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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8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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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義為何？請舉例說明 

 答：（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 

 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規範第 2 點 

 第 2款參照）：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 

   （二）舉例說明： 

1.業務往來：特定行業或團體存在目的係居間、代理或協助自然人、法 

  人等與政府機關有互動往來者。如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律師與檢察 

  機關或法院、地政士（代書）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地政機關、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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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或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關、建築師或技師與建築管理機關、報關 

  行與海關、代檢業者與監理機關、防火管理人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機 

  關等。 

2.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市議員與縣市政 

  府、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各部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金融機構、經 

  濟部與公司行號、交通部與交通事業機關等。 

3.費用補（獎）助：如文建會補助某藝文團體、內政部獎勵某公益團體、 

  青輔會補助青創會、新聞局補助某藝術團體等。 

4.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如機關正在辦理 

  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或已得標 

  均屬之。 

5.其他契約關係：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6.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如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案；或公務員執行檢查、取締、核 

  課業務之對象等。 

 

 

            

    從「江陰要塞淪陷始末」 瞭解中共統戰作為 

1949年4月，因江陰要塞守軍叛變投共者太多，致國軍防線迅速崩潰，

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渡過長江，國軍鬥志全無。 

《美國民主基金會》於去（106）年12月初公布一份報告《銳實力：威

權主義影響力在民主國家中漸增》，無獨有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於同月專刊亦發文響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銳實力》，整理了中共近年

對英國、澳洲、紐西蘭、歐盟等滲透行為。美國總統川普在去年12月的

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亦認為中共對美構成威脅，並延燒至今年3月

美「中」貿易戰等議題。故中共「銳實力」的影響，已促成西方各界對

其不安與抵制。中共銳實力滲透，對我國亦是如此，其利用「民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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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戰線手法」，搭配所謂「對臺31條」優惠措施，吸納我國境內友陸

人士，憑藉「以臺引臺」方式，在我內部形成「口碑宣傳」，企圖在臺

灣內部，複製當年國共內戰時，大陸知識分子及鄉村民眾受中共宣傳蠱

惑，轉向支持共黨勢力之態勢，此與國軍總政治作戰部的《中共禍國三

十五周年的省思》及傳記文學社出版的《中共地下黨現形記》內容所述

之中共統戰本質極為相似。《中共地下黨現形記》一書收錄中共地下黨

分子在國共內戰期間，潛伏於我軍內部的活動紀錄與史料，以下謹就其

中一篇「江陰要塞淪陷始末」部分，淺談中共統一戰線運用手段的本質。

江陰要塞簡介--抗戰勝利後，我國於34年冬成立「江陰要塞」籌建處，

次年6月正式掛牌，該要塞是長江吳淞口由海入江的江防咽喉，素被稱

為「鎖航要塞」。經不斷擴充兵力，統計至要塞淪陷前，總臺共配備德

製、美製重四十餘門和小口徑直射大砲18門，兵力約三千多人，該要塞

西支南京、東援上海、背靠無錫，可謂長江防務重要支點，其工事採山

頂多層鋼筋混凝土建築，在當時配置之兵力、火力及工事防禦，可以「固

若金湯」4 字來形容。 

重要人物概述：一、唐秉琳、唐秉煜--唐秉琳時任我軍國防部作戰中

校參謀股長，因其在對日抗戰期間即對政府有所不滿，遭其弟唐秉煜（中

共地下黨員）策動，連同時任國防部上校參謀的姨表兄吳廣文，加入中

共地下黨組織。唐秉琳於江陰要塞建成後，隨第1任司令孔慶桂（為唐

員老上司亦是老鄉）赴任要塞參謀主任，接著升任上校守備總隊長，最

後任要塞砲兵總臺長；故江陰要塞至淪陷前，已遭敵諜潛伏於其「心臟」

裡。二、戴戎光--37年5月江陰要塞司令職務出缺，當時各方保薦名單

已有6名，戴戎光時任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雖經保薦，名字卻排

在後面的第5名。中共地下黨認為戴若當上司令，將有助其於未來在我

軍內部進行策反活動；故命唐秉琳利用其任江陰要塞守備總隊長職務之

便，親至南京賄賂戴戎光，並表達要塞官兵均歡迎其來當司令的意思，

進而取得戴的信任。後來戴藉由唐的協助，透過關係將勾選名冊優序顛

倒、取得保薦書並以重金厚禮取得軍務局局長默認等方式，順利被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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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江陰要塞司令職位。三、王德容、梅含章--王德容，具黃埔八期和

