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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憲法與國家發

展組召集人李岳牧認為，限制人民出境之處分係

涉及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遷徙自由之規範，其

限制需法律明文規定，目前只有刑事訴訟法及稅

捐稽徵法對限制出境有較明確之相關規定，然

《傳染病防治法》第 7 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則分別授權主管

機關應實施各項「有效預防措施」或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等規範似乎相對較不明確，故曾被論者質疑

係「法律空白授權」，因此，政府若為達成某目

的必須限制人民權利時，須依「比例原則」慎選

對人民侵害最小之措施，方能於國家利益與人民

權益間保持平衡。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張人傑

討論，全球武漢肺炎傳染還沒有休止的趨勢，幸

好美國的優質疫苗產能已經開發出來，顯然武漢

肺炎即將從恐怖威脅轉化成生活的日常，也化解

中國症候群以及中共利用武漢病毒企圖掌控世

界的惡毒威脅；在國際秩序、政治文化與生活安

全面向衝擊全球，不但中國的國家形象蒙羞以及

中國的對外關係蒙上陰影，中共製造傳播病毒的

反人性與霸權野心也暴露無遺。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蘇世岳分

析，台灣從黑水溝被拉進全球潮流，我們是不是

準備好參加國際盃，還是氣定神閒的依然維持現

狀呢？印太及區域多邊主義的國際建置，是一種

非正式的國際默契與規則，尤其台灣又只是實質 

存在而沒有正式身份，一旦台海有變或區域紛爭

時，妾身未明的台灣能夠在印太戰略找到自己的

位置嗎？印太戰略的北大西洋化是不是給我們

帶來新的機會與利益？印太戰略已經進入 2.0，

台灣的戰略新思維與建設性作為在哪裡？多邊

主義全球戰略競爭下的台海局勢，給我們開啟光

明的新國家願景與戰略機會，我們還在等什麼

呢？ 

     在「2022 新北市長選舉選情初探民調記者

會」，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陳致中表示選舉是

瞬息萬變的，侯友宜市長未來還是會面臨重大挑

戰。2022 要尋求連任，他勝算是高的，但他勢必

面臨 2024 選總統的質疑，不曉得還可以迴避多

久？戰略模糊的策略，還可以撐多久？如果市長

連任，要不要選總統？韓國瑜的殷鑑不遠！而面

對其他政黨，目前民進黨內這幾個有中央地方政

務歷練的全國性明星級的政治人物，如陳時中、

林佳龍，相信他們都會有角色、都不會缺席。就

算民調很硬斗、不樂觀，「民進黨也不能輕言放

棄」，陳致中執行長強調，如果侯友宜選得很輕

鬆，這外溢效應會影響中南部縣市，無論如何，

民進黨在雙北要派出可以有一戰實力的候選

人，也就是一軍的人選才能有效牽制藍營的對

手；從目前的民調結果來看，雙北的蔣萬安與侯

友宜實力堅強，民進黨應該務實的提出有效對策

加以因應，整合資源與人才爭取地方政府的執政

機會，至少在選舉時應該提出強棒的候選人，才

可以穩定整體選情並為政黨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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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冠疫期中人民遷徙權限制與人身自由權之衡平 

 

李岳牧 

景文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憲法與國家發展組召集人 

 

  
防止國內醫療人力出現短缺，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曾於 2020 年 2 月 23 日宣布，

