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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意識

109年12月1號起，所有入境及轉機進台灣之旅客須附登機前3日內COVID-19核

酸檢驗陰性報告(以下簡稱為秋冬邊境檢疫)，秋冬邊境檢疫限制了國民回國之權利

，除了在執行層面上讓在外國之國人遇到不少問題之外，此防疫措施也造成了違憲

的爭議。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可以理解行政機關的立意是為了因應預期國外冬季

感染率提高，為顧及台灣人民之健康以及避免封城對人民經濟、生活之巨大損失所

作成的措施。台灣作為一個無社區感染之國家，邊境管制確實是對抑制疫情最有效

果以及效率的做法，然而在外國台灣人的回國的人權只應該受到怎樣的限制才會合

理？當台灣居民的健康權以及在國外台灣人的人身自由移動權利有衝突時，怎樣的

作法才算是符合比例原則？

透過此防疫措施我們想要探討清大人對於防疫措施能對人權限制之界線在哪

裡？以及試圖找出清大人對人權的理解，以及是否跟背景等等有所關聯。

二、　研究資料及討論

　（一）　研究資料

1.研究方法

由於本次報告的主題是在探討清大人對防疫措施對人權限制之界線的理解

，為了要有具體的例子使受訪者較好理解和思辨，因此我們選擇以「秋冬防疫

專案」為研究主軸，也同時選取「隔離21天」與「入境普篩」做為對照的政

策。本次主題提到「清大人士對⋯⋯」，因此會需要大量的民意調查，經過設

計後我們透過校園訪談、線上問卷、及組員意見收集三項方法獲取資料。在收

集完所有調查後，由組員手動把訪談的錄音檔歸納成文字並把答案分類。最後

利用比對來找出問題與問題及問題與受訪者背景之間的關聯性。

首先，組員們一同設計了一系列攸關防疫及各方面的問題。在經過第一

次田野調查後，我們利用第一次收集到的回答來凝聚焦點，再進一步設計第二

次我們最終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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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的問卷如下：

1. 政府禁止新冠肺炎確診者回台就醫是否有違反人權？為什麼？

2. 政府禁止無三日內篩檢陰性證明者回台是否有違反人權？為什麼？

3. 最小侵害原則時常會作為評斷是否有違反人權的標準，意思是如果有多種

措施均可達成目的，國家應採取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措施。你是否覺得相對於

需要獲得三日內篩檢證明，所有入境者隔離21天是對人民侵害較小的措施？

為什麼？

4. 延續上題， 那入境普篩是對人民侵害較小的措施？為什麼？

5. 台灣疫情期間平均每月入境人數為三萬人，篩檢的正確率約為90~95%，

若台灣實施入境普篩，平均每月會多造成1551人次的偽陽性病患，同時約有

57人次真的有陽性，每位病患平均需入住隔離病房住院5~6天，並總共接受

三次的檢驗確認陰性後才可出院，約有三分之一的隔離病房空床會被這些偽

陽性病患使用，你覺得實施入境普篩會對台灣醫療體系造成過大的負擔嗎？

6. 政府有權禁止自己的國民回國嗎？為什麼？

7. 你認為怎樣算違反人權？

8. 你覺得你對人權的理解從哪裡來，以及有可能受到什麼影響嗎？

9.在回答這個問卷前，有聽過12/1號起政府的秋冬防疫專案要求所有入境及

轉機旅客(包含台灣人)登機前須附3日內COVID-19核酸檢驗陰性報告嗎？

　　在第二次的田野調查中，由於先前已經有訪談經驗，因此我們有將第一次

檢討過的部分進行修改，最終也順利獲取44筆可用資料 (其中32筆來自清大校園

訪談、6筆來自組員意見以及6筆來自線上問卷的填表)。在進行實體校園訪談的

同時，我們也將問題表單發佈於清大校內的臉書社群，希望能夠因此得到更多

參考數據以及與生活中較少機會接觸的人士們進行交流，使我們的研究能夠更

多元也同時顧及到更多不同背景的人。接下來開始執行數據統計和深入研究各

個答案，並且將答案分類，找出各個問題彼此間的關聯性及是否與受訪者的背

景有關。在做關聯性分析時，我們首先將所有收集到的答案做成一個Excel檔案

，接下來針對每一題我們分類出了數種答案（如以下「答案分析」），再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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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背景進行比對。例如，第一題的題目為「政府禁止新冠肺炎確診者回台就

醫是否有違反人權」，我們將答案分類為五種，再依據第一個背景調查中的

「是否有親友在國外」，統計出每一種答案中有無親友在國外的數據。統計完

後，再進行比較與關聯性觀察，若有察覺特殊現象，我們再思考可能影響其的

因素，最後達成關聯性的分析。

2.答案分析

(1)第一題：「政府禁止新冠肺炎確診者回台就醫是否違反人權」

　　在本問題中，有41.3%的人認為沒有違反人權，這之中有32.6%的人認為要

為了其他人民的安全著想，人權是法律為了保障人民而制定，而此疫情對他們

來說在法律之上，所以應該為多數人的福祉著想，且確診者從國外飛回來造成

的風險影響了更多人的生命權，因此那些確診者的個人權利就無從談起，而另

外8.7%的人認為這是緊急情況提出的特別措施，在一般情況下限制他人的行動

是違反人權的，但在特殊時期是無法避免的，讓病患回台就醫可能會造成更大

規模的非必要傳染。相對的，有39.1%的人認為有違反人權，其中23.9%的人認

為這是人民應有的權利，而另外15.2%的人認為人民享受國家健保是天經地義的

，不過此措施違反人權可以被接受，在國外的台灣人原來應該有回台灣享受健

保跟醫療的權利，但為了台灣大部分人的利益防止疫情的擴散，犧牲少數人可

以自由回台的權利是可以被接受的。除此之外，有8.7%的人認為有沒有違反取

決於確診者所在國家具不具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以及病症的嚴重程度，若僅是輕

微的症狀，那就並無非回台就醫不可的必須性，若症狀嚴重，在國外又不能取

得足夠醫療照護時，應有可回台治療的選擇，才不會只能客死他鄉，但同時為

避免這樣機制被濫用，運送病患飛機的費用，以及部分的治療費用，應由病患

本人負擔。最後，有10.9%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回答，包括：

a. 沒有違反人權，因為我們的醫療資源有限，讓他們回台治療武漢肺炎可能無

法給他們完善的照顧。

b. 在非當事人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政府為何要這樣限制，政府的限制本來就

會牴觸到原本人權保障的某些東西，但若我不是當事人我是可以接受的。如果

我是當事人的家屬，我會叫當事人不要去檢測，但我個人是蠻傾向服從權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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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人，所以還是會覺得配合國家的政策會比較好。因為如果出事真的因此