陸大十五期資歷，原本應能擔任軍中更高職務，但在軍中一直不得志，

調任要塞參謀長後，遭唐秉琳、唐秉煜、吳廣文等3人拉攏加入共黨，

共黨並積極活動使王轉任該團團長。梅含章，前曾幫助戴戎光取得江陰

要塞司令後，隨同調任要塞守備總隊長，後因不滿戴戎光的人事安排，

又和吳廣文是同班同學，故亦遭約詢加入共黨。 

要塞淪陷始末：一、要塞司令遭架空--唐秉琳於37年6月接任要塞砲兵

總臺臺長、吳廣文於37年底接任要塞守備總隊長、唐秉煜於38年初調任

要塞擔任少校工兵營營長，加上要塞參謀長梅含章亦已加入共黨，至

此，要塞主力均遭中共地下黨控制；又司令戴戎光在對唐秉琳的充分信

任的條件下，江陰要塞可謂完全落實中共華中工作委員會要求其潛伏黨

人「掌握實力，架空要塞司令」的指示。二、共軍渡江--38年4月中旬，

要塞總臺、大臺幾個觀測所，不斷發現北岸船隻集中和覆蓋偽裝的情

況，並報告要塞司令戴戎光；戴數次急電唐秉琳，要求其嚴密觀測，並

指示一經發現船隻集中即予擊沉；惟唐秉琳以「發現船隻較少，尚不到

動用重砲火力條件，或以火力零散使用射擊效果不高」為由，建議等共

軍大部隊集結再行開火，戴不細查，竟相信其拖延欺騙之詞，而無任何

作為。隨後潛伏在要塞內部的共諜，於4月20日半夜看到對岸共軍的渡

江約定信號後，即拆卸砲彈信管並變更射擊口令和射擊距離，致直到次

日午夜1時共軍強渡長江，要塞自始至終均未對共軍渡江工具、人員實

施射擊。之後唐秉琳會同已成功渡江且換上我軍制服的共軍營長，一起

進入要塞指揮所，俘虜要塞司令戴戎光，共軍更利用虜獲的要塞重砲，

反過來襲擊從北岸南撤的國軍21軍145師，造成國軍大量傷亡。 

敗因分析：一、依賴硬體、忽視人心--列寧曾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

攻破」； 共黨和任何人的鬥爭，一向不在乎對手的物質戰力，而係透由

「統戰」方式達成，就是在其對手內部製造分裂，產生矛盾。案例中的

中共潛伏分子，從一開始抗日戰爭前只有唐秉煜1人，利用其親戚及同

鄉關係漸次滲透國軍內部，並利用心懷不滿、利益薰心等人性弱點，吸



頁 5 / 15 

納國軍內意志不堅人士，由點至線，逐漸全面發展組織，最後造成江陰

要塞整體淪陷。武器、彈藥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作戰時手執武器，遂行

戰術指揮的仍然是「人」，只要是人，就不免有私心及弱點，然而中共

最擅長的就是操弄人心，人心一旦被操弄，想要戰勝就很難；吾人必定

要識破其用心，時刻警覺，不讓其在我軍或社會內部製造矛盾及分裂。 

二、軍紀廢弛、心防不嚴--案例中「透由賄絡取得官職、將勾選名冊優

序顛倒、要塞司令官無所用心、識人不明」等情，均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此等荒腔走板的電影情節竟在過往國軍的歷史中真實上演，當時只要要

塞內部有任何國軍幹部驚覺異狀，再往高層反映，想必結果必不會如

此，故「患生於所隙」，我們更要記取教訓，不可重蹈覆轍，唯有塑造

單位內廉潔正直的環境，才不會提供任何人企圖在內部分化團結的機

會，亦唯有人人都能提高保防警覺，「見可疑追查到底、遇問題立即反

映」，方能化危為安，阻止陰謀滲透和破壞。 

 

