於落後的位置。

面對後起之秀的中共企業如華為、阿

里巴巴、百度、騰訊、小米等公司在軟硬

體方面的投資研發等均有驚人成果，歐洲

備感威脅。正是這種油然而生的危機感促

使歐洲警覺自身要改革與創新。然而，應

對的方式並非是要重蹈美「中」的路線，

而是要找出歐洲可以著力之處。本次大會

給出的方案是任務導向（mission-led）的

創新，他們呼籲要戮力運用歐洲的優勢，

集結跨國與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動

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

重點四：武漢肺炎

會議舉行當下，武漢肺炎疫情尚未在

歐洲爆發，因而多數與會者僅視其為是發

生在中國大陸以及周邊地區的重大區域災

難。若來年回首，此次會議或許是歐洲最

早有機會大規模討論採取相關應對措施的

重要場合。中共目前在國內外方興未艾的

大規模歌頌其抗疫模式的大外宣工作在此

時也已見端倪。

面對中共企業如華為、小米等公司在軟硬體方面的驚人成果，歐洲備感威脅，渴望集結跨國、跨公私部門之間的多樣性與

動態性，於美、「中」之間開創新局。（Photo Credit: VOA）

放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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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歷經幾年摸索，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顯示出「西方」已逐漸從精神上的困惑走

出峽谷，坦然獨立於美、「中」、俄外而

為第四極。從主題言，美「中」對抗、科

技議題以及在歐洲越燒越烈的武漢肺炎也

成為西方關切的重中之重。鑑於上述領域

均有臺灣可著力之處，我國有關單位實可

研議接觸，以俾增加在國際場合的能見度。

（Photo Credit: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mediathek/album/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2020）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在會議第

二天（15日）發表演說，其內容僅涉及

伊波拉病毒與新冠病毒兩者。值得注意的

是，後者以及中共的抗疫占了他全文演說

的 7成以上。譚高調且不吝嗇地稱讚中

共的措施，不僅稱其為世界贏得「機會之

窗」（window of opportunity），也引述

世衛組織相關專家在中共的見聞，肯定中

共的能力。他並聲稱中共的經驗可以成為

供世界各國參考的借鑑。另一方面，他也

呼籲世界各國重視且團結一致對抗疫情，

注意虛假訊息（misinformaiton）流竄，

並強調與 Facebook、Google、Youtube、

Twitter、Pinterest以及騰訊、抖音等重要

社群軟體公司合作的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參與慕尼黑安全會議實

為罕見。如今再看疫情重創歐美地區，各

國紛紛進入鎖國狀態，後續情況仍充滿不

確定性。預料下一屆的會議關於武漢肺炎

疫情的討論會占據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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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陳炎輝

反反新修反毒法制到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歷經多年
推動修法，終於完成三讀，並經總統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

安居緝毒清除社區中的毒品

近年來，毒品濫用問題日趨複雜，國

內在監毒品受刑人數占全體受刑人將近一

半，加上社會生活型態改變，毒品種類推

陳出新，除傳統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

外，K他命、大麻、毒咖啡等新興或混合

式毒品威脅日益嚴重。經調查分析新興毒

品濫用趨勢及施用者年齡層分布，顯示以

年輕人及青壯族群最廣且以男性為多，業

已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及社會治安。

臺高檢署於 107年 1月 23日啟動「安

居緝毒方案」，並於同年 2月及 6月至 8

「安居緝毒方案」於 107年 1月 23日啟動，是一項整合 6大緝毒系統之常態化、長期性執行計畫，針對社區大樓及邊
境進行強力查緝，於過去兩年期間斬獲豐碩成果。（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Page/5B2FC62D288F4DB7/
e570960d-7c48-4a62-b544-178d18303110；法務部反毒大本營，https://antidrug.moj.gov.tw/cp-1202-6220-1.html）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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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執行兩波緝毒活動，全國同步威力掃蕩，

藉由「團隊合作、深入社區、向上溯源」

三大措施，針對社區大樓及邊境進行強力

查緝，希望為國人構築一個安居的幸福家

園。108年間「安居緝毒方案」另發動 2

波查緝行動，其中第 3波於 3月間啟動，

共查獲毒品重量達 7,315餘公斤，查扣犯

罪所得高達 1億 1,034餘萬元，成效創下

歷次專案之最，達到「拒毒於海外、截毒

於關口、緝毒於境內」的目的。

剛柔並濟修法營造無毒家園

安居緝毒行動是一項長期進行、整合

6大緝毒系統之常態化、長期性執行計畫，

經過這兩年積極查緝掃蕩，並配合全國毒

品資料庫及統計系統分析，發現目前影響

我國毒情最嚴重的是安非他命、愷他命類

毒品，所有相關人、量及走私情況，均呈

上揚趨勢，擴散度令人憂心，對治安、衛

生及醫療均將產生相當衝擊，必是民怨及

侵蝕反毒成果之首要問題。為讓我們的下

一代能遠離毒品的威脅與危害，行政院及

法務部於法制層面推動修正《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下稱本條例），除加重販毒刑

責及防制新興毒品氾濫外，並要將國內毒

品人口黑數如實找出，藉此掌握整體毒品

情勢及控制毒情。本條例修正草案，業經

立法院於 108年 12月 17日三讀通過，並

經總統於 109年 1月 15日公布，其中第

18條、第 24條及第 33條之 1修正條文，

因需規劃配套措施及進行法規修訂，宜有

一定之時間準備，故上開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授權由行政院另定之，其餘則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

有關毒品列管及分級制度，依本條例

第 2條原規定，係由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

會，採單一物質逐次審議模式決定，但此

種單一物質逐次審議模式，已經無法因應

新興精神活性物質快速推陳出新之趨勢，

本次修法乃參考日本法制，予以修正第 2

自 107年啟動的「安居緝毒方案」持續進行，直至 108年 3月啟動的第 3波查緝行動更創下歷次專案
最佳成效。（圖片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https://antidrug.moj.gov.tw/cp-1201-5922-2.html；https://antidrug.
moj.gov.tw/cp-1201-6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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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項規定，增列「與該等藥品、物質

或製品具有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等文字，

使該等具有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可於一次

毒品審議程序進行審議，大幅縮短新興毒

品列管時程，並減少列管前該等具有類似

化學結構之物質，無法律可資處罰之空窗

期。為遏止新興毒品散播，本次修法重點

為重懲毒販，提高製造、販賣、運輸毒品

之刑度及罰金額度（修正條文第 4條）；

並加重販賣混合式毒品及對懷孕、未成年

人販毒之刑度（修正條文第 9條）。又因

毒品犯罪常具有暴利，且多具有集團性及

常習性，經參考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 2項

規定及德國刑事財產剝奪改革法案，引進

擴大沒收機制，以澈底剝奪毒販不法所得

（修正條文第 19條第 3項）。

針對新興毒品之散播問題，本次修法

採取從重從嚴處罰原則，特別將持有第三、

四級毒品之刑責標準，由持有 20公克以上

降為 5公克以上，擴大了 4倍入刑範圍，

藉以遏止新興毒品之流竄（修正條文第 11

條）。此外，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 2關

於檢察官緩起訴處分之附命條件，提供 8

種司法處遇模式以便彈性運用，然而本條

例第 24條卻僅列戒癮治療一種處分，導致

實務上無法給予其他處遇措施，突顯出本

條規定過於僵化而缺乏彈性。再者，刑事重

懲與成癮治療並用之多元處遇模式，毒品

施用犯於緩起訴處分二年期間，均須接受

高強度之觀護報到及驗尿監督程序，如再

犯更將面臨撤銷緩起訴、再行起訴判刑或

再一次的戒癮治療處分之後果，均與一般

具有彈性之緩起訴處分程序不同。為有利

於毒品施用戒除毒癮，並讓檢察官可對緩

起訴制度運用更為彈性，此次修法回歸刑事

訴訟法第 253條之 2規定，建立戒除毒癮

之適當多元處遇模式（修正條文第 24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修正後，除了縮短新興毒品列管時程及加重散

播新興毒品之罪刑，以達遏止之效外，也建立戒除毒癮之適當多

元處遇模式，讓檢察官可對緩起訴制度運用更為彈性。（圖片來源：

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cp-21-124579-6e785-001.html）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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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零容忍痛擊毒犯的罪行

