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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評鑑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顧問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研究員評鑑的挫折與躍昇

「立足臺灣、放眼天下」

「國際知名、世界第一」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國際研究學者

•離鄉背井的孤獨俠

分子流行病學的初學者

•NIH Fogarty Research Fellowship

•哥倫比亞大學

Dr. Regina Santella

Dr. Yu-Jing Zhang



長江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勝於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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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的教學研究生涯

•公共衛生學系助教(1977-1982)

•公共衛生學系講師 (1982-1983)

•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 (1983-1986)

•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1986-1993)

•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1993-1994)

•流行病學研究所教授 (1994-2002)

•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1994-1997)

•公共衛生學院院長(1999-2002)



國家科學委員會生物處處長 (1997-1999)

•成立生物處諮詢委員會

•整併生物處學門

•建立研究表現指標(Research Performance Index)

•推動農業生技國家型計畫(楊祥發教授)

•推動生技製藥國家型計畫(許明珠主任)

•推動基因體醫學研究計畫(伍焜玉所長)

•推動生命科學尖端研究計畫

•推動稻米基因定序計畫



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2-2003)

•學術副主任委員
•研究計畫申請與審查數位化
•推動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
•推動研究經費跨年使用
•推動「研究獎、助分離」政策
•修改「傑出獎｣獎勵措施
•推動多項國家型計畫
•推動千里馬計畫



嚴重急性呼吸道徵候群(SARS)

•源起：2002年11月廣東非典型肺炎

• 2003年初擴散至河內、新加坡、多倫多

• 2003年4月16日WHO正式宣布，SARS的致病原為

新發現的冠狀病毒，正式命名為「SARS病毒」

•全新病毒，大眾皆無免疫力，其傳播力、毒力、致病力

均較強，病患可能引發呼吸衰竭而導致死亡。



臺灣SARS可能病例之流行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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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SARS可能病例流行曲線 (截至9月17日)

(1) 和平醫院事件

(2) 仁濟醫院事件

(3) 台大醫院事件

(4) 高雄長庚事件

(5) 關渡醫院事件

(6) 陽明醫院事件

可能病例*總數=346

(1) (2)

(3)

(4)

(5)

(6)

*可能病例係依WHO定義，以實驗室檢驗結果重新歸類(PCR或血清抗體檢測陽性)



衛生署署長(2003-2005)
公僕生涯：流行病學家的十字架

「如果可以選擇，

我們寧可不喝這杯苦爵

但是我們一定奉行天主的旨意。」

(羅鳳蘋, 2003年5月16日)



瑪竇福音(20:26-28)

22. …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
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
僕役；

23. 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
就當作你們的奴僕。

24. 就如人子來不是受服事，
而是服事人，並交出自
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
價。



SARS防治紓困重要行事曆
3月14日臺灣疫情通報系統出現首例SARS病例

3月27日公布「接觸者居家隔離」措施

4月10日實施入境旅客量體溫

4月24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封院

4月27日頒行「入境者居家隔離」措施

4月28日行政院成立「防治及紓困委員會」

5月02日總統公布「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

5月23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五百億特別預算」

6月15日末例SARS病例

6月17日我國自WHO旅遊警告區除名

7月05日我國自WHO病例集中地區除名

7月30日設置工作小組革新防治體系



行政院

首席科技顧
問

李遠哲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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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楊漢湶副署長)



核定日期：92.7.29





抗SARS三仁與 Dr. Palmer R. Beasley



危機管理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是對危機免疫的！

•危機管理是以實況為基礎的管理系統，其行動包
括危機的預防、評估、處理和終結。

•危機管理的目標是做好事先準備、迅速充分應對、
維持清晰報告與溝通管道、確定終止危機規則。

•風險管理是發現潛在的威脅，找到應對的機制。
危機管理是應對已經發生的威脅，涉及需要鑑定、
評估、理解和應對嚴重情況的技能和科技。



危機管理執行的任務
1. 提前認知 (Early Recognition)

2. 意義建構 (Sensemaking)

3. 採行關鍵決策 (Making Critical Decisions)

4. 垂直與水平協調 (Orchestrat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5. 耦合與脫鉤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6. 意義製造 (Meaning Making)

7. 溝通 (Communication)

8. 承擔責任 (Rendering accountability)

9. 學習 (Learning)

10. 強化韌性 (Enhancing Resilience)



危機領導力 (James, 2007)

1. 建立信任環境

2. 改革組織思維

3. 發現明顯或隱藏的組織脆弱點

4. 做出明智快速決策，採取勇敢行為

5. 從危機學習、做出變革



瘟疫大流行帶來的人心蛻變



SARS流行期間的民心變化

Suspicion 猜疑 Sympathy同情

Alienation 疏離Appreciation感恩

Resentment 苛責 Reflection反省

Stigmatization 污名化 Self-devotion自我奉獻



SARS流行期間醫事人員的勇於承擔

•驚慌逃避轉為主動參與

•殉職醫護人員的犧牲奉獻

•實習醫師的感人故事

SARS爆發期間，和平醫院封院



臺灣SARS確定病例之流行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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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SARS可能病例流行曲線 (截至9月17日)

