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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說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2019年12月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2020年初
迅速擴散至多國，形成全球性大瘟疫，被多個國際組織及媒體形容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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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的 話

人道無界 大愛無限
2019 年末，湖北省武漢地區傳出零星肺炎案例，沒想到庚子舊曆
年後豬羊變色，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年後至今迅速擴及全球 188 國
家、地區。截至 6 月 29 日，確診病例超過 1,014 萬、死亡人數突破 50.1 萬。
春節期間清峰與夥伴們就已投入這場影響全人類的抗疫大作戰，這是身為人道組
織一份子義無反顧的任務，也是本會始終奉行的「人道優先」理念。
2016 年 7 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被廢止後，本會展開章程修正，除第 11 條及第 37 條外，章
程已於 2019 年 10 月 7 日奉內政部核備。此次修正，回復本會之名稱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深化
國際紅十字運動之內涵、改變紅十字會的組織結構，是紅十字會 65 年來的大變革。
「紅十字特殊標誌」依日內瓦公約是國際紅十字運動成員從事人道救援的專用標誌，有其特殊
的人道識別性，非任何人可使用。但在國內卻普遍冒用，社會大眾亦習以為常，已傷害該特殊標誌的
識別性。為正視聽，本會積極採取行動，已有成效，但要求政府立法並取締，仍有待努力。
回顧過往，花蓮備災中心歡喜落成；大臺北備災中心順利動土、積極施工中；0206 花蓮震災及
311 東日本地震兩大賑濟專案皆已結案。今年本會繼續承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辦「推廣兒少水安知
能」，積極籌設的「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6 月 10 日已掛牌營運。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SAID)
補助的「長者安全維護計畫」，210 場次的阿公阿嬷急救訓練及家庭照顧者培訓已辦理 73 場次。
海內外賑濟方面，去年 10 月 1 日南方澳大橋崩塌事件，本會投入救災、發放傷亡慰問金外，我
們也捐款賑濟了印尼蘇拉威西地震、非洲查德湖地區人道危機、羅興亞難民危機、阿爾巴尼亞地震、
巴勒斯坦人返鄉遊行抗議危機、斯里蘭卡復活節爆炸事件復原重建及日本哈吉貝強颱復原。
新冠肺炎疫情是場沒有煙硝的戰爭，它帶來了空前浩劫，同時也教人思考人類是否過度消耗了
地球？我們除思考如何降低疫情、減少傷亡外，更要共同維護地球的生態。若大家能深刻省思徹悟，
也許是新冠危機帶給地球村的正面意義。
時序更迭，清峰即將卸任。回首 8 年來，在理監事、同仁及志工們支持下，大家全力以赴，仰不

清峰期許全體夥伴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際，團結合作、全心奉獻，共同延續

愧於天、俯不怍於人。
人道主義的命脈！

2020. 6. 29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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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會 務
■大台北備災中心
正面透視圖

大台北備災中心暨會所動土

許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一個未來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5月21日在新北市淡水

兼具一般救生訓練及3米深水訓練功能，可以

區中正路二段望高樓段舉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模擬惡劣天候狀況，訓練水上救生人員，功能

大台北備災中心暨會所動土儀式。預計415個

相當齊全。王清峰會長表示，期盼大台北備災

工作天後，本會坐落在新北市淡水區的7層樓

中心暨會所完工啟用後，可以延續國際人道救

備災中心暨會所及救生訓練館就可以順利完

援精神。

工！

多功能建築，兼具人道教育意義
全台第4座，北台灣救災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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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峰會長強調，紅十字會大台北備災中

紅十字會目前在花蓮、嘉義、台東各有1

心暨會所是多功能性的建築，可作為紅十字會

座備災中心暨支會會所，新北市淡水區動土的

教育訓練中心及器材、物資存放地點，也是國

大台北備災中心，則是紅十字會第4座大型備

內未來的人道教育中心。

災中心，也將是北台灣的紅十字會救災據點。

王會長表示，大台北備災中心內部採用半

大台北備災中心占地2,000坪，斥資近3億元經

機械式儲藏方式，能夠在災害發生時，及時提

費，包括行政大樓辦公室，兼含訓練、儲藏及

供日常生活必需物資及設備救助災民，災害發

辦公空間，另一棟則為水安訓練中心，訓練池

生亦隨時可以出動，幫助災民協助重建，傳承

The Red Cross Magazin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王清峰會長致辭強調心在人道，
力量無遠弗屆

■王清峰會長帶領大家虔誠焚香祭神，祈求動土平安

國際人道運動的精神。這麼多年來，台灣幫助
過中美洲的海地、非洲的肯亞，賑濟遍及五大
洲，只要心在人道，再遠都不是距離，人道的
力量無遠弗屆。

開工大吉，各方代表齊動土
當天參加動土典禮的各界代表有：中華
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鍾張培士董事長及汲
宇荷執行長、新北市淡水區公所徐天平主任秘
書、台灣營建研究院徐力平副院長，趙天星副

■開工大吉，各方代表齊下鏟正式動土

會長、曹爾忠常務監事召集人、洪堯昆常務理
事、馮燕理事、趙相文理事、許志敏監事及多

位救災及水安志工等。
徐天平主秘參與典禮時表示，
紅十字會備災中心位置相當好，一
旁是淡海輕軌藍海線，未來淡
江大橋建設通車後，交通將
更為便利。淡海新市鎮是
智慧城市的發展場域，
未來將發展5G、智慧
自駕車、綠色交通
等產業，加速台北
港發展為智慧物流
港，促進港市合
作，為台灣北海岸
帶來更多可能。

■即將竣工通車的淡江大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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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會 務

訓用合一
■本會附設私立博
愛居家長照機構
正式掛牌營運，
感謝各界蒞臨

博愛居家長照機構
掛牌營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附設私立博愛居家長照
機構正式掛牌營運囉！本會長照機構服務地區
涵蓋台北市及新北市，同時也是台北市政府居
家服務及居家喘息服務特約單位，特約行政區
包括：萬華區、中正區、中山區及大同區。本
會將一秉初衷、奉行人道精神，派遣優秀的照
服員，以優質的服務回饋鄉里，博愛居家長照
機構服務諮詢專線：02-23310500，歡迎有長
照需求的民眾善加利用。

