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 
附錄一：訪談對象個人檔案 

 

A1 檔案 

學       歷 

學校名稱 學  位 起迄年月 科技專長 

美國加州大 

學洛杉磯分 

校（UCLA） 

公共衛生學院

哲學博士 

1987-1991 流行病學 

台灣大學公共 

衛生研究所 

預防醫學碩士 1976-1978 預防醫學 

台灣大學醫學 

院學士 

醫學士 1969-1976 醫學 

經      歷 

行政院衛生署 署長 

2002.12- 

2003.5 

 

行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局長 

2000.7- 

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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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檔案 

學       歷 

台北醫學院牙醫學士  

台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碩士  

經       歷 

曾任：  

台北市政府衛生局主任  

台北市士林衛生所所長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主任秘書 89.6~92.1 

行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主治醫師  

行政院衛生署企劃處處長 92.1~92.7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代理局長 93.5.20~93.10.18 

現任：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 92.7~迄今 

研究領域與專長 

1.職業病流行病學  

2.實驗室品質保證及認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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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檔案 

學       歷 

學校名稱 學  位 起迄年月 科技專長 

美國約翰霍浦金斯

大學 

碩士 

77.05~ 

78.06 

流行病學 

台大公共衛生學系 學士 

67.09~ 

71.06 

公共衛生 

經      歷 

現任：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局長 

91.03~ 

迄今 

 

曾任： 

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第七分局 

分局長 

90.01~ 

91.03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科長 

88.07~ 

90.01 

 

衛生署防疫處 科長 

86.08~ 

8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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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檔案 

學       歷 

臺北醫學院藥學系畢  

臺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所

畢 

 

經       歷 

曾任：  

行政院衛生署檢疫總所 所長 1989-1992   

行政院衛生署 參事 1992-1998   

行政院衛生署防疫處 處長 1998-1999 

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

代理所長 

1999.06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 
1999.07-2003.08 

 

現任：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顧問 2003.08~迄今  

財團法人歐巴尼紀念基金會執行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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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檔案 

學       歷 

台大醫學院病理學博士 (Ph.D)   1988, 博字第 1102 號 

台大醫學院病理學碩士、台大醫

學士 (MD) 

1978, 66 碩字第 0367 號 

 

台大醫學士 (MD)  1976,64 大字第 07993 號 

台南一中  1968 

經       歷 

現任：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兼組主任 

成大醫學院合聘教授及病理科主治醫師 

疾病管制局首席顧問 

曾任： 

疾病管制局局長  May 17, 2003-May 19, 2004 

疾病管制局首席顧問  May,2001-May,2003；2004--迄今

台大醫學院病理學科教授兼主任 2000-2002 

成大醫學院病理學科教授、主任 1995-2000、1995-1998 

成大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及臨

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199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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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醫院臨床醫學研究部主任  1998-2000  

瑞典斯德哥爾摩卡洛琳斯卡學院

(MTC)訪問學者 

1998年 8-9 月 

台大醫學院病理學科教授  1991- 1995 Jan 

英國伯明罕大學癌症研究部研究

員 

1992-1993 May 

台大醫學院病理學科副教授 (副

字第 12327 號) 

1988-1991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Beth Israel 

Hospital 客座助教授  

1987-1988 

 

台大醫學院病理科講師 (講字第

22171 號) 

 

長庚醫院病理科主治醫師  1981-1985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血液病理

研究員  

1982-1983 

榮民總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198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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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及職照

    醫師考試及格 (65 專字第 242 號) 

    高等考試公共衛生醫師及格 (65 高第 79 號) 

    醫師證書 (醫字第 006372 號) 

    病理專科證書 (病理專科醫字第 063 號) 

    教育部公費留美基礎醫學科錄取 (1981年) 

榮  譽 

    國際淋巴瘤研究小組代表 (International Lymphoma Study 

Group---REAL/WHO Classification of Malignant Lymphoma, 

1997~) 

    賴和醫療服務獎, 2001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0,1995, 1997 ).特約研究人員 

( 1998-2004 ) 

    臺灣醫學會杜聰明博士優秀論文獎(1997)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徐千田傑出研究獎(1994） 

    行政院新聞局圖書出版金鼎獎(淋巴瘤的病因診斷與治療,1993)

第 28 屆(1990)全國十大傑出青年(醫學研究） 

    美國國立衛生總署(NIH) Fogarty 國際獎學金得獎赴美哈佛大學

研究(1987)   

葉曙病理獎碩士班研究生組(1978), 博士班組(1989)及最優論文

獎(1985)得獎人 Phi Tau Phi (Phi Beta Kappa) (1987) 

    醫師公會全聯會優秀論文獎 (1985) 

台南一中第六屆校友傑出成就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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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及社會服務 

中華民國病理學會理事長(2001-2003)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外處業務諮議委員會召集人(1997-1998) ； 

TCOG淋巴瘤研究小組召集人 ( 1998-2001) 

編輯委員(Editorial Board), International Epstein-Barr 

Virus Repor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Hematology/Oncology; Japanese Journal of Hematopathology 

( 2001-- ) 

台灣醫界聯盟祕書長(1992 創會-1993)、副會長 (1995-1998)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理事 (1989, 1991-1997, 1999-) 

行天宮文教基金會董事(1995~) 

首都文教基金會董事(1995~1998) 

中華民國病理學會、血液學會、消化系醫學會、免疫學會, 台灣

醫學會會員 

科學月刊編輯委員 

醫望雜誌 HOPE 創辦人 

 

 

 

 

 8



附錄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紀錄 

對象：A1 

時間：九十三年十二月四日中午十二時至十三時 

地點：台北市峨眉街 88 號 2樓我家牛排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 

一、自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 CDC）的角色功能來看，CDC 組織及人

力配置應如何設計？ 

答： 

CDC 於 88年 7 月 1 日成立，我秉持對衛生防疫的熱忱於 89年初

進入 CDC 任研究員，當時因組織條例完全以考試任用，致機關無法任

用醫師等人才，後因修正通過醫事人員任用條例，CDC 可任用師二級

以上人員，故於 89年 5 月 29 日正式接任局長，以往張鴻仁以衛生署

副署長兼代理局長，業務相當繁忙，故可以說是正式的第一任 CDC 局

長。 

CDC 過去是將所有的防疫工作分散在防疫處（Bureau of 

Communicable Disease Control）、檢疫總所（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和預防醫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三個單位，檢疫總所藉由醫師通報來了解傳染病是否發

生？並於通報後分析研究該傳染病是否有流行的現象（流行病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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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同時轉由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科學家來做病原體的分析研究（生

物學部份），若證實為流行病，則轉由防疫處來負責動員行政單位來

教育民眾必要時並制定法令及撲滅病源。  

89年正式接任疾病管制局局長的職務後，著手於組織的重整、

主任祕書的借調以及副局長的職務調整。疾病管制局的願景“快速專

業做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也在這將近一週年的時期漸漸成型，雖

然落實願景不容易，但整個組織已慢慢步上軌道。 

經果漫長的討論，整個組織架構於 90年初定型，新的組織架構

以“防治＂為主軸，串聯疾病監測、檢驗、研究，使防疫工作一氣呵

成，並計劃透過實驗室的研究、檢驗、診斷病因，才能確定有無疫情，

而這項工作，需要有科學家以科學的方法來執行，才能讓疾病管制局

達到永續經營的公信力。  

這是 CDC 的第一次組織再造，疾病管制局首開先例建立了

“Chief Scientist 制度＂，也就是由 Chief Scientist領導研究、

檢驗人員，讓該人員能以疾病管制局的任務為導向，專心、專業的從

事研究、檢驗工作，而不足的部份，則由國內外合作來彌補，這正是

一個帶有“台灣味＂的疾病管制局，且現存問題也將迎刃而解，達成

“提昇效能，因應未來＂的終極目標。  

在新架構中，局長、副局長及主祕下分成企劃及綜合性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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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及 A、B二項防治工作會報，疫情防治工作會報 A之下包含了