(1) 和平醫院事件

(2) 仁濟醫院事件

(3) 台大醫院事件

(4) 高雄長庚事件

(5) 關渡醫院事件

(6) 陽明醫院事件

可能病例*總數=346

(1) (2)

(3)

(4)

(5)

(6)

*可能病例係依WHO定義，以實驗室檢驗結果重新歸類(PCR或血清抗體檢測陽性)

確定





後SARS的防疫體系革新

•修訂傳染病防治法

•修訂衛生署組織法

•修訂疾病管制局組織條例

•建立感染症醫師制度

•強化邊境管制檢疫措施

•建構全國感染症醫療體系

•落實醫院感染管控查核，並列入醫院評鑑

•充實醫療院所防護物資存量

•加強防疫科技研發

•增進國際防疫合作



近百年主要的流感大流行

年代 流感名稱 毒株 病例數 (死亡數） 致死率(%)

1889-1890   俄羅斯流感 A型(H2N2)     3-9億 (100萬) 0.1-0.3

1918-1920   西班牙流感 A型(H1N1)     5-10+億 (2000萬-1億)          4

1957-1958   亞洲流感 A型(H2N2)     >5億 (100-400萬) <0.2

1968-1969   香港流感 A型(H3N2)     >5億 (100-400萬) <0.2 

2009-2010   A(H1N1)型流感 A型 (H1N1)    7-14億 (15-58萬)                 0.03



後SARS時期因應流感大流行之計畫

•「建構生物防護及SARS等新興傳染病防治網計畫」

•「因應流感大流行之準備計畫」(行政院2005年核准) 

•「流感大流行防治作戰動員及準備計畫」 (2005年) 

•「因應流感大流行執行策略計畫第二版」 (行政院2008年核准) 

•「因應流感大流行作戰計畫」(2008年8月7日)

•「因應流感大流行準備第二期計畫」 (2009年5月31日)



禽流感與流感大流行的防制

•革新防疫體系與修正法規
•疫情監測與病例通報
•快速篩檢工具
•抗病毒藥物
•疫苗



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2006-2008)
• 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報」召集人
• 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條例》
• 制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 制定《科學專業獎章辦法》
• 制定《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 專題研究計畫全面線上審查
• 擴大推動多年期研究計畫
• 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 推動辦理候鳥計畫
• 設置「杜聰明獎」
• 啟動台灣歐盟科技合作研討會
• 推動半導體、平面顯示器、資通訊、生技醫藥等科技產業發展
• 推動台灣光子源基礎建設
• 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三號



行政院禽流感防治聯繫會報

國安會 行政院國土安全室 (緊急動員應變)

農委會 (禽畜檢疫、候鳥監控、防鳥圍網)

海巡署、財政部 (查緝走私)

經濟部、內政部、環保署 (傳統市集禁宰活禽)

衛生署 (因應大流行準備)

交通部、陸委會 (港口檢疫)

法務部、行政院法規會 (法令研修)

研考會 (執行管考)



禽流感的防治整備

•分子診斷:流感病毒快速正確檢測
•食品安全:家禽產業之品質管制
•感染管控:人群與家禽之預防感染
(傳統市場禁宰活禽、養禽/豬場防鳥圍網)

•疫情監測:病例之完全及時通報
•資訊公開透明
•疫苗研製:流行株取得與疫苗自製能力
•抗病毒藥物: 採購儲備與新藥開發
•國際防疫合作:大陸與東亞疫情交流







2009年A型(H1N1)流感病毒：
基因重組的新型流感病毒

•美洲豬流感病毒

•歐亞豬流感病毒

•人流感病毒

•禽流感病毒



衛生署及疾管局在A型(H1N1)
流感流行期間的實戰對策

•成立中央防疫指揮中心

•加強蒐集國際疫情及邊境檢疫管制

•公布國內外疫情

•採購足量的快篩試劑、抗病毒藥物及疫苗，
並分配至基層醫療院所

•推動325停課方案

•推動克流感健保給付

•推動全民預防接種



2009年臺灣A型(H1N1)流感防疫記要
• 5月20日第一例境外移入病例

• 7月 2日第一例社區感染病例

• 8月18日公布325停課標準(3 天內同一班級有2 名以上學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感染流感，
該班停課5 天（含例假日）。患者則應至症狀解除後24 小時才能返校上課。)

• 9月 1日通過抗病毒藥劑有償撥用方案

• 11月1日進行全國H1N1 新型流感疫苗接種

AdimFlu-S (不含佐劑，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ocetria® (含MF59® 佐劑，諾華製藥集團)

• 11月16日高中以下學校集中接種作業

• 12月 1日公布疫苗接種不良事件每週監測摘要

• 12月 3日公布814原則(全校8成接種，14天後不適用325停課標準)



