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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透析美「中」兩強競逐始末、

理解全球暖化成因。

保持開放、寬容多元；

心定，世界安定！

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世界多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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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范世平

三邊關係的發展與影響

2019 年臺美「中」

2019 年可以說是臺美「中」三邊關係激烈變化的一年，一開
年的 1 月 2 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40 週年的
紀念會上提出了「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影響長達一整年。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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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兩制臺灣方案」

引發臺灣朝野共同反對

習近平將「九二共識」定義為「海峽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

一」，至於統一的方式則是「一國兩制」。

然而臺灣若接受「一國兩制」，就等同把

臺灣「香港化」、「特區化」，如此臺灣

就成為地方政府，中華民國也將消失不再，

所以「一國兩制」在臺灣是個負面標籤，

但習近平卻把它拿來給臺灣使用，自然引

發臺灣各界的反彈。

去（2019）年 1月 17日大陸國臺辦

主任劉結一表示「一國兩制就是我們不在

臺灣施行大陸現在所施行的制度，是大陸

體現臺灣同胞的關心和關懷」，「一國兩

制」的提出就是為了照顧臺灣現實情況，

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福祉。但如此為「一國

兩制」擦脂抹粉，仍無法被臺灣人所接受。

對於「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執政的

民進黨嚴厲批評自不在話下，連國民黨主

席吳敦義去年 1月 9日在與 15個執政縣市

長見面時，指出習近平所提「探索兩制的

臺灣方案」並非「九二共識」的內涵，兩

者完全不相干，且「一國兩制」難以獲得

臺灣多數民意的支持。

而國民黨總統初選候選人郭台銘在去

年 5月 2日也表示「臺灣跟香港不一樣、

臺灣跟大陸是對等的」；他認為大陸應該

給中華民國一些國際生存的空間；若中華

民國沒有國際生存空間，臺灣領導人無法

出去外面訪問，最後會導致兩岸和平基礎

不穩定，希望北京能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

事實。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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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軍事合作大幅提升

引發中共不滿

首先，我國空軍曾於去年 2月派遣劉

志堂中校等 2名軍官，前往關島安德森空

軍基地參加「太平洋防衛者 19-1」軍事交

流活動，此活動另有泰國、日本、南韓、

孟加拉與東加派員參加。值得注意的是，

我國這兩位軍官是穿著配掛中華民國軍階

的制式迷彩服參加，創下 1979年中華民

國與美國斷交後的首例，雖然雙方軍事合

作關係緊密，但因為沒有正式邦交，過去

國軍赴美參加各種演訓活動均只能穿著便

服，不能穿著代表主權象徵的軍服。

其次，去年 5月 30日美國總統川普出

席美國空軍官校畢業典禮，其中有 10名非

美國籍畢業生，包括我國空軍官校的交換

生劉欣學；當司儀以「國家」介紹臺灣時，

劉欣學特別起立揮舞國旗。而美國空軍官

校也把我國國旗豎立在畢業典禮的講臺中

央，使得川普就站在中華民國的國旗前面，

所有在講臺上的照片都會出現我國國旗。

再者，去年 6月初美國國防部公布了

55頁的「印太戰略報告」，其中指出「作

為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新加坡、臺

灣、紐西蘭和蒙古是美國可靠、有能力和

自然的合作夥伴。這 4個『國家』都為美

我國空軍去年 2月派遣軍官至關島參加「太平洋防衛者 19-1」軍事交流活動，是自臺美斷交
後首度在演訓活動中穿著象徵國家主權的軍服。（Photo Credit: U.S. Indo-Pacific Command, https://
twitter.com/INDOPACOM/status/1100629098454568960）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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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世界各地的使命做出貢獻，並正在積

極採取措施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我

們希望這些力量延續和發展在印太地區」。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去年 7月 9日

宣布向我國出售 26億美元的各式武器，包

括 108輛M1A2戰車、1,240枚拖式飛彈、

409枚標槍飛彈及 250枚刺針飛彈。由於

M1A2戰車是美軍現役使用的高科技武器，

有別於過去美國售臺大多是即將退役之武

器。由此可見美國正在突破1982年美「中」

簽署「八一七公報」的限制，因為當時美

國承諾「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

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

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

出售」。緊接著 8月 20日，美國國務院再

度宣布將出售 66架 F-16V戰鬥機給我國。

由此可見，美國軍方不斷打「臺灣

牌」，增加對臺軍售，除了基於自身圍堵

大陸軍事擴張的目的外，也藉此讓川普在

2020年總統大選時獲得軍工企業與所屬勞

工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表示美國對當前

我國政府的高度信賴，由於出售高科技武

器給臺灣，美國也會擔心是否出現科技外

洩給大陸的可能，所以美國相信當前我政

府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此外，提升臺美

軍事交流，表示美國將協助臺灣共同對抗

去年美國總統川普出席美國空軍官校畢業典禮，除講臺上置有臺灣國旗外，我國赴美交換畢業生更於主持人以「國家」介

紹臺灣時高舉國旗揮舞。（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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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始終關注索羅門與我國的邦交關

係，因為大陸與索國建交可能威脅到關島

的安全。去年 3月美國國安會資深主任博

明（Matt Pottinger）與我國外交部次長徐

斯儉共同出現在索羅門，照片還是美方所

透露，凸顯美國支持臺索的邦交。而美國

駐巴布亞紐幾內亞、索羅門及瓦努阿圖大

使艾伯特格雷（Catherine Ebert-Gray），

於去年 9月 10日在與索羅門總理蘇嘉瓦瑞

（Manasseh Sogavare）會面時，稱臺灣

是索羅門的「優秀夥伴」（an exceptional 

partner），呼籲索國政府應審慎做出決定，

並對北京承諾的金援保持警惕，不要被迫

與臺灣斷交。而在臺索斷交前夕，美國副

總統彭斯親自致電慰留，並計畫於 9月下

M1A2戰車性能優異，是美軍現役使用的高科技武器，採購 M1A2
戰車將可大幅提升我國地面防衛作戰力。

美國突破「八一七公報」限制，向我國出售大量武器，

中國大陸為此提出抗議，但近期解密的備忘錄文件顯

示，美對臺提供武器之性能與數量完全視中國大陸所

構成之威脅而定。

大陸的可能武力犯臺，增加民眾對於美國

的信賴感。

中共奪取我邦交國

反使臺美關係升溫

索羅門群島於去年 9月 16日決定與

我國斷交，結束臺索 36年邦誼；同月 20

日吉里巴斯又與我國斷交。因為去年 10

月 1日是大陸建政 70週年，藉由搶奪我

國邦交國來凸顯對臺工作的得分，彰顯對

抗「臺獨」的強硬立場，同時也轉移在香

港「反送中」問題上解決不了及美「中」

貿易大戰無法停止的壓力。此外，也是在

對前述美國在去年 7、8兩月對我國增加

軍售的報復。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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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的聯合國大會期間與蘇嘉瓦瑞會面。但

在臺索斷交後，彭斯決定拒見索國總理。

當我國接連失去兩個太平洋邦交國，

證明美國在外交上的力有未逮，美方也產

生對大陸更大的警惕與提升對臺灣的支

持。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去年 9

月 25日通過了「臺北法案」，要協助我國

鞏固邦交；國務院亞太副助卿孫曉雅隨即

在兩週內訪臺，參加臺美首屆「太平洋對

話」並於致詞時強調「代表川普⋯⋯啟動

這項對話」，堅定支持臺灣與太平洋島國

關係。

另一方面，澳洲也相當關注索羅門與

大陸建交一事，因為索國就在澳洲旁邊。

而川普上臺後，美國與澳洲共同將大陸視

為假想敵，所以索國與大陸建交也直接威

脅到澳洲的安全。

結語

習近平在 2019年提出「探索兩制臺灣

方案」，破壞兩岸現狀，造成美方關切而

強化臺美軍事合作，而大陸藉由挖我邦交

國以作為報復，結果卻反而使得臺美關係

更為緊密。

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卿孫曉雅（Sandra Oudki rk）於
臺北法案通過後兩週內來訪，表達美國對印太區域的

願景與承諾。（圖片來源：外交部，ht tps : / /www.mofa .
gov. tw /News_Con ten t .aspx?n=8742DCE7A2A28761&s
=14EA09E28DFE0D3A；總統府，h t t p s : / / w w w. f l i c k r .
c o m / p h o t o s / p r e s i d e n t i a l o f f i c e / 4 8 8 6 8 8 4 3 8 8 2）

美國於去年通過的「臺北法案」旨在協助我國鞏固邦交，

以支持確立臺灣在國際之地位。（Source: congress.gov, 
https://www.congress.gov/116/bills/s1678/BILLS-116s1678rfh.pdf）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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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轉移下的美「中」關係

國際體系物質力量的分布狀況是西

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課題，國內生

產毛額（GDP）、軍事支出等，經常被

學者做為衡量國家物質力量或國家權力

的指標。美國已故知名經濟學家麥迪遜

（Angus Maddison）在其著作《世界經濟

／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美國波士頓大學政治學博士　胡聲平

美「中」抗衡對臺灣的影響
權力轉移與霸權競爭：

2020 年農曆春節後，時序邁入庚子鼠年，美國川普（Donald Trump）
政府自 2018年 3月發動的對「中」貿易戰，在己亥年仍難獲得妥善解決。
本文將從權力轉移及霸權競爭的角度分析美「中」抗衡的本質，說明其難
解之因，並分析對臺灣的可能影響。

之旅，1-2030》（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AD）中指出，若以 1990

年美元價格計算 GDP，自西元元年至 1500

年期間，印度與中共是全球第一大及第二大

經濟體；自 1500年至 1890年近三百年期

間，中共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印度退居第

二；1890年之後，美國取代中共成為全球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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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經濟體。換言之，在過去二千年中，

「中」印兩國位居於全球前二大經濟體，為

人類歷史之常態，而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

經濟體則相對屬於短期現象。

根據麥迪遜綜整的數據，即便英國在

19世紀下半葉至 20世紀前期取得全球霸

權地位，但此一時期英國的 GDP從未居於

世界第一，意味著美國雖然在 1890年後成

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受到孤立主義影

響，美國並無取得霸權的意圖，直到第二次

大戰結束後，美國才拋棄孤立主義傳統，建

構多邊主義的國際秩序，取得霸權地位。吾

人從這段歷史可得到三項結論，一是取得

霸權地位的國家，雖需要具備一定實力，但

並不必須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二是具備

一定實力的國家，是否有爭奪霸權的意圖才

第 1大
印  度

第 2大
中  共

第 1大
中  共

第 2大
印  度

第 1大
美  國

第 2大
中  共

西元元年 西元 1500年 西元 1890年 西元 2019年

是重點；三是國際體系的權力轉移可能需

要相當長的時間。

從上述歷史經驗觀察美「中」關係，在

物質力量方面，雖然美國仍是第一大經濟

體與第一大軍事強國，但中共自改革開放

後，已快速拉近與美國的實力差距。根據世

界銀行（WB）的資料，1979年美國的 GDP

為 2.63兆美元，中共的 GDP為 1782.81億

美元，美國為中共的 14.752倍；2018年美

國的 GDP為 20.49兆美元，中共的 GDP為

13.61兆美元，美國僅為中共的 1.5倍。中

共經濟力量之高速發展，也反映在軍費成

長上，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

數據，1992年美國軍費支出為 4,149.68億

美元，中共軍費支出為 432.3億美元，美國

為中共的 9.60倍；2018年美國為 6,490億

圖 1　西元元年至今全球第一大及第二大經濟體示意圖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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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中共軍費支出為 2,500億美元，美國

僅為中共的 2.6倍。

因此，中共已有與美國爭霸的物質力量

條件，後續要觀察的是中共是否有爭霸的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數據，中共軍費支出近 30 年來大幅成長。
（Source: Data for all countries from 1988–2018 in constant (2017) USD, SIPRI, https://www.sipri.
org/sites/default/files/Data%20for%20all%20countries%20from%201988%E2%80%932018%20
in%20constant%20%282017%29%20USD%20%28pdf%29.pdf）

意圖。雖然中共不斷強調不會

走上「強國必霸」的道路，然

而中共在習近平掌權後的對

外政策，如在南海填海造陸、

建設軍事基地，推動「一帶一

路」等政策作為，均被美國視

為是擴張性的行為，故而川普

政府在 2017年 12月發布的

《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將中

共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

意圖挑戰美國所建構國際秩

序。從權力轉移的歷史經驗

來看，一來中共已具備與美

爭霸的實力，二則中共已被

認定有爭霸的意圖，接下來

不能確定的是中共能否成功

的取代美國霸權地位，以及

所需要的時間。

美「中」抗衡的本質―

霸權與制度競爭

近代國際體系霸權權力

轉移大致分為兩類，一是戰爭

轉移，例如 17世紀晚期至 18

世紀中期英國取代法國；二是和平轉移，例

如美國在 20世紀中葉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

權。不過前述兩類權力轉移，都發生在基督

教文明之間；美國取代英國，更是發生在殖

民母國與前殖民地之間，兩國之間有相近的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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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南海西沙群島的北島及相鄰的中島填海造陸橋。（Sourc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CSIS, 
https://amti.csis.org/paracels-beijings-other-buildup/?lang=zh-hant）

血統、信仰、文化與語言。但是中共崛起所

可能引發的美「中」權力轉移，卻是前所未

見，一是美國與中共屬於不同文明，二是美

國與中共沒有任何血統、信仰、文化與語言

的相同處。

如前段所述，由於全球物質力量分布

變化，使得中共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

及意圖，故而美「中」抗衡是一場全球霸權

地位的競爭，作者認為美「中」之間的貿易

戰長期依然難解，其根本即因這是霸權競

逐的序幕，而且這場霸權的競爭，在美「中」

現階段不願走向武力對抗的情況下，將可

能延續很長的一段時間。美方發動貿易戰

的真正目的是壓制中共的持續成長，除了貿

易戰外，雙方的對抗亦延伸至科技、網路、

軍事及國際制度等各個層面，這是全方位

的競爭。這場美「中」霸權競爭，還有兩個

層次的意涵，一是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政

經體制與中共所代表的威權社會主義政經

體制的對抗；二是美「中」進行全球治理及

國際制度影響力的競爭。

貿易戰自 2018年 3月 22日開始，至今美「中」雙方仍在
延續對抗。

現存國際制度是由美國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建立，美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

安全領域透過多邊組織與條約的安排，建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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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了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此一多邊

國際制度與秩序，隨著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

選出川普為總統後，面臨巨大挑戰。特別是

美國總統川普因「美國優先」之考量，上任

近三年以來，已退出九個由美國主導或倡議

的多邊組織或協議（參見表 1），改採單邊

主義以謀求美國最大利益，對多邊國際制度

造成嚴重打擊。而中共在習近平於 2012年

接班後，採取兩項新的對外政策，一是積極

在亞洲創建由自身主導的國際多邊組織，例

如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二是在

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性或區域性多邊組

表 1　美國川普政府退出之多邊組織或協訂一覽表

多邊組織或協訂名稱 領域  退出日期 退出理由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經濟 2017.01.23 使美國就業機會拱手讓給有廉價勞動力國