造成疫情的擴散，作為一個市民本身也承擔不起。

(2)第二題：「政府禁止無登機前三日內獲得篩檢陰性證明者回台是否有違反人

權」

　　在本問題中，有55.8%的人認為沒有違反人權，其中46.5%的人覺得要所有

人一起努力才能讓疫情不要繼續擴大，且檢測並沒有對入境者造成損失，而另

外9.3%的人認為要考慮到多數人的人權，其中有三種回答：

a.這是保護境內國人健康的措施

b.人權是法律為了保障人民而制定，而此疫情對我來說在法律之上，所以應該

為多數人的福祉著想。

c.因為並不是毫無理由的禁止國民回國。這三天內的篩檢報告是能夠讓集體利

益大於個人利益所以沒關係。若沒有篩檢就回國就會變成為了保障個人利益侵

害到其他人的安全與衛生。

　　另外，有25.6%的人覺得有違反人權，因為這違反了憲法保障的自由權。除

此之外，有18.6%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回答：

a. 只要遵照規定還是可以回來，如果已經得病了，可能有一點，但為了大眾的

最大福祉所以權衡一點。

b. 有可能會檢測錯誤或仍在潛伏期。

c. 若法律規定需要證明，我認為並無違反，相反，若是縱容，不是違反了其他

乘客的人權嗎？

(3)第三題：「最小侵害原則時常會作為評斷是否有違反人權的標準，意思是如

果有多種措施均可達成目的，國家應採取對人民侵害最小的措施。你是否覺得

相對於需要獲得三日內篩檢陰性證明，所有入境者隔離21天是對人民侵害較小

的措施？」

　　在本問題中，有40.5%的人選擇三日內陰性檢驗證明，因為時間上或經濟上

所需成本較低，也比較不會有侵犯人身自由的爭議。另外，有40.5%的人選擇了

隔離21天，因為他是在對潛伏期長度不夠清楚下最安全的措施。除此之外，有

19%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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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因人而異，有些人待的國家缺乏資源比較難取得三日內陰性證明；有些人的

工作無法接受長時間隔離。

b.問題有點矛盾，因為要看是對入境者還是原本的國民，隔離21天對於入境者

侵害較大，對於其他居民卻侵害較小。

c.隔離14天+三日內陰性篩檢證明同時進行。

d.若都能達到目的，三日內篩檢證明侵害較小，但實際上隔離21達成目的機率

較高。

(4)第四題：「延續上題，入境普篩是對人民侵害較小的措施嗎？」

　　在本問題中，有61.9%的人認為是，因為此方法省時簡單必要、已達最小侵

害，沒有侵害人權的地方，且台灣普篩正確率會比較高，較有保障。另外，有

23.8%的人認為不是，因為此方法成本太大，沒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且普篩完還

是會有偽陽性的漏網之魚，此錯誤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到人民。除此之外，有

14.3%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回答：

a.很難判定侵害程度的比較，應該交由防疫專家決定該不該實施，若該實施就

實施。

b. 若是隔離和普篩同時進行不會比較小，但若是跟前面第1、2題的規定比起來

，普篩對人民侵害較小。

c. 不管是哪一個方法都是篩檢，那他們被侵害的程度應該是差不多的，因為他

們不能說不。

(5)第五題：台灣疫情期間平均每月入境人數為三萬人，篩檢的正確率約為

90~95%，若台灣實施入境普篩，平均每月會多造成1551人次的偽陽性病患，每

位病患平均需入住隔離病房住院5~6天，無症狀患者每人治療費用也需約80萬台

幣，並總共接受三次的檢驗確認陰性後才可出院，台灣現有隔離病房以及集中

隔離檢疫場總共約有3000床，你覺得實施入境普篩會對台灣醫療體系造成過大

的負擔嗎？

　　在本問題中，有62.5%的人認為會，其中有25%的人認為此措施還是必要的

，主要回答的原因為: a.台灣的健保一直都有長期的問題，但是現在是危急時刻

是有必要這樣做，覺得民眾應該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不然台灣之前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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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好可能之後會出現漏洞，畢竟很多國家本來沒事後來鬆懈了就有第二波疫

