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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豬瘟來勢洶洶，社群平台和新聞

媒體先前不斷播報著非洲豬瘟的訊息，

農委會防檢局也不斷上修罰鍰金額，從

原先1.5萬提高至5萬，但卻未能有效降

低違規攜帶案件，再度調高基準至20萬

元，為的就是要阻絕非洲豬瘟來台肆

虐，避免病毒侵門踏戶，保護準備要脫

離疫區名單的「台灣豬」，台灣政府甚

至罕見地發出國家級警報簡訊提醒民眾

勿攜帶肉製品入境，如此高規格嚴防非

洲豬瘟，或許有人會問，非洲豬瘟又不

會感染人類，到底有什麼好怕的？

1.美好的滋味消失：

　爌肉飯、滷肉飯、肉圓、排骨飯、水

餃和貢丸等食物，所有含豬肉的傳統美

食都可能從從台灣巷弄中消失一段時

間。但是，這些都還只能算是小事。

2.數以萬計的人失業：

　非洲豬瘟恐癱瘓畜禽產業鏈，養殖、

飼料、運輸、屠宰、加工等環節從業人

員可能失業，衝擊成千上萬個家庭生

計。

3.經濟損失數千億：

　早年台灣曾是豬肉輸出大國，全盛時

期毛豬一年可為台灣賺進500億台幣外

匯，但在1997年口蹄疫爆發後，重創台

灣養豬業，養豬戶規模至今縮減70％以

上，整體產業損失約1700億。

4.肉品價格大震盪：

　100％致死率，可以說比口蹄疫更加

可怕，豬隻大量死亡，恐會導致豬肉價

格大幅震盪，甚至轉嫁到其他肉品上，

例如雞、鴨、鵝等肉類，倘若恰逢過年

與佳節期間，肉品需求大增，恐導致市

場紊亂。

5.疫情爆發容易，脫離疫區卻要數十

年：

　歐洲為最早爆發感染的地區，奮鬥61

年，仍有十幾個國家還有疫情，甚至越

來越嚴重。經上次口蹄疫事件21年後，

台灣在2018年好不容易才成為「打疫苗

非疫區」，只要撐到2019年6月都沒有

疫情發生，便可望在2020年成為正式

「非疫區」，千萬別讓過去的努力成為

泡影。

認識非洲豬瘟

　該病毒源於非洲肯亞被發現，全球已

有四十七國出現疫情，中國是亞洲唯一

傳出疫情的國家，據世界動物衛生組

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統計，其撲殺或死亡的豬隻數

量已超過4萬頭，佔全世界撲殺總數的

98.8％，但中國農業農村部報告，為了

控制疫情，截至2018年12月初，中國已

撲殺超過六十萬頭生豬，為目前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

傳播歷史

　1921年首次發現非洲豬瘟後，隨著交

通便利、跨國貿易與人員流動傳入歐

洲、南美洲，逐漸擴張到俄羅斯等地。

又因中美貿易戰，中國轉而向俄羅斯進

口豬肉，2018年八月，中國東北遼寧省

爆發亞洲首例「非洲豬瘟」，不到一個

月，從東北一路南下到福建、廣東省皆

已淪陷，與台灣僅隔一條台灣海峽。

傳播途徑

　非洲豬瘟不像口蹄疫靠著飛沫就能傳

播，只要確實消毒、人員出入管理好就

不易感染。主要藉由廚餘、動物的分泌

物或排泄物，運輸過程及人員夾帶、走

私等途徑傳播病毒，倘若染有非洲豬瘟

的豬肉製品扔進廚餘桶內，且廚餘未經

高溫殺菌，再餵食豬隻，就會大幅提高

感染風險，任何品種的豬隻都可能會被

感染，且致死率幾乎100％。目前仍然

沒有疫苗或藥物可以預防，一旦被感

染，都只能撲殺阻絕病源傳播。

病毒的特性

　非洲豬瘟病毒，最令人頭痛的地方在

於病毒極為頑強，在冷凍豬肉可存活

1000天、冷藏豬肉100天、醃漬豬肉140

天、豬舍1個月、糞便室溫11天。

防疫的策略

◎ 消費者在市場購買豬肉時，注意選

擇蓋有合格印的豬肉。

◎ 避免前往中國大陸或其他疫區國家

之養豬飼養場所參觀。

◎ 落實門禁管制、人車進出、畜牧場