■政府推動的社區整體照顧體系

大利」，博得現場一片喝彩及掌聲。
王清峰會長致辭時強調，居家長照有很多
民間團體在做，但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市場需
求，達成訓用合一的目標，紅十字會有必要開

居家長照機構揭牌，專業服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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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成為社區整體照

6月10日上午，本會在台北市康定路長照

顧服務體系B級單位。設立居家照顧業務，可

機構辦公據點舉行了簡單隆重的啟用典禮，由

以照顧弱勢族群，為有需求的案家提供專業服

王清峰會長、曹爾忠常務監事、馮燕理事及呂

務，紅十字會的照顧服務員，除了具備專業知

華苑理事共同揭牌。同仁的小寶貝小榤弟弟特

識與技能，更能將服務熱忱，展現在每個有居

別客串小小舞獅，祝福機構「財源廣進、大吉

服照顧需求的家庭裡，這也是體現紅十字會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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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台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吳岱穎副院長致辭並當場捐款
支持本會

■王會長致辭強調開辦居家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可以照顧弱勢族群
■王會長(左2)、曹爾忠常
務監事(左1)、馮燕理事
(右2)及呂華苑理事(右1)
共同揭牌

愛、人道、志願服務的多元途徑之一。
當天參與啟用典禮的各界貴賓包括：台
北市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吳岱穎副院長、亞東技
術學院吳孟凌副教授、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
婦幼院區劉翠瑤主任、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北護
分院林昱宏社工師、愛福家協會莊柏辰處長、
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劉宜芬主任及黃嬿柔督

■小榤弟弟客串小小舞獅炒熱現場氣氛

導、台北市紅十字會鄭安欽總幹事、台灣省紅
十字會郭淑莉副總幹事，而本會培育的優秀照

能檢定術科複習班，輔導照顧服務員考取證

服員佟旻達、范思梅、謝寶毅、戴秀桂、徐佩

照，並自2017年7月成立「銀翼之家」社區照

文、陳宏俊、周建祖及彭開福等人也都一同回

顧關懷據點，成為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C級

娘家來共襄盛舉。

單位。而全台各地紅十字會分級組織則早已於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投入長照不遺餘力，做政府好幫手
本會自2016年起開辦照顧服務員訓練，

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高雄市及台東縣提
供居家服務。

培訓專業照顧人力；辦理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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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外 賑 濟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爆發全球大流行

新冠肆虐

守護台灣 全球抗疫 賑濟海內外
2019年12月間，中國大陸湖北省出現新

會(ICRC)也加入勸募行列，三度上修勸募金額

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傳統庚子舊曆年

至31億瑞士法郎，以期協助各國紅十字會依各

後，疫情逐漸爆發，造成社區傳播，並陸續擴

區域不同需求，幫助弱勢族群度過抗疫難關。

散至亞洲各國、中東、歐洲、澳洲、美洲乃至
全球188國家/地區大流行，病歿人數至今仍不
斷攀升。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
至台北時間6月29日，全球確診病例數突破

歷經0206南台地震、0206花蓮地震，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人道救援工作，從來沒有因為
年節而打烊！

1,014萬人，死亡病例數超過50.1萬人，致死

針對新冠疫情，本會隨時與IFRC、大陸

率4.97%，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依序是美國、巴

紅十字組織保持聯繫，持續關注疫情發展。舊

西、俄羅斯、印度及英國。全球疫情四起、各

曆年後不少民眾表達捐助武漢醫護人員隔離裝

國狀況不一，專家認為，目前某些國家首波疫

備、口罩等醫療物資意願，本會衡量狀況後，

情尚未停歇，有些則因解封太快導致反撲，鄰

率先捐助大陸紅十字組織20萬元人民幣，請其

近台灣的日、韓、中國大陸則出現了「第二波

就地採買口罩供弱勢族群使用，協助武漢疫區

疫情」。

防疫工作。在醫療物資賑濟部份，本會積極詢

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自
2020年1月31日發起100萬瑞士法郎全球勸募
活動。隨著疫情日趨嚴峻，紅十字會國際委員

■捐贈防疫物資，湖北省紅十字會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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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採買，捐贈中國大陸湖北省疫區隔離衣、醫
用口罩、護目鏡、檢診手套等物資(表1)。
5月14日、6月4日、6月11日本會三度空

■捐贈防疫物資，日本赤十字社送交大阪赤十字病院

表1 捐贈中國大陸防疫物資及款項一覽表
品名及數量

隔離衣
(件)

醫用口罩
(個)

護目鏡
(只)

檢診手套
(只)

賑濟款項
(人民幣)

抵達日

10,000

600,000

20,000

160,000

200,000

2/11-3/3

品名及數量

隔離衣
(件)

N95口罩
(個)

護目鏡
(只)

一次性面罩
(只)

抵達日

本

2,000

30,000

16,000

13,000

5/14-6/11

受捐國
中國大陸湖北省

表2 捐贈日本防疫物資一覽表
受捐國
日

運護目鏡、防護面罩、N95口罩及隔離衣給日
本赤十字社(表2)，轉配送至日本赤十字醫療
中心及和歌山、熊本、大阪及名古屋第2赤十
字醫院等5所醫療機構使用。
另本會響應前衛生署楊志良署長感念早年
天主教靈醫會傳教士來台行醫濟世義舉，率先
支援羅東聖母醫院2萬只檢診手套，4月份分別
捐款義大利紅十字會10萬歐元、西班牙紅十字
會6萬歐元；5月8日捐贈柬埔寨紅十字會4千