               

             

           極端氣候來襲--挑戰全球防災應變 

「這些年來一年比一年熱，奇怪的是熱天更熱而寒天更冷，更奇怪的

是要麼久久不下雨，一來就是嚇死人的傾盆大雨！」揮汗如雨的阿嬤邊

觀賞划龍舟邊自言自語地抱怨。 

全球是否進入極端氣候？--2013年的父親節，設在臺北市公園路的氣

象站測得午間溫度高達攝氏39.3度；2016年1月帝王級寒流來臨，淺山

地區如日月潭也下雪、平原如臺北市更飄霰，不是說全球正在暖化嗎？

極端氣候與全球暖化有關聯嗎？極端氣候與國計民生有何相關性？防

災規劃若沒考量氣候的極端，後果的衝擊會有多嚴重？ 

「天氣」與「氣候」--天氣（weather）指特定時間某地的大氣現象，

如玉山山頂目前正在下雨。氣候（climate）則指特定「時段」某地大

氣現象的量測數值，如玉山山頂十年來觀測每月降雨量的數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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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專家說「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它的定義專指全球大區

域天氣過往特定時段內，量測數值均態變化的趨勢；所以，氣候變遷

係用在全球大範圍而非小區域，指的是全球過往特定時段量測數據的

均值變化，氣候變遷還可以預判全球天氣均態變化的未來走勢。例如，

過往30年全球年均溫增加0.5度，就是表達氣候變遷的一種敘述。 

「極端氣候」與「氣候變遷」--兩者都有氣候兩個字，分得清極端氣

候與氣候變遷的關聯性與異質性嗎？根據聯合國的跨政府氣候變遷研

究團隊（IPCC）針對極端氣候（climate extreme）的認定，是指「極

端的天氣事件」（extreme weather event）；那究竟有多極端才作數？

以下三種定義都算數：一是小區域極端天氣事件的量測數值，遠超過

均態變化的範圍；二是小區域極端天氣事件的量測數值，超過危險標

準，如過熱造成柏油路面融化或過冷造成農漁欠收都會釀成災害；三

是小區域極端的天氣事件量測數值，過往極少發生甚至從未見過。上

揭發生在臺北盆地溽暑破紀錄之高溫與全國嚴冬帝王級的寒流，就是

極端氣候。 

強降雨還是乾旱無雨--極端的天氣事件除了熱天更熱、寒天更冷大家

都體驗過之外，還有哪些天氣事件也算極端？記憶猶新的首推強降

雨。2015年6月14 日午後炎熱的臺北盆地上空，熱對流旺盛造成瞬間

強降雨，臺北市公館測站的時雨量高達131.5毫米，豪雨致使附近嚴重

淹水；1小時的強降雨，相當於臺北盆地年雨量的5%！年雨量約莫相

同，但是降雨的日數與累計時數年年遞減，意即雨量都集中在極短時

間內自天傾盆灌注而下。強降雨若是極端天氣事件頻譜的一端點，則

頻譜的另一端點對應發生的，就是乾旱無雨。臺灣本島的嘉南地區今

年以來久旱少雨，6 大水庫儲水量剩下不到八分之一；其中最嚴重者

首推蓄水量最大的曾文水庫，目前儲水量僅有滿水位的2.7%，乾涸的

庫底變成青青草原。今年該帶來豐沛雨量的梅雨季節，從 5月入梅為

期一個月，嘉南地區一度水情吃緊，衝擊社會民生。 

極端氣候與二氧化碳濃度有無關係？--地球的大氣層系統非常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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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所累積的觀測資料，相對於大氣層幾十億年的歷史，非常不足。