因應H1N1流感大流行, 2009-2010 

•全民健保增加快篩與抗病毒藥物給付範圍
(2009.8 – 2010.3)

•提高預防接種普及率達 25% (全球第五名)、
學童接種率高達 75%

•H1N1流感死亡率只有OECD國家平均值
的三分之一 (排名全球最低死亡率國家第
三名)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2011-2015)
•生命科學組副院長

•督導學術諮詢總會、智財技轉處、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總務處

•推動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建設

•推動生技醫藥國家型計畫

•推動台灣人體資料庫

•設立中研院科學基金

•規劃南部院區



跟教宗方濟各學領導
(Pope Francis: Why He Leads the Way He Leads)

1) 全心深刻了解自己：

我在世界上扮演什麼獨特的角色?

2) 超越自己，為服務他人而活：

我能做到「真正的權力是服務」嗎？

3) 深深投入這複雜的世界：

我的身上「沾滿羊群的氣味」嗎？

4) 與世界抽離，每天退一步反省：

我是一位「行動中的默觀者」嗎？

5) 全然活在當下並尊重傳統：

我能做好《當下的聖事(父，隨祢安排)》？

6) 協助創造未來：

我有勇氣、寧靜與智慧去超越現況，容許失敗，

並「活出你希望看到的改變」？



競選副總統:僕人中的僕人
民主進步黨黨部 (2015-11-27)

我要成為世上的光、地上的鹽，
像一支小蠟燭點燃自己，照亮台灣。



真正的權力就是服務(教宗方濟各)



任重道遠，不負人民所託



副總統(備位元首)的職務

•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召集人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召集人

•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審薦小組召集人

•接見國賓或訪問邦交國

•長期照護、醫藥衛生、兒少保護、科技發展、

產業創新、婚姻平權、節能減碳、環境變遷、

永續發展等總統交辦事項



台灣堅守普世價值
•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法治、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

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

人人皆得享有本宣言所載之一切權利與自由，

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

他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生或他種身分。



自由民主與國家主權的捍衛者
•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必須尊重2300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異；

•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

•兩岸交流建立三道防護網：

民生安全防護網:SARS、禽流感、非洲豬瘟、食品安全、人身安全

資訊安全防護網:假訊息操弄民主、關鍵設施資通安全

兩岸互動民主防護網:政治對話也必須有台灣人民參與和監督機制



通過施行法之人權核心公約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兒童權利公約(CRC)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尚未國内法化之人權核心公約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

•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ICMW)

•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CPED)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公約(CAT)



台灣的全球自由度排名，2020

•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指出，全球
已經連續第14年遭受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惡化困擾。

•全球政府對多元主義承諾大幅下降，種族、宗教與
其他少數族裔首當其中。報告點名中國是其中最鮮
明的例子之一。

•台灣得分為93分，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96分。台灣
得分甚至高於美國、法國、南韓、新加坡等國家。
中國僅拿下10分，列為「最不自由」國家之一。



台灣的新聞自由度排名，2020

•無國界記者組織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公布2020
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在180國當中，台灣排名第43名，
亞洲第2，次於南韓(第42名)。台灣的問題在於商業利益
驅使媒體走向兩極化，危害媒體獨立性。

•中國跌至第177名，倒數第4，新聞自由度「狀況惡劣」。

•新加坡與香港排名跌落最多：香港記者在「反送中」示
威中受到的待遇，使香港跌至第80名。新加坡實施歐威
爾式的「反假新聞法」，排名後跌7名，新加坡更成為
「新聞不自由」成員之一。



婚姻平權的釋憲與公投案
•司法院大法官對於結婚登記釋憲案，做出保障人權
的第七四八號解釋：「民法第4編親屬第2章婚姻規
定，未使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
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於
此範圍內，與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於本解
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
之修正或制定。」

•行政院訂定專法並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既合憲也符
合公投民意



婚姻平權與宗教信仰

•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第 26 條「任
何人或團體依法享有之宗教自由及其他自由權利，不
因本法之施行而受影響。」

• 各大宗教都是秉持慈悲與智慧，鼓勵信徒們敬天愛人，
秉持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以相互理解、尊重、
接納、關懷的理念，欣賞彼此的差異！

• 教宗方濟各在2016年6月表示不應歧視同性戀，天主
教會應該為過去對待同性戀者的方式，尋求他們的寬
恕。2018年5月，教宗方濟各接見遭到神父性侵的智
利男同志克魯茲（Juan Carlos Cruz）說：「天主如
此創造你，祂也愛這樣的你。」



勇於解決沉疴的改革者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軍公教退撫基金:
破產vs.永續30年
軍人退撫基金109年用罄
教育人員退撫基金119年用罄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120年用罄



年金改革目標與原則
•目標：

確保老年生活不虞匱乏

維持年金制度永續: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

(退撫基金潛藏債務：軍公教舊制退休金5.66兆，

公務人員退撫基金2.33兆，勞保8.95兆)

