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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21 年，非洲豬瘟於肯亞被發現，接下來迅速地擴散到歐洲、南美洲、
俄羅斯，中國也在 2018 年 8 月發現第一例非洲豬瘟感染案例，成為亞洲
第一個出現非洲豬瘟的國家，目前非洲、歐洲及亞洲多國已被列為疫區，
而就算不是疫區的國家也絲毫不敢大意。然而非洲豬瘟並不會傳染給人類，
是純粹的動物疫病。既然如此，為什麼世界各國在面對非洲豬瘟時會如臨
大敵且如坐針氈？原因是「經濟」
。1
回首過去，台灣曾經是世界第二大豬肉出口國，但 1997 年的口蹄疫
讓台灣的豬肉出口停滯了 20 年，國家經濟損失高達 2000 億，造成國內無
數人失業，豬肉價格飆漲的經濟危機。好不容易等來了解禁的當口，卻又
適逢非洲豬瘟疫情擴散。台灣的經濟已經低迷了許久，唯一可以拯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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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就是出口。2所以如果想要恢復往日的榮光，豬肉產業是再也經不
起動物性疫病的衝擊。目前中國已經有超過 4 萬頭豬隻被撲殺，是全球撲
殺總數 99%，造成的經濟損失是世界之最。3若是非洲豬瘟跨越了黑水溝，
台灣會遭受到的經濟損失，可能跟口蹄疫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4
正因為如此，各國人民對於無法治癒的非洲豬瘟形成了一種恐慌的社
會氛圍，擔心此種動物疫病會讓自己沒滷肉飯可吃、5讓台灣豬肉產業鏈消
失，國內經濟受挫等。 6若干政治人物或團體則進一步利用這種恐慌 7，打
著防治非洲豬瘟的旗幟，順勢推出一些政策（但未必合理），這就是「豬
瘟政治學」。以下循國內、國際和外交三個面向就此種涉及防疫與公衛治
理的政治學進行探討。

一、 豬瘟國內政治學
(一)借鑑西國，公私合力
歐洲有兩個全世界出口豬肉前幾名的國家，一是德國（歐盟與世界第
一）
，一是西班牙（歐盟第二及全球第三）
。8這兩個國家以高品質豬肉聞名
全球，尤其是德國豬腳、伊比利火腿更是饕客們的最愛。所以對於養豬與
吃豬文化都很深厚的德國與西班牙來說，豬肉產業是攸關本土農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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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脈，豬隻買賣、豬肉出口也是賴以維生的經濟大策 9。雖然德國目前還
沒有傳出疫情，但是如果德國也失守，由於德國是豬肉出口大國，豬瘟疫
情可能就會使歐盟全面凍結豬肉出口，連帶影響未受豬瘟影響的歐盟國家，
歐洲國家的經濟就會遭遇難以預測及回復的傷害。
西班牙以擁有高品質豬肉聞名全球，極具外銷競爭力。養豬業為西班
牙農牧業中最重要產業之一。2017 年的西班牙為歐盟第 1 大、全球第 4 大
養豬國，出口則是歐盟第 2 大及全球第 3 大，僅次於德國及美國。但令人
想不到的是西班牙也曾在 1960 年為非洲豬瘟疫區，於 1995 年 12 月根絕
非洲豬瘟， 10 也因此西班牙對非洲豬瘟及各種豬瘟均採取嚴格之防範措
施。
從西班牙的經驗得知，由上而下的政策宣導、實施還不如直接輔導豬
農成為防疫戰友，讓豬農提供第一線意見，修正防疫重點。再者，民間工
會也可能變成政府防疫最重要的夥伴。養豬業中最重要的種豬業者，自願
組成「衛生防禦協會」，參與政府非洲豬瘟根除計劃，他們和政府一起對
種豬進行血清監測，同時成為改善衛生設備的帶頭者，帶動其餘豬農轉變。
這樣一來，不只防範非洲豬瘟，這些業者持續和政府配合，執行其他豬病
的衛生安全計畫，並且協助建立養豬場分類登記， 11所有關於養豬業的政
策就可以落實，且一次到位，真正提升了行政效能。