過往兩百餘年的當代，大氣氣溫由溫度計直接度量。至於過往六千年

的近代，可用神木年輪取樣 量測年輪寬窄，年輪愈寬則該年雨多高

溫，年輪愈窄則該年雨少低 溫，經二級校正可推定近代各年的氣溫。

過往四十萬年的古代，係從永凍冰層取樣，量測冰層內穩定性同位素

氧-18（180）的濃度，它與均溫成正比，經二級校正後也可推定古代

各年的氣溫。同樣地，當代、近代與古代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也可

直接測得或間接推定。過往大氣氣溫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兩者間有關

聯嗎？過往四十萬年在南極 Vostok 實驗站取出的永凍冰柱，所量測

大氣氣溫與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之結果。過往四十萬年歷經4次冰河期，

冰河期與間冰期的溫差達14度；最近的一次冰河期稱為沃姆冰期，發

生在11萬至1.2萬年前，目前我們處於沃姆冰期之後的間冰期。直到晚

近兩百年工業革命時代，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爆發性地陡增，背離了與

大氣氣溫的關聯性，也就衍生出當代極端氣候。極端的天氣事件是自

然現象嗎？科學家可從古代到當代的溫度量測資料中，找出氣候變遷

內工業排放二氧化碳對氣候的影響。全球工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暖

化，直接導致極端天氣事件諸多特性的改變，包含發生頻率變綿密、

強度變大、範圍變廣、持續時間變長、爆發時機變得很特殊。上揭的

極端溫度與極端降水，與工業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暖化有強烈的相關

性；是以，極端溫度與極端降水並非單純的自然現象。至於全球暖化

是否造成颱風與龍捲風更多更強，科學家刻正搜集更多的數據查核中。 

極端氣候在臺灣--將場景從全球的大範圍拉回我國的小區域，臺澎金

馬地區自民國肇建以來，測得大氣氣溫「距平」變化（某一系列數值

中，某一個數值與平均值的差）， 「距平」以1961至1990 年之年均溫—

攝氏 23.56度為平準。臺澎金馬地區的大氣氣溫百年來增加了1.5度，

晚近這 30年來就陡增了 0.63 度，可以這麼說，臺澎金馬地區沒有最

熱，只有更熱。這一百多年來，或多或少都有些極端氣候的紀錄，唯

近年來特別多。除了一年比一年更熱之外，也可觀察到自1980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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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溫度變化的範圍更廣，熱的時候更熱，冷的時候更冷，極熱與極

冷的溫度，就是極端天氣事件，且愈晚近愈頻繁極端天氣事件的後顯

性衝擊包含極端高溫造成的熱浪、極端低溫造成的急凍、極端強降雨

造成的洪澇、極端無雨造成的乾涸與極端乾旱造成的野火。當這些極

端天氣事件的發生頻率增加時，就會導致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與國家

基礎設施的損毀，造成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衝擊。如熱浪與急凍導

致國人中暑與腦、心血管病變驟增，醫療體系負荷加重。洪澇併發山

崩、落石、土石流，阻礙交通與救援，溢淹退卻後衍生的疫情蔓延亦

須及時防治。乾旱往往結合焚風與閃電，致使遍地野火焚燒多日，濃

煙霧靄污染大片區域、林木的水保功能消失。過往的基礎建設已不足

以抵擋極端氣候來襲面對今後極端天氣事件日形綿密，就不能以過往

累積的經驗去看未來極端的挑戰；如過往的基礎建設採抵擋百年洪峰

紀錄的設計，恐難以適應未來極端強降雨洪澇的沖擊。我們須採預防

性「料敵從寬」的規劃與作為，增加防災演練想定狀況的複雜度與頻

度；防災應變要從嚴、從難，做好萬全準備，方能面對全球暖化衍生

極端氣候所帶來的衝擊。 

          

          〜穿越侏儸紀〜漫遊花嶼 

 花嶼有花  

早期到澎湖，可能會聽到一句順口溜：「花嶼無花，貓嶼無貓，虎井沒

虎，鳥嶼沒鳥」，後來還加了「馬公無馬」玩笑性的附註。從現況來看，

貓嶼確實無貓，虎井真的沒虎，但鳥嶼還真有鳥兒─而花嶼更是在明朝

時期，因島嶼「花草青蔥」而被稱為花嶼。登高遠眺，早期種植的銀合

歡，滿山蔓生，鬱鬱菁菁，令人心曠神怡。  

海峽島嶼國境之西--花嶼島位於臺灣海峽之中，接近海峽中線，是臺

灣地理疆界的最西端，從臺灣島看，花嶼恰好位於臺灣島中南部之正西 

方；距離大陸福建沿海最近的距離為75海浬（1 海浬約1.87公里），是

臺灣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島嶼。由於是臺灣距大陸最近的島嶼，長久以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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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每到了冬季，遇有強烈的東北季風來襲時，沿海常有群集的大陸漁

