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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3月 7日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集」 

               〜行為規範內容〜 

問：本規範第 2 點第 3 款但書規定：「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 

    贈財物以新台幣 10,000元為限」，所稱「同一來源」為何？ 

 答：同一來源指出於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團體而言。如係出於

不同之個人或法人；或一為自然人一為法人或團體，均非所

謂「同一來源」。 

 

 

 

 

 網路攝影不設防，直播主角換你當 

國外網站《Insecam》全天候播放來自世界各地的網路直播畫面，前陣

子也有臺灣女生的寢室曝光，致其個人隱私全被看光光，這猶如電影《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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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世界》般的情節正在現實中上演，你是否已經成為最佳男（女）主

角了？ 

「出門在外，想關心一下家中的長輩，於是登入居家安全系統來查看

家中的情況」；「炎炎夏日，在外勤奮地跑了一天的業務，為了回家時

能有一個舒服的環境，於是遠端啟動家中的冷氣機」；「出門旅遊，看

見難得的美景，為了讓親朋好友也能立刻欣賞到相同的景色，所以拍

照留念並立刻打卡上傳雲端」；這些在現代看似理所當然的服務，皆拜

現今網路發達及科技進步所賜，讓我們平淡無奇的生活處處充滿了便

利，但是，在這便利科技的黑暗面中，隱藏了什麼樣的危機呢？ 

  許多人都知道，現在居家防護系統非常多樣化，除了租用保全公司

所提供的服務外，熟悉電腦及網路架構的用戶也可以購買相關設備，

自行架設一套自己的防護系統，但這些保護居家安全的雲端設備，該

由誰來保護它的安全？近年來，網路攝影機遭駭事件層出不窮，國外

號稱擁有最 多線上攝影機的網站《Insecam》，光是監看臺灣的攝影機

就有四百多部（其中二百多部是落於臺北市區），而這個網站甚至依據

攝影機的廠牌、架設地區、城市，以及時區等項目進行分類，讓有特

殊興趣的人士可以隨時選擇他們想觀看的鏡頭。那麼，當我們使用這

些設備時，為避免隱私外露，該採取哪些保護措施？建議各位最基本

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將登入系統的密碼更換為高強度密碼，另外亦需

不定時地更新系統軟體，以及檢查連線紀錄，以避免遭人監看而不自

知的情況發生。 

其次，聊聊雲端家電的便利與風險，可連接雲端的家電，除了最常見

的冷氣之外，現在亦有廠商開發電動門、智慧電表、空氣清淨機、電

鍋等智慧型連網裝置。這類家電的確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相當程度

的便利，達到節電、省時並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但若此類系統設計

有缺陷，難保駭客不會運用這些設備來進行惡意攻擊。例如，在寒冷

的冬天啟動冷氣並將其溫度調降至 19度，進行無意義的惡搞；或是竊

賊趁家中無人時透過遠端搖控開啟電動門，趁機入侵住宅搜括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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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無人願意上述情況發生。 

那麼，我們該如何善用這些設備，而又不用擔心它可能隱藏的危害

呢？商品生產者當然需要背負最大的防護責任，定時檢測並更新相關

系統軟體，而使用者務必保護控制裝置的安全。舉例來說，若透過手

機使用雲端 APP 來控制家中的冷氣，那麼，這部手機就不要安裝太多

應用程式；再者，家中的智慧型裝置若是透過 Wi-Fi 進行連線，則 

Wi-Fi 密碼也不應該設定的太過簡單，以上兩點防護作為無需高超的

電腦功力，一般人應該都可以做到。 

至於即時分享旅遊美景這類的行為，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危機呢？首

先我們該考慮到，有哪些人可以看到我們上傳的照片，如果隨意一個

路人都可以存取我們的照片，那我們就不該上傳較隱私或者是背景為

機敏地區的照片。此外，亦應留心提供服務的供應商背景，還有使用

前應詳讀使用合約，因為某些公司在合約條款中提到，客戶上傳照片

後，版權就屬於該公司所有，他們可以任意使用，這類型的合約非常

不合理，但多數使用者均未查覺，致損害了自身的權益。另外，若決

定使用這 類型服務時，仍應注意登入服務的密碼設定是否安全，照片

中是否夾帶 GPS 資訊等等，才能達到較佳的保護效果。 

 整體而言，智慧型裝置已為現代生活 帶來了相當程度的便利，只是

身為使用者的我們，除了懂得如何「用」以外，更該 瞭解安全防護做

法；好好保護自身隱私， 就不會成為最佳男（女）主角而不自知！ 

 