情。健保負擔會有點重但是希望有能力的人多捐獻。b.是會造成挺大的負擔，

但這次疫情對全世界造成滿大的影響，若沒有確實篩檢，可能造成防疫破口，

並對全台灣帶來更大的負擔。

　　而另外有10%的人認為這只是由數字判斷，實際情形如何還是應該交給專

家判斷。另外，有22.5%的人認為不會，因為若常態僅有三分之一的空床位會被

偽陽性病患使用的話，那代表還有三分之二容量可以負擔其他來源的病患，因

此認為台灣的醫療系統應該還能負擔這部分，而且比起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沒

有，多篩一點就算是篩錯也比較好。除此之外，有15%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答

案：

a. 這個問題我覺得非常奇妙。我們不能因為病房沒那麼多就不普篩。眼不見為

憑只是欺騙自我。遇到問題是解決，加設病房、措施等，而不是不進行篩檢以

製造沒有病患的假象。

b.會，然而重點是沒有必要，因爲在多數人皆為陰性的情況下，普篩只會造成

許多偽陽性的出現，造成人民恐慌，且醫療費用極高，消耗醫療資源過多，因

此只會浪費人力物力。

c.似乎一般隔離就可以達到隔離效果，但有時候覺得多一個普篩就多一個保

障。可是如果沒有多一層保障的話，甚至是浪費了其他的醫療成本又或者是普

篩和其他篩檢方式的效果差不多的話，那我覺得實施一般隔離就可以了。這時

候我覺得是國家的政策導向對於這件事情的目標是甚麼，如果國家的是想要把

感染率降到最低，那這件事情有實施普篩就多一層保障，如果國家的目標是另

外一個(如只是想要節省經費的話)，做一般隔離14天就是他們所採取的。但我現

在不知道衛福部他們會比較想要哪一個走向。

(6)政府有權禁止自己的國民回國嗎？為什麼？

　　在本問題中，有60.5%的人認為有，因為在緊急狀況(特殊時期)之下政府要

為了眾多人福祉著想。另外，有32.5%的人認為沒有，因為要考量人民基本權利

以及國民為政府應所承擔之責任。除此之外、有7%的人給了較為特殊的答案：

a.無法一概而論，要看各個國家的經濟條件和醫療實力，允不允許承擔國民在

特殊時期回國所需面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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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認為怎樣算違反人權?

　　在本問題中，有51.4%的人認為在我不會影響他人的狀況下還限制我的行動

&思想就是違反人權，2.7%的人認為若是為了更大的權益著想，人權就沒有底

線。2.7%的人認為防疫期間可以忽視人權，5.4%的人認為不同類型的人權可能

互相衝突，要看兩方利益如何權衡（把人權當成資源分配），21.6%的人認為是

法律保障人民可以做的事情卻被別人禁止就是違反人權，10.8%的人認為人權為

人民生存的底線，讓我感受到無法生存就是違反人權，最後有5.4%的人是直接

舉實際例子來描述。

(8)你覺得你對人權的理解從哪裡來，以及有可能受到什麼影響嗎？

　　在本問題中，43.75%認為是學校教科書及社會課學習的憲法及文章，25%

認為是從成長環境及個人經驗，15.6%認為是受媒體影響，12.5%認為是自我思

辨的過程，有1.6%認為是信仰，最後有1.6%認為是社會議題和社會發展。

(9)在回答這個問卷前，有聽過12/1號起政府的秋冬防疫專案

要求所有入境及轉機旅客(包含台灣人)登機前須附3日內COVID-19核酸檢驗陰性

報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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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訪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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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討論

1.關聯性

1.親友在國外vs.入境隔離侵害

沒有在國外親友的受訪者會更傾向認為所有入境者隔離21天是對人民侵

害較小的措施 7/25 28% →  10/18 55%

　　在這個子項目中受訪者有親友在國外且認為入境隔離21天對人民侵害較小

的比例為28%；沒有親友在國外且認為入境隔離21天對人民侵害較小的受訪比

例提升至55%。我們發現沒有親友在國外的受訪者有較高的比例認為入境隔離

21天對人民清害比較小，推測是因為沒有親友在國外的受訪者較少與被隔離者

有互動或近距離的了解的機會，因此使他們對隔離的認知有所限制，導致他們

不完全知道隔離對人民侵害的程度。

2.人權理解vs. 入境普篩侵害

人權理解源自於媒體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認為政府禁止無登機前三日內獲

得陰性篩檢證明者有違反人權 0/8 0% (自我思辨) → 4/16 25% (成長環境) → 7/28

25% (教課書)  → 6/10 60% (媒體)

在這個子項目中受訪者對政府禁止無登機前三日內獲得陰性篩檢證明者有

違反人權的看法依據不同的人權理解的來源有所差異。自我思辨擁有最低比例

的0%，接下來是成長環境的25%，再來是教課書的25%，最後媒體的提升為60%

。我們發現人權理解來源為媒體的受訪者有最高比例認為政府禁止無登機前三

日內獲得陰性篩檢證明者有違反人權，推測是因為媒體時常透過聳動的標題以

及誇示來吸引注意，因此更傾向把政府的施政是有問題的方向去做報導或提出

質疑，第四權的監督當然是政治體制很好的防腐劑，但同時也可能造成不必要

的爭執於紛爭。

3. 親友在國外vs.入境普篩負擔

有在國外親友的受訪者會更傾向認為實施入境普篩會對台灣醫療體系造

成過大的負擔 2/1 8 11% → 7/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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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子項目中受訪者無親友在國外且認為實施入境普篩會對台灣醫療體

系造成過大的負擔的比例為11%；有親友在國外且認為實施入境普篩對台灣醫

療體系造成過大的負擔的比例提升至28%。我們發現有親友在國外的受訪者有

較高的比例認為實施入境普篩對台灣醫療體系會造成過大的負擔，我們推測是

因為有親友在國外者更會積極的去關注外國的資訊，而由於國外的情況較為嚴

重，所以較能見識疫情可能會帶來的負擔。若無親友在國外者，他們可能只了

解台灣的狀況，也因為台灣的病況較為輕微，因此認為他不會對醫療體系造成

過大的負擔。

4. 親友在國外vs.知道秋冬防疫專案

有在國外親友的受訪者有較高比例知道秋冬防疫專案之邊境檢疫  9/25 36%

→  11/18 61%

在這個子項目中受訪者無親友在國外且知道秋冬防疫專案之邊境檢疫的比

例為36%；有親友在國外且知道秋冬防疫專案之邊境檢疫的受訪比例提升至61%

。我們發現有親友在國外的受訪者有較高的比例知道政府這次推出的政策，我

們推測是因為此政策會為國外入境者帶來進出國的成本，因而使得與此政策相

關的人民會比較有動機去了解相關訊息。

5. 性別vs. 人權理解來源

女性與人權理解來源 ：

● 教科書：15/28 53%

● 環境：7/28 25%

● 自我思辨：3/28 10%

● 媒體：2/28 7%

● 信仰：1/28 3%

男性與人權理解來源：

● 媒體：12/34 35%

● 環境： 9/34 26%

● 教科書：8/34 23%

● 自我思辨：5/34 14%

● 信仰：0/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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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3%女性對人權的理解來自於教科書，只有7%是來自媒體，同時只有