醫事人員除報准外不得出國，且衛福部其

後並表示相關實施細節將於 25 日召集各級醫院

及院長會議討論確定後實施。此外，台北市和新

北市政府亦曾於 2020年 3月 6日宣布禁止學校師

生出國，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亦於當日傍晚

在記者會表示，行政院已決議高中以下師生這學

期上課日結束前暫停出國，上述措施曾引起各界

討論，近來則因疫情逐漸嚴峻而使是否「封城」

亦成為爭論之議題。 

    蓋自由權係基本人權中重要一環。人權是天

賦最初權利，是人之自然權利 (natural rights)。基

本人權最初核心任務是人民消極抵抗公權利不

法侵害，人身自由是基本權中最重要權利之一，

新冠疫期間之限制人民遷徙自由權行使而致與

人身自由權產生衝突，本文嘗試透過憲法第 23

條依「比例原則」之「立法保留」，憲法第 8 條

的「法官保留」之正當法律程序，及「司法院釋

字第 690 號解釋」、「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

之「層級化保留」理論及相關法理，去檢視專業

行政機關-衛生福利部與行政院是否有擴權之嫌

暨行政院之「在疫期中限制人民出境措施」是否

為《傳染病防治法》第 7 條、《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之「空白授權」

產物等議題進行討論。 

    由於大法官歷年之解釋案件，將人身自由法

益，列為所有人權法益中之最高位階，故解釋之

標準在「法律授權明確性」與「法律保留密度標

準」，因此，相關大法官會議解釋除重視受刑人

或被告人身自由外，也及於受傳染病而強制隔離

之國民相關權益。 

    在 SARS 疫情風暴，曾受隔離管制之國民認

為其人身自由受限制而提請大法官會議解釋爭

取相關權益，大法官會議於解釋文中衡量此種限

制之公益必要性，承認國家基於防疫之必要得為

隔離處分，然應予受隔離者應賦予及時救濟之權

利，以及適當補償機制（100 年 9 月釋字第 690

號解釋）。在「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對曾與

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予以強制隔離

處置，有多位大法官表達不同意見，其爭點在於

行政機關之處置及措施是否合於憲法第 8 條之

「正當程序」。 

    在「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

中，對此案因「個別需要」而為應有之「正當程

序」做如下之說明：「強制隔離雖拘束人身自由

於一定處所，因其乃以保護人民生命安全與身體

健康為目的，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且事涉醫

療及公共衛生專業，其明確性之審查自得採一般

之標準，毋須如刑事處罰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採

嚴格審查標準。」「強制隔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

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

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自毋

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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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相類。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

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

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

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

與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

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

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對

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

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

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

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另就法

制面而言，該管主管機關作成前述處分時，亦應

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相關程序而

為之。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強制隔離者如不服該

管主管機關之處分，仍得依行政爭訟程序訴求救

濟。是系爭規定之強制隔離處置雖非由法院決

定，與憲法第 8 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民身體自

由之意旨尚無違背。」 

    此外，有關「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文」

中之限制對象是針對「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

似被傳染者」，而現在因新冠疫情限制國人出境

之對象係一般國民，其是否能類推適用「司法院

釋字第 690 號解釋」似乎仍有討論控間，此外，

在「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文」公布限制役男

出國違憲，並提出「正當法律程序」中「法官保

留」之「層級化保留」理論，也為相關案例提供

法理依據。 

    縱然仍有論者提及防疫相關法條是否有「法

律空白授權」疑慮？然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由於

公民可參與公共政策討論，使公共事務獲得更多

監督，是成熟之民主法治國家應有之方式。由於

法治係阻卻人性之惡化，尤其是對掌權者本性更

係以較悲觀、消極負面等假設去視之，是對掌權

者不信任，畢竟權力容易使人腐化，而絕對之權

力使人絕對腐化。 

    由上述可知，人民遷徙自由之限制，已有憲

法第 8 條、第 23 條，《傳染病防治法》第 7 條、《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7 條

和「司法院釋字第 690 號解釋」、「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之規範與說明，且大法官在決定相

關系爭個案之「正當程序」與否，都已做「絕對

多數決」之解釋，以阻卻人民之生命、自由與財

產遭國家權力恣意暨不合理 (arbitrary and 

unreasonable) 之侵害。 

    由於限制人民出境之處分係涉及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遷徙自由之規範，其限制需法律明文

規定，目前只有刑事訴訟法及稅捐稽徵法對限制

出境有較明確之相關規定，然《傳染病防治法》

第 7 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 7 條則分別授權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有

效預防措施」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實

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等規範似乎相對較

不明確，故曾被論者質疑係「法律空白授權」，

因此，政府若為達成某目的必須限制人民權利

時，須依「比例原則」慎選對人民侵害最小之措

施，方能於國家利益與人民權益間保持平衡。 

    經由上述憲法法條、大法官會議解釋、法律

條文（立法保留原則）、依法律授權下之專業行

政機構所制定之行政命令等層層把關與制衡，理

應無所謂「法律空白授權」情況，在上述機制下，

防疫期間人民遷徙自由權之限制與人身自由權

間才能產生良性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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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人性就是「武漢肺炎」的真相 

 

張人傑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 

 