家，傷害美國勞工和製造業

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Agreement 其他 2017.06.01 1. 為美國帶來嚴峻的金融和經濟負擔

2. 主要國家未承擔責任，特別是中共與印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其他 2017.10.12 該組織存在著反以色列偏見

全球移民協議
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 政治 2017.12.03 此一多邊進程之談判損害美國主權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Iran nuclear deal)

安全 2018.05.08 該協議未阻止伊朗發展彈道導彈，只限制伊
朗核能力卻未澈底廢除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政治 2018.06 該理事會對以色列不友善

萬國郵政聯盟
Universal Postal Union 經濟 2018.10.17

1. 該聯盟規定使美國企業處於不公平競爭環
境，損害美國郵政局收入

2. 中共及非洲國家是現行規則的主要受益者 

中程導彈條約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安全 2018.10.20

1. 俄羅斯未遵守條約 
2. 美國因遵守承諾而無法開發新武器
3. 中共未簽署，因而可在亞太地區大規模發
展軍備，威脅美國安全

武器貿易條約 
The Arm Trade Treaty

安全
經濟 2019.04.26 1. 該條約嚴重侵犯美國主權

2. 該條約損害美國憲法所賦予的擁槍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織中爭取領導權，這使得雙方在國際制度

與組織的影響力呈現美消「中」長的局面。

美「中」抗衡對臺灣的可能影響

短期來看，臺灣似乎是美「中」對抗

的受益者，一則是美方為牽制中共，加大

對臺灣支持力度；二是聯合國於 2019年

11月公布的報告中，顯示臺灣是美「中」

貿易戰的最大經貿受益者。但中長期而言，

我們必須慎防幾項可能不利於臺灣的發展：

一、國際組織間影響力有「中」升美降的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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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將進一步壓縮我國際參與空間；二、

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亦有「中」升美降之

發展，將使臺灣在區域內政經處境更加孤

立；三、川普政府美國利益優先的決策模

式，將可能使臺灣成為交易籌碼；四、臺

灣雖有美國國會的強力支持，但總統才是

最終政策決定者，必須嚴防美國行政部門

有不利臺灣的決策；五、由於中共軍力不

斷提升，未來若中共武力犯臺，美國介入

機率大減。

總而言之，美「中」對抗是全球權力

轉移下的霸權與制度競爭，其結局關乎全

球治理與人類政經制度的未來發展，多數

國家均採避險策略，對美「中」兩邊下注，

我國亦應縝密思考如何在這場美「中」霸

權競逐中，採取最適合我國的安全戰略。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報告，美「中」貿易戰使臺灣 2019年上
半年對美出口較 2018年同期增加 42億美
元，增加的大多是辦公室機器和通訊設

備。（Source: UNCTAD Research Paper No. 
37, Alessandro Nicita, UNCTAD, https://unctad.
org/en/PublicationsLibrary/ser-rp-2019d9_
en.pdf）

域內簽約國 
域內正式成員國

域外簽約國

域外正式成員國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是一個向亞洲各國家和地區政府提供資金，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之區域多邊開發機構，圖為
目前的簽約國和正式批准的成員國。（Source: L.tak,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_map.
svg#/media/File:Asian_Infrastructure_Investment_Bank_map.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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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陳永全

2018 年美國通過《2019 年國防授權法》，其法案 1257 條內容中首次提及
強化臺灣的國防戰備能力；2019 年 7 月聯邦眾議院再通過《2020 年國防授權
法案》。這部位階極高的聯邦法律，未來將主導美國國防預算的政策方針、授
權對象、實際預算規模和主要任務。

該法案提及：美臺關係基石係基於《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原則，
強調美國應強化與臺灣的國防及安全合作，支持臺灣持續發展所需的國防能
量、建構現代化的國防武力與可恃有效的防衛力量。

談臺灣國安戰略

《2020年國防授權法》
與我國相關內容摘要

《2019年國防授權法》計有 569頁，

《2020年國防授權法》高達 617頁，在第

12章第 233頁中有關臺灣防衛戰略的實踐

部分，有四大重點：

一、 美臺關係基石係植基於《臺灣關係

法》與〈六項保證〉原則。

二、 美國應強化對臺防禦作為及安全合

作，以支持臺灣建立有能力、可戰備、

且具現代化作戰能力的軍隊，以維繫

持續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2020年國防授權法》
由美國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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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國應推動關於美臺雙方交流與強化

安全的相關政策，包含增加臺灣類同

實戰的軍事訓練和軍事演習的機會；

與依據《臺灣旅行法》所規範的提昇

美臺雙方高階國防事務官員與將級以

上軍官交流互動。

四、 美國應傳遞相關國防文件予臺灣，據

以改善及提昇臺灣的自我防衛能量；

美國國防部長應主動協調國務院提供

相關報告給國防委員會、外交事務委

員會及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主動支

持臺灣在國防戰略上的實踐，報告內

容應包含：

2019年 7月美國通過《2020年
國防授權法案》，提及美臺關

係基石係植基於《臺灣關係法》

與〈六項保證〉原則。（Source: 
GPO, https://www.govinfo.gov/
content/pkg/CRPT-116hrpt120/
pdf/CRPT-116hrpt120.pdf）

（一） 具體評估臺灣現有以及未來可能因

應之威脅，據以實踐其國防戰略。

（二） 討論有關於美國國防部現今與未來

的規劃計畫中，如何支持臺灣強化

及發展整合性自我國防防衛能量，

並建構因應反制可能威脅之軍隊。

（三） 討論如何傳遞有關於國防相關文件

報告予臺灣，並為臺灣國防戰略中

自我防衛所需能力，提供必要的客

製化需求。

（四） 具體描述美臺之間如何進行高階官

員的互訪交流，包括能協助強化臺

灣自我防衛能力的國防相關事務交

流與互訪。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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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詳述美國國防部如何努力強化

並支持臺灣在國家安全防衛上的韌

性提昇。

（六） 其他有關於國防部部長的決議與確

定事項，均應涵括。

由上述內容可發現，以「交流、互訪、

合作、支持」臺灣建立有效可恃的自我防

衛能量，成為《國防授權法》主要論述與

關注主軸。以正面角度看待，此刻之臺美

關係將有助於我國依據國家安全戰略、國

防戰略、軍事戰略建立「量適、質精、戰

力強」的國防勁旅。

美國對臺實踐

《國防授權法》相關作為

美國國防部於 2019年 6月提出的《印

太戰略報告》表示：支持以國際規範為本

的國際秩序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其中包括

一個強大、繁榮且民主的臺灣。美國國

防部致力於提供臺灣防衛性武器項目及服

務，期望在質量上維持臺灣適切的自我防

衛能力。

在《印太戰略報告》後短短幾個月

內，美國國務院即通過總金額約 22億美

元的對臺軍售案，此舉可視為對《國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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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法》的實踐，然中國大陸外交部也為此

提出抗議，宣稱美國此舉為「極其敏感和

具破壞性」。

臺灣後續因應作為

我國應把握此時機來妥善規劃國家安

全戰略。至於後續作為，又可由戰略與戰

術兩個層面來分析：

一、戰略層面

美國履行《臺灣關係法》對臺軍售防

衛性武器，並通過《國防授權法》實踐其

對臺灣自我防衛決心的實質協助，將可正

面提升我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各面向

在區域安全維護與民主友盟國家中之地位

與重要性；基此，如何具體規劃戰略之目

的、方法、手段，以獲取我國國家安全所

需之先進國防科技與專業人才培育交流，

應為首要良機。

二、戰術層面

《國防授權法》之實踐，預判未來極

有可能在區域內進行美臺人道救援及災害

防救合作（HA／ DR）聯合演習任務，從

整體安全防護面向而言，將有助於提升我

《印太戰略報告》後，美國國務院通過 22億美元的對臺
軍售案，出售含 M1A2戰車坦克在內的武器，此舉受到
中國大陸外交部抗議。（圖片來源：DOD, https://www.
defense.gov；截自 TVBS 新聞，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pl2Fuj7v-UE）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20 清流雙月刊

國國家安全與國土安全預防、應變作業流

程熟稔與交流學習。先從非傳統安全面向

的合作交流著手，可避免直接衝擊區域安

全穩定的軍備敏感議題。

《國防授權法》

對我國安影響與展望

《2020年國防授權法》第 1248條明

確表示：美國應強化臺灣的國防與安全合

作關係（Section 1248—Sense of Congress 

on Taiwan This section would express the 

Sense of Congres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trengthen defens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aiwan.）。在此前提下，

對我國國家安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挑

戰與機會，挑戰係來自於中共在發展過程

中對周邊海、空域空間的擴展與外延，臺

灣位居第一島鏈之戰略要域，對其產生了

美國為有效執行其「開放與航行自由」的印太戰略，多次派軍艦巡弋臺海，圖為 108年 11月 11日，美軍 CG 62巡洋艦穿越
臺灣海峽。（Photo Credit: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1st Class Jeremy Graham, https://zh-tw.facebook.
com/7thfleet/photos/pcb.10157745483202402/10157745479767402; https://zh-tw.facebook.com/7thfleet/photos/pcb.10157745483202
402/1015774547748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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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影響；機會則反射自美國在其

印太戰略中期望與區域內友盟，建立更加

緊密的安全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在其印太戰略布局中，為有效執

行其「開放與航行自由」的印太戰略，已

多次派遣軍艦巡弋臺海，並鼓勵盟友及夥

伴（法艦與日艦）效法進行此種通過行為，

以展現美國及其盟友夥伴對於在任何國際

法所允許的地方飛越、航行、以及行動的

承諾。此舉逐漸使臺灣海峽海域成為「彼

可以來，我可以往」的戰略衢道，對中共

長期「不放棄武力犯臺」的警示作為，直

接產生多重且複雜的戰略考量因素，增添

其在傳統安全軍事行動思維中廟算的成本

與勝負評量的機率；展望未來，我國應更

加謹慎處理有關周邊海、空域管制作為與

空間電磁頻譜規劃，預擬可能之威脅與行

動分析，以因應友盟於我周邊海、空域頻

繁活動後所可能產生之影響與衝擊。

結語

美國參、眾議院所通過的《2020年國

防授權法》，對我國而言是具善意與高度

合作的行為指標，在未來的實踐過程中，

預判將對我國產生明確的「量變與質變」；

危機就是轉機，謹慎評估國家安全的風險，

在盱衡區域安全情勢與全般戰略環境態勢

中，尋求我國的優勢與機會，強化自身的

弱點與劣勢，運用國際友我之資源與支援，

戮力建立可恃的國防精銳勁旅，應為政府

國安戰略之首要目標。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22 清流雙月刊

抗暖化行動方案
／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鍾　堅

全球淨排放 CO2 總量中，我國約占 0.85%。然我國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
的 0.31%，足見我國人均排放 CO2 量，遠比全球均值要高出許多。

愈來愈熱

你一定已感受到天氣一年比一年熱，

全球暖化與極端天氣事件，也成為人人探

討的熱門話題。聯合國的「跨政府氣候

變遷研究團隊 IPCC」在前年底（2017）

於韓國仁川集會研討，會後引用六千餘

份研究報告，大會作出總結警告世人：

自 1850年工業革命以來，工業排放溫室

氣體導致全球暖化，期間已連續增溫攝氏

1.00±0.21度。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官網，揭露了臺灣

本島百年來各都會區年均溫變化趨勢（如

圖 1）；以臺北市為例，2014年的年均溫，

較臺灣尚未工業化的百年前高出攝氏 1.8

度。增溫幅度集中在快速工業化的近半世

紀，臺北市較 50年前高出攝氏 1.45度；

較 30年前高出攝氏 0.66度，愈來愈熱的

態勢非常明顯。其他高度工業化的都會區

如臺中市與臺南市，在圖中顯現同一趨勢。

至於地處偏鄉、工業化程度較低的花蓮、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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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與恆春，增幅沒這麼猛，但至少都高

於全球均值。圖中也顯示臺灣尾的恆春鎮，

增溫幅度算是全島最少，但百年來增溫也

有攝氏 1.0度。

若全球各國持續排放大量溫室氣體，

讓暖化增溫再多個 0.5度，致災性的熱浪、

酷寒、澇災、旱災、山林野火、風災將頻

頻發生，極端天氣事件衍生複合式災變如

冰原融解、海面上升、海岸淹沒、農漁欠

收、生態錯亂、交通阻斷、經濟萎縮、環

境難民湧現、社會紛亂、政治動盪，對國

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衝擊將會加劇！

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

（CO2）就占了 83%，其他溫室氣體甲烷

（CH4占比 8%）、氟氯碳化物（占比 5%）

及氧化亞氮（占比 4%）也有影響。全球工

業排放 CO2造成暖化，直接導致極端天氣

諸多特性的改變，包含發生頻率變綿密、

強度變大、範圍變廣、持續時間變長、爆

發時機變得紊亂。然而，前年底在韓國仁

川集會研討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委

員會」（IPCC）研究團隊認為要約束全球

暖化增溫幅度，相較於工業革命前不得高

於攝氏 1.5度，那抑減溫室氣體的努力，

就得加快步伐。各國須於 2030年，將全球

年排放 CO2總量較當下砍掉一半，於 2050

年，將殘餘的一半全數砍光，達致工業零

釋出 CO2。

圖 1　臺灣本島百年來各都會區年均溫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官網，www.cwb.gov.tw，作者製作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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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聯合國各會員國簽署減碳《京都議

