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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and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has long been 

emphas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yet, the state has not put enough 

emphasis on 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s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The negligence in policy-making and the decreasing amount of input 

have weakened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showing that China is far from capable of 

handling emergent events. As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looms, all kinds of diseases are 

spreading rapidly in an unpredictable and destructive form. If a country fails to 

establish a set of effective emergency mechanism, the crisis will spread rapidly, and 

will reach a point of no return. SARS, which broke out in 2003, had sufficiently 

exposed the insufficiency of Mainland China’s general emergency mechanism, and 

the fragility of her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a ten-year effort, Mainland China had devoted herself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as well as made lots of systematic reforms; in 

dealing with emergent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the state has come a long way. This 

study first looks into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the UK, and Japan, all have central command system, 

contingency plan,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ofessional fields, legalization 

basis and so on. The study then examines Mainland China’s numer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inconsistency in command,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the lack of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in dealing with SARS,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ealth afterwards, including the set-up 

of legal system, the set-up of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and the maturity of the command management system, and so 

on, with a view to proving the effect in the recent handling of H7N9. The study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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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s the different methods conducted by Mainland China in dealing with SARS 

and H7N9, as well as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end, the study compares the 

upsides, downsid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with that of the US, the UK, and Japan.  

 

Keywords: Mainland China, public health, SARS, H7N9, emerge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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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長期以來強調經濟發展與增長，對於包含公共衛生

領域在內的公共安全與管理，重視程度遠遠不夠，政策忽視與投入遞減，使得公

共衛生系統的軟硬體條件薄弱，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嚴重不足。全球化的時代來

臨，各種疾病正以我們無法預知的型態快速傳播且破壞力強大，各國若未建立一

套有效的應急處理機制，將會導致危機迅速擴散且一發不可收拾。2003年的 SARS

事件即充分暴露出中國大陸整體應急機制的匱乏和公共衛生體系的脆弱。 

經過十年的努力，中國大陸投注許多心力在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與改善，也

從體制面上做了許多改革，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能力已有了長足的

進步。本研究首先探討探討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

包含中樞指揮系統、應急準備計畫、專業領域應急管理體系、法制化基礎等。而

後檢討中國大陸 SARS 事件，表現在指揮協調不統一、資訊不透明、預警機制不

足、公衛體系能力萎縮等諸多問題，以及後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應急管理改善作

為，包含法制建設、監測預警系統建設、公共衛生體系投入以及指揮管理體系完

善等，進而驗證近期 H7N9 事件之處理成效，比較中國大陸在應對 SARS 與 H7N9

事件時，處理方式的不同，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最後並比較美英日等國家與中

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之優劣與異同。 

 

關鍵詞：中國大陸、公共衛生、SARS、H7N9、應急管理  



 

iv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評論 .............................................................................................................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 12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 12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14 

第二章 美英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之探討 .................................... 15 

第一節 各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概述 ........................................................................... 15 

第二節 各國應急處理體系與機制探討 ....................................................................... 24 

第三節 各國應急處理法制面探討 ............................................................................... 36 

第三章 中國大陸 SARS 事件處理探討 ................................................ 41 

第一節 SARS 事件發生經過 ........................................................................................ 41 

第二節 SARS 事件前的應急處理探討 ........................................................................ 44 

第三節 SARS 事件後的應急處理改善作為 ................................................................ 59 

第四章 中國大陸 H7N9 事件處理探討................................................. 80 

第一節 H7N9 事件案例探討 ........................................................................................ 80 

第二節 SARS 與 H7N9 事件應急處理之比較 ............................................................ 87 

第三節 H7N9 事件後的應急處理發展方向 ................................................................ 93 

第四節 美英日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比較 ......................................... 101 

第五章 結論 ........................................................................................... 106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106 



 

v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 109 

參 考 書 目........................................................................................... 111 

  



 

vi 
 

圖 目 次 

圖 3-1 中國大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體系 .............. 69 

圖 3-2 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 71  



 

vii 
 

表 目 次 

表 3-1 中國大陸與美、英、日醫療衛生支出比較 .............. 56 

表 3-2 中國大陸與美、英、日衛生設施改善情況比較 ...... 57 

表 3-3 中國大陸政府投資的行業分佈 .................................. 59 

表 3-4 中國大陸近年來公共醫療衛生支出(2002-2012) ....... 75 

表 4-1 中國大陸 2000-2011 年衛生投入的城鄉差異 ......... 100 

表 5-1 中國大陸 SARS 與 H7N9 事件處理比較 ................... 108 

表 5-2 美英日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之比較 . 109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 研究動機 

2003 年初，中國大陸的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嚴重急性

呼吸道症候群，非典型肺炎的一種，中國大陸簡稱「非典」)
1
 事件在不經意之

間演化為一場嚴峻的公共衛生危機，並構成對新一代領導人、新一屆政府的特殊

考驗。SARS 病毒蔓延之際，中國大陸幾個大城市遭受重創，全國性危機管理體

系的匱乏、領域性或部門性危機管理機制的落後暴露無疑，體系、機制的不完善

突顯了加強制度創新與建設的必要性。2
 

2003年5月21日，中共副總理兼衛生部長吳儀在第 56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簡稱 WHA)上坦承，在 SARS 疫情發生初期，中國對這場疫情

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缺陷，組織指揮不統一，資訊管道不暢通，

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門工作不力，導致防疫工作在一段時間內處於被動狀態。3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思維一切都以經濟建設為

重，加上意識型態上一貫「政治掛帥」及資訊不透明的氣氛下，整體危機意識、

預警機制和評估機制匱乏，使 SARS 出現初期，危機管理措施失當，導致危機迅

速擴散，一再錯過控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時機；由於長期強調經濟發展，對於公共

安全、公共管理、公共衛生和公共服務的重視遠遠不夠，政策忽視和投入不足導

致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軟硬體條件薄弱，應付突發危機的能力嚴重不足。4
 

在全球化的時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民主化，一國內部政治、社會、

                                                      
1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
&tid=3687AF99CCB7AABA，檢閱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79。 
3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93。 
4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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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發展趨向多元化，經濟利益衝突也日趨激烈，這些都增添了社會危機爆發的

可能性。因此，建立一個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以預防、控制、消解可能發生的

社會危機，成為現今世界各國的重要課題。中國大陸的危機管理運作機制，政策

執行的經驗、失誤與偏差，藉由 2003 年的 SARS 事件，都值得深刻反省與檢討。 

 

貳、 研究目的 

針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不斷

建設和完善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系統，已經發展為一套全方位元、多層

次和綜合性的應急管理網路。 

2003 年中國大陸 SARS 事件爆發後，國務院以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研議並發

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後續又將此條例提升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應急法》，為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的組織機構設置及運行提供法律依據。2004 年

3 月，衛生部設立衛生應急辦公室，同時全國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衛生廳

局也建立衛生應急辦公室，初步建立國家、省、縣市三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指揮系統，接著衛生部根據不同類型事件的防範和應對工作需要，建立各種衛生

應急協調機制。2004 年以來，中共正式啟動以傳染病個案報告為基礎的傳染病

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訊報告管理系統，並制訂關於法定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資訊發佈方案。在應急準備上，衛生部成立專家諮詢委員會，建立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的專家資料庫，明確制訂應急物資儲備和緊急情況下的調運機制，並

持續拓展與國際和地區之間的交流合作。5
 

SARS 事件爆發後，中國政府開始一連串的改進作為，接下來的十年裡，面

對諸如 H1N1(甲型流感病毒 H1N1 亞型)或 H7N9(甲型流感病毒 H7N9 亞型)等傳

染疾病，似乎已能從容應付。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應急處

理機制，研究目的如後： 

                                                      
5
 劉謙，〈完善中國衛生應急體系建設〉，《中國應急管理》，2010 年 8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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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中國大陸於 SARS 事件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應急管理改善作為。 

二、比較中國大陸在應對 SARS 與 H7N9 事件時，處理方式的不同，以及未

來發展方向 。 

三、探討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並與中國大陸

比較之。 

 

第二節 文獻評論 

壹、 中國大陸 SARS 事件所突顯的體制問題 

SARS 事件突顯出中國大陸在全國性危機管理體系與機制的嚴重不足，一個

國家完善的危機管理需要制度性及法制性兩個前提保障，前者根據危機的特徵和

危機管理的要求，設立全國性危機管理常設中樞機構、建立與領域性機構相聯結

的危機管理網路體系、確立暢通無阻的資訊流動網路和資訊處理中心等；後者鑒

於危機是國家經濟、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某種常態，對危機管理機構及其功能應

提供明確的法律保障，為危機管理機制的啟動與運作保駕護航。6
SRAS 事件發生

當時，中國大陸尚未建立全國性危機管理體系，公共衛生危機管理機制不完善，

亦缺乏完善的資訊網路和資訊處理中心，另外，走向法制化軌道的時間相對短暫，

尚缺乏危機管理的保障體系，根據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可歸納出以下幾項問題，

一、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二、過於重視經濟發展，三、政府行政體制的結

構性缺陷，四、缺乏完善的中樞指揮系統，五、缺乏領域性的專業應急體系，六、

缺乏完善的資訊網路及資訊處理中心，七、缺乏專門性的法制保障，茲分述如後。 

在「政治意識形態制約」的問題上，中共官場文化受到傳統觀念的制約，政

府往往認為風險是不好的東西，是統治失誤的結果，因而對風險總是習慣性的迴

避與否認，但這種心態卻導致更大的風險。7中共官場的政治宣傳與實踐總是「報

                                                      
6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85-86。 
7
 談鋒，《安全預警:關注中國面臨的緊要問題》(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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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不報憂」，特別是在國家特殊節慶或重大會議期間，「穩定壓倒一切」是最高指

導原則，SARS 爆發期間正值中共舉行十六大、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等重要高層

人事異動的政治敏感期，必須營造最佳的政治與社會氣氛，此一階段的新聞媒體

大多就經濟快速成長或民眾收入增加等消息大肆報導，SARS 疫情幾乎未佔版面，

甚至遭到封鎖。 

在「過於重視經濟發展」的問體上，中國大陸自改革放以來，從中央到地方

均著重在經濟建設發展，把經濟成長及社會穩定當作是施政核心目標，地方一旦

發生傳染病等公共衛生問題，政府的本能反應就是不損害經濟成長，不影響旅遊

及商務活動的情形下，盡量掩蓋疫情。8
SARS 事件即是在政治穩定及經濟成長的

雙重考量下，使得各方面無法及時瞭解疫情，導致危機迅速蔓延。  

在「政府行政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問題上，SARS 事件當時中國大陸政府行

政管理的弊端可概括為:「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

審批方式複雜化」。9中共政體實際上是由許多擁有不同程度自主權的機構所組

成，在功能上相互切割，形成條塊結構，儘管中共政權具有高度權威性，但在這

樣的結構下，權威顯得支離破碎，中央政府在遇到危機發生時，在一定程度上失

去對某些部門的管控能力，且政府各部門間缺乏協調機制，存在部門各自為政的

弊端。 

在「缺乏完善的中樞指揮系統」問題中，承上所述，由於中央政府未建立一

個高層次、常設且強而有力的中樞指揮系統，遇到像 SARS 這樣的特殊事件，便

缺乏足夠的處理及應變能力。突發事件的應對機制包括兩大過程：一是決策過程，

二是實施過程，從中國大陸 SARS 疫情的情況看來，問題主要出在決策過程，其

決策系統的組成人員都是臨時從各相關部門抽調，因工作磨合期短產生協調性差

的問題，且由於臨時組建，缺乏對危機處理的有效預案，工作中出現顧此失彼的

                                                      
8
 江振昌，〈中國步入風險社會與政府管理轉型—以 SARS 事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49 卷

2 期(民國 95 年 6 月)，頁 54。 
9
 杜鋼建，〈SARS 危機管理與政治問責制〉，《中國改革論壇網》，

http://www.chinareform.org.cn/ad/zhuanxingzhf/10.htm，檢閱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ad/zhuanxingzhf/10.htm


 

5 
 

漏洞現象，另外因非常設機構，在組織建設上存在著不穩定性和非延續性。10
  

中國大陸行政管理的弊端也表現在「缺乏領域性的專業應急體系」問題上，

公共衛生醫療體系被權力高度集中但四分五裂的行政官僚體系所分割，SARS 疫

情資訊收集、發布的系統運作不順暢，使得高層無法獲知正確資訊而做出正確決

策，各醫療、研究單位亦各自為政，為不損及部門利益而封鎖消息，導致疫情一

發不可收拾。另外，長期強調經濟成長的結果，政府對於公共衛生系統不夠重視，

財政預算少，政策忽視和投入不足導致了公共衛生系統的軟硬體條件薄弱，應付

突發危機的能力低落，各醫療機構大多發展以營利為目的病後醫療服務，而忽略

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無法落實「預防為主」的衛生戰略，在突如其來傳

染病疫情來臨時就顯見措手不及。11此外，衛生保健嚴重不公平，表現在地區差

距、城鄉差距及階層差距等三方面，「因貧致病，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變成突

出的社會問題，巨額的醫療費用或勞動能力喪失使許多人的生活水準下降至貧困

線以下。12
 

在「缺乏完善的資訊網路及資訊處理中心」問題上，SARS 危機爆發前，中

國大陸內部相關資訊不暢通，缺乏功能齊全的資訊處理中心，直至疫情擴大後才

開始建立重大、緊急疫情資訊報告系統。非軍方與軍方醫院體系間存在著資訊流

通障礙，使得決策無法及時與準確，再者，醫療系統沿用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

依賴各級政府舊有行政設置，難以建立科學、透明的資訊報告制度。13此外，地

方政府為良好政績，習慣報喜不報憂，習慣掩蓋事實，形成瞞報和漏報的現象，

                                                      
10

 韓小明，〈“非典”挑戰現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機制〉，收錄於《公共危機啟示錄—對 SARS 的多

維審視》，馮惠玲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03；王一先、李英，〈我國

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應急反應系統研究〉，《東北大學學報》，5 卷 4 期(2003 年 7 月)，

頁 275-277。 
11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93。 
12

 王紹光，〈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收錄於《透視 SARS：健康與發展》，胡鞍鋼主編(北

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210-230。 
13

 門洪華，〈中國 SARS 危機管理：理論框架與實踐評估〉，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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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得不到真實的資訊，只能靠傳聞，即引起恐慌，並引發政府的公信危機。14
 

在「缺乏專門性的法制保障」問題上，SARS 危機爆發前，中國大陸憲法有

危機事態處理的規定，但缺乏全國性的「國家安全法」和「緊急事態法」，造成

全國性危機管理缺乏專門性法制保障，在公共衛生領域方面， 1989 年制訂的「傳

染病防治法」，其中對於疫情發生後的政府和個人的權利和責任進行了一些相關

的規定，但與現實情況的要求相比，還遠遠不夠。15
 SARS 危機的爆發在一定程

度上暴露了當時中國大陸政府和有關部門的職責規定模糊不清，疾病預防控制和

醫療救治專業機構性質和職能定位不準確等問題。
16由於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

在危機發生後，多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進行相關作為，而不是在法律的層面

上進行操作，因而政府實施相關作為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緊急發布的「突發公

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雖然做了補充性的規定，也給政府處理危機的行為提供

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但該條例是以行政法規形式頒行， 內容還需要進一步充實，

法律地位還有待於提升。 

此外，中國大陸在這次 SARS 危機處理的過程中，仍有許多作為值得肯定，

對後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上提供了改進的基礎，茲綜整如後： 

一、政府行為法制化的進一步推進 

中國大陸政府在 SARS 危機發生後，多是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進行相

關作為，而不是在法律的層面上進行操作，事件發展到後期，政府已開

始根據法律行事，並進一步修改及制訂新的法律，例如依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對散佈謠言、趁機

擾亂社會秩序者進行處置，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對 SARS 病人和疑

似病人依法治療，並對與其接觸過的人依法執行隔離；以最短時間發布

                                                      
14

 吳德勤、周玉燕，〈應對突發事件還需架構良好機制〉，收錄於《SARS 與中國社會》，姚鐵軍

主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頁 266。 
15

 王一先、李英，〈我國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應急反應系統研究〉，《東北大學學報》，

5 卷 4 期(2003 年 7 月)，頁 275-277。 
16

 梁岩、賈敬鴻、付立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與處理的法律制度建設〉，《現代經濟資訊》，

12 期(2010 年 9 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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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則為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的組織機

構設置及運行提供法律依據。17
 

二、開始建立統一指揮、綜合協調的應急處理指揮體系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確立，突發事件發生後，國務院和

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設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負責對突發事

件應急處理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

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指揮工作。18
 

三、強化突發事件資訊報告制度 

SARS 危機爆發後，中國大陸政府開始建立重大、緊急疫情資訊報告系

統，透過法律的制訂，建立公共衛生事件疫情報告、通報和發布制度；

疫情報告時限為 1 至 2 小時，報告範圍不限於傳染病，而且包括各種突

發事件，各級人民政府負有按時報告的責任，任何單位及個人不得隱瞞、

緩報、謊報。19
 

四、開始了嚴格的行政問責制 

SARS 危機爆發的高峰期，中國大陸政府以職責擔當缺失理由，革除

衛生部長張文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務，後續也針對地方各級

負責人進行懲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的訂定同時實現了行

政責任的法制化，強化了有關政府及其部門不履行法定職責應當承擔的

責任；對有關醫療衛生機構、有關單位和個人不按照規定履行應急處理

義務應當承擔的責任進一步加以明確。20
 

五、組織動員能力仍具有一定優勢 

                                                      
17

 李惠，〈SARS 防制的法律思考—淺談《傳染病防治法》與《應急條例》〉，收錄於《SARS 與

中國社會》，姚鐵軍主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8-152。 
18

 毛壽龍，〈SARS 危機與治道變革〉，收錄於《公共危機啟示錄—對 SARS 的多維審視》，馮惠

玲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96-101。 
19

 李惠，〈SARS 防制的法律思考—淺談《傳染病防治法》與《應急條例》〉，收錄於《SARS 與

中國社會》，姚鐵軍主編(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頁 148-152。 
20

 毛壽龍，〈SARS 危機與治道變革〉，收錄於《公共危機啟示錄—對 SARS 的多維審視》，馮惠

玲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9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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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發生當時的中國大陸政府在迅速集中資源、調配部屬、組織實施

等方面，還是具有一定優勢，大陸各級黨政機關發揮動員力量，深

入農村基層社區，以村為單位的傳統社會力量發揮作用，在危機

處理過程中，中國大陸凝聚力有所提高，社會合作機制有所優化。

21
 

 

貳、 中國大陸現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制現況 

SARS 事件後，中國大陸先後修頒相關法令，為公衛發展和傳染病防治提供

法源上的依據，2003 到 2006 年間，更投入兩百多億人民幣，改善醫療體系和建

立防護系統，同時並強化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三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決策系統，根

據多位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國大陸現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制可歸納出幾項

特點，一、法制基礎不斷加強，二、應急體系組織結構已確立，三、資訊發佈機

制已逐步健全，四、已啟動行政問責制。 

在「法制基礎不斷加強」方面， 2003 年在 SARS 疫情的衝擊下，中國大陸

政府以最快速度頒佈「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以法制化的方式明確規範

各政府部門的職責；2007 年頒佈並實施「突發事件應對法」，針對各項重大公

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訂定處理方式，標誌公共衛生應急法制管理進入新的

時期；國務院 2006 年 1 月發佈「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之後陸續

發佈多個專項預案，形成橫向、縱向的預案規範體系。22
 

在「應急體系組織結構已確立」方面，「突發事件應對法」第四條對中國大

陸應急管理體系做了總體表述：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

地管理為主；應急體系組織結構中，各級政府成立應急管理辦公室，負責應急指

揮及協調工作，各級政府內部各單位對應負責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行動，另

                                                      
21

 韓小明，〈“非典”挑戰現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機制〉，收錄於《公共危機啟示錄—對 SARS 的多

維審視》，馮惠玲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103。 
22

 聶紹發、吳亞瓊、黃淑瓊、甘秀敏，〈我國衛生應急決策機制研究現狀(二)〉，《公共衛生與預

防醫學》，23 卷 2 期(2012 年 4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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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再成立應急管理專家組，形成從中央(國務院)到省、市、縣統一的組織決策指

揮體系；而突發公共事件的等級區分為特別重大（Ⅰ）、重大（Ⅱ）、較大（Ⅲ）、

一般（Ⅳ）四級，處置層級分別對應中央、省、市、縣的四級行政管理體系，另

外，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的專業機構，確立和強化中央、省、市縣三

級的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並賦予各層級不同的職責和許可權。23
 

在「資訊發佈機制已逐步健全」方面，各級政府和部門已建立新聞發言人制

度，衛生部 2006 年印發「衛生部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資訊發佈

方案」，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衛生行政部門應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及「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相關規定，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各地按照不

同級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資訊發佈的要求，遵循及時主動、準確把握、實事求是、

注重效果的原則，展開資訊發佈工作。24
 

在「已啟動行政問責制」方面，中國大陸政府應對 SARS 危機的轉捩點是以

2003 年 4 月 20 日開始追究官員責任為標誌的。SARS 事件後，中國大陸在實踐

中更廣泛、更深層次地運用行政問責制，對失職官員的追究力度也不斷加大，呈

現出三項特點及趨勢：(一) 逐漸由個案走向常態，公眾參與的作用逐步提高，

同時隨著社會公眾民主法治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關注政府行為，出現了媒

體和社會合力監督推進問責制的趨勢。(二)由中央層面向地方層面逐漸推展，在

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和部署下，地方逐步開展了行政問責，不斷追究在重大安全

事故、環境汙染等方面失職瀆職或負有重要責任的行政官員。(三) 行政問責由

「權力問責」向「法制問責」轉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都陸續頒布行政問責的辦

法和規定，逐漸制度化。25
 

此外，現行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體制仍存在某些問題，多數學者認為，目

                                                      
23

 童文瑩，〈“預防-主動”型公共衛生應急模式的構建——基於 SARS 和 H1N1 應對的思考〉，《電

子科技大學學報》，15 卷 1 期(2013 年 2 月)，頁 12-17。 
24

 聶紹發、吳亞瓊、黃淑瓊、甘秀敏，〈我國衛生應急決策機制研究現狀(二)〉，《公共衛生與預

防醫學》，23 卷 2 期(2012 年 4 月)，頁 1-3。 
25

 高誌宏，〈困境與根源：我國行政問責制的現實考察〉，

http://big.hi138.com/falv/xingzhengfa/201004/221860.asp，檢閱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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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重處置輕防範，一旦發生緊急事件，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全

力以赴，但不注重應急準備工作，疏於防範，決策者的危機意識有待進一步提高

26。再者，雖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訊發佈機制已逐步健全，但公開的程度仍

不盡完善，一般認為中國大陸隱瞞疫情的習慣仍在，因為這與官員的政績甚至是

政治前途息息相關，因此一般仍習慣報喜不報憂，但也有另一種情況是將疫情誇

張化來換取救難資金，「哪裡有疫情，哪裡就有資金」，中共在面對疫情時，只是

在策略上採取對其統治最有利的方法並作需要上的調整，這並非本質上的改變，

威權領導和政治優先依舊是其統治背後主要的核心價值。27此外，雖然中國大陸

的公共衛生應急體制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進步與發展，但政府和人民的整體健康

教育素質並未提高，長期以來，在公共衛生和環境建設的問題上，中國大陸政府

不僅監管不力，而且忽視大眾參與，例如霾害、水汙染等問題，十年間問題不僅

沒有減少，反而更多，28環境衛生的好壞既取決於政府環境監管，也取決於大眾

環境參與，政府沒有真正落實宣導工作及監督實際運作，公共衛生問題很難達到

上行下效的成果。這些都是中國大陸政府在公共衛生範疇內仍須努力的部分。 

 

參、 美英日等先進國家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機制 

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在面對各種危機的長期實踐中，累積

相當豐富的經驗，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危機管理或應急管理機制，足供世界各國做

為借鑒與典範，根據相關研究著作，其應急管理機制可歸納幾項特點，一、強而

有力的中樞指揮系統，二、互動良好的危機應對網路，三、完善的法制基礎。 

在中樞指揮系統方面，透過建立一個集中決策的中樞指揮系統來整合社會力

量，共同應對危機是美英日政府的成功經驗，例如美國以總統為決策核心、英國

                                                      
26

 聶紹發、吳亞瓊、黃淑瓊、甘秀敏，〈我國衛生應急決策機制研究現狀(二)〉，《公共衛生與預

防醫學》，23 卷 2 期(2012 年 4 月)，頁 1-3。 
27

 賴皆興，〈大陸政府處理 H7N9 疫情探究〉，

http://iitw.cnfi.org.tw/all-module03.php?id=107&t_type=s，檢閱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8

 謝寶富，〈H7N9 疫情十年輪回深層反思〉，《人民論壇》，2009 年 5-6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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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以首相為決策核心，輔以國家安全委員會或內閣組織等決策部門，綜整各

部會意見、制訂國家安全政策與提供諮詢，並另外設立專責機構，負責處置應對

突發事件、協調聯絡各部門及調動佈署相關資源，例如美國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

局、英國的國民緊急情況秘書處及日本的內閣安全保障與危機管理室等。29
 

在危機應對網路方面，雖然美英日等國有專責機構負責突發事件的全面協調

與管理，但各領域的危機處理仍由相對應的專業機構負責，並依各國行政體制由

上而下形成縱向結構；各領域內的專業機構雖然各司其職，但實際的應急處置作

為上，並不是靠單一的專業領域獨立作業，乃與其他領域部門相互協調、密切合

作，形成有效的橫向聯繫網路。30
 

在法制基礎方面，為了避免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出現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

美英日政府均建立了健全的應急法律體系。首先制訂基本法，如美國的《國家安

全法》，引導政府依法建立國家安全制度，另外亦建立一系列的專門法，如日本

的《傳染病防制法》，使不同領域的緊急事件處置有相對應且具體的法律可依循。

31
 

 

 

                                                      
29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44-48、158-159；蘇進強，〈國家安全與危機管理機制〉，《新世紀智庫論壇》，21 期

(2003 年 3 月 30 日)，頁 7-9；黃開騰，〈美日政府危機決策機制的特點及對我國的啟示〉，《改

革與開放》，1 期(2008 年 1 月)，頁 23-24；劉助仁，〈美國、日本、俄羅斯的公共安全危機管

理機制〉，《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學報》，22 卷 3 期(2008 年 9 月)，頁 17-18；周寶硯，〈發達國家

災難治理基本經驗及其啟示：以英國、美國、日本為例〉，《風險管理》，4 期(2010 年 4 月)，頁

20。 
30

 王俊、王昕，〈國內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綜述〉，《中國市場》，26 期(2012 年 6 月)，

頁 33-34；鐘開斌，〈美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管理〉，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

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110-115；朱琴，〈英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