■3月中旬，義大利疫情大爆發

美元，支持該國新冠疫情弱勢食物營養援助計

10月，由其固定每月提供弱勢戶1,000箱食物

畫；另捐助IFRC 6萬1,150瑞士法郎，賑濟日

箱，總受益戶數6,000戶。另結合台中市、苗

趨嚴峻的新冠疫情，協助弱勢國家。

栗縣及南投縣紅十字會食物銀行計畫，共捐助
1,000戶食物箱發送弱勢家庭，滿足其基本民

防疫物資助醫護，安心計畫挺弱勢

生需求，免於饑餓。

由於國人防疫觀念嚴謹、正確，相對國

弱勢家庭不僅經濟受到影響，兒虐及家

外，國內新冠疫情控管得當，截至6月底僅

暴事件也不斷增加。針對受影響停工、減薪或

447人確診、7人死亡，但受疫情衝擊，百業

失業的家戶， 4月27日起本會推出抗疫安心計

蕭條、失業人口增加，經濟景氣大幅下滑。

畫，給予經濟及子女教育扶助。截止6月23日

有鑑於此，本會透過食物銀行體系，捐
助安德烈食物銀行600萬元，自2020年5月至

■6月27日台中市紅十字會食
物銀行發放食物箱給弱勢戶

止，收件115案，已補助65案，金額56萬6千
元，待補或待審案30案。

■5月至10月，本會每月捐助安德烈食物銀行1千箱食物箱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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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台灣同樣面
臨嚴重威脅。為了強化醫療救護能量，
本會捐贈58,400個N95口罩、10,500件
隔離衣及4,000只護目鏡等物資給23所
醫院(表3)及9縣市消防局(表4)。此外，
鑑於社區防疫重要性，本會採購6萬個
抗菌香皂及4萬瓶茶樹精油酒精(含捐
贈1萬瓶)，捐助全台40家食物銀行及
NGO、紅十字會各分級組織，協助弱

■ 3月12日一次性面罩捐贈台北關渡醫院

勢族群提高防護能力。

■3月25日9吋拋棄式乳膠手套
捐贈新北市雙和醫院

表3 捐贈國內醫院防疫物資一覽表
隔離衣
(件)

N95口罩
(個)

1,200

10,000

0

20,000

0

5,500

0

台北關渡醫院

0

1,000

1,000

2,400

0

0

0

台北馬偕醫院

0

0

0

12,000

600

6,500

0

三軍總醫院

0

0

0

20,000

0

0

0

台北聯醫和平院區

0

0

0

10,000

0

0

0

台北振興醫院

0

0

0

20,000

0

0

0

台北台安醫院

0

0

0

6,000

0

0

0

新北市雙和醫院

600

0

1,000

20,000

0

1,000

0

天主教耕莘醫院

0

0

800

10,000

2,000

800

0

板橋亞東醫院

0

0

0

0

0

2,100

0

天主教輔大醫院

0

0

0

2,000

0

0

0

淡水馬偕醫院

0

0

0

6,000

0

0

0

宜蘭博愛醫院

0

800

0

10,000

0

0

0

羅東聖母醫院

0

0

1,000

20,000

0

500

0

桃園聖保祿醫院

600

0

0

0

0

0

0

台中市榮總分院

0

0

0

0

0

600

0

台中市林新醫院

600

800

0

0

0

0

1,000

彰化基督教醫院

600

0

0

0

600

3,400

0

鹿港基督教醫院

600

500

0

0

0

0

0

埔里基督教醫院

3,800

1,300

800

10,400

0

500

0

高雄市民生醫院

0

800

600

0

0

0

1,000

屏東東港安泰醫院

600

1,000

1,000

20,000

0

1,000

1,000

恆春基督教醫院

400

800

0

6,000

0

0

0

品名及數量
受捐醫院
台北榮民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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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面罩
(只)

檢診手套
(只)

成人口罩
(個)

兒童口罩
(個)

護目鏡
(只)

■3月25日捐贈台北市消防局防疫物資
■茶樹精油
酒精配送
給安德烈
食物銀行
■3月26日捐贈新北市消防局防疫物資

人道優先，賑濟不分國界
除了全球勸募，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亦擬訂醫療照護、經濟
生計、性別保護、兒少保護與教育及強化國家紅會備災能力等各項因
應行動。各國紅會積極與國家醫療衛生體系合作，提供確診及疑似病
患運送等緊急醫療照護措施，倡導流離失所者在收容所及難民營建設
乾淨水源系統，製作肥皂與縫製布口罩、勤洗手防疫。透過網路、社
群，提醒各國重視可能產生的家庭暴力問題等。而本會亦以有限資源
積極作為，盡最大能力賑濟海內外，守護台灣、攜手全球共同抗疫。
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本會「急刻救援！Everywhere for
Everyone
■送抗菌香皂至台北市臻佶祥社福協會給弱勢戶

」勸募專案指定新冠肺炎賑濟項目捐款為5,209萬8,419

元、物資49萬元，截至6月30日止，已動支3,472萬691元，經費執行
率達66.64%。

表4 捐贈消防及社政等單位防疫物資一覽表
品名及數量

隔離衣
(件)

N95口罩
(個)

台北市消防局

500

10,000

0

0

0

0

700

14,000

2,000

新北市消防局

500

10,000

0

0

0

0

700

14,000

1,000

桃園市消防局

100

6,000

0

0

0

0

400

4,000

250

新竹市消防局

0

800

400

0

0

500

0

0

0

台中市消防局

100

5,000

0

0

0

0

300

3,000

250

彰化縣消防局

100

3,000

0

0

0

0

300

2,000

250

台南市消防局

0

800

0

0

0

0

0

0

0

高雄市消防局

200

5,000

0

0

0

0

600

3,000

250

屏東縣消防局

0

800

400

0

0

500

0

0

0

新北市社會局

0

0

0

800

1,500

0

0

0

0

陽光基金會

0

0

0

300

0

0

0

0

0

罕見疾病基金會

0

0

0

400

800

0

0

0

0

其他單位

0

0

0

5,300

1,700

0

0

0

0

受捐單位

一次性面罩
(只)

成人口罩
(個)

兒童口罩
(個)

護目鏡
(只)

重複性面罩
(只)

長手套
(只)

防護衣
(件)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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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刻救援II