毒品危害等同國安問題，本條例此次

之修正，進一步堅實反毒法制之基礎。特

別說明的是：對於無正當理由持有、施用

第三、四級毒品，依本條例第 11條之 1之

規定，應處以 1萬元至 5萬元之罰鍰，並

須接受 4至 8小時之毒品危害講習，因此

就算持有第三、四級毒品之數量，低於本

條例第 11條 5公克之刑責標準，仍須接受

行政處罰。

此外，反毒是政府當前最重要施政項

目之一，但反毒工作單靠政府並無法完成，

必須全民共同參與，方能建立全方位的反

毒網。法務部、內政部、臺高檢署與 6大

查緝系統除全力查緝毒品，為深入發掘毒

品黑數，規劃擴充民間檢驗機構檢驗量能，

建立扣案毒品 8小時內快速檢驗、毒品現

行犯全面加驗大麻之機制。針對在夜店轟

趴、汽車旅館及未滿 18歲青少年之案件，

並優先送法務部調查局、法醫研究所、內

政部警政署檢驗，以廣篩方式，一次可檢

驗三、四百種新興毒品，有效遏制新興毒

品之流通。

毒品犯罪從臺灣頭到臺灣尾無所不

在，若非緝毒機關彼此通力合作縝密偵辦，

堅定決心冒險攻堅犯難，無法展現優異緝

毒成果。尤其是製毒方法日新月異，毒販

獲利之高、金錢之多，甚至以槍械子彈對

抗執法者，國人對於緝毒執法人員冒險犯

難完成任務，實應給予高度讚揚與肯定。

最後再予澄清：部分報導或網路訊息

流傳，本條例修法後，對於吸毒犯會給予

寫悔過書之輕縱。事實上，本條例此次修

正除賦予檢察官得緩起訴命戒癮治療，更

可給予義務勞務、繳納處分金、心理輔導、

法治教育或其他預防再犯措施，藉由多元

處遇模式提升矯治效果，並無寫悔過書之

處分，該網傳、報導或傳述，顯係誤認或

惡意指摘本次修法之宗旨，難以認同！

修法後，只要是無正當理由持有、

施用第三、四級毒品，就會處以行

政罰。（圖片來源：行政院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ey.gov.tw/
posts/295004441169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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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林穎佑

美國緝毒署
我國際反毒合作

DEA的前世今生

相較於常出現在螢光幕前的美國聯邦

調 查 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美 國 緝 毒 署（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DEA）是較少人關注的聯邦

司法單位，其與 FBI同為美國司法部管轄的

聯邦執法單位，主要負責打擊毒品交易，而

且承擔了國際協調和毒品調查的任務。

毒品問題一直是各國的心腹大患，尤

其中南美洲國家因氣候適宜與該國內部政

治因素，許多毒梟利用各種管道，將低成

本的毒品大量運往美國，這也導致美國政

府始終致力於毒品戰爭。DEA成立於 1973

年，與當時尼克森政府所推動的反恐戰爭

有關，總部設置於靠近華盛頓的阿靈頓郡，

訓練基地與維吉尼亞州的海軍陸戰隊基地

共用。

近期跨國毒品犯罪的猖獗以及各國恐

怖組織與當地軍閥或犯罪集團合作，企圖

利用毒品龐大的暴利來獲取恐怖行動的資

金，這些都讓 DEA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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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過去的反毒，更結合了反恐的國土

安全任務。

此外，在毒品的高額利潤誘惑下，毒

販甚至會利用人體作為運輸工具，要求合

作者吞下包裝後的毒品直接夾帶以避開偵

緝；美國邊界更有許多不法人士利用挖地

道等方式來突破安檢，執法單位若是沒有

內線情報的提供，很難發現毒蹤。且由於

毒品利益相當高，除了政府取締外，幫派

間黑吃黑的問題也相當嚴重，毒梟擁槍自

重已不是新聞，更多的毒梟會利用重火力

作為掩護，甚至利用小型潛艇作為運毒的

工具，這都讓 DEA必須提升裝備來應對販

毒集團。

反毒博物館

毒品除了對吸食者造成生理與心理的

影響外，為了籌錢買毒所衍生的社會問題，

亦造成國家嚴重損失。除使用公權力來對

付毒品問題，反毒教育及對吸毒者的後續

醫療、心理協助也是必須。DEA在阿靈頓

郡設立的反毒博物館除了介紹 DEA的成立

DEA成立於 1973年，主要負責打擊毒品交易並承擔了國際
協調和毒品調查的任務；圖為 DEA過去緝毒行動與成果。
（Photo Credit: DEA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DEA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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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的反毒歷史，也說明毒品的危害與

當前濫用的情形，現場亦展出 DEA的執法

紀錄及查緝時的武器裝備，期待能讓參觀

民眾了解毒品的危害並建立對 DEA的支

持。該博物館位於五角大廈地鐵站，值得

有機會赴華府的民眾前往參觀。

國際反毒合作

毒犯為了追求更高純度的毒品，利用

各種方式在提煉技術與新的合成來源上尋

求突破，甚至不惜改變化學結構以避開法

規限制。同時，許多新興的軟性毒品以及

可以透過處方箋來取得的藥物，使得毒品

來源更為多元，而全球化的影響也讓國際

毒品的運送更為便利，這都讓反毒工作更

加困難，也促使各國必須在反毒工作上進

行合作。

以我國為例，近年緝獲毒品平均約

70%以上來自境外輸入，另由於地處重要

交通樞紐，在毒品的高額暴利下，許多不

法組織紛紛鋌而走險，參與跨境毒品走私

運輸及境外制毒等不法活動。過去各國傳

統的毒品來源大多來自東南亞的金三角、

中東的金新月、非洲黑三角、南美洲的銀

三角，例如從罌粟花中提煉出鴉片再精煉

成的海洛因，或是從古柯葉中提煉出的古

柯鹼，上述的「傳統毒品」大多是各國防

制的重點。但近來管制類的止痛藥與安眠

DEA在阿靈頓郡設立的反毒博物館，現場除說明毒品的危害與當前濫用的情形，亦展出 DEA的執法紀錄及查緝時的武器裝
備。（Photo Credit: GPA Photo Archiv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iip-photo-archive/albums/72157648774717121）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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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設計師藥物的濫用（被特別重新設計，

以減少原始藥物在藥理學上的作用，主要

為避免在正規藥物測試中，被檢查出有使

用過管制藥物，以逃避管制），以及不同

國家對於毒品認定的標準差異，都成為當

前主要防制議題。美國緝毒署於我國設聯

絡官辦公室為國際執法上的一大突破，對

我國的反毒工作而言，在情資分享與提高

國際能見度上有相當大的助益。

我國現況

我國在跨國執法上常因國際政治因素

而受到打壓，或是在國際司法互助中因為

外力的干預而無法爭取到有利的條件，甚

金三角地區
泰國、寮國和緬甸交界
處的一塊小三角洲

金新月地區
包括伊朗的錫斯坦省、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和西
北邊境省及阿富汗邊境
各省交界的三角地帶

黑三角地區
非洲西部幾內亞灣
沿岸地帶

銀三角地區
拉丁美洲，包括哥倫
比亞、秘魯、玻利維
亞和巴西所在的安第
斯山和亞馬遜地區

處的一塊小三角洲

至在參與國際司法組織時，雖說打擊犯罪

無國界，但依然受到政治力的干擾而無法

發揮所長。但如前文所述，我國的地緣位

置重要，若能先從個別議題的功能性作為

切入點與各國建立雙邊的單一議題合作模

式（如反毒、打擊人口販運、網路犯罪），

以人類安全的角度確立互信基礎，適時發

揮我國的不可取代性，未來在國際合作上

自然有突破的機會。而在這場國際反毒戰

爭中，單憑執法單位的努力絕對不足，需

思考如何結合民間的力量，以教育與在勒

戒方式上的更新，讓民眾了解毒品的危害，

透過公私協力的合作，才有可能打贏反毒

戰爭。

金三角、金新月、黑三角、銀三角是傳統毒品的主要來源地，也是各國防治

的重點，惟現今管制類藥品與設計師藥物濫用情形與日俱增，應納入當前主

要防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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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

話銷煙掃毒
／ 高雄市文化中心前政風室主任暨文藝工作者　葛治平

林則徐身處險惡官場，仍能大公無私及強勢銷煙作法，使清朝毒品
氾濫情形暫歇，更讓後人及國際人士深感佩服。因此，國民政府將林
則徐於虎門銷煙起始日 6月 3日定為「禁煙節」；聯合國於 1987 年將
6月 26日定為「國際反毒日」，恰巧是虎門銷煙結束翌日。

西元 1842年，英吉利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侵華，發動鴉片戰爭，逼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從六三禁煙節說起

西元 1842年（清道光 22年），英吉

利帝國主義者以經濟侵華，發動鴉片戰爭，

逼清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民

國成立後，政府頒定 6月 3日為禁煙節，

以喚醒民眾不要忘記當年那頁禍國殃民的

歷史，希望能永遠杜絕一切毒害案件之發

生。讓我們攜手拂去歷史明鏡上塵埃，回

溯源頭，共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

使命。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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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成毒物