定書》的基準年份 1990年起，全球各國每

一年淨排放 CO2總量，英國石油公司彙整

後對外公布。圖 2顯示 1990至 2017年間，

我國每年淨排放 CO2總量，如圖顯示 1990

全年，我國淨排放 CO2總量為 1.3億噸，

2017全年增為 2.84億噸。我國年年俱增

的 CO2釋出量，與全球 CO2釋出總量趨勢

概等，全球淨排放 CO2總量中，我國約占

0.85%。必須關注的是，我國人口僅占全

球總人口的 0.31%，足見我國的人均排放

CO2量，遠比全球均值要高出許多。

政府關注抗暖化已擬定對策

所幸政府早已關注全球抗暖化須各國

一齊來的共識，行政院於 2015年就核定公

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我國

淨排放CO2總量在2050目標年，須低於1.3

圖 2　我國 1990～ 2017年每年淨排放二氧化碳總量
資料來源︰英國石油 2018統計年報，www.bp.com，作者製作

億噸，唯這與 IPCC研究

團隊所期盼目標年的工業

零釋出 CO2仍有很大的空

間要改善。前年底，行政

院核定跨部會的《溫室氣

體排放管制方案》，務期

將今年淨排放 CO2總量，

減少 0.12億噸以上。

另依我國耗能終端用

戶分類，工業耗能占 68%

為最大宗，次為運輸業耗

能占 16%為次，與你我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住辦業與服務業，耗

能占 15%排行第三。現實上，耗能無從避

免釋出 CO2，故節約能源，當然就可減少

排放 CO2。各行各業都要全面節能來減碳，

方能大幅降低我國淨排放 CO2總量。

抗暖化概分政府以公權力執行減碳，

及個人以行動節能省電兩個層級；其中，

工業與運輸業耗能占 84%，減碳由政府公

部門輔導，住辦業與服務業耗能占 15%，

減碳多由私部門及個人自主進行。

政府公部門如何以

公權力輔導減排二氧化碳

政府公部門所輔導的產業界，耗能占

84%為最大宗，公權力可從抑低產業界排

碳、能源生產朝全面無碳化邁進、導正減

碳觀念三方面落實減排 CO2。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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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大幅節能來減碳，最急迫的作為是

促使高耗能、低效率的高碳產業，轉

型成低耗能、高效率的無碳產業。產

業界須減少燃耗高碳能源、製造業

的耗能結構須加快轉型向無碳邁進、

政府須輔導高污染產業升級為零污染

產業。政府引導產業減碳，可透過示

範獎勵、給予減碳融資來汰舊換新、

徵收碳稅誘導減碳、訂定管制排碳法

規、協助無碳綠能技術加快產業化、

全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

二、 由國家層級來大力推動風能、太陽

能、水力發電、氫能、海洋能、地熱

等無碳能源建設、抑減燃耗高碳的化

石能源並兼顧國際減碳承諾。向國際

公約提交的自主減碳規劃，須確實可

行，經得起查核的檢驗。

三、 導正減碳觀念。如排碳多的富國向排

碳少的窮國購買排碳額度的碳權，是

富國藉以規避減碳承諾的權宜措施；

其實「跨國交易買賣碳權」既不道

德，也不具正當性。此外，開發海床

可燃冰（含碳的固態甲烷）要三思，

燃耗甲烷不但釋出 CO2，溫室氣體甲

烷在產、儲過程一旦外洩，可燃冰的

排碳當量數十倍於 CO2，造成暖化衝

擊程度非常嚴重。再者，把釋出的

CO2捕獲封存在地底，治標不治本，

不但潛藏地震導致外洩的風險，也怠

忽減碳承諾。最後，不要輕忽減碳不

力的國際制裁，一旦我國產出商品所

提交的「產製過程碳足跡」被國際認

定不及格，將有可能遭貿易制裁而無

法拓銷。

行政院核定公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及跨部會的《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方案》，希望將今年淨排碳量減少 0.12億噸以上。（圖片來
源：同舟共濟 -臺灣氣候變遷調適平台，https://adapt.epa.gov.tw/TCCIP-
1-D/TCCIP-1-D-5；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法規資訊網，https://ghgrule.epa.gov.
tw/action/action_page/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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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與個人如何以

行動減排二氧化碳

全國近六成的耗能，是將初級能源轉

換成電力，供終端用戶使用，私部門與個

人的耗能占 15%，幾乎都以用電的方式消

耗能源。節能就可減排 CO2，省電當然也

會減排CO2，那你我要如何加強減碳認知？

這得從公民教育植根，大家去認識氣候變

遷、了解暖化威脅，才有所警惕。可曾想

過：能源事業如臺電與中油公司，為何不

鼓勵用戶儘量耗電、耗油來增加營利所得，

反而呼籲用戶節電、省油？

在職場，上班時業主須強制員工實施

節能來減碳，並養成個人習慣；下班後返

家在日常生活中，員工就可習慣性地於衣、

食、住、行與用電全面落實低碳化。

衣食住行與用電細節，處處皆可節能

達致減排 CO2：

一、 衣︰勿過度勤洗衣物、勿用熱水洗

滌、少泡澡多淋浴、非必要場合就少

穿套（西）裝、加入無碳綠色消費。

政府引導產業減碳、轉型，並大力推動風能、水力、地熱等綠色能源，同時導正減碳觀念，均可有效落實減降

排碳量。（圖片來源：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https://ghg.tgpf.org.tw；經濟部能源局，https://www.moeaboe.gov.tw/ECW/
populace/infographics/Infographics.aspx?menu_id=2828&info_id=28）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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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儘量多吃白肉及當季食材、少吃

過季與冷凍進口食材、廚房應回收廢

棄物再利用、電冰箱只裝八分滿、冰

箱門勿開太久。

三、 住：建物宜用保溫填料、勿用裝潢過

度的建材、塗裝與傢俱用淡色系、室

內儘量多採光、少用空調多開窗、冷

氣控溫設定 28℃加電扇吹最省電、冷

氣房內勿用排熱裝置且要關緊門窗、

冷氣機濾網定期清洗。

四、 行：三層樓以內上下勤走樓梯不搭電

梯、多搭大眾交通工具、能多走路就

少乘車、駕車勿猛踩油門、行車時多

開車窗少用空調。

五、 省電大作戰：隨手關燈切電源、電

器加裝省電鈕、燈具按裝分段鈕、

汰換老舊耗能電器、汰換白熾耗電

燈泡、使用有節能標誌的電器、影

音視訊聲量調低、長期不用的電器

關機拔插頭。

全球暖化的環境衝擊將持續百年以

上，是本世紀各國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最

嚴峻的挑戰。面對無可避免最終來臨的暖

化衝擊，政府須具備永續方略以抗暖化，

並因應後暖化時代的困局做調適，國家方

有機會否極泰來。

人人認識節能省電，全國認同節能省

電，全球支持節能省電！唯人人節能省電

固然可以減低開銷，然省錢不是重點；節

能省電的核心價值，是全民一體搶救環境、

珍惜生命、延續傳承。一個人節能省電根

本不夠，要全民一齊來節能省電；只有單

一政府節能省電也救不了地球，要世界各

國一起同步節能省電，全球才有將來。要

抗暖化搶救地球免於浩劫，全球人類須立

即一齊動起來節能省電以減少排碳。

國人同心協力，從衣食住行到用電細節處處節能，才能搶救地球免於浩劫。（圖片來源：氣候變遷生活網，https://
ccis.epa.gov.tw/ac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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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臺灣
情勢

／ 調查局專門委員　陳能鏡

華府的「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反恐專家 Zachary Abuza 在日前接受
CNN的專訪中表示：伊斯蘭國自 2017 年以後，
即鼓勵其戰士前往菲律賓建立分省（Wilaya）。
若伊斯蘭國於菲律賓建立「東亞省」，臺灣將劃入其
勢力範圍，成為被攻擊目標。

防恐安全

臺灣防恐關鍵年

國際恐攻威脅趨緩之際，我國恐攻威

脅指數及排名卻連年上升。依「經濟暨和

平研究所」年度報告，臺灣恐攻威脅指數

（排名）由 2016年 0.077（排名 122）、

2017年0.499（排名106）、2018年的0.943

（排名 99），再升到 2019年的 1.008（排

名 96），雖仍屬「很低」國家之列，但恐

怖主義威脅應值得政府關注及人民關心，

特別是新一波恐攻潮來臨前夕。2020年恐

是我國防恐史上最關鍵的一年，防恐政策

應回防聚焦於國土安全，嚴防島內遭遇恐

攻。理由如下：

防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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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恐任務

一、 恐怖主義地緣政治不利我國

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戰場敗退

之際，加速在埃及、阿拉伯半島、西非等

地建立分省。現今最強大的分省是「西非

省」，戰士成員約四千人。在 2019年 10

月美軍獵殺伊斯蘭國頭子巴格達迪後，西

非省隨即於 11月對馬利東北部某一軍營展

開恐襲，造成 53名軍士官喪命，證明伊斯

蘭國不因首腦被殺而喪失戰力，其分支隨

時可對目標展開大規模致命攻擊。

伊斯蘭國勢力往東發展趨勢，先於

2015年 12月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邊界建

立「呼羅珊省」（Khorasan），復於 2019

年 5月宣布在印度北方建立「印度省」，

另 2019年 1月在菲南 Basilan島發動教堂

恐攻後，即曾考慮建立「東亞省」。設於

華府的「國家戰爭學院」（National War 

College）反恐專家 Zachary Abuza日前接

受 CNN專訪中亦言，伊斯蘭國自 2017年

以後，即鼓勵其戰士前往菲律賓的民答納

峨建立分支。若建立「東亞省」，臺灣將

劃入其勢力範圍，對本島展開目標攻擊。

2019年 8月聯合國安理會一份反恐報

告指出，伊斯蘭國在亞洲的恐怖聖戰士約

二千五百名至四千名，包括外國籍聖戰士，

他們策劃恐攻，主要以禮拜場所為目標，

如 2018年 5月印尼泗水教堂連環爆炸案、

2019年 4月斯理蘭卡復活節連環恐攻案

等。該報告亦呼籲特別注意亞洲女性分子

在恐攻案中的角色。

根據經濟暨和平研究所報告指出，我國恐攻威脅排名連年上升。推測 2020年應是我國防恐史上關鍵的一年。（Sourc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9/11/GTI-2019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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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事女傭激進化的威脅

伊斯蘭國的「東進計畫」尚包括吸收

女性移工，特別是家事女傭。印尼智庫「衝

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IPAC）研究員努拉妮雅

（Nava Nuraniyah）指出，伊斯蘭國視這些

家事女傭為「搖錢樹」，因為她們有穩定的

收入、具英語能力及廣大的國際連結，成為

理想的召募對象。這些女性移工其激進化

進程可能不需一年，通常自創傷事件不愉

快的經歷開始，如離婚、欠債、受雇主不合

理對待等，因此容易成為被灌輸激進思想

的目標。部分女性移工經常上伊斯蘭國網

站、捐錢給海外戰士，甚至計畫赴敘利亞，

決心成為自殺炸彈客。在 2019年 9月，新

加坡安全局就以涉嫌「參與恐攻籌資活動」

罪名，逮捕 3名印

尼女傭。

IPAC 調 查 發

現，2015 至 2017

年間，至少有 50

名在海外工作的印

尼女性已達「激進

臨界點」，其中

43名在香港、4名

在新加坡及 3 名

在臺灣。新加坡內

政部日前亦表示，

自 2015 年以來，

該部已遣送 16名

激進家事移工回印

尼。我國執法機關亦曾於 2017年 2月間，

配合美國聯邦調查局押解一名印尼女性移

工潛在恐怖分子回雅加達。

伊斯蘭國召募計畫已延伸到訓練家事

移工執行自殺攻擊任務。印尼女性 Dian 

Yulia Novi於 2016年 12月間，企圖在雅

加達市中心總統府前引爆自殺炸彈，但未

成功。她在獄中接受時代雜誌專訪中透露，

曾在臺灣照顧一名 78歲老婦人 3年。她承

認因在臺幫傭期間，透過社交網路認識激

進男友並結婚，受其影響才決心成為自殺

炸彈客的。

另一名女性準自殺炸彈客則是 Ika 

Puspitasari，她於 2015年在香港幫傭時，

在網路認識一名印尼激進分子，返國後結

婚，加速激進化，於 2016年跨年夜時，企

印尼女子 Dian Yulia Novi（中）於 2016年 12月在雅加達總統府前引爆自殺炸彈，並坦承是在臺
灣幫傭期間，透過社交網路認識其激進男友。（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防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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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在巴里島發動自殺炸彈恐攻未果，遭判

刑 4年 6個月。Dian與 Ika兩位印尼恐怖

分子皆因遠赴他國工作，在文化衝擊的孤

獨情境中，尋求宗教認同與鄉情慰藉，而

接觸到伊斯蘭國暴力意識形態，最後激進

化為恐怖分子。

至 2019年 10月底，在臺印尼家庭看

護移工高達二十萬七千餘人，她們如同在

星、港的同胞一樣，可能面臨孤寂、宗教

差異、文化衝突、不當對待等問題，容易

成為伊斯蘭國召募的對象，初始成為一名

同情者或支持者，此時她們可能是恐攻籌

資者或恐怖分子庇護者，最後可能進化為

一名真真實實的恐怖自殺炸彈客。

三、 觀光與國安的拔河

為拼觀光，吸引印尼、馬來西亞穆斯

林客源，政府一方面祭出免簽待遇，一方

面與宗教團體和業者合作，輔導清真認證

餐廳，或建議業者設立禮拜室及小淨設施，

營造穆斯林友善環境，使臺灣被萬事達卡

公布為「2019非伊斯蘭國家穆斯林旅遊目

的地」（Top 10 Non-OIC Destinations）

排名第三的國家，僅次於新加坡和泰國，

與英、日並列，政府的努力應值肯定，但

為拼觀光，吸引印尼、馬來西亞穆斯林客源，政府祭出免簽待遇，並積極營造穆斯林友善環境。（圖片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https://afrch.forest.gov.tw/all-news/006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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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慮決定給某些國家免簽待遇時之國安

因素。

卡達等「海灣合作理事會」國家國民

的高消費力及「醫療觀光」的高潛在客戶，

確實是我政府大力推動觀光產業必需去鎖

定的目標，但該等國家國民加入伊斯蘭國的

人數比例偏高、伊斯蘭國已在該等國建立

分支網絡、該地區經常發生恐攻案等事實，

恐成為在拼觀光下威脅我國安的重要因子。

應有的認識與作為

2020年將會是我國防恐打恐史上最關

鍵的一年，我們應以更積極的態度與作為，

迎接這充滿挑戰的一年。

一、 沒有免於恐攻威脅的自由

恐怖主義威脅指數低不代表免於恐

攻，另「受害人不確定性」的恐攻特性，

無人敢保證我國能免於恐攻威脅。如紐西

蘭的恐攻威脅指數，2018年排名由 103降

到 114，理應更為安全，但 2019年 3月仍

發生基督城清真寺之重大恐攻案。

二、 增建及開放清真寺

清真寺是穆斯林的信仰中心與心靈寄

託所在，但我國清真寺數量明顯不足，政

府應鼓勵及歡迎外國政府或宗教團體來臺

建造清真寺。另我國現有清真寺似可於星

期日開放或舉行大型宗教活動，成為穆斯

林移工休假日必訪地，以適度安撫印尼移

工的心靈。

三、 教育人民尊重移工

勞動部應與宗教及公民團體合作，以

會議、團康活動、託播廣告等方式，教育

我國人民了解與尊重家庭看護移工的宗教

規儀、文化背景、普世基本人權等，創造

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友善環境。

四、 強化情蒐能力

政府國安團隊應強化下列情蒐作為：

（一） 加強蒐報國際恐怖組織「人流」情

資，防範涉恐人士迂迴滲透來臺。

（二） 強化與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聯繫，以

及注偵地下匯兌活動，從「金流」

中蒐研恐怖分子發動恐攻預警情資。

（三） 強化與海關、國際物流公司之協調

與聯繫，從「物流」中蒐報恐怖分

子發動恐攻預警情資。

（四） 注偵外國穆斯林團體聚會場所，以及

意見領袖聚會談話內容，從中篩濾潛

在激進分子，防範與恐怖分子勾聯合

流，在臺製造動亂或發動恐攻。

防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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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建清真寺，尊重外籍移工的宗教、文化及