預防接種防治組、愛滋病及其他特殊傳染病防治組、結核病防治組、

檢疫防疫組及疾病監測調查組，而疫情防治工作會報 B之下則包括血

清疫曲研製中心、實驗室資源服務組及研究檢驗組。  

在新組織的運行之下，希望能透過組織再造，提昇行政效能，以

便因應新二十一紀接踵而至的防疫工作挑戰，讓 CDC不只是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還能進一步代表著 Credible、Dynamic 及

Creative。  

二、CDC 組織龐大（法定員額 893 人）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答： 

在疾病管制局成立之初，整個組織架構仍不完整，未能適才適

所，整個運作受組織架構所限，並不順暢，雖然比起“三頭馬車＂時

代，已有大幅改善，但此階段仍像“拼裝車＂一般，讓同仁皆不眠不

休、用著堅忍不拔的精神辛苦的運轉下去。 

CDC 於 90年組織再造後，將當時的慢性病防治院納入，才變

得較為龐大，然而防疫工作的推動，亦需要各種人才，方可有前瞻性

的規劃，建構健全有效率的二十一世紀防疫體系，比起“三頭馬車＂

時代，已經感覺得到明顯的差異與進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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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DC 重要決策模式與政策運作網路為何？ 

答： 

    CDC 在成立之初未有固定的決策模式，因防疫處、檢疫總所、預

防醫學研究所，在專業領域各有不同，且來自不同單位人員處於磨合

時期，故不會每一項決策均由上而下，有時亦會由下而上。 

四、CDC 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策略為何？ 

答： 

    我在任時非常鼓勵員工進修，也有些點子獎等策略，在研究計畫

方面，採取委外計畫與自行研究計畫倂行方式，並積極提昇實驗室的

能力，礙於組織法的規定，尚無法進用聘任 PhD.,及感染科醫師等，

較令人遺憾。 

五、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造成人力斷層，在面對每一次的

疫病爆發流行，如何克服墨守成規與經驗不足間之衝突？ 

答： 

    因為 3個單位合併，造成許多人員退休或離職，但是我接任不久

即發生了九二一大地震，以 CDC 動員的能力來說，我們各組分別認養

不同災區，即時派員輪流駐守，確保疾病疫情不致發生，可說表現良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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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CDC 人才進用方式與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現有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經驗，是否能快速反應新興傳染病之發生並遏止其蔓延？ 

答： 

    CDC 以往受限於考試用人制度，無法採取多元進用管道，對疾病

防治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在進用時是否能真的找到具有創造力的人，也是一大問

題，我認為經驗的傳承在 CDC 是很重要的。 

七、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

專業知識的累積？ 

答： 

    CDC 自成立以來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訓，在我局長任內受限於經

費，無法有制度的培養人才，然而有再職進修制度，鼓勵員工修習與

工作有關之研究所及學分，成績及格可申請補助。 

    CDC 一直有流行病學人才培訓班（FETP），本局人員往往因工作

太忙，致報名後無法參加訓練，只能自工作中學習，遂變成以訓練外

面人為主，無法做系統性的提昇。 

八、您認為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訂定之目標達成程度及效益為

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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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成立時的願景是「快速專業做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我

接任局長後的願景，可以用簡單的“五化＂來描述，即防疫機動化、

防疫資訊化、防疫專業化、防疫全民化及防疫國際化。 

“防疫機動化＂是以主動積極的態度及危機處理的能力，隨時因

應突發的疫情。主動掌握國內、國際疫情資訊，隨時備戰的心態，迅

速處理各種疫情。 

“防疫資訊化＂是建構完整的網路系統，包括法定傳染病通報系

統、症候群通報系統及傳染病通報地理資訊系統、疾病網路監測系

統、預防接種資訊系統等，以期經由網路系統的聯繫，使各防疫相關

單位能在最短時間取得所需資料，有效且迅速地推動防疫工作。 

“防疫專業化＂則將致力羅致專家，鼓勵研究，以科學化的方式

辦理疫病防治，使各項措施透明化、客觀化，並將積極培養防疫尖兵、

廣徵人才，提昇防疫專業能力。 

“防疫全民化＂是由於各種傳染病皆有其預防的管道，唯有民眾

正確的認識疾病及其預防方法，才能有效防治疫病的發生與散播。此

外，防疫工作更需要全民的參予與配合，方克有成。 

“防疫國際化＂則積極參與國際防疫業務是本局未來努力的目

標。建立與世界各國密切的聯繫管道與合作關係。以防疫當國民外交

先鋒積極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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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面對全球化，CDC 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是否能與全球接

軌？如何將研究檢驗成果落實在疾病防治業務上？ 

答： 

以全球化來講，CDC 佔了很大的優勢，我們有港口檢疫人才、醫

師、檢驗人才、護理人才，大部分為碩士級以上，研究人員亦多為博

士。 

在各類疾病防治上面，透過疫情資訊系統，將檢驗結果快速登

入，可即時提供疫病防治參考。 

十、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長

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答： 

    CDC 承接了最初的衛生署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檢疫總所及

慢性病防治院，逐漸邁向成熟期階段。 

十一、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

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

性成反比、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

因集體決議造成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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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

減，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答： 

我認為 CDC 只有預算不足的情形，其他大致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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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A2 

時間：九十四年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八時至九時 

地點：外交部外交領事人員講習所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 

一、自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 CDC）的角色功能來看，CDC 組織及人

力配置應如何設計？ 

答： 

『有創造力的組織才有生命力』。 

CDC 的組織架構可以從橫切面及縱切面來看，縱切面是一個組織

的層級節制，建立一個指揮體系是必要的，譬如，每個權責組下設政

策動員科、資料分析科、衛教科；自橫切面來說，我們於八十九年成

立衛教小組，將所有疾病的衛生教育工作納入小組，一方面整合資

源，一方面藉由腦力激盪，產生新的創意，達到預防醫學的效果。 

CDC 在第一次組織再造時，我以主任秘書的角色協助整個規劃，

考慮將所有衛生教育工作整合，同時也推動國際疫情之合作，甚至將

對大陸的所有疾病偵測也納入，故而在每個權責組下設政策分析科及

衛教科，整合各類疾病成立衛教工作小組，另由疾病監測組整合所有

疾病偵測資訊，並與衛教小組連結，即時告知民眾世界各地疫情。在

衛教小組工作上可以算是成功的，然而在疾病偵測方面，因涉及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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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的政治敏感性，導致執行上發生了困難，這也是我們一再主張衛