鴉片原產地是阿拉伯，名叫阿芙蓉

（Afyun），花很美，五彩繽紛的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原種果實如裝酒

之罌，種子小如粟而得名，傳說花種子是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所帶回。

唐朝時就知道它的藥用很廣，明

代藥物學家李時珍於《本草綱目》

記載：阿芙蓉有微毒，性酸濇溫，

可止瀉、止痛、鎮咳化痰、提神，

麻醉諸作用，久用則上癮，罹患固疾，越

用越多，損人器官，使人體虛弱，精神錯

亂，意志消沉，不能自拔而死亡。明神宗

時，西域國獻上鴉片作為進貢禮品，神宗

吸取上癮，讚稱它為「福壽膏」，後竟以

鴉片犒賞大臣、妃子，致上

流社會仿傚。又因價格

貴，有賺頭，民間爭

相種植，導致稻麥不

足而鬧饑荒。

鴉片犒賞大臣、妃子，致上

流社會仿傚。又因價格

五彩繽紛的罌粟花原種果實如裝酒之罌，種子小如粟而得名，具有藥用療效，其果實可製成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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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印度公司輸入鴉片　毒害中國

晚清時代，英國在印度設立「東印度

公司」並鼓勵中南半島居民種植罌粟，並

將阿芙蓉改稱為鴉片（opi-um），大批輸

入中國。原本吸食者多屬王公貴族，以及

尋花問柳的商賈公子爺們，後來普及到市

井小民。雍正、乾隆時已知此物毒害之大，

乾隆便下禁令：「國內商人販賣鴉片者，

枷一月，杖一百，遣邊充戊卒三年，侍衛

官吏犯者罷職，枷二月，杖一百，流三千

里為奴。」雖一時效果甚佳，然因官吏吸

毒成癮，生活早已腐化，竟包庇犯罪，形

成禁者自禁，吸者自吸，吸毒情勢因而氾

濫成災。

鐵血欽差林則徐　可圈可點

西元 1835年（道光 15年）中國人至

少有二百萬人吸毒。忠誠大臣黃爵滋、御

史朱成列直諫皇帝禁煙，奏章中說：「國

內銀鈔日缺，無賴遊民日增，其原因實由

不禁鴉片之故」，但朝廷中亦有官吏反對

禁煙者，讓皇帝猶豫不決。後來道光皇帝

聽聞兩廣總督林則徐禁煙執行最澈底，便

細閱林則徐痛斥煙毒危害之奏章：「煙不

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則無可

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道光帝閱奏後，

即召見林授職欽差大臣，派他前往海口，

嚴查鴉片貿易案。

鴉片從王公貴族、商賈公子普及到市井小民，雖清政

府下過禁令，但官吏早已吸食成癮、互相包庇，導致

吸毒情勢氾濫成災。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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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令各洋商於 3日內將鴉片全數繳出

銷毀，並公告若查獲鴉片「船貨沒收，人

即正法」。當時英新派海軍上將義律任駐

華商務監督，其為人狡滑，僅繳一千多箱。

3日期到，林下令拘捕外商，並命其等在

十三行夷館接受審判及斷絕飲食品供應。

當時義律欲率英商離華，林表示將鴉片全

數繳清才可放行。最後義律終於屈服，與

英商繳交全部私藏之 2萬箱鴉片，於 1839

年 6月 3日於虎門海灘以「海水浸化法」

公開銷毀鴉片 237萬餘斤，由於數量太多，

直至 6月 25日才全數銷毀完畢。林則徐身

處險惡官場，卻仍能大公無私及強勢銷煙

作法，讓後人及國際人士深感佩服，因此

國民政府於 1920年代將 6月

3日定為「禁煙節」；後來

聯合國於 1987年通過決

議將 6月 26日定為「國

際反毒日」，恰巧又是林

則徐銷煙結束翌日。

道光皇帝授職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緝鴉片；林於 1839年 6月 3日於虎門海灘銷毀鴉片 237萬餘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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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門銷煙　引發鴉片戰爭

虎門銷煙雖從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鴉片

在中國的氾濫，然禁煙運動卻直接損害了

英國資產階級的利益。英國政府很快決定

對中國發動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清廷擋

不住西洋的「船堅砲利」而戰敗，朝廷中

主和者如琦善，兩江總督牛鑑更進讒言誣

詆林處事急躁，好大喜功，罪不可赦，林

則徐被貶謫，遠遣衛戍伊犁。

虎門銷煙遏制了鴉片在中國的氾濫，然英國政府因利益受損而對清廷發動侵略戰爭，清廷不敵西洋的「船堅砲利」

而戰敗，林則徐被小人讒言所傷，貶謫衛戍伊犁。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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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朝廷察知琦善不善不忠，速判重

罪；牛鑑防衛海疆失職，亦逮京治罪；浙

江提督余步雲，作戰不力斬首。林雖遭貶

新疆，仍努力地方建設、興水利、闢屯田。

1850年，召京復職欽差大臣駐陝西督理軍

務，最後加諡「林文忠公」。

禁煙掃毒　治本治標應雙管齊下

根據內政部刑事警察局統計資料（107

年中華民國刑案－歷年兒童嫌疑人、少年

嫌疑人、青年嫌疑人犯罪統計）顯示，近

10年間兒童（12歲以下）、少年（12至

18歲）及青年（未滿 20歲）涉及毒品犯

罪者共計 19人、1萬 4,331人及 6萬 2,122

人。筆者於任職法務部設立感化機構「明

陽中學」之義務心理輔導老師期間，曾輔

導過 2位煙毒少年犯，一位是在國小六年

級時，因為同學誘稱吸食安非他命可提神、

上課精神好，惟吸食成癮後，因為無錢購

買而成毒品零售者並於國中二年級被逮。

另一個案沒有吸毒習慣，只因其本著「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善良本性，在受人之託

代送禮物被捕後，才知是毒品，裁處受感

化教育實為無奈！

反毒害之治本之道，就應該加強反毒

教育，讓青少年及兒童知道過往案例之接

觸情節，再加上學校家庭全力配合禁菸、

掃毒。治標方法則可修訂〈刑法〉及《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在兼顧人權的考量下，

或可比照新加坡、菲律賓等國作法，加重

刑責。亂世用重典，人民生命財產得有保

障；再提高檢舉獎金，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寶島上之煙毒或可澈底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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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聽善問     化險為夷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疫情當前，如果人人都發揮多聽多問之
「善聽善問」精神，防護周密，就能化險為
夷、度過難關。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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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廳小姐「善問」

找出未守「居家隔離」之臺商

金鼠年武漢肺炎肆虐，原本繁華的武

漢市一夕間變成人間煉獄，全球聞之色

變。為因應疫情高風險，從國外回來者要

交代旅遊史，從疫區來的要自主管理或居

家隔離，但就是有人不聽勸，到處趴趴走，

造成防疫漏洞。如何防堵防疫破口呢？唯

有靠「善聽善問」。首例奏功的某舞廳小

姐對消費客人「善問」，才能找出不守居

家隔離規定之臺商。又如臺東縣民有武漢

旅遊史，返臺後身體不適，被看診醫生不

斷詰問才問出真相，因而縣衛生局開罰 3

萬元。

高鐵乘客「善聽」

抓到違反「居家檢疫」之陸配

有名陸配於 2月中旬從上海飛

抵松山機場，隨後搭計程車到臺

北車站，再搭高鐵到高雄走出

站外打電話時，被一旁民

眾「善聽」到通話內容，

趕緊向高鐵警察舉報。

警方與衛生人員隨即趕

到婦人家前堵人，並開

立 15萬元的罰單。此舉

即發揮「善聽」妙用。

劉邦與陳平「善聽善問」化險為夷

歷史上漢朝劉邦與陳平君臣相得，也

是得力於「善聽善問」的代表人物。漢高

祖六年（西元前 201年），劉邦已登上帝

位二年，竟有人匿名上書告發楚王韓信謀

反。劉邦立即召見群臣，詢問該如何處置？

有人檢舉不法，理當先行查明事實，但劉

邦太想早日處置韓信，在未調查實情前，

竟迫不及待地要群臣諸將提出解決辦法。

眾將軍聽到韓信將謀反，竟毫不猶豫地說：

「亟發兵阬豎子耳。」

要儘快出兵，逮捕韓

信而活埋。

劉邦聽了並沒有

立即決定，反倒沉默

不語。因為要說韓信

謀反，根本是無憑

無據；即使要出

兵，也是師出無

名。此外，韓信

絕非等閒之輩，就

算想逮捕他，又談何

容易。當時韓信不僅

收留了項羽的悍將鍾離眛，回到

楚地後，立即召來當年給他

胯下之辱的少年，還封他為

楚國中尉，管理楚地治安。韓

安全防護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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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這兩手策略相當成功，使他在楚地，不