  
國作家劉曉波說：「狗都還有狗性，中國人

沒有人性。」要探究武漢肺炎的起源、傳

染，尤其是中共處理疫情的邏輯與目的，

恐怕要像劉曉波一樣直面中國人性才能夠得到

一絲線索；「武漢肺炎」病毒是來自竹鼠、蝙蝠

還是 P4 病毒實驗室？這個病毒是人工合成、惡

意施放還是不慎外洩？在資訊不透明又擅長欺

瞞掩飾造假扭曲的中國，這些答案的釐清恐怕永

遠是個謎；武漢肺炎的真正原因仍然莫衷一是，

可以確定的就是和「中國製造」脫離不了關係，

從爆發感染到成為全球性瘟疫的過程來看，武漢

肺炎的病灶恐怕就在「中國症候群」，也就是來

自根深蒂固的中共沒人性的價值觀與中國社會

政治弊病，進一步來說武漢肺炎可說是中國共產

黨政權反人性的結果。 

    在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

室病毒外洩的假設不了了之草草結案後，拜登政

府與西方國家再也無法忍受中共與世界衛生組

織的欺騙與謊言，已經下令動員美國政府相關單

位，要求必須三個月內確實查明病毒源頭真相；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就顯現中共政權，極權獨裁官

僚的邪惡、粗暴、卸責，以及背後隱藏的前現代

的國家治理；湖北及武漢各級首長的倉促抽換不

過是掩人耳目，簡陋搶建的火神山、雷神山、方

艙等醫院只是為了宣傳，映射出中共體制的缺乏

現代行政最重要的回應性，防疫措施的遲緩、隱

瞞更反應官僚政治、黑箱作業凌駕專業與民生；

疫情下情未能上達、為了「維穩」不能公布疫情

以及外行領導內行，顯示中共體制組織分工、授

權的權責不明以及條條塊塊的形式主義，連帶使

防疫最專業、最核心的「中國疾病控制中心

（CDC）」也功能不彰，說明中國的國家治理已經

病入膏肓，只有中共獨裁政權的暴力統治與操

弄。 

    一帶一路的世界霸權侵略策略也被中共鑲

崁在抗疫行動中；以不合格的疫苗賄絡、交換、

裹脅各國政客，操縱國際組織與 WHO 人事並影

響其政策，使醫療衛生受到普世肯定的台灣被

WHO 拒於門外，在友邦極力爭取下也只能以視

訊參與抗疫會議，顯示中國只有政治沒有人性的

政權本質；拒絕西方國家的疫情調查、研究與協

助，指鹿為馬的誣指病毒是來自西方國家的陰

謀，以陰暗的手法介入阻擾、操控台灣的撤僑行

動，對世界各國釋放不實、變造的疫情資訊，病

毒順著一帶一路對外擴散傳染，國際宣傳誇大的

疫情防治與抗疫方法等，在暴露中國企圖利用疫

情對外宣傳擴張牟取政治利益的野心。 

    中共極權支配滲透到社會的散亂、缺乏互信

以及部落主義，也在關閉自守以鄰為壑的抗疫運

動中一覽無遺；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精神以及公民

組織的問題，地方政府將大量湧入的醫療物資推

給紅十字會，紅十字會沒有能力處分又找不到民

間組織協力合作，反應出中國社會組織的薄弱與

分子化，同時中央又組織大量共黨黨員與動員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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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介入抗疫工作，使得因為高力度維穩而癱瘓、

解體的民間社會，受到黨政力量的一再擠壓與破

壞，即使病毒造成的傷害可能痊癒或防治，中國

社會力與民間組織恐怕只能淪為中共暴力的幫

兇而已。 

    全球武漢肺炎傳染還沒有休止的趨勢，幸好

美國的優質疫苗產能已經開發出來，顯然武漢肺

炎即將從恐怖威脅轉化成生活的日常，也許會像

專家預測的以類似流感的型態長期存在，成為一

種週期性的流行病與健康威脅，化解中國症候群

以及中共利用武漢病毒企圖掌控世界的惡毒威

脅；中國在事發初期的驚慌處置與激烈操作，使

得恐懼不安心理隨著病毒的擴散感染威脅全世

界，使得公衛、疾病議題的武漢肺炎升級成全球

化的中國症候群，在國際秩序、政治文化與生活

安全面向衝擊全球，不但中國的國家形象蒙羞以

及中國的對外關係蒙上陰影，中共製造傳播病毒

的反人性與霸權野心也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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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 2.0 的台海戰略新棋局 

 