生與政治應分離，並允許臺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用意。 

以 SARS 風暴來看，一個組織需要隨時因應外界的改變，故而於

疫情結束後，我代理局長期間，成立了新興傳染病組及感染控制組，

這樣的組織設計，可以面對未來新興及再浮現疾病的不斷出現，然而

以創造力的觀點來看，CDC 尚未具備真正的創造力。 

組織本身並非自然即可存活，必須通過長時間 

的運作。CDC 架構少了一點創造環境的設計，不論在 

正式及非正式方面都曾沾過一點邊，然而無一專門規劃創意的部

門，我任主任秘書期間曾推動「點子獎」，然而在環境營造上不完善，

最後無疾而終。 

CDC 也有其他的優點，就是在專業創意方面，原來的研究人員並

未受到限制，然而改為任務導向後，創意受到限制，任務的束縛，也

扼殺了原有的創造力。 

二、CDC 組織龐大（法定員額 893 人）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答： 

    『只要是能解決問題的都是好方法』。 

CDC 的溝通可分為制式化的及非制式化的（非常態化），在制式

的溝通方面通常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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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式的會議程序，例如主管會報、疫情會報、研究檢驗會報等例行

性的會議。 

2.透過文字，例如簽呈、公文書的會辦及層層准駁等。 

3.採取非刻板的不定期辦理之旅遊活動、演講等。 

在非制式的溝通方面，除了串門子外，因會議太多，人員繃的太

緊太忙，往往溝通出現斷層，例如組長開完會後，未轉達同仁，導致

政令無法暢通及執行，我常告訴同仁，問題解決不一定找主管，找副

局長也可以，只要是能解決問題的都是好方法。 

CDC 組織再造時，四個單位合併，組織文化不同往往造成溝通的

困難，人員的流動又往往被同化了，另外無特別申訴管道，亦是值得

改進的方向。 

 

三、CDC 重要決策模式與政策運作網路為何？ 

答： 

    CDC 在政策形成前，都會有幕僚群的作業，通常會有 A案、B案、

C案，最後才會形成決策，此時是由上而下，故我們可以說政策形成

是由下而上，而決策是由上而下。 

    另外，在專業領域與非專業領域之決策模式是不同的，在非專業

領域方面，行政幕僚會因長官的特別關心某一部分而見風轉舵，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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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制度基本上是一貫的，其決策較傳統，然而會隨長官的領導風格而

不同，譬如在內升前是否需至分局磨練等等；在專業領域方面，會因

各長官精通之不同而異，不會每一項決策均由上而下，有時亦會由下

而上，例如新型流感防治，是基於權責疾病組之專業判斷，先擬好重

點草案，經由幕僚群討論後再形成政策；事實上，在 CDC 亦經常會有

由中而上或下，這些是中階主管的創造力表現。 

 四、CDC 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策略為何？ 

答： 

    『創意是要能解決問題』。 

站在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等一層主管的角度是鼓勵的，然而

有些保守的中階主管，如科長層級甚或組長並不鼓勵，這樣會阻礙員

工的創造力。我在任主任秘書時推動「點子獎」，目的就是在鼓勵員

工創新，另外，在舉辦主管人員共識營時，要求各級主管用 SWOT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treats）分析，透過運

用腦力激盪模式來創新，我甚至想要建立「創意公式」，任何問題代

入公式後即可解決。一個很重要的觀念是創新是要能解決問題，否則

不算是創新。 

    策略往往因人而異，目前 CDC 尚無具體策略，通常是儘量自己想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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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造成人力斷層，在面對每一次的

疫病爆發流行，如何克服墨守成規與經驗不足間之衝突？ 

答： 

    對 CDC來講，矛盾只出現在行政倫理，專業方面則不致於，因為

新進人員均已受過基本訓練，只要利用其基本專業、工具、系統整理、

方法學即可應用。 

CDC 較大的問題是無行政倫理典範可依循，有些年輕人升遷太

快，未曾帶兵，不知如何對上、對下，在領導統禦上會出現問題。在

專業上的墨守成規不會有問題，新進人員帶進新的方法，解決問題，

反而是一種創新，另外，CDC 自成立以來，因應各種疾病的爆發流行，

也讓我們從解決問題中，不斷的學習與創新。 

 

六、CDC 人才進用方式與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現有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經驗，是否能快速反應新興傳染病之發生並遏止其蔓延？ 

答： 

    CDC 以往受限於考試用人制度，在民國 93年透過修編組織法，

進行第二次組織再造，目前正式人員進用依據包括「公務人員任用

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醫事人員人事條例」，其他尚包括約聘

僱人員、國防役、替代役等，可說是多元進用管道，比起其他衛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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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關較有彈性，然而畢竟是少數。 

    另外，在進用時是否能真的找到具有創造力的人，目前尚無具體

方法，然在升遷時會考慮到創造力，但是無法產生太大的影響，通常

年紀較大時會比較缺乏創意。 

現有人員的專業知識，目前透過研究檢驗會報、專題討論、或邀

請國外專家學者，不斷的加以刺激，加上員工既有方法學的訓練，均

能快速反應疾病的發生，即時控制不會導致疫情擴散。 

七、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

專業知識的累積？ 

答： 

    CDC 自成立以來一直很注重人才的培訓，每年均有固定員額赴美

國 CDC 接受訓練，及參與各種國際會議，在 94 年經建計畫「建構生

物防護及 SARS 等新興傳染病防治網計畫」中，編列「國際交流合作

網」，這是目前最具體的中程培訓人才計畫。 

CDC 亦致力於培養專家系統，然專家路線會因局長的理念而改

變，例如現任郭局長旭崧重視＂D＂（PhD.、 Doctor）即博士及醫師。

專家是否能在固定領域做長久，也是一大問題，譬如實驗室人員會因

升官而跳槽，故整體來說配套措施是不夠的。 

    升遷制度、教育訓練制度均會影響培訓的概念，CDC 的流行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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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訓班（FETP），本局人員往往因工作太忙，致報名後無法參加

訓練，只能自工作中學習，遂變成以訓練外面人為主，無法做系統性

的提昇。 

本局亦有再職進修制度，鼓勵員工修習與工作有關之研究所及學

分，成績及格可申請補助。 

八、您認為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訂定之目標達成程度及效益為

何？ 

答： 

    CDC 自成立以來即具有明確的願景，只是歷任局長訂定之目標、

運用的策略及方法不同，例如「共識營」即為高階人員產生共識後，

貫徹至基層人員，均具有相關聯性未曾搖擺，可說是殊途同歸。 

明確的願景及目標，在貫徹時需要溝通，營造氣氛，目前尚無具

體策略，如無法讓員工瞭解，則明確願景會逾來逾模糊。 

    CDC 自成立以來，歷經九二一大地震、九一一美國恐怖攻擊事件

後之生物恐怖戰、SARS 事件及各種疾病之疫情爆發，因面對不斷變

動的環境，可以自每次戰役中獲得經驗的累積，以 SARS來看，雖然

戰況慘烈，反而讓我們更快速的走向目標，面對每次的挑戰中均獲得

學習。 

九、面對全球化，CDC 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是否能與全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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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如何將研究檢驗成果落實在疾病防治業務上？ 

答： 

以全球化來講，CDC 佔了很大的優勢，自最初的四合一單位吸收

了各式各樣的人才，我們有港口檢疫人才、醫師、檢驗人才、護理人

才，大部分為碩士級以上，研究人員亦多為博士。 

目前我們訂有中程計畫、長程計畫，例如三麻一風已進入長程計

畫中。在各類疾病防治上面，透過疫情資訊系統，將檢驗結果快速登

入，即時提供疫病防治參考。 

十、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長

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答： 

    CDC 雖只成立了五週年，但承接了最初的衛生署防疫處、預防醫

學研究所、檢疫總所及慢性病防治院，後三個均屬老化的機關，加上

防疫處人員，可以說是三個半合成的機關，讓我們很快的成長，再加

上外界疫情不斷的發生，我們目前應屬成熟期階段。 

十一、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

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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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反比、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

