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計畫 

 

本章綜合整理本論文之研究成果，第一節將提出本論文之總結。第二節將提出未來之研

究工作。 

6.1 結論 

本研究提出了中文新聞文件自動生成標題之模組，特色如下： 

1. 本論文利用 N-gram（多連字詞處理）建構中文「詞彙集」。 

2. 研究者觀察結果發現，中文詞彙之字數愈多，作為標題的機會愈大，因此，研究者

於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上，予以加權。也就是將較長的詞彙優先挑出作為標題，增加

長詞之候選詞權重分數。 

3. 考慮中文詞彙以「詞」為單位之標題長度機率分佈。 

4. 在文本中在標題長度為n的情況下，以「詞組」為單位之間距計算方法，使得本論

文所產生之標題，有助於人為閱讀之流暢性。 

本論文之實驗結果並與其他英文文獻相距不遠，且標準差差距甚小，由此可知，本

論文提出之中文標題生成之方法仍有參考價值，且能讓不同主題的新文件產生相同水準

之標題。雖評估之實際數據與實際標題仍有一段差距，然卻亦提供中文文件標題生成之

模組與方法，並給予資訊檢索系統另一加值服務：題名檢索之概念。又本論文在研究應

用上可將網頁資訊分析整理，視各個網站內容決定生成標題的數目，如果網站的文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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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可為每一段生成一個標題，如此一來，便如同一般人在閱讀文章時，會在閱讀一個

段落後加上眉批，如此為網頁做整理的工作，可將網頁資料轉化為資訊或知識。 

6.2 未來工作 

值得檢討的是，本論文之自動標題生成模組找出的正確性仍偏低，研究者認為實驗

結果不盡理想的原因有兩點，第一點，實際標題的詞彙並沒有出現在相對應的文本中，

標題詞彙為記者自行撰寫之標題（實驗結果參見表 4.11、4.13）。第二點，本論文之研究

模組的標題候選詞彙生成方式無法精確地掌握到記者所使用的詞彙（實驗結果參見表

4.12、4.14）。 

研究者認為，針對第一點，研究者認為在未來的研究工作上，應加強瞭解詞彙與詞

彙的相關性，將同義詞排列在一起，以增加候選詞彙之選取數量，提高自動生成之標題

與記者撰寫標題之比對正確性。語言是複雜且多變化，同義詞與反義詞之分辨在自然語

言之處理上相當重要，若能利用電腦分辨同義詞與反義詞，相信在自然語言領域上，便

能邁進一大步。針對第二點：研究者認為，應加強於詞頻之分數，詞彙出現次數愈多，

被選取為標題之機率應愈高。又 Rong Jin[7]的文獻中，表現最好的為 TF*IDF（以字為

單位），其為計算測試文件之詞頻，並不著重於文本詞彙與標題詞彙的關係訓練上。而

本研究之實驗結果發現，因太過依賴標題-文本之關係機率，導致有可能造成新時代之

標題詞彙無法選取。舉例來說，最近全世界出現新的傳染疾病 SARS，在最近的報章雜

誌上，都有 SARS這個名詞出現，出現頻率極高。但若在自動生成標題時，應用訓練文

件之訓練結果，那麼因 SARS這個名詞未曾出現於訓練文件，所以在標題選取上，永遠

無法挑選出「SARS」這個名詞，如此一來，便降低實驗之準確性。因此，在未來工作

上，應予以調整其權重值。至於流暢度方面，研究者認為生成標題依照原文順序排列的

流暢度還算不錯，但若能將中文文句結構文法考慮進去，相信閱讀起來將能更加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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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論文在人為評估之實驗上，實驗對象之數目與其背景之多元性稍嫌不足，因

此，希望將來能提供更為客觀之研究結果。 

最後，在自動標題生成之研究上，未來若能著重於同義詞與反義詞之分辨與頻率等

其他特徵值之分析，並增加人為評估之多元性，相信將可以產生出更為適切的標題及提

供更為客觀之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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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自動生成之標題與原新聞稿 

 

（1） 
自動生成之標題︰主機板售價產品規劃兩難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c_tec_0001609</id> 
<date>1999-01-26</date> 
<title>支援 Rambus 主機板廠傷腦筋</title> 
<text> 
<p> 
【記者郭晉彰台北報導】Rambus動態存取記憶體（Rambus DRAM）被視為下一代