船停泊避風，少則數艘，多達百餘艘。近年來，呼應國際間海洋島嶼歸

屬的主權爭議，在花嶼設置中華民國領海基點牌二座，用來宣示我國領

土的確定性。而網路更有以國境之西來稱花嶼，以喚起大家的注目。花

草青蔥古老島嶼--花嶼位於澎湖群島的西南方，距離馬公市約為16海

浬，島嶼的外形略呈三角形，滿潮時的面積約為1.47平方公里，退潮時

約為 1.55平方公里，面積狹小，但由於聚落集中於南面海岸，因此島

嶼仍有地廣人稀的青蔥遼闊感，且是澎湖群島90座島礁中的第10大島

嶼。 

澎湖群島主要是由火山熔岩所組成，花嶼雖然是群島的一員，但是在地

質上卻是自成一格的「花嶼火山島」，其與澎湖火山島群的差異。從以

下的比較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花嶼在地質特徵上，完全不同於其他的

島嶼；島嶼的形成，更是澎湖群島中最早、最古老的，火山熔岩活動時

間跨越中生代（此地質年代的優勢動物是爬蟲類，尤其是恐龍），岩相

之多樣性，也是澎湖群島僅有。 

花馨島嶼大地之美--花嶼是澎湖三級離島之一，從以前到現在，因地

處偏遠、交通不便、海象不安、公共設施不完備等綜合因素，故平時少

有人前往；但也正因如此，花嶼一直保有著澎湖諸島嶼中，少有的地景

與人文的自然美。盛夏之際，漫遊其間，令人恍若置身隔世異國的情調

中。 船進花嶼港，首先映入眼簾的，當然就是形若二人依偎訴情的情

人石了。是構成花嶼島的斑狀安山岩，經數千萬年的搬運磨石風化後，

最具代表的地景，也是研究花嶼地質與岩相的聖地。船停泊之後，往情

人石方向走，逗趣的石猴、與海搏鬥多年的鴨頭石，每個岩石地景，都

蘊涵了大地古老有趣的故事。到花嶼來，最熱門的景點，就屬號稱「花

嶼之光」的花嶼燈塔了。花嶼燈塔建於1939年，日治時代因軍事目的而

興建。 整體規模一直保有早期興建完成時的規模：塔身為圓形鋼筋混

凝土結構，漆成白色。二次大戰期間曾因缺乏電石氣停止發光，目前已

改為太陽能板自行供電。燈塔位居花嶼高處，視野深遠遼闊，從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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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嶼，到東北方的西嶼，澎湖諸島嶼歷歷可望。而為了鎮住更早興建的

西嶼島燈塔可能帶來的煞氣，更於花嶼最高點的燈墩山興建了一座專為

反制的石塔，並於塔前設置水甕，意圖將煞氣反射回去，以求得平安。  

穿越侏儸碎石嶙峋--不同時期的火山活動，造成地塊擾動，處處可見

壓碎與蝕變的現象。岩石風化後，石骨嶙峋、地面崎嶇不平，使得地形

變化 多端；因波浪、潮汐和海流等因素，由海水侵蝕所造成的地形景

觀亦不少數。除上列地景外，尚有豬頭岩、人面石，以及流傳望安地區

的仙腳印石，漫遊中行有餘力之際，造訪花嶼遍布各處的海蝕洞，匐伏

於海蝕隧道之間，亦會有一番驚險的體會。花嶼一岩一石的千變造景，

漫遊其中，會讓你驚豔於蕞爾小島之間，竟然存有如此之大地奧妙！ 

           文字教育〜國土安全 

      範疇下之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理論與實踐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不能僅是從關鍵基礎設施本身之角度檢視，而必須從