普世人權，創造對穆斯林友善的環境，並加

強情蒐能力，可預防移工被恐怖分子滲透、

吸收。（圖片來源：臺北旅遊網，https://www.
travel.taipei/zh-tw/attraction/details/82；臺北市政
府，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
DDAF49B89E9413&sms=72544237BBE4C5F6&s=7C
AD91E18E390746）

結語

恐怖分子不是 21世紀的新產物，社會

不公、貧富差異、文化衝突、政治不定、相

對剝削等，才是製造恐怖分子的機器。「全

球反恐戰爭」喊喊打打了 20年，這些涵養

恐怖主義的肥沃土壤仍在擴大，我們必須

保持警覺，尤其在臺灣家庭近年申請外勞

照護與日俱增之際，若我們能更主動關心、

積極留意及尊重配合與我們朝夕相處印尼

女傭之心理狀況及宗教規儀，或許才是確

保恐怖攻擊不在臺灣發生的最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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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警察大學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　汪毓瑋

民主國家日益遭受來自試圖腐蝕和破壞現行國際體系運作的挑戰，其常被
描述為混合戰、非常規戰、不對稱戰、政治戰，或者更簡短的描述為灰色地帶
衝突等。亦即不滿現狀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試圖在不訴諸直接和大量使用武力
情況，或不超過導致公開戰爭之既定標準、又不違反國際準則下，以實現該國
安全目標。

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

灰色地帶是一個「作戰環境」，是和

平與戰爭之間的「空間」。在此空間引發

之衝突，充滿政治、經濟和安全競爭。侵

略者透過「混合威脅」，使用模稜兩可性、

利用非歸屬性實現其戰略目標，同時又能

有計謀地限制其他國家的反制行動。

灰色地帶的行動會挑戰國家利益、影

響或力量，有關例子包括俄羅斯針對西方

社會的假訊息宣傳運動，使用網路活動威

灰色地帶 與 混合威脅
之　與　虛 實

國安補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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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西方企業，使用代理部隊吞併烏克蘭領

土並煽動內戰；伊朗使用「真主黨」代理

人促進其利益；中國大陸在非洲和亞洲的

經濟政策、島嶼建設、以海事資產騷擾外

國船隻並拒絕其進入國際水域等。

雖然灰色地帶行動不是直接的「軍事

對抗」，但會削弱人們對「基於規則體系」

的信心、規則及其帶來的可預測性，對於

促進商業交易、擴大貿易、管理衝突和升

級以及進行外交談判至關重要。此外，網

路攻擊可能會對關鍵基礎設施造成真正損

害；經濟脅迫可能會損害企業的底線；代

理部隊可以威脅軍隊和平民，同時避免國

家對贊助國進行報復；假訊息可能會影響

關鍵的民主選舉和公民投票的結果。因此，

競爭對手的灰色地帶活動一定會對國家利

益造成實質性的損失。

混合威脅通常運作於低於戰爭界限之

灰色地帶，是發生在整個衝突頻譜中的每

一個「區間」，而不是頻譜上獨立的衝突

類型。可以被定義為：「模糊性」的國家

或是非國家行為者，不受以往遠近「地理」

或主權「疆界」概念的限制，而「同時」

在不同的戰場與市民社會之含實體與虛擬

的多樣化「空間」中，混合採用了「單方

面」或是結合「可調適」和「系統性」之「量

身定製」的傳統武器、非常規戰術、恐怖

主義和犯罪行為等之既「不易歸類屬性」、

又能夠悠遊於合法與非法之「灰色地帶」

的隱而不顯作為，以追求具有更大算計之

政治目標。因此，可能包括經濟和金融行

為在內的合理施壓或是制裁手段，包括創

造或隱蔽的利用貿易聯盟；顛覆性的政治

作為；隱蔽行動；利用非政府組織；訴求

中國大陸在南海的造島工作雖主張為防禦性設施，卻引發區域動盪及國際關注，圖為西沙群島永興島造島建設的前後

比較，可發現中國大陸部署了防護港口、飛機跑道、飛機庫與地對空飛彈發射架等軍事設施。（Sourc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CSIS, https://amti.csis.org/paracels-beijings-other-buildup/?lang=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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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援助；運用社會壓力；施展恐怖

攻擊；誘發犯罪失序；或使用虛假網站和

植入錯誤資訊。

運作與使用的工具

在「可接受的」國家行為的邊緣存在

並蓬勃發展，界限在日常政務與戰爭行為

之間，旨在延遲或癱瘓競爭對手的決策。在

執行灰色地帶戰略時，可以利用多元化政

策工具，包括軍事和非軍事以及政府和非

政府手段，且可否認或秘密行動，使得評估

其意圖和歸因及回應的能力進一步複雜化。

運用的主要工具包括：

一、 資訊行動和錯誤資訊

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利用社交媒體和其

他宣傳渠道，定期使用資訊戰技術在國外

播種懷疑、異議和假訊息，也固定經由傳

統的努力通過宣傳來加強自己的敘述。

二、 政治脅迫或政治家的腐敗

使用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脅迫手段

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組成或決策，例如中

國大陸與俄羅斯努力影響許多國家的政治

候選人或在職政治家；伊朗對「哈馬斯」

的財政支持也是該政治進程中潛在腐敗的

根源。

三、 經濟脅迫

使用非法融資或能源脅迫，以實現經

濟目標或使對手造成經濟損害。例如俄羅

斯在關鍵時刻針對性地停止向附近國家

供應能源；中國大陸對沒有明顯經濟回報

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關鍵基礎設施項目進

行投資。

圖 1　混合威脅的運作工具

混合威脅
運作工具

資訊行動

網路行動 社會塑造

代理人戰

太空作戰

部隊控制經濟脅迫

政治脅迫

國安補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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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行動

使用駭客、病毒或其他方法進行資訊

戰，造成實體損傷，破壞政治過程，懲罰

經濟競爭者，或在網路空間中實施其他惡

意行為。

五、 太空作戰

透過干擾設備本身、通訊、或從太空

或太空系統提供的資料或效果，破壞競爭

對手的正常太空活動和太空服務。

六、 代理人支持

直接或間接使用非國家和半官方團體

進行軍事威脅或控制領土，以施加影響或

實現特定的安全或政治成果。例如伊朗通

過軍事恐嚇或控制領土而施加政治影響；

亦包括了俄羅斯的「小綠人」和中國大陸

的「小藍人」等例子。

七、 國家控制部隊的挑釁

在沒有正式使用武力情況下，使用直

接提供資金或與國家溝通的非軍事或準軍

事力量來實現國家利益，包括秘密活動和

隱蔽活動。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最常使用這

種工具，而伊朗則很少使用這種工具，其

中包括直接脅迫對國家政府負責的部隊。

八、 塑造市民社會

中國大陸利用孔子學院和對大學的經

濟槓桿作用來限制反華情緒並增加支持；

俄羅斯大量資助非政府組織之「俄羅斯世

界基金會」，並通過廣泛使用俄羅斯東正

教教會來進行。

中國大陸於斯里蘭卡波隆納魯瓦投資建造腎病醫

院。（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小綠人」是指沒有任何國際標識的俄羅斯秘密武裝人員。

（Photo Credit: Anton Holoborodko, https://commons.wikimedia.
org/wiki/File:2014-03-09_-_Perevalne_military_base_-_0116.
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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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的重要因素

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從對問題的

清晰理解，轉變為採取特定行動，再設計

運作框架和戰略，以更一致、更有效地應

對。也需要敏捷地回應和更加主動的措施，

才能迅速應對有關的惡意行動，同時又能

限制對手想要利用的可預測性。

一、 提升透明度

當強制發生時給予更大的關注，是增

加其啟動成本，減少重複實施的有效方法。

有效的例子：出版中國大陸網路活動的曼

迪安報告（Mandiant Report）；美國以網

路犯罪起訴解放軍軍官；社會媒體調查揭

露沒有穿制服的正規俄羅斯部隊在烏克蘭

的部署；揭露使用虛構或非法駭客入侵就

像馬克龍戰役（Macron campaign）對這

種手段採取戰術一樣的材料；以及揭露和

調查聯結政治影響力之國家導向的腐敗。

二、 嚇阻

成功嚇阻通常涉及了高層官員對那些

採取具體確定行動而威脅其可能會遭受到

具體後果，使其相對成本與效益不成比例

而放棄。例如法國和德國向俄羅斯明確聲

明，如果俄羅斯干預各自國家的大選將直

接採取反擊行動。

三、 準備和先期行動

鼓勵公眾主動準備可能面臨潛在挑

戰是非常重要的。當知情的公眾已被警示

有關惡性影響的戰術，就可以減少潛在衝

擊，就像法國總統大選期間的作法；又如

立陶宛已經採取具體步驟以確保韌性的社

會，包括出版了如何在遭受入侵時生存和

繼續反擊之《如何在極端情勢或戰爭情

況下採取行動》（How to Act in Extreme 

Situations or Instances of War）手冊；瑞

典重新審視特別強調民防之「全面防衛」

（Total Defense）概念，而使公眾為必須

應對的入侵、假訊息、經濟脅迫還是其他

灰色地帶戰術先做好準備。

四、 整合性行動

例如芬蘭和愛沙尼亞已開發包括在危

機期間建立整合性決策過程在內的全社會

途徑；又如北約成員國間之條約規定，所

有成員國承諾對一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視

為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因此，與盟國和

夥伴的統一行動至關重要。

五、 儘早大膽地行動

惡性行為者選擇灰色地帶戰術是為了

當利用允許的邊界時，限制自己可能遭受

的風險。因此，超出發起者預期的回應措

施，可能會有效地扭轉或減少灰色地帶戰

術的感知價值。例如歐巴馬曾直接向中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轉達反對中國可能在

士嘉堡淺灘（Scarborough Shoal）進行島

嶼建設活動並結合強大美軍實力時，就成

功採用了這種方法；又 2018年俄羅斯因

為涉及前俄間諜謝爾蓋·斯克里普（Sergei 

Skripal）毒殺案，而讓英國等二十多個國

家集體反制，共驅逐一百多名俄羅斯外交

官，以阻止俄羅斯日後採取類似行動。

國安補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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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補破網

六、 清晰、具體、一致的消息傳遞

例如美國總統和其他內閣成員定期表

示，美日相互防衛條約適用於釣魚臺列嶼，

若想以武力改變這些島嶼地位的企圖，將

觸發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支持。因此，若與

南中國海之中國大陸已有作法相比，這是

促使中國大陸對釣魚臺列嶼採取相對溫和

途徑的重要推動力。

結論

灰色地帶並非特定類型的衝突，是國

家和非國家行為者使用混合威脅，目的是

攻擊政策、組織、教條中的縫隙，以創造

槓桿及利用弱點。是保持在公開、傳統衝

突的門檻之下，利用非歸因優勢來塑造戰

場，從而以最小成本來面對其他國家的回

應，不僅見諸於俄羅斯首次進入烏克蘭東

部的嘗試，也發現於中國大陸在南中國海

的行動。而描述此戰場有助決策者和平民

領導人了解其不斷變化的性質，且若無法

描述此威脅並確定戰爭發展當前狀態，就

很難在軍事、公眾和決策者之間達成為了

維護國家安全，所採行之有效應對措施及

資源合理化分配之共識。

俄羅斯於 2018年涉嫌至英國殺害俄羅斯間諜謝爾蓋‧斯克里普（Sergei Skripal），後來英國等二十多個國家集體反制，共
驅逐了百多名俄羅斯外交官，以阻止俄羅斯日後再採取類似作為。圖為謝爾蓋‧斯克里普 Sergei Skripal父女。（圖片來源：
The Presidential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Vladimir_Putin,_Sergei_Lavrov_and_Sergei_Shoigu_(2019-
02-02)_03.jpg；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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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再進化
／ 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陳炎輝

109 年正副總統及立法委員二合一
大選，攸關國家未來發展；自由民主
得來不易，且需全民共同珍惜。

（圖片來源：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cp-412-121780-b3ba9-001.html）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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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偵辦金錢及暴力介入選舉

我國於 107年 11月 24日曾舉辦全國

性地方行政首長及地方民意代表選舉，該

次九合一基層選舉，除種類多、規模大外，

並具有選區大小不一，單一名額選舉及比

較多數選舉制度摻雜之特性，候選人若要

採取賄選方式以求當選，例如舉辦餐會、

旅遊、贈送物品或是現金買票等等，其方

法、策略及對象將因選區及選制而有不同。

此外，部分幫派或團體假借政黨名義參與

公共議題，實則從事暴力行為擾亂選舉秩

序，如何防制幫派或團體暴力介入選舉，

其重要性實不亞於查察賄選。

為確保選舉所產生之公職人員能夠清

廉執政與問政，法務部針對 107年九合一

選舉頒訂「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賄

工作綱領」。據法務部統計，截至 108年

11月上旬，針對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各地檢署共提出 185件、186人的當選無

效之訴，當選人經一審判決當選無效之件

數共 110件、111人；至於賄選案件則起

訴 1,383件、2,736人，經一審判決有罪人

數 1,663人，有罪率高達 9成，充分展現

政府查賄到底並嚴防金錢、暴力介入選舉

之決心。

賄選方式、策略及對象因選區及選制而有所不同。（圖片來源：法務部，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zJLPl-hwM）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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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 109年 1月 11日將舉辦正副

總統暨立法委員二合一選舉，法務部於

108年 5月 22日邀集檢察、調查、警察及

廉政等機關，召開「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工作綱領研議會

議」，以利各執法機關著手籌辦選舉查察

相關事宜。此外，最高檢察署除於 108年

7月 9日成立「查察賄選暴力督導小組」，

各地檢署亦同步成立「查察賄選及暴力執

行小組」外，最高檢察署另於 8月 23日召

開全國「檢警調廉政高層首長選舉查察座

談會」，宣示全體動員、全力執行，確保

選舉公正及平和進行之決心。

推動廉能政治為政府當前重大政策，

為導正政治風氣，必須從中央到地方貫徹

實施相關廉政措施。為確保選舉所產生之

公職人員能夠清廉執政與問政，除應先實

施有效之宣導及縝密防範之措施，阻絕賄

選念頭與可能外，需再施以強力查賄制暴

作為，嚴懲金錢、暴力介入選舉，以期澈

底斷黑拔金。況且現今選舉態樣及環境已

不同於往昔，影響選舉的因素除金錢與暴

力外，更增加假訊息等資訊干擾，選舉查

察之目的係在保護「選舉純正性」，確保

競選過程公平、公正、公開，使候選人間

進行君子之爭，政府絕不容許以賄選、暴

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選舉。

109年 1月 11日即將舉辦正副總統暨立法委員二合一選舉，法務部致力於查察相關不法行為，以確保選舉公正、公平。（圖
片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https://web.cec.gov.tw/central/cms/poster_cht）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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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有候選人使用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