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

◎ 不要從中國任意攜帶或快遞輸入豬

肉相關產品。

◎ 中國官方對於非洲豬瘟的消息有封

鎖之虞，若有親友在大陸，請提醒他們

非洲豬瘟的嚴重性。

常見問與答

◎電子所／王祥金

　去年六月間，我得到一個禮

物。

　玉里走到池上，一個不經意

契合的提案，未經琢磨思索也

就成行了，這是最驚奇，饒富

遠義的一件事了。

　鍾情徒步，就開伐吧！莫等

五更。

　玉里卓溪，夏日初曉，序幕

微微揭開了輕快的行板。在出

發路上，一行踏踩著薄薄曦

光，啟程了，

　卓池路線沿著布農族聚落的

75公路，跨越串聯了卓溪、古

風、崙天……幾個部落，連結

舊有的省道，交織鄉道和山麓

村徑，行以唐吉軻德的勇氣，

徒旅間落村舍，漸次領悟大腦

連結雙腳是一種訊息傳遞，人

一移動，思考開始運轉，視覺

化為自己特有的思緒，部落名

詞與地理樣貌便是我經緯度的

座標。

　小徑動人，不在速行，而在

徒行旅思的行為，一種步旅文

學的嘗試，一行五人，心存想

像，調適彼此的拉距，並行偶

或前後，尋契自己的節奏，回

頭凝望那一道細長的腳印，延

伸著我們的思想。 

　曠野清寂，只有心跳腳聲，

初意識自己與自己，人和路的

關係，似初戀的滋味，悄然搬

入心間，輕擺四肢，肩提腿

抬，腳挪移前行了。 

　轉了彎兒，躍入一片金黃色

的海，那是壯麗米倉，是橙接

藍之地，久違了……倒不是特

別美麗，只是那一片大大無垠

的稻海，連接天上大大的藍，

鮮有人探知，舒心如海，何其

有幸，闖入卓溪色彩，醉心的

氣息，那麼燦然。 

　這朗色亮彩與奧賽美術館藏

的油畫，那幅不正是「梵谷」

稻畫，穗黃稻禾如燃放

生命的顏色；那一片牧

田的農婦，「米勒」

筆下的主角身影，氤黃

大地溢出恬靜；而田園

生活；離群索居的「塞

尚」，擁居斜嶺的矮

房，正描繪遠來一群踏

遊朋友，坐在芒樹下歡

快對談。

　是誰？真正擁有，季

節限定的風景，走詩入

懷，徒步的我們，方能

相遇，正以古風步上尋

這而來……。

◎作家／樹枝

　天命是一定的，且不可人為的變革。自古以來

都在談這個玄妙的問題，不論宗教信仰、坊間算

命或是一般民眾都為此設下鋼鐵般的規律。筆者

從孩童時期，大人或長輩都說，人一出生就知某

年某月某日歸西。而一生所帶來的財富有多少就

只有多少，老天不會多賜其他銀兩。在懵懂時期

除了耳聞外，也信以為真，難以辨別是非，更無

從反駁及辯解。

　不過隨著科技發達、社會文明的進步，有些事

情就很清楚地被推翻了。就工作賺錢來說，以前

古代都說老天賜財「固定」且不可強求，因此大

家都認為天經地義。不過現代化的今天，分工細

膩，專精到人人都能發大財。人們只要肯努力，

依照自己興趣在專業領域發揮毅力、耐力，其財

源廣進成為億萬大亨都不成問題。有些不需高學

歷照樣賺大錢，打破自古萬班皆下品，唯有讀書

高的魔咒。人一出生都在學習中找到方向，工作

奮鬥中賺錢照顧家庭。但如果有人認真思考，在

工作崗位上，戮力揣摩、試驗，找到更簡潔的方

法，打開銷售通路，有朝一日便能平步青雲，光

宗耀祖。

　再說「宿命」，千古至今，都認為「從生到

死」都是天生註定，真的是這樣嗎？筆者舉一個

大家都能理解的例子，相信也會恍然大悟。如若

閣下買一部新車，姑且不論是高級進口車或是一

般國產房車，如果車主很耐心、愛心的照顧車

車，定期更換機油、保養（電、水、油──含齒

輪油）等，遵守交通規則，事故減至最低、甚至

肇事零容忍。那麼！這部車可能使用30年40萬公

里或更長時間，車況都還相當穩定。如若對自己

愛車沒有妥善維護，不對等的愛心照顧，那麼不

出十幾年，車況就可能亂糟糟的。

　同理，人類身軀也是一樣，食衣住行育樂都很

講究，尤其食方面採取不偏食方向前進。除適量

魚、肉之外，新鮮蔬果從不缺貨，衣著乾淨整