蘇世岳 

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日媒體大幅報導 1958 年八二三砲戰，美國

評估使用核子武器的機密文件，反映出近

來解放軍海空軍的密集侵擾台灣，隱含台

海軍事衝突的緊迫性與嚴重性；同時美國在台協

會酈英傑處長日前發表線上的離職演說，提到其

任內達成的 169 億美元軍售成果，重申美國有義

務支持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的承諾，比較值得

注意的是在軍備安全問題方面，酈英傑強調台灣

必須聚焦發展不對稱戰力，以及拜登政府採用多

邊機制因應外交與美台問題；酈英傑的臨去秋波

似乎並無新意，卻很清楚的呼應白宮在 3 月 3 日

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暫行指南」（指南），也折

射出台海危機的山雨欲來。 

  除了明確表態支持台灣安全之外，指南的重

點還有多邊主義的戰略主軸，反制中國威脅的結

盟抗中，競爭、合作、敵對的機遇性、情境性對

中戰略等；觀察拜登政府一百多天來的戰略安全

作為，似乎是在落實川普政府傳承下來的印太戰

略，實際上有很多戲劇化的變遷與發展，使得亞

太地區的局勢可說是一日三變，已經遠遠超出印

太戰略原有的範圍與內涵；台灣原來只是美中夾

縫中一條隨波逐流小船，現在因為印太戰略轉型

擴大成印太一北約戰略，以及台灣的不對稱戰略

鑲崁到美中的不對稱對抗，台灣這條不動的航空

母艦小蝦米變成大白鯊，從原來只能在美中夾縫

中喘息求生，因為地緣政治與戰略態勢的改變，

台灣水漲船高的被動加入國際盃。 

  首先，不對稱戰力不只是台灣更是美中的不

對稱戰爭，美國之所以大量軍售並移轉高科技技

術給台灣，目的不只是要台灣發展不對稱戰力，

更在將台灣鎖進美國的不對稱戰力指管與火力

系統；美國目前為止還是維持戰略模糊的台海戰

略，目的不只是在嚇阻敵人，更反映美國的兩岸

政策目標的複合、機動、模糊甚至矛盾的性質，

因而美國對台灣安全承諾的邊界與力度也並不

明確；中國可能利用潛艦與精準飛彈攻擊並封鎖

台灣，台灣的水雷與反艦飛彈對中威脅有限，但

是美國的隱形戰機、長程轟炸機與攻擊潛艇，可

以攻擊解放軍海空基地打破封鎖；解放軍如果攻

擊受挫失敗，可能選擇動用戰術核子武器，攻擊

周邊的美軍基地與航空母艦戰鬥群，美國為了避

免衝突與傷亡，可能選擇空中運補以穩定台灣政

局；不對稱戰爭有許多看不見的戰場，通訊衛

星、網路攻擊、光纖通信電纜等關鍵的指管設施

與軟體，都可能是雙方短兵相接的場合，也是美

國積極投入發展不對稱戰力的領域。 

  其次是印太戰略的北大西洋公約化，這就是

拜登以實力為基礎的多邊主義的實質；冷戰結束

後歐盟東拓對俄羅斯形成壓力，但是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的東拓，則是直接和俄羅斯發生摩擦，喬

治亞戰爭、烏克蘭與南斯拉夫局勢，雙方在土耳

其的拉鋸競爭都是例子；美國力推的印太戰略和

四方安全對話，顯然都沒有發展為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的潛力，美國現在的做法則是直接將北大西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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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盟友拉來東亞助陣，可以說是北大西洋公約的

東亞化，所以美國不只空前的要求 G7、日、韓對

台海局勢表態，還動員北大西洋盟友英法德派軍

遠道前來展示實力；面對台海局勢的翻轉，以及

印太戰略的北大西洋化質變，台灣不但不是局外

人，反而在多邊結盟的潮流湧動下，被推進國際

戰略與秩序的主流。 

    台灣從黑水溝被拉進全球潮流，我們是不是

準備好參加國際盃，還是氣定神閒的依然維持現

狀呢？印太及區域多邊主義的國際建置，只是一

種非正式的國際默契與規則，尤其台灣又只是實

質存在而沒有正式身份，一旦台海有變或區域紛

爭時，妾身未明的台灣能夠在印太戰略找到自己

的位置嗎？印太戰略的北大西洋化是不是給我

們帶來新的機會與利益？印太戰略已經進入

2.0，台灣的戰略新思維與建設性作為在哪裡？多

邊主義全球戰略競爭下的台海局勢，給我們開啟

光明的新國家願景與戰略機會，我們還在等什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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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新北市長選舉選情初探 

 