從事競選活動而獲得當選，不論執法機關

如何全力投入查緝，亦將無法為人民及輿

論所認同。因此，檢、調及警察機關於選

舉前期著重投入資金脈絡清查，並於選舉

前半年進行蒐報及部署，加強與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之

聯繫，以即時掌握可疑資金流動之情資。

科技查賄雲端反賄以淨化選風

深化民主與杜絕黑金，向來是政府部

門重要施政方針，唯有公正執法才能導正

政治風氣、獲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與信賴。

再者，民主政治之基石，係建立在公平、

公正與公開之選舉機制，因此，政府必須

確保選民在競選活動中，能夠挑選適當優

秀之人選來擔任公職。法務部所屬檢察、

調查及廉政機關偵辦查賄工作從未停歇，

向來秉持公正、嚴密及迅速三項準則，恪

遵偵查不公開及行政中立，以公正為信念，

不預設立場，更不問團體或黨派，向上溯

源持續偵辦賄選，務必遏制金錢、暴力、

假訊息等不法行為介入選舉。

為遏制假訊息散布影響國家安全，政府積極修正現行法令，打擊假訊息！（圖片來源：行政院，https://www.ey.gov.tw/
Page/5B2FC62D288F4DB7/ee707ca4-1c2c-4f55-b19a-a559b665d163）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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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之選舉，將為

國家選出擘劃政策的領導者與決策者，選

舉結果攸關全民未來與國家發展。立法委

員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制後，各該選區多由

政黨推薦其人選來競選，莫不希望在本次

選舉中勝選，候選人彼此競爭激烈，立法

委員除山地與平地原住民選區外，各選區

僅選出 1名當選者，候選人無不力求勝選，

背負寸土不讓、寸土必爭之壓力，最終投

票結果則攸關我國各政黨未來發展方向，

受到社會各界極度矚目與關注。

有鑑於本次二合一選舉，面臨境外勢

力、資金介入及假訊息散布等多重議題，

使得選舉情勢、治安維護等複雜程度升高，

法務部於 108年 6月 6日頒訂「第 15任

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工

作綱領」（下稱本綱領），以全新思維強

化查賄力度，並提昇反賄選宣導之廣度，

全力防制金錢、暴力及假訊息介入。

本綱領之六大重點工作是：審慎有效

佈雷、強化科技查賄、加強資金清查及嚴

防境外資金介入、嚴防選舉賭盤及虛設戶

籍人口等介入、重視假訊息效應並優先妥

適處理、善用網路宣導反賄選並建立全民

反賄網。以強化科技查賄而言，係因應通

訊軟體 LINE、微信、臉書等已成為民眾往

來通訊主流，各地檢署成立「科技查賄指

揮中心」，加強運用數位採證中心（室），

法務部雲端反賄數位平臺 APP宣導影片。（圖片來源：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fp-21-122756-b3de5-001.html）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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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數位採證能力，迅速分析判讀數位證

據，有效掌握賄選等犯罪證據。再以「善

用網路宣導反賄選並建立全民反賄網」為

例，法務部設置雲端反賄數位平臺 APP，

除便利民眾提供賄選情資，接收選舉假新

聞澄清與反賄選宣導等資訊，並讓民眾更

便於檢舉賄選。

天羅地網　反賄選再進化不停歇

查察賄選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導。法

務部於 108年 6月 6日頒布「法務部辦理

第十屆立法委員暨第十五任正副總統選舉

反賄選宣導計畫」，結合相關部會、各地選

舉委員會、檢察、廉政等系統，經由多元宣

導通路，進行反賄選宣導，以強化「檢舉賄

選」為公民社會責任，擴大宣導訊息廣度與

深度，普及反賄選觀念擴大社會參與。

針對當前假訊息猖獗亂象，為偵處涉

及賄選、散布假訊息等影響選舉公平之案

件，法務部調查局已部署成立「二合一選

舉查察專案」及「影響國安選舉假訊息處

理小組」。另為快速提升假訊息案件之調

查能量，積極偵辦，以有效遏止因假訊息

散布而嚴重妨害選舉公平性，該局並成立

「假訊息防制中心」，統合六都調查處資

安區域專責小組，全力執行假訊息之溯源

偵辦，務求「事件有分析、案案有結果」。

針對當前假訊息猖獗亂象，為快速提升假訊息案件之調查能量，調查局成立「假訊息防制中心」，統合六都調查處資安區

域專責小組，全力執行假訊息之溯源偵辦。（圖片來源：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mp-001.html）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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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鹿野「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進行「登高一呼　反賄啟航」宣導。（圖片來源：臺東縣政府，http://www.taitung.
gov.tw/News_Content.aspx?n=E4FA0485B2A5071E&s=27BF0E20CB9EFE4A）

檢察機關執行反賄選宣導計畫，例如

利用 LINE官方帳號 QRcode、反賄信封、

小蜜蜂機車隊、垃圾車廣播、網紅直播、

球賽開場、熱氣球嘉年華、車站快閃等創

新方式，確實帶動地方網路社群或媒體報

導，並結合地方民俗節慶活動，以加深民

眾印象及能見度。另藉由點、線、面營造

全民反賄氛圍，結合選務、調查、警政、

廉政等之宣導通路，全體總動員串聯多元

網絡，讓民眾瞭解賄選的危害，拒絕賄選

並進而檢舉賄選。

最後，為避免境外資金及假訊息介入

選舉，各查察機關辦理選舉查察宣導時，

除強調政府查緝選舉賄選不法犯行之決心

外，並提醒各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

若有收取境外、陸、港、澳資等捐贈之政

治獻金，而未依相關規定之期限繳交受理

申報機關辦理繳庫，依政治獻金法規定可

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相信在社會各界齊

心反賄選情況下，必能遏止賄選、暴力等

不法情事，為我國民主選舉制度展現值得

驕傲的新頁！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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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　雷喻翔

電子投票安全嗎？

電子投票系統簡介

傳統投票方式所需耗費的人、物力資

源，隨著選舉規模不斷擴大而逐漸攀升，

為了減低資源浪費，電子投票（e-voting）

在過去的十幾年受到了電腦科學家廣泛地

研究，許多可行的機制也被提出討論。

好的電子投票系統必須滿足以下幾點

特性：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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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體驗證能力：所有參與投票的角色，

諸如投票人或監票人等，可以驗證整

個投票的過程以及最終結果。

二、 個人驗證能力：每位投票者可以確認

他的選票是否已經投出、是否已經

成功地被紀錄以及是否被算進最終

的計票結果。

三、 可靠性：投票的過程是否可以有效偵

測惡意投票行為。

四、 一致性：無論是由誰來觀看投票流程，

都會得到相同的選舉結果。

五、 匿名性：只有投票者本人知道他自己

選票的內容，也就是要達到無記名投票

的目的。

六、 透明度：為了確保公平及有效原則，

整個投票過程必須是公諸於大眾。

為了達成上述的條件，從而設計出

有效的 e-voting，專家學者們採用了兩項

有用的工具：密碼學中的盲簽章（Blind 

Signature）以及區塊鏈技術。

盲簽章

個人可驗證性、可靠性及匿名性可以

視為投票者對於是否達成秘密投票程度的

指標，盲簽章這項技術的優點可符合以上

三項特性。在講盲簽章的流程前先了解何

謂數位簽章：電子世界中要如何證明某一

個文件的內容沒有被竄改過呢？這時候便

可以用數位簽章來確保此事，首先將文件

內容透過MD5（一種雜湊函數）計算後得

到一組值，接著同時傳送文件內容以及計

算後的值，這時候任何人都可以針對該文

件藉由 MD5的演算法算出另一組值，當

這兩組值的內容相等時，我們便可以放心

地說所收到的文件內容與原始的內容是相

同的。

這種可受驗證的數位簽章確實可以保

證傳遞的內容不會經過修改，但是若放到

e-voting中，那將會違反無記名投票原則，

因為如果必須一併送出原始內容方可驗

證，那麼自己的投票意向不就暴露於第三

人了嗎？因此盲簽章的精神便是：驗證方

不需要對原始內容簽章，驗證方所簽章的

內容可以是傳送方加密過的內容，只要這

個加密的內容使用者可以復原即可。

好的電子投票系統除了可減低資源浪費，提高開票效率，更可增

加民眾政治參與度。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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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以下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描述盲

簽章的過程：甲是一位擁有投票權的合格

選民，乙是選委會，甲如何獲得具有選委

會簽章的合格選票呢？甲有自己的加密模

組 E甲及解密模組 E’甲，還有一張選票 V，

乙則有 S乙簽章模組。

流程如下所示（參考圖２）：

一、 甲先用自己的加密模組將已經有圈選

結果的選票加密，接著將加密結果傳

給乙。

二、 乙收到甲傳來的訊息，由於乙無從得

知甲的解密模組，因此無須擔心乙會

知道甲秘密投票的內容。乙用自己的

簽章模組對甲送過來的訊息進行簽

章，然後便將這個資訊再回傳給甲。

三、 甲在得到了乙所傳遞過來的訊息後，

用解密模組 E’甲解出 S乙 (V)，這便是

乙對於甲的投票內容所做的簽章。

根據上述的步驟，甲在無須揭露自己

投票內容的前提之下順利地獲取了乙方對

於甲方投票內容的簽章。個人可驗證性、

可靠性及匿名性在這個簡單流程中都得以

確保。

圖 1　簡單的數位簽章原理

圖 2　盲簽章的過程

甲在選票上圈選後用 E甲加密後將 E甲 (V)
傳送給乙

乙用自己的簽章模組 S乙對甲送過來的訊息
簽章，接著將 S乙 (E甲 (V))回傳給甲

甲將 S乙 (E甲 (V))用解密模組 E’甲解出 S乙 (V)

簽 章 驗 證

文件

傳送文件 傳送此組值

任何人

收到
的文件值

簽名者提供的值

若兩者的值一致，則收到的文件
內容與原始的內容相同

值

MD5 101100110101

101100110101

101100110101

=

MD5

甲 乙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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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

相較於盲簽章較著重在於「秘密投票」

這個目的，區塊鏈則是著重於 e-voting在

「公眾使用」上的透明度。區塊鏈是一項

源自於比特幣的技術，它是一種資料結構

的概念，區塊鏈中的所有資料都是以區塊

（block）的方式呈現，區塊和區塊間彼此

連結成串，我們可以抽象地將之想像成為

鏈狀結構，這也是區塊鏈之所以會如此命

名的原因。

要在區塊鏈上建立一個新的區塊節

點，必須遵守區塊鏈對等（Peer-to-Peer, 

P2P）網路上的相關規則，任何違反建立規

則的區塊將不被區塊鏈所接受。為了達到

去中心化及達到共享性的目標，每一個區

塊鏈上的資料都是分散地儲存在雲端上，

任何人都可以存取。經由使用區塊鏈，所

有的資料傳送不再是單純的點對點擁有資

料，而是將資料傳至公開的 P2P對等網路

上，一切的資訊都可透明接受檢驗。

接續上個章節，投票人取得選委會簽

章，投票內容也獲得選委會的確認；接下

來的實際投票動作，投票人用另一組非對

稱金鑰，將本身的選票以及從選委會獲得

的簽章一併傳送至區塊鏈網路，由於這一

組非對稱金鑰僅個人知道，因此這一動作

可以實踐秘密投票的要求；最後一個步驟

是投票後整理階段，選委會從區塊鏈網路

上驗證每一張選票是否符合選票格式、是

否具有選委會發出的簽章、是否於投票截

止日前投出及該張選票是否已經計算過。

由於區塊鏈的性質，整個過程可由所有參

區塊鏈擁有不易竄改、高共享性、以及去中心化的特性。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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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以及可存取區塊鏈的第三方共同進行

計票以及稽核。

相關議題

在前述所介紹的盲簽章及區塊鏈技

術，的確可以建立起一套可運作的基本電

子投票系統，然而在實際的運作及更嚴謹

的安全性上仍有一些議題需要考量。第一

是身分識別的問題，資料透過 P2P區塊鏈

網路來溝通傳遞，有了公開透明的好處，

但是也帶來了暴露投票者 IP的風險，進而

透過網路封包分析，勾稽出投票者與投票

結果的關聯。

為了避免暴露 IP，經由洋蔥網路

（TOR）隱藏個人的 IP成為一種可能的解

決方式；第二點是資料的保密及中立性。

P2P區塊鏈網路雖公開透明，但反面來看

是在投票的過程中，投票進度也揭露於公

眾，這多少也會影響選舉的最終結果。一

種最直接的解決方式是不採用誰都可存取

的公眾 P2P區塊鏈網路，而是採用具一

定程度權限控管且須經過授權的區塊鏈網

路。然而要提高保密程度，公開透明就會

遭受到質疑，這也是系統設計過程中需要

取捨之處。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電子投票技術

時至今日已算略具雛形，然而投票本身無

論是政治性的選舉或是公投，其結果都是

社會大眾矚目的焦點，只要投票過程稍有

爭議，主事者難免遭受非議，因此在尚未

百分之百處理潛在性風險之前，應持續提

升相關的技術研究。

一些法國城市會使用投票機，但在 2017年，法國外交部
宣布總統選舉為完全紙本作業，避免資訊安全的隱憂。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
org/wiki/File:IVotronic_img_3452.jpg#/media/File:IVotronic_
img_3452.jpg）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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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歷史的小人物：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歷史不外帝王將相的豐功偉業，譬如漢高帝劉邦、項王項羽、大將軍韓信以
及相國蕭何成王敗寇的故事。這些大人物創造了歷史，而後人津津樂道不止，卻
鮮少人知道還有些小人物可以左右帝王將相成敗的關鍵，進而翻轉時局興衰。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春秋時