•原則：

制度設計兼顧財務穩健與人民負擔能力在合理給付水準下，
照顧弱勢者經濟安全縮小職業別差距，促成社會團結避免
分化改革過程重視民主原則及資訊透明公開



年金改革法定版本



社會安全體系的守護者
•加薪減稅

•長期照護

•幼兒托育

•社會住宅

•弱勢關懷

•強化治安

•反毒緝毒



外交關係與國防實力的躍升者
• 台美關係處於數十年來最佳狀況(美國商會)
《臺灣關係法》、《臺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案》、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臺灣再保證法》、「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

• 台日、台歐盟關係不斷提升
「台灣日本關係協會」「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 新南向政策:東協、印度、澳、紐

• 國防產業升級，強化「不對稱作戰」能力



產業升級與擴大投資
的推動者

• 5+2產業創新計畫

• 前瞻基礎建設

•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 Microsoft, Google, IBM, Cisco

• MIT Upgrade

• 智慧機械、物聯網

• 生技醫藥

• 資訊通信科技產業



非核家園、綠色能源

• 核廠災害與核廢處理限制台灣核能發電

• 台灣有亞洲最佳風場適合發展離岸風電

• 台灣位處亞熱帶日照充足適合發展太陽能

• 政府2025 年前未規劃新擴建任何燃煤機組，
2025 年發電占比將大幅提高天然氣至50%、
提高再生能源至20%及降低燃煤至30%。

• 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預計在2025 年分別達成
20GW與6.9GW的設置目標。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
2019全球競爭力報告(2018-10-9)

• 今年WEF採用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4.0」(GCI 4.0)
進行評比，項目分為「環境便利性」、「人力資本」、
「市場」及「創新生態體系」等4大類

• 台灣在141國中排名第12。在東亞地區次於新加坡(第1
名) 、香港(第3名) 、日本(第6名) ；領先韓國(第13名)、
中國(第28名)



WEF 四大超級創新強國

• 德國、美國、瑞士和臺灣4個國家是「超級創新國」
(super innovators)，評比分數遠高於其他國家！

• 當前我國持續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落實推動5+2
產業創新等政策方向，符合WEF全新評比所強調的
工業革命4.0的精神。

• 「總體經濟穩定」台灣排名第 1，主要是台灣通膨率
及政府債務占 GDP 比率的變動表現良好，皆位居全
球第 1 名，這也顯示政府在維持物價穩定及財政管理
上極具成效。



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
2020經濟自由度指數(2019-1-25)

• 台灣在179個經濟體排名第11 ，居亞太第5名。次於
新加坡(第1名)、香港(第2名)、紐西蘭(第3名)、澳洲
(第5名) ，勝過南韓、日本、中國

• 經濟自由度指數共有「法律制度」、「政府規模」、
「監管效率」及「市場開放」四大指標，7個細項
「勞動自由」、「財產權」、「司法效能」、「政
府支出」、「財政健全」、「貨幣自由」、「貿易
自由」。



台灣在63 國排名第11，進步5名，居亞太第3。次
於新加坡(第1名)、香港(第5名)、中國(20名)，領先
澳洲(18)、紐西蘭(22) 、南韓(23) 、馬來西亞(27)、
泰國(29) 及日本(34)。

世界競爭力評比4大類項目，「政府效能」「企業
效能」「基礎建設」排名都上升，排名分別為第9、
12、15名，但經濟表現下滑2名至第17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
2020世界競爭力報告(2019-6-16)



IMF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購買力平價PPP)國際比較， 2020 

台灣在185國中排名第16。在亞太地區次於新加坡(第2名)、
汶萊(第8名) 、香港(第10名)；領先澳洲(第19名)、韓國(第26

名)、日本(第30名)、紐西蘭(第31名)、中國(第75名)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
2020 世界人才報告 (2020-11-17)

•台灣在63 國排名第 20，居亞太第 3，次於
新加坡(第 9 名)、香港(第 14 名)，但領先
日本(第 31 名) 韓國(第 38 名)及中國(第40
名)。

•這項人才報告分 3 大指標，台灣在「投資
與發展人才」排名全球第 25、「吸引與留
住人才」第 26、「人才準備度」第 15。





2019-12-31

台灣疾管署向中國疾控中心及 WHO IHR窗口確認武漢肺炎疫情訊息，
並宣布針對來自中國武漢直航入境的班機（每週12班）進行登機檢疫。
中國向WHO通報武漢出現27起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多數是華南海
鮮市場攤販，7人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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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以對:監控全球疫情、緊急通報



Early time line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2020. doi: 10.1056/NEJMoa2001316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19123108989)

http://wjw.wuhan.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19123108989