潔，多運動的流汗（挑自己最有興趣的項目～不

運動傷害範疇內）並適量曬曬太陽、接觸大自然

（偶爾和親朋好友出國散心，看看不同世界，享

受不一樣的美食），沒有熬夜情況下睡眠充足，

生活中學習步調放慢～看淡塵世，心情自然輕

鬆，日復一日的身體老化速度就趨於減緩，即便

有疾病也會減至最少，甚至不藥而癒。相反的你

若每天不愛運動，天天以打麻將熬夜、作為消

遣，或是在電腦上玩遊戲欲罷不能的消磨時間，

每遇稍微感冒就急著吃西藥，那當然身體如同車

況似的亂糟糟的病源纏身，形成藥罐不離身的無

奈窘態，結果比較短命也是必然的。

　大家思考一下，如若能做到85％或95％食衣住

行育樂都很講究，那麼生命會不會也能延長嗎？

古代以前生活沒有現在這麼富裕，醫療不像現今

這麼發達，衛生習慣也沒現今講究，故壽命是比

較短一些些，能呼吸到60歲算是長壽的啦！反觀

現在九十幾歲的大有人在，有些還超出100歲的

也不在少數，筆者都71歲了，可是還活蹦亂跳的

呀!看到「美」妹還是眼睛雪亮的，好似回到18

歲時的心情，不！是開玩笑的啦！很健康倒是真

的。

　所以延長生命，應該就是健康意識抬頭，平常

注意身體保養，遠離「藥品」，以運動代替，活

得到很開心，中老年以後更是快樂地過每一天。

筆者上退休前的30年前，去石門山好漢坡爬山

時，小貓兩三隻，發現運動比吃藥來得實際及愉

悅，從此後熱衷爬山留下不少足跡，少有去醫院

的記錄。同時鼓勵宣揚運動的喜悅，並揪同仁一

塊去爬山。爾後發現，隨著民眾認識到適量運動

對身體重要後，爬山人口逐年成長。現在每遇到

假日便人滿為患（平常非假日時期，人潮就變得

熱絡起來）道路兩旁攤販擺得滿滿，就如同菜市

場般熱鬧。原本尖銳角菱形石

頭，現在都被爬山客磨成圓滑

了。再談談非洲的條件不佳，

因此短壽應非偶然。而生長在

如台灣的我們，壽命超過80，

日本人年壽更長。因此經過百

年實驗證明，生命是可以延長

的且掌握在自己手中，並非天

定的，事實勝於雄辯。這樣詮

釋應該讀者可認同吧！

來勢洶洶的非洲豬瘟，到底可怕在哪？

初戀進行曲／徒步天命是一定的嗎？

保護台灣豬由你我做起

Q：有無預防疫苗可施打？

目前尚無藥物可供治療及疫苗施打，非

洲豬瘟致死率100％。

Q：非洲豬瘟會不會感染人類？

非洲豬瘟並不會感染人類，人類吃入含

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食物，在胃酸及消化

道酵素作用下，非洲豬瘟病毒絕大多數

會被殺死。

Q：別人贈送或網購時，不小心拿到可

疑的肉品該怎麼辦？

撥打檢疫專線02-2343-1401，並保存好

來源不明肉品，勿隨意丟棄或扔廚餘。

Q：媒體報導金門小坵發現死豬，是否

已淪陷？

金門小坵發現的死豬，非洲豬瘟病毒核

酸檢測為陰性，已排除為非洲豬瘟病毒

感染，所以金門尚未淪陷。

參考資料：行政院農業委員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非洲豬瘟

2/16(日)10:30樂齡

有影-阿寶動物一族(

輔15)（桃園光影文

化館）

2/12(三)-3/01(日

)9:00-17:00(每周

一不開放)《寄情彩

墨》許紫芸師生聯展

（中壢藝術館）

2/12(三)-3/01(日

)9:00-17:00(每周一

不開放)陳雙雙原子

筆創作畫展（中壢藝

術館）

2 / 1 5 . 2 / 1 6 

14:00~20:00 X-Plus

快樂創世界文創市集

（桃園藝文廣場）

2/16(日)14:00主題

放映-隱藏的大明星(

普)（桃園光影文化

館）

2/21 9:00~17:00，

逢週一及國定假日休

館 小粒子的探險古

榮政創作展（桃園展

演中心）

2/21 9:00~17:00，

逢週一及國定假日休

館羅尊吳日仙微光意