期宋文公 4年（西元前 607年）春天，楚

國命令鄭國討伐宋國。宋國指派大夫華元

率兵抵抗，鄭國輕易打敗了宋國，並且俘

虜統帥華元。兩國勝敗的關鍵不在於國力

的強弱，而是由於車伕私心作祟，左右了

戰爭成敗。車伕擔任駕駛，工作單調，責

任卻不能等閒視之，如果以為車伕位卑無

權，可有可無，那就大錯特錯。忽視了他

們的存在價值，一旦他們不滿現狀，將會

造成意想不到且天翻地覆的嚴重後果。

最大的風險就是不知道風險在哪裡，

於是重大危機出現了。鄭、宋兩國對戰前

夕，宋軍統帥華元犒賞將士，飽嚐一頓羊

肉羹美食，藉以提振士氣，希望明天能打

勝仗。但是他千千萬萬沒有想到，幕僚作

業百密一疏，忘記請一個小人物到場─他

就是統帥身邊的駕駛羊斟。這個疏失後果，

誰都料想不到。

第 2天早上，宋、鄭兩軍對峙。宋國

統帥華元根本沒有想到被自己的車伕出賣：

千萬不要忽視了
眼前的駕駛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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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聽到統帥號令，駕駛統帥指揮車的

羊斟，竟擅自揚鞭策馬衝進鄭軍隊伍，這

豈不自投羅網？宋國未戰先敗，鄭軍輕易

俘虜了華元。羊斟在衝進對方隊伍之前，

撂下一句：「昨晚的羊肉羹大會，由你作主；

今天的戰爭大事，就由我主張。」這位自

私自利的車伕只是沒有吃到羊肉羹，就這

麼氣憤地報復統帥，由於個人私慾作祟，

竟不顧國家利益，讓宋國付出慘痛代價。

風險無所不在，差錯往往出現在你我

永遠想像不到的地方。駕駛羊斟以私害公，

任誰都意想不到。傑出的首長、將領，對

於左右身邊的小人物，千萬不要忘了他們

的存在。每個人都愛吃美食，為什麼不讓

駕駛共享大餐？推想主事者或許認為駕駛

是自己人，不需要那麼多禮，駕駛應該會

不請自來，因而沒有人通知他來聚餐。駕

駛羊斟也沒有當場反應作業疏失，更沒有

及時興師問罪，或跟誰抱怨，卻暗暗含恨

在心。我們不要忘記，小人物不講話時，

並不表示他就不會在意。

風險總是藏在被忽視的小人物身上，

他們絕非小角色。對於此事，推測原因可

能如下：一是大戰即將展開，統帥華元忙

於戰前整備，太專注於國家大事的規劃，

忘了叮囑幕僚人員聚餐時務必要通知全員

到齊。二、大家認為司機都是自己人，親

近統帥，不必也不需要多禮。三、統帥很

用心地舉辦羊肉羹美食餐會，藉以激勵士

氣，幕僚作業卻虛應故事，貶視了駕駛人

員，習以為常，認為他們只是機關中的小

人物，只要聽令就可以，沒有特別關懷、

注意要犒賞他們。最後，最大的可能性是

幕僚人員對底層小人物長期視而不見，讓

小人物積怨已久，早已伺機要將醞釀多年

之不滿情緒一併爆發。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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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戰前會餐，忘了邀請統帥

駕駛入座共享美食，就是重大錯誤。戰事

當前，危機四起，幕僚人員居然考核「落

漆」，渾然不知將帥旁邊竟有如此心胸狹

窄的駕駛。只因沒讓駕駛吃到羊肉羹美食，

就要讓國家付出極大的代價。《左傳》批

評羊斟根本不是個人，只為了個人私慾，

逞一己仇恨而讓統帥被

俘虜，讓軍民受苦受難，

國家必須高價贖人。其

實羊斟就是一隻宋國意

想不到的「黑天鵝」。

領導之道絕不能有

大小之分、貴賤之別。

當知「羊斟賣主」絕非

個案！秦朝末年，陳勝

起義、風生水起，但最

終也是被身邊的車伕莊

賈暗殺。這些歷史教訓

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無論帝王將相

再忙，都絕對不能忘記照顧眼前的司機。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首長都紛紛善待司

機，分衣、分食，勞動節一定宴請全體工

友司機，好好飽吃大餐。畢竟，在首長身

邊工作的司機、工友、秘書，陪伴首長的

時間特長，所以聽聞首長公私大小事最多

也最深。如果機關有福利卻忘了施惠均分，

其後果小則洩密出醜，大則可能惹來殺身

之禍。因而我們知道，為什麼總是會有些

人喜歡去司機室喝喝茶、聊聊天的醉翁之

意。當然，

絕 大 部 分

的 司 機 都

很 自 律 自

愛，該說的

說，不能說

的，都會守

口如瓶。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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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政風室主任　王孝志

電影常呈現社會現實面，用作弊或不法手段
通過門檻，不但傷害公正的選才制度，也產生
日後漠視法紀而易貪瀆舞弊之疑慮。

根據非官方統計，家用第四台的電影頻道

中，重播率最高的就是「星爺」周星馳的電影

了。相信大家一定都有同感，舉凡《功夫》、《少

林足球》、《逃學威龍》等劇，就算已看過無

數次，但當遙控器轉到那些影片時，仍會不由

自主地停在該台再看一遍。在周星馳所演的電

影中，《逃學威龍》與《武狀元蘇乞兒》劇中

都不約而同地出現考試作弊的情節；而 2017

年泰國電影《模犯生》情節描述高中生的各式

作弊奇招，因該片劇情精采及刺激的拍攝手法

讓觀眾看得嘖嘖稱奇，因而掀起世界各地熱烈

討論，該片並在泰國創下億萬票房，甚至打破

《淒厲人妻》紀錄，成為臺灣影史上最賣座的

泰國電影。

歷年電影經常上演考試作弊情節，2017年的泰
國電影《模犯生》甚至演繹出隨著科技發達演

變的作弊方式。（Source: IMDb, Chalard games 
goeng,  h t tps : / /www. imdb.com/ t i t l e / t t6788942/
mediaviewer/rm3435747584）

與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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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述考試作弊的電影為何會如此

賣座，相信與每個人在求學期間因年少輕

狂、不懂事的作弊經驗有所關連。考試作

弊非常不妥，尤其是在近年大學入學考試

將高中在校成績比例調成極重的情況下，

求學期間的任何一項考試作弊，都可能影

響公平性。而若使用作弊或賄賂的手段進

入公部門任職時，不但打擊公正之選才制

度，更會影響到公部門之清廉形象。因此，

電影中蘇乞兒進京報考武狀元時，雖其武

藝科目高人一等，但筆試卻難以施展，因

其舞刀弄槍而不喜讀書，根本目不識丁，

連自己的姓名都不會寫，卻花錢買通主考

官，利用找人代寫試卷及抽換試卷方法，

雖成功通過筆試，最後還是被人揭發作弊

而犯下欺君之罪被貶為乞丐。

古時的科舉考試，「十年寒窗無人

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不論出身、貧富，

只要能通過科舉考試，平民老百姓就能晉

升至社會的更高階級。某種程度上，可說

科舉考試是平民鹹魚翻身的好機會，而且

一旦通過考試，榮華富貴將唾手可得，因

此不少人總會終其一生勤奮苦讀以通過考

試，甚至不擇手段地作弊以達到目的。現

舉出古今中外常見之作弊手段及其預防方

式如下：

一、賄買

即賄賂主考官以獲取好成績。為避免

賄買，唐代武則天時曾設立「糊名」的辦

法，就是遮掩試卷上考生的姓名（相當於

今日國家考試試卷上的「彌封」)，另以「謄

為防作弊，每次考試前臨時委派多位考官同日進入貢院，且不得與外界往來；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

得離開。左圖為明萬曆年間之考試情景，右圖為日本攝影師於 1906年出版攝影集中捕捉到的貢院建築影像。（資料來源：
《徐顯卿宦跡圖》／余壬、吳鉞描繪，徐顯卿題詠，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eking》，山本讚七郎 Yamamot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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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

卷並以抄本送往評分，這樣批卷者

就無法從姓名或筆跡知道考生身

分。但考生仍可與考官事先約定，

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

所謂「買通關節」，故自宋太宗起

訂立「鎖院」制度，即每次考試接

到臨時任命的多數考官，須同日進

入貢院，在考試結束放榜前不得離

開，亦不得接見賓客，這樣就可以

避免考生掌握考官身分以進行接

觸（相當於現代試務人員進入「闈

場」規定）。

二、夾帶

就是將書本或是已抄有書本內容之東

西，夾帶於隨身物品進入考場。常見的方

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或密寫在衣物、

身體上，以及其他隨身物品，包括文具、

食品等都曾被用作夾帶。唐代在考生進場

前即由衛兵仔細搜查，以阻止夾帶作弊。

乾隆時更詳細規定考生帶進考場的各式物

品規格，如硯台、木炭、糕點的大小、厚

度等。近年在大陸蘇州曾發現清代考生作

弊的小抄書，厚 0.4公分，只有半個巴掌

大，上面竟載有 9萬字的內容。

三、請人代考

也就是「找槍手」，古時為了防止代

考，考生須出具鄉里保結（證明）及提供

詳細的身體樣貌特徵的履歷，進場前考官

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身分（相當於今日在

考試報名表上黏貼身分證影本及相片以供

核對身分）。

現代許多國家都有公務員考試，有網

友分享芬蘭公務員考試之經驗。某網友的

芬蘭朋友因要參加公務員考試，故請該網

友等候 2個小時，考完後網友詢問其考得

如何，芬蘭朋友喜形於色地說他寫完後比

對考試卷背後所附的答案，估算出成績結

果很不錯。聽到這回答，網友驚奇地說：

「那你們一定都能考 100分。」芬蘭朋友

卻說沒有人會去抄考卷背後的答案。因為

芬蘭的公務員考試，有時會在考卷背後附

上答案，只是為了讓考生評估自己的學習

成果，如果發現考差，就要有警覺，再認

清朝時期作弊用的袖珍小抄，字小如螞蟻。（圖片來源：中新社／達

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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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念書。所以芬蘭公務員考試憑的是「個

人良心」，因為照他們的考試方式，根本

就是在考驗每個人的誠實及自律程度。

根據「臺灣透明組織」公布之「國

際透明組織」評比「2018年全球清廉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在全球 180個納入評比的國家或地

區中，芬蘭與新加坡、瑞典和瑞士並列第

3名（臺灣為第 31名），故芬蘭能以廉潔

自律聞名世界，相信應與這樣的考試方法

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聯；而且芬蘭公務員

薪水優、福利待遇好，必須非常嚴格地自

我約束，芬蘭政府還規定公務員應酬出差

明細必須放在網路上，以讓人民檢視，所

以公務員收禮和被請客絕對是大事，一不

小心就會把前途和事業賠進去。

武狀元蘇乞兒技藝再高超，被發現考

試作弊立刻重重懲處。當大家在電影中看

到演員費盡心思作弊，卻仍被抓包的橋段

時，不妨看看芬蘭的制度，捫心自問，當

我們易地而處時，自己是否也能做到誠實

自律呢？

「2018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評比，芬蘭與新加坡、瑞典和瑞士並列第 3名，臺灣為第 31名。（Sourc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www.transparency.org/cp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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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副研究員　　黃士元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助理研究員　王經文

菊科（Compositae)香澤蘭屬的香澤蘭（Chromolaena odorata (L.) R. 
M. King ＆ H. Rob.），是世界著名外來入侵種多年生草本雜草，因
其植株葉片搓揉後有香味而名。由於香澤蘭曬乾後具消腫止血效用，
因此早在民國 70 年左右國內就有青草藥植物喜好者將之引進臺灣，
栽種後逸出造成今日入侵危害。

外來入侵雜草：香澤蘭

（Photo Credit: LiChieh Pa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lj/543487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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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產地及分布

香澤蘭英名為 Siam weed，原產在中、

南美洲，並且廣泛出現在歐洲大陸的熱帶

部分，後被引進到東南亞、非洲西部和大

洋洲部分地區。現已廣泛分布在美洲、非

洲、亞洲及東印度群島在內的熱帶和亞熱

帶大部分區域。其在林地、牧草地及橡膠、

咖啡、椰子和可可樹等的耕地上急速散播，

成為嚴重危害的入侵植物，被評列為極具

威脅性的世界級惡性雜草。臺灣在行政院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控制入侵種的威脅」

業務中列為第一階段優先防治之入侵種生

物。近年來林務局更在小花蔓澤蘭的年度

防除計畫中，將香澤蘭納入一併防除，積

極減少其危害。

形態特徵

香澤蘭為多年生粗壯草本，葉對生、

有長的稍蔓性（不纏繞）枝條，會形成濃

密的矮灌叢，高度約 1.5∼ 3公尺，若有

香澤蘭植株與略帶藍紫色的頭狀花。

環安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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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植物可供攀附的情形下，或有可能長

到 6公尺高。莖的生長方向不定，側莖則

從葉腋成對長出，呈十字對生，為其重要

特徵。接近基部的老莖為褐色木質；頂端

和幼枝則為綠色肉質。主根不發達，根系

淺且為鬚根系。

香澤蘭為聚傘狀頭狀花序，每一聚傘

花序約有 20∼ 60個頭狀花，花色白或略

帶藍紫色，數量之多會覆蓋整個植株。瘦

果無毛或接近無毛，種子很小且輕。

生態習性及影響

香澤蘭適應力強，在各種土壤上生長，

也能立足在各種類型植群中生長，例如森

林（1,500公厘／年）、牧草地與乾燥的灌

木叢（少於 500公厘／年）。幼苗在 30℃

時甚至比在 25℃的遮蔽地上生長良好，

一般在森林的邊緣香澤蘭植株生長最為茂

盛。常生長在林地邊緣、路邊、田埂、河

邊、果園、林內空曠地或荒廢地上，會遮

蔽植作物生長、降低生長勢和消耗耕地裡

香澤蘭側枝呈十字對生，植株新芽帶紫紅色。

（Photo Credit: LiChieh Pa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lj/4003835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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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肥分；其根部也會分泌一種拮抗物質，

具有強烈排他性，干擾其他植作物生長，

造成棲地獨占，嚴重影響農業生產與生物

多樣性。

據國外報導，乾枯的香澤蘭枝葉常造

成山林野火。在臺灣的冬末早春時香澤蘭

植株亦常呈半乾枯狀態，有引發林火之虞，

有幸早春時或有綿綿春雨，減少了焚燒危

害的機會；此外，在南非聖露西雅窪地公

園，它被指出會干擾自然生態系統。因尼

羅河鱷魚需要在開放、晴朗的沙地裡築巢

產卵，香澤蘭會遮蔽、占去其築巢地點。

香澤蘭的纖維簇根更不適於尼羅河鱷魚的

蛋室與築巢工程，而且這改變了棲息地環

境，其樹蔭會使水溫降低，低溫會影響到

已經建好的巢，可能也會阻礙胚胎發育

（Leslie and Spotila，2001）。

香澤蘭的繁殖機制

主要為種子飛散的有性繁殖，數量多

又輕，係藉風力傳播，競爭力強且常獨占

棲地。火災過後或是原本的莖枯死後，莖

頭根處會重新萌蘗成株。還有直立莖橫倒

地面後會成為根狀莖，再從節點上長出新

根及多量叢生植株。

冬末早春香澤蘭乾枯的植株容易引起野外林火。

（Photo Credit: LiChieh Pan, https://www.flickr.com/photos/plj/4093255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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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澤蘭產出的種子數量非常多，不論