記憶體主流，英特爾（Intel）預計以 820晶片組來搭配，主機板廠商亦將推出相關產品。
不過，由於 Rambus DRAM價格初期可能居高不下，廠商若在主機板上附加轉接晶片，
使同步動態存取記憶體（SDRAM）亦能適用 820 主機板，則將大幅拉高主機板售價，
使得廠商在產品規劃上陷於兩難。 
</p> 
<p> 
英特爾預計今年第二季末推出的 820晶片組，雖然同時支援 100 MHz與 133 MHZ

外頻，以適用於不同規格的微處理器（CPU），但是在記憶體方面，則完全針對 Rambus 
DRAM來設計，而不支援目前主流的 SDRAM。但是，820晶片組將是今年內，英特爾
所推出唯一支援至133MHz外頻的晶片組，主機板廠商若採用820晶片組以推出133MHz
外頻主機板，則將面臨 Rambus DRAM價格可能居高不下，而不易拓展高外頻主機板市
場的窘境。 
</p> 
<p> 
技嘉科技總經理馬孟明表示，Rambus DRAM模組（RIMM）與 SDRAM模組（DIMM）

的價差低於五０％的話，820主機板市場才會逐漸出來，而價差必須低於二０至三０％，
820主機板才會有比較大的銷售量。承啟科技協理林肇寬則認為，以一片主機板上插滿
三片 RIMM來計算的話，若其價格比 DIMM貴上一百美元，則 820主機板就很難打開
市場。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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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對此，廠商的變通方法是在主機板或記憶體模組上附加一顆轉接晶片，使 820主機

板也能使用 SDRAM。馬孟明說，如果轉接晶片裝置在主機板上，則主機板必須同時支
援 DIMM 與 RIMM 兩組插槽，使得主機板面積變大，價格提高十至二十美元，其好處
則是使用上有彈性，使用者可自行選擇使用 DIMM 或 RIMM。如果將轉接晶片設計在
記憶體模組上（這樣的模組稱為 SRIMM），則成本比較低，但問題是，目前還不能確定
SRIMM產品何時會出現。 
</p> 
<p> 
梅捷企業副總經理閻克成指出，如果將產品直接朝 SRIMM設計，由於其插槽與 

RIMM插槽通用，因此會比較單純，無須為了在主機板上容納轉接晶片而重新設計線路。 
</p> 
<p> 
然而，轉接晶片對產品功能的影響也是重要考量。浩鑫公司協理易守忠表示 

，轉接晶片雖是主要的變通方法，但是其用途有多大還很難確定，特別是轉接晶片對功

能表現的影響很難評估。 
</p> 
<p> 
由於主機板市場變化非常快速，新產品推出的動作比同業慢半拍，往往就會 

失掉許多市場，然而，面對 133 MHz外頻主機板產品規劃上的種種不確定性，多 
家廠商一致表示「很傷腦筋」。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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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生成之標題︰俄羅斯外交爭端解決返回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int_0000502</id> 
<date>1998-06-29</date> 
<title>美駐俄豪華使館 月租一美元</title> 
<text> 
<p> 
【本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包理述廿八日專電】本月廿二日美國大使和五個歐 

盟國家的大使因大使官邸問題的爭端而撤出明斯克，他們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指責白俄