更廣之國土安全範疇下進行觀照，否則就很容易陷入傳統之被動因應的

「災害防 救」觀念，而非強調主動預防之「國土安全」概念。前者更

多彰顯於回應自然災害與非惡意之人為意外事件，而後者更聚焦於預防

有惡意之行為者的更大破 壞行動。美國之國土安全是整全應對自然與

人為災難，我國則將其分開而各自有其哲學。 

國土安全理論與圖像--國土安全之理論預設，是針對由製造工藝變革、

敏感科技管制、非國家行為者危害、氣候變化影響之四個「影響風險」，

所導致之恐怖主義威脅、資訊通訊科技、災難與傳染病、網路實體聚合

的關鍵基礎設施、人流物流增加等「四大趨力」去不斷型塑之整全「戰

略環境」的理解與詮釋；因而在實踐上必須依循之「六大指導原則」，

包括應對多元威脅與全災害、支持經濟安全、友善網路社群與整合、推

動市場導向方案與革新、重視隱私與自由、及進行全國性風險管理。且

認知在此實踐過程中，面臨最大的「六項戰略挑戰」，就是恐怖攻擊更

分散、增長中的網路威脅、生物的多樣化威脅、核子恐怖主義威脅、跨

國犯罪組織威脅、更多變化的自然災害；因而必須權重以排 比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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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威脅、強化網路空間安全、管理生物威脅與危害、保護人流與

物流安全及建立新的公私夥伴關係等「五項 戰略優先事項」；以及釐清

核子嚇阻與核子鑑識、促進合法的人流物流、因應全災害威脅等「三大

工作領域」，以完成預防恐怖主義與強化安全、管理與確保國境安全、

執行與管理移民法、保護網路空間安全、強化全國準備與復原等「五大

任務」。且必須透過整合情報與資訊之分享與行動、加強與擴展含軍方

在內之外展夥伴關係、進行革新之研究與發展、及落實訓練與演習等途

徑，才可能建構出成熟的「國土安全企業」和與時俱進地有效解決關切 

之動變中威脅。 

關鍵基礎防護與實踐--檢視前述的整個國土安全脈絡，就可以清楚掌握

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之理論依歸及實踐定位。亦即整個防護過程必須是依

於網路與實體聚合的關鍵基礎設施發展之戰略環境現實，遵循全國性風

險管理之指導原則，且以全社群之途徑去分攤處理全災害威脅的責任，

並能夠完善全國性之準備與復原任務。由於透過如此認知，在防護關鍵

基礎設施時，才能從整個「面」的視野，鑑定出具體的威脅而落實風險

評估，並鑑定出資產的真實弱點及排比優先保護順序，且在保護過程中

不致過於聚焦某一項任務，或是因為資源分配不均而無法完成其他同等

重要工作。由於持續的整合與增加合作，提供了國土安全夥伴在有限資

源下逐步建構更大的全國準備機制。而「準備」是一個分攤的責任，是

要推動每一個人均能夠涉入之「全社群途徑」，其中包括了三個核心原

則：第一、瞭解與因應全社群的真實需求；第二、使社群的所有部分，

均能參與及賦有能力；第三、每天均能強化社群，使其 所要做的工作

能夠做的更好。亦即全社群是一種方法，使居民、應急管理者、組織和

社區領袖、政府官員、私營部門和非營利部門、以信仰為基礎或殘疾人

之組織、及廣大市民可以共同了解和評估他們各自社群的需要，以及去

組織和加強他們資產、能力和利益的最佳方法。且經由全社群途徑，就

可以規劃和實施應對全災害策略，而協助建立一個更有效的社會安全和

復原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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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任務是從全國性視野檢討對關鍵基礎設施造成最大風險之威脅與