僅擁有能征善戰名將；還讓當年羞辱他的

無賴，不僅沒遭報復，竟還登上楚國警政

首長。此外還有報恩漂母賜千金的義行善

舉，無不感動人心。這些以德報怨，雖然

只施恩二三人，就已博得社會觀感，

深得楚國民心的擁戴。

韓信衣錦返鄉後的精心布

局，在楚國境內，任憑誰都難

以撼動他。因為他不僅原

先就是楚國人，回到楚

國後，還能寬大為懷，

在境內贏得兩股勢力的

擁護。不僅項家的派

系會支持他，民間的游

俠、黑道也會敬重他。有

了這兩股勢力，中央即使

想動他，也絕非易事。

劉邦雖很想除去心頭隱

患，卻不知如何是好，便請

教智多星陳平。陳平先是一

再推辭，不願提出意見，但也意

識到劉邦急於處置韓信，實在無法坐視不

管，便先反問劉邦，聽聽將領們都是怎麼

說的？劉邦便把大家欲發兵阬殺韓信的話

語全告訴陳平。陳平再問，韓信自個兒知

道這事嗎？劉邦說還不知道。陳平心裡便

有底了，深知這次別說是劉邦，眾將軍也

早已摩拳擦掌，非得捉拿韓信

不可。而這事最慶幸之處，

便是遠在楚國的韓信，竟然還

毫不知情。只要這兩個條件成熟，

捉拿韓信便簡單多了。

儘管如此，陳平還是慎重地三

問劉邦：請評估一下，您所掌握的

精兵與韓信相比，那一方比較強

呢？劉邦雖已登上帝位，卻仍直

率地回覆說我軍實在不如楚軍。

陳平又極度冷靜地四問劉邦，中央的

軍事實力，和帶兵的將領，是否都能與韓

信交鋒？等劉邦好好省視又醒悟到，無論

是軍力或將領都不是楚國對手，今天只會

嚷嚷著要捉拿韓信，若還是依著衝動情緒，

便草率地發兵攻楚，無異以卵擊石，非但

不是良策，還很可能會招來雪崩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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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劉邦知彼知己後，善問的陳平於

是放膽直言：「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

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

危之。」劉邦被陳平這一冷靜棒喝當場醒

悟，一如往例地請教陳平：「為之奈何？」

縱觀劉邦生平，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他從

不因年齡大小或身份懸殊，便不再坦誠地

請教他人。劉邦總是在關鍵時刻，毫不猶

疑地詢問左右「為之奈何」？

劉邦一句「為之奈何」，使他永遠能

從逆境中找到突破點，即使客觀條件看似

艱困，都因能善問而得人傾囊相授，找到

解決問題的破口。陳平不假思索歷史文獻，

於是獻策說：古時候天子會巡視各地、會

見諸侯並視察諸侯守土狀況。南方有個雲

夢澤，您就出巡至雲夢澤，再到陳縣去會

見諸侯。因為陳縣正好位在楚國的西部，

不在楚境內，韓信聽聞天子出遊，就不會

想到得做軍事防備，他會直接地前往郊外

迎接天子。正當他拜見之際，即可趁機擒

住他，這只需派個大力士就能辦成。

劉邦覺得此計甚妥，既沒高風險，也

能讓韓信毫不設防，加上陳縣不在楚國境

內，楚國人縱然知情了，也難以及時救援。

劉邦於是派遣使者召告諸侯，宣稱他即將

要南巡出遊至雲夢澤，所有諸侯都必須前

往陳縣等候會見。

果然不出陳平所料，劉邦還未到達陳

縣，楚王韓信已在郊外路上準備迎接。劉

邦早已部署武士，見到韓信立即逮捕，後

將韓信帶回雒陽，再赦免韓信，改封為淮

陰侯。畢竟韓信確無謀反證據，但劉邦除

了定要懲治韓信，也擔心韓信對中央所形

成的巨大威脅，便將他留在身旁。只要韓

信無法動員到楚國的資源和兵力，便大大

降低戰神的軍事威脅。韓信輕信劉邦偽遊

雲夢澤，一時措手不及終淪為階下囚。

《孫子兵法》：「兵之情主速，乘人

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陳平能輕易地生擒戰神韓信，固有其獨到

智謀，更重要的還是劉邦善聽，而陳平善

問，君臣都懂得「善聽善問」之道，知彼

知己、良性互動，才讓陳平有貢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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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

機關安全
防護微觀面向：防蛇

臺灣氣候溫暖潮濕，地形多山，植物繁茂，非常適

合蛇類棲息。法務部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坐落北宜

路山區，每逢夏季蛇類出沒頻繁，造成園區內人心惶惶。

108年 7月，發現一條雨傘節遊走在 2樓辦公室走廊，

所幸及時被同仁發現才未發生蛇吻事件。事後該單位嚴

正看待蛇患，尋求防蛇方法，最終以捕魚細網方式，做

為防蛇之安全防護，茲列舉相關優點如下：

雨傘節遊走在 2樓辦公室走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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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效性

一般流傳的防蛇方法不外乎雄黃、硫

磺、石灰、鵝糞等，但以筆者所在之辦公

環境而言，這些都無法有效防範，真正有

效方法是流刺網，因為蛇全身包覆鱗片，

透過網子韌性及高密度網格，每當蛇行經

穿過網子就會被卡住，而且越掙扎就纏越

緊，無法自行脫困。機關定期巡視園區過

程中若發現蛇掛網，則剪網解救，並移至

偏僻處野放，使人蛇共存。

二、效益性

從成本效益觀點來看，每張規格三分

網大約僅新臺幣 150元，架設範圍卻能長

達 900公分，高達 120公分，簡單幾張網

子就能含蓋整片辦公環境外圍，而且經得

起長期風吹日曬雨淋，亦不減損其效果；

反觀雄黃、硫磺、石灰等鋪灑在外，可能

遭大雨沖刷或強風吹散而失效。

龜殼花被阻擋在辦公區附近。（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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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便性

架設方式採垂直掛網，使網面底端之

鉛塊自然寬鬆地垂落在地面上，再搭配尼

龍繩及棍子，以繩子將網子綁在棍子上即

可，架設點可依預判蛇出沒路徑隨時調整，

相當便利。

四、 修補性

網子即使因為解救被纏繞的蛇必須剪

網，網子缺口以市售常見釣魚線來修補，

仍可繼續使用，不需要因為小缺口就將整

張網子丟棄造成浪費。

綜上所述，自從架設流刺網防蛇，已

有效攔截10多條蛇，且曾一日有2條掛網，

驗證了流刺網防蛇效果顯著。面臨蛇類入

侵可能之機關，不妨參考運用，以維護機

關安全。

備註：
1. 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條第 1款規定，野生動物
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類性命之虞者，不受同法第 19條第
1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2. 流刺網僅供防蛇之用，請務必謹慎處理，嚴禁隨意棄置河
川影響魚群生態，恪遵生態永續發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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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洪志銘

現存

3年前，在一個颱風過後的早晨，我

在馬路旁發現 1隻已死的雛鳥。我當時不

解，為何在附近沒有樹或其他植物等可供

築巢的地方，會有一副如此幼小卻又「新

鮮」的鳥屍。乍看之下，牠就像隻小恐龍，

餓死在6,500萬年前萬物正在枯竭的地球。

數週後，在歷經另一個更大的颱風後，鄰

近我家的一處小公園裡倒樹眾多。我好奇

地翻弄幾棵倒樹，驚訝地發現平常不易窺

見的樹冠中，藏著不少鳥巢。在 1棵倒下

的榕樹上，我很輕易地就發現 3個鳥巢。

1個白頭翁的、1個綠繡眼的、還有 1個白

腰文鳥的。白腰文鳥的球狀巢裡還有兩隻

剛孵化不久的幼雛。然而覆巢之下，牠們

注定要面臨早夭的命運。

馬路上的雛鳥屍體。（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拾獲於倒樹上的白腰文鳥巢，其中有 2隻剛孵化不久的
幼雛。（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恐龍」
會蓋房子的

環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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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許多鳥類於夏天繁殖，這