羅斯政府最近強迫一些大使遷出位於明斯克市郊的「鶇鳥」外交官邸區是「無理的」、「不

公正的」行為，與此同時，西方政府矢言以牙還牙，驅逐白俄羅斯大使出境。一場外交

官驅逐戰一觸即發。白俄羅斯駐美大使澤布卡羅目前人在明斯克，美國已要求他在此項

外交爭端解決前不要返回任所。 
</p> 
<p> 
事緣白俄羅斯政府四月底通告駐節明斯克的廿個國家大使，「鶇鳥」外交官邸區將

進行大修，要求他們遷出已租用的官邸。大使們認為此舉是強制行動，違反了維也納外

交公約，對白俄羅斯方面的要求表示拒絕。白俄羅斯當局見各國大使不肯就範，遂於切

斷使館區的水電供應，又在閘門前挖溝渠，阻止車輛駛入。 
</p> 
<p> 
白俄官方的版本是，各國大使反應過度，這些大使違反有關外交守則的「維也納公

約」，未能遵守東道國法律、傳統和文化。白俄外長安東諾維奇說，「有人傾向給事件塗

上政治色彩」，不單指控白俄違反人權和建立獨裁政權，甚至阻止白俄在自己「家中」

裝修。他強調這是實際需要。 
</p> 
<p> 
俄羅斯並未召回駐明斯克大使，但已派特使前去斡旋。俄羅斯外交部正式反應是含

糊其詞的「鶇鳥使館區周圍的情況不是最理想」，外長普利馬可夫也表示俄政府將敦促

白俄羅斯盡快解決這一事件。但私底下莫斯科外交官很同情魯卡申科不惜冒得罪外國之

險，就下逐客令，如果莫斯科像白俄一樣「敢作敢當」，早已經可以解決美國駐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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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官邸租金的問題。美國大使莫斯科官邸「SPASO-HOUSE」位於俄首府市中心，
是建於一九一四年，為俄國大商賈伏托羅夫的住宅，其奢華的設計令人肅然起敬。革命

之後，此一官邸被充公，成為蘇聯外交部長住處，但是一九三三年蘇聯與美國建交之後，

變成美國大使的官邸，迄今已六十五年。官邸屬於俄羅斯政府的，美國人只是租用而已。

問題是其月房租低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僅為區區一美元略多一點。不過，這並不是因

為俄羅斯對美國的特別優惠，更不是因為莫斯科的房租格外便宜，而是因為盧布大幅度

的貶值所造成的。 
</p> 
<p>  
一九八五年，美國和蘇聯簽訂了有關美國駐蘇聯大使館房屋租金的協定，當時談妥

的價錢是每年七萬盧布（按照當時匯率約合十二至十四萬美元），協議有效期為二十年。

這個價錢本來不能算低，但是由於蘇聯政府當時堅持租金必須用盧布結算，而在以後的

數年內，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以後，盧布的價值一貶再貶，貶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因此，

按照如今的匯率，美國駐俄大使館每年所付出的七萬盧布，僅相當於十二美元而已。 
</p> 
<p> 
據悉，莫斯科是目前的房租之高在全球排名第六，即使外交使館可以享受百分之卅

至四十的折扣，一般每平方米的年租金也在一百五十美元左右。為此，俄羅斯外交部及

莫斯科市政當局的有關部門曾多次就美國大使館的租金問題向美國人提出交涉，認為原

先的協議不合理，要求立即進行修訂，但得了便宜的美國人卻堅持要按協議辦事，並稱

只有到了二○○五年協議期滿後，才能考慮重新修訂協議的問題。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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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動生成之標題︰販售成人電影網站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int_0000639</id> 
<date>1998-07-16</date> 
<title>上網初試雲雨 恐為騙局</title> 
<text> 
<p> 
【路透／洛杉磯十五日電】美國兩名自稱「麥克」和「黛安」的青少年男女計劃在

網路上初試雲雨，引起各界熱烈討論。部份人士對這整個事件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認為

兩人看起來不像青澀的高中畢業生，反而像是一對漂亮又世故的職業演員，這次事件恐

怕是個撈錢的大騙局。儘管此網站宣稱為非營利性質，但根據登上該網站的人士表示，

此一網站有時會提供連結服務，網友可經此登上其他一些販售成人電影或情趣商品的網

站。 
</p> 
<p> 
《網路新聞》指出，為這兩名青少年設計網站的作者名叫奧斯卡威爾斯(Oscar 

Wells)，和廣播史上最大騙局的始作俑者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的名字有異曲同工之
妙，可能就是在暗示這次事件就是網路上一大騙局。（譯按：威爾斯為美國名演員、導

演及製片家，他在 1938 年製播了一齣以戰爭為主題的廣播劇，由於內容過於逼真而引
發數千名民眾恐慌。）不過代表兩名青少年的律師維加 15 日已駁斥此一說法，表示此
一現象純屬巧合。 
</p> 
<p> 
《網路新聞》文化版編輯布萊安表示，在網路上轉播性愛畫面並不新鮮，只是兩名

青少年宣稱不但不會對上網站者收費，也不會因這次事件有任何金錢收益，實在是令人

難以置信。布萊安同時也質疑兩人是否真為處男處女。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也對事

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兩人有可能是演員，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整個事件可能為電

影內容，而兩名青少年的律師其實就是電影製片。 
</p> 
<p> 
部份人士也擔心這次事件的道德性。「傳統價值聯盟」主席薛爾登牧師認為，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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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之舉違反了不得在公共場所發生性行為的法令。不過他也承認，目前並沒有法律