體系結構分析〉，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頁 130-133；顧林生，〈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結構分析〉，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

機管理》，徐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120-127。 
31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42、179；黃開騰，〈美日政府危機決策機制的特點及對我國的啟示〉，《改革與開放》，

1 期(2008 年 1 月)，頁 24；王勇，〈美國如何應對國家安全危機事件〉，《中國黨政幹部論壇》，

2 期(2013 年 2 月)，頁 95；周寶硯，〈發達國家災難治理基本經驗及其啟示：以英國、美國、

日本為例〉，《風險管理》，4 期(2010 年 4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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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途徑係採「歷史研究途徑」，以歷史的角度，運用史實資料與方

法，來陳述相關議題的演變，並以此解釋其中的因果關係，並對未來的發展做出

預測推斷；係因問題發生及演變的沿革具有長時間研究的性質，藉由分析與該問

題有關的資料，可歸納出可供解釋與預測的理論32。而歷史研究過程中，判斷資

料的信度是採用資料的重要關鍵。 

本論文以「文獻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蒐尋相關文獻著作，予以檢

視、綜合整理，並給予客觀分析與評論，從瞭解、重建過去所獲致的結論中，解

釋研究主題的現況，甚至預測將來之發展。不同的文獻，對於研究會有不同的助

益或侷限，例如正規記錄，包括了官方資料和年報等，是文獻研究時最大的來源，

其多半從正面、應然的角度立論，若觀察角度與概念適合，是一種質量俱備的資

料形式，然而，此類資料亦可能誇大了正面的成效，卻可能忽略某些負面的或歪

曲了某些有利益牴觸的部分。另外如研究報告，是當決策者發現新問題，但現有

資訊不足以供決策或計畫的參考依據時，便可能指派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提出特

殊報告或建議，這類資訊是針對原有資料的闕漏做填補，其見識和論據均值得研

究者作為參考的分析資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 研究範圍 

2003 年中國大陸 SARS 疫情的發生與蔓延，對中國政府當時的突發事件應對

機制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亦暴露出其處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

機制還不健全，各級政府與全國上下，自此開啟了應對突發傳染病等重大公共衛

生事件能力的全面建設。 

                                                      
32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理》，(台北：紅葉文化出版社，1994)，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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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SARS 前期疫情應對的無序，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

家曾光說：那時國家沒有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案，沒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認

定和分級標準，也沒有預定公共衛生事件突發後的指揮系統，更沒有與公共衛生

專家對話的平臺。33而且，政府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訊發佈、多部門協調、

社會動員、重大控制措施實施等諸多方面都亟須改進。SARS 催生了公共衛生應

急機制建立，也使得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從無到有，不斷健全。 

本論文研究範圍將針對中國大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置及應急管理作一

完整研究，尤以 2003 年 SARS 事件發生後為分界點，探討 SARS 事件發生原委，

以及接續十年裡，中國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的相關建設，包含應急體系、制度及

相關軟、硬體的改善作為。 

 

貳、 研究限制 

中國大陸資訊的取得相較過往雖然更為多元，但本研究對於部分資料的取得

仍有其困難性，畢竟歐美及台灣學者以中國大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為主

題的研究仍屬少數，而中國大陸內部的專書也大多不易在市面上第一時間獲得，

容易造成筆者在資料蒐集上的不足及缺漏。 

另外，網路上雖然可以找到相當多大陸網民對於公共衛生議題所發表的論述

作為參考，但部分言論藉由如大紀元、大公報等反中共色彩濃厚的媒體發聲，這

些資訊隨時可能被封鎖或刪除，造成無法依循研究者的註記去追朔原始資訊和描

述，或無法做事實的查證，這也是研究上的限制之一。 

 

 

 

                                                      
33

 鄭靈巧，〈SARS 十年•衛生應急：應對疫情我們不敢懈怠〉，

http://www.sjzchs.com/wsfw/show.jsp?cid=012&id=1139，檢閱於 2013 年 4 月 20 日。 



 

14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研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重要文獻探討、研究範圍

與限制，以及研究架構等相關概念。 

第二章以美英日等先進國家為例，分析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之處理機制，由

於歐美先進國家在突發公共事件問題的處置上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相關體

系及制度也都趨於完備，可與中國大陸之相關作為做一比較對照。 

第三章除了探討 SARS 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委，並分析 SARS 事件前後，中國

大陸在公共衛生領域之應急體系、制度的不同及相關改善作為。 

第四章則以近期發生的H7N9事件為主題，探討H7N9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委，

並分析中國政府在處理 SARS 與 H7N9 兩件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不同，並研

究 H7N9 事件後續的公共衛生應急處理發展方向。 

第五章則是結論，提供本論文之研究發現及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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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英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之探討 

從古至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就沒有中斷過，歷史上鼠疫、霍亂、流感的

全球大流行曾導致數千萬人感染或死亡，隨著科技的進步，伴隨而來的不同型態

的突發事件，例如 1986 前蘇聯發生的車諾比(Chernobyl)核災、1984 年美國在印

度博帕爾(Bhopal)化工廠發生的毒氣洩漏等，都一度造成嚴重的傷亡並衍生後續

的問題。世界先進國家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作法上，通常是在法制的框架

內處理及解決突發事件，例如日本早在 1897 年就開始施行《傳染病預防法》1、

美國在 1950 年代初通過第一部統一的《聯邦減災法案》2、英國在 1988 年頒布

實施《傳染病法案》3等，這些國家在法律的基礎上，使政府與社會對傳染病防

治形成共識，並在檢測及防治工作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應對體系。 

 

第一節 各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概述 

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消除了危機傳播的界線，例如 2007 年美國的次級

房貸危機後來演變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自古以來疾病的傳播就沒有國界，它可

以從一國擴散至區域甚至全世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國際間交通便利，流動人

口激增，城市化進程加快，而相應衛生設施未能同步加強，生態環境嚴重破壞，

導致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包括重大傳染病疫情如：1997 年狂牛病、2003

年 SARS 非典型肺炎、2009 甲型 H1N1 豬流感、2013 年甲型 H7N9 禽流感，食物

中毒事件如：1999 年歐洲國家戴奧辛汙染(畜禽及乳製品)事件、2008 年中國大陸

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生物恐怖事件如：1995 年日本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2001

年美國炭疽病菌攻擊事件，放射性物質洩露或核事故如：1986 年前蘇聯車諾比

核災事件、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所引發的福島核外洩事件等，這些災難都造成世

                                                      
1
 馬衛華、陳榆生，〈美日加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法律機制探析〉，《華北電力大學學報》，

4 期(2005 年 11 月)，頁 72。 
2
 王勇，〈美國如何應對國家安全危機事件〉，《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 期(2013 年 2 月)，頁 96。 

3
 劉延棠，〈國外成熟的應對危機對策〉，《瞭望新聞週刊》，24 期(2003 年 6 月 6 日)，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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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極大的傷害，並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健康。 

 

壹、 美國炭疽病菌攻擊事件 

美國在 2001 年經歷「911」事件後，隨即又遭遇一波生物恐怖攻擊，當時經

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 FBI)確認，新一輪的炭疽

病毒(Anthrax)攻擊與「911」恐怖分子用飛機襲擊紐約和華盛頓的事件有關，一

名感染了炭疽病毒的佛羅里達州(State of Florida，以下簡稱佛州)女子曾把房子出

租給「911」恐怖襲擊案的 2 名劫機嫌疑犯4。恐怖分子藉由郵件散佈炭疽病毒，

導致部分接觸、處理郵件的工作人員感染炭疽病而死亡。 

由於美國佛州首例炭疽病死亡個案，其職業與農、畜無關，且死者的電腦鍵

盤上檢出病毒，才使得調查方向指向有人刻意散佈病菌。一旦恐怖分子將炭疽桿

菌的孢子以乾粉狀散播於空調系統中，將會造成難以想像的疫情，這也正是它可

能被當成生化武器的最大原因，正因為炭疽芽孢桿菌的強大威力，使它成了生物

戰的新寵兒，不需要花費一兵一卒去占領土地，卻又能給對手造成永久性的，甚

至是無法恢復的損害。尤其是一塊土地一旦受到炭疽芽孢桿菌汙染，極難消除，

將不斷有動物遭到感染，威脅人類的生存，並使汙染的地域不斷擴大，世界各國

皆難以倖免。 

 

事件經過與處置作為 

2001 年 9 月 25 日，位在紐約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簡稱 NBC)一名員工收到一封信，裏面裝有不明的白色粉末5。10 月 1

日，這名員工因為發燒並伴隨著嚴重的皮膚出疹至醫院就診，醫生開了鹽酸環丙

                                                      
4
 〈炭疽熱病菌信件到達國會山，美國遭遇生物恐怖襲擊〉，《中國日報網》，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1-10/16/content_11232.htm，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 
5
 〈美國遭遇“炭疽熱”病菌襲擊大事記〉，《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2001-10-16/26/130702.html，檢

閱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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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製劑(Cipro)，這種藥是一種抗生素，對於防治炭疽病具有效果。 

10 月 2 日淩晨 2:30，位於美國佛州《太陽報》(The Sun)公司所屬的圖片編

輯羅伯特·史蒂芬斯(Robert Stevens)出現高燒、頭昏、嘔吐等症狀，並來到甘迺迪

醫療中心(JFK Medical Center)就診6。隔日醫生確診，63 歲的史蒂芬斯已經感染

了炭疽病，他戴上了呼吸器並接受治療。《太陽報》公司的總經理大衛·佩克(David 

Packer)向他的所有員工發出電子郵件：「我剛剛得知我們的一名員工已經確診感

染了炭疽病，衛生部門也得知了這一情況並通知我們。」 

10 月 4 日，棕櫚灘縣衛生局 (The Palm Beach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 ,簡

稱 PBCHD)，佛州衛生院(The Florida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簡稱 FSDOH)和

美國 CDC 啟動流行病學調查和公共衛生監測7，以確定史帝芬斯如何感染炭疽病，

並查明其他感染源，相關工作小組前往史蒂芬斯家中和辦公室收集樣本。10 月 5

日在甘迺迪治療中心的史蒂芬斯心臟病突發，下午 4 點左右醫生宣佈死亡，這是

美國自 1976 年以來的第一例因炭疽病感染的死亡事件。 

10 月 7 日下午 7 點，CDC 通知《太陽報》公司將封鎖該公司的大樓，因為

先前在該公司的取樣本中發現了炭疽病菌8，而在史蒂芬斯的電腦鍵盤上也發現

了類似病菌，同時，該公司一名負責發送信件的員工布蘭科( E. Blanco)，在他的

鼻腔內也發現了炭疽病菌9。隔日《太陽報》公司的員工進入佛州的大型醫療中

心進行檢查，他們將接受兩個星期的抗生素治療，並且在 60 天內服用藥物。 

10 月 10 日，FBI 檢察員宣佈，第三名《太陽報》公司員工被證實曾經接觸

過炭疽病菌10，他們在該公司郵件收發室內發現了炭疽病菌，而布蘭科接觸的那

                                                      
6
 〈美國遭遇“炭疽熱”病菌襲擊大事記〉，《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2001-10-16/26/130702.html，檢閱

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 
7
  “Notice to readers: Ongoing investigation of anthrax--Florida, October 2001,”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40 (12 Oct 2001):877. 
8
 〈美國遭遇“炭疽熱”病菌襲擊大事記〉，《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2001-10-16/26/130702.html，檢閱

於 2014 年 3 月 16 日。 
9
 “Anthrax:full list of cases,” the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nov/23/anthrax.uk, 

accessed March 10, 2014. 
10

 〈新聞回顧：美國炭疽襲擊事件〉，《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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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是從佛州的波卡瑞頓(Boca Raton)郵局送來的，因此該郵局員工也被要求接

受炭疽病菌檢測。 

10 月 12 日，前述 NBC 員工皮膚組織切片顯示，她曾經接觸過炭疽病菌，11

這是第 4 起確認接觸過炭疽病菌的病例，隨後 NBC 辦公室也被關閉，檢查人員

開始取樣。同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記者米勒(Miller)收到一封內

裝可疑粉末的信件，該報位於紐約時代廣場辦公室的人員隨即進行了疏散。 

10 月 13 日，《太陽報》公司又發現 5 名員工感染了炭疽病。同時，NBC 另

一名曾經接觸過那封信件的員工也開始有了類似症狀。在內華達州(State of 

Nevada)的微軟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辦公室，一名員工收到一封從馬來西亞

退回的信件，內含炭疽病菌粉末。至 10 月 14 日止，感染炭疽病的人數已經達到

了 12 人，其中有 1 名警員和 2 名實驗室技術員在對 NBC 紐約總部檢查的時候感

染了此病菌12。 

10 月 15 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達施勒(Tom Daschle)的辦公室收到了含

有炭疽病菌的信件13，該公室的 40 名工作人員接受了檢測，並服用了抗生素。

另外在國會大廈一名工人打開了一封含有炭疽病菌的信件，由於過去一個月來，

炭疽病事件已讓大多數美國人有了警戒心，他隨即通知員警等有關人員到達現場

處理，檢測人員在現場檢測病菌陽性，同時關閉通風系統，國會主治醫師辦公室

(Office of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簡稱 OAP)對可能暴露在炭疽粉末的人員進行

鼻腔試紙的檢測和化學藥品的分發，隨後將可能感染病菌的人員予以隔離。 

10 月 16 日，國會大廈關閉，接下來的三天對事發現場的人員進行炭疽病菌

的檢查，CDC 人員到現場進行流行病學調查，進行相關工作：一、界定受到汙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18/c_124596832.htm，檢閱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11
 “Timeline: How The Anthrax Terror Unfolded,” npr, 

http://www.npr.org/2011/02/15/93170200/timeline-how-the-anthrax-terror-unfolded, accessed 

March 10, 2014. 
12

 〈美國遭遇“炭疽熱”病菌襲擊大事記〉，《中國新聞網》，

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www.chinanews.com/2001-10-16/26/130702.html，檢閱

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13

 “Anthrax:full list of cases,” the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nov/23/anthrax.uk, 

accessed March 1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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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高危險區域，以識別曾暴露於炭疽病菌的人群。二、追蹤全國郵件分發系統，

國會大廈事發現場平面圖、通風系統架構，以及多種環境樣本。三、蒐集國會大

廈雇員、近來到訪者名單及聯絡方式。14事發後的 9 小時內，CDC 與 OAP 人員

密切合作，蒐集了國會大廈辦公室工作人員及第一現場人員的鼻腔試紙樣本，送

往馬裡蘭州 (State of Maryland)的國家海軍醫療中心 (National Naval Medical 

Center)檢測15，並於七天內追蹤呈現陽性反應的樣本。 

最初感染病菌的佛州《太陽報》公司的圖片編輯史蒂芬斯，在他死亡後的兩

個星期，炭疽病的感染者與死亡人數在逐漸上升，此時 FBI 介入調查，調派約

1/4 人力，進行歷來最廣大、最深入的調查。CDC 亦組成快速反應小組，包括流

行病學專家、微生物專家、溝通專家等，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迅速到達突發

事件現場，為州及地方提供危機支援16，在整個炭疽病事件的過程中，聯邦、州

與地方之間保持高度的合作與溝通，多個系統在事件過程中同時運轉，最終控制

住了炭疽病菌的擴散。 

 

貳、 英國狂牛病事件 

1986 年起源於英國的狂牛病（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簡稱 BSE），

最初被認為只是一種普通的動物疾病，直到 1996 年英國政府公開證實它對人類

的致命，才引起歐盟執行委員會和各成員國政府的廣泛重視，加強對疫情的監管

和控制。但不幸的是，這種疾病在牛隻身上的潛伏期只有五年，而在人身上的潛

伏期卻可長達數十年，更可怕的是，這種疾病還可能傳染給其他的動物17，這樣

                                                      
14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2004)，頁 70。 
15

 “Update: Investigation of bioterrorism-related anthrax and interim guidelines for exposure 

management and antimicrobial therapy, October 2001,”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42 

(26 Oct 2001):909-919. 
16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70-71。 
17

 〈案例英國應對狂牛病危機事件〉，http://www.xchen.com.cn/gllw/ggsygllw/545985.html，檢閱

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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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增加了人類被感染的途徑。因此，狂牛病危機所打擊的不僅是歐洲發達的農牧

業以及相關產業，更重要的是它打擊了公眾對政府的信心。 

 

事件經過與處置作為 

1970 年代初期，英國為了提高畜產業的生產效率，畜農將牛飼料中混入動

物性蛋白─即所謂 MBM（Meat and bone meal），由屠宰動物剩下的內臟、骨頭

殘渣脫水混合榖類粗粉而成18，為了降低成本，製造商把病死及傷亡的動物屍體

也滲入其中，此類高蛋白可促進牛肉的成長及牛乳的蛋白質含量，後續便開始有

牛隻死於狂牛病，但病因未知。1986 年 11 月，首例狂牛病病例在英國中央獸醫

實驗室（Central Veteri- nary Laboratory，簡稱 CVL）得到證實，隨後 CVL 被授

命展開狂牛病流行病學調查，同年 12 月調查結果顯示反芻類動物製成的 MBM

是引發狂牛病的病源之一。1988 年 5 月，英國狂牛病工作小組成立，並做出以

下建議：需建立通報系統、全面性撲殺牛隻、制訂補償政策及禁止反芻動物飼料

19，後續政府並頒布相關法案。 

但 1988 年至 1996 年間英國 MBM 主要製造商為開拓市場，大量輸出 MBM

至歐盟、中東、亞洲、非洲等七十國。1988 年後，災情急遽惡化，1985 至 1987

年間，英國本土、北愛爾蘭及海外屬地共出現 446 個病例，1988 年病例迅速增

加至 2469 個病例，1992 年達到高峰，共 44544 個病例。20雖然從發病數量上看，

自1992年後有所減緩，但從 1990年開始，相繼發現了貓和豬感染狂牛病的病例，

人們開始擔心狂牛病會傳染給人類，到 1996 年，英國政府宣佈，10 名新型克雅

氏病 (Creutzfeld-Jakob disease, 簡稱 CJD)人類患者與狂牛病有關，在短短的幾個

月中，歐盟多個國家的牛肉銷售量下降了 70％，各成員國間因為「牛肉」而互

不信任，紛爭四起，1996 年到 2002 年 5 月 6 日，英國已有 89 人被證實死於 CJD。

                                                      
18

 張和中，〈英國狂牛症報告〉，《科技發展政策報導》，4 期(2001 年 4 月)，頁 268。 
19

 John A. Fox, Hikaru Hanawa Peterson, “Risks and implications of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for the United States:insight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od Policy 29 ( 2004):48. 
20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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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法、德等國民眾紛紛通過示威、抗議等各種形式表達對政府危機管理無能

的不滿，狂牛病危機從一場農牧業領域的經濟危機升級為社會、政治危機。 

1996 年 3 月 27 日，歐盟理事會禁止英國出口牛肉及相關產品，同年 6 月 21

日，歐盟成員國領袖高峰會以簽署《佛羅倫斯框架協定》( Florence Framework 

Agreement)，要求在英國達到某些先決條件的基礎上，取消對英國牛肉進口的限

制22。除了通過出口禁令來制止狂牛病危機的蔓延以外，歐盟還採取了其他的防

範措施，例如 1998年 5 月 1日開始對檢測、控制和消除狂牛病實施「積極監督」。

歐盟的這些措施一度使消費者對牛肉安全和消費的信心回升，但 2000 年爆發在

德、法等國的新一輪危機又使消費者信心再度跌落下來。2000 年 2 月初，歐盟

各國農業部部長開會時一致認為，狂牛病危機對歐盟的經濟和社會壓力已經達到

「緊急狀態」。2000 年 10 月，狂牛病危機使法國的牛肉銷售量銳減，出口遭到

重創，德國、西班牙和義大利也相繼發現了狂牛病病例，整個西歐陷入了一場嚴

重的狂牛病危機。 

英國在整個事件中的防範措施可分為三個階段23，第一階段(1986 年病例確

診至 1996 年發現與 CJD 關聯)：飼料管制、撲殺牛隻及賠償。第二階段(1996 年

至 1999 年歐盟重新開放進口)：在《佛羅倫斯框架協定》下嚴格限制撲殺條件、

強化牛隻管理及飼料管理。英國牛肉聯合會主席羅伯特·福斯特(Robert Forster)

曾表示，自 1996 年起，英國便制訂了兩項強制性措施24，以控制狂牛病的發生，

第一是規定未經過狂牛病檢測的、年齡在兩歲半以上的牛，不能直接用作人類食

品； 第二，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英國在牛隻屠宰過程中嚴格執行「高危險部

位條例」，明確規定不同年齡階段的牛隻在屠宰過程中，應該去掉哪些最可能出

現狂牛病病毒的部位。第三階段(2000 年至今)：持續強化飼料管理、健全食品管

                                                      
21

 〈案例英國應對狂牛病危機事件〉，http://www.xchen.com.cn/gllw/ggsygllw/545985.html，檢閱

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22

 “UK BSE Timeline,”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218676.stm, accessed 

March 10, 2014. 
23

 張和中，〈英國狂牛症報告〉，《科技發展政策報導》，4 期(2001 年 4 月)，頁 273-274。 
24

 曹麗君，〈國外動物防疫：狂牛病給英國帶來的教訓〉，《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3/02/content_1340682.htm，檢閱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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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償狂牛病受害者。2002 年，英國共屠宰病牛 1100 多萬頭，經濟損失達數

百億英鎊，截至 2003 年 11 月底，英國成年牛（超過兩歲的牛）為 490 萬頭，狂

牛病檢測呈陽性的只有 17 頭。25
 

儘管狂牛病在英國境內幾乎已絕跡，但 2002 年倫敦皇家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研究人員強調，有許多未知因素，特別是人在食用受感染牛羊

肉以後的潛伏期，可能使受感染者出現臨床症狀的時間無法確定，新型克雅氏病

的潛伏期可長達數十年26，狂牛病對人類的影響是長期的，仍具有極大的不確定

性。 

 

參、 日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 

1995 年 3 月 20 日早上，日本東京的營團地下鐵（現在的東京地下鐵）發生

恐怖襲擊事件，發動襲擊的是名為奧姆真理教的新興宗教組織，在東京地下鐵三

線共五列列車上施放沙林毒氣，事件造成 12 人死亡，約 5500 人中毒，1036 人

住院治療。27事件發生的當天，日本政府所在地及國會周圍的幾條地鐵主幹線被

迫關閉，26 個地鐵站受影響，東京交通陷入一片混亂。這一事件給剛剛經歷了

阪神大地震的日本社會和公眾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事件經過與處置作為 

1995 年 3 月 20 日上午 8 時左右，開往北千住方向的東京日比穀線地鐵在經

過六本木車站時，第一節車廂突然被一種強烈刺激的氣體所籠罩，受到這種不明

氣體的刺激，眾多乘客出現瞳孔縮小、咳嗽、頭暈、呼吸困難等現象，重者則眼

前發黑、嘔吐、暈倒，同時，人們在車廂內的多處發現用報紙包住的塑膠袋和小

                                                      
25

 曹麗君，〈國外動物防疫：狂牛病給英國帶來的教訓〉，《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3/02/content_1340682.htm，檢閱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26

 〈案例英國應對狂牛病危機事件〉，http://www.xchen.com.cn/gllw/ggsygllw/545985.html，檢閱

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 
27

 〈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412637，檢閱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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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正從中滲漏出揮發性液體。隨後，地鐵指揮所指示工作人員登車檢查、排除

異物，他們沒有想到是有人故意施放毒氣，使得檢查人員也發生中毒現象。有的

檢查人員把異物帶回辦公室，也引起辦公室人員中毒。中毒者相繼從地鐵站出口

抬出，有的大口喘氣，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神智不清。 

同日早上 8 時 10 分，日比穀線的築地車站也發生了類似的毒氣散佈事件。

當列車正要慢慢地駛進築地車站而車門尚未開啟之時，第三節車廂裡的一位女性

就揮舞著雙手大喊救命，當車門打開時，幾名乘客同時從擁擠的列車倒向月臺，

強烈刺激的氣體同時從車廂內溢出，頓時瀰漫了整個車站，工作人員高喊乘客離

開月臺，列車裡的乘客和正在等車的乘客們紛紛湧向車站出口，月臺上一片混亂，

不少人已經抽搐著倒在地上，築地車站的工作人員一邊救助受害乘客，一邊撥打

119 緊急電話報警。 

東京消防廳在接到築地車站的報警後，接著報警電話就不斷打來。事後證實，

從該日上午 8 時至 9 時的一個小時內，東京市中心的 3 條地鐵線(日比穀線、千

代田線和丸之內線)的 5 輛地鐵列車以及 16 個車站(霞關、神谷町、惠比壽、築

地等車站)都遭到了毒氣襲擊。 

由於事件的發生地點在大型地下密閉空間的地鐵車站、車廂內，環境相對狹

窄封閉，人員疏散不便，而且日比穀線、千代田線和丸之內線這三條地鐵線路是

穿過東京市中心的交通大動脈，客流量大，再加上事發時間又正值人們上班的高

峰時刻，因此傷亡慘重。截止到當天下午 3 時止，已有 6 人死亡，1000 多人受

傷，一些原本以為安然無恙而照常上班的職工相繼出現中毒症狀，參加救援的警

視廳、消防廳以及救助自衛隊的救助人員中也陸續有人中毒，受害人數迅速增加

到 3300 多人。最終的統計結果顯示，此次毒氣事件造成 12 人死亡，約 5500 人

中毒，1036 人住院治療。28
 

「沙林毒氣事件」發生後不久，日本權威的化學專家、犯罪防治專家、醫療

                                                      
28

 〈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412637，檢閱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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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以及日本自衛隊防化部隊、東京警視廳、東京消防廳等專門機構的人員立即

到位，各司其職，除了日本軍隊派出特種部隊以外，日本警視廳和消防廳分別出

動了 1 萬名員警和 192 輛救護車。日本內閣於 10 時 40 分在警視廳成立專門的緊

急對策本部，立即向全國公共運輸機構發出強行檢查危險物品的命令，同時東京

地鐵服務暫時停止，而主要受害地區——中央區的 14 所小學、6 所中學，一律

提前放學讓師生回家。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和內閣官房長官五十嵐立即下令成立專

門委員會調查毒氣殺人事件，上午 12 時左右，村山首相發表了電視講話，呼籲

人們保持鎮靜，並提供線索揭發罪犯。緊急對策本部的成立在整體上控制了事態

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民心，這為進一步的救助及恢復工作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 

日本政府在應對「沙林毒氣事件」的過程中已注意到了資訊公開透明化的重

要性——緊急對策本部成立的同時也設立了新聞發布中心，該中心由專門的新聞

官負責發布相關的消息，一方面使媒體有權威的消息來源，保障民眾的知情權，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控制消息的公佈。「沙林毒氣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在當天中