救救澳洲野火
大家一起來

2019年9月起，澳洲遭逢前所未有的大

當晚有近300位在台「澳客」及嘉賓到場並慷

火摧殘。持續4個月的野火，燒毀澳洲東部及

慨解囊，總計本會獲捐入場費用及現金共27萬

南部超過1,000萬公頃土地，造成包括數名消

9,300元。

防員在內共33人死亡，估計有10億隻動物喪

澳洲辦事處代表高戈銳(Gary Cowan)表

生，摧毀2,500多棟房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示，澳洲遭遇規模前所未見的野火，但來自

響應澳洲紅十字會全球募款呼籲，於急刻救

全球的善意源源不斷，尤其來自台灣的支持

援II勸募專案啟動「澳洲野火賑濟」項目。截

令他非常感動。澳紐商會代理理事長范達明

至5月31日止，募得指定捐款412萬2,103元，

(DamienVan Eyk)則說，儘管台灣、澳洲距離

支持澳洲紅十字會緊急賑濟或安置、救濟金發
放、失蹤協尋、心理急救及災後重建。

異業結合，餐會開趴揪澳客募款
1月16日晚間，本會參與台北澳洲紐西
蘭商會(Australia New Zealand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aipei)偕同澳洲辦事處於台北市
大安區小天使精釀啤酒餐廳舉辦的慈善餐會，

12

■瘋男一行人來會捐善款

■小天使餐館聚滿捐款人潮

■「澳客們」捐款支持慈善餐會

遙遠，但兩地互動關係十分緊密，台灣在澳洲
遭遇重大災害時不吝伸出援手，他深受觸動。

YouTuber及企業相挺，年輕族群伸援手
1月22日樂善好施的YouTuber瘋男(Crazy

■本會參與現場募捐

Man)，帶著一群同業親自捐出24萬2,000元賑
濟澳洲野火，隨後也有小粉絲來會捐款呼應。
長期支持公益的「初樂直播」亦在直播平台發
起「金牌救援任務」，3月份透過旗下直播主
號召粉絲捐款，總計募得10萬元。韓國服飾品
牌「H:CONNECT」4月1日至22日於官網及實
體門市同步舉辦「Connect to the World」公
益活動，活動期間販售指定款無尾熊T恤所得
扣除成本後，21萬元全數捐予本會澳洲野火賑
濟項目，顯見年輕族群對於此議題相當關注。

■初樂直播平台金牌救援行動
賑濟澳洲野火

■韓國服飾品牌H:CONNECT
賣T裇捐款賑濟澳洲野火

澳洲野火前所未見，全球同伸友誼之手
澳洲野火焚毀面積相當於3個台灣。野火

斯州35個臨時避難中心，為災民發放食物和水

肆虐期間，澳洲政府動員軍方及志工，撥款

及衛生用品等。2020年1月下旬，及時的豪雨

20億澳幣重建及5億澳幣救護野生動物，投注

終於讓大火獲得紓解及控制，全球各界紛紛伸

資源積極救災。澳洲紅十字會(Australian Red

出援手，也協助了澳洲當局及澳洲紅十字會持

Cross)則在災區設立21個救援中心、新南威爾

續災後重建。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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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外 賑 濟

歷時近9年

六大重建竟全功
日本賑災圓滿結案

■311東日本大地震
及海嘯專案募款
情況熱烈

日本岩手縣大槌町656戶市民住宅去年11
月底全數完工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投入福
島、宮城及岩手3縣重災區6大硬體及相關軟
體重建全數完成，311日本援建案宣告圓滿結
案！
東日本大地震是日本二次戰後傷亡最慘重
的自然災害。本會於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海
嘯發生後發起勸募，截至2020年2月28日止，

■2013年完工的吉里吉里社區
■2 0 1 9 年 11
月完工的赤
浜社區

共募得新台幣25億6,657萬5,093元，加計利息
1,120萬9,582元，總收入新台幣25億7,778萬
4,675元，已全數支出用於賑災，預算執行率
100%。

656戶公宅完工，大槌町住民感恩台灣
311災後重建的大槌町公營住宅，由岩手
縣政府負責建造193戶，大槌町負責463戶，
公宅完工後，全數交由大槌町負責管理。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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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akuchi 1-Chrom是大槌町最早完工的社區

■2017年4月落成的氣仙沼市市民福祉館

■2015年11月落成的町立南三陸醫院暨保健福祉中心

縣大槌町位於東北偏遠地區，災後地方財政困

圓。新醫院3層建築防災耐震，共有門診室11

窘，因此本會與日本赤十字社災後簽訂合作備

間、手術房1間、病房90床，院所總樓地板面

忘錄，依據町方需求，承擔85％建築成本，

積約7,300平方公尺，看診科別包括：內、外

至2019年11月，656戶公營住宅全數完工並入

科、整形外科、小兒科、眼科、泌尿科、耳鼻

住。

喉科、皮膚科、口腔外科，並配備電腦斷層掃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發生後，本

描攝影裝置等放射線機器相關設備，一年可服

會積極投入緊急賑濟，選擇最偏遠、受災嚴重

務5萬名門診病患及3萬1千名住院病患。醫院

的福島、宮城及岩手縣鄰海市町，針對弱勢老

旁的保健福祉中心，則全方位服務民眾，是親

人、兒童及居民，協助住宅、教育及醫療之復

子、育兒、銀髮族及身障者的保健諮詢中心。

原重建，另支持日本赤十字社福島及岩手縣分
會執行19場弱勢關懷及送暖活動，合計524人
受惠。

台灣援建永銘於心，結案訪視感動滿滿
2020年2月2日，本會受邀參加岩手縣
大槌町町制130周年紀念會。會後王清峰會

弱勢優先，六大重建造福臨海市町

長、陳長文前會長一行來到本會援建的末廣

除了援建岩手縣大槌町公營住宅與活動中

(Suehiro-cho)公營住宅拜訪。居民們舉著感謝

心外，其他硬體援建還包括：福島縣相馬市及

台灣的旗幟、搗麻糬迎賓，而我們則從台北帶

新地町68戶公營老人住宅；岩手縣山田町2所

來別出心裁的手工拼布壁飾，捎來對末廣居民

保育園及2所課輔中心、大槌町2所保育園；

重建家園滿滿的祝福！大槌町町方地區的末廣

宮城縣氣仙沼市市民福祉館及南三陸町町立醫

公營住宅2016年3月落成，目前有7、80位民

院，各項援建已於2012年8月至2017年4月間

眾居住，多為銀髮族帶著孫子女輩過日子，至

啟用或入住。

於青壯人口則在異鄉為生計打拼。

宮城縣氣仙沼市市民福祉館佔地約1,400
平方公尺，福祉館規畫設計及填土墊高作業就
耗時２年10個月。館內身心障礙設施一應俱
全，是座多功能的社區支援中心，平時可提供
市民預防保健、營養、訓練等全方位諮詢服
務，遇緊急災難時，可開展收容留置作業，方
便民眾使用。
2015年11月15日落成啟用的宮城縣町立
南三陸醫院暨保健福祉中心，是本會硬體援
建中耗資最鉅的項目，重建資金高達22.2億日