能夠禁止這兩名青少年。 
</p> 
<p> 
麥克和黛安的網站已經成為網路上最熱門的話題。不過欲一窺究竟者太多使得網路

塞車，再加上駭客頻頻對該網站發動攻擊，目前要進入這兩人的網站十分困難。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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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動生成之標題︰駁回個人無法要求賠償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int_0001454</id> 
<date>1998-10-10</date> 
<title>菲 46名慰安婦索賠 日法院駁回</title> 
<text> 
<p> 
【本報駐日特派員劉黎兒九日專電】四十六名菲律賓慰安婦因為在二次大戰時遭日

軍強暴，而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每人二千萬日圓的訴訟，今天東京地院宣判予以駁回，理

由是個人無法要求賠償。 
</p> 
<p> 
原告的菲國慰安婦已打算再行上訴。此類由慰安婦提出要求戰後賠償的訴訟案在日

本全國各地共七件，已經宣判的第一件是今年四月山口地院下關分院，其判決為承認予

韓籍慰安婦部分賠償，今天菲國慰安婦的判決則為第二件。 
</p> 
<p> 
這次訴訟的焦點是依規定占領國賠償義務的哈克陸戰條約及國際慣例，個人的要求

賠償權是否獲得承認；依菲律賓國內法及日本民法，國家是否應負責任。 
</p> 
<p> 
今天判決指出，關於國際法為規律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法律，個人損害要求賠

償，原則上由國家代為進行，基於該條約等，個人是未賦予國際法上的要求賠償權；關

於即令適用菲律賓國內法，同時也適用日本民法規定，二次大戰結束已經經過廿年以上

才提出訴訟，要求賠償權亦早已消滅。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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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動生成之標題︰順大裕效應可能激勵上漲機會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c_sto_0004827</id> 
<date>1999-01-26</date> 
<title>順大裕 量縮漲停帶動低價股走揚</title> 
<text> 
<p> 
【記者陳春霖台北報導】昨日股市受人民幣預期貶值影響，重挫一百九十五餘點，

頗具下探六千點以下支撐態勢，然而盤面最受矚目為順大裕，不僅逆勢上漲，且帶動部

份低價股上揚，由於順大裕自跌停打開後，漲幅已逾五成，加上彰銀將再標售該股六千

餘張，市場人士認為，順大裕效應可能激勵部份投機主力股上漲機會。 
</p> 
<p> 
   去年連續爆發新巨群、國產車以及國揚等事件後，相關個股均申請暫停交易，順大
裕也因受廣三集團事件，原本欲申請暫停交易，後卻撤回申請案，據悉，主要是因證期

會針對首次實施暫停交易措施，相關法令一再更改，其中，若申請暫停交易上市公司，

若未來遭法院判決確定，可能面臨無法無法申請恢復交易。 
</p> 
<p> 
   基於上述原因，順大裕決定撤回暫停交易申請案，股價因而一路重挫至僅剩四餘
元，後來在廣三集團總裁曾正仁出面說明後，隔天以十萬張成交量打開跌停，接著，彰

銀委託交易所競標三萬餘張順大裕股票，由彰銀以每股高於市價三倍餘取得，造成市場

連想空間加大。 
</p> 
<p> 
   事實上，以昨日順大裕成交量即可看出端倪，上週雖多以漲停做收，但成交量均在
數萬張之譜，顯見多空仍處於較勁意味，然而昨日成交量僅三百八十四張，以漲停一直

至收盤，充分顯示，空頭已縮手，買盤高掛卻已買不到了。 
</p> 
<p> 
由於彰銀手中尚有六千餘張順大裕股票，仍將按上次模式，委託交易所進行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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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市場連想空間仍大，且未來競標價格若再高於上次得標價格，預期仍將激勵該股走