因集體決議造成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愈低

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

減，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答： 

我認為 c.d.f.三項在 CDC 是存在的，在消化預 

算部分只有資本門才有此現象，而經常門是處於不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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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A3 

時間：九十四年四月一日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臺北市林森南路蜜蜂咖啡廳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 

一、自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 CDC）的角色功能來看，CDC 組織及人

力配置應如何設計？ 

答： 

站在公共衛生的角度，CDC 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對國家安全及經

濟發展影響很大，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應該充分發揮其角色功能。然

而因為太專業，受到的重視不若內政部、國防部或外交部，殊不知疾

病無國界，如無法有效控制疫病的發生與蔓延，甚至會對國家造成無

法預估的危機。 

任何一個組織架構，權責應該清清楚楚，不應有模糊地帶，以目

前 CDC來講，有些業務單位是以較傳統的疾病來區分的，例如：結核

病組、愛滋病組；另有一些單位則是以功能來區分的，例如：疾病監

測組、檢疫組、防疫組、資源管理組等。因為在設計分工上有重疊，

而產生灰色地帶，又因各組詮釋不同，導致地方衛生局往往不知所

從，甚至一件事情會收到不同單位的來函，且內容不一致，以 SARS

疫情期間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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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力配置方面，CDC 人員非量的問題，而是專業素質是否足夠。

以 CDC立於中央最高指導單位的角色，有許多人員的經驗是不足的，

如果對疾病防治不能全盤瞭解，僅有知識亦不足以掌握疾病的管制，

我認為 CDC 整體的行動力應可待加強。 

二、CDC 組織龐大（法定員額 893 人）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答： 

我認為不論是內部溝通或是外部溝通，CDC 的溝通管道是有落差

的，大致可以不同的因素探討： 

1.人員背景因素：CDC 除有考試任用外，另有聘任人員、專業技術人

員、僱用人員、國防役、研究助理等等，人員複雜、所學各異，有

專家的思維，也有行政人員的思維方式，往往會造成溝通困難。 

2.地理因素：地理位置亦會影響溝通，例如：林森辦公室、忠孝辦公

室、昆陽辦公室、北中南東各分局等，會形成各自的文化。 

3.層級的因素：層級節制的官僚體系，往往會使員工無法自在的表

達，這些都會阻礙創造力的發展。 

另外，CDC 主管人員的特質亦會影響組織溝通，有些採較民主式

的領導，有些則較權威，是否應建立一溝通機制，則不論主管如何變

動，均不會影響其運作。 

    在外部溝通方面，地方衛生局經常會因 CDC 組與組間意見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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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或是推來推去，甚至下的指令不同，導致無所適從，這也凸顯出

CDC 內部橫向的溝通聯繫不足。 

三、CDC 重要決策模式與政策運作網路為何？ 

答： 

   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應考量各種因素，如果一個政策不能讓全部

的人知道，則基層人員會揣測上級的想法，資訊的不足，溝通的不暢

通，均會影響政策的執行效果。在層級轉述中間，也會產生誤解，通

常上層會決定大方向，下級單位則考慮執行面的問題，當然最好是由

中階主管如科長層級或重要幹部發動，進而向上級溝通、說服，對下

級則採適當的領導，給予充分的資訊，期能貫徹執行力。 

    CDC 自成立以來，局長使用率太高、汰換迅速，故一直未能建立

好的制度，可說是人治的機關，譬如：涂醒哲局長任內特別注重愛滋

病政策的擬定與執行、蘇益仁局長特別注重實驗室、郭旭崧局長特別

注重國際合作。 

    面對不同的局長，各權責單位組長、科長應提出強而有力的問題

分析與評論，進而草擬政策大綱，說服局長、副局長來形成一個好的

政策，如此才能構築一個建全的政策運作網路。  

四、CDC 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策略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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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刺激才會有創意』。 

CDC 於民國 90年組織再造時，即積極鼓勵員工創新，我於帶領

特殊疾病組時，經常採用腦力激盪的方式，給予同仁一點壓力，透過

小團體的討論，不只同仁有個人成就感，也會有實質的回饋，故我任

組長時全局的績效是第一名的。 

    CDC 目前均為單向溝通，但在疫病的防治上是需要行銷的，這也

是一種行為科學，畢竟不同的群體特質不同，採取的手段也應不同。

CDC 的長官亦須很投入於其工作，不斷的與同仁溝通，並與外界包括

企業界、不同的民間組織、學者專家、臨床醫師、傳媒界等一起討論，

並推廣社區活動。 

    在鼓勵員工創新的策略方面，可以採用考績回饋、主管口頭或書

面獎勵的話、開會時正向的鼓勵，這都會對其他人造成參照的效果。 

五、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造成人力斷層，在面對每一次的

疫病爆發流行，如何克服墨守成規與經驗不足間之衝突？ 

答： 

    年齡層較高者往往會墨守成規，畢竟在某一領域久了會習慣，經

驗認為不可行的，則不願意採取其他的方法，亦不會用另外的角度加

以思考。然而有經驗是好的，不易出差錯，尤其疾病流行狀況千變萬

化，需要有經驗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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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可請退休人員回來，藉由討論、經驗分享，協助年輕人整合

資料蒐集、分析，則不會每次疫情爆發時，因新手上路無時間學習，

不知所措或做的不好，錯失了前面的防堵，會花費更多的人力物力。 

    平常時間，集合退休人員、資深員工、新進人員的共同討論參與

建議，則彼此默契及信任感均足，可較積極的遏阻疫情發生。 

    在疾病防治時，訊息亦經常會在傳遞的過程中中斷，基層也許會

提供一個訊息，例如腸病毒 71 型會再流行，然上級主管基於自己的

認知即否定了，這也會抑制一個員工的創造力。我認為當組織成員發

掘問題或提供意見時，長官不論贊成或否定，均應說清楚或告知否定

的理由，否則，當人員都閉嘴時，會抑制人員創造力潛能的發揮。 

六、CDC 人才進用方式與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現有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經驗，是否能快速反應新興傳染病之發生並遏止其蔓延？ 

答： 

「每個個體的創造力≠機關的創造力，有時甚至成為絆腳石」。 

    CDC 為中央傳染病防治最高主管機關，國家級的實驗室，品管、

監測、最後確認均在 CDC，故而一定水準的學歷、資歷、經驗是必要

的。並非學歷高就一定有創造力，而是因高學歷受過相當的訓練，思

考會較寬廣、深入，另外學歷高者自主性也較強，在整體合作創造力

上不一定可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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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人員進入時需有一定的程度，在研究人員方面亦應維持一定

的比例，進入後提供一適當的培訓，逐漸融入整個組織文化中，並與

組織一起成長。 

    在知識與能力的運用方面，不只是學習，有時學了後是否有一正

向的鼓勵，譬如績效加分等，另外工作建議、論文發表，如能與升遷

結合，將可提昇創造力。 

七、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

專業知識的累積？ 

答： 

    CDC 以往曾針對內部新進人員辦理訓練，然而應考慮其業務或機

關的政策，同時訓練時需注意問題的發掘、或整體醫療院所提昇，均

應有良性的循環。     

參與的訓練與自己相關，才會有趣，譬如：媒體行銷，一般在

CDC 大多為衛生專業人員，如何學習衛生教育宣導，結合經驗與媒體

互動是很重要的。 

我在桃園縣衛生局內，安排許多媒體座談會，教同仁寫新聞稿，

利用小團體方式討論學習，同時也推動一個政策，即對每個單位進行

管考獎勵制度，鼓勵局內各單位上地方電臺，對桃園居民宣導衛生相

關工作，以點數計算，在媒體刊登的版面愈大點數愈多，每季驗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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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目的在鼓勵大家學習與媒體的互動。 