■手工拼布壁飾將永存末廣公宅活動中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15

■町方地區末廣公營住宅共有53戶

來到吉里吉里保育園，面對一群311災後

在老師的帶領下齊聲以台語「多謝」台灣，但

才出生的孩子，芳賀真由美園長沒有放棄任何

親身經歷過311的老師們早已潸然淚下，再次

機會教育。她強忍淚水描述311情景，告訴孩

墜入巨大傷痛的回憶中。遭到311大地震及海

子們地震來了要如何保命；海嘯出現該如何逃

嘯摧毀的吉里吉里保育園，遷往高地重建後，

生。講到保育園重建，芳賀園長更耳提面命要

在2014年8月落成啟用，目前園內照顧的學齡

孩子不忘感恩，孩子們天真無邪、似懂非懂，

前孩童高達60多名。

■吉里吉里園內60多個孩子都獲得悉心照顧

■吉里吉里保育園以彩
虹象徵希望與夢想

16

■大槌町長平野公三率同仁發自
肺腑感謝台灣

岩手縣大槌町656戶公營住宅暨附設活動中心一覽表
坐落區域
大ケ口
Ogakuchi

吉里吉里
Kirikiri

源水
Gensui
內
Masanai

寺野
Terano

■王清峰會長送上象徵平安的法藍瓷花瓶

大槌町感謝台灣，台日友誼永誌不忘
一路陪伴訪視行程的大槌町平野公三町

町方
Machikata

長，2015年8月出任町長後終年無休，期望大
槌從震災中早日復興。
311海嘯曾導致大槌町52%土地浸水，
4,375戶房屋毀損，當時大槌町加藤宏暉町長
及28名職員在內共1,286人罹難，災後失去家

浪板
Namiita

園的4,000居民，分散於48處組合屋生活。平
野町長說，東日本大震災讓家鄉遭逢前所未有

赤浜
Akahama

公 宅 代 稱

戶 數

完 工 日

1-Chrom

70

2013.08

2-Chrom

23

2014.09

Kirikiri

34

2013.08

A

5

2017.06

B1

12

2017.08

C1

2

2018.03

Yashikimae

21

2013.11

1

13

2014.12

Masanai

24

2016.03

Usuzawa No.1

16

2015.09

Daini No.2

11

2016.06

No.3

11

2018.02

Suehiro-cho(末廣)

53

2016.03

Hon-cho

8

2017.03

Kami-cho

4

2017.03

Oshachi

24

2017.12

No.1 & No.2

38

2018.02

Private Purchase No.1

2

2018.03

Private Purchase No.4

26

2018.06

Private Purchase No.3

53

2017.122018.09

Omachi 2 E3 & Kami-cho E3

23

2019.02

3

2016.06

Fishery Dist.

11

2017.08

No.3

10

2017.06

No.6

19

2018.03

7

2019.11

No.1

的慘狀，近９年的重建，大槌才漸漸還原人們

1

引以自豪的自然景觀與風土，他也呼籲大家繼

B1

12

2017.08

A1

11

2018.03

A2

8

2018.03

A3

2

2018.03

B2

3

2019.11

97

2018.06

續支持大槌、鼓勵大槌。訪視行程結束時，王
清峰會長也致贈大槌町象徵平安的法藍瓷花

安渡
Ando

瓶，平野公三町長則帶領著全町同仁揮手送
別，依依不捨的歡送我們！
三枚堂
Sanmaido

Sanmaido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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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十 字 行 動

水岸台北2020端午嘉年華

■守護水岸台北端午嘉年華
已第16年

水安弟兄姊妹
傳承守護第16年
「水岸台北2020端午嘉年華」6月25、26
日2天在大佳河濱公園舉行，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今年賽程規模精簡，只有男子、女子及
混合組80隊次參賽。無私奉獻的紅十字會志
工，今年仍舊出動7艘動力救生艇、120人次

■全神貫注守護台北水岸2020端午嘉年華

專業水安救生及後勤志工，持續第16年動員全

多的新鮮面孔加入，問起他

程協勤。

們為什麼投入水安守護，夥
伴們千篇一律的答案都是：

無私奉獻是傳承，守護水安是使命
每年端午，紅十字水安志工都以「助人

「教練無私的奉獻和傳承，
感動了年輕的我們。」

最美，服務最樂」的熱忱，捨棄家人團聚的時

18

光，清晨６點不到就聚集在台北市大佳河畔，

危險水域，有紅十字安啦

報到後整裝、備艇、清點救生器材、試船，確

在每年汛期，紅十字會

認所有細節與勤務分派，頂著高溫從清晨到黃

水安志工皆投入救生服務。

昏，輪流在河面守護協勤。問志工們為何願意

每年5月到9月，紅十字會在全台40處危險水

服務，大家的回答幾乎相同，這是志願服務，

域執行假日定時定點服務，由4,900多名志工

更是使命！

輪值。

■執勤前夕志工們都主動分工
搬運器材

其實，苦的不只是連續２天的酷暑曝曬。

新北市三峽大豹溪沿岸今年溺水意外頻

每年水岸台北端午嘉年華前夕，無論日曬雨

傳，協勤的夥伴們已搶救不少生命。本會共設

淋，紅十字會夥伴們都會在下班後自動在總會

置16個救生站點，每逢週六、日都會有近150

集結，分工整備器材，再運到大佳河畔組裝。

名志工駐點，守護民眾戲水安全。紅十字會也

協勤的水安弟兄姊妹們，大多來自新北市三

歡迎所有有志學習救生的朋友，一起加入有

鶯、土城、板橋救生隊及水安隊、救難大隊，

情、有義、像家人般的紅十字水安大家庭！有

每一個黝黑的面孔，執勤時都聚精會神，只為

意參加水上救生課程，請洽紅十字會全台分級

確保選手們的生命安全。每年我們也會看到更

組織，報名資訊詳見https://is.gd/lj1s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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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溺 救 溺