卻也是颱風的季節。在上述的例子中，似

乎鳥巢並未能提供幼鳥免於颱風侵害的庇

護。但實際上，卻有更多的幼鳥因鳥巢的

庇護而生存下來，不僅在臺灣，不僅於現

在，更可能遠至恐龍時代。

地球上的現代鳥類種類繁多，且能建

造出各式各樣的巢。有些鳥巢結構相當複

雜，還可能以很精細的編織方式懸吊於細

枝末端。鳥雖然沒有人類般的靈巧手指，

卻能用牠們的嘴喙，編織出結構複雜的建

築物，這著實令我驚嘆。但是鳥類一直以

來都是這樣的「嘴」工了得嗎？我的研究

團隊查閱大量的鳥巢資料，發現鳥巢能簡

單到什麼都沒有（即直接下蛋在地面或其

他物體如岩壁凹穴的表面），到座落於細

枝間彷彿精巧杯具，甚至有數公噸重的鳥

類大廈。看來有些鳥在築巢方面善於精工，

有些則草草了事。我們也好奇在鳥類的演

化過程中，牠們的巢是否也有所改變。

黑枕藍鶲位於細樹枝間的杯狀鳥巢。（圖片來源：葉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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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根據全世界半數以上鳥種

的築巢資料，以及牠們的親緣關係進行演

化模型分析，發現鳥巢結構變化在鳥類的

演化過程中，大致是由最初的完全無結構

到簡單的平台狀或洞穴型，至於結構複雜

的球狀或杯狀鳥巢則是到較晚的時期才出

現。而且親緣關係較近的鳥類，牠們的巢

結構也較相近。因此，鳥巢結構可能主要

是取決於先天能力，而較少的比例則是依

據後天經驗學習而得。

值得注意的是，鳥類與恐龍的關係，

不單純只是後者取代前者成為地球上的成

功類群。目前關於鳥類的起源，最受化石

證據支持的看法為鳥類是恐龍中的 1個支

系。換句話說，鳥類就是恐龍──恐龍目

前還未滅絕！只是這些現存的「鳥恐龍」，

與人們根據骨頭化石所推估出來的「非鳥

恐龍」，外型相差甚遠。但是一些新證據

顯示鳥與「非鳥恐龍」，並非那麼不同。

有人可能認為，鳥與「非鳥恐龍」的最大

分野是前者有羽毛，而後者沒有。然而，

越來越多新出土的「非鳥恐龍」化石被發

現具有羽毛痕跡或殘骸。但為何過去沒人

發現恐龍有羽毛呢？也許是因為只有少部

分「非鳥恐龍」有羽毛；或者科學家忽略

了他們沒放在心上的假設，而只關注在他

們先入為主的目標。

既然鳥會築巢，那「非鳥恐龍」會嗎？

研判「非鳥恐龍」可能像鱷魚（鳥類的現

存最近親戚）那般，用植物在地面堆出 1

個小丘或是挖出個淺洞為巢，將蛋下到其

中。有些恐龍種類會在巢中的蛋上覆

蓋植物或沙土等巢材，形成封

閉型的巢。但是恐龍巢很少

成為化石，其植物巢材更

是不會保存下來！

但為何所有的「非鳥恐

龍」在 6,500萬年前的全球生

物大滅絕中消失了，鳥類卻能逃過

此劫呢？更正確地講，是只有「今鳥類」

蓋植物或沙土等巢材，形成封

龍」在

越來越多新出土的「非鳥恐龍」化石被發現具

有羽毛痕跡或殘骸。圖為中華龍鳥化石所保

存的羽毛痕跡與內部組織，及復原捕食的想像

畫面。（Photo Credit: Fiann M. Smithwick, Robert 
Nicholls, Innes C. Cuthill, Jakob Vinther,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inosauropteryx-1.
jpg; Robert Nicholl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Sinosauropteryx_with_Dalinghosauru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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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rnithes，即現生鳥類這個支系）存

活下來，因為其他中生代鳥類支系也滅絕。

也許只是「今鳥類」純粹較幸運，或也許

某些特徵使牠們生存率大增。最新研究認

為：大滅絕時地球的森林被毀滅，森林性

鳥類（這包含其他中生代鳥類支系）滅絕

了，只剩下地棲性的鳥類，就像現今的鴕

鳥、雁鴨或雉雞。食物量的減少可能也造

成了恐龍餓死。在歷經大滅絕後，當植被

漸漸恢復時，這些存活的地棲性鳥類歷經

輻射適應，快速地分化成形形色色的現代

鳥。但這項假說，還無法完全解釋為何地

棲性鳥類能夠存活，而更多的鳥類與「非

鳥恐龍」卻不能。有人認為這些倖存的鳥

可能是以種子為主食，所以在多數植物都

滅絕後，仍有較多的食物度過此危機。這

似乎還是個無法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釋。在

此我要提出另一個可能的理由：鳥巢可能

是個決定因素。

雖然有些「非鳥恐龍」被認為會築巢，

牠們的巢相對於現代鳥的巢還算是簡陋。

地球在 6,500萬年前經歷全球生物大滅絕，左圖為滅絕原因
─隕石撞擊想像圖，右圖為恐龍滅絕想像圖，「非鳥恐龍」

在此浩劫中消失，只有「今鳥類」存活下來。（Photo Credit: 
NAS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lanetoid_crashing_into_
primordial_Earth.jpg;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Zina Deretsky, https://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Deccan_Traps_volcano.jpg）

環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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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的喙會比布滿牙齒的喙適合用來編織植物纖維成巢，而鳥巢能保護蛋且有助於親鳥孵蛋。（Photo Credit: Pixabay）

除了「今鳥類」之外的其他中生代鳥類，

是否會築巢仍是未知之謎，畢竟鳥巢很難

成為化石。但中生代的古代鳥類的嘴喙上

多有牙齒，今鳥類的嘴喙則是光滑無齒。

由於鳥類是用喙來築巢，我認為光滑的喙

會比布滿牙齒的喙適合用來編織植物纖維

成巢。所以，我大膽地推測中生代鳥類中

除了「今鳥類」外，大多不太會築巢。鳥

巢能保護蛋且有助於親鳥孵蛋，因此在氣

候惡劣的大滅絕時期，鳥巢或許能幫助鳥

成功繁殖下一代。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

需要進一步的證據去檢驗。

上述故事暗喻著這群現存於地球上的

「恐龍」，可能是憑藉著牠們繼承於祖先

持續變化的築巢能力，建構出可供其幼雛

與蛋庇護的家，而得以適應著不斷變動的

環境，並活躍於我們的生活周遭。然而，

因為人類的種種開發行為，全球的環境正

以遠快於遠古時代的速度改變著。究竟這

群現存「恐龍」能否憑藉著其蓋房子的能

力，度過可能到來的另ㄧ次全球性生物大

滅絕？這得留待到時還存活的高智慧生物

去解答了。

環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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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無障礙之家　張文彬

2018 年 2 月 5 日，一位年輕的公職護理師蔡邑敏，為護送蘭嶼一名 81 歲肺
炎病患後送本島治療，搭乘一架黑鷹直昇機，於深夜 23時起飛後不到 3分鐘，
該機旋即墜海失事，機上 6人全數罹難。

離島地區
醫療資源的距離

蘭嶼醫療資源明顯不足

「風超大，又下雨，我好怕」，這是

28歲蔡護理師傳給她父母的最後訊息。

當日，除蔡護理師、病患及家屬外，空勤

總隊也損失 3 位優秀弟兄，令人心痛不

已。親人意外驟逝，是所有家庭成員永遠

無法抹滅的傷痛。探究原因，在於蘭嶼

唯一的醫院─「蘭嶼衛生所」醫療資源不

足，重症病患僅能仰賴搭乘飛機後送臺灣

本島救治。

衛福部統計，離島地區每位醫師服務

人口數為臺灣地區醫師服務人口數的 2.4

倍。以蘭嶼為例，無任何開業醫院或診所，

全島僅有 1間衛生所從事醫療照護。依

2019年 8月數據，蘭嶼人口總數為 5,151

人，即該衛生所服務人數逾 5千人，相較

於本島地區每醫療院所服務人數為 1,034

人（衛福部 2019年 9月公布資料），幾為

本島 5倍，蘭嶼鄉醫療資源顯屬不足。

與

512國際護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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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積極推動離島各項醫療計畫

依前述案例，衛福部秉持著「醫師動，

病人不動」以及「醫療不中斷」的原則，

積極推動在地醫療為主、空中轉診為輔之

離島醫療服務。其於 2018年 6月提出多項

改善計畫，並針對不同離島地區規劃不同

之醫療政策：金門、澎湖地區以強化在地

醫療為主、緊急後送為輔。連江地區透過

遠距會診以減少空中轉診後送人數。澎湖

衛福部「離島醫療照護行動計畫」中揭示 107年離島地區與全國醫療資源分布情形，從數據中可見蘭嶼鄉
醫療資源之匱乏。（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4274-46094-104.html）