 

 

 

架構 2018國家安全防恐防護網 

 長期以來，國家不斷面對各式樣威脅行為者針對「實體」與「虛擬」

網路空間的無情攻擊，且不明身分之駭客、恐怖分子、網路犯罪者和

民族國家已將攻擊轉移到多樣化的層面，並繼續發展先進的網路滲透

與攻擊能力。這些能力已被部署來破壞重大關鍵基礎設施、影響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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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創新、竊取秘密以及威脅民主體制。也由於我們面臨的危險正變得

更加分散，且網路威脅越來越多，已衝擊到國家安全，因此需要擺脫

傳統的防衛和非防衛 的思維，要以新的途徑匯集情報、運作、跨部門

協作和國際行動，並改變我們對於 國家威脅的回應。 

「混合性威脅」之概念與發展國家之生存與 發展，奠基於良好之國家

安全。然而目前影響國家安全的威脅若與以往相較，已不再是單一性

的，新舊威脅常是糾結在一起、不同脈絡下之犯罪也互有瓜葛，此種

涵蓋廣範圍的現存不利情況和行動，包括恐怖主義、移徙、海盜、貪 

腐、組織犯罪、間諜等的總括性術語，概可稱之為「混合性威脅」。 

 這些造成不利情況和行動之「主體」， 亦是混合了有組織之國家行為

與非國家行為者，以及似乎無明確「組織」連接，有意或無意被捲入

之可能被利用的個人。此種情勢的發展，顯示執政當局已經面對了 「對

手」單方面或是結合多層面的調適變化和系統地使用這種「混合途徑」

的可能性，以追求其長期的政治目標，彰顯出不再是巧合因素驅動的

更隨機性事件，以致於「震驚」及其如何預防已有不同以往之思考，

且應有不同於傳統框架限制下的應對途徑。而特別要關注的，就是「混

合性 威脅」不僅僅只是非對稱性，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亦是「不易歸類

屬性的」，因此，不可以先入為主地排除任何可能性，才不落入限制回

應行動性質之窠臼。要想對抗「混合性威脅」就必須對於這些威脅進

行必要的重新認識，以及創新地發揮現有實踐功能並與時俱進地更新

以應對這些新挑戰，而不再是不斷地購置或 研發新的「硬體」，卻忽

視了以文化與程序為基礎之備妥範疇下應有的「軟體」檢討與發展。

亦即任何的反制措施，必須基 於一種「全面性戰略途徑」，從「面」

來掌握脈絡及控制住節點，才可能解決「點」之問題。而此途徑的三

個基軸，包括了：統一國家權力工具且能夠凝聚性地應用；與其他行

為者的實體與虛擬空間的有效互動；進行對於所有「平台」和危機要

素之全面性行動。此外，由於私營部門也擁有和經營可以應對混合性

挑戰所必需的「關 鍵基礎設施」，因此，國內安全機構和私營部門的

合作，亦是應對此等威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  

 國際恐怖主義發展趨勢及反恐之挑戰 全球反恐工作雖然已經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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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但是目前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環境仍然呈現複雜性並具有挑戰