23%男性對人權的理解來自教科書，男性對人權的理解最多是受到媒體(35%)以

及環境(26%)的影響，推測男性可能更常看新聞或政論節目，更容易被媒體影響

，此現象跟男性有更高比例喜歡談政治有關聯，因為新聞以及政論節目提供了

可以拿來發表政治方面高見的素材。過去台灣社會確實是有「政治是男生的事

情」的刻板印象，除了男性過去在農業社會作為主要勞動力因此掌控經濟上的

權力之外，也跟男性可能普遍較不在意別人的眼光，更可能在不夠了解的情況

下發表自己的意見有關。相較來說女性會更容易在意別人的眼光，發表自己的

想法上會較為謹慎，在較少被媒體影響的情況下，更傾向遵循來自教科書的概

念較為安全。

2.研究限制

在這次的研究中，我們採取了「問卷調查」的方式，其中有部分是直接

進行校園訪談再於問卷中紀錄，而其他則是直接請同學們填表單。過程中，我

們遇到了一些研究中的限制。首先，因訪談人數有限，所以在某些關聯性分析

無法觀察出顯著的結果。為了因應此難題，我們只能在有限的數據中進行篩選

，盡可能的找出有效的數據。第二，由於我們的主題較為困難，因此問題需要

較多的時間思考與進行答案統整，導致路人較容易拒絕受訪，此外，我們也需

要盡量在不影響受訪者立場的情況下把題目解釋清楚，是訪談中的一項挑戰。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努力地收集我們能力內可獲取的資料，並且在途中一再的

進行修正與改善。第三，同樣攸關於問卷調查的執行的限制是網路上的問卷因

為不是面對面訪談，因此有些受訪者容易誤解題目，導致答案有時較為不清楚

或答非所問。因為我們無法直接聯絡回答者進行解釋，所以最終我們依據組員

判斷將無效的回應作廢。第四，收集完所有調查結果後，我們在進行關聯性分

析的時候是以推敲的方式來猜測不同資料間的關係，但是我們所想出來的關係

往往也會受到我們的背景知識所影響。然而，我們還盡可能地以客觀的角度推

測，但尚未有完善的解決方法。最後，在分析資料時，由於數據間相對於整體

有不同的占比，當我們要挑出「有顯著關聯」的兩項因子時，我們所採取的占

比標準並沒有一個科學化的門檻。這可能會導致有些較不顯著的關聯性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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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顯著的關聯性結果被視為同等，使讀者可能會被誤導。總歸來說整體研究過

程我們受到了許多限制，也依據各項限制去進行調整與改善，最後盡可能在我

們的能力範圍內得出這次研究報告的最終結論。

三、問題分析

(一)體制分析

1. 人：

a. 航空公司在外國的地勤人員：

　　地勤人員是登機前核酸檢驗報告的檢查人員，擁有最終認定

報告是反否符合規定的決定權，規定本身當然還是由台灣政府本

身制定，但透過民航等等系統轉知各航空公司也曾造成規定不夠

明確、最新規定在航空公司的系統裡沒有被更新等等問題，因此

也曾出現符合規定之國人被現場地勤人員拒登機之問題。

b. 醫護人員：

在這次的秋冬防疫專案中有許多針對醫療院所所實施的政策

，包括住院病人的加強篩檢及強化社區疑似個案的通報等等，以

上政策不僅會使醫療人員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外，也增加了不少

他們的負擔。

c. 台灣境內者：

　　秋冬防疫專案的實施其主要目的是降低身為有可能帶原的國

外入境者進入國內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台灣境內者來說，此項政

策的作用偏向於保護他們。所以以台灣境內者來說，政策本身的

嚴格性應該是越嚴格越好，為了保護他們自身的安全，通常會贊

同對於國外入境者的檢查。

d. 國外入境者：

國外入境者為秋冬防疫專案之邊境防疫的實施對象。台灣在

防疫期間每個月平均有 3 萬多人的入境人次；而國際目前在疫情

上仍處於水深火熱的狀態。值得討論的是，政府該如何處置這些

可能的移動病毒帶原者，其勢必得在防疫與人權中取得平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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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全部都由政府負擔，個人完全不會需要

負擔的話，那麼國民非必要進出國門的自由會建築在其餘國民被

迫幫忙負擔相應之成本之上。

e. 政府

　　作為一個國家的政策實施者，政府必須在各方面，例如衛生

安全、財政經濟以及人民權益等，取得平衡才不會出現偏頗或弊

端。在疫情爆發的這段時間，政府陸續祭出許多政策，著重在

「防疫」、「紓困」、「振興」三大方向1，其中包括口罩實名制

以及產業紓困振興措施等等，強化疫情監控、落實邊境檢疫等措

施也都具有相當的效果。而最新的秋冬防疫專案則是在11月疫情

加重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規定，但是其中限制人民未取得陰性檢驗

證明則不得登機回國此規定增加國民回國的難度，此項政策雖然

是政府基於衛生安全所訂定之規定，但在人權方面似乎還有待欠

缺考量。

f. 檢驗人員：

　　依照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的規定，我國的檢驗人員目前包括醫

療院所和照護機構的工作人員。他們的工作涉及護理專業防疫支

援，協助解決民眾居家檢疫問題，並支援機場邊境檢疫作業。而

若檢驗人員自己出現COVID-19的症狀，則應立刻停止上班；若於

工作中出現前述情形，則應立即離開照護區，進行自我隔離，並

通知主管，且應全程佩戴口罩及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儘速就醫評

估，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2。

g. 納稅人

　　納稅人在這次報告中所扮演的腳色是作為醫療資源的來源，

想當然的，他們會希望自己付出的資源會被妥善且分配且最大化

2衛福部，醫療照護機構感染管制相關指引，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I92jtldmxZO_oolFPzP9HQ，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
日。