象膠彩雙人展（桃園

展演中心）

2/21 9:00~17:00，

逢週一及國定假日休

館 晨風當代藝術第

17屆聯展：解當代

（桃園展演中心）

2/22(六)14:30《收

割時刻》－男中音陳

集安獨唱會（國家兩

廳院演奏廳）

2/24(一)19:30藝林

三重奏-走過音樂的

時光隧道（國家兩廳

院演奏廳）

2/25(二)19:30詠嘆

美歌－周筱倩聲樂獨

唱會（國家兩廳院演

奏廳）

2/26(三)19:302020

景友歌手年度音樂會

《唱˙遊》（國家兩

廳院演奏廳）

2/28(五)14:30 2020

璀璨 • 花都 ~ 權

雋文大提琴獨奏會

（國家兩廳院演奏

廳）

2/29(六)14:30愛對

我來說是什麼–女高

音蔡澐宣演唱會（國

家兩廳院演奏廳）

表二　軟體失效嚴重程度分類圖二　EEE組件保證與風險級別

圖三　ECSS材料機械零組件與

程序文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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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的小型計畫，並依此分類執行

EEE零組件的文件化管控，此零組件

類別於實際應用上是可以針對專案計

畫對產品品質、風險與成本考量作適

當的裁適，以符合現實需求。

Q70材料機械零組件與程序

　材料機械零組件與程序標準中提

供三項重要的內容，(1)零組件於管

理、技術與安全等的需求確認；(2)

零組件選擇之技術、分析標準或評估

驗證等的管控原則；(3)零組件於製

造或組裝程序的原則規範，目的在於

三十八冊，依據其特定應用類別分為

潔淨、材料測試、材料程序、組裝

程序、零組件與行星保護等六類進

行規範如圖三，例如在真空環境下

容易造成的銀版、銅線「紅疫」腐

蝕(ECSS-Q-ST-7020C)、材料熱真空

Q80軟體產品保證

　軟體產品保證標準中制定對於軟體

的產品保證規劃與實施項目（如組

織、風險管理、關鍵項目管控、供應

商管控、採購……）、軟體程序保證

與軟體產品品質保證，其目的為在開

訂定出滿足太空

任務需求的材

料、機械零組件

與程序，以符

合太空嚴苛的

操作環境。另

於此材料機械

零組件與程序

標準上共出版

之散逸(Outgassing)篩

選(ECSS-Q-ST-7002C)

與航太產業所重視的

銲接組裝(ECSS-Q-ST-

7007C/08C/38C/39C)都

有相對應的標準。

發或採購相關軟體時，可滿足系統壽

期的功能需求。另依據該軟體產品於

任務執行上的失效嚴重程度予以四級

分類如表二，並以此分類結果系統性

的訂定出供應商應產出的品質文件，

同時亦利於軟體產品在文件化資訊上

的管理。

　以上對於歐洲太空產品保證標準之

內容作簡單的說明，並提供歐洲太空

產品保證標準的架構概念，由於太空

產品的使用環境限制，因此制定了多

項材料、機械與EEE零組件應用上的

規範與特定項目的採購需求。本院若

執行太空或衛星基礎科技及研製任

務，亦可參考應用，以使研製產品可

符合太空產品國際相關品質規範與標

準。

參考資料：https://ecss.nl/

standards/ecss-standards-on-line

寫 作 能 力
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

◎航空所／張瑞釗

前言

　《寫好英文多難》一文已透露，寫好英文的關

鍵主要不在語言本身，而是「寫作能力」(writing 
competence) – 表達(expression)及風格(style)。
　自104年本院民網上線，近五年來，審查、閱讀與