512國際護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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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之三級離島、臺東縣蘭嶼及綠島則以

強化當地醫護人員之緊急救護人力，穩定

後送病人病情，避免夜間或氣候不佳時進

行後送為目標。衛福部總體目標有二：提

升在地醫病信任關係及降低不必要或夜間

之空中轉診後送。

各項醫療計畫包括：

1.「原住民族離島地區醫事人員的養成計

畫」―培育離島地區在地醫事人才，以

維持該地區之醫事人力。

2.「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結合離島地區

在地民間團體，落實「健康生活化、生

活健康化」，推行健康篩檢及衛教宣導

等之自我健康管理措施。

3.「離島醫療資源提升計畫」―由大型醫

學中心支援醫療資源不足之地區醫院，

提升在地醫療服務資源與品質，增加當

地居民就醫可近性。

4.「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升計畫」―

鼓勵有能力的醫療院所將人力及資源送

到離島鄉，提供醫療支援及居家護理等

服務。

5. 「衛生所（室）醫事人員急重症教育訓

練計畫」―強化醫護人員之緊急救護能

力，例如接受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

導管導入、插管、外傷判別及緊急處理

等相關訓練，以避免須於夜間或氣候不

佳時進行後送。

6. 「離島遠距健康先驅計畫」―建立空中

轉診審核中心（下稱：空審中心），藉

由空審中心醫師、蘭嶼衛生所及臺東馬

偕醫院三方視訊會診系統之共同決策模

式，提供醫療專業意見，藉此提升在地

民眾之信賴，可減少不必要的空中轉診

後送或夜間後送。

為改善整體偏鄉醫療環境，使在地居民健康受到更妥善照護，

衛福部提出六大策略，推動多項改善計畫。（圖片來源：行政院，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341cd1dc-b6bf-4364-
bb17-80f501d3ab90）

「原住民族離島地區醫事人員的養成計畫」旨在充實在地醫療

人力，多面向改善醫師人力缺口。（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
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323b5058-ab64-4c0a-a988-
24284df5a018）

512國際護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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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緊急醫療後送計畫」―若當地醫療機

構無法提供適當醫療處置，申請空中轉

診後送，並經空審中心審核確有緊急後

送臺灣本島就醫需要者，立即協

助緊急調派航空器後送就醫。金

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區已於

2019年 8月啟動救護航空器駐

地備勤，啟動及時、有效率之緊

急醫療後送服務。

後記

蘭嶼黑鷹直昇機後送病患失

事的案例，為全臺不可遺忘的傷

痛，該事件突顯出離島地區醫療

資源的不足，政府主管機關執行

相關計畫後，可使「離島地區與醫療資源

的距離」跨進一大步。然在2019年9月底，

擁有英國研究所碩士學位的陸籍選手王銀

煥，於澎湖參加國際鐵人三項競賽時，因

澎湖地區醫療救護能量不足而在重傷後宣

告不治，顯示前述醫療計畫仍有待強化。

蔡邑敏護理師自願奉獻偏鄉離島，在

蘭嶼衛生所服務約 5年，一本護理專業及

職守，為支援醫療救護行動、冒險犯難，

年僅 28歲就犧牲寶貴生命，2018年 5月

政府追頒「南丁格爾獎特別奉獻獎」，並

於 2019年 2月申請「冒險犯難」從優撫

恤終獲過關。由衷企盼，蔡護理師的大愛

精神，能喚起社會、支持政府更關注、解

決離島醫療不足問題。

「緊急醫療後送計畫」旨在強化緊急後送機制，提升偏鄉離

島的黃金救命效能。（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
Page/9277F759E41CCD91/323b5058-ab64-4c0a-a988-24284df5a018）

送臺灣本島就醫需要者，立即協

助緊急調派航空器後送就醫。金

門、連江、澎湖三離島區已於

月啟動救護航空器駐

地備勤，啟動及時、有效率之緊

蘭嶼直昇機後送病患失事的案例為全臺不可遺忘的傷痛，由衷企盼蔡
邑敏護理師的大愛精神，能喚起社會大眾對離島醫療資源不足的關
注與反思。（圖片來源：蘭嶼守護天使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
com/3847005853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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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攝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徐嘉君

蒸氣森林

在一個涼爽的 11月天，筆者到海拔 1,500公尺左右的樣區工作，樣
區是非常潮濕的扁柏純林，一年有超過 300天都籠罩在雲霧當中，說好
聽是仙氣繚繞，在如此濕冷的環境工作幾小時就凍壞了。

不知道讀者有沒有看過，在涼爽的天氣
下劇烈運動過後，從身體蒸散出水蒸氣的
景象？

鴛鴦湖保護區

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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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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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天卻無預期地出現了藍天，當暖暖的陽光灑在這些扁柏上時，這

些扁柏彷彿一起嘆了一口氣，從枝幹跟樹葉發散出裊裊的蒸氣，緩緩發散到

空中，整座森林就在這種蒸騰的狀態中維持了 2、3小時，此時你真的會相
信阿凡達森林的存在。

絕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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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研究中心研究員　邱志郁

雨中竹

一如往昔　側身狹小縫隙

卑微緩緩挪動身軀

悄悄瞻仰高雅光潔的妳

稍探出頭　即已無從迴避

是曙光見證的誓言

讓妳看到我的全心全力

為了讓妳認出　我

祈求上蒼

賜予不變的模樣

無論在多少年後

無論是又過了多少年

即便我已不再能言語

如果妳願意聆聽

依然可以憶起　我

身心交瘁碰擊時

清亮單薄的悲鳴

〈雨中竹─春雨初筍〉，原載《秋水詩刊》，154期
（2012）。竹筍一旦冒出土面，即可迅速抽長成竹，
蘊涵了沉潛修持，蓄勢待發的象徵。臺灣孟宗竹筍，

主要有兩次的採收期：冬筍（右圖）是在 11月至 1月，
需鬆土挖掘，找尋隱藏在土中的筍頭，短小圓胖，產

量少，品質亦佳，是冬季唯一的竹筍，價格高昂；春

筍（左圖）則是在 2至 4月，已露出地面。但仍需先
清除地面雜草，以方便採收，因有其他種類的竹筍陸

續產出（例如桂竹筍），價格遠不如冬筍。

〈雨中竹─夏雨竹籬〉，原載《秋水詩刊》，

154期（2012）。竹子從嫩到老，除了顏色
的變化之外，外觀並無太大改變。甚至加工

製成器物，依稀能夠維持原有的模樣。寄寓

人世，任何人都無法規避天命的定數，但是

透過具體的文字書寫和行為修持，卻可讓形

象記憶和精神感召長久留存。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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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挺的身影　捍衛了堅韌的標記

誰又視得我空洞的內心

緘封一個

始終未能寄出的　愛的期許

反覆的晴雨　洗練了流逝的青春

誰又識得我心底的情語

夢斷一個

無法開釋宿命的　心的囹圄

昔日細雨　猶似當今

點點滴滴　是無心還是有心

若是無心　該如何遮掩

一個又一個　心結

若是有心　又怎堪道語

一截又一截　心虛

〈雨中竹─秋雨孤竹〉，原載《秋水詩刊》，

154期（2012）。竹子莖稈筆直，中空有節，
常被賦予寄興寓情的想像。刺竹耐旱又耐鹽

鹼，在臺南高雄一帶俗稱月世界的惡地，刺

竹幾乎是當地僅能存活的高等植物。

一生細心輕捧　不堪言明的宿命

層層眷戀　悄悄緊裹秘語

那掏盡心肺的絕響

糾結幾許屏息凝視

縱然只是穿插歡欣的瞬間

縱然只是點綴榮耀的雲煙

怦然心驚　是為了不讓相忘

幸福的約定

繽紛飄雨

是我燃盡生命　墜落的形骸

〈雨中竹─冬雨爆竹〉，原載《秋水詩

刊》，156期（2013）。爆竹名稱的由來，
是焚燒竹稈時，竹稈內的空氣受熱爆裂，

發出的巨響類似火藥爆炸而得名，可為喜

慶增添熱鬧的氣氛。爆竹，本質上也隱含

了竹子由生至滅，對人類文明所提供的貢

獻。是形形色色，由具體到抽象所凝聚醇

醲的文化意涵。歲暮飄雨的天空，驚起爆

竹震耳聲響。歡騰喜樂之中，誰又瞧見年

歲逝去的悲涼？吾輩當常懷惜福感恩之

心，感念前人犧牲奉獻提攜之情。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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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雨中的竹林，窸窸窣窣，彷如細語。