1行政院，因應武漢肺炎衝擊共通性及各產業紓困振興措施，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d3f40f1-9a79-47f6-8a2b-0883ba2c0b05
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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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所以在這份報告中與醫療資源在入境普篩的運用上較為

密切。

2. 物：

a. COVID-19：

　　2019年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展開呼吸道疾病及相關疾病監測，

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2020年1月9日接獲中國大陸通知，病原

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若接觸近距離飛沫、直接或間接接觸帶有

病毒的口鼻分泌物、或無呼吸道防護下長時間與確診病人處於2公尺內之

密閉空間裡，將增加人傳人之感染風險3。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資訊，確診

病人發病前2天即可能具傳染力。另外，確診病人發病後期間內呼吸道病

毒是否持續排出仍無法正確得知。COVID-19患者以成人為主，少數兒童

個案多為其他確診成人患者之接觸者或家庭群聚相關，兒童個案大多症

狀輕微，但也有零星死亡個案，唯死亡原因與SARS-CoV-2相關性仍調查

中4。

b. COVID-19核酸檢驗：

(1) 我國流程5：

(a) 採集檢體(咽喉擦拭或痰液取樣)：以棉棒採集咽喉處的檢

體或使用抽取器將痰液取樣至採樣瓶內

(b) 檢體移液：將病毒檢體分注至檢驗用試劑盒內

(c) 核酸萃取：把試劑盒置於自動核酸萃取儀器內

(d) 磁珠吸附病毒核酸，經40分鐘的萃取流程會出現RNA檢體

(e) 及時定量PCR分析：核酸萃取完成的RNA檢體送至PCR分析

約1小時

(f) 檢驗報告出爐

5 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 核酸檢測流程怎麼做?... - Taiwan Advanced Nanotech Inc.，
https://www.facebook.com/376139899795365/posts/690283695047649/，瀏覽日期：民110年1
月16日。

4衛福部，疾病介紹，https://www.cdc.gov.tw/Category/Page/vleOMKqwuEbIMgqaTeXG8A，瀏覽日
期：民110年1月16日。

3維基百科，嚴重特殊喘染性肺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86%A0%E7%8A%B6%E7%97%85%E6%AF%92%E
7%97%85，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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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國與我國的檢驗差異以及不一樣的檢驗機制6：

i. 英國：若符合國家健康保險的給付條件，檢驗為免費，結果要

等三天才會出來，且不會有紙本報告，只有簡訊或是在「NHS

COVID-19 app」收到通知，想要紙本報告則需要另外申請。另外

他們有推出自檢包，但極有可能沒有採到正確部位的檢體，因為

某些人會選擇相對不痛的部位做採檢，或是對採檢的過程沒有像

醫護人員一樣細心，當地民眾都說這種檢驗就會有「人工偽

陰」。

ii. 美國：當地某些地區有開車排隊的得來速採檢站，偏鄉地區可

能會比較麻煩。至於費用，不同保險付費方法不同，每一家的不

同價錢，產品也不一樣，不過基本上沒症狀而要求採檢的也有給

付，也沒有限制次數。

而要在登機前所提出的檢驗證明需採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且應

可審核為登機者之護照姓名、出生年月日(或護照號碼)、疾病名

稱「COVID-19 或 SARS-CoV-2」、採檢日及報告日、檢驗方法「

PCR、Real-Time PCR 、 RT-PCR 、 RT-qPCR、NAA、 NAAT、

NAT、LAMP、 COVID-19 RNA test、SARS-CoV-2 RNA test 或

Molecular Diagnostics」及判讀結果「Negative 或 undetectable……」

等。

c. 醫療經費：

疫情期間的醫療經費各自分配給各個機關別，包括經濟部、交通

部、衛生福利部等機關，其中衛生福利部編列 169.6 億元，主要

是辦理應變醫院設備與隔離收治、防疫物資徵用及採購；發給接

受居家隔離、檢疫者及其請假照顧之家屬的防疫補償金 ，以及給

集中檢疫場所人員的津貼；購置新型冠狀病毒檢驗試劑、耗材、

儀器設備；研發疫苗及治療藥物等7。

7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案，

https://tfc-taiwan.org.tw/sites/default/files/upload/node/field_file/%E4%B8%AD%E5%A4%AE
%E6%94%BF%E5%BA%9C%E5%9A%B4%E9%87%8D%E7%89%B9%E6%AE%8A%E6%
80%A7%E8%82%BA%E7%82%8E%E9%98%B2%E6%B2%BB%E5%8F%8A%E7%B4%93

6聯合新聞網，我想回家！ 美日英澳歸國可能流程及成本一次看，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4/5052130，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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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

a. 秋冬防疫專案：

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109年11月18日所發佈之新聞稿8，為因

應疫情持續惡化，因此於109年12月1日開始實施「秋冬防疫專案」。其

政策內容包含強化「邊境檢疫」，要求所有旅客在入境或是轉機前三日

內都必須附上COVID-19的核酸檢驗陰性報告。若登機前未附屬，可能會

遭遇拒絕載乘的情況；若在入台後才發現，則將由台幣1萬至15萬元的罰

鍰處置。此報告須由地方政府機構許可設立的醫院所開具，且需要包含

所有基本個資（姓名、出生年月日、檢驗方式、判斷結果、疾病名稱、

與採檢日及報告日）。其適用對象為本國人以及持居留簽證的外籍人

士。若符合以下條件則可免除其措施9：

(1) 緊急個案：

(a) 二親等以內親屬死亡，而需奔喪者。

(b) 二親等以內親屬重病，而需探視者。

(c) 專案緊急就醫

(2) 來自指揮中心公布無法自費取得核酸檢驗報告之國家

(3) 部會專案對象經指揮中心同意者

b. 居家隔離：

適用於防疫期間入境以及有肺炎症狀或與持有肺炎症狀人士接觸

者，為了維護大眾安全與衛生並且使患者在潛伏期間減少與他人

接觸，因此為多數國家政府強制執行之防疫措施。攸關台灣的隔

離政策，由衛生福利部於109年4月13日發布「社區管理維護因患

指引10」，隔離者應遵守以下事項：

(1) 留在家中或政府所指定之範圍內

10衛福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社區管理維護，
https://www.cdc.gov.tw/File/Get/9G__tJC4fy3OcIWSD8P4CQ，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9同8，衛福部，秋冬防疫專案，旅客須出示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符合三情形可免，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g373J0x80bDNqzRwHnDuzg?typeid=9，瀏覽日期：民
110年1月16日。