    另外，桃園縣衛生局人員參加 CDC 舉辦的研習活動後，均請其於

主管會議中報告 15 分鐘，一方面可複習，一方面可加強其認真學習

的內在動機，剛開始同仁有些生澀，現在已非常棒了，同時我會問一

些相關問題，不一定馬上回答，而是提供另一面向的思考，這有助於

同仁潛能的發揮。 

八、您認為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訂定之目標達成程度及效益為

何？ 

答： 

    我在 CDC 任分局長、組長期間，曾參與「高階主管共識營」，其

中 SWOT 分析是一個很好的東西，CDC 於 88年成立時，各科科長亦提

報願景分析，然而組織變動頻繁、人事變化太快，往往成為人治的情

形，縱向、橫向聯繫不夠，未做完整的思慮，最明顯的表現在公文方

面，SARS 期間，地方衛生局接獲無數的命令，然而令出多門，又互

相矛盾，譬如：收到監測組要採某種檢體、方法、數量等，同樣事件

收到資源服務組來函採不同方法作業，這凸顯出 CDC 的權責是不夠明

確的。 

    CDC 目標達成的效益，可能只可就單獨的工作計畫看到效益，譬

如，愛滋病孕婦篩檢計畫等，但就 CDC 本身來看，尚未看到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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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願景。 

 九、面對全球化，CDC 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是否能與全球

接軌？如何將研究檢驗成果落實在疾病防治業務上？ 

答： 

    全球化是組織發展必備的條件，CDC 的英文網頁有待加強，要與

全球接軌，資訊應該即時更新。CDC 方向不斷因人而變動，感覺不夠

穩定，需有紮實的根基，分工夠清楚，授權夠明確，才能運作順暢。 

    CDC 局長非政務官，經常因疾病爆發疫情而下台，有待商榷，如

果依知識專業判斷並未出錯，應負行政責任而非下台負責。如果局長

像個臨時工，隨時準備下台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為只會求立即的表

現，而不會擬訂一個好的中長程計畫願景。  

    在專業技術及管理機制方面應分開處理，這涉及組織架構的問

題。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專業技術應與世界其他衛生醫療單位溝通、

互動學習，交流是一種挑戰，應鼓勵員工承擔責任。 

    在研究成果落實於防疫方面，研究檢驗結果如於學術上之發表，

應有審查機制；醫事檢驗人員檢驗的準確度，應參與國際品管測試；

實驗室的領導人如有新技術發表，應先於局內研討會上報告討論。 

研究資料結果分析機制是否明確，整理的責任在何組，分工權責

是否清楚，均會影響疾病防治的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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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長

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答： 

    我認為 CDC 已經處於成熟期，應該小心的是如何維持長久的成熟

期，並在往下進入衰退期前，經由不斷的創新而使組織再度向上發展。 

十一、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

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

性成反比、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

因集體決議造成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愈低

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

減，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答： 

我想這是每個機關多少都會有的現象，以往我 

在 CDC 時 c.d.兩項是顯而易見的，當時經費拮据尚不致有消化預算

的情形。站在衛生人員的立場，我們仍期待 CDC 是一個強而有力的掌

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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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A4 

時間：九十四年四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 

地點：臺北市基隆路「財團法人歐巴尼紀念基金會」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 

一、自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 CDC）的角色功能來看，CDC 組織及人

力配置應如何設計？ 

答： 

「組織再造是為了因應外部環境的變化。」 

CDC 自 1999年 7 月成立後，一方面逐漸調整內部運作，一方面

因應外部環境變化，為符合國家人民對 CDC 的期待，故而於 2001年

7 月內部第一次組織再造，當時我任副局長協助推動，我認為這有助

於組織的未來發展。 

組織發展的架構因素涉及個人、組織，就個人來說，組織應考慮

其專長、學歷、經歷及協調能力，決定應放置於何單位；就組織來說，

個人進入組織後，形成團隊，在架構上扮演何種角色，此時須視機關

功能，在團隊內又涉及領導及引導，有好的人、好的領導、好的組織

架構，機關的功能才能發揮。 

    組織再造是困難的，領導者必須充分瞭解組織扮演的角色功能，

且要有明確的目標，考慮問題出在何處，機關功能在設立時也許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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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期待有落差，無法一次完成，故而組織一再修正是必須的，這

也涉及外部環境及新進入者。 

    組織隨著時代潮流一定會變，例如銀行櫃檯，外部顧客進入後，

希望得到好的服務，故流程應該很流暢，然在外部流暢前，內部要先

配合修正，此時，領導者須了解組織扮演的功能角色，故 leadership

非常重要；又譬如以往出門就會看到阿婆在顧的雜貨店，現在已進步

到 24 小時營業的 7-11便利商店了。 

二、CDC 組織龐大（法定員額 893 人）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答： 

    「流程的規劃及優秀的領導可暢通溝通管道」。     

人員多寡不會影響機關的運作，如果組織成立時無法確切區分工

作與責任，就會卡在一起，故而分門別類是組織區分的第一步；另外

領導者擺錯了位置，亦會導致內部混亂，人員傾軋，甚至上令無法下

達，更無溝通可言了。 

    以往銀行開了很多櫃檯，顧客進入時會找一個人少的櫃檯排隊，

結果因承辦人或客戶問題，牽扯半天，隊伍愈排愈長，現在則進步到

抽號碼牌，就不會有此種情形發生了，這就是流程的規劃。 

    組織再造時，就要設定一個好的流程，分門別類，好好運用其專

長，人事跟著流程走，領導階層亦應好好規劃，領導者要了解業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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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事的區分、職能需求及其帶領成員的潛能性格等等。 

    CDC 組織龐大，溝通管道是否暢通，非組織的問題而是領導風格，

便宜行事會影響組織架構、團隊和諧、無法培育人才，反而是惡性循

環，好的組織就像好的車子，仍須依靠人來駕馭。  

三、CDC 重要決策模式與政策運作網路為何？ 

答： 

    「透過內部溝通、廣泛討論才能形成好的政策」 

政策的決定理論上應是由上而下，然而在研討的過程中，無論中

間、基層的意見均應採納，溝通以後，一旦確定就應切實執行，故而

政策形成的過程中，應特別注重溝通的程序，特別是借重基層人員的

經驗與合作。 

    領導階層要懂得「尊重別人」，有時命令是採下面的意見，討論

後形成政策，譬如組長採納同仁意見，經過內部溝通向副局長建議，

也許會遭遇困難，此時就須說服，並提出執行的方法，最後形成政策。

另外，也有局長個人的政策雛型，由組長傳遞訊息，中間形成理論，

再與承辦人員溝通，這又是一種政策運作網路。 

四、CDC 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策略為何？ 

答： 

    我在任 CDC 副局長時，是非常鼓勵員工創新的，直到現在任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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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亦很支持，目的在鼓勵員工潛能的發揮。 