是在土壤的表面或者埋在土壤下，一些種

子存活期可長達 5年。埋在土壤下 3個月

時的種子，約 50%能發芽，在土壤的表面

時約 6%能發芽，並能在生長 12個月內就

開花結實，繁衍下個世代。

臺灣地區的分布現況

香澤蘭生長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在海拔 1,000公尺以下常可見其生長。年

雨量 900∼ 2,000公厘，相對溼度 70∼

90%，年均溫 19℃以上的地帶，均是其適

宜的分布區域。

飛散的種子是香澤蘭的主要繁殖方式。

香澤蘭種子發芽力高，入侵地常見大量小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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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物種的昆蟲、微生物天敵，是更實用

的方法。在國外包括關島、千里達、印

度、馬來西亞、印尼及迦納等，已成功應

用昆蟲天敵降低香澤蘭族群數量。林務局

也曾委託屏東科技大學進行相關的生物防

治研究，自關島引進兩種天敵昆蟲「香澤

蘭燈蛾」及「香澤蘭癭實蠅」，利用其幼

蟲來吃食及危害香澤蘭枝葉，破壞其維管

束系統輸導功能，使植株枯萎而死，以抑

制其族群的擴增和危害。

經調查臺灣地區香澤蘭蔓延危害，早

期在臺東（延平、鹿野）、屏東（沿山公

路）、高雄及臺南的近山地區已普遍入侵。

近年在林務局及各縣市政府配合著小花蔓

澤蘭同時積極防除下已有顯著減少。另香

澤蘭分布逐步往北擴展，已普遍入侵中部

地區嘉義、雲林、彰化、南投、臺中及苗

栗等縣市境轄。香澤蘭野外海拔高度蔓延

調查：南橫公路（臺 20線）從低海拔甲仙、

六龜（荖濃、寶來）至桃源一帶沿途蔓延

極為嚴重，入侵分布已超越梅山口海拔約

達 1,100公尺；最北則已入侵至苗栗縣卓

蘭和大湖的山坡地。

防除方法

香澤蘭的防治目前仍以人力及機械方

式直接清除植株為主。防除之時機很重要，

必須掌握在 10月下旬至 11月下旬開花前

或始花期（不要太晚）砍除其植株，清除

根（頭部）及莖（地上部），以有效減少

植株及開花結實量，來抑制其族群的擴增。

多年生的香澤蘭其植株橫倒後的根狀莖，

亦會再從節點長出新根及多量叢生植株，

建議應併予移除，才是有效防除之道；若

連頭部一併挖除更能有利於根除。

另應用生物防治法（B i o l o g i c a l  

c o n t r o l）尋找具有專一性取食或寄生

（本文除標註來源者外，所有圖像皆由作者黃士元攝影提供。）

生物防治上應用香澤蘭癭實蠅破壞枝葉的輸導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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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副技師　　王子元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黃世彬

1980 年代，是水產養殖興盛的年代，也是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經
濟與生態間的對立，似乎也從此刻開始。

人為引進淡水河的日本溪哥，竟和臺灣互不雜交的兩種溪哥，產生
出雜交後代，意外地開啟新的研究課題。

多出一塊的生態拼圖：

日本溪哥入侵淡水河的啟示

（圖片來源：周銘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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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回憶

家家戶戶喜愛的香魚（Plecoglossus 
altivelis）和溪哥，曾經普遍分布在臺灣北
部的河川裡，是釣客們的最愛，更是山產

店常見的下酒菜餚。酥酥脆脆的炸溪魚，

也是居民補充鈣質、經濟實惠的營養品。

然而，由於工業汙染環境日趨嚴重，造成

河川水資源惡化，加上電魚、毒魚、炸魚

等粗暴捕獵方式，使得河川有水、水裡有

魚的景色逐漸消逝在上一代的記憶中。

採自淡水河的平頷鱲。（圖片

來源：王子元／攝影）

新店溪的香魚和溪哥。香魚體色偏黃，背鰭和尾鰭之間有個柔軟的肉質鰭（脂鰭）（A）。溪哥體色銀白，成熟雄魚具有
數個相間條紋的色斑（B）。（圖片來源：王子元／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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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香魚

臺灣當年的水產養殖技術是國家的重

點研究工作，河川復育的先驅觀念也是從

水產試驗研究單位開展。放流魚苗是常見

的復育方式，也是縣市政府積極投入的手

法。例如，政府機構意識到臺灣香魚族群

的滅絕，在 1960年代初，從日本引進同物

種的香魚受精卵，試圖重現臺灣的香魚族

群。終於在 1977年由蕭世民等人透過水產

養殖技術，成功地孵化香魚苗，自此陸續

將為數眾多的香魚苗放流到新店溪上游、

石門水庫、萬大水庫、德基水庫等地，得

以延續香魚族群存在的風貌。

當臺灣溪哥遇見日本溪哥

臺灣的溪哥，原本被認為只有一種平

頷鱲（Zacco platypus），和日本的平頷鱲

同種，只存在不同的族群差異。2006年，

馬國欽等人利用分子親緣鑑定技術，發現

臺灣的淡水河族群存在著和日本琵琶湖同

源的平頷鱲族群，恰巧和引進臺灣的日本

香魚族群來源相同。然而，從文獻上並無

明確的放流記載，推測日本溪哥極有可能

是隨著當時引進日本香魚時，被引入臺灣

的淡水河流域；也有可能是當時流行飼養

溪魚的水族業者引進臺灣，或是民間人士

的宗教放生活動所致。亦有學者認為臺灣

的確存在著本土的平頷鱲族群，然而由於

日本溪哥的引進，本土族群隨著與日本族

群的雜交事件，或許已不復存在。

之 後 陳 義 雄 等 幾 位 分 類 學 家 在

2009 年的更新研究指出：與平頷鱲相

似的臺灣溪哥，其實是有粗首馬口鱲

（Opsari ichthys pachycephelus） 和
長鰭馬口鱲（O. evolans）等兩個物種存在

臺灣河川中的日本香魚。（圖片來源：周銘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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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北部河川。昔日採樣的「平頷鱲」，極

有可能都是這兩個物種的標本，這個部分

尚有待更深入的研究。2010年王晨帆、王

弘毅等學者發現：臺灣的河川存在著疑似

日本平頷鱲與臺灣兩種馬口鱲的雜交種個

體。進一步翻閱日本水產文獻，在日本各

地已陸續發現有平頷鱲與日本其他近緣種

的雜交個體。這些非自然現象，主要起因

於人為水利工程，改變了環境溫度或產生

共域棲息地，增加了雜交繁殖的機會。

利用全粒線體序列重建馬口魚類的親緣關係樹（左）和體側婚姻色的斑紋型態（右）。（圖片來源：黃世彬／製作）

疑似平頷鱲和粗首馬口鱲的雜交個體：雄魚（左）和雌魚（右）。（圖片來源：周銘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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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樣的雜交個體，其實

是和溪哥特殊的生殖行為息息相

關。許多的魚類在繁殖的季節，

成熟的雌雄個體會產生配對的行

為，配對成功的雄魚會巡弋在雌

魚的周邊，驅趕其他的雄魚，以

確保繁殖過程中，能夠產生自己

的後代，溪哥就是這類典型的例

子。成熟的雄魚具有數條不同顏

色的相間條紋，被稱為「婚姻

色」，是母魚用來辨識公魚是否

成熟的特徵。配對成功的雄魚，

會尾隨在尋找產卵地點的雌魚，

並不時追逐驅趕靠近雌魚的其他

雄魚。這些「未配對成功的雄魚」

被稱為配對行為中的「衛星個

體」。這些衛星個體會試圖靠近

正在繁殖的雌魚，趁著配對的雄

魚正努力和雌魚共同搧尾，產下精子和卵

子，無法進行防禦的瞬間，靠近雌魚將牠

們的精子也同時撒下，製造受孕的機會，

將自己的遺傳基因繁衍下去。

來到現場

雜交個體是否因為這樣的特殊行為而

產生的呢？為了證實這個現象，我買了一

個可以水下攝影的骰子相機，並帶著小型

攝影機到了王晨帆發現雜交個體的「事故

現場」，試圖拍攝這樣的雜交行為。骰子

相機是一款用於運動登山記錄的小型攝影

機，也有人會買來黏在安全帽上做為騎車

記錄器使用；似乎不曾有人拿來記錄水下

的生態，沒想到用在這次觀察實驗中，非

常實惠好用！就在第 3次前往現場記錄時，

我從手持攝影機發現一對正在配對產卵的

平頷鱲上方，出現了長鰭馬口鱲的雄魚側

身搧尾的標準動作！當天光手持攝影機就

記錄到 3次衛星個體有著這樣行為的關鍵

骰子相機拍攝到長鰭馬口鱲（左側）和平頷鱲（右側）使用相同棲地產卵。

（圖片來源：王子元／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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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而且不只發生在平頷鱲，平頷鱲搧

尾的行為也發生在配對產卵的長鰭馬口鱲

上方。這是首度證實兩種溪哥在相同棲地

產卵，衛星個體可能是造成這樣雜交行為

的關鍵。回到實驗室，趕緊檢閱水下攝錄

的骰子相機，畫面同樣出現溪哥配對和衛

星個體參與雜交的清晰畫面！ 

這樣的雜交行為，究竟是隨機發生的

事故，或者是有選擇性的偏好呢？經過多

次現場觀察記錄和影像辨識的分析工作，

平頷鱲和長鰭馬口鱲間的雜交行為，竟然

比想像中的更加複雜頻繁！除了衛星個體

造成的雜交事件外，在觀察到的 73組配對

中，將近有三分之一的配對是發生在平頷

鱲的雄魚和長鰭馬口鱲的雌魚。若再加上

衛星個體的種間雜交行為，只剩下 43%的

產卵事件是屬於原生種的長鰭馬口鱲。假

設雜交個體的存活率較純種個體的存活率

低，則種間交配頻繁的繁殖行為，可能會

降低原生種的成功繁殖率，因而導致原生

種後代數量的顯著減少。再者，若雜交個

體有一定比例的存活率，可以繼續繁殖產

生後代，也將會加速原生種的族群數量銳

減。因此，未來有必要進一步瞭解平頷鱲

與馬口鱲魚類的雜交行為與成因，以及監

控外來種的平頷鱲族群數量及分布範圍。

讓溪魚回家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

蔭。」似乎精確地說明了外來種入侵的典

型事故，這句話也同樣反應在臺灣的河川

生態現況。例如，臺灣過去封溪護魚的立

意良好，然遇上了近年來的野溪整治工程，

甚至人造親水公園，最終導致「保育吳郭

魚」有成，而原生溪魚的族群卻因原生棲

地型態被破壞而銳減，甚至走上滅絕的結

果。事實上，維持棲地多樣性的保育工作，

是最省錢也是最能達到保育效果的方式。

政府若能做好縣市河川的污染排放管制等

淨水工程，想必亦能營造出臺灣溪魚適合

生存的特有溪流環境。別讓臺灣的溪魚只

能孤伶伶地尋找牠已破碎的家園！那個過

去記憶中的青山綠水。

樣區採樣記錄。（圖片來源：王子元／攝影）

環安講堂



71No.25 JAN. 2020. MJIB

／ 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江佩鴻

特富野古道原為鄰近之阿里山原住民鄒族人早期修闢

用於前往塔塔加、玉山打獵的獵徑。古道全長6.32公里，

全段海拔介於 1,100至 2,300公尺之間，由東端新中橫公

路 97公里處自忠端下行至特富野，或由特富野端上升至

自忠，單程步行約 3至4小時。

悠悠歲月：

特富野古道

重返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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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鐵路

日據時期，日本人為了開發阿里山的

檜木，於特富野古道建造阿里山森林鐵路

支線「水山線」，水山線鐵道 5.2公里，

專供運送紅檜與扁柏。現存鐵道的遺跡─

枕木、鐵軌、棧橋、老樹頭也為特富野古

道增添了幾分鐵路懷舊之美。

遙想「東埔線」，是當年臺灣歷史

上鐵路最高點，海拔 2,584公尺，從阿里

山沼平經自忠至新高口再往東埔哆哆咖延

伸，水山線則為東埔線的支線之一。過去

將 砍 伐 下 來

的林木利用森

林鐵路支線以

材丁車集中至

新 高 口 或 自

忠，再由大型

運材台車接駁

至沼平。惋惜

的是，在民國

67年底，東埔

線鐵道因集材

作業結束而停

駛，為了修築

新中橫公路，林場線鐵道陸續被拆除。東

埔線就此消失在歷史的舞臺上，只留下殘

存的鐵道遺址供後人緬懷。

生態風情

特富野古道長達 6.32公里，由自忠端

出發的前半段為平緩容易行走的舊鐵道，

沿途長滿參天的柳杉、還有紅檜與扁柏老

樹頭，為阿里山過往繁榮興盛的林業開發

史留下最佳的證明。後半段為陡下的枕木

階梯步道，屬闊葉原始林，隨著季節有各

水山線的舊鐵道橋仍存有枕木、

鐵軌、棧橋等遺跡，充滿鐵道懷

舊風情。

東埔線上的木造橋以及運材列車，後因修築中橫公路

被拆除。（圖片來源：阿里山老站長─張新裕，https://
cyberisland.teldap.tw/f/zHypYbcIuSwXDdbzxENay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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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風貌。春季有森氏杜鵑、埔里杜鵑開場，

夏季有臺灣原生種鳳仙花、紫花鳳仙花、

石吊蘭、阿里山忍冬等植物綻放。

而豐富的動物生態也讓特富野古道成

為動物寶庫，鳥類如金翼白眉、酒紅朱雀、

栗背林鴝等等，特富野古道也有賞鳥步道

的美稱，吸引大批鳥友朝聖。其餘蝶類如

枯葉蝶、紅肩粉蝶、大紅紋鳳蝶等。昆蟲

類如豆芫菁、八星虎甲蟲、青銅金龜、臺

灣大蝗等等，幸運時還可巧遇帝雉與藍腹

鷴悠閒覓食。

漫步在特富野古道裡可以感受原始林

樹木茂密、濃蔭圍繞，流水潺潺、陽光灑

落，四季景緻千變萬化、風情萬種，適合

山林愛好者登山健行。單日健行可完成，

兩日遊還可以造訪達邦部落、奮起湖老街

及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夜宿阿里山或

奮起湖地區，同時體驗古道風情、鄒族原

民文化。

於春季綻放的
埔里杜鵑及紫

色鳳仙花。

特富野古道擁有豐富的鳥類生態，有賞鳥步道的美稱，左圖為酒紅朱雀，右圖

為五色鳥。

（本文除標註來源者外，所有圖像皆由嘉義林區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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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野鳥學會理事長　沈錦豐