8衛福部，秋冬防疫專案，旅客須出示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符合三情形可免，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g373J0x80bDNqzRwHnDuzg?typeid=9，瀏覽日期：民
110年1月16日。

%E5%9B%B0%E6%8C%AF%E8%88%88%E7%89%B9%E5%88%A5%E9%A0%90%E7%A
E%97%E6%A1%88.pdf，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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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隔離期間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

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書」，自行紀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同時提供手機號碼並且與官方

進行即時的聯繫。

c. 入境普篩：

依據衛福部疾管署在 2020 年 7 月29日所發布之新聞稿11，入

境普篩是指對所有入境者，在入境後進行無差別全體篩檢的一種

防疫措施。台灣至今只有對來自特定國的入境者進行普篩，世界

上也未有國家對所有入境者執行入境普篩。普篩或許可以發現無

症狀者，但目前自國外入境者都需進行14天居家檢疫措施，無症

狀者檢疫期滿後仍要再自主健康管理7天，應已可有效防堵。至於

國外發生無症狀者導致社區疫情蔓延，是因為沒有落實14天的檢

疫措施，或並未針對確診個案接觸者採取14天居家隔離措施等，

與台灣現況不同。

d. 憲法第23條：

　　依據我國憲法第23條12的規定，憲法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

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e. 基本權：

　　分為列舉基本權以及概括基本權，前者的種類有自由權、受

國民教育權、參政權等，憲法第8~21條有明白條文規定，其意義

為《憲法》一系列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明文規定，惟非僅止於已

列舉出其名稱的人權；後者的種類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

隱私權等，憲法第22條有提及但是可由大法官解釋創設。

f. 傳染病防治法：

12中華民國憲法§23 相關法條-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Rela.aspx?PCODE=A0000001&FLNO=23&ty=L，
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11衛福部，台灣疫情現況與國際不同尚無普篩之必要，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ebWEahxJPCbo0YbdmUNplQ?typeid=9，瀏覽日期：民
11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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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於第5條規範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主要責任為我們這次主題最為

相關之內容：

傳染病防治法第5條13中央主管機關之主要責任：

(1) 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流行

疫情監視等。

(2) 監督、指揮、輔導及考核地方主管機關執行傳染病防治工作有關

事項。

(3) 執行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之檢疫事項。

4. 知識/符號:

a. 潛伏期：

疾病潛伏期是接觸病原體後，在症狀和體徵明顯表現之前所經過

的時間。潛伏期分為兩種，傳染病潛伏期與症狀潛伏期。根據病毒特性

的不同，傳染病潛伏期與症狀潛伏期兩者並不⼀定完全重疊或分開，必

須要靠疫情調查與推算來取得，因此在訪問病例個案時，時間是必要資

訊14。潛伏期內的傳染病有可能同樣具有傳染性。目前對COVID-19的潛

伏期估計值大多是是 1 至 14 天不等，平均為 5 ~ 6 天，個別個案甚至可

達 24 天。即使沒有臨床症狀，或僅有輕微症狀的感染者亦可能傳染他人

，所以防治困難尤甚以往15。

b. 人權：

在這次秋冬防疫專案中其中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概念是人權，包含

國外入境者的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就醫的權利，以及國內人民的環境安

全，而人權同時也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除了考量防疫效益之外需要關

注的點。

15衛生防護中心，2019冠狀病毒常見問題6，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624.html#FAQ6，
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6日。

14林先和教授，新冠肺炎之傳播分析，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http://www.publichealth.org.tw/upload/files/%E6%96%B0%E5%86%A0%E8%82%BA%E7%8
2%8E%E4%B9%8B%E5%82%B3%E6%92%AD%E5%88%86%E6%9E%90Feb22_%E6%9
E%97%E5%85%88%E5%92%8C.pdf，瀏覽日期：民110年4月21日。

13傳染病防治法，

https://www.6laws.net/6law/law/%E5%82%B3%E6%9F%93%E7%97%85%E9%98%B2%E6
%B2%BB%E6%B3%95.htm，瀏覽日期：民11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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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性