勢。 
</p> 
<p> 
順大裕去年爆發廣三事件前，前三季每股淨利０．二元，至年底尚有四十二億元營

建應收款，當時負債比率一九．七三％，流動比率八八九．二九％，後來爆發廣三事件

後，除因以九十八億元承購廣三建設及廣三百貨股權，負責比提高外，由於旗下子公司

也持有母公司不少股票，持股成本不低，因此未來提列跌價損失預期相當高。 
</p> 
<p> 
   然而，廣三 SOGO崇光百貨年營收高達一百億元，為國內營運頗佳百貨業，順大裕
承購廣三建設，間接實際取得廣三 SOGO百分之百股權，加上台中二館也將 
開幕，三家量販店據點也展開營運，未來整體營收可望達二百億元，基本面頗 
被看好，這也是彰銀敢於高於市價三倍競標取得該股票的原因之一。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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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動生成之標題︰網際網路設備億元在內的服務產值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c_tec_0000370</id> 
<date>1998-07-14</date> 
<title>政院計畫集中發展寬頻網際網路與無線通訊</title> 
<text> 
<p> 
  【記者彭淑芬台北報導】行政院第八次ＳＲＢ電子、資訊與電信策略會議十 
三日登場，本次會議議題主要集中在電信方面，開幕報告就提出電信國家型科 
技計畫，將結合產官學界，集中發展寬頻網際網路、無線通訊兩大領域，到公 
元二○○二年時總共編列近一百五十億元預算，目標是在二○○二年時，無線 
通訊產值達新台幣一千億元、寬頻網際網路設備產值達一千四百億元，不包括 
電話費在內的服務產值達五百億元以上。 
</p> 
<p> 
   國科會在今年初通過電信國家型計畫，並組成工作小組專責推動，昨日由交 
通大學校長鄧啟福提出報告，計畫內容是結合產官學界規劃發展電信製造及服 
務相關科技研究及人才培訓，重點領域鎖定寬頻網際網路、無線通訊兩大類。 
</p> 
<p> 
   寬頻網路的技術主要鎖定網路基礎建設、服務品質導向網路技術以及相關應 
用；無線通訊則以ＩＭＴ（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200 
0為主軸，集中精力發展以下三方面。一、WB CDMA WLL（寬頻碼分多路進階無 
線區域網路），二、DCS-1800 Mobile Unit（數位無線通訊一千八百兆赫無線 
單元），三、10Mbps High Speed WLAM（每秒傳輸千萬位元的高速無線區域網 
路）。 
</p> 
<p> 
 鄧啟福指出，無線通訊產業中長期策略目標，是在二○○二年產值達新台幣 
一千億元、二○○五年達到一千八百四十億元，成為帶動半導體、資訊、軟體 
產業創新的火車頭工業，並成為全球行動電話、無線數據通訊設備、WLL重要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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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 
</p> 
<p> 
   寬頻網際網路發展目標，則在未來五年每年成長二○％，預計到二○○二年 
設備產值達一千四百億元，服務產值達五百億元。 
</p> 
<p> 
 電信國家型計畫今年度執行的項目包括：射頻積體電路、無線通訊技術、寬 
頻有線通訊系統技術、網路整合技術（工研院電通所）、寬頻網路應用技術（ 
資策會）、寬頻無線通訊系統（中科院電子所）、CDMA WLL與寬頻WLL、寬頻網 
際網路系列、（中華電信研究所）、無線通訊專題研究、寬頻網際網路專題研 
究（國科會）。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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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動生成之標題︰監視器出貨將大幅成長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c_tec_0000384</id> 
<date>1998-07-18</date> 
<title>監視器 第二季平平 看好下一季</title> 
<text> 
<p> 
【記者田媛台北報導】監視器產業已經步出了「寒冬期」，邁入了回春的時節。不

過回顧第二季的出貨狀況，大多數的廠商和第一季相較並未出現明顯的成長，反而有些

許的衰退跡象。在營收部份，受到監視器價格持續下跌的影響，衰退的情形更為明顯，

平均衰退幅度約在八％至一○％。不過，否極泰來之後，業者均認為第三季的出貨，將

大幅成長。 
</p> 
<p> 
   第二季由於市場上的監視器產品需求不明顯，而系統大廠在通路上的存貨仍未完全
出清，因此，第二季監視器廠商，普遍的出貨狀況持續跌入谷底，其中尤以六月份的出

貨最為明顯。 
</p> 
<p> 
   在出貨量部份，第二季出貨較第一季上升的廠商，包括了大同、飛利浦、誠洲和皇
旗。而包括中強、明碁、源興等第一季表現不錯的大廠，則出現小幅衰退的跡象。 
</p> 
<p> 
   大同公司表示，第二季大同的出貨重心已逐步將十五吋及十七吋的出貨比重，調整
為四成及三成五，因此在獲利上的影響程度較小。不過，金額的成長幅度仍比不上出貨

數量的成長。 
</p> 
<p> 
   大同第二季的出貨量約較第一季成長二成，約在七十二萬台左右。大同公司表示，
以相同的出貨數量來估算，第一季和第二季在營收上的差異平均將差至八％至一○％，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監視器價格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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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皇旗資訊是今年上半年的市場黑馬，累計至上半年的總出貨已經達到八十多萬台。
皇旗資訊表示，由於其大部份的訂單來自於歐洲，以及北美的通路業者，因此較未受到