性，且在地理上是廣泛地分佈與不斷地外延。同時也必須關注來自於

「本土暴力極端主義分子」對於國內所實施的最直接的暴力威脅。 

「伊斯蘭國」雖然被趕出了伊拉克，但其行動模式的光譜系範圍，從

直接指使到受其激發之攻擊與威脅態勢，仍然不可能一時斷絕；而「蓋

達組織」及其分支之攻擊企圖與實踐，仍在持續地發生。此外，在當

前及可以預見的短期未來，政府有關部門仍然必須關注此等演化中之

威脅環境的兩個不易克服的趨勢：第一、恐怖主義行為者使用加密通

信的能力；第二、迅速演化的威脅或由個人鼓勵或啟發而採取行動，

然後迅速蒐集所需的少量資源並進入行動階段的陰謀激增。 

 由於恐怖主義的基本原理已經不斷地演化，恐怖主義的活動在全球也

呈現多樣化，使用簡單的「自己動手」（do-it-yourself）的恐怖主義

戰術，更加劇了威脅的擴大與不易防範。這些變化，包括了恐怖主義

行動、個別行動者外貌以及他們使用的戰術均發生了改變。在行動方

面，從歷史檢視，恐怖主義組織尋求時間和空間來策劃襲擊，但是現

在他們更高度地利用網際網路，而可以在全球進行宣傳、採取線上招

聘，通過虛擬避風港策劃並逃避檢測，以及群發攻擊。 

 恐怖分子的成員鑑別，也造成前線的防衛者和情報專家之共同挑戰。

因為不論是「伊斯蘭國」、「蓋達組織」或是其他恐怖主義組織正不斷

設法激發各式各樣的「同情者」，這些人藏於人群之中不易被辨識出，

雖然年輕人占多數，但也有上了年紀的人，且不論性別與貧富，本土

成長或是來自國外者，幾乎任何地方都可能有。 

 恐怖主義戰術的改變，不斷對政府的防衛造成更大的壓力。其中包括

全球聖戰組織正在推廣簡單的方法，說服支持者使用槍支、刀具、車

輛和其他生活用品進行恐怖攻擊。且正在精進其他工具的使用，包括

無人機、化學武器和巧妙隱藏的即席而作爆炸裝置等，以進一步傳播

暴力和恐懼。同時，仍不斷地設想如何編織一張吞噬航空領域之各式

載具與運作的威脅蜘蛛網，迄今仍然是全球聖戰組織的首要目標。簡

言之，仍偏好大規模襲擊，併行尋求對 於實踐恐怖主義的「所有皆是」

（all-of-theabove）的途徑，尤其是「軟性目標」之針 對性更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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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此等事實。與公眾集會有關的地點、場所或事件越來越成為吸引恐

怖分子和其他暴力犯罪分子的目標，因為無障礙且可能造成重大的實

體、心理和經濟損失。 

 防制恐怖主義威脅必須採取之作為  

一、設計有效之邊境管制--目前的威脅態勢是動態的、多層次的、難

以預測的且有高度滲透性，因此應該要全面地提高安全態勢的基準，

建立以「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結果中心」

（results-centric）的文化，且透過國際合作，才能使恐怖分子、罪

犯和其他威脅行為者在到達國門之前就被有效地攔截。 

二、鎖定國內外恐怖分子與激進罪犯--除了國際恐怖分子之外，也要

聚焦於國內恐怖主義的威脅態勢，以及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的「暴力極

端主義分子」所構成的危險。例如暴力的種族至上主義和暴力的無政

府極端主義等意識形態之發展，對於社區亦是嚴重的威脅。 

三、事件發生前的情報蒐集和管理--各級政府和私營部門要共同努

力，以辨識和處理恐怖分子，以及參與暴力和仇恨的個人和組織。這

些資訊需要立即提供給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尤其是第一線工作及

負責社區安全者，且應該沒有障礙地分享這些資訊，使其能快速採取

行動。要改變方案和實踐以適應恐怖分子的戰術，進行跨機構並和國

際合作夥伴一起工作，以發現更新的方法來偵測和破壞他們的陰謀。

四、打擊恐怖主義招募激進分子--鑑於這些威脅群體具有革新的能力， 

整個政府必須採取創新的方式作出反應，以防止激烈暴力和招募個人

的恐怖主義在臺橫行，特別是本土化的激進分子。可分為四個方面進

行：首先、優先教育社區安全意識；第二、反招聘作為；第三、強調 預

警的重要性；最後則是尋求新方法以防 制恐怖主義的再犯。 

五、強化軟性目標之防衛--恐怖分子和其他暴力犯罪分子不斷攻擊軟

性目標，因此防衛的方向有四：第一、顯著降低軟性目標被成功攻擊

的風險；第二、確保反恐部門有能力以支持可見的努力而強化軟性目

標安全；第三、開發全系統資源，以支援關鍵基礎設施社區而確保 軟

性目標的安全；第四、促進一個動態過程，根據威脅和異常事件而鑑

定和解決軟 性目標的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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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言論自由與公共安全間取得平衡--尊重意見表達之言論自由及人