邊境管制：旅遊警示與禁止入境

2/11 3/19 3/211/21 2/6

武漢旅
遊三級
警示：
警告

1.中國籍禁
止入境進

2.外籍遊輪
禁止停泊

中港澳
籍禁止
入境

1.除非特別
許可，外國
人禁止入境

2.所有入境
旅客必須居
家檢疫十四
天

所有國
家旅遊
三級警
示：警
告

3/24

禁止在
台灣機
場轉機



台灣防疫成功模式

審慎以對
迅速應變
超前部署
透明公開
全民團結

2020.1.22 蔡總統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2020.3.19 蔡總統發表談話，呼籲全民
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不要互相仇視和
指責，不要製造恐慌或搶購囤積物資



2020.1.23

中國宣布武漢「封城」，實施全境隔離，暫停班機和火車進出。湖北省
黃岡、鄂州、仙桃、赤壁等城市也相繼宣布封城。
台灣各家航空公司往返武漢的12航班也宣布停飛，滯留在武漢當地仍有
約2,000名台商。
WHO表示，武漢肺炎疫情尚未構成全球緊急情況，目前「還沒有證據」
顯示病毒在中國境外有人際傳染現象。WHO緊急委員會議經兩天激辯，
決定暫時不宣告武漢肺炎疫情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
2020.1.30

WHO宣布武漢肺炎疫情為PHEIC。



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正式聲明，指的是
「透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風險，並且可能必需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
應對措施的不同尋常事件」。該聲明在「情況嚴重、突然、不尋常或意外」、「公共衛生影響
超越受影響國家的邊界」、「可能需要立即採取國際行動」時宣布。

根據2005年制訂的《國際衛生條例》，PHEIC是由國際專家所組成的「緊急事件委員會」宣布，
該委員會是在2002-2003年SARS事件爆發後成立的，各國負有對該事件作出迅速反應的義務。
這是一項「行動呼籲」和「最後一招」。

自2009年以來，共宣布六次PHEIC，包括了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大流行，以及於2020年1月
31日宣布的2019年武漢肺炎大流行。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大流行，WHO在4月26日便宣布了
PHEIC，距離首次案例出現一個月，當時新型流感僅在三個國家被發現。

第一個武漢肺炎病例是在2019年12月12日就醫，中國在12月31日向WHO通報27個病例。2020年
1月23日武漢實施疫區封鎖，WHO直到1月30日才宣布武漢肺炎疫情為PHEIC。在宣布之日，全
球已經確診7,818起個案，覆蓋WHO五個區域的19個國家或地區。WHO還強調該聲明並非針對
中國疫情，而是針對醫療體系較弱的國家應加強疫情應對，也不建議針對中國實施旅遊禁令。

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



• 迅速發布旅遊警示
• 加強邊境管控(TOCC旅遊、職業、接觸、群聚史)

• 深入追蹤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
• 強化14天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及7天自主健康管理
• 精準篩檢有症狀的疑似病例
• 動員醫療照護體系(20,000隔離病房 14,000呼吸器)

• 加強醫院感染管控(急診、門診、住院)

• 充分提供個人保護設備及其他醫材

迅速應變：未封城、未普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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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sk
Enhanced

Travel
History

利用全民健保醫療雲強化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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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y Quarantine 

System
Electronic 

tracking

Civil

Local government

Command Center

Home Quarantine E-System 

Police

Health

Line BOT

Home care

Home Quarantine E-System Electronic fence system



運用科技防疫的個人隱私保障
• CECC在《傳染病防治法》以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授權下，運用科技協
助防疫作業。資料蒐集在符合比例原則下，遵循最小侵害原則、合目的
性原則、衡平原則等規劃施行，將對民眾的衝擊降到最小，落實民眾個
人資料保護，在個人隱私與公共衛生雙重利益取得最佳平衡。

• 運用科技取得的個人資料，CECC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
管理法》規範辦理資訊安全維護作業，以保障民眾隱私。依據《個人資
料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等規定，規劃並推動資料盤點及刪除作
業，善盡民眾個人資料之維護。

• 因應不同的疫情發展階段，CECC評估新興科技輔助防疫工作之可能性，
並同步考量個人資料保護、整體民眾權益之尊重及保障，共同為維護全
民的健康安全而努力。

• 各項科技防疫措施執行過程中，CECC以記者會、新聞稿、影片及網站等
多管道公開說明其內容，適時讓民眾知道其作業方式、權利與義務，期
能共同配合防疫作業，在達成防疫目標的同時，亦完善個人資料之保護。

• 在CECC帶領下，各機關均扮演重要角色，各機關執行防疫作為之同時，
應依法辦理個人資料保護作業，期能在全力防疫同時，兼顧個人隱私權
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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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關懷服務中心服務情形
截至10月28日止
各縣市回報資料

本表自3月1日起統計
*自3月22日起將救護車以外之就醫方式納入統計
**如以一人收住14日計，累計收住77,723人次

協助安置

迄今計264,819人次

服務專線進線量

迄今計24,303人次

送餐

迄今計121,124人次

垃圾清運

有相關症狀-協助安排就醫

迄今計71,211人次

特殊狀況親訪

迄今計11,632人次* 迄今計6,532人次

累計收住108萬8166人日**

無關症狀-協助安排就醫



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照顧者的防疫補償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受罰率
(截至2020-11-12)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健康管理**