美國系統廠商庫存的影響。在營收業績上，上半年也較去年同期成長三七％，成長的原

因也是在於十七吋及十九吋出貨量大幅提升，總計目前大尺寸的出貨比率，已經接近六

○％。 
</p> 
<p> 
 誠洲今年第二季的出貨也較第一季成長，約達七十萬台，上半年累計總出貨量為一

百三十五萬台。不過業績卻較第一季的四十七億元，下滑約三億元，下滑幅度接近七％。 
</p> 
<p> 
   誠洲第二季的出貨目標是一百萬台，第三季則為一百二十萬台。以七月份接單的情
況來看，營運已明顯出現好轉，不過對於下半年二百二十萬台的出貨目標，誠洲也感到

極大的壓力，據其估計真正好轉的時機，應在九月。 
</p> 
<p> 
   中強今年第一季的出貨量為六十三萬台，第二季的出貨數量約為六十一萬台。根據
目前的出貨來看，七月份的出貨狀況持續好轉，預估將可達到三十萬台。明碁第二季的

出貨也小幅下滑，約在九十萬台至九十五萬台之間，營業額也較第一季下滑約十億元。

和中強的狀況相同，七月份的出貨將較六月份成長一到二成，八月份也將持續看漲。第

三季的業績，各家都將出現較上半年大幅成長的趨勢。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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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動生成之標題︰腸病毒署長水土不服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soc_0001534</id> 
<date>1998-07-12</date> 
<title>腸毒發威 詹啟賢水土不服</title> 
<text> 
<p> 
   最近的台灣飽受腸病毒陰影籠罩，腸病毒疫情發燒時，衛生署長詹啟賢曾經連續幾
星期，吃不下也睡不好，足足瘦了好幾公斤。腸病毒這把火，不只燒出國內防疫沉，也

點燃詹啟賢從政的最大問題－從院長（奇美醫院）轉進署長所導致的嚴重水土不服。 
</p> 
<p> 
 講良心話，這次腸病毒是天災，臺灣為什麼雀屏中選，ＣＤＣ專家也答不出來，換

個衛生署長做，同樣逃不過劫難。 
</p> 
<p> 
   曾有醫師打趣說，詹啟賢真的很倒楣。十六年前，臺灣小兒痲痺死灰復燃大流行，
死了一百多人，疫情比這次還慘重，但衛生署可以怪家長不讓小孩打疫苗，害小孩沒有

抵抗力。最近幾年，登革熱從境外移入變成本土傳染病，衛生署也可以怪民眾亂養蚊子，

一樣是咎由自取。 
</p> 
<p> 
   但這次，腸病毒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也沒有昆蟲當宿主。要談立竿見影的防治，
政府幾乎使不上力，也沒有人好怪罪，所以詹啟賢成為箭靶，也很自然。 
</p> 
<p> 
   當箭靶的滋味不好受，對詹啟賢尤然。在奇美醫院當院長時，詹啟賢是奇美公司董
事長許文龍的得意愛將，由於有許文龍的充份授權和倚重，對醫院的管理，他的發揮是

暢快淋漓、呼風喚雨。但轉進衛生署，從一個充滿效率的民間醫院到一個快三十歲的公

務系統，詹啟賢被綁住了，而且還在掙扎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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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詹啟賢要讓衛生署動起來，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人才難求。今年初前健保局總經理
葉金川求去，詹啟賢順勢帶動衛生署人事搬風，有人提醒他人才難求，但他認為「再找

就有」，顯然低估公家人事的僵化程度。結果衛生署內的人事佈局並不理想，因腸病毒

下台的前防疫處長王立信便是一例。 
</p> 
<p> 
 外科出身的詹啟賢從不諱言自己不懂防疫，常將「尊重專業、充分授權」掛在嘴上

的他，原來以為感染症醫師出身的王立信可以擔負重任，但不料王立信對疫情的研判過

度堅持檢驗證據，以致喪失預警先機，衛生署的形象一路下滑，他建立的人馬不堪一擊。 
</p> 
<p> 
另一個詹啟賢成為箭靶的原因，則是他的技術官僚性格。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詹啟

賢呼籲民眾不要對腸病毒太恐慌，因為腸病毒致死率只有 0.00001，比每天車禍事故致
死率還低。當他以手勢比出好幾個零時，許多父母被惹火了，因為他們認為小孩不是統