　　「政治性」即探討社會體制中的規則與資源的分配，對不同族群所造成的

不公平的影響或因此而形成的隱秩序。這次秋冬防疫專案規定返台人員須擁有

登機前三日的檢驗陰性證明，而此做法一定程度的增加了在外國台灣人回台的

難度。首先，針對檢驗證明的取得來說，各地區的醫療環境、醫療資源以及水

準皆不同。例如相較於醫療資源充沛的西雅圖，在相較偏遠落後的美國中部，

取得檢驗證明有可能就是需要開幾小時的車才能獲得的一大考驗，此政策的實

施會使一部份的人員回台難度增加，而另一方面，在政策實施後，伴隨政策的

是進出國的成本增加，對於需要常常出國或其他原因導致須頻繁進出的國民無

疑造成了許多不便。

　　　在沒有要求國外檢驗陰性證明的時期，某個程度也可以說是全體國民

要共同承擔部分國民人身自由移動權利所造成的成本，該成本包含各縣市衛

生局、里長以及警察在照顧被隔離者人力上的負擔，以及每人次14000元的防

疫補償金以及對防疫旅館的12000~18000元的補助。以上還不包含疑似案例所

需要進行採檢以及病患運送所造成的成本。

　　為了達到防疫的目的，秋冬邊境檢疫的必要性以及有效性值得質疑，具

備檢驗陰性證明只能一定程度的確保在檢驗的那個時間點前並未被感染，然

而國人在回台灣途中所經過的車站、機場以及飛機的密閉空間內有許多跟人

接觸以及被感染的機會，尤其是須轉機回台的國人，在前幾段的飛機裡，其

他旅客並無檢驗陰性證明，因此還是存在一定的被感染風險。相較來說實施

入境普篩是更能過濾被感染者的措施，然而入境普篩會增加台灣檢疫的成本

，以及造成每月約1500人的偽陽性病患。要求登機前的陰性篩檢證明可以避

免回台灣的飛機內的感染以及減少台灣檢疫的成本，讓偽陽性患者被擋在國

外。

　　防疫措施的爭議，核心為台灣居民的健康權以及生命權，以及在國外台灣

人的自由權的衝突，健康權以及生存權屬於憲法中不成文之基本權利(參照大法

22



官釋字第753號解釋)，在國外台灣人之居住及遷徙之自由由憲法第10條保障。

依據我國憲法第23條的規定，憲法上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

限制之。重大傳染性疾病之防治符合增進公共利益之要件，所以得由法律限

制。其中隔離措施由傳染病防治法第44. 45條予以授權。檢疫措施由傳染病防治

法第58. 59條授權。雖然依傳染病防治法58條第六款主管機關得商請相關機關停

止發給入國許可。但該授權僅限於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5條第一項台灣

國民入出國不須申請許可。此次爭議來自於政府是否得以前3日內COVID-19核

酸檢驗陰性報告，限制國人自由入國之自由。依行政院之說法，此措施依傳染

病防治法第7條授權。

　　傳染病防治法第 7 條:主管機關應實施各項調查及有效預防措施，以防止傳

染病發生；傳染病已發生或流行時，應儘速控制，防止其蔓延。

傳染病防治法第7條屬於概括授權，依相對法律保留原則，涉及人民自由權

利之事項，應由法律加以規定，或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之。因此此

措施是否合法，會關係到對此措施到底算是直接限制遷徙自由(核心人民自由)

還是只是實行此自由的一個程序(非屬法律保留事項)的詮釋。社會對此詮釋的

不同當然會造成衝突，也因此我們才會想要透過這個報告探詢社會以及清大人

對這個議題共識，這樣對社會共識的理解也能作為未來行政單位施政以及立法

單位在防疫法令上更細緻立法時能作為參考。

四、結論

(一)清大人對人權的理解？

綜合以上的數據和分析出來的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大部分清大人對於「違

反個人人權」的理解是在不會影響他人的狀況下還限制個人的行動和思想，

換言之，若是個人的行動或思想會影響甚至危及大部分人的安全，則個人人

權勢必得要犧牲。而今天以防疫這主題來說，限制病患回台就醫確實違反了

他們的個人人權，但是若以台灣境內多數尚未染病之人的安全檢康著想，則

政府是有權限制他們的個人人權的，因為若是不加以規範，則會讓更多人的

個人權益被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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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清大人對於防疫措施對人權限制之界線？

多數清大人認為要求陰性篩檢證明並沒有違反人權，有趣的是相對來說

認為禁止確診者回台有違反人權的比例反而有比較高，即使確診者是更有機

會帶病毒進台灣的人。從受訪者的回答中推測是認為確診者是真正更有醫療

需求的人，以及更有可能因此在健康上受到重大傷害的人。因此被認為應該

被准許回國。同時也有少數人認為提供醫療的責任應由台灣人在外長期居留

的國家負擔。多數受訪者認為入境普篩是對人民侵害較小的措施，但同時也

認為偽陽性病患會對台灣醫療體系造成過大的負擔。

(三)對人權的理解與背景之關聯？

理工科系背景跟非理工科系背景的清大同學，對於人權的理解不如我們

預估的有顯著的差異，他們對人權的理解大多都來自學校教科書及社會課學

習的憲法及文章，其次是成長環境及個人經驗，而少數理工科系背景是受媒

體影響、少數社會科系背景是透過自我思辨的過程理解。因此可以看出「教

育」這部分佔比例最重，不管是家庭或是學校，家長及教師所施的教育會影

響一個人的思考和見解。在我們所收的問卷當中，幾乎沒有題目的回答是極

端的倒向其中一種答案，而是有各自站在未感染者的角度和站在已感染者的

角度給出回答，我們認為這個情況相當的珍貴。因為在社會當中，事物的是

非對錯並不是以自己的角度出發所判斷的就是真理，背後所看不到的原因和

因素常常需要換位思考才能理解到其中的衝突。依照統計結果顯示人權的理

解與他們科系的背景並沒有太大關聯，而是所受之教育比較重要。

另外一方面，最令我們驚訝的發現是，女性當中有53%的人對人權的理

解來自於教科書，相較來說男性當中有35%和26%分別受到媒體和環境的影

響，推論是男性有更高比例被媒體影響，跟喜歡談政治社會、男性的刻板印

象以及更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有關聯，而女性發表自己的想法上會較為謹慎，

會更傾向依循教科書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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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組分工與個人心得

（一）小組分工

議題發想/統籌/校稿細修:阮澭棠

訪談資料收集/歸類:全體組員

課堂報告PPT製作:蔡沁寧,戴子頡

一、問題意識:阮澭棠

二、研究資料及討論

（一）研究資料:蔡沁寧

答案分析:高旭

問卷設計:阮澭棠

（二）討論

關聯性:蔡沁寧,阮澭棠

研究限制：蔡沁寧,高旭

三、問題分析

（一）體制分析:李芃瑩,阮澭棠,唐聖翔

（二）政治性:戴子頡,阮澭棠

四、結論:李芃瑩,阮澭棠

參考資料:李芃瑩

（二）個人心得

阮澭棠: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一開始要做的題目是關於隔離措施，後來因為有被隔離

經驗的清大受訪者太難找而放棄，所以在課堂上做的那些體制分析也都得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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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在要去路上訪談前努力生出了九個問題，訪談的結果又被說太發散又得作