總人數 11,329 370,655 74,442

有症狀人數 1,341 (11.8%) 12,095 (3.3%)    65,048 (87.4%)

確診人數 151 ( 1.3%) 296 (0.1%)+ 144 ( 0.2%)

有症狀確診人數 122 ( 1.1%) 296 (0.1%) 104 ( 0.1%)

無症狀確診人數 29 ( 0.3%) 0  (  0%) 40 (0.05%)

受罰人數 20 ( 0.2%) 1,07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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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入境確診， 199居家檢疫時確診
**解除隔離的RT-PCR (-) 通報病例以及社區監測通報病例



國家警報：細胞簡訊、細胞廣播



台灣COVID-19境外移入與本土感染病例數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4/10 4/11 4/12

境外
移入

21 19 15 15 14 14 7 14 7 8 7 6 8 9 3 2 0 2 3 2

本土
感染

0 0 2 0 2 1 1 2 0 2 2 1 0 1 0 1 1 0 0 1

合計 21 19 17 15 16 15 8 16 7 10 9 7 8 10 3 3 1 2 3 3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境外
移入

5 0 2 0 0 3 22 2 3 1 1 1 1 0 0 0 0 0

本土
感染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計 5 0 2 0 0 3 22 2 3 1 1 1 1 0 0 0 0 0





1.台灣社交距離APP

2.健康回報App

3.胸部X光自動檢測系統

4.病毒株溯源平台

5.老藥新用工具

6.因變異搜尋引擎

Taiwan AI Labs 防疫科技研發



• CECC每日記者會：簡報疫情、解說防疫作為
• 加強宣導維持衛生習慣、保持社交距離、避免群聚活動
• 遏止假新聞與假消息散播
• 口罩增產及實名制分配
• 紓困弱勢與振興經濟
• 研究發展快篩、抗病毒藥物、疫苗
• 國際合作:個人防護設備、藥物、防疫科技

超前部署：全民防疫、紓困振興、國際合作



台灣疾管署於2019-12-31以七種語言宣導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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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Announced on April 1 

 Keep appropriate social distance: Indoor: 1.5 meters;
Outdoor: 1 meter.

 Wear masks in crowded areas.

Temples
National Parks

Hotels
Night Markets / 
Shopping Areas 





一般健康人而暴露到病毒的風險越高，越需要戴口罩，其優先順序如下：

(1) 第一線醫護人員及防疫人員

(2) 確定或潛伏期病例之共同居住的家人

(3) 確定或潛伏期病例經常接觸的親友或同事

(4) 公共運輸業、密閉娛樂場所員工

(5) 到醫院診療、陪病或探病者

(6) 公共運輸工具乘客、密閉娛樂場所消費者

(7) 超商或公私機構接待員



徵收73家工廠增設92條生產線

日產量從一月的1.8百萬增至五月的21百萬

96

口罩國家隊：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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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配售給得更多給得更廣保護更好



美國Dow Jones -10.40%

日本Nikkei 225 -6.47%

美國S&P 500 -4.14%

英國FTSE 100 -18.85%

美國生技指數NBI +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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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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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 Jones Nikkei 225 S&P 500 FTSE 100 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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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技指數 +13.9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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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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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 2020/2 2020/3 2020/4 2020/5 2020/6 2020/7

台灣加權指數 台灣生技指數 紡織纖維類指數 鋼鐵類指數

汽車類指數 航運類指數 觀光類指數 化學類指數

半導體類指數 電腦及週邊設備類指 電子零組件類指數 其他電子類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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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數



COVID-19 對產業的衝擊：數位新世界

• COVID-19 加數數位化進程: 線上消費及行動裝置消費大幅增加
• 受創產業: 

交通運輸 (航空下降95%)

觀光旅遊 (旅館住房下降90%)

實體娛樂 (下降 80%)

實體零售 (百貨人潮下降 70%)

餐飲 (營業額下降 30%)

• 得利產業: 

保健食品、清潔用品、健康照護與醫療保險
宅經濟（店商網購、線上遊戲、電子書、網紅直播、外送)



加發生活補助及擴大急難紓困發放



因應COVID-19疫情的紓困對象

個人及家庭

(以個人名義申請)

無一定雇主之勞工

農漁民

靠行的計程車司機

自營的藝文工作者

企業及團體
(以公司、商號、法人、團體名義申請)
小規模營業的攤販、小吃
農糧、漁業、畜牧業者
製造產業、商業服務業
藝文產業、團體
陸、海、空運、觀光業者
商圈、市場、夜市自理組織
體育團體、社區大學
醫療團體、社會福利



COVID-19特別預算的成效
•行政院編列4100億防疫、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希望能
夠「顧產業、撐廠商、守就業」