危害先預作準備，以及確保有效統一的意外事件回應行動。例如強化與

國土安全社群交往，以增強個人與社群的授權而能強化與維持其各自的

準備，並建立一個對於其風險、有助其準備的可取得資源、在災難事件

時其角色與責任之集體性瞭解。進而建立與維持全國性關鍵基礎設施之

核心能力，而能推動全災害之預防、保護、減緩、回應與復原。有關的

實踐作為包括：通過提供工具和技術援助以促進能力的發展；提供規劃

與可回饋的專門知識；使用可能的補助計劃等，而能建立和維持一種遍

布全國各級政府之全國性的關鍵基礎設施能力整合網路，並建立一種定

期更新、執行與改善的有效持續計劃，用來測試、改善、評估全國準備

之基石。在減緩危害與弱點方面，經由提供可靠的和可以行動的資料和

工具，促進公私部門警訊與瞭解特定關鍵基礎設施的風險，及支持基於

風險告知的決策和激勵與促進投資去管理個別關鍵基礎設施當前和未

來的風險。通過標準化、法規、靭性設計、有效緩解以減少資產固有之

弱點，並透過鼓勵適當的土地使用和建築規範調整，同時還運用結合先

進技術工具之工程和規劃實踐，以減輕關鍵基礎設施之災害風險。在涉

及空域與水域之關鍵基礎設施部分，要能有效鑑定具體之威脅來源且通 

過建立、並確保符合相關標準、法規之授權，而使國土安全社群能夠更

佳的分享在地情資，區分意外與異常之不同特徵，以應對空域與海事的

異常事件。在確保有效的緊急事件回應方面，提供關鍵基礎設施有關社

區與個人及時與準確的資訊以支援公共安全，且在緊急事件之前、事中

與事後均要通知適當的行動。要極大化跨部門合作、資訊分享與準備， 

要履行倡議以確保穩定、彈性與有良好品質的災難工作團隊。精簡與簡

化對於個人與社群運送服務之相關計畫，以提供及時與適當的災難協

助。且主管機關要強化能力與利用資源分享機會，以達成改變毀滅性災

難結果之最大可能性。經由提供實現安全、情勢警訊與行動決策之技術

通信能力，以確保有效的緊急事件通訊，而能在所有環境下管理緊急事

件。 在增強能力推動快速復原方面，必須確保持續性及恢復必要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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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和功能，有關的實踐作為包括：補強關鍵基礎設施恢復的核心能力；

鼓勵社群、政府實體、私營部門組織之持續營運計劃的發展；確保必要

服務之持續性和快速恢復。支持和幫助關鍵基礎設施有關社區之重建能

夠更強大、更智能與更安全，必要的實踐作為包括：挹入資金與授權災

害支援行動；支援符合條件的重建項目和災難的倖存者；提供主題專家

以協助規劃和協調重建工作；聚焦於如何最好地恢復、重建和振興健康、 

社會、經濟、自然和環保，進而能夠建立一個更具有靭性的國家。 

 結論--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僅是國土安全範疇下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整

合、整全及企業與準備之觀念下，僅從技術面或是措施上欲完善防範關

鍵基礎設施或有不足。因為有惡意行為者之攻擊行動或許不會是單一 

目標，或許僅是作為攻擊主目標之間接平台或是多目標之規劃與最終取

捨之不確定性，且常具有調適性與靈活性。而限於管理者之資源經常不

足與低發生率卻高衝擊性之異常事件本質，或是僥倖心態，導致應該納

入日常生活之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常僅限於被動的回應而無法展現主動

預防之成效。因此，惟有從國土安全脈絡下思考，才能因應各類關鍵基

礎設施之不同安全需 求及客製化之克服有限資源下的能力限制及承擔

必要之風險。 

              電化教育〜清境雲南異國風情 

南投縣的清境農場，是臺灣耳熟能詳的風景區，不論是到清境嬉羊賞

花，或至合歡山觀霧賞雪，在車潮穿梭、人群熙攘間，周邊其實也有不

少人文素材，值得細細品味。 

異域孤軍博望新村傳奇自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國軍93師曾

企圖反攻大陸，並以滇緬邊境做為反攻基地，因此在金三角地區仍有四

千多名「異域孤軍」，浴血奮戰長達11年之久。清境農場的開發源自於 

1961年，是退輔會為安置從滇緬邊境撤退來臺的國軍游擊隊，在此從事

農墾開發而設置的。這一批「異域孤軍」長年在雲南邊境孤軍奮戰，相

繼與當地少數民族通婚，當游擊隊撤退臺灣之後，便有許多少數民族及

眷屬跟隨到臺灣來，因而造就今日清境社區特殊的族群文化。跟著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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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清境的雲南少數民族，包含傣族（擺夷族）、苗族（紅苗族）等共8 