本院英文寫作相關的文稿達5,000篇以上，包括本院

參與國內外的航空及其他產業展、新新期刊、國外期

刊投稿、簡報等。發覺英文寫作缺失源自中文思維及

表達能力之不足。因此，要寫好英文，首先要寫好中

文，亦即要培養寫作能力。

　英文的「聽、讀、說、寫」中，聽與讀的能力只有

自己知道，表現於外，讓人感受得到的是說與寫。而

「說」更是直接用於人與人的溝通、教學、演說、或

表演等，在語文的應用上佔了最大的比例。因此，在

英語的學習上，總認為「說」最重要。由於此觀念，

使得國人學子，不論在學校、坊間補習班、線上學

習，都重視並選擇「說」的能力養成。

　然而，除非錄音，「說」不易留下痕跡，錯誤不易

察覺，傷害性不大。久而久之，習以為常。因此，一

旦遇到需要「寫」的時候，即原形畢露，顯現出寫作

上的缺失。其中，不乏花了巨額學費上坊間高級會話

課程的同學。

　如果仔細觀察學校及校外機構，在英文「寫」的應

用上，例如顯現於外的展示看板、廣告看板、海報、

文宣等；隱含於內的學生作文，學校、公司、機構的

各類應用文書等。可以發現，除了外商公司及較具規

始，奠定本系列後續英文寫作能力(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解析的基礎。

　1.練習寫出基本句子：5個基本句型(S1, S2, S3, S4, 
S5)，4個動詞蛻變後的片語(C1, C2, C3, C4)，及5個
進化後的子句(E1, E2, E3, E4, E5)。請參考之前各篇

　2.練習寫出完整的句子：一個主詞，一個動詞，意

思表達完整後，於句末加上句號或句點。由一個逗

號，一個句號開始，逐漸增加逗號的個數，寫出長句

子。每表達一個完整的概念，即以句號結尾。

　To build a clean city through AIOT techniques which 
can monitor vehicle exhaust smartly. 運用人工智慧物聯

網，可以監控汽車的排氣，使得城市很乾淨。

　可惜，這不是一個句子，沒看到紅色方塊的動詞。
To build a clean city through AI techniques屬於C1 (to+V)
片語，而which can monitor vehicle exhaust smartly.屬
於E2 (which+V+O)子句。修訂如下：

　Using AIOT techniques to smartly conduct vehicle 
exhaust monitoring can keep the city clean.
　Using AIOT techniques是屬於C3 (V+ing)，to conduct 
vehicle exhaust monitoring屬於C1 (to+V)。至於Using AI 
techniques to conduct…monitoring, 屬於用字遣詞(C4, 
combinations of words)。另，原句smartly離要修飾的

動詞monitor太遠了。

寫作建議

　模仿是練習寫作最有效的途徑，寫作完成，要虛心

接受修訂。倘因優越感與自尊心作遂，而貽笑大方，

才真是自傷信譽，甚至有損公司形象。孰先孰重，不

言可喻。

　如果已符合ROETL之C4PCE，而表達及風格仍欠佳，

那就是受到干擾因子(moderator)「寫作能力」強弱

的影響。「正確地」多寫，是增強「寫作能力」，寫

好英文的不二法門。（待續）

模的機構外，相

關的英文撰寫，

千奇百怪，甚至

錯誤者，比比皆

是。

寫作重要

　當代商業寫作權威Shirley Taylor說：勿聽信於別人

說文法不重要 - 不正確的寫作對個人的信譽及組織的

形象有損。(Don’t listen to anyone who tells you it’s not 
important to get your grammar right - incorrect writing 
can lower your credibility as well as your organization’s 
image.)
　教育部更明確的表示，寫作能力是大學評估一位學

生學習成效的重要指標(Writing competence is an index 
to assessing student achievement of learning outcomes 
in university.)。因此，自108年開始，大學學測國文

加重寫作的比例，名為「國寫試題」，要學生寫兩篇

作文，各佔25分，分為「知性題寫作」及「情意題

寫作」。

　目前，新課綱已上路，更已規劃111年英語試題，

將要求學生多寫。由此可見，寫作在獲得語文能力上

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而且，由加強國寫以評估學生的

能力，可知國文寫作之重要性在英文寫作之先。

從寫開始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英語教與學的革

命-ROETL之最終目的為以五顏六色的英文句子結構分

析途徑，並由英文寫作切入，而同時獲得英語聽讀說

寫的能力(acquired competence)，完全符合目前教育

部課綱英語能力獲得之途徑。

　以下是本院參展海報的例子，應用五顏六色英文

句子結構分析，由最基本要求、最簡易之寫作開

◎督品處／邱絢揚

Q60EEE零組件

　相較於一般商用EEE零組

件，應用於太空產品上的EEE

零組件為因應環境與操作條件

的不同，而制定出相應的規範

以符合作業環境的要求，而此

份標準即是提供太空專案EEE

零組件在管控、選擇、評估包

搬儲存與採購上的規範。另

外，標準中提供EEE零組件保

證與風險間的三個衡量等級如

圖二所示，第一類為最高保證

和最低風險，而第三類為最低

保證和最高風險，EEE零組件

屬於第一類時，採購成本通常

最高；屬於第三類時，採購成

本為最低，而太空產品上EEE

零組件常用的分類依據為：第

一類為ESA衛星與商用通訊衛

星計畫；第二類為政府機構部

門專案；第三類為應用於新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