CDC 每年都有年度研究計畫，可分為 1.內部研究計畫，對象為內

部員工 2.外部研究計畫，為對外界提供與本局業務相關之研究經費，

這是很具體的鼓勵制度。另外有透過會議，如研究檢驗會報、疫情會

報、主管會報等，應該好好利用每個討論機會，鼓勵員工發表意見。 

五、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造成人力斷層，在面對每一次的

疫病爆發流行，如何克服墨守成規與經驗不足間之衝突？ 

答： 

    科學的東西是有再生性的，譬如瘧疾鏡檢，也許某人來做 100

分，換成別人做變成 85 分，這是訓練的問題，經過訓練後大家都可

以達到 100 分。 

    組織再造後，業務如何維繫發展是很重要的，也許會引起斷層，

然而對員工適當的督導、訓練，則不致發生疫病爆發流行無法處理的

窘境。 

CDC 平時應保持訓練能量及確認能力，建立自己的威信，例行性

業務由第一線的衛生局所來做，而非墨守成規經驗不足。 

六、CDC 人才進用方式與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現有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經驗，是否能快速反應新興傳染病之發生並遏止其蔓延？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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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CDC 的組織功能及業務職掌來看應該是肯定的，目前人員進

用已很有彈性及多元化，除有公務人員任用、醫事人員條例任用、聘

任制度，未來尚有防疫醫師的新血輪進入，比較其他行政機關已可廣

泛進用人才，待遇方面有醫師津貼，預算亦很充裕，未來相信更可發

揮疾病管制的角色，為人民的健康把關。     

七、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

專業知識的累積？ 

答： 

    「人力資源是組織競爭優勢的來源」。 

    CDC 一直認為人才培訓是很重要的，以往受限於經費，這兩年

SARS 風爆過後經費稍微寬裕，93 年預算編列了熱帶醫學人才培訓計

畫，94 年經建計畫也編列了國際交流合作計畫，目的均在培訓優秀

的防疫人才。 

    我任副局長時鼓勵員工多參與外界的學習課程，在局內亦辦理新

進人員教育訓練，現在許多訓練課程講義，已置放於局內網路供同仁

隨時參閱，這是非常好的現象。 

八、您認為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訂定之目標達成程度及效益為

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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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的願景是「快速專業作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這在成立

時即已確立，也印在信封、信紙及各類衛生教育宣導資料上，然而如

何朝著方向走，執行力是很重要的。以往 CDC 曾辦理共識營，各科均

提出明確願景，然而人員變動、組織再造，各組應將願景納入訓練，

營造共識。 

創造力與願景配合可以發展無限的效益，例如 SAAB 汽車，其祖

先在 200年前是做女人內衣的，把內衣的觀念運用到車子，所以車很

小但內部很寬廣；另外 Jaguar 汽車原先是以製造高跟鞋起家的，其

平衡力支撐力很好，這也是利用專業技術順利轉戰成功的例子。 

九、面對全球化，CDC 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是否能與全球接

軌？如何將研究檢驗成果落實在疾病防治業務上？ 

答： 

    研究檢驗應當與防疫配合，例如 TB 檢驗的人非只是 by order，

應視症狀判斷才對，否則 CDC 直接稱為檢驗室就好了，當然在不同的

專業領域裏，兩個單位的溝通是有困難的，這就要靠領導及溝通機制

的建立了。 

    與全球接軌是必然的，尤其 CDC 面對的有些可能是無法預測的傳

染性疾病，加上交通便捷、人員流動頻繁，如何防止境外移入的傳染

病爆發流行，都需要優秀的人才與先進的專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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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長

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答： 

    我認為 CDC 目前處於成長期，尚未完全達到成熟期，須要注意的

是待成熟期來臨，更要如臨深淵，如履薄冰的好好領導 CDC。 

十一、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

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

性成反比、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

因集體決議造成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愈低

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

減，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答： 

    CDC 目前人員應經常透過訓練，累積實力，避免扭曲組織的潛力， 

隨時檢討如何合理運用適任人員，避免勞逸不均的情形發生，白京生 

定律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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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A5 

時間：九十四年五月十一日下午十八時至二十時 

地點：臺北市大安路一段三牛日本料理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創造力之研究」訪談 

一、自疾病管制局（以下簡稱 CDC）的角色功能來看，CDC 組織及人

力配置應如何設計？ 

答： 

美國 CDC 是一個很有效率的組織，去（93）年進行組織再造，計

有十一個中心分為四大區塊，採 co-ordinate center 方式，即將性

質類似的單位整合在一起；加拿大的疾病管制部門目前亦進行組織再

造中，可見組織再造是世界的潮流。 

台灣 CDC 自 88年成立後，於 90年 7 月進行第一次組織再造（涂

醒哲局長），我於 92年 5 月 19 日因 SARS 疫情，臨危　命接任局長，

當時組織架構已趨成熟，個人並沒有太多的想法，是要從功能區分亦

或採其他方式，但在整個組織運作時發現有些不完整，為了補足不完

整的區塊，於是有了增加「新興傳染病組」及「感染控制組」的想法，

同時準備修正組織法，以求廣泛延攬人才，提升 CDC 的素質，很高興

的是「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組織條例」終於在 93年 6 月 23 日修

正通過，以 CDC來講這可以算是第二次組織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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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任時積極推動的政策包括：1.傳染病防治法修編 2.疾病管

制局組織條例修編 3.感染症防治醫療網 4.結核病防治 5.防疫醫師績

效獎金 6.檢疫人力擴張 7.人才培訓 8.國際合作--WHO、美國 CDC、日

本 NIID，這八大政策皆已完成，有些如人才培訓、國際合作等，由

現任郭局長旭崧繼續推動中。 

另外，我任內也積極推動與越南的合作，派遣醫師至越南協助醫

療，現任郭局長也成立「414 專案」，預計派至美國 4 人、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1 人，其他如越南、海地

等國家 4人，這是採雙贏的策略，因為時局變動快速，必須決戰境外，

就像美國 CDC 看的很遠，最後受益者為自己。 

目前 CDC 體系靈活，專家及專業人員素質逐漸提升，經過組織法

的修正，除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進用更多博士外，並納入感染科醫師

及病理醫師等，強化了 CDC 的組織架構，但是否能因應外界的變化，

可能要到下一次疫情爆發才能真正的印證。 

我自己在 CDC 任職期間也學習了很多，最讓我感動的是，SARS

期間美國CDC派了32個專家到臺灣，依其標準作業程序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很快的蒐集資料並完成論文發表，全球各地

有疫情爆發時會立即派人，一方面提供幫忙，一方面獲取經驗，這也

是一個戰略的觀點，既可掌握全球疾病的動態，也可隨時因應美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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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之疾病防治。SARS 期間美國 CDC 並無病例，但在世界各地做了許

多事情，相較之下歐盟則表現遜色，這也是為何最後由美國 CDC來領

導全球的原因了。 

我目前為 CDC 顧問，也認養了兩種疾病：結核病及流行性感冒，

在與結核病防治組協調及推動一些政策後，認為目前實驗室的品管提

昇上已有一些穩定的政策在執行已沒有問題，重要的是目前臨床醫師

及 X光診斷有許多錯誤，應運用 SOP 的概念，先擬訂政策，由權責組

撰寫基本計畫草案，不完整沒有關係，但是要寫出來，再與專家學者

討論修正，最後經局內通過形成政策，並製定 CDC 版本的政策上網公

告，徵詢民眾及其他醫療院所意見，如可行性評估是可以的，最後由

委員會同意才是真正的政策。譬如登革熱防治，針對問題經專家討論

後，建立執行登革熱防治的 SOP，如此才能落實。CDC 目前過分依賴

局外專家，如果沒有基本的想法，如何能將專家意見彙整形成政策，

這也是我欲增加 MD.,及 PhD.,人才的理由，這可以提升整個 CDC 的素

質。 

二、CDC 組織龐大（法定員額 893 人）溝通管道是否暢通？ 

答： 

    我認為基本上是順暢的，在我任局長時非常重 

視分局體系，認為防疫應該因地制宜，各地區分局與當地醫師、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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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共同形成工作夥伴，我們居於領導地位，權力下放到基層，1個人