守望水安 生死一瞬間
新北市三峽大豹溪早年溺水意外頻傳，被
民眾稱之為「惡水」！近在年消防單位及紅十
字會設點積極守望下，溺斃案件明顯下降。每
年5到9月間，紅十字會水安志工在全台40處
危險水域皆執行假日定時定點服務，由4,900
多名志工輪值守護民眾戲水安全。

■楊 童 跌 落 柯 子 林 野 溪 泳 ■漂 流 到 青 山 谷 被 救 起 的 林 姓 男
童，獲救後回到家長身邊
池，本會蘆五救生隊救
起，送醫急救才恢復心跳

花蓮黃金峽谷，協尋溯溪遊客送醫
大豹溪假日駐點，成功救起2幼童

無獨有偶，6月20日下午花蓮縣太魯閣黃

在大豹溪沿岸，本會共設置16個救生站

金峽谷，有3名女性遊客溯溪遭落石砸傷，1人

點，每逢週六、日都會有近150名志工駐點服

昏迷、2人輕傷。花蓮紅十字會偕同消防局組

勤。隨著天氣逐漸炎熱，到游泳池或溪、河、

成救難隊上山搜救。晚間6點左右終於尋獲輕

海邊戲水的民眾激增，溺水意外更趨頻仍。

傷者協助送醫；後續尋獲昏迷傷患但已無呼吸

6月21日大豹溪接連傳出2起兒童溺水意

心跳。

外。下午1時左右，青山谷水域１名3歲曾姓幼
童在岸邊觀魚不慎跌進溪中，幸好家長即時呼

戲水首重安全，時時警覺幼兒不離身

救，消防局駐點人員以救生圈順利將小朋友拉

本會救災隊及救生教練團犧牲奉獻，數十

回岸邊，才阻止了憾事發生。事隔3小時，上

年如一日。志工們執行勤務時千鈞一髮、與死

游鴛鴦谷水域再傳出9歲林姓男童落水且下漂

神拔河，心中背負的壓力及危險，實不足為外

至青山谷，但烤肉的家人卻絲毫未覺。在現場

人道！根據專業救生人員經驗，溺水者往往無

執勤的紅十字會王世琦教練，立即跳水抱住林

法出聲求救，且掙扎求救時旁人極易誤解為是

童，再由張玲慧、沈建賦2位教練合力持救生

在戲水。

竿將人拉回岸邊，所幸林童並無大礙。

酷暑炎熱高溫不斷，本會呼籲民眾，防範
無聲的溺水，一定要建立正確戲水觀念，不到

蘆五救生隊，

沒有救生員的水域戲水，以確保生命安全。尤

警戒守護即刻救援

其提醒家長，溪河戲水時務必注意幼兒動向，

不只開放式水域，全台各大游泳池也常常

才能快快樂樂出遊，平平安安回家。

可看到本會救生志工執勤的身影。6月14日下
午天氣晴朗，新北市汐止柯子林天然游泳池楊
姓一家人前往戲水。父親停車時，母親忙著照
顧妹妹，沒注意到7歲兒子已直奔水池，不諳
水性的楊童瞬間沉入2米深水中數秒未浮出。
在旁戒護的紅十字會蘆五救生隊輔導隊
長丁榮教練見狀隨即躍下，將男童從鬼門關救
回，真可謂生死一瞬間！

■新北市汐止柯子林一帶天然泳池是泳客最愛，但安
全不能輕忽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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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面 面 觀

邁 入 超 高 齡 社 會

USAID支持居家照顧＆急救培訓
自2016年10月起，美國開發總署(USAID)

阿公阿嬤學急救總場次為120場。長者急

支持本會社區減災項目，到偏鄉辦理社區自

救培訓的課程內容包括：基本救命術講解、

主防災及校園小尖兵計畫。2019年10月1日至

CPR+AED：示範教學及CPR+AED實際操作

2020年9月30日止，USAID持續補助支持本會

演練、呼吸道異物哽塞急救法：哈姆立克法、

「長者安全維護計畫」，由本會與全台紅十字

胸部壓擠法（孕婦及肥胖者）、自救法。

會分級組織共同合作，深入原住民部落、偏鄉

為了縮短城鄉差距，開班場次包含40處

及都會區，透過「長者急救培訓」及「家庭照

偏鄉、原住民區及80處一般社區，每場次至少

顧者培訓」兩大細部計畫，210場訓練雙管齊

30名參訓學員，估計至少3,600人受益。截至

下，推廣人人學急救的觀念與技能及精實的照

2020年6月23日止，已於台中、嘉義、宜蘭、

顧者專業照護技巧，提升居家照顧品質。

台中、南投、屏東、苗栗、高雄、新北市、澎
湖、桃園等縣市開辦58場，其中偏鄉及原住民

學急救自救救人，阿公阿嬤撩落去

社區13場次，都會區45場次。

心臟疾病高居台灣十大死因之一。突發性
心跳停止、休克，正確操作CPR+AED，是可
以降低到院前死亡率、挽回生命的。

■6月17日新北市原住民文化健康站急救培訓

■6月18日苗栗泰安鄉圓墩部落場次
■5月20日苗栗南庄失智老人中心急救訓練

20

The Red Cross Magazin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3月7日宜蘭頭城竹安社區急救培訓