廢，又得重新抉擇要做什麼主題。在大家也都不知道能做什麼之際，我個人唯一

想到能做的就是防疫跟人權之間的界線，提出來之後又有其他組員說想要要做其

他比較簡單的，老實說當時有點心力憔悴，覺得好像全部都我在想，好像這個期

末報告只是組長(我)的事一樣，我不下指令大家就不會動了。後來在跟老師探討報

告主題時也有談到上述的這一部分，也意識到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想辦法領導大

家的挑戰跟機會。而最後實際做下去之後，也發現有好幾位組員也很carry(很強大,

很罩)。我們這組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做這個報告，曾經連續三周每周見兩次每次3

小時起跳，並且還會有要額外自己完成的工作。整體來說每次的見面都有進度，

但因為我們選擇了用比較麻煩的質性訪談的方式，讓全部訪談後整理成文字以及

答案的歸類都要用人工手動的方式進行，我個人最高一次訪談就花了43分鐘，該

訪談最後也被整理出了2000多字，非常感謝我的組員們願意毫無怨言地跟隨用這

樣不求方便的方式做報告，也因此才能有最後的產出。

李芃瑩：

進入這門課之後學到了許多新的用語，像是政治性和看不見的行動者等等，

都讓我覺得我們所處的社會並不是如此表面單純。而課程中除了田野調查之外，

幾乎每一次教授都會提出問題然後我們要思考給出回饋，相較於平常課程教授給

予知識再由我們吸收，是很新穎的上課方式，雖然相對辛苦，但也相對的學到很

多東西和想到平時不會思考到的部分。

最後我覺得在這門課上獲益良多，不管是改變視野去觀察一件事不同的方面

，還是在問題的切入點和深入探討，這些都是我平常不會學到的，所以很謝謝老

師這學期充實的課程，也謝謝我的組員們一起度過這有趣又艱辛的時光。

高旭：

為了探討防疫措施對人權侵害的問題，在了解台灣各種防疫相關措施後，我們

把一些對於人權侵犯有爭議的措施拿出來設計成問卷題目，並且將一些還沒實施但

未來有機會實施的方法提出來比較。為了知道清大師生對這個問題的意見與看法，

我們開始上街訪談和丟問卷到網路上，在路上訪談時也遇到了比較多瓶頸。我們的

問題都是簡答題且需要一段時間思考，因此受訪者較容易拒絕受訪或稍微表現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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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煩的感覺，我們也需要盡量在不影響受訪者立場的情況下把題目解釋清楚。至於

網路上丟問卷，因為不是面對面訪談，因此回答的答案有時較為不清楚或答非所問

，我們也只好把答案作廢。

除了詢問各個問題外，我們也問了每個受訪者的背景，例如學院、年級或宗教

等，因此在歸納回答時也整理了不同背景的人會更傾向於哪一種回答。經過了

這次的期末報告，我除了學會如何體制分析之外，也了解了一些和陌生人訪談

需要具備的技巧，最後經過統整問題也得到了這個主題想要探討的答案，真的

獲益良多。之後很少有機會能進行這樣的訪問與報告，因此這次的經驗就顯得

格外重要！

蔡沁寧：

原本在選課期間，其實對這堂課並無太大的了解，所以不知道要期待甚麼。直

到第一天上課時，彷彿發覺這會是一堂需要思考與發表的課程，但因為自己不是擅

長課堂發言的人，因此原先有點猶豫，但在瀏覽過課程大綱與體驗第一堂課程後，

此堂課成功的引起了我的興趣。在這堂課程中，讓我能獲取了許多生活中與課業上

都可以用到的知識，除了我一直希望能夠加強的口頭報告能力以外，也獲得了許多

不常見的文本分析知識，例如如何使用體制分析與如何探討國際議題的政治性。這

些都是以前我在讀文本的時候不會去使用的，但因為有了這些能力，使我現在能夠

更加地去體會一片文章所帶來的訊息與自己能夠從中獲得的知識。還處在疫情中的

我們，透過此堂課運用學習到的新知識來研究相關問題使我更進一步了解現況。我

們這一組在進行這學期的報告的時候，遇到了許多瓶頸，但在對方的鼓勵下我們成

功的產出一份有點水準的報告。與其他組相比，我們花費了更多時間在這堂課與這

個報告上，雖然偶而會覺得很疲憊，但在看到我們的成果後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們

的努力確實有回報，使我們從一個小小的主題化大而研究出了一些非常有趣與特別

的結論。只要你用心去參與課程和投入他，我認為你能夠收穫的會出乎意料的多。

我會非常推薦這門課給我其他朋友們，也很感謝不只老師與助教，還有其他組員與

同學們這學期的陪伴與教導！謝謝。

唐聖翔:

剛從高中上來的我，在這門需要密切的小組討論通識學到了原本不具備的討論

27



報告的技巧。有很多次因為其他事情無法參與，貢獻的比其他組員來的較少，

所以我很感謝我的組員們，一開始我們遇到了許多瓶頸，換了兩次主題導致之

前的田野調查都作廢，但是在我們組長的帶領下我們又找回了我們的進度，並

完成了這看似不可能的期末報告。

戴子頡：

在2020這個人心惶惶的一年，全球都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低氣壓中，人們許

多平常會做或者到了假期想做的事也因為防疫的政策而受到了禁止，因此，我們組

別想到了討論防疫措施對於人權限制之界線的理解。蔗糖通識課讓我學到了不少東

西，也看到了許多厲害的人。打每次上課的發言情形為例，不管面對甚麼議題，總

有許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提出的問題也頗有深度，激勵著我每次都要看得更多、提

出更好的問題。另一方面是在進行期中報告和期末報告的時候，在合作的時候發現

組內有許多隊員的能力都非常強，尤其是期末報告在一開始我們毫無頭緒，幾經波

折之後才找到最後的主題。其中也要感謝組長這麼積極地想要完成這份報告、想把

它做好，也感謝組員每個禮拜願意撥出那麼多時間一起出來討論到這麼晚。最後謝

謝老師讓我在學期結束後能有一個帶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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