午 12 時左右已經得到了實質性的控制，新聞發布中心宣佈的各種官方消息以及

通過媒體向公眾展示的東京警視廳、消防廳的行動畫面，以及政府對死傷者的補

償都是在對此次事件的社會病痛進行心理治療；清除危機帶來的社會心理病痛，

並對之進行有效治療，對於日本已被破壞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恢復及其持續穩定

健康發展發揮一定的作用。29
 

 

 

第二節 各國應急處理體系與機制探討 

各國危機處理機制因政府體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與組織設計，總統制

國家多以總統為決策核心，內閣制則以總理或首相為核心。不論是總統制或內閣

                                                      
29

 王泠一，〈東京：緊急應對沙林毒氣〉，《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20030221/927801.html ，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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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國在危機處理機制與功能性設計上，大多以集中決策為主，決策部門即是

法定的危機處理的機構與核心，負責各種安全決策的制訂與危機管理的諮詢、協

調，乃至於情報資訊的整合與監督執行等。30
 

在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體系建設中，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名列前茅。

在遭受 911 事件和炭疽病襲擊的嚴峻挑戰後，美國不斷建設和完善其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體系，是一個動員聯邦各部門、全國各專業領域和各級政府力量的多維度

及多領域的合作體系；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國民醫療服務體制的國家，建立的

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是歐洲最大的醫療服務隊伍，早年在處理狂牛病、口蹄疫、流

感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亦建立了較為完善的處理

各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機構與體系；日本做為世界上地震和火山多發的亞洲國

家，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在原來的防災管理體系上建立了綜合性危機管理體

系，形成全政府模式的危機管理體制和廣域政府危機管理合作體系，在 SARS 事

件中，該國是與中國大陸經濟文化交流頻繁的亞洲地區國家中，唯一沒有感染病

例的國家，其公共衛生危機管理體制值得研究與探討。 

 

壹、美國的危機處理體系與機制 

美國的危機處理體系透過法制化的手段，將完備的危機應對計畫、核心的協

調機構、完整的危機應對網路包含在體系中。1992 年美國聯邦政府頒布「聯邦

應急計畫」(The Federal Response Plan, 簡稱 FRP)，該計畫將危機反應分為 12 個

領域，每一領域設有一領導機構，明確訂定在不同情況下各機構所應負的責任；

各領域內的專業機構各司其職，同時依該計畫與其他領域部門相互協調、密切合

作，形成有效的橫向聯繫網路。美國應對公共安全危機的管理模式，是以法律為

依據，總統為決策核心，輔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決策中樞，國務院、國防部、司

法部（及其下屬的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等有關部門分工負責，中央情報局等跨

                                                      
30

 蘇進強，〈國家安全與危機管理機制〉，《新世紀智庫論壇》，21 期(2003 年 3 月 30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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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獨立機構負責協調，臨時性危機決策特別小組適時發揮作用，國會負責監督

的綜合性、動態組織體系。 

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簡稱 NSC)是美國國家安全與危

機管理的最高決策機構與管理中樞，負責協調、制訂國家安全戰略，把國家安全

政策的不同層面整合起來向總統提出對策建議，總統據此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對

國家安全大計遂行決策權。31會議的法定成員包含主要部會首長、情治機構、國

防體系等首長，政府各部門在國安會的協調與整合下各司其職。 

美國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簡稱 DHS)。美國在 911

事件後，對國防體制、危機處理機制作了大幅度的檢討與改進，在功能上也有相

當強度的提升。國防體制於 2002 年 10 月增設「北方司令部」，專司國土軍事防

衛，另外有鑒於情報機制承襲美國古巴危機以來的舊有體制，本位主義濃厚、欠

缺情報分享，於是美國積極改革情報機制的統合及情報蒐集作業的流程，並力行

組織變革，再者，美國小布希總統為了因應 911 事件後的危機，在外交上，除了

聯合全球各國組成反恐聯盟，對於國土安全的防護，也重新加以檢討規劃，於是

在 2003 年 1 月依據眾議院的決議，成立「國土安全部」，成為國土安全的跨部

會專責機構，合併包括海岸警衛隊、移民局、海關、及情報部門之一部分，負責

工作有：分析及綜整來自其他部門涉及國土安全威脅的情報及資訊，並評估關鍵

基礎設施應對恐怖攻擊的能力；領導應對恐怖分子威脅的準備及反應工作，包括

對付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集團性恐怖主義活動；統管主要邊境、領海和運輸安全；

督導國內災難準備訓練，並協調政府各部門的災難反應。32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 簡稱 FEMA)。

美國聯邦及地方政府為處理各類緊急事件，都設有處理緊急事件的專門機構，聯

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即為聯邦的一級處理機構，於 1979 年成立，隸屬於美國國土

                                                      
31

 蘇進強，〈國家安全與危機管理機制〉，《新世紀智庫論壇》，21 期(2003 年 3 月 30 日)，頁 7。 
32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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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是一個直接向總統負責，報告並處理國家災情的獨立政府機構，職責為：

最大限度地減少緊急事件造成的人員傷害與事故的破壞；統一領導和協調緊急事

件的處置；制訂國家緊急事件處置預案；人員的培訓、演練、消防管理與資訊技

術；協調政府有關部門處置各類緊急事件；將全國劃分為十個地區，每個地區設

有一個分局，具體指導該地區緊急事件處置的工作，並給予州或地方在處理緊急

事件時所需的人員、物資及技術的支援。33緊急事件發生時，FEMA 雖然負責指

揮及協調全國各方面對危機的反應，但各領域的危機反應仍由相對應的機構負責

管理，例如像 SARS 這樣的危機出現時，負責協調衛生和醫療服務的機構便是衛

生和公眾服務部，各個機構各司其職，同時並確保其他機構都處於有效合作的狀

態。  

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 CIA)。情報是一個國家制訂

危機管理戰略決策和政策的重要依據，特別是決策者做出重大之政治、軍事、經

濟的戰略決策前，都離不開準確的情報。CIA 是美國最高國家情報單位，也是美

國情報系統的協調中心。主要任務為：1、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協調政府各部

門和機構有關國家安全方面情報活動的情況及建議﹔2、聯繫和評價有關國家安

全的情報，為政府內部適當傳播情報，在適當的地點提供有用的機構和設施﹔3、

為現存情報機構的利益，從事共同關心的輔助服務，以便更有效、更集中地執行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4、履行影響國家安全的有關情報的其它職能和義務，

以便國家安全委員會能隨時進行指導。34
 

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 FBI)。它是美國司法部的

主要調查手段，根據美國法典第 28 條 533 款，授權司法部長「委任官員偵測反

美國的罪行」，另外其它聯邦的法令給予 FBI 權力和職責調查特定的罪行。911

事件後，FBI 進行大幅度的整頓與改革，工作重心由傳統的調查犯罪調整為預防

                                                      
33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47-48。 
34

 美國中央情報局官網，

https://www.cia.gov/kids-page/6-12th-grade/who-we-are-what-we-do/our-mission.html，檢閱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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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犯罪及恐怖主義攻擊，並確定十大工作重點：1、保護美國免於恐怖主義

及恐怖攻擊的威脅。2、保護美國防禦外國恐怖情報及間諜活動。3、保護美國防

禦高科技及電腦犯罪。4、對抗所有公部門階級的貪汙。5、保護公民權。6、對

抗跨國（跨境）犯罪組織及企業。7、對抗主要白領階級的犯罪。8、對抗重大暴

力犯罪。9、對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各國執法機關提供必要協助。10、

提升科技，以期順利執行上述任務。35
 

危機決策特別小組。它在美國的危機處理機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包括直接

向總統報告預警資訊和參與危機決策。特別小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相比，具有規

模小、層次高、反應快、保密性強的特點。 

美國政府應對危機的管理體系由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個層次組成。

從中央層面看，國土安全部是最高層次的應急機構(在其成立前，美國危機治理

的機構主要是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後併入國土安全部)，它在全美設立 10 個區

域代表處，主要負責與地方應急機構的聯絡，各州一般都設立應急管理中心，負

責制訂州一級的應急管理和減災規劃，處理州級災難事件，重大災害即時向聯邦

政府提出援助申請，同時，還要監督和指導地方應急機構展開工作。地方政府也

有相應的應急管理機構，主要負責處理轄區範圍內災難事件，重大災難事件可向

州政府、聯邦政府申請援助。美國危機處置過程中的指揮權屬於地方政府，尤其

在跨區域危機時，聯邦或州層級官員到達後並不取代地方政府的指揮權，而是根

據地方政府的要求，協調相關資源，支持其進行危機救援活動。如「911」事件、

卡崔納颶風 (Hurricane Katrina)等都是由紐約和紐奧良地方政府為指揮核心。 

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仍是以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級公共衛生部門

為基本架構的，分別對應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健康資源與服務管理署及都會醫

療應對系統等三級體系。 

                                                      
35

 林盟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簡介〉，《刑事雙月刊》，2009 年 5-6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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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簡稱 CDC)。

CDC 成立於 1946 年，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以下簡稱 DHHS)下轄之疾病預防和控制機構，也是整個公共衛生突發

事件應對系統的核心和協調中心。主要任務包括：制訂全國性的疾病控制和預防

戰略、公共衛生監測和預警、突發事件應對、資源整合、公共衛生領域之人員培

訓、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等。36美國疾病控制體系運行之所以高效迅速，主要是

因為 CDC 內設許多專業部門及機制，如流行病學情報服務機構(Epidemical 

Intelligence Service,  簡稱 EIS )、田野流行病學技術培訓計畫(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簡稱 FETP)、實驗室檢測服務、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機

制、全民健康教育推廣等。37
 

美國認為流行病學報告和常規例行報告十分重要，同時認為有效的流行病學

情報需要堅實的實驗室支援。美國疫情報告網路遍佈全美各州及地方，受過 EIS

專業訓練的人員在全美各地積極主動發現傳染性疾病，並指導州政府處理及控制

傳染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導各級醫療衛生機構人員報告傳染病例。專業人

員與 CDC、地方機構之間建立良好的溝通聯繫管道，使疫情資訊及處理情報能

互相共用，形成一個靈敏度高、處理科學化的有效網路系統。CDC 不僅在美國

境內，也在世界各地致力培訓EIS專業人員，進而發展為田野流行病學培訓計畫，

包括對人員進行流行病學調查與監測、疫情控制處理、應對突發事件等培訓工作。

38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中，CDC 將國家資源予以即時和有效的分配，並

協調當地各種資源做有效整合，動員當地各類服務機構共同參與工作。CDC 對

於突發事件的報告和處理方法為，24小時不間斷搜尋各種可能的突發事件資訊，

                                                      
36

 楊小兵、盧祖洵，〈美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危機體系的結構分析〉，《醫學與哲學》，25 卷 5 期

(2004 年 5 月)，頁 14。 
37

 高開焰、羅要武、楊立瑾、齊建華、楊金奎、韋曉宇，〈美國疾病預防控制能力及對我國公

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幾點啟示〉，《疾病控制雜誌》，11 卷 2 期(2007 年 4 月)，頁 231。 
38

 高開焰、羅要武、楊立瑾、齊建華、楊金奎、韋曉宇，〈美國疾病預防控制能力及對我國公

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幾點啟示〉，《疾病控制雜誌》，11 卷 2 期(2007 年 4 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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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資訊可能來自於基層醫院、藥店、新聞媒體等，收集到相關資訊後立即進行

快速初步分析，判斷其屬性，即時監控事態的發展，集合相關專業人員提供意見，

並結合歷史資料進行分析，提出危機處置措施並通過指揮中心發佈命令，並由流

行病學專業人員進入現場處置。39
 

健康資源與服務管理署(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簡稱

HRSA)。HRSA 是與 CDC 平行的部門，同屬於美國 DHHS，旨在為所有人提供

衛生保健服務，主要透過提高醫院、門診中心和其它衛生保健部門的應急能力，

來發展區域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HRSA 將全國區分為 10 個區實施管

理，除了州和地方衛生部門外，還與其他部門合作，例如：州級應急管理機構、

軍方醫院、基本醫療保健協會等。地方州政府根據 DHHS 的要求建立戰略領導、

管理、協調和評估機制以應對各種可能發生突發事件，同時成立突發事件應急委

員會，規劃及制訂全州範圍的應急計畫，建立 24 小時運轉機制以預報突發事件

和啟動應急系統，每年對應急計畫進行一次演練，以保證對突發事件反應的高效

性。40
 

都會醫療應對系統(Metropolitan Medical Response System, 簡稱 MMRS)。 

MMRS是地方層次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系統。MMRS成立於1996年，到

目前為止，全美共有97個城市建立了MMRS，該系統透過地方的執法部門、消防

部門、自然災害處理部門、醫院、公共衛生機構和其它「第一現場應對人員」之

間的協調合作，使地方能在城市範圍內管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其具有詳細的應

急計畫、專門的危機設備、完善的醫療反應系統、專業的醫療設備和醫療能力，

確保城市在一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最初48小時內能有效應對，在州或聯邦政府

介入協助前能以自身力量控制危機事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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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衛生事業發展的幾點啟示〉，《疾病控制雜誌》，11 卷 2 期(2007 年 4 月)，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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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5 月)，頁 14。 
41

 楊小兵、盧祖洵，〈美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危機體系的結構分析〉，《醫學與哲學》，25 卷 5 期

(2004 年 5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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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英國的危機處理體系與機制 

英國是實施內閣制的國家，最高政策均由內閣決定，有關安全的決策均在內

閣會議中決定。內閣會議採合議制，凡決策與各部會權責的分工皆於會議中進行，

通常內閣一星期開會一次，遇有緊急事件，則召開臨時會議處理；內閣會議除秘

書處外，另設二個幕僚機構，其一為各政務委員會，主要功能在針對各不同領域

的政策議題，先實施跨部會的協調，以凝聚彼此的共識，再提報至內閣會議議決

42，例如，國防事務的委員會通常由國防部長主持，出席人員除了財政部長、外

交部長、勞工部長之外，亦會有軍事專家列席提供專業意見。 

英國政府規定，突發事件處置、突發事件發生後的恢復與重建工作以地方政

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在涉及較大規模的災難等突發事件時，中央政府根據突

發事件發生地政府的要求提供幫助。中央政府負責應對恐怖襲擊和全國性的重大

突發公共事件，以首相為首的內閣是危機處理體系的指揮中樞，相關的危機管理

機構包括內閣緊急應變小組（Cabinet Office Briefing Rooms，簡稱 COBR）、國

民緊急事務委員會（Civil Contingencies Commitment，簡稱 CCC）、國民緊急事

務秘書處（Civil Contingencies Secretariat，簡稱 CCS）和各政府部門。43其中，

COBR 是政府危機處理最高機構，但只有在面臨非常重大的危機或緊急事態時才

啟動；CCC 由各部首長和其他官員組成，向 COBR 提供諮詢意見，並負責監督

中央政府部門在緊急情況下的應對工作；CCS 則負責危機管理日常工作和在緊

急情況下協調跨部門、跨機構的危機行動，為 CCC、COBR 提供支援；政府各

部門負責所屬範圍內的危機管理，衛生部等相關部門設立了專門的危機管理機

構。 

CCS 設立於 2001 年 7 月，具體協調跨部門、跨機構的危機管理工作和緊急

救援行動，透過內閣辦公室負責安全和情報事務的常務次官向首相彙報情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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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職責有：1、負責危機管理體系規劃和物資、裝備、演練等危機準備工作。2、

對風險和危機進行評估，分析危機發生機率和發展趨勢，確保現有的應急計畫和

措施足以應對。3、在危機發生後，確定「領導政府部門」名單、職責和是否啟

動 COBR，制訂應對預案，協調各相關部門、機構的危機處置；在區域性突發公

共事件處置中，負責督促地方政府報告處置情況；在「領導政府部門」處置不當

或不力時，及時介入並進行干預。4、對應對工作進行評估，從戰略層面提出改

進意見，協調推動危機管理立法工作。5、負責組織危機管理人才培訓。44
CCS

的設立，是英國加強危機管理的一項重要舉措，既促進了危機管理與常態管理的

有機結合，又提高了中央政府應對生大危機的效率。 

此外，英國在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上建立了「金 — 銀 — 銅」

(Gold—Silver—Bronze)三級處置機制。「金級」是戰略層級，負責制訂方針、策

略、長期規劃，調度危機資源；「銀級」是戰術層級，負責危機處置的組織與協

調；「銅級」是操作層級，具體負責事件發生現場有關處置措施的執行。一方面

根據事件性質和大小，形成不同的「金—銀—銅」組織結構；另一方面確定危機

處理「金—銀—銅」三個層級，三個層級的組成人員和職責分工各不相同，透過

逐級下達命令的方式構成一個高效的危機處置系統。45突發事件發生後，「銅級」

處置人員首先到達現場，指揮官立即對情況進行評估，如果事件超出本部門的處

置能力，需要其他部門的協助，即向上一層級報告，上級按照危機預案立即啟動

「銀級」處置機制，如果事件影響範圍較大，則按需要啟動「金級」處置機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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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2010年4月)，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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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公共衛生體系分為兩層，即由中央、地方兩大部分組成，一為戰略層，

由衛生部及其下設機構負責; 二為執行層，由國民保健服務系統(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簡稱 NHS) 及其委託機構執行。47
 

戰略層由衛生部、突發事件計畫協調機構以及公共衛生危機顧問委員會三個

部分組成。衛生部是中央層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戰略決策部門，主要職責為保

障國民能夠獲得快速、公平和高品質的衛生和社會保障服務。突發事件計畫協調

機構主要負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疫情)的分析判斷、資訊發布、應急計畫的制訂

及頒布，從過去事件中總結經驗教訓，使計畫更為完善，並在危機處置中與其他

部門協調合作，使 NHS 在處理重大事件上始終處於一種準備就緒狀態。公共衛

生危機顧問委員會負責在衛生部、NHS 和社會保障的服務人員之間進行溝通和

聯繫，成員包括一些中央政府辦公室的地區工作人員，主要任務是為 NHS 的高

級職員提供指導，並為衛生部官員提供支援。 

執行層主要是指國民保健服務系統(NHS)，主要內容包括初級及二級保健服

務。家庭醫生是初級保健服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中的第

一道防線，與病人的聯繫最為密切。二級保健服務主要由國民醫療服務聯合系統

所提供，醫院服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主要的大城鎮都設有醫院聯合系統，

其中一些醫院設有特殊護理的專業中心，並與學術單位合作，協助培養專業衛生

人員。傳染病控制中心分支機搆、國民保健服務系統所屬醫院診所、社區衛生服

務站等，是整個疫情監測網的基本單元，主要負責疫情的發現、報告、跟蹤和診

斷治療。  

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機制，英國衛生部已經頒佈「國民健康服務系

統突發事件應對計畫」，該計畫明確規定國民衛生服務體系的所有組織應對突發

事件的職責、協調和運作模式。在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大多由地方層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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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王昕，〈國內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綜述〉，《中國市場》，26 期(2012 年 6 月)，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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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處理，只有當事件的規模及影響範圍超過了地方國民醫療服務體系所能承受的

能力之外，才尋求更高一級的地區或中央政府的協調合作。48
 

 

參、 日本的危機處理體系與機制 

日本的危機處理體系是以內閣首相為最高指揮官，由內閣官房來負責總體協

調、聯繫，透過安全保障會議、內閣會議、中央防災會議等決策機構制訂應急對

策，由員警廳、防衛廳、海上保安廳、消防廳等各省廳、部門依具體情況予以配

合執行，在這一體系中，根據危機種類的不同，啟動的危機管理部門也不盡相同。

49
 

首相，在日本的危機管理機制中，首相處於核心地位，在有關國民生命財產

安全的重大事件或緊急事件發生時，首相有權根據事態的程度召集閣僚會議，商

討對策並做出決議。 

內閣官房，做為輔佐首相及危機管理的最高指導機構，內閣官房在日本的危

機管理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危機管理中，其主要職責為同各政府部門

進行整體協調與聯繫，並透過安全保障會議、內閣會議、中央防災會議等決策機

構制訂對策，由員警廳、防衛廳、海上保安廳及消防廳等部門依據實際情況建立

相對的應對機制並配合執行，同時發布相關宣導措施消除國民的恐懼與不安。內

閣官房設有協調緊急事件處置的專門機構「內閣安全保障與危機管理室」，負責

緊急事件的總體指揮、協調與聯絡。 

安全保障會議，其主要職責為負責處理有關國防、國家安全的重要事宜，包

括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在內的緊急事態。在制訂國防政策、調整軍工產業、確定防

衛出動與否及其他有關國防的重要問題時，都要召集安全保障會議。在發生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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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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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外的，對國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時，在必要情況下也應召開安全保障會

議。 

內閣會議，在其他有關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大事件及緊急情況發生時，

首相可以依據情況召集有關閣僚召開內閣會議，進行商討並做出決議。 

中央防災會議，在自然災害的危機管理中，中央防災會議的作用較為突出。

其主要職責為，制訂「防災基本計畫」、「地區防災計畫」並推動實施，在發生

重大災害時，制訂緊急措施計畫，並對首相及主管防災的部門進行審議及提出建

議。 

在危機管理體系中，日本政府根據不同的危機類別，啟動不同的危機管理部

門。在自然災害的危機管理中，中央防災會議作用突顯，以首相為主席的中央防

災會議負責應對全國的自然災害，其成員除首相和負責防災的國土交通官員之外，

還有其他內閣成員以及公共機構的負責人等。另外，政府還設立了緊急召集對策

小組，以防止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時指揮人員不到位的混亂局面。一旦發生重大

災害，除了日本自衛隊可以投入救援外，日本各都道府縣員警總部都設有大範圍

緊急救援隊，各市町村亦設有消防總部和消防團加入救援行列。 

日本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體系覆蓋面很廣，包括由厚生勞動省、8

個派駐地區分局、13 家檢疫所、47 所國立大學醫學院和附屬醫院、62 家國立醫

院、125 家國立療養院、5 家國立研究所等構成的獨立的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危機管理系統；由都道府縣衛生健康局、衛生試驗所、保健所、縣立醫院、市村

町及保健中心組成地方管理系統。50這三級政府兩大系統，透過縱向行政系統管

理和分地區管理的銜接，形成全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網路。 

在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系統中，消防（急救）、員警、醫師會、醫療

機構協會、通信、鐵道、電力、煤氣、供水等部門，也按照各自的危機管理實施

要領和平時的約定相互配合。中央主管機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的最主要

                                                      
50

 顧林生，〈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體系結構分析〉，收錄於《國家與政府的危機管理》，徐

傳新主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 1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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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責是收集資訊並制訂和實施危機對策。平時，國立傳染病研究所感染資訊中

心進行法定的傳染病動向跟蹤監視調查，每週固定向上報告上周情況並於媒體及

網路公開。 

 

第三節 各國應急處理法制面探討 

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往往具有不可預測性，在短時間內會對經濟發展

和社會穩定產生廣泛的破壞性後果，因此，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法律機制不

僅反映了一個國家衛生事業的發展水準，更關係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國家

的公共安全、社會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壹、 美國危機處理的法制層面 

美國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套較完善的危機管理法律體系，從憲法、綜

合性法律、各種單行法到應急預案和計畫等，目前已建立以《國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Act)、《羅伯特‧斯坦福減災與應急救助法》(The RobertT. 