細心聆聽，正是竹群間呢喃的人間密語。

竹子地下莖所構成的竹鞭，靜靜等待

機會成長。當春雨來臨，竹筍就會迅速膨

大冒出地面，十天（一旬）之內迅速抽長

成為竹子，這正是「筍」造字的奧妙之處。

竹筍能夠如此疾速生長的秘密，在於竹筍

實際上是由密密麻麻幼嫩的「節」所構成，

當竹筍露出地面時，這些密布的「節」同

時抽長，造成竹筍能在短時間內長成竹子。

竹筍的生理特性，如同人生的際遇，在困

頓迷惘之中，需要沉潛修持，蓄積能量。

終而在曙光中豁然開釋疑惑，突破自限藩

籬，擁抱新生希望的喜悅。這種隱忍的熱

切渴望，猶如對伊人的傾慕，對理想抱負

的執著投入。

歐陽修的「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

聲皆是恨」，是夜闌人靜時，感應於風吹

竹搖，竹稈相互碰擊和竹葉抖動的音韻，

引動那種屬於深秋的淒涼和落寞。千聲萬

葉，伴隨細雨，猶如細語。風敲竹韻，無

際無邊，恍若秋月，扣人心弦。借用此種

概念，可引伸出夏季驟雨，豆大的雨滴敲

擊在竹籬的清脆聲響，可似「逐漸遠離」

的哀痛悲鳴？

先父擅長吹笛，甚至自己製作笛子。

當他往生時，將他最喜歡的洞簫和竹笛一

併隨身火化。現在回想起來，是有點不捨。

但有什麼會比物歸原主更具意義？聆聽幾

次音樂演奏會，每當有傑出的吹笛手獨奏

橋段，心頭都會一陣抽緊，淚水在眼眶縈

繞。「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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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李白的神來之筆，讓精緻的玉笛聲

勾起千年來無數人華麗的心曲。我個人記

憶中質樸的竹笛聲，則是幽然催喚腦海深

層的縹緲。

〈秋雨孤竹〉，是根據竹子具體的特

徵和形態，引伸出竹子擬人化的人格形象。

在此顛覆了古典文學中所塑造的正直謙

遜、堅毅長青、不辭歲寒的君子風貌，而

是加入了人性本質的描述，也就是包括裝

模作樣、矯情掩飾、心口不一、畏懼孤獨、

算計得失的尋常思維。在光鮮剛強的外表

之下，娓娓道出平素強顏歡笑，不為人知

的孤獨和惆悵。此段的基調是沿用劉禹錫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的名句。運用典故改寫，如同資產再造，

讓思緒延伸到千年。借用了這個梗，延伸

到「雨中竹」在四季的雨中即景，「雨」

乃「語」的雙關語，論述竹的不同時空裡

的心路歷程。

〈冬雨爆竹〉所描繪爆竹的意象，是

由層層紙張包裹著火藥所構成。點燃爆竹

的時候，通常都是記載歡樂和禮讚的時刻，

會讓人嚇一跳的爆炸聲勢，在於提醒你：

好好記下這個時刻的榮耀和喜悅。然而卻

很少人注意到，伴隨爆竹爆炸聲響，如同

細雨般飄落的紙屑，是爆竹燃燒生命，所

帶給我們的歡樂。

年輕學子是老師、父母心中的寶貝，

縱然明知終有一天將要告別離去。無論是

畢業，或是成家立業，正是爆竹點燃，值

得道賀慶祝的時刻到臨。但伴隨而生的就

是師長、父母年邁老去。他們的犧牲奉獻，

卻將一切的榮耀留給了我們。

雙關語，不太容易看出。可嘗試體會：

青春、心結、心虛，都具備可實可虛的意

義。至於準雙關語（同音詞）：細語（細

雨）、情語（晴雨）、籬（離），同樣是

試圖引人探索密境。在力求簡潔精簡的表

達格局中，雙關語經常可發揮突破字數限

制，豐富語意，並可達到切換不同情境的

效果。

詩話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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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吃粽子的由來

粽子，古代又名「角黍」，是一種用

菰葉包裹黍米的食品。端午節是農曆 5月

5日，農曆 5月之後天氣開始熱了，民間

有句諺語「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

不安寧」，所以 5月也被認為是

「毒月」。人們為避毒及趨毒，

便有懸艾草、飲雄黃酒、掛香

包等習俗，另為祈求平安，

就製作角黍祭神，以祈求神

明庇佑，故衍生出端午節吃粽

子的傳統。

南北粽子大 PK

臺灣粽子分為「北部粽」與「南部

粽」，「南煮北蒸」為最大區別。北部地

區大都以竹子乾葉（桂竹葉）來包裹粽子，

外觀為棕黃色澤、略帶斑點，常見的餡料

為蝦米、紅蔥頭、香菇及五花肉等，內餡

粒粒分明味道香濃且有咀嚼感。南部民眾

則喜歡用麻竹葉或月桃葉，外觀是綠色具

特殊香氣，常用餡料為豬肉、香菇、魷魚、

栗子及蛋黃等，用料變化較多且豐

富，口感較粘稠軟爛，能突

顯食材的原味。不論「北

部粽」與「南部粽」，

均有不少死忠的擁護

／ 茴薌農園　林　怡

端午節是華人三大傳統節日之
一，人們利用不同植物葉片來包製
粽子，內餡也依各地傳統及喜愛而
有不同；蒸煮時，粽子會散發出葉
子香氣，滿街飄香。

話粽子

月也被認為是
富，口感較粘稠軟爛，能突

顯食材的原味。不論「北

月桃（左）和麻竹（右）

的葉子常被南部民眾取

來包粽子。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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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年間，更有業者發揮創意，融合二

種粽的優點，研發出許多名聲遠播、令人

垂涎三尺之臺灣粽美食。

不一樣的粽子

有人用荷葉來製作粽子，如「荷葉粉

蒸肉」、「荷葉飯」及廣式蒸粽等。另在

海南島、越南或馬來西亞等地區，則是採

用更薄的芭蕉（或香蕉）葉來縛粽。接下

來就介紹較少見且不一樣的粽子：

一、野薑花粽

野薑花粽是客家的傳統美食，有些臺

灣原住民部落，也有這種做法，只是新竹

內灣的野薑花粽口味，融入更多的客家

風味。

新竹縣橫山鄉的內灣村，

早期因對外交通極為不便，外

地物資不易運送至此地，尤其

調味料更是缺乏，聰明的客家先民靈機一

動，利用油羅溪山谷小溪旁，遍地野生的

野薑入菜，果然能提振胃口，後來連野薑

花也一併利用，取其根莖曬乾研磨成粉末，

加上在地的山胡椒調味，並用山地香菇、

當地黑豬肉、特別醃漬的蘿蔔乾，加上糯

米蒸成香噴噴的油飯，再用野薑花葉包成

粽子，再次加以蒸熟，讓野薑葉香滲入米

飯，便是野薑花粽的由來。

很多人以為「野薑花粽」，一定是以

野薑花瓣作為粽餡，但事實上，野薑花粽

內，並沒有野薑花，真正的精華點，是以

野薑花的根莖，切成細碎的粉末，和糯米、

香菇、蝦米、油蔥、菜脯（蘿蔔乾）等材料，

一起混合炒熟，最後用新鮮野薑花葉

包成鮮綠色的粽子，吃起來沒

有半點油膩，只有滿口野薑

花葉的清香。

包成鮮綠色的粽子，吃起來沒

有半點油膩，只有滿口野薑

花葉的清香。

野薑花不僅根莖切碎可入粽料，

葉子也能拿來裹粽。

飲膳札記



82 清流雙月刊

二、山豬耳粽

嘉義縣竹崎、梅山、番路、阿里山等

山區居民，多半會用一種俗稱「山豬耳」

的植物葉片包粽子，不僅保留糯米

的原味，且散發出一股特

殊清香，風味與竹葉粽

大異其趣。這種俗

稱「山豬耳」的野

生植物，只生長

在海拔一千公尺

左右的山區。嘉

義縣山間普遍可

發現其蹤影，開花時，就像蜘蛛抱蛋，而

葉子則長得像山豬的耳朵，因而得名。

山區居民在端午節前，便會採摘「山

豬耳」葉子，經水洗與水煮殺菁處理後，

加上山區特產的龍鬚菜、栗子、南

瓜、筍干、香菇等佐料，就可

以包製成「山豬耳粽子」，

其清香的粽葉與美味的口

感，令人食指大動，吃了

還想再吃。阿里山奮起湖

山城，在阿里山森林鐵路

全盛時期，出產頗負盛名

的原味，且散發出一股特

殊清香，風味與竹葉粽

大異其趣。這種俗

加上山區特產的龍鬚菜、栗子、南

瓜、筍干、香菇等佐料，就可

以包製成「山豬耳粽子」，

葉子形似山豬耳朵的「山豬耳」，用來包粽會使粽子散發特殊清香；下圖為豐山村的山豬耳粽葉林。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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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奮起湖粽子」，就是以山豬耳為包裹