• 9月失業率已經降到半年新低，9月外銷訂單近1.5兆，創
史上新高。

•跟去年同期相比， 8月份零售業成長8.2%破史上新高、
餐飲業成長2%、藥妝業成長4.1%，消費最前線的業績
都已經擺脫衰退、開始正成長。

•上半年經濟成長率0.78%，第3季經濟成長率3.3%，全年
經濟成長率預估1.56%。

-紓困振興方案提升國內消費與旅遊

-全球供應鏈重整導致台商及國外來台投資增加

-國際轉單增加我國企業外銷訂單



COVID-19疫情，2020-11-13 (臺灣疾管署)

• 全球 190國(7,690,964,038人)

53,071,980 確診病例，1,298,544 (2.4%)死亡

• 美國(329,190,000人)

10,726,988 確診病例，246,897 (2.3%)死亡

• 台灣 (23,604,265人)

597 確診病例，7 (1.2%) 死亡
505 (84.6%) 境外移入
55 ( 9.2%) 本土病例，10 (1.7%) 無法找到感染源
36 ( 6.0%) 敦睦艦隊， 1 (0.2%) 無法找到感染源

1 ( 0.2%) 不明



COVID-19 全球與台灣的每十萬人發生率與死亡率
（2020-11-13）

發生率* 死亡率

全球 686.3 16.9

美國 3,258.6 75.0

台灣 2.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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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每十萬人確診病例數在202國家地區排名182 (2020-11-13)



《彭博社》評比75經濟體防疫成效：台灣居冠
(Bloomberg Economics, 2020-7-20)

• 以三大指標作為評量依據：
公共衛生：過去30天內確診COVID-19死亡率

經濟活動：零售業、工作場所活動 (與疫情發生前相比)

政策空間：公共債務、撥備覆蓋率、信用評比等

• 前四名國家是台灣、波札那（非洲）、

南韓、泰國；拉丁美洲國家排名後半

端。

• 評比75個經濟國家並未納入美國、日

本、澳洲、紐西蘭等國。

106



107

• 新聞週刊日本版（Newsweek Japan）電子版刊登日本
生命保險公司的智庫─日生基礎研究所評估國際間因
應2019 COVID-19的受害程度與經濟受損情形。
疫情受害程度以累積的確診人數、感染擴大率*、致
死率進行評比；
經濟受損程度以國內生產毛額（GDP）損失（計算疫
前的預估與疫後的展望）進行評比。

• 台灣在綜合評估總分200分當中獲得180分，位居第
一；接著是馬來西亞、香港、泰國、中國、韓國、澳
洲、紐西蘭、日本、挪威。

*感染擴大率是計算6月16至6月30日之間的新增確診病例對累積確診病例的比
例。

日智庫分析49國防疫成績台灣奪冠
(Newsweek Japan 2020-7-21)



2020第二季38國GDP衰退百分比



紐約時報中文網
台灣的抗疫「武器」：流行病學家出身的副總統陳建仁
赫海威, CHRIS HORTON
2020年5月11日



WIRED25「讓事情變得更好」的風雲人物

蔡英文：「這並不是我們三人的功勞，而是所有台灣人團結一心的結
果。」(2020.9.12)



美國時代雜誌2020年百大影響力人物

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
「自由是為台灣指引道路的北極星，這一
點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已經表露無遺。台灣
已經證明，即便不去仿效中國的嚴厲政
策，依然可以控制病毒。儘管有酸言酸語
說台灣太小、太孤立，難以抗衡中國的區
域野心，蔡總統依舊昂然挺立。」

蔡總統透過臉書表示：「這不只是我個
人的榮譽，更代表整個國家的榮譽。」
「因為我們共同努力，才讓世界能夠看
見台灣、肯定台灣。這是所有台灣人共
同的成就。」



義大利大報：抗疫最成功是民主台灣不是獨裁中國
中共導致病毒擴散全球

義大利主流媒體
《24小時太陽
報》也認證，相
對於獨裁的中
國，民主的台灣
才是全球真正最
不受武漢肺炎影
響的國家。



台灣「取得里程碑式成就」200天無本土病例
不像中國為防疫還得嚴格限制自由
CNN, 2020-10-30

CNN專文報導台灣的防疫成就。 翻攝《CNN》



COVID-19死亡率較低的國家，總體經濟損失較小
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簡稱
NBER）創立於 1920 年，是美國最大
的經濟學研究組織。非營利組織
NBER專注於實證的經濟學研究，對
當代政府的經濟政策影響極大。歷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 16 名曾在
NBER 擔任研究員。

NBER 10 月發表《Macroeconomic 

Outcomes and COVID-19: A Progress 

Report》，係根據國內生產總值
（GDP）、失業率，以及和 Google 

所做的《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s》，結合 COVID-19 

死亡率數據，研究疫情對總體經濟的
影響。因疫情死亡率較低的國家，總
體經濟的損失也較小！



台灣價值：自由、民主、透明

•在自由、民主，開放的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每日
召開記者會，很快贏得全民的高度信任和支持。