Stafford Disaster Relief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Act)、《國家緊急狀態法》

(National Emergencies Act)、《反恐怖主義法》(Anti-Terrorism Legislation)以及《聯

邦應急計畫》等為核心的安全法律體系，這些法律相互補充，引導國家透過法制

面建立國家安全制度。 

《國家安全法》奠定國家安全危機管理的基礎，減災法提供了危機管理的一

般性依據。20 世紀 50 年代初，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部統一的《聯邦減災法案》

(Federal Disaster Relief Act)，它融合了過去的單項法，使危機管理工作得到初步

統一。20 世紀 80 年代末，美國國會又通過了具有重要意義的《斯坦福減災與應

急救助法》，這也是迄今最全面的減災法律，對聯邦政府在預防、減災、災後重

建等危機管理工作制訂了指導細則。51
 

                                                      
51

 王勇，〈美國如何應對國家安全危機事件〉，《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 期(2013 年 2 月)，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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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法推進了危機管理的專項法規支撐。繼 1976 年經國會通過《國家緊急

狀態法》後，美國國會又於 1996 年專門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該法規定：

「總統必須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秘密行動和軍事力量，中止、摧毀國際恐怖

分子的基地設施。」52
 

美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以《聯邦應急計畫》為指導，分為 12 個領域(交通、

通信、公共設施及工程、消防、資訊與規劃、公眾救護、資源支援、衛生和醫療

服務、城市搜尋和救援、危險物品、食品和能源)，每一個領域都有一個領導機

構，其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屬於《聯邦危機計畫》中第 8 項緊急支援功能：衛生

與醫療服務功能，在突發事件中負責協調和管理衛生及醫療服務的機構是美國

DHHS，《聯邦應急計畫》規定了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政策，由 DHHS 領導，

承擔主要任務，另外 11 個部門要提供密切的援助，同時要保持自身領域資源和

人員的有效控制。53
 

除了上述綱領性的法案外，美國亦建立了一系列的專門法，對具體危機事件

的應對做了相關的法律規定。1994 年，美國通過《公共衛生服務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該法針對有關傳染病的相關問題做了詳細的規定，內容主要包括: 

明確界定嚴重傳染病類型、制訂傳染病控制條例、規定檢疫官員的職責，同時對

來自特定地區的人員和貨物，檢疫站、檢疫場所與港口管理，民航站與民航機的

檢疫等均做出了詳盡的規定。除聯邦法律外, 美國防範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的法

律還包括州、縣等地方性法律和法規。如南卡羅來納州制訂的傳染病法，就對公

共衛生官員報告有關傳染病資訊、運輸和處理患者遺體以及對違規者的處罰都進

行了詳細規定。54
 

 

                                                      
52

 王勇，〈美國如何應對國家安全危機事件〉，《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 期(2013 年 2 月)，頁 96。 
53

 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頁 45-46。 
54

 馬衛華、陳榆生，〈美日加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法律機制探析〉，《華北電力大學學報》，

4 期(2005 年 11 月)，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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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英國危機處理的法制層面 

英國是世界上比較早關注危機救災治理方面法制建設的國家之一。1920 年

即頒佈了《應急權力法案》(Emergency Powers Act)，1948 年頒佈了《民防法案》

(Civil Defense Act)，但這些法律之間缺乏緊密的銜接和配合，難以發揮應有的作

用。進入 21 世紀後，英國加大立法力度，2004 年下議院通過了《民事應急法案》

(The Civil Contingencies Act )，意在整合已有的專門法律，重新構建以該法案為中

心的緊急狀態法律體系，隨後又陸續頒布了《2005 年國內緊急狀態法案執行規

章草案》、《2006 年反恐法案》等。根據法律規定，英國各級政府及部門組織

應制訂各種緊急應變計畫，具體規定不同緊急情況下的應對措施和職責分工。55
 

英國衛生部「突發事件計畫協調機構」頒佈的《國民健康服務系統突發事件

應對計畫》構成了英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體系的綜合框架，現在更多的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職能已從國民健康服務系統（NHS）的衛生局轉向基本醫療委

託機構。另外，英國於 2003 年 4 月 1 日成立健康保護機構，主要職能是保護國

民健康，於 2005 年 4 月經立法確定為英國國家國民衛生服務系統機構，向公眾

及政府提供資訊和政策建議，並監測公共衛生領域的威脅，提供快速應對，同時

進行研發、教育及培訓活動。56
 

 

參、 日本危機處理的法制層面 

為了加強政府的危機管理能力，日本通過修改法律，加強了首相在危機管理

中的指揮權，並設立內閣危機管理總監，專門負責處理政府有關危機管理的事務，

改變了以往各省廳在危機處理中各自為政、相互保留所獲情報、縱向分割行政管

理權的局面。為了提高應對危機的效率，中央防災會議制訂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規，

                                                      
55

 周寶硯，〈發達國家災難治理基本經驗及其啟示：以英國、美國、日本為例〉，《風險管理》，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21。 
56

 周寶硯，〈發達國家災難治理基本經驗及其啟示：以英國、美國、日本為例〉，《風險管理》，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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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重大災難時，制訂緊急措施並進行實施。日本危機管理的法律體系大致包

括以應對各種災害為目的的防災法律、應對各類公共衛生緊急事態的健康危機管

理法律以及應對武力攻擊為目的的有事法制三個部分。 

《災害對策基本法》是日本防災領域的根本法，針對防災組織體系及其責任、

防災規劃、災害預防、災害危機對策、災後修復處置措施等事項做了明確規定。

之後，為了配合《災害對策基本法》的實施，日本政府相繼頒布一系列有關防災

救災的法律，例如《大規模地震對策特別措置法》（1978 年）、《地震防災對

策強化地區有關地震對策緊急整備事業國家財政特別措置的法律》（1980 年）

等。57
 

目前，日本共制訂應急管理(防災救災以及緊急狀態)法律法規 227 部。各都、

道、府、縣都制訂了《防災對策基本條例》等地方性法規。為了確保法律實施到

位，日本要求各級政府據以制訂具體的相關防災計畫，細化上下級政府、政府各

部門、社會團體和公民的防災職責、任務，及相互之間的運行機制，並定期進行

訓練，不斷修訂完善。58
 

日本早在 1897 年就開始施行《傳染病預防法》，由於波及範圍和危害程度

大小不同的傳染病頻頻發生，進行多次修改後，於 1999 年 4 月頒布《傳染病控

制法》。該法將傳染病分成四個等級，級別越高代表嚴重程度越高，傳染病事件

一旦發生，政府可強制國民履行某些義務，例如強制病人住院治療、醫生必須迅

速進行疫情報告、地方政府應履行檢測、報告、消毒和治療傳染病等方面的義務。

59。1997 年 1 月日本厚生省制訂了《厚生省健康危機管理基本指標》，該法為

日本進行全國公共衛生狀況監測和報告傳染性疾病的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為

日本應對各類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和建構健康危機管理體系奠定了基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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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麗平、趙慶華，〈美國、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現況與啟示〉，《護理研究》，

25 卷 3 期(2011 年 3 月)，頁 570。 
58

 顧桂蘭，〈日本應急管理法律體系的六大特點〉，《安全與健康》，3 期(2010 年 2 月)，頁 26。 
59

 馬衛華、陳榆生，〈美日加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法律機制探析〉，《華北電力大學學報》，

4 期(2005 年 11 月)，頁 72。 
60

 王德迅，〈日本危機管理體制的演進及其特點〉，《國際經濟評論》，2 期(2007 年 3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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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6 月 6 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

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和《自衛隊法修正案》等 3 項「有事相關法案」，後

續日本眾參兩院又於 2004 年通過 7 個有事相關法案做為補充，至此，日本構成

了完整的「有事法制」體系。依據上述法案，日本首相在緊急事態下可以繞過由

外相、防衛廳長官等參加的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而自行決定調用自衛隊以及

強行動用地方和民間資源的特殊權力，有利於處理危機中需要超越某種許可權、

法規的緊急事件，化解日常政府行政管理分權化與危機環境中需要集權運作的衝

突。61
  

小結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傳染疾病正以我們所無法預知的形態不斷出現並快速傳

播，未來對世界各國都是種無形的威脅，綜觀美英日等國家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

體制有幾項特點，一、強而有力的中樞指揮系統，二、完備的應急準備計畫，三、

各領域專業的應急管理體系，四、互動良好的應急應對網路，五、完善的法制化

基礎。世界各國在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處置上，應借鑒先進國家的做法，在法

制化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指揮權責及架構明確、各部門溝通良好的分工體系，整

體的處置作為包括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

事後恢復與重建等，透過事先的應急計畫詳加演練，才能在與日俱增的公共衛生

突發事件發生時，及時且有效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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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迅，〈日本危機管理體制的演進及其特點〉，《國際經濟評論》，2 期(2007 年 3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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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大陸 SARS 事件處理探討 

2002 年 11 月中旬，中共召開新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恰逢中共第三代領

導人江澤民預備將國家主席和總書記職務，移交接給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之際，

中共政壇處於一種歡欣鼓舞的氣氛，然而一種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悄悄侵襲中國

大陸南方；2003 年 3 月上旬，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結束，溫家

寶從朱鎔基手中接下國務院總理職務，「胡溫體制」正式成形，然而此時被證實

為 SARS 的嚴重傳染病早已肆虐廣東省和香港，隨後疫情持續擴大，造成全國恐

慌、死亡人數增加、經濟受創嚴重，政府威信亦受到考驗。SARS 事件的處理失

當，讓中國大陸體認到全球化背景下的風險危機不可輕忽，也意識到自身在危機

處理與突發事件應對能力上的不足。 

 

第一節 SARS事件發生經過 

SARS 的第一起病例發生於 2002 年 11 月，當時中國大陸對於此種傳染病

完全不瞭解，且為避免引發恐慌而刻意隱瞞，導致疫情不斷蔓延擴大，短短幾個

月內，由廣東開始向大陸內部散播，首都北京也無法倖免，向外則擴散至鄰近的

香港、台灣、東南亞國家，甚至到北美的加拿大，SARS 流行造成的影響，不僅

僅是經濟上的損失，還包括短時間內醫療支付的巨大成本，政治與社會的混亂，

人民生活軌道的偏離，國家形象受損等無可計量的損失。 

 

壹、 徵兆期 

2002 年 11 月 16 日第一起 SARS 疫情出現在廣東省佛山市，中國大陸地方

衛生單位與醫療人員並未警覺到 SARS 的危險，醫療方式僅以一般感冒處理，然

而疫情開始迅速擴散，引起當地社會極大恐慌，廣東一份名為《南風窗》的新聞

雜誌，刊登題為〈廣東怪病〉的封面文章，報導提到在 2002 年年底廣東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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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致命怪病，民間流傳喝醋和板藍根可以預防，一時之間廣東出現了搶購風潮，

但廣東當局甚至中共中央部委則以一如往常的處理模式，嚴格控制疫情消息的傳

播，試圖藉此防止社會的不安，廣州市副市長一再拍胸脯保證疫情已經獲得控制，

但實際上 SARS 正在傳播中1；廣東地方媒體雖曾報導此一疫情，但很快就因實

行新聞管制，撰稿記者受到批評，甚至遭到開除，當時地方官員及中央的想法是：

靜悄悄地處理 SARS，如果黑箱作業成功了，問題就解決了。 

 

貳、 發作期(爆發期) 

直到 2003年 2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WHO)

才接到來自中共衛生部的報告：廣東省爆發 305 起 SARS 病例，其中 5 人死亡，

實驗分析顯示它為非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至此中共當局仍未採取任何防疫措

施，導致大陸疫情擴散，而 2 月正值中國農曆春節，很多香港人回廣州過年，也

有很多大陸民眾到香港度假，海陸空港毫無防疫、人員往來密切，SARS 病毒流

竄入香港，同時，來往兩岸三地的台商也把 SARS 病毒帶到台灣。 

3 月 12 日 WHO 向全世界發布中國的 SARS 警報，但大陸衛生部仍繼續對

公眾甚至是醫療機構封鎖消息，隨後疫情擴散到境外，引起國際關注，病毒持續

蔓延至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的多倫多，而中國大陸境內以香港和北京的疫情最

為嚴重。 

3 月中旬，中共召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些來自廣東潮州的代表詢

問衛生部為何不早向民眾公佈疫情?當局的回答是：「仍不知如何對付病情，且擔

心公佈疫情會影響廣東的旅遊業及外來投資。2」隨後 3 月 17 日中共中央提出一

份廣東省疫情報告，竟宣稱當地疫情已經趨緩。 

 

                                                      
1
 “Outbreak is Now Under Control, say Officia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13 

February 2003, p. Al. 
2
 “Province Hushed up Disease to Protest Economy, Says Lawmak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3 March 2003, p.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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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延續期(高峰期) 

3 月 25 日廣東省一名護士長葉欣因感染 SARS 逝世，成為第一名殉職的醫

務人員，並引起極大震動，這個時候，消息已經無法隱瞞。 

4 月 2 日，WHO 建議若無必要，暫時延後前往廣東及香港。 

4 月 4 日，中共解放軍總醫院蔣永彥教授不惜違反軍紀向國際發出電子郵件，

揭露 SARS 的真實病例，並公開指責衛生部長張文康掩蓋疫情真相3，隨後來自

香港的 36 位人大代表聯名上書，要求中央催促衛生部公開疫情實際情況，當時

香港已受 SARS 嚴重襲擊。4
 

4 月 13 日，中共國務院召開「全國非典型肺炎防治會議」，隔日成立防治工

作小組，4 月 20 日，中國大陸政府對 SARS 疫情立場出現全面轉變，胡溫政府

承認現實，並以職責擔當缺失理由，革除衛生部長張文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

務，中共官方發言人也承認過去疫情統計數字存在疏漏，北京公佈的新病例數字

較 4 月 2 日公佈數字多出 17 倍，同時中央政府不再說 SARS 已獲控制，而是宣

佈一系列防治措施。 

 

肆、 痊癒期(衰退期)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成立「全國防治非典指揮部」，統一領導與指揮大陸防

治 SARS 的工作，胡錦濤在全國建設各級疾病控制中心，特別是增加了對農村地

區的經費投入，大陸各級黨政機關顯示了驚人的動員力量，深入到農村基層社區，

這時以村為單位的傳統社會力量發揮了作用。隨著天氣逐漸變熱，和全球的努力，

SARS 病情逐漸和緩，直到 2003 年 5 月為止，中國大陸累積病例有 5248 人，香

港有 1718 人，而台灣則有 383 人。5
 

                                                      
3
 〈蔣永彥致電子媒體的信件〉，《亞洲週刊》，52 期(2003 年 12 月 28 日)，頁 38。 

4
 “ NPC Deputies Call on the Mainland to Release Detai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2 April 2003, p. A2. 
5
 陳韋璇，〈新型冠狀病毒現身！回首 SARS 夢靨 台灣應慎防〉，《今日新聞網》，

http://www.nownews.com/n/2012/09/27/314647 ，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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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9 日，中共國務院以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研議並發布「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應急條例」，為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的組織機構設置及運行提供法律依據。5

月 23 日，WHO 解除廣東省及香港的旅遊警告，6 月 24 日宣佈中國大陸從 SARS

疫區名單中刪除。6
 

 

伍、 影響 

截至 2003 年 7 月 14 日，全球 SARS 患者有 8437 人，死亡有 813 人，在全

球化的效應下，SARS 在短短幾個月蔓延整個中國、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 33

個國家及地區，其中中國大陸患者有 5327 人(佔總數 63.13%)，死亡有 348 人(佔

總數 42.8%)，7
SARS 爆發波及中國大陸 27 個省、市、區，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嚴

重的一次流行性傳染病，引發感染人數眾多、傳染速度快、傳染途徑詭異，且不

確定的資訊透過非正式途徑在中國大陸快速傳播，引起社會極大的混亂與恐慌。 

在經濟層面上，依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 ADB)，

的統計，全球在 SARS期間經濟損失達 590億美元，中國大陸亦高達 179億美元，

佔中國 GPD 的 1.3%，香港經濟損失則達 120 億美元，佔香港 GDP 的 7.6%。8
 

 

第二節 SARS事件前的應急處理探討 

在SARS事件爆發之前，中國大陸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往往憑藉社會制度的

優勢，以及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甚至是政府高層親力親為指揮應對，各級政府

更是放下日常工作全力以赴，應對過程有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但缺乏統

籌規劃的整體系預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對經濟增長的迷失造成諸多弊端，

                                                      
6
 陳德昇，〈兩岸 SARS 危機管理比較〉，《遠景基金會季刊》，5 卷第 4 期( 2004 年 10 月)，

頁 100。 
7〈下一波 SARS 流行前的準備〉，《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http://www.health.gov.tw/Default.aspx?tabid=417&mid=537&itemid=15585，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10 日。 
8
 〈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因非典損失 179 億美元〉，《搜狐網》，

http://business.sohu.com/90/11/article215431190.shtml，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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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強調引進外資、GDP增長率而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生態環境的破壞、城鄉差

距帶來的就業問題、公共衛生體系的弱化等，甚至假設只要經濟持續增長，其他

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在SARS 之前，中國大陸正經歷改革開放以來二十多年的繁

榮景象，經濟成長不斷創新高，民眾生活逐步改善，江澤民之前的時代，幾乎不

曾聽聞任何中國大陸高層呼籲要注重危機的處理與應對，間接使得中國大陸整體

社會危機意識不足。 

 

壹、 改革開放前、後公共衛生政策及體系概述 

中國大陸在早期的衛生政策方針中，特別強調「預防第一」，公共衛生工作

始終被置於一個高度優先的位置，並保證在政府財政低投入的情況下，人民可以

獲得公益性且全面性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毛澤東並明確指示將資金、設備和一

批具有初中級水準的醫務人員輸送至農村，一定程度縮小了城鄉之間的醫療水平，

同時在集體經濟的概念下讓農村自行發展合作醫療制度，這些政策基本上滿足了

中國大陸廣大群眾的需求，並獲得國際間的一致讚賞。但是改革開放後，政府盲

目將市場化經濟政策的範圍擴張到公共政策的所有領域，財政資源分配悄然從公

共領域遞減，醫療衛生工作發展從「低成本、廣覆蓋」移向「高科技、高成本」，

工作重點也從「重預防」轉向「重醫療」，從農村轉向城市，公共衛生醫療體系

逐漸弱化，衍生許多問題。 

一、 改革開放前(1949-1977)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政策領域採取貫徹計畫經濟的模

式，決定了公共衛生政策目標定位在公益性質上，由毛澤東提出的四大「衛

生方針」：「面向工農、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

結合」，成為此時期公共衛生政策的主要目標： 

(一) 面向工農，是指為要全體國民提供免費基本的衛生福利，並扭轉

城鄉醫療分配不均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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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防為主，是指逐步建立覆蓋城鄉的、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

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路。 

(三) 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保證在低投入狀況下，

人民能夠獲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並以極大熱情投入到公共衛生

事業建設中，創造具中國特色的群眾性衛生活動模式。9
 

此時期的公共衛生體系，在上述政策的指導下，發展成四個子體系，

國家主導的三級衛生服務體系、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體系、覆蓋城鄉的醫

療保障體系與中西醫結合的藥品制度體系： 

(一) 國家主導的三級衛生服務體系：中華人民國共和國成立後的 30

年，政府統一規劃建立從中央到地方較為完整的醫療衛生服務體

系，在層次佈局上較注重城市基層醫療服務機構及農村醫療醫療

服務體系的建設，各級各類衛生醫療服務機構都是政府直接創立

並管理的國有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目標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

準。10
 

(二) 預防為主的公共衛生體系：「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指導下，

自上至下建立起公共衛生服務組織體系，包括國家、省、市、縣

的衛生防疫站、婦幼保健站、衛生宣教機構等，為公共衛生服務

的提供奠定重要的組織基礎。11
 

(三) 覆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計畫經濟時期，透過勞動保險制度、

公費醫療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組成了覆蓋城鄉的醫療保障體系。

在城鎮，勞動保險制度覆蓋了企業職工及其家屬，公費醫療制度

覆蓋了機關單位的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兩種制度提供了相當水準

                                                      
9
 張毅強，《風險感知、社會學習與範式轉移：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政策變遷》(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80。 
10

 麥琪，〈1949-1978 年衛生醫療的傳統“中國模式”〉，《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dlms/2009-09/30/content_18636976.htm ，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30 日。 
11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風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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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醫療保障，加上實行完全就業的勞動政策，使得全體城鎮居民

幾乎都納入到制度保護中。在農村，逐步建立與發展以集體經濟

為基礎，以公社為組織單位，社員繳費、互助供給的農村合作醫

療制度，這種個人負擔不高的醫療保障制度，適應了廣大農村居

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12
 

(四) 中西醫結合的藥品制度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只有少

量受到西方醫學訓練的人才，而大多集中在城市。然而，還有數

量在十倍以上的中醫師活躍於鄉村與城市中，為了提供更好的醫

療服務必須依靠雙方的共同參與。政府一方面發展西醫醫藥工業，

另一方面針對中醫深入研究，包括針灸和草藥治療方法得到加強，

並不斷發現新的治療方法。13
 

 

二、 改革開放後(1978-2002) 

70 年代末，鄧小平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採取以市場為導向的政策措施

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例如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鼓勵私有經濟與

市場競爭、放鬆政府管制與開放外國投資、推進政企分離和國有企業轉制

等等，市場力量被無限放大，各級政府為減輕國有企業負擔，及自身在公

共福利上的財政支出，把其他領域如教育、醫療、衛生等政策完全推向了

市場，並試圖引導這些領域的政策以產業化方式進行轉制。例如，中國大

陸政府與衛生政部門曾於 1997 年發起公共衛生改革，把衛生事業視為「政

府實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會公益事業」，要求「公民個人也要逐步增加對

自身醫療保健的投入」，將原來政府對公共衛生的主導地位下降為「政府

                                                      
12

 麥琪，〈1949-1978 年衛生醫療的傳統“中國模式”〉，《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dlms/2009-09/30/content_18636976.htm ，檢閱於 2014 

年 3 月 30 日。 
13

 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大陸形勢》，31 期(2009 年 12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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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展衛生事業負有重要責任」。14這些做法以及後續的改革措施使得中國

大陸的衛生事業喪失了公益性，政府衛生投入嚴重不足。 

具體來說，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公共衛生政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5
 

(一) 公共衛生職能市場化，導致公共衛生服務的公益性和福利性喪失，

公共衛生服務的提供只依靠衛生防疫站等專職公共衛生機構。市

場導向政策的結果，破壞了醫療衛生保健系統的政治、財政、經

濟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從而破壞了這個體系。農村公社制度在 80 

年代早期解體，轉而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使得合作

醫療制度隨之瓦解，到 90 年代末，鄉村的初級醫療保健已經大部

分落在私人控制之下，大約有 90%的農民自費看病，在貧困農村

醫療和醫療保險的缺乏顯得尤為嚴重。而城鎮主要的兩個保險系

統--勞動保險及公費醫療系統，其保險費用隨著改革越來越高，

公務員、事業機構職工和國營企業工人不再享有免費醫療服務，

同時政府建立全國性的部分負擔政策以及把財政負擔分散到城市

和企業身上，貧困城市的公務員及國家職工和低利潤或無利潤企

業的職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負擔，卻享有較少有給付的醫

療項目，造成城市之間和企業之間的醫療可獲性的極不平等。 

(二) 公共衛生服務內容市場化，導致傳染病的防治工作受關注程度嚴

重降低，政府規定醫療保健財政必須基於自負盈虧的原則，衛生

防疫站不再能從政府獲得充足的資金進行普遍的監測、建立公共

衛生設施、控制疫病或預防注射計畫，它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

衛生價值低的服務，而不再提供沒有利潤的基本預防服務或公共

                                                      
14

 悅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國網》，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25/t20070625_11931083_1.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4 

月 2 日。 
15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88；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大陸形勢》，31

期(2009 年 12 月)，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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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計畫。 衛生部門也增加對醫院和治療的投入，而減少對預防

計畫的投入，許多經費被用於購買先進的醫療技術，而疾病預防

的經費增長卻停滯不前。 

(三) 中央與地方關係倒置化，導致各級政府共同承擔公共衛生管理和

籌資責任的關係模式轉變為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另外公共衛生

機構組織與運行方式市場化，導致公共衛生機構在人事分配及業

務等方面自主權擴大的同時，經費來源愈來愈依靠市場化的「創

收」。 

(四) 公共衛生宏觀管理體制的多頭化，導致原來衛生部統一行使的公

共衛生管理職能被多個專業職能部門分化共管，在實際管理過程

中出現權責不到位的現象。 

 

貳、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制及機制的不足之處 

SARS 危機突顯的不僅是中國大陸在公共衛生危機應對機制的各種缺陷，

也反應了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體系上的總體缺失，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導致公

共衛生體系萎縮與能力弱化。整體危機管理水準落後，應急機制不健全等使中國

大陸難以從根本上應對各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危機日益常態化和多元化的今

天，應對危機已經遠遠超過單一組織或機構的範疇，需要一個完整的應對系統去

解決。 

一、 缺乏法制性安排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法制改革和發展，中國大陸應急法制

有一定基礎，在憲法及部分法律中已有一些關於公共應急法律規範的

零散規定，例如：憲法第80條規定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大的決定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佈戒嚴令、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第

89條第16項規定國務院行使決定省級行政區域範圍內，部分地區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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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緊急權力等。16再如，在戒嚴法、防洪法、防震減災法、傳染病防治

法等法律中，分別制訂出一些關於處理突發事件和緊急情況的法律規

範。中國大陸在應對各種突發事件與自然災害的過程中，主要建立起

以《傳染病防治法》為基本法的公共衛生應急法律制度，雖然已累積

了許多豐富的經驗，但在SARS疫情蔓延之初，可以發現在這樣的法律

制度下，仍缺乏有效抵禦危機、阻止危機擴散的功能。探究其原因，

最主要有三點： 

 (一)部分政府官員甚至高級官員法治觀念淡薄，未能依法履行其領導及

組織對抗及防制SARS疫情的職能，使許多法律制度形同虛設，失

去法律的權威性及指導性。例如：在SARS爆發當時，正式公佈的

北京SARS病例數量，與之前在新聞記者會所公佈之前後差別極為

懸殊，中國大陸政府的解釋是，北京地區眾多醫院分屬北京市、衛

生部及軍醫體系，各自收容的病例難以準確統計並及時公佈出來；

但實際上十多年前施行之「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第34條至第39

條已規定，即便是軍隊的醫療保健和衛生防疫機構，發現地方就診

的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時，應以法定通訊方

式和在法定時限內向發病地的衛生防疫機構報告疫情，並接受當地

衛生防疫機構的業務指導。17由此可見，有些法律規範和制度早已

確立，即時準確地統計和公佈資料應不成問題，主要問題還是出在

有些地方部門及部分公務人員執法不嚴。 

(二)SARS爆發之前的公共衛生應急法律制度，包括許多法律法規，其制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S-;ink電子六法全書》，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

%E5%85%B1%E5%92%8C%E5%9C%8B%E6%86%B2%E6%B3%95.htm ，檢閱於2014 年4

月15日。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上海中醫藥大學醫院管理處》，

http://www.shutcm.com/shutcm/ygc/zcfg/gjflfg/4171.shtml ，檢閱於2014 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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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時間先後不一，有的制訂多年但未經適時修改，使得法律之間

存在許多矛盾之處，有些規定已經過時或適應性不強，有的缺乏預

見性，18在新的傳染病帶來新的問題時，往往出現無法可依的情況。 

(三) 公共應急法制尚未健全，主要表現在1.尚無統一的緊急狀態法和突

發公共事件應急法，2.缺乏緊急情況下的特殊行政程序規範，3.對

緊急情況下行政越權和濫用權力的監督機制不健全，4.危機管理的

權利行使之救濟機制不完善。19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

國務院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可以根據情況增加傳染病病種並予

以公佈，但是哪些情況下必須或可以增、透過何種方式公佈，有關

部門不作為或拖延時應承擔何種責任等等，有關法律卻沒有做出明

確規定，使得政府在應急管理和責任追究遭遇困難。20
 

二、 體制上的缺陷 

缺乏專門及常設危機管理機構、採取臨時性的突發事件領導指揮小組

進行應對指揮。中國大陸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沒有一個綜合的應急

協調指揮中心，屬於分散管理，不利於有效地溝通與合作以及社會資

源的應急整合。21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後，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組成

專家小組，對突發事件進行綜合評估和初步判斷，並提出是否啟動應

急預案，然後分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啟動應急預案，成立臨時領

導小組，執行危機處理工作。22臨時組建的領導小組將出現決策指揮運

轉不靈的狀況，主要源於以下三個原因(一)小組的組成人員都是臨時從

                                                      
18

 張富強，〈公共衛生應急法律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學術研究》，12 期(2003 年 12 月)，頁 82。 
19

 莫於川，〈我國的公共應急法制建設--非典危機管理實踐提出的法制建設課題〉，《中國人民大

學學報》，4 期(2003 年 4 月)，頁 97。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S-link 電子六法全書》，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

%E5%85%B1%E5%92%8C%E5%9C%8B%E5%82%B3%E6%9F%93%E7%97%85%E9%98%

B2%E6%B2%BB%E6%B3%95.htm ，檢閱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 
21

 朱曉霞，韓曉明，〈對我國政府公共危機應急管理體系的系統分析〉，《學術交流》，3 期(2009

年 3 月)，頁 41-44。 
22

 胡靜，〈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危機管理的研究〉，《貴陽中醫學院學報》，35 卷 3 期(2013 年

5 月)，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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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相關部門抽調的，存在工作磨合期短、協調性差等問題，(二)由於

臨時組建，缺乏對危機處理的有效預案，工作中出現顧此失彼的漏洞

現象，(三)由於是非常設機構，在組織管理和運行上都存在著不穩定性

和非延續性，當危機處理結束後，不能夠將危機處理過程中所積累的

經驗有效保留下來。23
 

 