友蚋，一度為礦產開採活動旺盛的小村，見證及參與臺灣煤礦業的

興衰。現因礦業沒落、人去樓空，反讓自然生態得以蓬勃發展。近年來

其內溪水更加清澈，處處可見魚蝦悠游。友蚋地區遺世獨立，猶如基隆

版的桃花源。

的懷舊風情

（圖片來源：嵐霆攝影，https://taiten1027.wordpress.com/tag/%E5%8F%8B%E8%9A%8B/）

重返古道



75No.25 JAN. 2020. MJIB

出現在石公潭旁的臺灣紫嘯鶇。

別有洞天之初體驗

第一次喜歡上友蚋是在 2006年的蜻蜓

調查，那時候剛好專注於溪流型的春蜓種

類，順著友蚋溪（又稱「鹿寮溪」）尋找春

蜓時，無意間誤打誤撞地進入一坑口隧道。

那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在隧道入

口外是友蚋的對外聯絡道路，有公車站也

有住家；進隧道後，眼前展現的景象彷彿

是另一個世界，有小徑、密林、小溪、壺

穴、蟲鳴及鳥叫，隧道兩邊分別呈現出文

明喧囂和清幽靜謐之強烈對比。此進出隧

道後別有洞天的感受，彷彿是宮騎駿卡通

《神隱少女》真實上演。再仔細端詳周遭，

發現溪旁也有條相仿隧道，後來透過上網

搜尋資料，才知道這 2座隧道是在日治時

期，為了讓鹿寮二坑的運煤火車能通往至

五堵車站而建造的。

採礦歲月

基隆地區可考礦坑遺跡以七星煤礦

（鹿寮煤礦）為代表，礦坑設立約在 1906

年左右，礦坑名稱也多次更改。日據時期，

臺灣工業發展是以礦業為主，友蚋地區因

為其地層含豐富的煤礦資源，讓當地業主

因開採而致富。然好景不常，七星煤礦在

經歷 1971及 1980年災變，分別死亡 42

人及 4人後，友蚋的礦業開始沒落，過去

在鹿寮溪岸鋪設的鐵軌也被拆除一空，僅

剩少處遺跡。當地人流傳俚語「入坑死一

重返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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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入死全家」，除了令人感傷外，也

成為形容當時友蚋居民無奈的寫照。

目前留下最多遺跡及影像紀錄的礦

坑，就是七星煤礦所屬的鹿寮一坑及鹿寮

二坑。1970年代，當時日本蒸汽火車正

逐漸被淘汰，因此，臺灣吸引了許多日本

鐵道迷前來拍攝留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日本攝影家野澤英治所拍攝的一系列照

片。1976年他從五堵車站沿著運煤鐵道一

路拍攝，收錄了「推輕便軌道」、「台車

裝載貨物或旅客」、「養護路段的簡單天

此小徑是鹿寮一坑人力輕便車軌道舊址。

日本人手繪的友蚋鐵道路線圖。

重返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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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及「雜貨商店」等友蚋地區鐵道生活

照，照片包含當時煤礦工人的衣著及工作

情形，彌足珍貴。野澤英治回日本後，將

從日籍攝影師野澤英治在 1970年代拍攝的作品中可窺見友蚋地區當時的鐵道風華。（Photo Credit: Nozawa Eiji, 
http://www.kurogane-rail.jp/jinsha/cjs-idx.html）

所有照片收錄在個人的網頁上（https ://

kurogane-rail.jp/jinsha /js-idx.html）， 頗

值得國人上網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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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風華

2006年由都發處提出城鄉風貌的改建

計畫，將友蚋地區規劃為友蚋生態園區。

結合礦業文史、自然生態及休閒農業，友

蚋地區搖身一變成為生態旅遊景點。在那

個時候，有一首由陳明章演唱的「阿嬤的

五分仔車」，旋律輕快，歌詞卻又帶點淡

淡的哀傷。歌詞中，「阿嬤的五分仔車，

載著思念阿公的影；阿嬤的五分仔車載著

碧雲一生的名」。剛聽時，總是疑惑為什

麼是阿嬤的五分仔車，而不是阿公的？後

來才知道在那個年代，男性大多進入糖廠

從事較為粗重的勞力工作，因此，人力推

車大部分是女性在推。友蚋地區同樣也是

女性在推台車，這可在野澤英治的照片中

發現端倪。

聳立在鹿寮溪谷的橋墩如今已成斷垣殘壁，在在顯現歲月流轉的痕跡。

重返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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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除標註來源者外，所有圖像皆由作者提供。）

2012年日本南輕出版局印製《1966基

隆炭礦鐵道》攝影集（日文《Keelung1966

基隆炭鉱鐵道》），內滿載當年友蚋鐵道

影像，其中有張拍攝到正行駛在友蚋溪橋

上白煙裊裊的蒸汽火車。無獨有偶的是，

臺灣攝影大師翁庭華於 1962年亦曾拍到運

煤火車通過橋的相片，從其《逝去的腳印》

攝影集中可以找到該珍貴影像。將該 2張

相片與今日矗立在友蚋溪上高約 3層樓殘

破橋墩對比，實令人無比震撼，能感受到

昔日風華及時間流轉所留下的痕跡。

基隆市政府於數年前在鹿寮二坑的舊

運媒路線上整建了 1座「鹿寮坑車站」，

其依據當時軌距鋪設出一小段仿古鐵軌，

另設有台車，能讓民眾乘坐，以體驗當年

運媒坐台車的滋味。

友蚋有著先人努力過的痕跡，也有荒

廢卻充滿回憶的礦業遺址，搭配上友蚋豐

富的自然生態，有空的話，真可前往去享

受一趟兼具知性及感性的心靈之旅。

在舊運媒路線上的「鹿寮坑車站」，可讓遊客重回歷史現場，體驗當年的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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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蘭嶼島，遠近馳名的拼板舟，是蘭嶼達悟族人的藝術傑作。

船上的裝飾，線條細膩、色調鮮豔，以紅、白、黑基本顏色，點綴成自

然界中的太陽與水波。

蘭嶼達悟舟

紀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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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攝影／文史工作者　魯　郡

蘭嶼船歌

紀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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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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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達悟舟
蘭嶼島上的達悟舟，是生活與藝術的結合，雕造技術非常細緻。

近年來，政府鼓勵族人雕刻小型的達悟舟，作為特色手工藝品。

紀實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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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號、諺語
及寓意

／ 王輔羊

民國 109 年 1 月 25 日開始，送走了己亥的金
豬年，迎來了庚子鼠年，時為西元 2020 年、黃曆
4717 年（以黃帝出生年為元年，即西元前 2599
年）、佛曆 2564 年（以釋迦牟尼佛涅槃年為元年，
即西元前 544 年）、回曆 1441 年（紀念穆罕默德
率穆斯林由麥加遷徙到麥地那，西元 622 年 7 月
16日為回曆元年 1月 1日），這年還是個閏年呢！

數（鼠）來寶

先來談談數（鼠）來寶吧！它是曲

藝的一種，流行於北方各地。一人或兩人

說唱，用竹皮或繫以銅鈴的牛髀骨（音

「必」，在軀幹下部，左右各一，又稱胯骨、

無名骨）打拍子，常用句式為可以斷開的

「3、3」6字句和「4、3」7字句，2句、

4句或 6句即可換韻。最初藝人沿街說唱，

都是見景生情、即興編詞。後進入小型遊

樂場所演出，說唱內容有所變化。部分藝

人演唱民間傳說和歷史故事，逐漸演變為

快板書，與數來寶同時流行。曹禺《日出》

第 3幕：「這時又傳進一個小乞丐的聲音，

打著帶鈴的牛胯骨唱數來寶。」老舍《龍

鬚溝》第 2幕：「咱倆開個小組會議，大

家出主意，大家編！數來寶就行！」這種

說唱逗趣的曲藝，一直是特有的中華文化，

現已發展為劇場表演藝術。

數（鼠）來寶是中華文化流傳已久的街頭說唱表

演，如今已發展為劇場表演藝術。（圖片來源：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https://xinying-culture.tainan.gov.
tw/act_month/index-1.php?&m2=25&id=26998）

開春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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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會

老鼠會是「多層次傳銷」的變形，

一種詐欺錢財的組織，為什麼會叫「老鼠

會」，除傳統認為老鼠是咬著金子而來外，

又因其會員招攬速度能像老鼠滋生般，數

度快且多，故通稱之。首腦（大老鼠）規

定成員需吸收一定目標的會員及錢財，再

視成績核發獎金給舊會員，然而利益卻由

首腦總攬，終使大多數會員家財散盡，衍

生負債者自殺、搬遷、離婚等社會問題，

因此，政府向來大力取締「老鼠會」之吸

金行為。

老鼠―十二生肖之首

古代以十二種動物配十二地支，即子

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

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豕，後以為

人生在某年即肖某物，即子年生的肖鼠等，

老鼠會的組織架構採金字塔模式，是一種變質的多層次

傳銷，其吸金行為態樣繁多，可能涉及非法行為，加入

會員除遭受財務損失外，亦可能觸及違法行為。（圖片

來源：教育部，http://ba.tchcvs.tc.edu.tw/e_teaching/business/
content/4-2-2-1/jpg/4-2-2-1-7_1.html）

子鼠

寅
虎

卯
兔

辰
龍

巳
蛇

午馬未羊

申
猴

酉
雞

戌
犬

亥
豕

丑牛

稱為「十二相屬」。又何以老鼠能排在第

一位呢？有謂牠站在牛鼻尖上賽跑，當然

跑在牛之前了，可見老鼠也有小聰明，善

於利用他物也！

耗子―糧食耗損之端

「耗子」是方言，就是指老鼠。《紅

樓夢》第 88回：「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

啦嘩啦』的響，我還道是貓兒耗子。」《官

場現形記》第 31回：「職道家裡養了個貓，

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到了晚上就不給他

吃了，等他餓著肚皮，他要找食吃，就得

捉耗子。」曹禺《北京人》第 3幕：「活

著要兒孫幹什麼呦！要這樣像耗子似的兒

孫幹什麼呦！」，老鼠只會消耗糧食，故

被為稱為耗子。

「十二生肖」亦稱「十二屬相」，正好分別與十二地支

相對應，在科學上是作為紀年、紀時使用的。

開春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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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故事中的永遠丑角

「鼠」是個象形文

字，其頭長像似「臼」，

左右這兩橫恰似其一

對小眼也，所謂「獐

頭鼠目」可能源於此。

唐柳宗元寓言小

品《三戒》中就把人

的三種習性─「依靠

外來勢力」、「沒有能力又挑戰強大對手」

及「利用時機任意橫行」的人類比為「臨

江之麋」、「黔之驢」及「永某氏之鼠」

來告誡世人，若不推究自身能力，只憑藉

外在勢力者，終將遭遇到災禍。

俗語「一粒老鼠屎攪壞一鍋粥」，即鼠

屎污羹也。《荀子‧勸學》：「螣蛇無足而飛，

梧鼠五技而窮。」雖表示專心的重要性，但

其暗示鼠輩學再多也沒有用。諺云「過街老

鼠，人人喊打」比喻為惡之人，必遭眾人唾

棄；這老鼠什麼都沒有做，光是上街，就得

活該被打，可見老鼠常年以來地被貶視。

丑角的平反

綜上，老鼠似乎總扮演著被嫌棄的角

色。其實，老鼠不只「愛大米」，也懂得

行俠仗義。在古典名著《七俠五義》（或

《三俠五義》）中，其中「五義」即為「五

鼠」，包括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

山鼠徐慶、錦毛鼠白玉堂、翻江鼠蔣平，

這「五鼠」為結拜兄弟，個個武藝高強，

雖曾因不滿展昭「御貓」封號而與其敵對

外，但後來「五鼠」與「御貓」同心協力，

幫包青天偵破了不少奇案，也才有今日「包

拯的斷案傳奇」供世人玩味。

不只東方，古代西方世界向也以「教

堂老鼠」比喻窮人（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中譯為「一貧如洗」或「窮光

蛋」，因為教堂裡不能吃東西，所以，教

堂裡的老鼠更沒東西可吃），然在大耳朵

的米奇老鼠（Mickey Mouse）於 1928年

首度亮相並成為迪士尼公司的吉祥物後，

米奇老鼠已成為家喻戶曉及所有小朋友心

中認定最善良之老鼠夥伴。卡通電影《料

理鼠王》（Ratatouille）描述一隻老鼠（小

米）排除萬難、追求激情，努力成為法國

餐廳大廚的故事。該片在編劇妙筆生花下，

將餐廳吃貨─老鼠，逆轉成餐廳主廚。此

劇另隱喻再卑微的角色（老鼠小米）及再

平凡的人（沒有

廚藝天賦的年

輕廚師），若透

過包容、合作及

信賴，將創造奇

蹟。此劇上映後

迄今票房超過 5

億美金，也讓老

鼠走上前臺，終

與人類在餐廳和

諧共處。

老鼠因為只會消耗糧食，

故被為稱為耗子，亦是各

種寓言故事中的負面丑角。

1928年首度亮相的米奇老鼠已
成為家喻戶曉及所有小朋友心

中認定最善良之老鼠夥伴。

開春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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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問您從何處取得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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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業： ○ 公務員 ○ 軍人 ○ 教職 ○ 產業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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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are the source of oxygen we breathe, the food we 
eat, and ultimately of all life on earth.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Plant Health (IYPH) 2020 is once in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raise global awareness on how protecting 
plant health can help end hunger, reduce poverty, protect 
biodiversit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Sourc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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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宣布 2020 年為
認識及保護植物健康的一年

植物病蟲害每年引起的糧食損失占全球糧食產量40%，

提升植物健康對提升食品安全、保護環境及生物多樣性

和促進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20


	目錄
	世界多極化：保持定力還是適度微調？
	2019 年臺美「中」三邊關係的發展與影響
	權力轉移與霸權競爭：美「中」抗衡對臺灣的影響
	由美國《 2020 年國防授權法》談臺灣國安戰略
	抗暖化行動方案

	防恐任務
	2020 臺灣防恐安全情勢

	國安補破網
	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之虛與實

	你的選票不是你的選票？
	反賄選再進化
	電子投票安全嗎？

	風險管理歷史課
	改變歷史的小人物：千萬不要忽視了眼前的駕駛
	考試與清廉

	環安講堂
	外來入侵雜草：香澤蘭
	多出一塊的生態拼圖：日本溪哥入侵淡水河的啟示

	重返古道
	悠悠歲月：特富野古道
	友蚋的懷舊風情

	紀實臺灣
	蘭嶼船歌

	開春大吉
	老鼠別號、諺語及寓意

	其他
	邀稿說明
	讀者意見表
	法務部調查局檢舉專用電話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