權保護，是我民主立國之精神所在。因此，政府有必要於各類型陳情

抗議活動或民眾經常聚集之軟目標，除避免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外，更

要避免激進分子藉此製造動亂，並須時時謹記：執法的難題在於政府

必須保護我們可能不同意的團體、以及必須保 護反對我們的組織、以

全力保護每位民眾 均能在每個合法場所安全無虞地表達其言論之權

利，這才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範疇下之民主法制的具體實踐。 

 

 

             

                    毒品「零容忍」 

─《新世代反毒策略》簡介 

 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及行動綱領，可有效擊潰毒品犯罪行為，遏

制新生的毒品人口，有效建構反毒防護及社會安全網絡，達到「安全有

感，犯罪下降」目標。 

 區域聯防緝毒溯源斷根毒品--近幾年來，毒品氾濫問題始終未能獲 

得有效控制，各類新興毒品也不斷推陳出新，毒販藉由偽裝成即溶咖

啡、奶茶等毒咖啡、毒奶茶包，或是偽裝成跳跳糖、科學麵、梅餅、軟

糖等零嘴，企圖讓社會大眾降低戒心，輕忽該等新興毒品危害性。其中

影響最深、受害最大的，莫過於較缺乏社會經驗及判斷能力的青少年，

這也成為毒品施用者平均年齡日漸下降之主因，不僅影響年輕族群朋友

生涯發展，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更成為潛在犯罪因素之隱憂，毒品已

是國安問題，國人必須嚴肅面對並積極解決，方能營造安全的生活環境。 

 有鑒於此，行政院於去（106）年5月11日通過《新世代反毒策略》，

預計未來四年內投入新臺幣（下同）100億元的經費，並結合相關部會

資源及民間社會的力量，建立查「量」、追「人」並重的複合緝毒新策

略，從降低毒品需求到抑制毒品供應環環相扣，務期有效擊潰毒品犯罪

行為，遏制新生的毒品人口，有效建構反毒防護及社會安全網絡。為加

強反毒策略壓制力道及功能性，應該適時推動區域及全國同步掃蕩之聯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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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策略，方能強化檢察、警察、調查、海巡、憲兵及關務等六大緝毒系