三、 機制上的缺陷 

(一) 預警不足 

中國大陸的疾病監測機制基本上是被動監測，自 1980 年起如傳染

病監測、部分醫院門診的流感哨點監測、部分重點人群的愛滋病哨

點監測等，但缺乏主動檢測和突發事件後的跟蹤監測，所以也就無

法對各類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情況進行分析與預測，並有針對性地

制訂應急處理預案、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24
 

中國大陸衛生部於 2001 年，借鑒美國經驗的基礎下，印發「關於

疾病預防控制體制改革指導意見」，於全國組建國家、省、市及縣

等四級 CDC，25各級 CDC 體系分屬於不同層次行政主管部門，與

上一級 CDC 沒有行政隸屬關係，只有業務指導作用。另外，各級

CDC 與同一管理層次的醫院不發生關係，只在地區醫院或鄉鎮衛

生院，才從機構意義上將醫療及疾病預防控制結合在一起，而政府

的市場投入政策導致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趨利行為及缺乏切實可

行的績效評估機制以督促系統運作效率。26所謂被動監測，是指醫

院透過傳染病報告卡將確診的傳染病(《傳染病防治法》所管制的)

                                                      
23

 王一先、李英，〈我國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應急反應系統研究〉，《東北大學學報》，

5 卷 4 期(2003 年 7 月)，頁 276。 
24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20。 
25

 王穎，〈中美兩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比較研究〉，《中國衛生事業管理》，4 期(2009 年 4 月)，

頁 281。 
26

 毛阿燕，〈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運行機制研究〉，《衛生經濟研究》，2 期(2006 年 2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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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屬地方 CDC 報告，地方 CDC 定時向上級 CDC 及衛生行政部

門報告27，被動監測有針對性，但各級醫院與 CDC、各級 CDC 與

上一級 CDC 之間並沒有行政隸屬關係，處置過程緩慢，往往錯過

危機控制最佳時機，而且資訊容易在傳遞過程中被過濾，導致失去

真實性，  

(二) 疫情發布的雙重標準 

內外有別、嚴格保密，地方政府與部門間沒有建立危機連動機

制。中國大陸 2003 年的 SARS 爆發與擴大，其中一個關鍵因

素就是在疾病爆發時，政府封鎖消息並對大眾隱瞞，間接使人

民缺乏有效的自我保護措施，而在不知不覺中感染。中國大陸

長期以來對疫情資訊發布採取「雙重標準」，遵循「內外有別」、

「嚴格保密」的做法，28由高層或衛生單位內部掌控疫情，做

好疾病防治的準備，但對外不透露任何有關消息，這主要是怕

引起恐慌，擔心影響經濟發展並為顧及國際形象。但實際上，

資訊不透明的結果反而是適得其反，整起事件在國際間已造成

負面形象，而經濟的損害更是難以估計。 

SARS 疫情開始的初期，地方政府多有對疫情瞞報和漏報的現

象，直到中央採取了嚴厲措施之後才制止了這一現象的蔓延。

地方政府為了突出政績而推卸責任，導致資訊蒐集、媒體報導、

公眾資訊知情等資訊監控環節失靈，造成謠言四起，不但干擾

了危機處理工作的有效進行，亦導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

29
 

                                                      
27

 曹廣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基礎建設及其應急管理〉，《公共管理學報》，1 卷 2 期

(2004 年 5 月)，頁 69。 
28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21。 
29

 王一先、李英，〈我國政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的應急反應系統研究〉，《東北大學學報》，

5 卷 4 期(2003 年 7 月)，頁 276。 



 

54 
 

公共衛生管理機構由於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漏報或瞞報疾病的

情況也不少。 由於整個機構的考核、職工的獎金、領導幹部

的升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績，如果轄區內發生重大的傳染

病流行，主管人員很可能遭受懲處或撤職，單位的考核成績將

下降而間接影響員工獎金，於是向上級報告資料時，就存在著

利益衝突，瞞報、漏報便時而發生。以上主要和整個行政體系

「報喜不報憂」、「好大喜功」的陋習和不健全的幹部任免機制

有關。30
 

另外，中國大陸的資訊報告體系無法可依，完全取決於政府部

門的自覺，政府有時不知道如何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有利於公

共問題解決的資訊，使得資訊採集和發佈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

問題。3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在 SARS 爆發後以最

快速度發佈實施，在這之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資訊報告的法

律法規不足，僅零星分佈於《傳染病防治法》中，國務院衛生

行政部門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授權省、自治區、直轄

市政府衛生行政部門，即時如實通報和公佈本行政區域內的疫

情，但對於突發公共問題的政務資訊，應該採取什麼方式通報、

通報什麼資訊、是否應該向國內外公眾和媒體披露均無所適從，

32使得資訊發佈的法律責任缺乏，加上政府部門沒有形成依法

行政的習慣，使得相關資訊無法即時、真實和全面地得到披

露。 

                                                      
30

 李蕊，〈中美公共衛生體系比較下論 SARS 對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未來影響〉，《視角》，3 卷 3

期(2003 年 7 月)，頁 10。 
31

 王冬梅、許志坤、程愛軍，〈試論政府危機管理體系的構建〉，《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16 卷 3 期(2004 年 6 月)，頁 6。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S-link 電子六法全書》，

http://www.6law.idv.tw/6law/law-gb/%E4%B8%AD%E8%8F%AF%E4%BA%BA%E6%B0%91%

E5%85%B1%E5%92%8C%E5%9C%8B%E5%82%B3%E6%9F%93%E7%97%85%E9%98%B2

%E6%B2%BB%E6%B3%95.htm ，檢閱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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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衛生體系的萎縮與能力弱化 

在SARS 危機爆發前，中國大陸衛生政策長期處於不受關注的穩定狀

態，既沒有實質的公共衛生體制變革，也缺乏創新的衛生政策調整。33

衛生政策的穩定性，並不表示公共衛生體制不存在問題，SARS 危機

所暴露出來的公共衛生體系的隱患根源在於公共衛生的整體投入長期

嚴重不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過度追求經濟成長，在公共衛生

領域也出現過度市場化的問題，導致了政府對公共衛生事業總投入不

足和公共衛生服務的低效率和不公平，特別是地方政府為追求達成經

濟指標，縮減公共支出。34如表3-1所示，以2000 年為例，中國大陸公

共醫療衛生支出占當年GDP的1.77%，世界平均水準為5.34%，發達國

家如美國為5.85%、英國為5.55%、日本為6.14%；公共醫療衛生支出占

醫療總支出百分比，中國大陸為38.28%，世界平均水準為57.70%，美

國為43.05%、英國為79.12%、日本為80.81%。以中國大陸首都北京來

看，1997年在公共醫療衛生的投入佔醫療總支出的11.48%，2000年降

為10.51%，2002年為11.21%，衛生事業費的85%被用於醫療，僅15%用

於公共服務支出。35
 

面對政府投入的不足和生存的競爭壓力，防治、防疫部門主要把精力

集中在有償服務的提供(如門診、住院等)，而忽視傳染病監督、監測、

預防的職責，36使預防和控制重大傳染病疫情等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

應急能力急劇下降。如表3-1所示，以2000年為例，個人自付支出占個

                                                      
33

 黃滕、盧新波，〈危機衝擊推動改革突破的機理研究：以 SARS 危機為例〉，《社科縱橫》，25

卷(2010 年 12 月)，頁 61。 
34

 馮寶甡，〈完善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對策分析〉，《北方經貿》，2 期(2012 年 2 月)，

頁 114。 
35

 薄茹，〈公共衛生建設與管理—優化首都發展環境的新課題〉，《北京觀察》，5 期(2004 年 5

月)，頁 40。 
36

 程曉明、王祿生、張靜、傅衛、魏穎，〈農村衛生改革與發展中的若干問題與對策〉，《中國

衛生資源》，2 卷 5 期(1999 年 9 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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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醫療衛生支出百分比，中國大陸高達95.56%，世界平均水準為68.37%，

美國為25.02%、英國為53.28%、日本為80.10%；中國大陸在社區衛生

服務的預防費用，城區為5元/年‧人，郊區為2元/年‧人，大城市如上

海，不分城郊均為20元/年‧人。37
 

 

表 3-1 中國大陸與美、英、日醫療衛生支出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health 

 

中國大陸政府財政資金在衛生領域的使用分配不盡合理，衛生投資最

                                                      
37

 薄茹，〈公共衛生建設與管理—優化首都發展環境的新課題〉，《北京觀察》，5 期(2004 年 5

月)，頁 40。 

項次 年份 中國大陸 美國 英國 日本 世界平均 

公共醫療衛

生支出（占 

GDP 的 百

分比） 

2000 1.77 5.85 5.55 6.14 5.34 

2002 1.72 6.63 6.06 6.39 5.75 

2004 1.80 6.93 6.51 6.46 5.88 

2006 1.85 7.14 6.85 6.51 5.82 

2008 2.31 7.61 7.26 7.00 5.90 

2010 2.70 8.40 7.98 7.87 6.23 

2012 3.03 8.31 7.78 8.31 6.07 

公共醫療衛

生支出（占

醫療總支出

的百分比） 

2000 38.28 43.05 79.12 80.81 57.70 

2002 35.83 43.92 79.43 81.26 57.40 

2004 37.97 44.07 81.04 80.75 58.39 

2006 40.65 45.00 81.32 79.45 58.48 

2008 49.95 46.00 81.05 81.36 60.11 

2010 54.31 47.57 83.55 82.10 60.59 

2012 55.96 46.39 82.51 82.49 59.77 

個人自付的

醫療衛生支

出（占個人

醫療衛生支

出 的 百 分

比） 

2000 95.56 25.02 53.28 80.10 68.37 

2002 89.96 23.45 53.42 83.00 68.21 

2004 86.48 23.89 65.04 84.40 68.80 

2006 83.09 23.30 60.78 82.67 69.54 

2008 80.76 23.04 56.84 80.93 70.36 

2010 77.24 22.41 56.84 80.62 68.83 

2012 77.97 20.72 56.84 80.62 68.95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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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城區或大中型醫療機構，造成農村地區衛生資源嚴重不足；綜

合性衛生服務嚴重不足，專門性醫療服務過剩；弱勢族群衛生服務不

足，優勢族群服務充裕，衛生經費使用的整體效益出現資源匱乏與浪

費並存的現象。38城鄉在醫療衛生經費方面的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占總

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衛生資源，而占總人口80%的農民只享

有全國衛生資源總額的20%，39許多農村公共衛生機構已無法運轉，如

表3-2所示，以2000年為例，農村改善的衛生設施（獲得改善衛生設施

的農村人口所占百分比），中國大陸為35.5%，城市方面則為60.9%，發

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及日本，不論農村或城市，均接近100%。 

 

表 3-2 中國大陸與美、英、日衛生設施改善情況比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health 

 

                                                      
38

 薄茹，〈公共衛生建設與管理—優化首都發展環境的新課題〉，《北京觀察》，5 期(2004 年 5

月)，頁 40。 
39

 陸益龍，〈當前農村社會發展狀況的總體評估〉，《江海學刊》，3 期(2005 年 3 月)，頁 88。 

項次 年份 中國大陸 美國 英國 日本 世界平均 

農村改善的

衛 生 設 施

（獲得改善

衛生設施的

農村人口所

占百分比） 

2000 35.5 99.2 100 100 37.27 

2002 39.5 99.4 100 100 39.13 

2004 43.6 99.5 100 100 40.97 

2006 47.7 99.6 100 100 42.79 

2008 51.8 99.7 100 100 44.50 

2010 55.8 99.9 100 100 45.92 

2012 55.8 100 100 100 46.53 

城市改善的

衛 生 設 施

（獲得改善

衛生設施的

城市人口所

占百分比） 

2000 60.9 99.9 100 100 77.01 

2002 63.6 99.9 100 100 77.44 

2004 66.2 99.9 100 100 77.91 

2006 68.8 99.9 100 100 78.40 

2008 71.5 99.9 100 100 78.82 

2010 74.1 100 100 100 79.35 

2012 74.1 100 100 100 79.35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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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2 年鄧小平「南巡」著重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論斷後，40中

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管理思維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為促進

公共衛生工作執行主體的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優先的指導思想下，遇

到財政緊張時，會首先削減公共衛生、教育這些短期難以帶來經濟增

長的財政投入，於是公共衛生領域形成了一個「真空」狀態：中央政

府財權上收，對公共衛生領域的事權下放地方，而地方政府將公共衛

生服務的供給推向市場，結果造成公共衛生服務供給嚴重不足。41
WHO

在2000 年的報告中，對191 個會員國進行醫療衛生評價，中國大陸排

名188 位，為倒數第三。42中國大陸不僅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滯後於經

濟發展，教育、科研、社會保障等事業領域也存在相同問題，如表3-3

所示，自1991 年到SARS 危機前，中國大陸政府在衛生、社會福利等

「社會型投資」額不到2%，但在交通運輸、房地產等「經濟型投資」

卻高達70%~80%，偏重經濟發展而忽視公共投資，對SARS 疫情可謂

雪上加霜。 

 

 

 

 

 

 

 

 

 

                                                      
40《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是硬道理》(北京：人民日報，2003 年 2 月 19 日)，第 2 版。 
41

 黃滕、盧新波，〈危機衝擊推動改革突破的機理研究：以 SARS 危機為例〉，《社科縱橫》，25

卷(2010 年 12 月)，頁 61。 
42

 陳書全、楊林，〈SARS 危機對政府角色的衝擊與推動〉，《行政與法》，4 期(2004 年 4 月)，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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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中國大陸政府投資的行業分佈 

資料來源：曾培源主編，《中國投資建設50 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年)；《2003 年

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年)。 

 

第三節 SARS事件後的應急處理改善作為 

SARS 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公共衛生問題得到全國的高度重視，政府以

罕見的高效和快速行動，啟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反應系統的建設工作。在相

對較短的時間裡，制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的相關法律法規，衛生部門擬定《國

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各級政府也組織制訂各類應急預案。2003 年 5

月 12 日因應 SARS 疫情擴大，而快速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

是第一部有關應急機制的法規條例，《條例》對政府及其各有關部門的職責有了

投資分佈(年) 1991-1995 1996 1997 1998 2002 

政府投資總額(億元) 37,652 12,056 13,091 15,369 18,877 

一、公益性投資(%) 

1.國家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 

2.教育、文化及廣播電視事業 

3.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 

4.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 

8.54 

3.98 

2.97 

0.96 

0.65 

10.49 

5.27 

3.61 

1.03 

0.58 

11.57 

5.80 

4.80 

1.14 

0.54 

11.94 

6.18 

4.02 

1.23 

0.50 

15.99 

7.38 

5.95 

1.86 

0.80 

二、基礎性投資(%) 

1.交通運輸及郵電通信業 

2.電力、煤氣、水的生產供應業 

3.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 

4.農、林、漁、牧業   

31.62 

18.24 

11.02 

1.46 

0.90 

38.38 

23.01 

12.33 

1.98 

1.06 

41 .53 

24.65 

13.30 

2.28 

1.30 

47.52 

31.00 

12.01 

3.00 

1.56 

47.76 

28.57 

12.30 

3.90 

2.99 

三、競爭性投資(%) 

1.工業 

2.房地產業 

3.社會服務業 

4.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 

5.其他行業 

6.建築業 

7.金融、保險業 

59.83 

33.91 

14.42 

4.54 

2.82 

1.84 

1.38 

0.92 

51.13 

28.24 

11.71 

4.94 

1.91 

1.42 

1.81 

1.10 

46.91 

24.57 

10.47 

6.10 

1.61 

1.53 

1.53 

1.09 

40.54 

18.61 

9.70 

7.50 

1.49 

1.25 

1.12 

0.89 

36.70 

12.89 

12.38 

7.31 

1.17 

1. 13 

1.4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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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的規定，進一步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理工作納入到法制化軌道。43同

時，為了即時掌握重大傳染病疫情動態，在 SARS 過後一年的時間裡，在全國啟

動以傳染病個案報告為基礎的「疫情網路直報系統」，全國 31 個省、自治區及

直轄市透過網路報告傳染病疫情，提高了疫情報告的即時性及準確性44。另外完

成相關硬體基礎設施的建設，先後投入 200 多億用於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恢復、

重建和改造，包括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的建設，僅在 2004 年，全國疾

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共有 2425 個項目，主要改、擴建省、市、縣級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總投資為 116 億元。45
 

 

壹、 公共衛生應急法制體系建設 

SARS 過後，中國大陸政府制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和《突發事

件應對法》，並修改了《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和《動物防疫法》

等，為各級行政機關的應急行政行為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據。 

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 

因應當時 SARS 疫情的擴大及突發事件應對的急迫性需求，2003 年 4

月 14 日中共國務院第四次常務會議提出立法需求，至 5 月 7 日國務院

第七次常務會議原則通過，5 月 9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公佈實行《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46此為中國大陸有史以來以最快速度制訂的

行政法規，打破以往危機結束後再調整政策、完善機制及修改法規的一

貫作法。 

                                                      
43

 雲默，〈遇 SARS 而後勇—中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之路〉，《中國網》，

http://news.china.com.cn/txt/2013-02/19/content_27992909.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44

 杜軍帥，〈中國建成全球最大疫情網路直報系統 每天監測數據 2 萬例〉，《國際線上》，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42071/2014/03/27/7211s4481869.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45

 宗愛強，〈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和疾病預防控制工作獲進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09/content_2435009.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46

 〈新華網北京 5 月 12 日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12/content_866442.htm ，檢閱於 2014 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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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權責、各部門職責及責任制 

有鑑於 SARS 爆發時，中國大陸沒有一個統一的應急協調指揮中心，

整體應急工作顯得雜亂無章，《條例》第 3 條規定：「突發事件發

生後，國務院設立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由國務院有關部

門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國務院主管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對全

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

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

的有關工作。」，第 4 條規定：「突發事件發生後，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省、自治區、

直轄市人民政府主要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領導、指揮本行政區

域內突發事件應急處理工作。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關部門，

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做好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有關工作。」47以上

確立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指揮權責及相關部門職責。另外第 8 條規

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和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

當建立嚴格的突發事件防範和應急處理責任制，切實履行各自的職

責，保證突發事件應急處理工作的正常進行」48，這裡提到的「應

急處理責任制」，首推行政首長問責制，而為落實上述措施的保障，

《條例》第五章「法律責任」部分，多次提及對政府主要領導人及

其衛生行政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失職行為應追究的法律責任。49
 

(二) 建立順暢的資訊溝通管道 

1. 報告及通報制度，《條例》第 19~23 條規定自下而上報告突發

事件資訊的責任和時限，同時對同級政府及政府部門間的資訊

                                                      
4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4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4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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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提出要求，明確指出「任何單位和個人對突發事件，不得

隱瞞、緩報、謊報或者授意他人隱瞞、緩報、謊報」。50
 

2. 資訊發布制度，《條例》第 25 條規定「國務院衛生行政主管部

門負責向社會發佈突發事件的資訊。必要時，可以授權省、自

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向社會發佈本行政區

域內突發事件的資訊」。51
 

上述資訊溝通管道，可為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時提供充分資訊，

亦可保障社會公眾對公共事件的知情權。 

(三) 建立應急處理機制 

《條例》第四章規定針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機制，涉及

對突發事件的調查、取證、處置與控制，突發事件應對所需物資的

生產、儲備、供應及運輸，以及對人員的疏散、隔離及其他控制措

施等。52
 

 

二、突發事件應對法 

2007 年 8 月 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由第十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並公佈，中國大陸長期以

來與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等突發事件對抗所累積的經驗，乃促成此法的

誕生。它既賦予國家機關必要的應急處置權力，又注意最大限度保護公

民合法權利，對於依法有效應對各類突發事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具有重要意義。53
 

                                                      
5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5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52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35。 
53

 黃添良、趙正群，〈《突發事件應對法》：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中國人權網》，

http://www.humanrights.cn/cn/book/5/t20130625_1057873.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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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

的應急管理體制」。54
 

(二) 授予政府充分的應急權力，又對其權力行使進行規範，《突發事件

應對法》通過「授權+限權」的方式賦予政府有限的應急權力以確

保其維護公共利益55，包括突發事件的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

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後恢復與重建等，並在對突發事件進行分

類、分級、分期的基礎上，明確了權力行使的規則和方式，包括資

訊公佈制度、報告制度和法律責任制度等。 

(三) 明訂公民在突發事件中的履行義務，並最大限度保護其權利，《突

發事件應對法》對有關單位和個人在突發事件預防和應急準備、監

測和預警、應急處置和救援方面之服從指揮、提供協助、採取必要

措施的法定義務做出了規定；同時亦最大限度保護公民權利，例如

第 11 條確立「比例原則」：「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採取的應對

突發事件的措施，應當與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的性質、程

度和範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應當選擇有利於最大程

度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措施」；第 12 條確立「財

產徵用和補償原則」：「有關人民政府及其部門為應對突發事件，

可以徵用單位和個人的財產。被徵用的財產在使用完畢或者突發事

件應急處置工作結束後，應當及時返還。財產被徵用或者徵用後毀

損、滅失的，應當給予補償。」56
 

 

三、修改原有法律規範 

                                                      
54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55

 黃添良、趙正群，〈《突發事件應對法》：平衡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中國人權網》，

http://www.humanrights.cn/cn/book/5/t20130625_1057873.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56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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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9 月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已經不能適應

新環境、新問題的需要，種種弊端在 SARS 事件中暴露無遺，中國大陸

政府已於 2004年 8月 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

次會議修訂通過該法修訂草案，共 9 章 92 條，在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的

基礎上新增 51 條，同時對現行條文做了相應修改，修正重點如後： 

(一)突出對傳染病的預防和預警。設定傳染病監測制度，提高預防傳染

病的監測預警能力，第 17 條明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訂國

家傳染病監測規劃和方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

部門根據國家傳染病監測規劃和方案，制訂本行政區域的傳染病監

測計劃和工作方案。各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對傳染病的發生、流行

以及影響其發生、流行的因素，進行監測；對國外發生、國內尚未

發生的傳染病或者國內新發生的傳染病，進行監測。」57
 

(二)完善傳染病的疫情報告、通報和公佈制度。規定醫療機構、疾病預

防控制機構、衛生主管部門以及其他有關主管部門和機構進行傳染

病疫情報告的內容、程式和時限，並增加了政府各部門、各有關機

構之間的疫情通報制度。第 30 條明訂：「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

療機構和採供血機構及其執行職務的人員發現本法規定的傳染病

疫情或者發現其他傳染病暴發、流行以及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時，

應當遵循疫情報告屬地管理原則，按照國務院規定的或者國務院衛

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內容、程式、方式和時限報告。」58
(包含軍醫院

體系) 

(三)進一步完善傳染病爆發、流行時的控制措施。針對不同傳染病的特

點，並根據各級各類專業機構、各級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的職責

                                                      
57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17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

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l/200804/2912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2 日。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17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

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l/200804/2912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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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分別規定嚴格控制疫情擴散的各種措施。第 42 條明訂：「傳

染病爆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立即組織力量，按

照預防、控制預案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必要時，報

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採取下列緊急措施並予以公告：1.限

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劇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動；2.停工、

停業、停課；3.封閉或者封存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公共飲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關物品；4.控制或者撲殺染疫野生動物、家畜家禽；5.

封閉可能造成傳染病擴散的場所。」59
 

(四)加強傳染病防治的保障制度建設。修訂草案設專章規定了傳染病防

治的保障措施，要求各級政府保障傳染病防治工作的經費，做好與

傳染病防治相關的物資儲備。第 59 條明訂：「國家將傳染病防治

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將傳染

病防治工作納入本行政區域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60
 

(五)保護公民個人權利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修訂草案在規定保

障公民個人權益的同時明確規定公民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應當承

擔的義務。第 77 條明訂：「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導致傳染

病傳播、流行，給他人人身、財産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

責任。」61
 

其他公共衛生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也因應SARS的發生及適應時代、

環境的變化而產生或修訂，例如為防止重大傳染病通過車輛、船舶傳播

流行，衛生部及交通部於 2004 年聯合頒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交通應

急規定》；記取 SARS 期間因資訊瞞報而導致疫情擴大的慘痛教訓，加

                                                      
59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17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

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l/200804/2912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0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17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

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l/200804/2912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1

 〈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 17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衛

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l/200804/2912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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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衛生部於 2003 年頒布《突

發性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資訊報告管理辦法》；後續為應對

口蹄疫、禽流感等經由動物及出、入境方式而擴大傳播的疾病，全國人

大相繼修訂或通過《動物防疫法》及《國境衛生檢疫法》等。62這些法

律法規的修訂及通過，補強了公共衛生領域在應對突發事件的合法性措

施，後續在應對如禽流感、甲型 H1N1、H7N9 流感等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的隔離、監測、檢驗等相關措施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 

 

貳、 公共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建設 

應急預案又稱應急計劃，是針對可能發生的重大安全事故、社會事件或自

然災害，為保證迅速、有序、有效開展應急與救援行動、降低事故損失而預先制

訂的有關計劃或方案；預案最主要作用在於辨識和評估潛在的重大危險、事故類

型、發生的可能性及發生過程、事故後果以及嚴重程度的基礎上，對應急機構的

職責、人員、技術裝備、設施設備、物資、救援行動以及指揮與協調等方面做出

的具體安排。63由於 SARS 事件促使中國大陸政府高度重視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

於 2003 年 7 月提出加快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機制建設的重大課題，國務院辦公廳

專門成立「建立突發公共事件應急預案工作小組」，並已於 2006 年 1 月 8 日，

由國務院發布《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下簡稱總體預案)，國務院

各有關部門已編制了國家專項預案和部門預案；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省

級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均已編制完成。64
 

一、工作原則 

                                                      
62

 張毅強，《風險感知、社會學習與範式轉移：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政策變遷》(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39。 
63

 中共吉林省委黨校調研組，〈當前應急預案建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中國行政管理研究

網》，http://www.cpasonline.org.cn/gb/readarticle/readarticle.asp?articleid=738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4

 〈背景資料：中國應急管理機制形成過程〉，《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009970.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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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預案是中國大陸全國應急預案體系的總綱，明確了各類突發公共

事件分級分類和預案框架體系，並提出應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六條

工作原則：以人為本，減少危害；居安思危，預防為主；統一領導，

分級負責；依法規範，加強管理；快速反應，協同應對；依靠科技，

提高素質。65
 

二、突發事件的分類與分級 

總體預案將突發公共事件分為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

社會安全事件四類。 按照各類突發公共事件的性質、嚴重程度、可控

性和影響範圍等因素，總體預案將其分為四級，即Ⅰ級(特別重大)、Ⅱ

級(重大)、Ⅲ級(較大)和Ⅳ級(一般)。66突發事件的分級標準由國務院制

訂，一般和較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置工作分別由發生地縣級和市

級政府統一領導，重大和特別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處置工作由發

生地省級政府統一領導，其中影響全國、跨省級行政區域或者超出省

級政府處置能力的特別重大事件之應急處置工作由國務院統一領導。 

三、指揮權責與各部門職責 

總體預案同時明確指出，國務院是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最高

行政領導機構，國務院辦公廳設國務院應急管理辦公室，履行應急、

資訊彙整和綜合協調職責，各有關部門依據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各

自職責，負責相關類別突發公共事件的應急管理工作；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是本行政區域突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領導機構。67
 