做事不如 10 個人做，10 個人做事不如 100 個人做，100 個人做事不

如 1000 個人做，1000 個人做事不如全民來做，將防疫變成全民的工

作，於是成立了地區指揮官，當地區指揮官收到不同單位疫情通報

後，即刻啟動因應措施。 

    CDC 外部溝通做的還好，在內部溝通方面最大的問題是組與組間

的橫向連繫，譬如，指揮官會收到召開同一時間而由不同組發出的開

會通知，此外，權責組召開會議時，應該邀請與議題有關之相關單位

參與，才不會形成多頭馬車的現象。為求會議統一，決定由企劃組登

錄於網頁，就好像 matrix，原來各組與各組橫向的部分，整合成為

一個 program。 

組織採開放性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儘量與外部及國外合作，如

果一味的封閉就很糟糕，無論大小事只要受到一點啟發就夠了。一個

人能力有限，當局本部做好決策後，下面的單位就像實驗時的引子

Primer 一樣，一層層反應下去，最後達成任務。 

CDC 未來會進用感染醫師，科長也可以任用聘任人員，組織創造

應打破傳統窠臼，其最終目的為目標達成，不可以以組織來影響目標

的達成，這就好像 RT-PCR 一樣的系絡。 

三、CDC 重要決策模式與政策運作網路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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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CDC 決策涉及人員專業能力足否，理論上應由下而上，要形成一

個政策前先在內部溝通，由基層整個規劃好，經過委員會共同討論修

正，評估可行性最後成為政策。整體 CDC 決策模式因不同案子而定，

科員與科長、組長間應互動溝通，我任局長時曾有一個案子被組長退

了 11 次，另有一個案子「屍體解剖手冊」，承辦人寫完後，其上級意

見很多，被退了 4、5 次，最後由專家協助完成，這些都顯示溝通不

夠。 

    醫師的養成是一個很好的訓練，因為他是採多面向的思維，我本

身是採 4度空間的思考模式，每一樣工作均視為單一的，在單一的時

間內是非常專注的，當轉換另一項工作時亦同，常常在做一件事時腦

中會蘊釀一些其他事情，在 SARS 期間我運用平日臨床醫師、病理及

實驗室檢驗研究的背景，方能順利處理各種狀況的發生。譬如台灣預

計於 92年 7 月 5 日宣布 SARS 除名，於 7月 4日晚間榮總提報 4個

SARS 病例，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在評估各種狀況後，依自己的經

驗，判斷這應該是實驗室汙染，檢驗結果也証實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另外，SARS 期間「金門老翁事件」，於當日中午 12 點獲報後，

旋即指派北區陳昶勳分局長協同臺大醫院陳怡君醫師搭機於下午 2

點到達金門。這種情況發生在戰區金門，是一個非常危機的事件，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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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只有金門花崗石醫院及金門縣立醫院，如果兩個醫院都淪陷，則戰

地已無地方可供民眾看病，情況與發生在台北市是完全不同的。當時

老翁住於花崗石醫院，因疑似 SARS 個案欲轉送金門縣立醫院，或以

飛機轉送台灣本島，因 SARS 屬呼吸道疾病，在轉送過程極易造成傳

染，我當機立斷派陳分局長會同臺大陳醫師直趨花崗石醫院，並由醫

師判定非 SARS 個案，於是金門就好像吃了定心丸一樣，危機立刻解

除，這是綜觀全局多面向思考的結果。 

    以詹中校實驗室感染 SARS 事件來看，92年 12 月 16 日晚間，三

總通報國防大學預防醫學研究所詹姓研究員疑似感染 SARS，17 日凌

晨三總以 RT-PCR 檢驗出 SARS 病毒陽性，隨後於 17 日清晨 5點由疾

病管制局確認，詹中校立刻於上午 10 點轉送 SARS 專責醫院台北市立

和平醫院隔離治療。經過疫調後，徹夜準備中、英文版相關資料，於

17 日早上 8點召開局務會議，9點召開專家委員會議，10 點召開行

政院 SARS 防治委員會，10 點半通知我駐新加坡、日本領事館及美國

AIT 後，11 點召記者會，提供記者充足的資料，終於解除了危機。 

    不同的情況會有不同的決策模式，政策會變且涉及危機處理，綜

觀全局如無配套措施，掛一漏萬，則後果會不堪想像。 

四、CDC 是否鼓勵員工創新研發？策略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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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CDC 時採取即時獎勵的制度，當時局長有一筆績效獎金可運

用，我常在同仁做好一個專案且表現良好時，立即發放一筆獎金，這

在政府單位是很難做到的，這是一種創新的思維，如果等到年終或年

底考績再發獎金，會失去獎勵的意義。 

    我認為創造一個環境，讓同仁願意發揮是很重要的，當然長官也

要有擔當，一般來說創新研發在政府機關是很難做到的。 

    CDC 每年都有年度研究計畫，可分為 1.內部研究計畫，對象為內

部員工 2.外部研究計畫，為對外界提供與本局業務相關之研究經費，

這可說是很具體的策略，另外每週也有疫情會報、研究檢驗會報等，

這也是一種鼓勵的方式。 

五、CDC 成立以來，資深人員退休、造成人力斷層，在面對每一次的

疫病爆發流行，如何克服墨守成規與經驗不足間之衝突？ 

答： 

     CDC 組織法修正後可進用聘任人員，在實驗室應採團隊的方式

工作，每個成員負擔的角色功能不同，有資深動腦的 PI、資淺的實

務次 PI 及助理 3 種人，資深 PI不但要有專業背景，尚兼負國際接軌

的角色，平日與國外相當機構保持聯繫，就如同大學教授、助教、學

生，學生隨時有問題可詢問助教，教授有研究項目時先告知助教，經

驗加專業的結合，相信可以面對任何的疫病爆發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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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目前有一個現象是大家都眼高手低，基層的工作無人做，譬

如像已退休的曾燦璋先生、王添貴先生，在實驗室工作 30 多年，經

驗豐富，然而現在的年輕人已不願如此，我在任局長時均會對基層默

默工作的人員給予額外的獎勵，此外建立一套技術人員層次的升遷管

道似乎有其必要性，這也就是說經驗的傳承是很重要的。 

六、CDC 人才進用方式與限制是否會影響創造力？現有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經驗，是否能快速反應新興傳染病之發生並遏止其蔓延？ 

答： 

我於 SARS 期間接任局長後，發現以傳統公務人員考試制度進用

人員，無法滿足詭譎多變的傳染病，於是準備修編組織條例，擴大人

才進用的範圍，當時遭遇極大的困難，人事行政局及銓敘部皆認為「局

乃行政體系」，而我以專業的角度說服各委員，終於通過組織法修正

案，能延攬卓越之高科技專家學者，以提昇各類傳染病之研究能力，

將 CDC 的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教授、副教授之資

格聘任，並規定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得兼任組長、副組長、科長等主管

職務；另外可以以醫事人員如感染科醫師、病理醫師等任組長副組長

的職務。 

    組織創造力就是要突破，達成目標較重要，所有組織的存在只是

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在目標的達成，不可以組織結構來影響目標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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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打破組織法的刻板印象，採用一種新的思維，全方位進用人才，