編輯室 

編按：本文係 2021年 5月 11日新台灣國策智庫「2022 決戰六都民調系列：新北市長選舉選 

     情初探民調記者會」紀錄摘要。 

 
  

次民調顯示陳時中是目前民進黨最具挑戰

力的候選人，陳俐甫分析在陳時中以下，

林佳龍是第二位有拚面的民進黨候選人，

這兩位都是全國性政治人物，本次民調中也列為

對比的蘇巧慧、吳秉叡、林淑芬等新北在地的民

進黨立法委員，都明顯落後侯友宜非常多。在政

黨支持者的交叉分析上，很明顯的，國民黨和民

眾黨的支持者在新北市已經是藍白合的結果，都

穩定在八、九成的民意支持侯友宜。 

    一般民眾期待民進黨派出的候選人中，陳時

中還是穩居第一，在五位民進黨候選人同時互比

時獨得近四成的支持率，其次是林佳龍也有二成

支持率。如果只選陳時中或林佳龍其中一位而進

行與其他民進黨候選人比較時，陳時中可以有四

成五的支持度，林佳龍則有三成六的支持度，都

很明顯高於其他三位候選人，其他三位候選人均

只有一成左右。由此看來，民進黨在明年的新北

市長選舉由在地候選人出線挑戰侯友宜尚非合

適時機，在地政治人物尚需繼續培養實力。如由

新北市外的重量級政治菁英如陳時中、林佳龍等

代表出戰，可能較有拚面。 

    侯友宜市長目前難以被民進黨挑戰者撼動

的原因。對侯市長滿意的理由主要是「做事踏實

/認真」，這個理由很明顯是感情性的理由與個人

形象，也就是說他的發言與處事方式是目前新北

市民喜歡他的重要因素；對於地方首長而言，特

別是對新北市民而言，正確的處事態度會比做出

什麼重大市政更具價值。市民對侯友宜最不滿意

的在於交通政策，其次是未專心市政；可見交通

問題確實是新北長久以來的痛，尤其是和台北市

的捷運之爭，以及現階段萬大線、環狀線施工所

造成的交通黑暗期，都是市民最厭惡之處；再來

就是缺乏城市願景，過去在老縣長蘇貞昌的努力

之下，台北縣留下「一鄉鎮、一特色」，這些特

色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但侯友宜任內至今乏善可

陳，最受關注的就是他到底會不會參選 2024 總

統，這應該就是市民覺得他未專心市政的主因。 

    現階段陳時中部長是新北市民及民進黨內

支持者最希望且認為較有機會挑戰侯友宜的人

選，若是陳時中不投入新北市選戰，林佳龍則是

目前民眾目前較能接受的人選。他們兩人的共同

點都是「負責任、會做事」形象，一個是拚防疫

有成的衛服部長、一個是任內力拚交通建設，最

後因太魯閣號意外事件留下政務官負責任身影

的部長。在侯友宜高人氣的背後，有他利用長期

從事警政的經驗，針對全市 1032 個里長下功夫

所累積的關係，以及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建立的務

實中立形象，他的弱點主要在議會迴避備詢以及

爭議性議題，這種模糊戰略、閃躲游移的身段是

不可持久的，距離選舉還有一年半的時間，選情

變化莫測將會影響民眾的意向與支持，而且等選

戰開始藍綠支持者各自歸隊，侯友宜的領先優勢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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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削弱甚至被抵消。 

    選舉是瞬息萬變的，侯友宜市長未來還是會

面臨重大挑戰。2022 要尋求連任，他勝算是高

的，但他勢必面臨 2024 選總統的質疑，不曉得

還可以迴避多久？戰略模糊的策略，還可以撐多

久？如果市長連任，要不要選總統？韓國瑜的殷

鑑不遠！而面對其他政黨，目前民進黨內這幾個

有中央地方政務歷練的全國性明星級的政治人

物，如陳時中、林佳龍，相信他們都會有角色、

都不會缺席。就算民調很硬斗、不樂觀，「民進

黨也不能輕言放棄」，如果侯友宜選得很輕鬆，

這外溢效應會影響中南部縣市，無論如何，民進

黨在雙北要派出可以有一戰實力的候選人，也就

是一軍的人選才能有效牽制藍營的對手；從目前

的民調結果來看，雙北的蔣萬安與侯友宜實力堅

強，民進黨應該務實的提出有效對策加以因應，

整合資源與人才爭取地方政府的執政機會，至少

在選舉時應該提出強棒的候選人，才可以穩定整

體選情並為政黨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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