四、應急機制及培訓演練 

                                                      
65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總則〉，《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6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總則〉，《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7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組織體系〉，《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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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預案並對突發公共事件的預測預警、資訊報告、應急響應、應急

處置、恢復重建及調查評估等機製作了詳細規定，並要求各地區、各

部門做好對人員培訓和預案演練工作，落實全社會的宣傳教育，確實

提高處置突發公共事件的能力。68
 

五、責任追究制 

 總體預案明確指出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置工作實行責任追究制， 對突

發公共事件應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團體和個人要給予表彰和

獎勵；對遲報、謊報、瞞報和漏報突發公共事件重要情況及其他失職

行為，依法對有關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責任。69
 

後續中共衛生部依據《總體預案》、《傳染病防治法》及《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應急條例》的規定，組織制訂了《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及《國

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同時針對一些較重大的公共衛生

事件如流行性感冒、禽流感、核事故、鼠疫等，亦制訂單項預案，目前已形成 2

個專項預案、7 個部門預案及 22 個單項預案、1 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社區(鄉

鎮)應急預案編制指南(試行)》及若干地方預案組成的衛生應急預案體系。(如圖

3-1) 

 

 

 

 

 

 

                                                      
68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運行機制、監督管理〉，《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9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監督管理〉，《中國政府網》，

http://www.gov.cn/yjgl/2005-08/07/content_2104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69 
 

 

 

 

 

 

 

 

 

 

圖 3-1 中國大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體系 

 

資料來源：張毅強，《風險感知、社會學習與範式轉移：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政策變遷》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0。 

 

參、 公共衛生應急指揮管理體系及機制建設 

在 SARS 事件之後，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逐步建立起公共衛生應

急管理體系，組織成不同層次、較為完善的公共衛生應急綜合指揮機構與行政協

調機制，依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 3 條的規定：「突發事件發生後，

國務院設立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指揮部，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和軍隊有關部門組

成，國務院主管領導人擔任總指揮，負責對全國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統一領導、

統一指揮。」70，而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亦比照辦理。隨後中共衛生部加快疾病預

防控制體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兩大體系的建設工作，完善國家、省、

市、縣四級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的組織機構，衛

生部並於 2004 年 3 月增設衛生應急辦公室，做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中

心，負責相關應急準備和應急處理等組織協調工作，目前全國有30個省(自治區、

                                                      
7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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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衛生局亦成立衛生應急辦公室，國家級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部分的省

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成立了專門的應急處置部門，71逐漸達成《突發事件應對

法》所確立的原則與目標，「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

管理為主」的突發公共衛生應急指揮體系和應急組織管理網路。2006 年，國家

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諮詢委員會在北京成立，下設傳染病防控組、中毒處

置組、醫療救治組、核放射處置組、預測預警組及綜合組等 6 個專業組，用以指

導與規範各類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工作。72另外，衛生部正加速建設

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決策系統，並對中西部 24 個省級應急指揮決策系統

的建議給予支持，以達成「指揮一體化、資訊網路化、執行程式化、決策智慧化」

的工作目標。73
 

如圖 3-2所示，目前中國大陸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主要由四部分組成：

一、應急指揮體系，以國務院為總指揮，衛生部、省、地方各設立衛生應急辦公

室，負責各層級的指揮協調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 2013 年 11 月十八屆三

中全會中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制訂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研究解決

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是一個統籌國家安全工作的平台，該機構的設立出

現在三中全會公報關於社會治理的環節中74，亦涵蓋了公共安全體系的管理，為

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個可依循、具方向性的政策方針；二、疾病預防

控制體系，以國家級 CDC 為核心，並分為國家、省、地方三級，內部並構建疾

病控制資訊網路；三、醫療救治體系，主要包含醫療救治機構(分為省級與地方)、

                                                      
71

 〈王隴德副部長在全國衛生應急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雲南衛生監督信息網》，

http://www.ynwsjd.cn/Item/2008.aspx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72

  潘曉亮，〈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專家諮詢委員會在京成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1/23/content_4090514.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73

  李炳彥，〈新軍事變革是個持續的創新過程〉，《求是理論網》，

http://big5.qstheory.cn/special/2012/zddqzx/xjsbg/201207/t20120730_17300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74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327-2.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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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救治資訊網路、醫療救治專業技術隊伍(於省級與直轄市設立)三部分；四、

實驗室網路，分為國家、省、地方三級，設立於各層級 CDC 內。 

 

 

 

 

 

 

 

 

 

 

 

 

 

圖 3-2 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預警和資訊系統建設 

SARS 疫情的發生和蔓延，充分暴露出當時中國大陸公共衛生資訊系統存

在的報告時效性差、網路覆蓋面小、缺乏國家統一的公共衛生資訊平臺、資訊整

合能力差等缺陷；針對公共衛生系統資訊管道不暢通、時效性差，難以為疾病預

防控制提供即時有價值資訊的弊病，中共黨中央、國務院做出了用三年時間基本

建成全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重要決定，75
2003 年中央財政出資兩億元，建立起 

「國家衛生資訊網路直報與管理系統」(簡稱網路直報系統)，該系統於國家

                                                      
75

 金水高，〈我國公共衛生資訊系統發展的回顧及展望〉，《中華預防醫學雜誌》，42 卷(2008 年

11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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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 組建，並於 2004 年 4 月正式啟用。此系統是一個巨大的自下而上的傳染病

防控網路，以互聯網為基礎，涵蓋全國城鄉之衛生行政部門及醫療衛生機構，實

現了全國範圍內之傳染病個案的線上即時監控與報告。 

中國大陸的法定傳染病報告制度始於 1959 年，早期的傳染病報告採用手工

填報傳染病報告卡的方式，填寫好的卡片需要經過鄉、縣、市、省、國家等逐級

報告和彙總統計，最初的疫情資訊往往需要 1 個多月，甚至幾個月才能到達決策

人員手中，76獲取疫情數據猶如大海裡撈針，非常困難。而網路直報系統由鄉鎮

以上各級醫療機構發現傳染病或疑是傳染病後，直接將資訊輸入電腦系統，即可

在全國衛生行政部門及醫療衛生機構之電腦系統出現，同時上報至國家 CDC 及

衛生部，改變傳統疫情報告層層逐級上報的方式。 

網路直報系統主要依賴網路平臺構建，基本思路是構建國家、省級統一的

衛生資訊直報平臺和資料中心，實現衛生資訊實施網上報告和資料獲取，並制訂

統一衛生資訊標準，包括資料庫結構和資訊交換標準，實現縱向化的國家、省、

市、縣四級管理。另外直報內容包括衛生機構、人力資源、設備和醫療運營情況，

要求嚴格保證資訊安全，防止資訊丟失、洩漏和被仿冒、篡改。77
 

網路直報系統內有 20 個相互關聯的子系統，包括疾病監測、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鼠疫、結核病、愛滋病、救災防病、死因監測、傳染病自動預警資訊、兒

童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等，各子系統間資訊相互關聯，資訊互通，解決了傳統疫情

報告系統中各病報告管理無關聯、資訊不一致的問題。78
  

實行疫情網路後的 2004 年，醫療機構做出診斷到國家收到疫情報告的平均

時間由原報告方式的 24 天縮短到不足 l 天。2005 年疫情報告及時性得到進一步

                                                      
76

 吳佳佳，〈我國疫情網路直報系統平穩運行 10 年 日監測數據兩萬例〉，《新浪新聞》，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403/12130684.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77

 黃曉亮，〈衛生信息網絡直報系統的設計與實現〉，《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10 卷 11 期

(2008 年 11 月)，頁 163。 
78

 潘定權，〈運用網路直報後的疫情監測系統〉，《應用預防醫學》，14 卷 A02 期(2008 年 2 月)，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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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傳染病從醫療機構做出診斷到國家收到疫情報告的平均時間縮短到 0.8天，

即 19 小時。79
 

 

伍、 公共衛生投入及服務體系建設 

歷經 2003 年對抗 SARS 的戰爭，中國大陸各級政府與社會提高了對公共衛

生工作的重視，對疾病控制體系和醫療體系投入了許多改造工作。2002-2007 年，

中國大陸政府財政用於公共衛生的支出累計達到 6294 億元，比上一個五年增加

了 3589 億元，國家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投入從 2003 年的 831 億元增加到 2009 年

的 3416 億元，年均增長 26.6%，80是增長幅度最大的財政支出項目之一。政府財

政投入在公共醫療衛生費用中的比例開始回升，如表 3-4 所示，2007 年公共醫療

衛生支出占醫療總支出的百分比達到了 46.93%，較 2002 回升了 11%(佔政府支

出百分比亦回升 1.5%)，2007 年個人自付的醫療衛生支出占個人醫療衛生支出的

百分比為 83.01%，較 2002 年降低了 6.95%，群眾費用負擔有所降低。 

2002~2005 年間，中國大陸各級 CDC 基本建設為主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

設項目達 2416 個，以傳染病院(區)、醫療急救中心為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

療救治體系建設項目達 2649 個。81
2003-2006 年，中央財政補助地方公共衛生專

項資金總計 129.5 億元，其中用於疾病預防控制項目之經費為 66.3 億元，支持領

域分別為愛滋病、結核病、血吸蟲病、SARS 與禽流感等重點傳染病防治，以及

免疫規劃、精神衛生等其他公共衛生項目和市、縣級 CDC 實驗室裝備。2006 年

中央財政補助地方疾病預防控制專項資金達 25.1 億元，比 2002 年增加了 47.1

倍。82
 

                                                      
79

 馬家奇、戚曉鵬、施曉明、王麗萍、張春曦、郭青、郭岩，〈2005 年傳染病網路直報工作評

價〉，《疾病監測》，21 卷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602。 
80

 張毅強，《風險感知、社會學習與範式轉移：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政策變遷》(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7-248。 
81

 〈江蘇公共衛生工作進展（新華日報專題報導）〉，《江蘇衛生網》，

http://www.jswst.gov.cn/gb/jsswst/wsyw/snxw/userobject1ai16613.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82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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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救治體系方面，2003 年 9 月中國大陸國家發改會、衛生部下達《突發

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建設規劃》，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加強基礎

設施建設、提高裝備水準、深化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提升專業人才技術能

力等措施，基本建成符合國情、覆蓋城鄉、功能完善、反應靈敏、運轉協調、持

續發展的醫療救治體系，加強應對重大傳染病、新發突發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建設83；建設項目總計投入

163.72 億元，其中中央投入 56.7 億元，地方投入 106.12 億元，主要用於加強傳

染病院和緊急救援中心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裝備水準和醫療救治能力，此外，

中央投入 6.8 億，地方配套 2.2 億，合計 9 億元，建設項目 426 個，加強醫療救

治資訊系統和化學中毒與核輻射基地建設。84
 

另外，中國大陸政府不斷加強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

的建設，2006 年中共啟動《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規劃》，中央和地方

總計投入 217 億元用於改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環境，組織萬名醫生支援農村，

加強中西部地區農村衛生人才培養與培訓。85同時 2006 年 2 月，國務院成立城

市社區衛生工作領導小組，制訂頒布《國務院關於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

意見》及配套檔，加快城市社區衛生服務體系發展。 

  

                                                                                                                                                        
2010)，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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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建設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官

網》，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402/t20140221_585079.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84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46。 
85

 〈農村衛生服務體系建設與發展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官網》，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402/t20140221_585181.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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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中國大陸近年來公共醫療衛生支出(2002-2012)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topic/health 

 

陸、 行政問責制的推展與公共衛生執法監督體系建設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各地頻繁發生重大危安事故，然而除事故

直接相關人員受到法律懲處外，間接相關政府部門及官員大都平安無事，幾乎未

見相關領導人出面承擔責任或引咎辭職。政府責任的實現不能僅靠政府及官員的

自覺意識，而必須建立起嚴格監督的責任追究機制，才能確保政府責任的體現和

執行。而 2003 年的 SARS 危機促使全面的行政問責制啟動，事件當時將衛生部

長及北京市長予以撤職，並陸續懲處地方相關首長及行政人員。SARS 事件後，

繼而幾起重大危安事故如重慶開縣油井洩漏事故、松花江污染事件、山西「黑磚

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縣尾礦潰壩事故等一系列問題86的處理中，

其相關人等均被追究責任。 

                                                      
86

 〈進入法制化的官員問責〉，《中國論文網》，http://www.xzbu.com/1/view-156008.htm ，檢閱

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公 共 醫
療 衛 生
支出（占
醫 療 總
支 出 的
百分比） 

35.83 36.23 37.97 38.77 40.65 46.93 49.95 52.50 54.31 55.89 55.96 

公 共 醫
療 衛 生
支出（占
政 府 支
出 的 百
分比） 

9.41 9.68 10.12 9.89 9.90 10.9 11.60 12.07 12.07 12.46 12.52 

個 人 自
付 的 醫
療 衛 生
支出（占
個 人 醫
療 衛 生
支 出 的
百分比） 

89.96 87.61 86.48 85.26 83.09 83.01 80.76 78.86 77.24 78.83 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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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自 SARS 事件後，也開始加快行政問責法制建設的步伐，《中國

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於 2004 年 2 月頒佈實施，「詢問和質詢」、「罷

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87等內容被明確列入其中；同年 4 月，《黨政領導幹部辭

職暫行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實施，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律定「因公辭職」、

「自願辭職」、「引咎辭職」、 「責令辭職」88等九種對有關黨政領導幹部進行

行政問責的具體內容。2006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89，明確確認了行政問責制度的必要性和憲政上的合法性，為責任政府的建設提

供了理論依據和法制保障。另有鑑於以往問責中，限於行政系統內，對行政領導

幹部進行問責的情形較多，黨委主要領導幹部則往往被免責，使問責的權威性、

實效性、公平性受到一定影響，於 2009 年 7 月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

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90，以加強黨政領導幹部的管理和監督。 

2003 年以來中國大陸行政問責制在問責的方式、主體、對象、範圍等方面

都呈現新的特點和趨勢91。 

一、問責方式由「權力問責」向「制度問責」轉變 

過去發生事故或案件後，追究與否、追究哪些人、追究到什麼程度，

呈現較主觀或隨意的方式。追究直接責任多，追究領導階層間接責任

少。2004 年 4 月實施的《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將引咎辭職引

入問責制度內，明確規定官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

或惡劣影響、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等應引咎辭職」92。 

                                                      
87

 〈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344222.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88

 〈中共中央批准實施《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PI-c/548739.htm，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89

 〈(受權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全文)〉，《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27/content_2886656.htm，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90

 〈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規定有哪些新意〉，《青島市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官網》，

http://www.qdhrss.gov.cn/rsj/27/30/82/1957.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91

 陸彩鳴、徐小軍，〈中國行政問責制建設的現狀、缺陷及完善〉，《中國發展》，8 卷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4。 
92

 〈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無錫市藝術文化管理中心》，



 

77 
 

二、問責主體從「同體問責」向「異體問責」轉變 

過去的行政問責大多「由上而下」進行的問責，由執政黨系統對其黨

員幹部的問責，或者行政系統對其行政幹部的問責93，稱之為「同體問

責」。2003 年以來在行政問責制發展的過程中，慢慢有公眾參與與社

會輿論對官員進行問責，即所謂「異體問責」。在具體的實踐上，各

地開始就行政問責主體進行規範，頒布有關法律法規，例如江蘇泰州

頒佈的《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暫行辦法》94，其規定除行政首長、

監督管理機關、上級機關外，公民、法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司

法機關以及新聞媒體都可以提起問責。這顯示同體問責逐漸向異體問

責拓展。 

三、問責對象從追究「有過官員」向「無為官員」轉變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只注重對在公務事件中有過錯，並釀成重大事故

的官員實施懲處，而對無為庸官往往缺乏具體的懲戒措施，使這些官

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95。2004 年浙江省實施《浙江省影響機關工作

效能行為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率先建立「庸官問責制」96，其規定

全省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如在公務活動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

影響機關工作秩序和效能者都將被問責。 《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

暫行辦法》亦將行政人員效率低下，言行不文明，服務品質差等情形

全部納入問責。其它一些地方也紛紛仿效，除了出問題的官員受到追

究外，那些無所作為的官員也將被問責。 

                                                                                                                                                        
http://wgzx.chinawuxi.gov.cn/BA51/I/05/5400017.s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93
 杜鋼建，〈SARS 危機管理與政治問責制〉，《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網》，

http://my12340.com/article.aspx?ID=577，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94

 〈關於轉發市政府《關於印發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暫行辦法的通知》的通知〉，《泰州

市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http://www.tzsafety.gov.cn/ne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87，檢

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95

 陸彩鳴、徐小軍，〈中國行政問責制建設的現狀、缺陷及完善〉，《中國發展》，8 卷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4。 
96

 〈浙江首創庸官問責辦法 六大機關列為問責對象〉，《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4562/3048158.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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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責範圍從「生產事故多發部門」向「各領域各部門」推進 

從 2003 年以前的案例來看，對政府官員問責一般都是因為重大事故，

但是 2003 年以來，問責的範圍不斷拓寬，除了生產事故多發部門外，

公共服務、公共決策、行政執法等諸多領域都被劃定在可問責範圍內，

另外除行政機關外，黨群組織、公檢法機關、企事業單位等也同樣被

納入問責的範疇。97
 

另外，有關公共衛生執法監督體系的建設，2000 年 1 月 19 日中共衛生部在

《關於衛生監督體制改革的意見》中要求，使衛生行政管理從「辦衛生」轉變為

運用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劃等手段「管衛生」98，明確提出將衛生監督職能和

疾病預防控制職能分開，成立專門承擔衛生行政執法和疾病預防控制職能的專門

機構。隨後衛生部下發《疾病預防控制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自此兩項體制改

革正式展開。2002 年初衛生部成立「衛生監督中心」，全國省級和地方衛生監

督機構亦陸續成立，促進了衛生行政部門的職能轉變和依法行政99，衛生監督執

法力度加大。衛生監督機構在日常衛生監督工作上，特別是 2003 年應對 SARS

事件中，發揮積極作用。 

 

小 結 

儘管 SARS 事件暴露出中國大陸危機意識薄弱、政府結構組織中的各種缺

陷，以及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不足，但藉此機會使得社會各方面對改變舊體制弊

端的迫切性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與認識，提供了良好的輿論氣氛和群眾基

礎，所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SARS 危機也是政府改革吏治的契機，使政府到公

                                                      
97

 陸彩鳴、徐小軍，〈中國行政問責制建設的現狀、缺陷及完善〉，《中國發展》，8 卷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34。 
98

 〈文件三：關於衛生監督體制改革的意見〉，《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817/190777.html ，2000 年 1 月 19 日。 
99

 〈衛生部關於印發《關於衛生監督體制改革實施的若干意見》和《關於疾病預防控制體制改

革的指導意見》的通知〉，《中國食品衛生雜誌網》，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98196 ，2001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817/190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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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都開始意識到建立完善的公共衛生應急體制，實現有效危機管理的重要性。 經

過十年的努力，中國大陸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朝制度化和法制化邁進，應

急組織管理和指揮體系實現從無到有的轉變，聯防聯控協調機制逐步建全，監測

預警系統亦不斷完善，衛生應急工作重點也開始從「重處置」轉變為「預防與處

置並重」，長期以來為人詬病的隱匿資訊的陋習，在行政問責制的推動下，也得

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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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 H7N9 事件處理探討 

2013 年 3 月初，中共兩會正式宣告政權的轉換，第五代領導人上任，「習

李體制」正式接班。然而習近平和李克強上臺之後，馬上就必須面對兩個棘手的

問題，除了四月份的雅安大地震外，對 H7N9 疫情的處理更是對「習李體制」的

一大考驗。自 3 月 31 日第一起病例通報後，中國大陸可說全面動員，習近平曾

多次指示強調，各地區部門務必高度重視，堅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放第一位，採取積極措施，切實加強疫情防控，疫情發生地區要把救治病患做為

第一任務，努力減少死亡病例。中國大陸歷經十年前的 SARS 風暴後，整體公

共衛生防疫體系已獲得大幅度提升，同時在新一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下，面對新

的疫情挑戰，可預期將會有不同於以往的處置應對方式及態度。 

 

第一節 H7N9 事件案例探討 

新型甲型 H7N9 禽流感病毒（以下簡稱 H7N9）是一種流感病毒，主要是

發生於禽鳥之間的低死亡率疾病，但是經由禽鳥感染給人之後卻產生基因變異，

在人體發病期短、死亡率高1，與十年前的 SARS 如出一轍。H7N9 疫情在中共兩

會結束後爆發，過去 SARS 所造成的恐慌讓世界各國記憶猶新，中共官方的一舉

一動，全球社會也都拿著放大鏡在檢視著。鑑於昔日中共在處理 SARS 時的不良

記錄，各式網路傳言和小道消息也不斷出現，內容多是抨擊中國大陸為了營造兩

會期間社會穩定的假像，因此封鎖疫情，刻意粉飾太平，上海黃浦江上出現數千

頭病死豬的恐怖畫面，讓一般民眾更加相信疫情早已失控。 

 

壹、 H7N9 事件經過 

                                                      
1
 〈預防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給公眾的指引〉，《澳門食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foodsafety.gov.mo/c/sense/detail.aspx?id=6092bcd1-9248-42c8-8599-187072181853 ，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81 
 

中共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下簡稱衛計委)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依

據《國際衛生條例（2005）》，向 WHO 通報，上海市和安徽省發現 3 例感染 H7N9

病例，其中兩例經搶救無效死亡，另一例安徽患者正在江蘇南京積極救治，此 3

名患者感染的 H7N9 是全球首次發現的新亞型流感病毒，感染來源尚不清楚。與

此同時，中國CDC在公開資料庫中公佈了 3 病例標本所分離病毒的全基因序列。

2隨後兩周，上海、北京、安徽、江蘇和浙江 5 省（市）陸續確診了更多的 H7N9 

病例。多數病例以重症肺炎為主要特徵，並出現了較多的死亡病例，調查結果顯

示，活禽市場是人感染 H7N9 病毒的可能來源。3
 

自 2013 年 3 月初起，上海黃浦江陸續出現大量漂浮死豬，中共官方曾不斷

重申，並未影響上海居民的飲用水水質，而在 3 月 11 日的新聞中，爆出漂浮的

死豬帶有致病原，但不屬於人畜共患病的消息。4
3 月 31 日晚間，針對 H7N9 病

毒是否與此事件有關的問題，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沒

有足夠的證據基礎評論兩者是否有關係，但由於其中一宗個案，是豬肉商販，內

地的相關部門有必要採集死豬的樣本，化驗是否存在禽流感病毒。」5
 當晚中國

大陸微博網站不斷轉發這樣的消息，但並沒有被大陸官方刪除，雲南資訊報次日

一早還將何栢良的這份警報印了出來，新華社並於下午發佈《上海加強 H7N9 禽

流感防控，漂浮死豬未檢出禽流感》的消息。6
 

                                                      
2
 〈上海、安徽發生 3 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確診病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mohwsyjbgs/s3578/201303/44f25bd6bed14cf082512d8b6258fb3d.shtml ，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章宇捷，〈衛計委世界聯合衛生組織發布《中國-世衛組織人感

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報告》〉，《醫穀網》，

http://www.yigoonet.com/zixun/20130520/2729.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3
 邢悅，〈人民日報盤點 2013 年健康領域大事記〉，《天津網》，

http://www.tianjinwe.com/jkpd/tt/201401/t20140103_520713_8.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4
 〈黃浦江死豬檢出病毒病原 不屬人畜共患病〉，《新浪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cn/c/2013-03-11/133226496693.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5
 〈香港傳染病專家建議採集黃浦江死豬樣本排查禽流感〉，《IBTIMES 中文網》，

http://www.ibtimes.com.cn/trad/articles/24796/20130401/563843.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6
 楊玉國，〈上海加強 H7N9 禽流感防控 漂浮死豬未檢出禽流感〉，《國際在線新聞網》，

http://gb.cri.cn/27824/2013/04/02/3245s4071593.htm，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8%B3%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4%E7%97%85%E5%8E%9F
http://www.ibtimes.com.cn/trad/articles/24796/20130401/5638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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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晚間，鳳凰衛視當晚援引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副主任盧洪洲的說

法，稱「安徽的 H7N9 患者有過禽類和豬的接觸史。而對於這種接觸與人感染

禽流感之間的關聯，以及豬是否有可能會攜帶 H7N9 病毒，仍在調查研究中」。

7兩位 H7N9 感染者此前均曾與豬有關的消息頓時成為人們最大猜測焦點。 

4 月 2 日早晨央視報導，另一位 87 歲的死者李某，被上海市疾控中心宣佈

在發病前沒有接觸過禽類，也沒有外出史。安徽患者韓某則被描述為「在 3 月 9 

日，和其丈夫一起在農貿市場買了一隻雞，在挑揀雞的過程中有過一些接觸」。

8
 

這樣碎片化的資訊獲取方式，已讓一般大眾感覺不耐，也造成了一些恐慌。

4 月 2 日上海商報標題《資訊發佈及時充分是應對禽流感關鍵》，新浪網立即重

點推薦：「公眾的擔憂不會因‘只有兩三個病例’而有所減輕，因為人們第一怕看

不見、摸不著的感染源，第二怕人與人之間出現傳染……僅說‘一切盡在掌握中’

是遠遠不夠的……一些上海市民在接受中外媒體採訪時坦言，自己擔心疫情蔓延，

希望能採取有效措施防止自己被感染疫病，卻並不知道此時此刻該做什麼，不該

做什麼……通過科學手段澄清‘死豬事件’和禽流感之間是否有關，並將檢驗所得

結果及時、準確、充分披露，是避免‘連帶性恐慌效應’的唯一良策。」9
  另外，

21 世紀經濟報導頭版頭條標題則將上海 H7N9 確診的漫長歷程比作「躲貓貓」，

因為記者發現，早在 3 月 7 日，上海官方曾經「闢謠」，當天下午，曾有微博

消息稱「上海第五人民醫院出現了幾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診斷為流感，有呼吸

衰竭症狀，希望院方公佈真相」，而後，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和上海市衛生局均

                                                      
7
 吳碧琦，〈安徽 H7N9 禽流感患者未脫離危險曾接觸禽類和豬〉，《騰訊新聞網》，

http://news.qq.com/a/20130402/000528.htm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8
 〈H7N9 禽流感傳染源暫不詳〉，《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4/02/23779438_0.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9
 〈上海商報:資訊發布及時充分是應對禽流感關鍵〉，《新浪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4-02/005126706069.s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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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官方帳號發佈，稱已排除人感染禽流感等傳染病，李某死亡系因患有多項基