■活到老學到老，台中市9旬老夫婦參加培訓

■4月6日宜蘭冬山鄉永美
村急救培訓

■6月2日南投市漳和社區急救培訓

守護長者安全，阿公阿嬤一起來

■５月29日阿公阿嬤學急救跨海到澎湖

6月17日同心救難隊急救教練團來到新北

5月29日紅十字會的阿公阿嬤學急救來到

市新店區大新店游泳池2樓，指導新北市原住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社區，35名可愛的銀髮長者

民文化健康站的阿公阿嬤們學習急救訓練。泳

相揪一起學急救。這群銀髮阿公阿嬤們認真聽

池老闆一聽到這有意義的活動，馬上免費提供

講、賣力練習CPR按壓，學習精神可敬可佩！

場地，並讓阿公阿嬤們免費使用SPA設施。本

現場參加培訓的市民代表譚蘭芬女士更現場現

會教練活潑熱情，長者們學習意願強烈、聽課

身說法，敘述了自己去年與朋友新北市出差，

超認真，不但賣力練習著CPR、哈姆立克急救

但旁邊的友人不幸被後方機車追撞導致休克沒

法，還主動提出想試試人工呼吸吹氣動作，課

了呼吸。譚女士立刻以自己的急救知能，給予

堂上笑聲不斷。

友人CPR按壓直到消防救護人員接手，幸救回
一命！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21

■去年12月25日本會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辦理家庭照顧者培訓

家庭照顧者培訓，
迫在眉睫
老年潮已在全球
各國引爆，台灣人口
老化速度在亞洲國家
僅次於日本，需特別
留意人口老化快速可
能導致的社會問題。
依內政部統計，
2019年6月我國老年
人口(65 歲以上)達
352萬人，較前一年

■1月14日新北市土城區祖田里辦理家庭照顧者培訓

同期增加17萬人，
年增5.2％；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預計

自我照顧」及相關長照資源資訊。凡是全職或

2026年我國老年人口比率將超過20％，邁入

兼職的家庭照顧者、外籍看護工及公私部門相

「超高齡社會」。因此政府以及民間企業相繼

關工作夥伴(僅限定偏遠地區及原住民區)皆可

推出長照和醫療健康相關的政策和服務，藉以

參訓。此外，為服務偏遠地區及有特殊需求

因應台灣人口老化衍生的相關問題。

者，本會亦規劃安排護理人員或資深照顧服務

專業課程分為「活動與運動，內容包括：

員到宅指導照顧技巧，每案時間3小時。內容

身體翻身、移位、擺位及簡單復健運動及安全

同樣包含「活動與運動」或「清潔與舒適」等

照護技巧」及「清潔與舒適：身體清潔與導管

專業知能。

護理、創傷緊急處理與傷口照顧」2個模組，
並包含「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照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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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家庭照顧者培訓不辭
辛勞來到宜蘭大同鄉南山部
落

深入偏鄉，服務原住民部落

1月13日我們來到宜蘭縣大同鄉最大的高

由USAID支持的家庭照顧者培訓，執行期

冷蔬菜專業區-海拔約1200公尺的南山村。南

間自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本會結全台各

山部落居住的多為泰雅族同胞，當天長者們有

縣市紅十字會分級組織辦理90場次家庭照顧者

的拄著枴杖、有的步履蹣跚，但個個對於家庭

培訓，其中偏遠及原住民區30場次，每場次參

照顧者培訓興致勃勃，不但認真學習、勇於發

加人數15人；一般地區60場次，每場次參加

問，雖然不識字寫考卷時仍舊卯足全力拼了！

人數25人，合計將培訓至少1,950人。由於偏

截至2020年6月23日，家庭照顧者培訓已於台

遠地區及原住民區老年人口比例偏高，照顧人

南市、宜蘭縣、高雄市、台北市、新北市共開

力七成並非專業，親人大多成為失能父母或子

辦15場次。

女的主要照顧者，有鑑於此，本會特別重視偏
鄉原住民部落家庭照顧者培訓。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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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面 面 觀

109年推廣
兒少安全知能

夏日玩水樂逍遙
安全觀念最重要
暑假是學子們戲水旺季。為了教導兒少、
教師及家長正確的戲水安全觀念，109年度台
北市政府社會局委由紅十字會辦理「推廣兒童
及少年安全知能」水域安全宣導。本會出動專
業救生教練教學，搭配各式宣導文宣及小禮物
深入校園，以輕鬆的溺水救生模擬、有獎徵答
方式，宣導自救救人的求生要訣。截至6月底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宣導方式特殊，救生教練授課專
業，全程手語翻譯

已完成啟聰學校、北投國中及清江、民權及實
踐３所國小共6場次。
紅十字會提醒民眾，水域活動務必注意安
全，切勿輕忽任何可能的危險，不逞強、不做
危險動作，選擇安全水域，牢記救人五招、戲
水十誡，才能降低意外發生。

啟聰學校宣導，手語老師隨堂翻譯
水安宣導首站5月29日來到台北市立啟聰
學校。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不僅有專業教練

■實踐國小同學們學習專注，搶答活潑熱烈

別化教學，輔以技職教育，期望培養學子一技
之長，畢業後能自立於社會。

授課，全程還有手語老師協助翻譯，全場有超
過80名師生參訓。教練們儘量以明顯的肢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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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區實踐國小，瘋狂搶答high翻天

作、聲量及嘴型示範說明「自救四技」、「救

校園宣導第6站，6月18日來到台北市文

人五招」、「戲水十誡」，傳達玩水「安全第

山區實踐國小。本次參加水安宣導的學生約

一」的觀念。

150人，王成華、施火城、郭威聖3位經驗豐

細心的教練們還特別傳授聽障同學如何

富的教練手腳並用、賣力演出，同學們在快問

在緊急情況呼救，例如「救人五招：叫叫伸拋

快答單元熱烈回報，活潑、狂野的搶答，把氣

划」中第１個「叫」：大聲呼救！聽障者可以

氛炒到最高點！

在空中用力揮舞外套、包包、雨傘等隨身物品

教練也請同學在台前進行如水母漂，伸

求救。第２個「叫」：打119電話，同學也可

長竹竿給溺水者抓取等「水上救生演練」及拋

以利用簡訊，請求岸邊民眾打電話求援。

繩袋、救生圈、保特瓶等各項救生工具使用技

啟聰學校創辦迄今超過95年，是專門培植

巧。在教練生動、有趣的引導下，學生們潛移

聽覺障礙學子的特教學校，校方以特殊教育及

默化的將自救救人技能銘記於心，必要時或能

國民生活教育為主軸，加強身心復健、提供個

挽救寶貴生命，避免溺水憾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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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伊波拉
病毒夾擊
剛果亟待援助