統抑制縱深。為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除強化全國

毒品資料庫功能，通令各地檢署全面掃蕩社區型毒販，進行軍中毒品及 

關口斷源行動外，並自去年5月中旬起，邀集各地檢署及高分檢署啟動

「區域聯防緝毒機制」，將全國分成北區（北一、北 二、北三）、中區、

臺南區、高雄區、東區及金門區共八大聯防區域，實施緝毒聯防計畫。 

 檢察、警察、調查、海巡、憲兵及關務等六大緝毒系統，為進一步徹

底斷絕滋生犯罪源頭的毒品，確保民眾安全及維護社會治安，於《新世

代反毒策略》施行後，旋即展開鐵腕進行大掃毒行動。以貢寮國際海洋

音樂祭為例，每年都吸引數萬樂迷到場狂歡，去年行政院海巡署臺北查

緝隊接獲情資，有一批重達181公斤的K他命毒品，將在暑假期間從中部

運往北部銷售， 可能流入海洋音樂祭甚至臺北世大運等場地。案經桃

園地檢署指揮海巡及警察機關組成專案小組，透過高檢署建置之「全國 

毒品資料庫」，鎖定劉姓等三名嫌犯之汽車，一路從臺中跟監到桃園，

最後在國道三號高速公路龍潭路段，將四線車道全部封閉，包抄夾擊壓

制嫌犯兩部車輛。專案小組隨即扣押該兩部運毒車輛並打開後車廂，發

現裡頭滿滿的蔬果紙箱，全是偽裝成茶葉包裝的K他命毒品，重量達181 

公斤，市價超過1億8千萬元，為執行《新 世代反毒策略》以來，所查

獲最大宗運輸毒品案件。 

《新世代反毒策略》之主要措施行政院統籌規畫《新世代反毒策略》， 

特地有別於過去偏重「查量」被動式查緝作為，變更為「以人為中心」、

「以量為目標」併行的反毒新策略，透過阻絕毒品製毒原料於境外、減

少吸食者健康受損、減少吸食者觸犯其他犯罪機會、強力查緝 製造販

賣運輸毒品，以降低毒品需求並抑 制毒品供給。《新世代反毒策略》新

措施為：（一） 加重校長及學校防毒責任，列為校務考核項目；（二）

各學校與轄區派出所合作，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網，並精進教育單位

通報措施；（三）針對學生吸毒個案，以一人一案專案輔導、轉介及追

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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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綱領有效壓制毒品犯罪--據法務部統計數據，截至106年8底，在

監毒品受刑人計2萬8,246人，占全部在監受刑人5萬6,595人之 49.9%，

可見毒品氾濫日益嚴重亟待解決。當前反毒工作首要目標，便是有效降

低涉毒者衍生性犯罪，並抑制新生毒品人口成長，以維護全民世代健

康。面對新型態毒品氾濫、吸毒年齡層下降，以及毒品入侵校園等現象

持續蔓延，行政院另於去年7月21日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 領》，

期能有效降低涉毒者之各種衍生性犯罪，並抑制新生毒品人口增加。本

綱領所訂執行策略及行動方案，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與有關部會分年選定

重點項目，並由行政院全程列管。本綱領另擘劃四項預期目標，一是安

全有感：藉由全力打擊毒販，強化人民安全感受；增加查緝保護頻率，

完善社會安全網。二係全國毒品圖像建立：經密集行動，科學化建檔分

析，建立全國毒品圖像；減少毒品人口黑數，快速介入保護。三是其他

衍生犯罪有效下降：施用毒品質變為其他供應者比率逐年下降；施用毒

品涉犯其他竊盜、搶 奪、強盜等財產性犯罪比率逐年下降。四為毒品

新生人口有效控制：106到107年「強力掃蕩期」逼出所有黑數，108至

109控制期，至110年逐年下降。中央及地方為執行本綱領，已組成緊密

團隊合作無間，誓將反毒工作做好，以有效減少毒品傷害與威脅。 

 

   文字教育 

                   來遊華山文創園區 
  不知假日去哪嗎？來趟「華山藝文園區」，拋開塵囂，擁抱藝術，讓

你的感官接受美的刺激和洗禮吧！ 

  聽到「華山」，你想到甚麼呢？武俠小說大家金庸筆下的華山是江湖

英雄「比武論劍」的擂台，而臺灣的華山呢，可是集結13 種文化創意

產業高手「競飆創意」的藝術舞台。出了板南線（藍線）忠孝新生站 1 

號 出口步行約3分鐘即可到達這個創意飛馳的藝文寶地。華山，位於忠

孝東路及八德 路交叉口，光華商場旁。這裡是個很舒服的空間，沒有

圍牆，只有大片的綠地。每逢假日，室外就會有創意市集、跳蚤市場、

原創表演舞台和行動咖啡車的販賣。你可以在市集裡找到各種驚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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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樣小巧的手工藝品、獨立品牌的皮件服飾，還有精美的指甲彩繪、異