礎性疾病，加上肺部重度感染所致。10
 

4 月 2 日傍晚，上海疾控中心負責人吳凡，除了宣佈「沒有證據表明病毒來

源於豬」、「上海市場豬肉、雞肉可以放心吃」外，再次解釋「20 多天后才公

佈感染 H7N9 資訊」的原因：「H7N9 是新型病毒，該病例在門診和收治過程

中進行了檢測，先排除了 SARS 等已知病毒，再進行未知病毒判斷和診療。經

過基因測序和比對，並送國家疾控中心病毒分離確認後，確定其感染 H7N9 病

毒。未知病源的檢測是相當困難的，需要一段時間。11」同時中共衛計委同時補

充：「此次人感染的 H7N9 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發現的新亞型流感病毒，

尚未納入我國法定報告傳染病監測報告系統。上海市醫療衛生機構發現上述病例

時，即時開展了相關實驗室篩查……於 3 月 22 日發現患者可能感染 H7 系列

流感，之後將相關標本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3 月 29 日，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從送檢的病例標本中分離到 3 株 H7N9 禽流感病毒……依法於 3 月 31 

日向社會公佈。」12
 

4 月 3 日新京報則以社論呼籲《抗禦禽流感還應加強監控禽畜疫情》：「截

至目前，上海已經啟動流感流行應急預案Ⅲ級回應，北京也將 H7N9 禽流感病

毒納入傳染病監測網。這都是必要的。不過，從報導來看，各地啟動的監控預防

預案多是針對人類感染的，對禽畜疫情的監控還沒有緊張起來。」13雲南都市時

報社評亦以「姍姍來遲」形容上海昨起啟動流感流行應急預案Ⅲ級回應：「不管

檢測有多麼困難，公佈 H7N9 資訊竟遲滯了 20 多天，上海市政府難以獲得民眾

                                                      
10

 陳承，〈H7N9 躲貓貓：上海新型禽流感病毒確診的漫長歷程〉，《新浪財經網》，

http://finance.sina.com.cn/360desktop/roll/20130402/025815022074.s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11

 〈上海疾控中心：沒有證據表明 H7N9 病毒來於於豬〉，《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官網》，

http://www.chinacdc.cn/mtdx/crbxx/201304/t20130403_79431.htm，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12

 〈衛計委：國內外尚無針對 H7N9 禽流感病毒疫苗〉，《科學網新聞》，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3/276217.shtm，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13

 〈抗禦禽流感還應加強監控禽畜疫情〉，《新京報網》，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3/04/03/256340.html，檢閱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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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諒解……遺憾的是，整體而言，我們並沒有看到各地政府太多的防控動作。」

14
 

而湖南報紙瀟湘晨報社評《非典十年，我們的防控禽流感答卷》，除了呼

籲民眾不要做人云亦云的盲動者，再度上演囤積板藍根或者搶鹽的鬧劇外，另外

表示：「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世衛組織官員表示，中國政府此次的報告並沒有資

訊披露不透明的問題，上週五確認病毒類型，周日報告世衛組織，沒有不恰當之

處。流覽國內新聞，各地的因應措施同樣相當密集……無論這次的禽流感如何發

展，我們都應當堅信有備則無患。」15
 

至 4 月 13 日止，衛計委共向 WHO 報告 49 人感染 H7N9 病例，患者年齡

從 4 歲到 87 歲不等，已有 11 名患者死亡，其餘大部分患者都表現出較為嚴重的

症狀。患者主要來自三個省（安徽、江蘇和浙江）以及兩個直轄市（北京和上海）。

16
 

為共同應對疫情，中國大陸與WHO於 4月 18日共同成立「人感染H7N9 禽

流感防控聯合考察組」，展開疫情風險評估和防控措施指導，該考察組由來自中

國大陸和 WHO、澳大利亞、歐盟、香港特區及美國的專家組成。17
 

自五月份開始，疫情發展似乎受到控制而有減緩趨勢，大規模的流行傳染

並未發生，中國大陸各地的疫情也趨緩甚至不再出現新的病例。根據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Epizooties, 簡稱 OIE）中國大陸常任代表張仲秋

5 月 31 日在 OIE 年會上的報告指出，中國大陸自 2013 年 3 月上海發生首例人感

                                                      
14

  徐達內，〈媒體紮記：禽流感再襲〉，《FT 中文網》，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768/?print=y，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15

 周東飛，〈非典十年，我們的防控禽流感答卷〉，《瀟湘晨報》，

http://epaper.xxcb.cn/xxcba/page/101/2013-04-03/A02/88851364927929953.PDF，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16

 章宇捷，〈衛計委世界聯合衛生組織發布《中國-世衛組織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

報告》〉，《醫穀網》，http://www.yigoonet.com/zixun/20130520/2729.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17

 〈衛生計生委邀請世衛組織聯合考察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工作〉，《新浪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cn/c/2013-04-19/173926880399.s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85 
 

染案例至 5 月 28 日，累計共 131 起感染案例，其中 37 人死亡，77 人康復。18顯

示這次的 H7N9 疫情已經受到控制且逐步緩和，儘管在 5 月底北京又出現一個新

的病例，惟爆發大傳染的恐慌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對疫情控制的信心。 

 

貳、 中國大陸政府處置作為 

中國大陸政府為應對 H7N9 禽流感，採取了以下舉措：  

一、中央政府統籌部署防控。經國務院同意，由衛計委主導，農業部、林

業局等 16 個部門協助共同組成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統一領導和協調

H7N9 疫情防控工作。同時，衛計委亦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

協調部署全國衛生系統的疫情防控工作。19在出現疫情的省市（安徽、

江蘇、上海和浙江），還建立了區域級聯防聯控機制，以確保資訊共

用和聯合應對疫情。中央政府曾多次召開專題會議，根據各地疫情情

況和需求，提供有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和指導。 
20

 

二、全力執行病患救治。衛計委制訂下發病例診療方案，派出專家指導， 落

實定點醫院，開展醫務人員培訓，指導臨床一線做好病例診斷和治療，

並保障患者救治費用，確保不因費用問題影響患者救治。21
 

三、加強全面監控及防控措施。有關部門緊急組織實施診斷技術、疫苗、

病原學及溯源、流行病學、臨床救治等應急科研專項，並組織專家赴

                                                      
18

 〈陸代表 OIE 報告 H7N9 疫情〉，《奇摩新聞網》，

https://tw.news.yahoo.com/%E9%99%B8%E4%BB%A3%E8%A1%A8oie%E5%A0%B1%E5%91

%8Ah7n9%E7%96%AB%E6%83%85-170113249.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19

 〈國務院緊密部署 科學應對禽流感 保證患者得到及時救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

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wsb/pwsyw/201304/cd05687e01c5459099e80ec855d5e50c.shtml，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李斌主任出席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舉辦的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進展情況通報邊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zhuzhan/ldhd/201305/aa112f8ee12b46358bb128cc2a89a330.shtml，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1

  〈迎擊 H7N9：我國政府變得成熟與從容〉，《天天商報》，

http://epaper.shaoxing.com.cn/ttsb/html/2013-04/10/content_786182.htm，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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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開展緊急流行病學調查和市場鏈分析。22協調農業部加強動物疫情

監測，印發《動物 H7N9 禽流感緊急監測方案》，將全國劃分為核心、

重點和一般三類監測區，採集監測區內動物和環境樣品，及時進行風

險評估23，林業部門則加強對野鳥的監測。衛生部門強化不明原因肺炎、

流感樣病例和病原學等監測，並加強病人和密切接觸者的管理、醫院

感染控制等防控措施24；農業部將動物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臨時納

入一類動物疫病管理，並發佈《動物 H7N9 禽流感應急 處置指南》，

指導關閉感染群所在交易市場和屠宰場，對感染群的所有動物進行撲

殺，對撲殺動物及其產品進行無害化處理，對感染群所在場(村)的內外

環境實施嚴格的消毒措施25，以控制風險源頭。  

 四、即時發佈資訊。2013 年 3 月 31 日，衛計委向 WHO 實施 H7N9 病例

通報後，4 月 1 日即發佈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問答，4 月 3 日發出

《關於加強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從 4 月 4 日

開始，H7N9 疫情及防控動態實行日報機制 
26。另外組織專家訪談、展

開衛生熱線諮詢、與 WHO 聯合舉行專題新聞發佈會等形式，通報疫情

防控進展27，為公眾解疑釋惑。  

                                                      
22

 〈李斌主任出席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舉辦的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進展情況通報邊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zhuzhan/ldhd/201305/aa112f8ee12b46358bb128cc2a89a330.shtml，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3

  〈農業部關於印發《動物 H7N9 禽流感緊急監測方案》和《動物 H7N9 禽流感應急處置指南

（試行）》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官網》，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304/t20130409_3428338.htm，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4

 〈國務院緊密部署 科學應對禽流感 保證患者得到及時救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

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wsb/pwsyw/201304/cd05687e01c5459099e80ec855d5e50c.shtml，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5

 〈農業部印發 H7N9 禽流感緊急監測方案和處置指南〉，《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4-09/4714203.s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6

 李海文、劉文卿、陳琳穎、潘華峰、任金玲，〈從 H7N9 禽流感看我國應對突發公共事件 的

反應〉，《衛生軟科學》，27 卷 10 期(2013 年 10 月)，頁 645。 
27

 〈迎擊 H7N9：我國政府變得成熟與從容〉，《天天商報》，

http://epaper.shaoxing.com.cn/ttsb/html/2013-04/10/content_786182.htm，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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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國際交流合作。2013 年 3 月 31 日，中國大陸國際衛生條例聯絡

員向世衛組織通報了最初三例感染 H7N9 確診病例，此後定期向 WHO

和成員國更新疫情資料。中國大陸 CDC 主動與 WHO 共用病毒毒株且

保持定期交流，另邀請 WHO、OIE 與國內專家組成聯合考察組，提出

建設性意見，並舉辦聯合新聞發佈會，向中外媒體及時通報。28這些行

動對全球風險評估和應對至關重要，包括對 H7N9 疫苗效力和診斷試

劑的研究，以及對增進 H7N9 病毒的抗原性、致病性和傳播能力的認

識都具有重要意義29。 

 

第二節 SARS 與 H7N9 事件應急處理之比較 

在H7N9疫情應對的過程中，中國大陸政府強調依法應對，遵守現有法律法

規，遵循公開透明、加強國際合作的原則，並通過風險評估制訂出統籌兼顧的公

共衛生干預措施，實際應對中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診斷和早治療的「四早」

原則30。相較於十年前的SARS疫情，當年對疫情的隱匿所引發的惡性效應，處

理過程的雜亂無章，中國大陸政府並未讓H7N9疫情循著SARS的歷史軌跡發展，

而是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就將其控制並緩和疫情，相較於當年的作法，中共有了哪

些改變？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壹、 領導人的差異 

                                                      
28

 〈中國--世界衛生組織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組通報會文字實錄〉，《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mohbgt/s3582/201304/fae330ce6e7644c8a49ad02e12b50c9b.shtml，2 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29

 章宇捷，〈衛計委世界聯合衛生組織發布《中國-世衛組織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

報告》〉，《醫穀網》，http://www.yigoonet.com/zixun/20130520/2729.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0

 賴臻、嶽瑞芳，〈北京做好應對奧運期間傳染病大規模暴發的準備〉，《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8/02/content_8908678.

htm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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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SARS疫情與十年後爆發的H7N9疫情，恰巧都是發生在新舊兩屆

國家領導人交接的時刻，然而今日的習李和昔日的胡溫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首先，

當年SARS疫情爆發時，正值中共領導人權力首次依照法制規定和平遞嬗的時刻，

但十六大各界並不看好胡錦濤的接班，主要來自兩個面向，一是強調「槍桿子出

政權」的共產黨體制下，江澤民「扶上馬，送一程」的半退方式，使得胡錦濤沒

有接下軍委主席；二是代表中共權力核心的九名政治局常委，江系人馬超過半數，

讓政權是否能平穩接替增添不少變數。31因此胡溫的心力很大程度放在政治角力，

對疫情的關切程度並不強，也不希望疫情的爆發危及政治前途，因此對疫情的封

鎖隱瞞是可以預期的事。而十年後，胡溫的裸退宣告習李權力的全面鞏固，再加

上昔日SARS的教訓影響深遠，因此，對疫情的掌控與關注自然成為新領導人的

重點課題。 

再者，習李對威權體制的操作方式，有著更為寬鬆且多元的做法，SARS疫

情在爆發前，中國大陸政府刻意隱瞞疫情的作法，不但禍及鄰近的國家包括台灣

及香港，也使大陸民眾深受其害，政府公信力亦受到強烈質疑；而習李統治下的

大陸當局，在面對H7N9疫情時，雖也遭質疑刻意延後通報，但處理期間表現出

的透明度及反應能力，已較十年前進步，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穩定壓倒一切」的

最高指導原則，在新一代領導人身上有著不同的表現方式。 

另外，胡溫並未具有處理大規模傳染病的經驗，因此在面對SARS時顯得應

對能力不足，而當時整個處理過程及後續的精進作為，讓習李有很好的學習機會，

因此儘管面對來勢洶洶的H7N9疫情，他們更知道如何因應。  

 

貳、 中央統一指揮協調 

2003年SARS疫情後陸續頒布的法律與計劃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

例》、《突發事件應對法》及《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等充分發揮作用，

                                                      
31

 陳增芝、蕭應強，〈SARS 一疫 加速胡錦濤全面接班〉，《TVBS》，

http://news.tvbs.com.tw/entry/475925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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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32」的原則下，中共

黨中央、國務院在疫情發生後給予高度重視，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和病人救治工作，

國務院依法成立全國應急指揮部，多次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並同意由衛計委主導，建立多部門參加的應對人感染禽流感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

制。同時，衛計委亦成立人感染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33，協調部署全國

衛生系統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盡最大可能減少感染者死亡。 

另外，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34，十年來，政府部門制訂了一系

列應急預案，尤其針對傳染性疾病、食品安全等公共衛生事件，一旦發生意外情

況，相關政府部門有能力通過應急預案來應對。因此，預案制訂的意義，在於防

患於未然，對於應急過程的指揮協調、人員職責、技術裝備、救援措施等都做出

了明確規定，並定期演練，使突發事件發生時，透過中央的統一領導及各級政府

的分級負責，處置能力達到加成的效果。 

 

參、 疫情全面監測 

有鑑於SARS期間因資訊瞞報而導致疫情擴大的慘痛教訓，為加強突發性公

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衛生部於2003年12月12日頒布《突發性公共衛生

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資訊報告管理辦法》，此辦法規定中國大陸對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和傳染病實施屬地化管理，當地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負責對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和傳染病進行資訊監測、報告和管理，並建立流行病學調查隊伍和實驗室，負

責公共衛生資訊網路維護和管理、疫情資料報告等工作35。隨後中央財政出資建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3

 〈國務院緊密部署 科學應對禽流感 保證患者得到及時救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

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官網》，

http://www.moh.gov.cn/wsb/pwsyw/201304/cd05687e01c5459099e80ec855d5e50c.shtml，檢閱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4

  任珂，〈專家稱中國公開透明應對 H7N9 禽流感疫情〉，《新浪新聞網》，

http://news.sina.com.cn/c/2013-04-05/19212674069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5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與傳染病疫情監測資訊報告管理辦法（衛生部令第 37 號）〉，《中華人

民共和國衛生部官網》，http://wsb.moh.gov.cn/mohjbyfkzj/s3576/200901/38689.shtml ，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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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疫情網路直系統，由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採集個案病例資訊，在第一時間內於該

系統上報，基層要在兩小時內向所在地的疾控機構報告，可以從縣直報到中央，

同時直報到所在地的省市疾控中心。 

中國大陸CDC病毒所副所長舒躍龍認為36，近年來，中國大陸加大了對公共

衛生的投入，建立了五萬多個監測報告點的疫情網路直報系統，為應對重大公共

衛生突發事件、預防感染疾病、保障人民群眾健康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保障。這個

網路並有400多個實驗室，可以密切監視病毒的變化，也可以監測到新的疫情，

有利於對H7N9做出更為科學的判斷。 

此系統過去十年來在像是甲型H1N1流感的爆發流行控制，以及汶川、舟曲、

玉樹等地自然災害救災防病過程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2009年首例甲型

H1N1流感患者病歷，在四川省人民醫院進行網路疫情直報後，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在國家疾控中心顯示，並提供患者所有病情資料，包括具體病情、流行病學史、

診斷紀錄等，相關專家便立即進行同步診斷，5月11日即由衛生部宣佈確診，衛

生部並召開防控工作會議，要求疑似病例及確診病例，必須兩小時之內進行網路

直報37；而這次初始在上海及安徽省的H7N9確診病例，也是透過疫情網路直報

系統發現上報的，網路直報系統為疫情的防控贏得時間，提供可持續的資訊支

撐。 

H7N9疫情期間，中國大陸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部門也展開緊密合作，加強

對人和動物的監測、病例調查、流行病學調查、風險評估、臨床病例管理、院內

感染防控、公共衛生幹預、風險溝通和相關研究等。相關政府部門也相應出版技

術指南，以指導監測和流行病學調查，包括密切接觸者追蹤、實驗室檢測和病人

隔離治療38，使疫情能在相關系統及機制下全面獲得掌控。 

                                                                                                                                                        
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6
 〈中國科學部署 H7N9 防控 有序應對新型禽流感疫情〉，《東北網》，

http://internal.dbw.cn/system/2013/04/09/05469733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7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44-245。 
38

 章宇捷，〈衛計委世界聯合衛生組織發布《中國-世衛組織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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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資訊即時發布 

2003年SARS疫情爆發，首先暴露的，是中國大陸政府資訊資源管理的嚴重

不足，SARS事件後，儘快建立在公民知情權基礎上的政府資訊公開制度成為共

識。2003年SARS疫情期間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明訂國務院衛

生行政部門必須向社會發布突發事件的資訊，必要時可以向下授權至省、市人民

政府衛生行政部門39，在SARS 爆發後的幾個月裡，廣州市即率先頒布了《政府

政務資訊公開法》40。 

2007年頒布實施的《突發事件應對法》也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

府應當根據即將發生的突發事件的特點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定時向社會發佈突發

事件預測資訊和分析評估結果，以及採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減輕危害的建議，並

對相關資訊的報導工作進行管理41；2007年 1月 17日，國務院第 165次常務會

議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條例》，並自 2008年 5月 1日起施行42，條例的制訂與

實施，使政府公開資訊的職責法制化，並進一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 

中國大陸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認為43，政府在此次人感染禽流感疫情中反應得

非常迅速，在尋找病原、報告疫情、對病人及時救治和隔離、向社會公開資訊和

展開風險溝通等方面都做到確實，是十年前SARS時期的處理無法相比的。中國

大陸在向WHO通報首次幾宗H7N9病例後，衛計委即每天向社會公佈疫情，先後

發佈疫情防控知識問答、組織專家訪談、實施衛生熱線諮詢，並與WHO聯合舉

行專題新聞發佈會，透過這些措施發布疫情防控進展資訊，並宣導疾病預防知

                                                                                                                                                        
報告》〉，《醫穀網》，http://www.yigoonet.com/zixun/20130520/2729.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376 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衛生部》，http://wsb.moh.gov.cn/zwgkzt/pfg/list.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40

 苗麗華，〈對我國政府資訊公開訴訟制度的思考〉，《人民法院頻道》，

http://court.gmw.cn/html/article/201405/21/157508.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41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8/30/content_6637105.htm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42

 周漢華，〈從 H7N9 看中國資訊公開“能見度”〉，《中國報導》，111 期(2013 年 5 月)，頁 36。 
43

 〈中國科學部署 H7N9 防控 有序應對新型禽流感疫情〉，《東北網》，

http://internal.dbw.cn/system/2013/04/09/05469733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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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中國大陸從十年前的SARS事件中吸取了經驗教訓，認識到疫情資訊不公開，

會造成謠言的散佈，不利於社會穩定和疫情控制，政府相關的防疫措施也會受到

公眾質疑，只有第一時間公佈資訊，才能最大程度維護穩定。 

 

伍、 國際交流合作 

2003年中國大陸在處理SARS事件過程中，對於疫情的隱匿與處理失當，為

自己帶來了負面的國際形象，也對整個疫情的控制與發展沒有幫助。這個教訓使

中國大陸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因此，在此次的H7N9疫情開始，便主動通報疫

情並且與國際組織合作，不再以政治思維來看待公共衛生領域。 

「我希望向中國政府致謝。」WHO總幹事陳馮富珍在2013 年4月初的電子

郵件中寫道， 「在當前機構改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對於H7N9疫情應對非常迅

速，真正體現了中國對全球衛生貢獻的價值。世衛組織願意提供一切説明中方的

應對工作。」44
 

中國大陸政府在向WHO通報了最初三例感染 H7N9確診病例後，便持續與

WHO和成員國合作交流。包括定期更新疫情資料，和WHO聯合召開新聞發佈會，

向中國大陸內部及全世界公佈疫情資訊，與WHO疾病實驗室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以利篩選 H7N9 病毒疫苗候選株、製作有效試劑以及開發檢測方案，有助於瞭

解 H7N9 病毒的抗原性，致病性和傳播能力。衛計委並透過國家CDC，與WHO

維持緊密的技術合作關係，同時與美國 CDC、加拿大公共衛生機構、歐盟 CDC、

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和韓國 CDC 共用相關資訊並展開技術合作45。 

2013年的H7N9事件，對中國大陸來說是危機也是轉機，將疫情最大程度地

                                                      
44

 〈中國科學部署 H7N9 防控 有序應對新型禽流感疫情〉，《東北網》，

http://internal.dbw.cn/system/2013/04/09/054697334.s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45

 章宇捷，〈衛計委世界聯合衛生組織發布《中國-世衛組織人感染 H7N9 禽流感防控聯合考察

報告》〉，《醫穀網》，http://www.yigoonet.com/zixun/20130520/2729.html ，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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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中國大陸境內，同時保持疫情資訊的透明流通，並且與國際合作來強化防

疫措施，這些作法獲得國際的支持與肯定，也讓中國大陸昔日在SARS失去的形

象隨著H7N9疫情的趨緩獲得很大程度的改善，從而確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第三節 H7N9 事件後的應急處理發展方向 

2003 年 SARS 事件發生以來，中國大陸政府加大了對突發公共衛生應急反

應系統建設的投入，使整個系統的應對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 H7N9 疫情的

處理過程中，不論是報告疫情、公開資訊、對病人即時救治和隔離、風險溝通等

工作都做到比十年前的 SARS 疫情處理來得進步許多，但綜觀整個系統應急能力，

仍有許多亟待改善的的地方。 

 

壹、 決策指揮及組織協調需設立常設機構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並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總目標46。其中，兩個機構的設立引人

矚目，一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促進國內改革，二是設立國家安

全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安委)，以保障國家安全。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設立國家安

全委員會的國家，該機構是美國重大安全戰略政策的決策核心，為總統提供國家

安全和外交事務的決策參考，是跨部會的協調機構。事實上，站在國家安全的高

度，成立一個集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外交、衛生、科技於一體的國家級協

調機構，是世界各大國的通常做法。 

過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一些研究機構的學者，曾多次呼籲成

立國安委，也曾成立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試運行，因此國安委的成立可以說是應運

                                                      
46

 〈解讀《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8198/371536/index.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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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習近平在三中全會報告中指出：「當前中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對內

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需要搭建強有力的平臺統籌國家安全工

作」，並表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制訂和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推進國家

安全法治建設，制訂國家安全工作方針政策，研究解決國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問

題」。47中國大陸戰略文化促進會副會長羅援並補充：「中國改革正在向深層次進

展，需要巨集觀性、能夠指導全域的國家安全戰略。其次，中國面臨一個複雜的

安全環境，不僅邊境、海上及島嶼爭端，同時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

對中國構成挑戰…因此，現實呼喚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的催生劑」。48
 

至於外界對於中國大陸國安委的職能偏外或偏內解讀眾多。國務院法制辦

公室副主任袁曙宏說：「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要是對外功能，而我國則承擔著

對外與對內的雙重職能…中國對外面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面臨維

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國安委是對內對外進行統籌國家安全的機

構…」。49該機構的設置，出現在三中全會公報關於社會治理的環節中，相關內

容包括社會治理、維護國家安全、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

安全體系等50，因此中國大陸國安委有內外兼備的基本職能。 

國安委是否成為中國大陸處理突發事件的專責機構目前仍待觀察，然而國

安委應注意的是長期戰略的規劃、及早預防可能出現的危機、協調整合各部會意

見、擬定各項重大決策建議等，若成為每日運作、短線因應的機關，就會只看到

緊急而非重大與重要事項，因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仍須透過專門

的處置機構。 

依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及《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

                                                      
47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327-2.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 
48

 〈羅援：現實呼喚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催生劑”〉，《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3_11/15/31284016_0.shtml，檢閱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 
49

 〈國安委職能與美國不同 目前已無新人被送勞教〉，《南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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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時，從國務院、省到地方人民政府均成立應急處理指揮部，各級衛生行

政部門在平時就已成立衛生應急辦公室，各級決策指揮機制均已形成；各級政府

之應急處理指揮部仍屬臨時性的機構，會導致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其協調能力受到

限制，經驗累積缺乏連續性；各級衛生行政部門之衛生應急辦公室屬常設機構，

但一般由現有部門兼任，其在部門協調聯動時無法很有效地指揮全域。根據學者

研究，「無常設指揮中心」與「協調機制不力」已成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

制中存在問題的第一與第二位51，在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出現多頭領導、

各自為政、資源分散浪費，部門與部門間、部門與地方間缺乏統一規劃與密切協

調，無法形成一個有效的運作機制，因此，中國大陸應於各級政府構建應急管理

常設中樞機構，並於衛生行政部門設立常設應急管理機構。 

一、構建政府應急管理常設中樞機構52
 

應建立中央－省－地方三級的常設性應急管理的綜合協調部門，分別於

不同政府層級制訂突發事件應急戰略和計畫，指揮和協調對應層級的政

府部門和各種資源應對突發事件，並從法律上保障應急管理常設中樞機

構的地位和權力。此機構應著重在建立不同突發事件之間的協調機制，

克服以往分部門、分災種的應急管理體系，提高政府應對複合型和國際

型突發事件的效率。 

二、設立衛生行政部門常設應急管理機構53
 

中國大陸公共衛生系統可以簡化為由各級衛生行政部門、衛生監督體系、

疾 病預防與控制機構和醫療救治機構等組成。除了建設一個完善的公

共衛生防 護網外，公共衛生系統還必須具有處理突發事件的常設機構，

作為領域性突發事件應對的首要責任部門，同時與各級政府應急管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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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中樞機構組成 完整的應急管理網路，同時還作為其他領域的支持部

門。該機構平時充當衛生行政部門參謀，一旦發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隨即轉為應急管理的具體指揮和協調機構，指揮和協調公共衛生系統資

源的支配與運用。該機構並與同級的政府應急管理常設中樞機構合作，

分別動用專業領域和不同領域部門資源，共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貳、 完善監測預警系統 