•公信力帶來社會安定、民眾配合、不受假新聞影響！

•開放、透明與公共信任是民主的自然產物。

•台灣的民主化，凝聚國家意識、促進社會團結、提升
公民素質。



台灣COVID-19第二波挑戰

•低感染率、低集團免疫力
•第一波大流行仍在全球蔓延
•國際貿易是台灣經濟的主要動力
•移工佔台灣勞動力的比例不小
•開放邊境將增加境外移入病例
•疫苗尚未成功上市
•季節性流感的困擾：快篩、克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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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防疫新生活運動」，訂定四項防疫及安全條件

保持社交距離
• 室內1.5公尺以上、室外1公

尺以上
• 無法維持社交距離時，應戴

口罩或採用適當的阻隔設施
（如隔板）

落實個人衛生防護
• 量測體溫，隨時保持手部清潔
• 業者應於入口及場所內提供乾

（濕）洗手用品或設備

建立實聯制
落實人流管制及
環境清消

確保消防安檢及
建築物公安檢查
合格

6月7日後，在符合上述原則下

藝文、餐飲及日常休閒等活動或場所，不另規定統一之人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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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為開放邊境超前部署

應將「防疫」內化為日常生活習慣
因應未來邊境開放、恢復正常生活後，仍可有效降低社區感染之可能性

降低傳播風險落實社交距離及個人衛生防護
COVID-19主要傳播途徑為

飛沫及接觸傳染

預防被感染 降低傳染



台灣價值的真諦

•COVID-19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讓我們
見到民主體制蘊含的資訊開放、公眾信任、有效
治理的正當性，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價值，也是一
個國家面對各種挑戰的最有效武器。

•台灣證明了民主、自由、法治可以為世界帶來善
治、安定與公義的發展。

•台灣人民證明了善良、慈悲、團結可以為人類帶
來永續、平安、共好的福祉。



日本京都建仁寺兩足院
1202年(建仁2年)日本禪宗鼻祖榮西禪師創建的臨濟宗大本山

「智慧」讓我們體認自己在防疫中的重要角色！

「慈悲」讓我們奉獻心力、愛己愛人、無我利他！



智慧:
創新研發(新病原、新試劑、新疫苗、新藥物)
正直誠實

慈悲:
關懷萬事萬物
增進人類福祉

科技研發與人文關懷是防疫的兩足

世界大同(solidarity)的彼此相愛、
互助合作才能戰勝瘟疫！



更自信的台灣正在崛起

•COVID-19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讓我們見到
民主體制蘊含的資訊開放、公眾信任、有效治理的正
當性，這不僅具有重要的價值，也是一個國家面對各
種挑戰的最有效武器。

•台灣證明了民主、自由、法治可以為世界帶來善治、
安定、公義的發展。

•台灣人民證明了善良、慈悲、團結可以為人類帶來永
續、平安、共好的福祉。

•更自信、更民主，更多元、更開放的台灣正在崛起



我要成為世上的光，地上的鹽，像一支小蠟燭點燃自己，照亮台灣。

僕人中的僕人：真正的權力就是服務(教宗方濟各)

 以勇氣捍衛台灣主權、自由、民主

 以毅力推動社會改革、公義、人權

 以智慧躍昇科技創新與經濟繁榮

 以慈悲強化關懷全民的社會安全體系



Living the Word (St. Mother Teresa)

Be a little instrument so that He can use you, 
anytime,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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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是我的終生志
業，

公共服務是我的奉獻使
命！

智慧帶來科技創新
慈悲帶來人道關懷



國科會重要法案 (95.1.25-97.5.19)

• 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條例
• 97年1月2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9051令修正

• 制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 96年1月24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09791號令制定

• 制定科學專業獎章辦法

• 制定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
• 96年7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3781號



《TIME》領導唯一華人民主
美國副總統彭斯：「台灣對民主的擁抱，已經為所有華人展示了一條更好的道
路。」



台灣連續200天沒有本土病例，令全世界羨慕不已
《彭博》2020-10-29



愛到成傷



締造和平的工具 (聖方濟)

主啊! 讓我做你的工具，

去締造和平:

在仇恨的地方，播送友愛；

在冒犯的地方，給予寬恕；

在分裂的地方，促成團結；

在疑慮的地方，激發信心；

在謬誤的地方，宣揚真理；

在失望的地方，喚起希望；

在憂傷的地方，散佈喜樂；

在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



締造和平的工具 (聖方濟)

願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不求他人的諒解，只求諒解他人；

不求他人的愛護，只求愛護他人；

因為在施與中，我們有所收穫；

在寬恕時，我們得到寬恕；

在死亡時，我們生於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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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zW4m1iMsaQ&list=RDJzW4m1iMsaQ&start_radio=1&t=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zW4m1iMsaQ&list=RDJzW4m1iMsaQ&start_radio=1&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