國風味的飾品配件，不管是可愛的、時髦的、復古的……，在這裡都找

的到，隨你挑選、沒人催促、沒人糾纏。這個能挖寶的好地方，東西不

但平價，更可以從每樣商品中感受到創意人的巧思和熱情。若你喜歡，

不妨大聲讚美、鼓勵他們，用行動支持文創產業。而在入口廣場前，高

高的野台是獨立樂團「街頭放聲」的場子，搖滾的、抒情的、另類的……，

坐在草皮上盡情享受這音樂饗宴，絕對能讓你把平日工作累積的疲累和

厭煩全都拋到九霄雲外。逛完市集，欣賞完音樂，你可以將腳步往展館

內移動。華山園區的室內展覽館全是由過去建國啤酒廠房整頓後再利

用，規畫成各類的藝術展覽、表演場所。酒廠老建築，有高挑的空間、

鐵鑄的欄杆、傳統工法燒製的紅磚及那些被時光洗練過的木門、瓦片、

窗戶。這些元素融入大大小小的巷弄中，讓人走在其中，每個轉彎，都

是一個風景。原有的烏梅酒場及再製酒作業場、包裝室、果酒大樓一樓、

二樓、清酒工坊二樓、米酒作業場被規畫作為畫廊、排練空間、小型發

表會、主題式展覽或創意商品展售空間。看完展覽，若你想買些紀念品，

可以逛逛展館旁的小店，每家店的商品及裝潢風格皆不同，你可以依自

己的喜好選擇購買。如果是肚子餓了，也可以在園區內的餐廳用餐，有

各類輕食咖啡店，點杯黑咖啡 配上香甜的蛋糕，品味慵懶的下午時光。

不知道假日該去哪裡嗎？來一趟「華山藝文園區」，拋開塵囂，擁抱藝

術，讓你的感官接受美的刺激和洗禮吧！ 

           

        電化教育  

         風獅爺 

  從破曉時分的晨曦曙光，到華燈初上那最後一抹晚霞，他們小小的身 

軀，佇立於田邊小徑、佇立於屋頂瓦片上、佇立於村頭庄尾。 

銅鈴般的大眼，掃視宇宙八荒，乘著 海風迎面而來的邪魅，皆躲不過

它的眼。大口一張，森森白牙，攫住了邪魅。「擾我四方百姓者，必殺

之。」語畢，利齒上下一合，邪魅灰飛煙滅。幽幽晚風繼續吹拂，它持

續關注黑夜的盡頭，戍守四方，直到朝陽從東方升起，金色光輝灑落街

道、屋簷、以及早起耕作的農人背脊。在此起彼落的吆喝、海濱出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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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唱中，它情不自禁張著嘴，大笑。趙尉羽在金門，隨處可見形形色色

的風獅爺身影，戍衛著村頭庄尾的寧靜。（Photo Credit: Youxing Tu, 

https://www.flickr.com/photos/youxing_tu/28678523036/in/album

-72157671883844545）天佑浯洲吾民。小小身軀的風獅爺，心中懷抱著

大大的夢想。浯洲原是蓊鬱蒼翠之地，太武山、雙乳山及其周圍皆是林

木參天；元代開始，官府在浯洲闢建鹽場，砍伐山林，浯州漸漸成為風

魔侵害之地。有明一代，風害即令浯州吾民困苦不已，當延平郡王為了

復興他夢中的大明江山，以這座島和對面的廈門作為反攻基地時，金門

終於變成一座牛山濯濯的島。飛沙走石、風魔肆虐。滿載著金門百姓的

希望，祈求風調雨順、鹽產豐盛、物作豐收、天下太平，風獅爺成為金

門最令人信賴的衛戍軍團。渾圓的眼睛永遠精神抖擻，毫無一絲疲態，

注視著周遭的情況，抵擋風魔 的來襲。它的犬齒歲月的斑駁，是無數

次對抗邪魅勝利的證明。有時，村中的頑童在它周邊嬉戲，撫摸它的鬃

毛，搔它癢，它只笑呵呵地望著這群孩子。是啊，多歡笑，未來的金門

子弟，只要我在，你們永遠是安全的。是年，天公伯賞金門人一頓飽飯，

大夥兒歡天喜地慶豐年，張燈結綵、鑼鼓喧天、香煙裊繞，香風拂了風

獅爺一身，它也感染了大家的快樂。在感謝天公伯和先祖保佑後，他們

也沒忘記這群小小兵的庇佑。於是甜滋滋、黏密密的糖果，餵飽了風獅

爺，也餵飽它的心。巨變前夕的深夜總是特別地寧靜。昨日還高唱著朱

明萬歲、一覺天明後，所有人腦後拖著一條長辮，是來自寒天雪地的 滿

族人給咱們烙上的印記；二百年後，在砲聲隆隆中，辮子剪去了，大清

倒了，全中國走向共和。但金門依舊是寧靜，風獅爺依然在夜晚與邪魅

奮戰，直到曙光帶來了民國的消息。早晨，農人光著脊梁辛苦鋤草、漁

民引吭高歌中駛出料羅灣、無賴小兒赤腳在田埂邊跑來跑去，摩娑著風

獅爺堅韌的鬃毛、撫摸著它的利牙。海風味道變了，晴朗的日子終究是

要結束。風獅爺眼中的朝陽逐漸被烏雲遮住，它曉得暴風雨的可怕，吹

倒田中的麥子與高粱，吹壞停泊在港邊的漁船，使人民的心血毀於一

旦。它只能昂然挺立，在風雨中屹立不搖。唯有它那堅挺的身影，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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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心愛的浯州人民心中，讓他們生出信心度過這段艱難的時刻。是啊，