中國大陸資訊監測系統在SARS事件後有很大程度的加強，投入許多資金建

立網路直報系統，但其中仍存在許多問題：監測系統不能有效實現預警、醫療機

構的實驗室設備和檢測能力有限、醫生危機意識不強、衛生監管力度不夠，與其

他單位溝通不足54等。因此，中國大陸應從醫療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來完善資訊

監測預警系統。 

一、醫療機構方面。(一)應以專項經費重點投入，例如醫院感染科、必要的

實驗室檢測設備、人員培訓、監測網路系統建設等；(二)加強醫療機構

人員的培訓，學習與充分瞭解傳染病防治法、應急條例、應急預案和監

測規範等，以明確其監測與報告責任，從而增強醫生發現、報告和處置

突發事件的意識與能力；(三)逐步將醫療機構原有之日常報告資訊系統

與網路直報系統結合，以動態收集分析傳染病主要症狀資訊，及早發現

突發性傳染病和突發事件。 

二、公共衛生機構方面。SARS 事件之後政府各部門的合作意識有一定程度

的加強，但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仍使部門間的資訊溝通難以順暢，且突

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體系主要為衛生行政部門、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

療救治機構和衛生監督機構等，相對忽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的責任和行

動，它們或許同時可補充現有衛生體制所忽略的資訊，降低衛生應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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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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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成本，故應特別加強部門間的資訊溝通與反饋。另外，由於網路

直報系統係透過基層醫療機構於發現傳染病例後，將資訊輸入系統，直

接上報至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如衛生部及國家 CDC)，但後續疫情的發展，

實驗室的診斷結果，並沒有即時回饋至醫療機構，不利於醫療機構對於

臨床診斷和救治工作的有效進行，故加強疾控機構與醫療機構的資訊溝

通與反饋也是重要的一環。 

 

參、 加強資訊發布機制 

SARS事件後，中國大陸在處理突發事件時，資訊公開透明的程度已經有滿

大的提升，資訊公開透明是出於維護公眾知情權與保障社會穩定的需要，但有時

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和破壞性又讓政府很難決定是否要將資訊公開，因此，如何

把握資訊的兩面性，成為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另一難題。 

政府與健康教育機構應該引導媒體提供即時、準確的資訊，政府須學習把

握資訊公開的尺度，不推卸責任，對媒體的報導進行監管，統一消息來源，及時

改正不正確資訊。 

健康教育機構應以公眾需求為導向，正確選擇健康教育的方式和內容，依

據哈爾濱醫科大學863課題組的調查顯示，公眾最需要的健康建育方式是電視專

家講座或報紙專欄55，健康教育機構平時就應做好各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基本知

識與防護技能的宣導教育，並透過相關培訓和演練予以加強。 

媒體本身應遵守專業倫理道德，不做不實及煽情報導，給予公眾正確即時

的資訊，消除恐慌心理，並提高遵守有關法律規範的意識，掌握應對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的知識，增強公眾防範、自救與互救的應急能力，有效應對突發公共衛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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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力求軟硬體建設平衡 

SARS事件後，中國大陸政府投入許多資金用於建設公共衛生體系，其中有

大量的資源投入硬體及基礎設施的建設中， 2003-2007年，已投入約140多億用

於公共衛生機構的房屋改擴建、設備購買、重點傳染病控制等。必要硬體投入是

不可少的，但硬體設備的投入不代表應急體系的完善，一系列軟件配套項目是缺

少的，導致硬體投入的效率無法充分發揮，引發另一些問題產生。 

中國大陸目前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整體素質水準並不高，主要表現在公共

衛生專業出身比例低、專業人員年齡老化、教育水準低、高階人員較少等問題上。

例如2005年針對國家CDC人力配置現況研究發現，疾病控制機構從業人員專業構

成比例中，臨床醫學比例為26%，預防醫學比例為25.5%，檢驗專業比例為11.5%，

專業人員比例相對較低；學歷構成比例中，以中等專業學校學歷為主(相當於普

通高中)，達到了43.1%；而從人員年齡來看，員工平均年齡則達到了40歲；從人

員職位高低結構來看，初階人員及無職稱者比例達到了57.1%，高階人員比例相

對較少。56
 

以上主要是因為政府未建立嚴格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招募機制，導致城鄉

的公共衛生機構進入大量的非專業人員，使真正具有專業知識的人無法進入此一

系統；另外雖然衛生部開展了一些培訓項目，但很多培訓流於形式，時間太短，

無法滿足基層公共衛生機構多樣化的能力建設需求，且缺乏持續性的培訓機制，

人員能力的培養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方式。 

因此中國大陸政府應高度重視衛生人員的培訓，各級衛生行政部門應遵循

「統一規劃、分級負責」的原則，打破培訓政策由上而下，應針對基層需求訂定

課程，培訓形式及內容應根據參訓者需求而定；採取全面培訓和重點培訓相互補

充的方式，並於訓後評量及實作，增強參訓者的記憶和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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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力求區域及城鄉建設均衡 

中國大陸整理上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區，三大地區由於自然條件與

資源狀況不同，而有各自的社會與發展特點：東部地區由於其獨特優越的地理位

置和天然生產條件，資源豐富，人才及技術匯集，市場化及國際化程度高，使得

這一區的整體發展水準要高於其他地區，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的建設和

完善程度也會高於其他地區：中西部地區限於自然條件和整體社會發展程度等因

素制約，使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上落後於東部地區，地

區能力的不均衡已成為中國大陸應對和控制突發公共衛生事的一大瓶頸。學者針

對中國大陸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力配置現狀研究指出57，CDC人力資源分佈由東

向西呈現職工數量、學歷水準、專業出身人員比例、人員素質水準逐漸降低，而

年齡逐漸增加的趨勢，表示人力資源分佈在不同地區間的不均衡。 

而另一個不均衡表現在城鄉之間，中國大陸特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不僅使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呈現不同程度的城鄉差異，同樣的情形亦反

映在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建設和發展上，而這種差異一直存在且正在逐步加大。 

農村的衛生總費與人均衛生經費投入嚴重低於城市地區(如表4-1所示)，使

得農村的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生活環境改善、公眾健康教育獲得性、衛生專

業人員水準及薪資待遇等方面，均與城市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在這些農村基

層公共衛生機構中，不但開展公共衛生服務的活動經費嚴重不足，甚至連員工維

持生計的基本工資也難以保證，這將導致公共衛生服務的質與量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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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洪彬、 羅力、 蘇忠鑫、 王偉成、 王穎、 孫梅、 馬寧、 於競進、 于明珠、 段勇、 龔向光、 陳

政、汪華、 施培武、 梁占凱、 楊峰、 王敦志、 嶽建寧、 羅實、 郝模，〈中國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人力配置現況分析〉，《衛生研究》，34 卷 4 期(2005 年 4 月)，頁 390。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8%98%87%e5%bf%a0%e9%91%ab&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7%8e%8b%e5%81%89%e6%88%90&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7%8e%8b%e7%a9%8e&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5%ad%ab%e6%a2%85&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a6%ac%e5%af%a7&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4%ba%8e%e7%ab%b6%e9%80%b2&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4%ba%8e%e6%98%8e%e7%8f%a0&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ae%b5%e5%8b%87&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be%94%e5%90%91%e5%85%89&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99%b3%e6%94%bf&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99%b3%e6%94%bf&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b1%aa%e8%8f%af&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96%bd%e5%9f%b9%e6%ad%a6&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a2%81%e5%8d%a0%e5%87%b1&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6%a5%8a%e5%b3%b0&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7%8e%8b%e6%95%a6%e5%bf%97&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5%b2%b3%e5%bb%ba%e5%af%a7&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7%be%85%e5%af%a6&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http://big5.oversea.cnki.net.autorpa.lib.nccu.edu.tw/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83%9d%e6%a8%a1&code=06709861;06702432;06700322;13183299;05964352;12508348;06705395;06707920;06708305;09495113;06702481;0670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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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中國大陸 2000-2011 年衛生投入的城鄉差異 

資料來源：2000-2008 年中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www.moh.gov.cn 

 

因此，中國大陸必須持續增強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投入與建設，

由於各地區農村的經濟衛生條件發展不同，要建立有效且可行的農村公共衛生應

急機制就必須因地制宜，可針對性地採取臨時型和常規型兩種方案58：經濟和醫

療條件較差的農村地區可建立臨時型應急方案，經濟和醫療條件好的可視同一般

縣市，建立常規型的應急機制，納入全國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基層公共衛生機構

建設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與完善實驗室和相關網路建設，中國大陸有必要在全國範

圍內建立多級實驗室反應網路，開展廣泛的科學實驗，為有效應對傳染病和其他

                                                      
58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82。 

年份 衛生總費用/億元 人均衛生費用/億元 

城市 農村 城市/農村 城市 農村 城市/農村 

2000 2621.7 1964.9 1.33 812.9 214.9 3.78 

2001 2793.0 2233.0 1.25 841.2 244.8 3.44 

2002 3448.2 2341.8 .1.47 987.1 259.3 3.81 

2003 4150.3 2433.8 1.71 1108.9 274.7 4.04 

2004 4939.2 2651.1 1.86 1261.9 301.6 4.18 

2005 6287.1 2372.8 2.65 1122.8 318.5 3.53 

2006 6581.3 3262.0 2.20 1145.1 442.4 2.59 

2007 8754.5 2535.0 3.45 1480.1 348.5 4.25 

2008 11255.0 3280.4 3.43 1862.3 454.8 4.09 

2009 11783.0 5758.9 2.05 2176.6 562.0 3.87 

2010 15508.6 4471.8 3.47 2315.5 666.3 3.48 

2011 18571.9 5774.0 3.22 2697.5 879.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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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提供必要的知識、技術和設備等方面的支持。59
 

 

 

陸、 加強監管制度 

2003年SARS事件後的十年內，中國大陸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在應對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有了長足的進步，而衛生監督機構在此方面的機制構建卻存在著不足，

絕大多數的衛生監督機構沒有常設的衛生應急部門，也沒有專職的人員，因此中

國大陸必須加強衛生監督機構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機制建設，特別是在法

律保障與行政監督方面。 

一、法律保障。政府應重視衛生監督機構的應急工作，制訂可操作性、責任

與權力相對應的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衛生監督機構的職責與工作程式，

同時加強衛生監督人員的法治觀念，學習與瞭解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法

律法規，以提升其執法監督的法制地位。 

二、行政監督。衛生監督機構的職責是對整個醫療衛生系統的監督，尤其是

監督醫療機構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資訊報告是否及時準確。要完善行

政監督，首先必須進一步明確與完善突發事件資訊報告的程序與責任追

究，再接續規範執法監督行為，再者，加強衛生監督人員的培訓工作，

提高其執法監督的能力與水準，使其能夠對醫療機構的資訊報告進行正

確的分析與監督。 

 

第四節 美英日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比較 

世界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在過去應付諸多公共衛生突發事件，

如炭疽病、狂牛病、沙林毒氣攻擊等，在錯中學習的過程中已累積許多應急處理

                                                      
59

 吳群紅、郝艷華、趙忠厚，《與危機共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管理方略》(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0)，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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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這些國家的應急處理體系基本上透過法制化的手段，將完備的應對計畫、

核心的協調機構、完整的應對網路包含在體系中。 

美國以總統為決策核心，聯邦政府是應急處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導部門，

依聯邦—州—地方的三級架構，分別於各級政府及衛生部門構建常設的應急處理

機構，最高層級分別為「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與「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聯邦應急計畫」明確訂定在不同情況下各機構所應負的責任，同時依該計畫與

其他領域部門相互協調、密切合作，形成有效的橫向聯繫網路。 

英國以首相為決策核心，內閣是應急處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導部門，依中

央—地方的二級架構，分別於各級政府及衛生部門構建常設的應急處理機構，最

高層級分別為「國民緊急事務秘書處」與「衛生部所屬突發事件計畫協調機構」，

「國民健康服務系統突發事件應對計畫」明確規定國民衛生服務體系的所有組織

應對突發事件的職責、協調和運作模式。 

日本亦以首相為決策核心，內閣官房是應急處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導部門，

依中央—地方(都道府縣—市町村)兩大層級三級政府的架構，分別於各級政府及

衛生部門構建常設的應急處理機構，最高層級分別為「內閣安全保障與危機管理

室」與「厚生勞動省」；在日本的應急管理體系中，政府根據不同的危機類別，

啟動不同的機制，分別透過安全保障會議、中央防災會議及內閣會議，制訂相關

應急計畫，明確各單位機構所應負的責任及協調機制。 

美國及英國在突發事件發生時，處置過程中的指揮權屬於地方政府，實行

屬地管理，中央政府根據突發事件發生地政府的要求即時提供幫助。美國在應對

突發事件的救援能力上，擁有專業高素質的救援隊伍，採取職業化和志願相結合

的方式，聯邦、州、地方都有自己的專業緊急救援隊伍，消防、員警、醫療等均

是應急隊伍的主要力量；「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建立了四級的培訓考核制度，

欲加入救援小組的人員，均需通過逐級培訓並且考核合格；此外，亦積極推動社

區應急救援隊伍以及志願應急隊伍的建設，目前，全美已有幾百個社區擁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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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救援隊。60英國在應急處理上建立了「金、銀、銅」三級處置機制，一方面

根據事件性質大小區分三個層級，另一方面，三個層級的組成人員和職責分工各

不相同，如果事件超出該層級的處置能力，則立即向上一層級報告啟動更高一級

的處置機制。另外應急工作透過應急計畫的制訂，強調部門協調，合作機制良好。 

而日本則較強調預防控制的重要性，應急處置在政府整體危機管理模式下

進行，雖然日本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很高，但突發事件發生時，中央以首相為核

心的內閣官房主導性仍較強，透過中央防災會議訂定相關應急計畫及措施，地方

也有相應機制，中央防災會議可以對地方提出必要的指導，與此同時地方防災會

議做出的決議大多得依中央的指導進行，部門間的協調也透過此相關會議進行。

日本政府部門及社會團體透過各種形式的宣教工作，如綜合防災演練、媒體宣傳、

發放應急宣導手冊等，向公眾宣傳防災避災知識，增強公眾的危機意識，同時將

防災教育納入國民中小學課程中，每學期進行演練，以具備基本的自救及互救技

能。61
 

在法制化的程度上，美國的應急法律體系較為健全，分工也比較明確，在

統一的國家應急體系的範圍內，規定了各個行為主體的責任和義務，但由於各州

法律的差異性，在跨區協調時障礙過多，往往會浪費寶貴的時間。英國在先進國

家中，為突發事件訂定應急法律是較早的，整體法律體系建設也頗健全，使各部

門瞭解其職責，準備工作充分且反應快速，部門間協調程度高。日本在長期與災

難的對抗中，在應急管理特別是防災減災方面，法規健全、體制完善、機制順暢、

宣傳充分，預防和處置各類突發事件的成效顯著，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綜合

性防災減災對策機制。 

中國大陸方面則以國務院總理為決策核心，國務院是應急處理工作的最高

行政領導部門，依中央—省—地方的三級政府架構，各級政府於突發事件發生時

                                                      
60

 隋建波、孫 剛，〈中美應急管理綜合對比研究〉，《中國減災》，196 期(2013 年 1 月)，頁 44。 
61

 樊麗平、趙慶華，〈美國、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現況與啟示〉，《護理研究》，

25 卷 3 期(2011 年 3 月)，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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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應急處理指揮部，最高層級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及軍隊有關部門組成，衛生部

門則於平時便成立衛生應急辦公室。2006 年已由國務院發布《國家突發公共事

件總體應急預案》，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已完成省級預案，預案從突發

事件分類、分級的基礎上，對應急機構的職責、技術裝備、救援行動以及指揮與

協調等方面做出的具體安排。 

SARS 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應對突發事件透過立法確立「統一領導、綜

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的原則，並強調以「以人為本、預防

為主」，惟各級政府和衛生部門的應急機構並不是常設機構或由現任部門兼任，

會導致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其協調能力受到限制，或經驗無法累積，且條塊分割的

管理體制仍使部門間的資訊溝通難以順暢。再者，中國大陸從過去到現在，在中

央集權的體制下，社會組織動員能力一向是其優勢，從 SARS 事件發生當時，在

迅速集中資源、調配部屬、組織實施等方面可見一斑；SARS 事件後，中國大陸

雖然已確立屬地管理的原則，但遇到突發事件時，中央政府仍習慣將權力一把抓，

地方也較習慣層層等待上級的指導，導致地方自治能力相對較弱，整體處置效率

也較慢。此外，決策者仍較習慣等事件發生後再做政策及措施的調整，而公共衛

生的教育未能普及，相應的人員培訓機制不完善，也導致公眾往往於事件發生後

才意識到要做相關的防衛措施，專業醫療人員的應變能力亦有待加強，整體危機

預防的觀念及意識相對不足。 

在法制化的程度上，2007 年頒布的《突發事件應對法》，代表著中國大陸

在突發事件應對的法制建設上有著進一步的提升，建立了「責任明確、反應快速、

資訊暢通」的法律制度，惟公共衛生領域，應參考教育改革的方法，盡快制訂《衛

生法》，以法律形式保障政府財政對公共衛生投入的比例及持續性，62同時加大

宣傳力度，由上至下，使政府各部門、醫療機構及公眾知法及守法，增強依法防

疫的意識。 

                                                      
62

 樊麗平、趙慶華，〈美國、日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體系現況與啟示〉，《護理研究》，

25 卷 3 期(2011 年 3 月)，頁 570。 



 

105 
 

小 結 

中國大陸在應對H7N9的處置上，包括依法快速通報、公布疫情、中央統籌

研擬對策、全面監測疫情等迅速且系統性作為，不僅贏得了社會公眾的讚許，也

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算是打了一場漂亮的防疫戰。但是公共衛生系統存

在著複雜性，新的傳染病因著全球化而不斷出現，中國大陸現有的應急體系能力

仍待進一步的提高與完善，突發事件應對中的指揮協調須設立常設機構應是必然

趨勢，而公共衛生體系的投入與建設，應關注系統內各要素的均衡發展，包括軟

硬體、區域及城鄉間，此外，加強部門間的溝通協調能力、衛生醫療人員的培訓、

公眾的危機及健康教育，也是不可間斷的必要工作，持續地反省與精進，才能更

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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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探討中國大陸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應急處理體系及機制，2003年

的SARS事件充分暴露出中國大陸整體危機處理能力的不足，尤其在公共衛生領

域的應急處理上顯現許多弊病，當年SARS造成全球性的大規模傳染與流行，世

界各國及大陸內部均將矛頭指向當時政府對於疫情的忽視和隱匿，加諸其在公共

衛生和傳染病防治上的認識和處理能力相對落後，不但國內因為疫情失控而造成

人民生活秩序的混亂，社會集體安全感和信任機制的崩潰，也讓中國大陸在社會

和經濟上都付出慘痛的代價，在國際間也成為眾矢之的。 

經過十年的努力，中國大陸投注許多心力在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與改善，

也從體制面上做了許多改革，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理能力已有了長足

的進步，本研究首先探討世界先進國家的應急處理體系及機制，而後檢討中國大

陸SARS事件帶來的問題、後續的精進作為，近而驗證H7N9事件的處置作為，研

究發現綜述如後。 

 

壹、 SARS 事件為中國大陸公共衛生領域改革帶來契機 

SARS事件突顯出中國大陸整體應急體制和公共衛生體系的脆弱性。在分部

門、分地區管理的模式下，不同職能部門和不同地區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阻

礙了資源的有效整合，且在政治穩定及經濟成長的雙重考量下，對疫情的忽視與

隱匿，造成疫情採集和資訊傳遞效率的低下。此外，基層公共衛生系統的缺失也

構成疫情防治的一大障礙，改革開放後的市場導向原則與財政投入的不足，不僅

迫使防疫體系和應急管理被迫轉向營利性的市場化經營模式，還使得大量基層衛

生院處於癱瘓狀態。 

儘管SARS事件引起中國大陸大規模的社會恐慌，以及巨大的經濟損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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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也成為中國大陸公共衛生體系重構的重要推動力量。SARS事件後，透過

制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突發事件應對法》以及《國家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為公共衛生和應急處理系統的構建與運作提供法制性保

障，對傳統的分部門管理模式進行了調整，設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中心，

確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的應對原則。 

在此基礎上，中國大陸大量投入資金進行公共衛生應急體系的恢復、重建

和改造，進一步建立統一的國家公共衛生資訊系統平臺--「國家衛生資訊網路直

報與管理系統」，並完善國務院、省、市、縣四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以及農村

鄉（鎮）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組織，所共同構建的疾病預

防控制及醫療救治工作體系。目前，100%的疾病預防控制機構、98%的縣級以

上醫療機構和87%的農村鄉（鎮）衛生院，實現了傳染病疫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的網絡直報。這些具體改革措施，在2013年H7N9的疫情防治中得到檢驗。 

 

貳、 H7N9 事件足以驗證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改革的成果 

近期的H7N9禽流感事件顯現出中國大陸疫情防控措施的重大轉變，與十年

前的SARS疫情相比，此次疫情防控的特點突出表現在公開透明、快速處置以及

系統應對等幾個方面。在3月29日分離出H7N9病毒序列後兩天，中國大陸政府即

通報WHO，並正式向社會公佈疫情資訊，同時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

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協調部署全國衛生系統的疫情防控工作，並快速發佈人

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問答、《關於加強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開始實行H7N9疫情及防控動態日報機制，從病情的診斷與鑑別、病例的管

理和感染防護、醫院病區的設置、醫務人員的預防與救治原則以及疫情的網路直

報等多個方面，為疫情防控提供了系統全面的規範和指導。表5-1 所示為中國大

陸在SARS與H7N9事件上之處理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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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中國大陸 SARS 與 H7N9 事件處理比較 

 SARS H7N9 

領導人  
1.胡有多方政治考量  

2.經驗不足  

1.習之權力全面鞏固  

2.SARS 帶來的教訓  

指揮協調  
缺乏綜合性應急指揮協調中心(臨

時組建) 

國務院依法成立應急指揮部與領

導工作小組  

疫情預警  

監測  

設備落後與機制缺陷  

疫情被動監測  

法制化與資訊網路化  

疫情全面監測  

資訊透明度  
經濟與政治考量  

內外有別、嚴格保密  

法制化  

資訊發布即時透明  

國際合作  
為避免影響國際形象，盡量掩蓋疫

情  

與國際密切合作(包含疫情發布、

技術合作等) 

 

參、 美英日等國家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之比較 

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長久以來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處理

上已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經本研究發現，不論表現在強有力的中樞指揮系統、

專責的處理機構、專業的領域性應急管理體系、預先的應急準備、逐步完善的法

制化基礎，均可看出整體應急管理機制的相對完善，值得其他國家效法學習，中

國大陸在SARS事件後經過十年的努力，也表現出亮眼成績，但相較於美英日等

先進國家仍有諸多不足之處，表5-2所示為美英日等國家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

急管理機制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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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美英日與中國大陸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機制之比較 

 美國  英國  日本  中國大陸  

中樞指揮系統  
聯邦政府  

(以總統為核心) 

內閣組織  

(以首相為核心) 

內閣官房  

(以首相為核心) 

國務院  

(以總理為核心) 

突發事件專責處

理機構  

聯邦緊急事務  

管理局  

國民緊急事務  

秘書處  

內閣安全保障與  

危機管理室  

應急處理  

指揮部  

(非常設機構) 

公共衛生應急管

理體系  

聯邦(CDC) 

│  

州(HRSA) 

│  

地方(MMRS) 

中央(衛生部) 

│  

地方(NHS) 

中央  

(厚生勞動省) 

│  

地方  

(都道府縣--市村

町衛生機構) 

國務院(CDC) 

│  

省(CDC) 

│  

地方(CDC) 

應急準備計畫  聯邦應急計畫  

國民健康服務系

統突發事件應對

計畫  

透過安全保障會

議、中央防災會

議及內閣會議，

制訂應急計畫  

國家突發公共事

件總體應急預案  

法制化  

完善程度  

法律體系較健

全，分工較為明

確，但各州法律

的差異性較大  

應急法律頒佈較

早，體系健全，

各部門協調程度

高  

應急管理經驗豐

富，特別是在自

然災害及衛生救

援上  

突發事件應對之

法律基礎已建

立，惟公共衛生

領域仍待精進  

救援能力及特點  

1.具有專門的救

援部門，救援

能力強  

2.人數眾多，自願

者隊伍素質

高  

救援強調部門協

調，合作性較好  

1.救援在政府主

導的全危機

管理模式下

進行  

2.強調預防控制

的重要性  

1.組織動員能力

強  

2.部門間協通溝

通仍待改進  

3. 地方自治能力

待加強  

4.危機意識不足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2003 年SARS事件發生十年來，中國大陸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實現改革思路

的重大調整，取得很大成績，但仍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第一，中國大陸

疾病防控體系雖然已初步建成，但仍不健全，各級政府缺乏應急管理常設機構，

許多地區有半數以上的衛生局亦缺少獨立編制的應急管理機構，故中國大陸應借

鑒先進國家經驗，於各級政府構建應急管理常設中樞機構，並於衛生行政部門設

立常設應急管理機構。 

第二，網路直報系統雖然已讓疫情監測機制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強，但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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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上仍可再精進，尤其針對醫療機構人員培訓、設備增強，加強部門間、疾控機

構與醫療機構間的資訊溝通與反饋等工作，將使疫情的監測更動態即時，及早發

現突發性傳染病和突發事件。 

第三、資訊公開透明的程度已經有滿大的提升，但部分隱瞞疫情的習慣仍

在，這與官員的政績甚至是政治前途息息相關，一般仍習慣報喜不報憂，因此必

須加大衛生監管及行政問責制的力度；此外，媒體的不實及誇大報導，有時間接

影響政府的公信力且造成公眾的恐慌及盲動，因此政府應持續加強媒體的監管及

溝通。 

第四，公共衛生體系的硬體建設充足，但是人員的素質相對落後，表現在

專業出身比例低、專業人員年齡老化、教育水準偏低等方面，因此政府應遵循「統

一規劃、分級負責」的原則，高度重視衛生人員的培訓；此外公共衛生應急體系

的建設程度表現在地區及城鄉的差距，政府應因地制宜，統一規劃進、遠程改善

方案，避免差距持續擴大，積累出更大的問題。 

最後，整體危機意識的缺乏，發生突發事件時，政府往往可以不惜一切代

價全力以赴，但不注重應急準備工作，疏於防範，決策者的危機意識有待進一步

提高；此外，公眾危機教育缺乏，導致突發事件下公眾心理脆弱和科學應急意識

薄弱，例如H7N9疫情肇始，上海民眾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現出不知所措的恐慌心

理，甚至如SARS期間一般，搶購板藍根等中藥偏方，正是科學應急意識單薄的

突出表現，因此健康教育機構平時就應做好各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基本知識與防

護技能的宣導教育，有下而上加強突發事件應對的能力。因此，儘管中國大陸在

近期的H7N9疫情防治上成效斐然，但其的公共衛生的發展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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