有助於日後 CDC 的成長。 

七、CDC 是否具備完善的人才培訓制度，以提供人力資本及促進員工

專業知識的累積？ 

答： 

    CDC 一直很重視人才培訓，但是制度未臻完善，我們 93 年預算

編列「熱帶醫學人才培訓計畫」，鼓勵科長級人員出國受訓，可能工

作忙碌或是家庭因素，大都不願出國，94 年「建構生物防護及 SARS

等新興傳染病防治網」經建計畫下，編列國際交流合作人才培訓預

算，這有助於員工專業知識之累積。 

CDC 本身有在職進修制度，亦有管道進用優秀 

人員，日後應建立整套的制度來培養人才，另外升遷制度亦應建立，

我們應注意一些 key person，他們平時不講話但很努力工作。 

我個人每 5年會出國 1年，到別人的實驗室自己親手做實驗，如

此才不會生疏，我於 1987 年至哈佛大學，1992 至 93 年到英國伯明

罕大學、1998年至瑞典，收獲良多。 

八、您認為 CDC 是否具備明確的願景？訂定之目標達成程度及效益為

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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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C 成立時的口號是「快速專業作防疫、全民動員保健康」，我

想這就是明確的願景吧，然而如何落實願景，涉及執行力，目前 CDC

人員均能很快速的完成一個 SOP 作戰計畫，這有益於目標的達成。 

    我於民國 90年曾至 CDC 的昆陽實驗室協助一些研究工作，並草

擬了四大目標： 

(一)CDC 應成立感染性生物試劑及材料的認証中心（CDC-approved）：

不少晶片及檢驗試劑的生物科技中心/公司希望 CDC 能幫忙提供

血清、菌株及驗測其產品，但 CDC 以往無此制度，無法幫助學界

及業界，應將之制度化。所有業界產品能經由合約實驗室初步測

試，經兩實驗室評估後，送 CDC 昆陽實驗室驗証，經確認後發給

「CDC-approved & Licence」之証書，以協助產學界生物科技之

發展。 

(二)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症 R&D 的中心：昆陽實驗室應強化 R&D 的能

力，將每年的研究計畫、合約實驗室、顧問專家能有效運作，每

年舉行一次 CDC 的研究發展研討會。 

(三)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菌株及基因庫血清中心：CDC 經由法定機

制，可以收集各疫情的血清、菌株，應有系統地予以建檔、分析

及保存，以提供疫情、學界及業界的使用。 

(四)CDC 應成為台灣感染症的教學及訓練中心：CDC 擁有很好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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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應協助培訓台灣各醫院檢驗人員及認証工作，每年舉辦系

列的學術及檢驗研習會。 

    我於 92年接任局長後，看到昆陽實驗室已朝此四方向逐漸具體

化及落實，譬如成立了「生物材料科」儲存各類菌株、病毒株，學界

及業界可依「生物材料管理辦法」申請；自 91年度開始執行國科會

「建立我國病原體基因資料庫計畫」計畫；各實驗室辦理教育訓練工

作及每週辦理研究檢驗會報等，CDC 會愈來愈進步，素質也會愈來愈

高。 

九、面對全球化，CDC 的專業技術水準與管理機制，是否能與全球接

軌？如何將研究檢驗成果落實在疾病防治業務上？ 

答： 

    CDC 除流感防治之外，其他均無問題，流感與 SARS 完全不同，

SARS 經過傳染後，病毒會減弱，而流感病毒千變萬化，CDC 人員對各

種疾病的 SOP 已操弄的很清楚，像登革熱防治目前已知道如何去做，

除社區動員外，每年流行期前皆做好衛生教育工作，目前 CDC 人員隨

時可擬定不同的 SOP 作戰計畫。 

    流感防治是非常令人困擾的，例如越南發生疫情，自越南來的旅

客如何處理，如處置不當，經濟的損失是難以衡量的，目前對抗流感

的兩大策略是衛生教育及抗流感藥物，最重要的是 tamiflu 口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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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瑞士家庭的常備用藥。 

    我在任時非常強調研究計畫與業務要接軌，每年各業務單位針對

不同的問題，在其組內會議中形成共識，再徵求委外研究計畫及自行

研究計畫。另外將研究計畫報告納入體系，辦理期中報告及年終報

告，最後再檢討結果，依據成果擬定次年度的研究計畫，很重要的概

念是「研究是為了要解決問題」。 

    政策形成的背後須有數據的支持，而這來自於研究，如流行性感

冒問題，如何防治檢驗需要資料支持，而這來自於研究者查閱病例，

以科學證據來支持理論。又例如何曼德院士研究抗生素濫用問題，大

家都認為濫用，然而濫用在何處？在門診亦或在病房？這些都要有研

究數據來支持。 

    另外在愛滋病防治方面，CDC 的愛滋病組發現 93 年突然增加許

多陽性個案，是針頭濫用嗎？這是想當然爾，然而並無科學數據証

明，這些是環環相扣的。     

十、組織發展理論的生命週期，「萌芽期」時應採指向性計畫、「成長

期」應採短程且特定性計畫、「成熟期」應採長程且特定性計畫、

「衰退期」應採短程且指向性計畫，CDC 目前是否已達成熟期？ 

答： 

    我在任 CDC 局長時是處於「成長期」往「成熟期」邁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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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依據「白京生定律」（Parkinson＇s Law）組織病象包括：a. 行

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每年人員均約增加百分之五左右、b. 機

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c. 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

性成反比、d. 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會愈來愈多，但

因集體決議造成效率低落、e. 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低落，

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f. 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減，

故會「消化預算」。CDC 情況為何？ 

答： 

    在 a.行政首長喜歡增加用人部分：我於任局長時增加了一些人 

員、替換了一些人員，也升遷了許多人員，當時 SARS 疫情方興未艾， 

在危機處理時重賞重罰有時是必須的。 

在 b.機關年代愈久，成員素質愈差部分：在 CDC 是不可能的，目 

前 CDC年齡較長者已不多，且經過組織法的修正，CDC 人員素質應會

逾來逾高。 

在 c.機關開會時間長短與議題重要性成反比部分：應視不同會

議性質而定，有些會議是討論的性質，也有些會議是決議的性質，譬

如我們在擬定某種政策如新型流感防治作戰計畫時，前置作業大都已

完成，會中只是決議而已。此外如果議題很重要，開會的時間會很久

也會召開很多次，故應分別論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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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機關採用「委員會」形態之組織愈來愈多部分：CDC 專業的

委員會較多，各有功能，與一般行政機關是不同的。例如「衛生署中

醫藥委員會」是組織，但衛生署及 CDC 的委員會應為幕僚單位，當委

員成為主體時會成為危機。CDC不在於委員會之多寡，而在於每個業

務單位的能力是否夠強，每個業務組一定要有能力起草各種文案，所

有委員會決議是針對草案做修正意見，最後由 CDC 主導整個工作。現

在政府機構最大的問題是，委員擔任了許多工作，甚至由委員起草法

案，殊不知即使委員會通過了決議，其結果仍是由政府機關負全責，

在 CDC 委員會逐漸整合慢慢改善中。 

在 e.機關內部行政率大多日益低落，但建築硬體則是日趨豪華

部分：在 CDC 只見到房屋老舊而空間不足的情形，行政效率低落是不

可能的，因為同仁面對的是疾病管制，攸關人民健康福祉，可說是枕

戈待旦，隨時可能面對疫情的爆發。 

在 f.機關為了怕下年度預算被刪減，故會「消化預算」部分：CDC 

只有預算不足的情形，經常須挪來挪去的使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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