原料。

三、阿粨

臺灣原住民魯凱、排灣、卑南族，有

種祭典主要的祭品，也是原住民共同的主

食─「阿粨」（或「阿拜」，Abay），其

看起來、吃起來都像粽子。

部落製作的「阿粨」，係選用芋頭粉、

小米、糯米混合攪拌，內層包上肉餡或花

生，外緣先包上「假酸漿葉」（可食），

再以月桃葉包裹，用粽繩綁成長條型，最

後以滾水煮熟即可。「假酸漿葉」蘊藏獨

特的香氣和口感，讓吃阿粨的人不會產生

腹部脹氣之不適。「阿粨」在現代企業管

理下，已在市區頂級超市上架，讓民眾在

繁華都市中，也能嚐到原鄉單純的好滋味。

原住民將芋頭粉、小米、糯米加上肉餡或花生，再用假酸漿葉與月桃葉包裹蒸製成長條形的「阿粨」。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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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奇拿富

在卑南、排灣族等部落，有種稱為「奇

拿富」（或「吉拿富」，Cinabu）的長條

型粽子，以往只有在豐年祭典才會出現，

現與「阿粨」同列為最受歡迎的原住民美

食之一。

各部落「奇拿富」的作法都不盡相同，

例如：排灣族做法是用曬乾的芋頭磨成粉

末加入小米，以生豬肉或魚肉作成內餡，

用假酸漿葉包裏成長條狀，以麻繩繫緊，

接著浸水以小火悶煮 2小時後即可食用。

魯凱族則是將糯米蒸熟，利用木杵搗成糰

狀，以花生、芝麻或蔥花碎肉為餡料，做

成長條圓形，而後切成圓筒狀食用。

「阿粨」與「奇拿富」都是原住民的

粽子，但外觀及內餡還是有所差異：「奇

拿富」長度比「阿粨」長，食用時需切成

數段，「阿粨」則可一人獨享。兩

者內餡材料差不多，但「阿

粨」呈米粒狀態，可看出

粒粒分明的 Q彈內餡，

而「奇拿富」則如同

麻糬般的糰狀，口感

較為綿密軟爛；兩者

恰如臺灣「北部粽」

與「南部粽」之差異。

者內餡材料差不多，但「阿

粨」呈米粒狀態，可看出

粒粒分明的

與「南部粽」之差異。

左圖為「阿粨」、右圖為

「奇拿富」，雖然外觀跟內

餡均有差異，但都是受歡迎

的原住民美食之一。

（本文圖像皆由作者提供。）

飲膳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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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稿保有修改與增刪之權力。

四、 文章一經發表，其著作財產權即授權本刊，並同意經本局再行授權第三人利用，
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保有該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與教學等個人使用之

權利。

五、 由於本刊為政府出版品，投稿文章需同時授權予政府出版品主管機關─ 文化部以
及文化部所授權之對象刊載。

六、 投稿文字請寄送至電子信箱：2d40@mjib.gov.tw，並留下聯絡電話及住址（未留聯
絡方式、非電子檔形式之稿件及圖片，不予採用，亦不主動退回）由於本局信箱

有單信最大容量上限（8MB），若投稿內容包括圖片等較大容量之檔案，請分封
寄送。

七、 清流雜誌社聯繫電話為：02-29112241轉 3332或 3333

移民雙月刊海巡季刊 警光

友情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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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問您從何處取得本刊？
 □ 我是訂戶　　□ 親友熟識推薦　　□ 公共場所、圖書館
 □ 其他                                                                                                  

二、 您閱讀本刊的原因是？ 
 □ 訂戶定期閱讀　　□ 被封面吸引　　□ 喜歡某位作者或文章
 □ 其他                                                                                                  

三、 您喜歡哪些美術編排？
 □ 封面　　□ 封底　　□ 目錄　　□ 主題文章                 
 □ 內文排版與圖片，頁數：                                                       

四、 本期喜歡的單元是：
 □ 人類生物安全緊急狀態 Human Biosecurity Emergency　　□ 放眼國際　　
 □ 神鬼交鋒― 626國際反毒日特輯　　□ 安全防護面面觀　　□ 環安講堂　　
 □ 512國際護士節　　□ 絕美臺灣　　□ 詩話生態　　□ 飲膳札記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您的基本資料：
 姓　名：   電話 / E-mail：           
 住　址：

 年　齡： ○ 20歲以下 ○ 21-40歲 ○ 41-60歲 ○ 61歲以上
 學　歷： ○ 國中以下 ○ 高中職 ○ 大學（專）以上 ○ 碩士 ○ 博士
 職　業： ○ 公務員 ○ 軍人 ○ 教職 ○ 產業界 ○其他               
 ※本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做聯繫及相關合理應用。

※感謝您耐心填寫，若意見獲得採用將有機會獲得精美小禮。

其他建議：

	 																																																																																																																									
	 																																																																																																							
	 																																																																																																				
	 																																																																																																			

電子版讀者意見表

傳真：02-29112314

读者意见表



法務部調查局檢舉專用電話一覽表
機　關　名　稱 地　　址 檢　舉　電　話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23149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號 （02）29177777
（02）29188888 （傳真）

臺 北 市 調 查 處 10675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 176號 （02） 27328888
新 北 市 調 查 處 22066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93巷 2號 （02） 29628888
桃 園 市 調 查 處 33053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9號 （03） 3328888
臺 中 市 調 查 處 40358臺中市西區英才路 525號 （04） 23038888
臺 南 市 調 查 處 70848臺南市永華路二段 208號 （06） 2988888
高 雄 市 調 查 處 80143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8號 （07） 2818888
航 業 調 查 處 43541臺中市梧棲區臨港路四段 390號 （04） 26560555
福 建 省 調 查 處 89346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 65號 （082） 322888
基 隆 市 調 查 站 20151基隆市崇法街 220號 （02） 24668888
宜 蘭 縣 調 查 站 26053宜蘭市津梅路 52號 （03） 9288888
新 竹 市 調 查 站 30056新竹市經國路三段 126號 （03） 5388888
新 竹 縣 調 查 站 30295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街 56號 （03） 5558888
苗 栗 縣 調 查 站 36057苗栗市玉清路 382號 （037） 358888
南 投 縣 調 查 站 54058南投市民族路 486號 （049） 2228888
彰 化 縣 調 查 站 50074彰化市卦山路 12號 （04） 7248888
雲 林 縣 調 查 站 64072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 67號 （05） 5328888
嘉 義 市 調 查 站 60049嘉義市東區維新路 321號 （05） 2778888
嘉 義 縣 調 查 站 61363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一路 1號 （05） 3628888
屏 東 縣 調 查 站 90087屏東市合作街 51號 （08） 7368888
花 蓮 縣 調 查 站 97061花蓮市中美路 3-33號 （03） 8338888
臺 東 縣 調 查 站 95065臺東市中興路二段 731號 （089） 236180
澎 湖 縣 調 查 站 88050澎湖縣馬公市新明路 77號 （06） 9278888
馬 祖 調 查 站 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15號 （0836） 22258
北 部 地 區 機 動 工 作 站 23558新北市中和區永和路 33號 （02） 22482626
中 部 地 區 機 動 工 作 站 40764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 500號 （04） 24615588
南 部 地 區 機 動 工 作 站 81242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 129號 （07） 8122910
東 部 地 區 機 動 工 作 站 97058花蓮市瑞美路 7號 （03） 823-3712
國 家 安 全 維 護 工 作 站 23151新北市新店區中生路 40號 （02） 22177211
航 業 調 查 處 基 隆 站 20248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303號 （02） 24633633
航 業 調 查 處 高 雄 站 80666高雄市前鎮區佛公路 167號 （07） 8134888

調查局免付費「檢舉專線電話」― 0800-007-007
設定直接轉接至調查局北、中、南、東四個地區機動工作站及外島處站，值日人員 24小時接聽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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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前，產褥病（puerperal fever）使產婦於生產過程死亡率高達

30%。匈牙利籍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tius Semmelweis，1818-1865）

擔任產科醫生期間，發現醫生於接生前洗手可將產婦的病死率降低，便大力

提倡消毒概念，然此舉卻使其無法在醫學界立足，最後被轉至精神科病院且

遭毒打，不幸死於敗血症。

　　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發現拯救了千萬個產婦，最終得以正名，並被

譽為「母親們的救星」。

第１位提倡「雙手消毒」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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