計數據，一旦發生不幸，就是百分之百。 
</p> 
<p> 
   對於醫師出身的人，病例討論講數據是相當正常的事，這也是他們判斷的依據，詹
啟賢顯然沒有暫時放下這種思考邏輯。經過批評後，詹啟賢日前接受採訪時，語氣凝重

的說「對我來說，死一個都太多」，他的發言更加慎重。 
</p> 
<p> 
   事實上，「做事重要還是作秀重要」，從詹啟賢一上任，就深深困擾著他。不只一次，
他埋怨媒體報憂不報喜，懷疑自己是不是該做些公關。對於做官，他坦言自己還在調整

中。 
</p> 
<p> 
   無庸置疑，詹啟賢是做事的人，從他上任以來，改善急診重症醫療、推動健保民營
化，都是他勢在必行的任務。但無奈的是，這些工作無法聚集鎂光燈，偏偏是他最不在

行的疫情頻頻出問題，從霍亂甲魚事件到腸病毒，非防疫專業的署長碰上漏洞百出的防

疫體系，一度讓詹啟賢的官途險象環生。 
</p> 
<p> 
   對於去留，詹啟賢常私下表示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大不了回醫院，「根本沒有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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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詹啟賢來自民間醫院，總有幾分象徵企業活力的精神，自信而驕傲的他，相信

絕對不甘於瀟灑走一回。 
</p> 
<p> 
   腸病毒疫情持續發燒，衛生署長詹啟賢最近十幾天，吃不下也睡不好，足足瘦了好
幾公斤。腸病毒疫情這把火，不只燒出國內防疫沉　，也點燃詹啟賢從政的最大問題－

從院長（奇美醫院）轉進署長所導致的嚴重水土不服。 
</p> 
<p> 
   講良心話，這次腸病毒是天災，台灣為什麼雀屏中選，ＣＤＣ專家也答不出來，換
個衛生署長做，同樣逃不過劫難。 
</p> 
<p> 
曾有醫師打趣說，詹啟賢真的很倒楣。十六年前，台灣小兒麻痺死灰復燃大流行，

死了一百多人，疫情比這次還慘重，但衛生署可以怪家長不讓小孩打疫苗，害小孩沒有

抵抗力。最近幾年，登革熱從境外移入變成本土傳染病，衛生署也可以怪民眾亂養蚊子，

一樣是咎由自取。 
</p> 
<p> 
 但這次，腸病毒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也沒有昆蟲做宿主。要談立竿見影的防治，

政府一點力都使不上，也沒有人好怪罪，所以詹啟賢成為箭靶，也很自然。 
</p> 
<p> 
   當箭靶的滋味不好受，對詹啟賢尤然。在奇美醫院當院長時，詹啟賢是奇美公司董
事長許文龍的得意愛將，由於有許文龍的充分授權和倚重，對醫院的管理，他的發揮是

暢快淋漓、呼風喚雨。但轉進衛生署，從一個充滿效率的民間醫院到一個快三十歲的公

務系統，詹啟賢被綁住了，而且還在掙扎中。 
</p> 
<p> 
   詹啟賢要讓衛生署動起來，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人才難求。今年初前健保局總經理
葉金川求去，詹啟賢帶動衛生署人事搬風，有人提醒他人才難求，但他認為「再找就有」，

顯然低估公家人事的僵化程度，結果衛生署內的人事佈局並不理想，因腸病毒下台的前

防疫處長王立信便是一例。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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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出身的詹啟賢從不諱言自己不懂防疫，常將「尊重專業、充分授權」掛在嘴上
的他，原本以為感染症醫師出身的王立信可以擔負重任，但不料王立信對疫情的研判過

度堅持檢驗證據，以致喪失預警先機，衛生署的形象一路下滑，他建立的人馬不堪一擊。 
</p> 
<p> 
   另一個詹啟賢成為箭靶的原因，則是他的技術官僚性格。在一次接受採訪中，詹啟
賢呼籲民眾不要對腸病毒太恐慌，因為腸病毒致死率只有○‧○○○一％，比每天車禍

事故致死率還低。當他以手勢比出好幾個零時，許多父母被惹火了，因為他們認為小孩

不是統計數據，一旦發生不幸，就是百分之百。 
</p> 
<p> 
   對於醫師出身的人，病例討論講數據是相當正常的事，這也是他們判斷的依據，詹
啟賢顯然沒有暫時放下這種思考邏輯。經過批評後，詹啟賢日前接受採訪時，語氣凝重