敘利亞危機第10年
人道救援刻不容緩
2020年3月15日，敘利亞衝突進入第10個年
頭。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6月初通報，剛果民

Human Rights)指出，自從2011年月敘利亞內戰開

主共和國爆發當地第6波伊波拉病毒感染，這次爆發

打至今，至少造成38萬4千人死亡，其中包括11萬6

感染的伊波拉病毒基因和2018年病毒樣本不同，疑

千多位平民。聯合國發表聲明呼籲，敘利亞危機需

似是從被感染的動物傳染給人類。紅十字會與紅新

要和平方案，10年的戰鬥只帶來了毀壞和苦難，百

月會國際聯合會IFRC宣導呼籲加強洗手，不吃野生

姓們正在付出最慘重的代價，我們不該讓第10年在

動物，不接觸屍體病菌，維護居家清潔以及疫苗接

同樣的屠殺和對人權及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蔑視中結

種等，才能有效控制疫情。

束，現在是讓外交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伊波拉是人畜共通病毒，可致人於死，症狀包

最新估計顯示，敘利亞各地共有1,100萬人需要

括：噁心、嘔吐、腹瀉、膚色改變、全身痠痛、體

援助，其中近半數為兒童。衝突導致600多萬人境內

內出血、體外出血、發燒等，主要的感染途徑是透

流離失所，而另外500萬敘利亞人正在鄰國成為難

過患者體液傳染，如血液、汗、嘔吐物、排泄物、

民。在衝突區，婦女和兒童整天露宿街頭，孩子們

尿液、唾液或精液等。面臨傳染病多重夾擊，對於

一生都在難民營裡度過，以避免遭到炸彈襲擊。聯

連年內戰、民窮財盡的剛果而言，無疑是雪上加

合國每月在敘利亞各地，為600萬人提供人道援助幫

霜。剛果缺水、缺糧，完全是人間煉獄，醫療環境

助。聯合國將盡可能繼續幫助更多的人，無論他們

匱乏，還要面對新冠肺炎、伊波拉病毒及存在已久

身在何處，只要有持續的援助，就可以挽救生命並

的人道問題， WHO認為，國際社會應多幫助剛果民

減輕他們的痛苦。

主共和國。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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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查德湖危機
人道救援迫在眉睫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表示，由於不安全、
營養不良、疫情爆發、周期性洪水、乾旱和流離失
所造成的風險，尼日有近3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
助，其中一半以上為兒童。UNICEF表示，查德湖盆
地平民的襲擊導致迪法地區有26萬3,000人無法返回

葉門內戰不止
ICRC持續人道援助
葉門北部因內戰持續加大，造成許多無辜居民
流離失所，家中沒有食物，居住的城鎮不安全且沒

家園；布吉納法索與馬利接壤的邊境地區越發不安
全，也加劇了蒂拉貝里和塔瓦阿地區人民的需求，
那裡有近7萬8,000人流離失所；與尼日接壤的邊境
不斷惡化的安全局勢，也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尼
日中部馬拉迪地區的邊境村莊尋求庇護。
非洲奈及利亞、尼日、查德及喀麥隆等4國政府
軍與伊斯蘭西非武裝團體發生衝突，成千上萬家庭

有醫療服務。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提供食物、帳篷、毛

流離失所、百萬人入住難民營，本會曾於2019年3月

毯、水盆和衛生急難包，已經幫助了超70,000人及

8日捐款ICRC 37,000瑞士法郎，援助查德湖地區人

10,000個家庭。此外，ICRC的醫療團隊提供手術材

道危機。

料和藥品，持續支持醫療的人道服務。
現在葉門幾乎有一半以上的醫療機構，無法正

UNICEF表示，急劇增加的不安全，暴力行為和
軍事行動也阻礙了人道工作者接觸受衝突影響的人

常運作，這是令人非常擔憂的狀況。我們提醒衝突

們。UNICEF呼籲所有利益

的各方，要讓醫務人員可以進行人道救援的醫療服

攸關方確保人道機構能夠

務。即使在戰亂期間，醫療院所不能成為被攻擊的

安全、可持續地向包括婦

目標，而且必須保持開放，讓有需要的居民及傷兵

女和兒童在內的受影響平

可以使用。ICRC也再次強調：醫務人員，救護車和

民提供人道援助。UNICEF

醫療設施必須始終受到保護。

及其合作夥伴評估需要

ICRC敦促衝突的各方，必須冷靜評估，戰亂帶

5,940萬美元，才能在2020

給國家人民的巨大傷害，要極力保護和尊重平民，

年為尼日兒童提供至關重

拋棄偏見實踐平和社會。

要的人道主義援助。

新冠疫情肆虐 ICRC呼籲停止網路攻擊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主席毛雷爾(Peter Maurer)5月26日發表公開信，呼籲停止在新型冠狀病
毒COVID-19疫情期間，對醫療保健、醫學研究機構的網路攻擊。
新冠肺炎流行期間網路攻擊事件頻傳。ICRC聲明表示，這類型的攻擊將危及人類性命，各國政府必須立即果斷行
動，制止這類型襲擊事件發生。捷克曾表示醫療保健部門受到了數位攻擊，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也對此做
出了強烈反應。龐皮歐在聲明中表示，攻擊事件相當不負責任且危險，但美國和捷克政府都未公布事件主使者。
在疫情爆發的近半年來，網路犯罪者經常使用病毒攻擊醫院的電腦，以進行勒索。其他更複雜的駭客組織，部份與
政府有關，則會針對醫學研究中心攻擊，以竊取武漢肺炎相關研究數據，呼籲並要求各國政府立即以果斷行動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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