個族群，皆源於古彝族，以傣族人數居多，且文化特色鮮明，於是成為

清境少數民族文化的代表；尤其「傣族舞蹈」及「傣族料理」，已經成

為清境社區極具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特色。在清境山區裡，共散置博望、

壽亭、定遠等5處村落，合計約二百戶，人口約八百餘人。其中，位處

清境最高處的博望新村，海拔約二千公尺，因為地處海拔較高，氣候也

較寒冷，加以博望新村的位置距離農場本部較為偏僻，比較沒有遊人進 

入，反而保存較完整的部落風貌，儼然成為清境地區眷村的代表。傣族

彝族風情重現清境傣族歷史悠久，文化豐富多采，有自己的曆法、語言

文字，並以豐富的民間文學藝術著稱於世。音樂、舞蹈、民歌、民間傳

說故事等，皆富有民族特色。傣族文化融合緬甸、雲南邊境少數民族的

生活文化，如男人抽的水煙筒，女人腰間的銀製飾品、圖騰及精美的編

織品，都是最明顯的展現。傣族人能歌善舞，舞姿曼妙，婀娜多姿，每

逢節日喜慶時，傣族姑娘束髮於頭頂，髮際插上鮮花，穿上緊身短衫和

花筒裙，飾以銀器飾物，半蹲身體三段曲線均勻舞動，以特殊手勢舞出

柔美、輕盈、豐富多彩的傣家舞蹈。彝族過去崇拜祖先和萬物有靈，因

此，民間傳統節日活動很多，主要節日有十月年、火把節及區域性的節

日和祭祀活動。火把節慶祭天祈求豐年彝族的火把節，主要有三大內

容：一是以酒肉祭祖、拜訪親友、互祝平安；二是舉行鬥牛、鬥羊、選

美等活動；三是夜間打火把的狂歡夜，彝族男女老少手持火把，盡情地

唱歌跳舞，以慶祝豐收，祈禱吉祥。人手一支火把圍著篝火以示團結齊

心。到了火把節之夜，在彝族山寨裡，各個村寨都要豎起一座高丈餘的

大火把，各家的小火把，則放在大火把的周圍，以示人民團結齊心。用

聖潔的火燄，照亮一年的光明與福瑞，祈求一年的風調和雨順。火把節

活動進行期間，男女老少穿上節日盛裝，圍著火把唱歌跳舞，通宵達旦

直到天亮。進入活動的高潮，是由人們舉著熊熊燃燒的火把，繞著住房

和田邊地頭巡遊，邊走邊唱，並發出陣陣宏亮的歌聲和吼聲。火把相連

形成條條火龍，照亮黑夜，場面蔚為壯觀。在火把節當天，松崗的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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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內，家家戶戶插國旗，場景猶如回到五、六○年代的眷村。華燈初

上後，居民高舉火把，沿家挨戶傳承「照天祈年，除穢求吉」習俗，除

營火烤豬烤羊外，糯米巴巴、椒麻雞、香酥竹蟲等滇、緬、泰式風味特

色美食，讓人吃得暢快，回味無窮；孔雀舞、象腳鼓舞等演出，更讓人

目不暇給。抽水煙筒比賽，是火把節的壓軸戲，技巧不好的人，會咕 嚕

嚕嗆到水，十分逗趣。薪火相傳東方狂歡節 火把節又稱為「星回節」

或「東方狂歡節」。1961年，這項彝族傳統節日，隨著滇緬邊境義胞遷

移清境地區，而流傳到臺灣，後來演變為「清境火把節」，主要以「薪

火相傳」為主要意涵，除同樣由居民高舉火把、照天祈年、除穢求吉，

並象徵部落團結齊心，延續異域孤軍堅苦奮鬥的精神外，更結合仁愛鄉

原住民與合歡山新移民文化，祈願在清境「霧上桃源」，共創和諧美好

的臺灣新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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