的說「對我來說，死一個都太多」，他的發言更加慎重。 
</p> 
<p> 
   事實上，「做事重要還是作秀重要」，從詹啟賢一上任，就深深困擾著他。不只一次，
他埋怨媒體報憂不報喜，懷疑自己是不是該做些公關，並坦言自己還在調整中。 
</p> 
<p> 
   無庸置疑，詹啟賢是做事的人，從他上任以來，改善急診重症醫療、推動健保民營
化，都是他勢在必行的任務。但無奈的是，這些工作無法聚集鎂光燈，偏偏是他不在行

的防疫頻頻出問題，從霍亂甲魚事件到腸病毒，非專業的署長碰上漏洞百出的防疫體

系，許多人預期詹啟賢會丟官。 
</p> 
<p> 
   詹啟賢會不會丟官很難說。對於去留，他常私下表示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大不了回
醫院，「根本沒有包袱」。只不過，詹啟賢來自民間醫院，總有幾分象徵企業活力的包袱，

自信而驕傲的他，相信絕對不甘於瀟灑走一回。 
</p> 
</text> 
</doc> 
</xml> 

 81



（9） 
自動生成之標題︰政府負起受害者賠償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soc_0002226</id> 
<date>1998-08-16</date> 
<title>輸血染愛滋 衛署擬藥害救濟</title> 
<text> 
<p> 
【記者張　文台北報導】國內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事件接連發生，對於無辜的受害

者，律師公會認為現行的道義救濟無法體現法律正義，政府對捐血作業的安全必須負起

責任，受害者應可訴請國家賠償。 
</p> 
<p> 
臺北律師公會醫藥衛生法委會主委李聖隆表示，對於輸血感染愛滋的受害者，目前

捐血中心訂有救濟要點，救濟每位受害者兩百萬元；這類設計和注射疫苗的傷害救濟，

以及衛生署正在研擬的藥害救濟要點一樣，都是以行政力量替代法律，無法體現正義。 
</p> 
<p> 
   他強調，對於捐血安全，政府負有監督管理的責任，若嚴格追究，政府必須給予受
害人國家賠償。他指出，日本和澳洲都曾有輸血染愛滋的個案，分別獲得厚生省的國賠

及醫院的民法賠償。值得重視的是，為避免舉證困難，這些案例的受害鑑定都是以流行

病學來論定，不一定要有實驗室的臨床證據，顯見受害人的權益已獲得充分保障。 
</p> 
<p> 
 李聖隆表示，救濟辦法的精神是「天邊的彩霞不如眼前的玫瑰」，主張先給受害人

救濟，避免雙方訴訟纏身且沒有善果。但他認為，這種作法模糊了責任歸屬，該負責的

人沒有負起責任，救濟金額也太低。 
</p> 
<p> 
對於受害者，李聖隆表示願意盡力幫忙，他希望能有受害者提出法律訴訟，若成功

訴請國家賠償，則能成為範例，也得以監督政府，正視受害人的傷害。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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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doc> 
</xml> 
 
（10） 
自動生成之標題︰飛彈發射可能很低 
原新聞稿︰ 
<?xml version="1.0" encoding="BIG5"?> 
<xml> 
<doc> 
<id>cts_int_0001162</id> 
<date>1998-09-11</date> 
<title>日本指北韓拆除大浦洞飛彈發射台</title> 
<text> 
<p> 
【本報東京十日電】雖然俄羅斯的伊斯－塔斯社報導說，北韓近日內還將試射飛 

彈，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野中廣務在九日下午的記者會中表示，日方已獲得北韓拆除「大

浦洞」飛彈發射台的情報，因此北韓再試射長程飛彈的可能性很低，但仍不排除有發射

「飛雲」或「蘆洞」等短程飛彈的可能。 
</p> 
<p> 
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則表示，日本並沒有獲得北韓確定要試射飛彈的情報，也沒

有不試射的情報，因此不能鬆懈警戒體制。 
</p> 
<p> 
在野中廣務宣稱北韓已拆除大浦洞一號飛彈的發射台後，防衛廳幹部表示，北韓過

了九日的建國紀念日後，暫時沒有試射飛彈的理由了，今後就算會試射飛彈，也是射程

較短的飛雲或蘆洞飛彈。由於這兩種飛彈發射準備比較不花時間，事前較難測知，因此

日本今後仍將派遣神盾級巡防艦「妙高號」、早期預警機Ｅ２Ｃ和電子情報蒐集飛機Ｅ

Ｐ３等到日本海進行監測。 
</p> 
</text> 
</doc>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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