風雨終究會過去。孰料，這風不是普通的風，它是陰風、是腥風；這雨

也不是普通的雨、是陰雨、亦是血雨。風雨一來，就來了百年。日本人

挾帶著船堅炮利、高喊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從上海、北平等地瘋狂侵略，

席捲了半個中國。當無數同胞鮮血染成的太陽旗從金崗登陸，金門打響

了保家衛國神聖的抗日號角。昔日頑皮的村童如今都長成了壯碩精實的

少年。端起了土槍洋槍，背起大刀扛起長矛，一部分決定與家鄉共存亡、

另一批人決定遠渡大海前往後方，帶領王師重回故土。他們擁抱了父

母、兄弟姊妹以及情人，同時將風獅爺的身影，牢牢地記在心裡。風獅

爺眼中，也映著他們的影子。它張著嘴，千言萬語卻卡在利齒上說不出

口；但它明白自己內心的話，已清楚地傳進少年們的心中。少年們轉身，

頭也不回地離開。以前，風獅爺保衛家鄉；如今，這重擔交付在他們肩

上。金門上空的青天白日並未被血紅輪日吞噬；但古老的巨龍開始發出

悲鳴，良善與樸實的民族文化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被淹沒、啃食殆盡。當

四面八方的子弟回到家鄉，風獅爺從他們的眼神看見的不是歸鄉的喜

悅，而是恐慌與無助。緊接著，一水之隔的廈門，血紅色雲朵將其籠罩，

一艘艘竹筏從雲層穿出航向金門。古寧頭，位於金門東北岸，周圍的村

莊成了戰場。槍聲、哀號聲、戰車怒吼聲，轟隆轟隆，從空氣震進了土

壤，震響了風獅爺的身軀。從此它明白，它要對抗的最大邪魅，不是狂

風、不是暴雨、而是人類心中強烈的慾望與野心。當灰色砲彈雲將天空

遮蔽後，風獅爺聽到的是爆炸聲和瓦礫石堆碎裂的聲響、見到的是斷壁

殘垣與煙硝瀰漫。它的身體染滿了塵土和鮮血。煙塵中，金門子弟與各

地前來馳援的同胞前仆後繼，儘管火焰在周圍燃燒，儘管弟兄一個接一

個倒地，他們的眼神依然閃爍著光芒，相信勝利的到來。料羅灣遠方，

在自由臺灣的彼岸，美利堅盟邦帶來了足以扭轉戰局的武器。當榴彈砲

摧毀共軍陣地的震天巨響傳回金門島，所有人歡天喜地，高喊萬歲，勝

利在望了。風獅爺靜靜看著他們的身影，它知道，它心愛的浯州百姓再

一次挺過了艱苦時刻。之後的歲月，頭頂的青天白日時而落下敵人的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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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一次次摧殘金門的土地。當金門人攜家帶眷躲進防空洞時，島上只

剩下堅守崗位的國軍弟兄，以及百年來守護島上生靈的風獅爺。有時砲

彈的碎片劃傷它的身軀、磕斷它的利牙，風獅爺依舊張牙舞爪，睜著銅

鈴眼遠眺海上。只要敵人不倒，它就挺直身子，隨時準備迎戰。朝陽再

次降臨浯洲。農人耕作、漁舟高唱、孩童嬉戲、星屑迸濺、酒香撲鼻。

風獅爺依然佇立於屋頂、村頭庄尾、田邊，以及無數金門人的心中。當

年的頑童長大成青年，拿起槍桿子，在海角戍守著家鄉、戍守著國土，

漸漸地，他們也成了風獅爺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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