(二) 豬瘟防疫：話語背後的政治用意
BBC 中文版在 2019 開年第一天就以「豬瘟在台灣：從口蹄疫陰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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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一家親』障礙」為題，描述兩岸將豬瘟防疫昇華至政治層級。 12然
而，疫情擴散的因應與管制是攸關民生之大事，若從關注人類安全的角度
來思考，兩岸毫無疑問在疫情防治上要互相合作。前任行政院長賴清德先
生當時也曾提及，「兩岸有共同的敵人，也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敵人像
是天然災害、地震等要互相援助，傳染病要共同防疫，不是只有彼此的對
抗」
。13此一表述在政治上其實有獨特的目的，在某程度上其重點並非聚焦
在兩岸的防疫合作，而是反向去提醒台灣人民對岸在豬瘟議題上忽略了台
灣的安全與利益，也不願意與台灣合作，因此是一個失格的政治體制。
由於之前漂流到金門的豬屍在 2019 年 1 月 3 日驗出非洲豬瘟病毒後，
4 日上午在金門小坵島又發現豬的屍體，當天民進黨立委段宜康在臉書發
文，表示「一件可以當成意外；二件就是攻擊」。他認為在蔡英文總統 1
月 2 日發表堅決不接受「一國兩制」
、
「九二共識」的言論後，金門就接連
出現海上漂豬屍，這是「習近平用『豬魚雷』回應台灣？」 14段宜康並沒
有提出這樣的邏輯是從何而出，即使豬屍是從中國飄出，又如何能證明是
習近平指使？但是利用台灣人民對於豬瘟的恐懼，將豬屍比擬成生化武器
豬魚雷，暗指中共有意發動「農業恐怖主義」15的侵襲，就恰如 BBC 新聞
在報導中說的，台灣對於豬瘟防疫實已昇華到了政治層面的操作。

二、 豬瘟國際政治學
(一)以防治豬瘟之行掩蓋真正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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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政府對於防治豬瘟的手段，主要是升級機場的防疫抽查，和
外來貨品的抽查。世界各國也紛紛提出各種做法，企圖抵禦非洲豬瘟的入
侵，有些做法對於政治面的影響是正面的，例如西班牙與豬農合作，加速
了政策的行政效能。但是有些卻是假借防治豬瘟而有其他政治目的的動
作。
在防疫豬瘟的同時，歐洲各國政府仍然不忘記考量每個動作對於國際
關係和地緣政治的影響。2018 年 8 月，丹麥政府就正式批准了 1,100 萬歐
元的正式預算，要在丹麥到德國邊界，建築一道 68 公里的「非洲豬瘟防
疫之牆」
。16法國現在也正計劃在比利時邊境的部分地區修建隔離牆。德國
放寬了對野豬狩獵的法律， 17作為防止疾病爆發計劃的一部分。因為東歐
與高加索的案例裡，病毒帶原野豬的遷移是疫情無法根絕的主因，所以築
牆防疫。但是丹麥國內卻有反對聲音，反對者認為根據丹麥政府的建案計
畫，雖然圍住了整個丹德邊界，
（姑且不論對自然界野生動物的影響）
，但
是火車鐵道、公路、航空依然是開放通道，對於防疫又能有多少實際的效
果？所以反對者認為質疑築牆根本不是要擋野豬，而是要擋難民。不過這
樣的質疑聲浪也讓人懷疑，僅有 1.5 米高的鐵絲網， 18能擋得住難民嗎?
另外，歐洲各國紛紛築牆或為了防疫而進行的邊境檢查，根本上就是
否定了《申根協議》與歐盟自由移動原則的原則，也挑動了歐洲各國對於
邊境主權控管的神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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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為政治籌碼的豬瘟
中國是目前豬肉出口最大量的國家，原本因為世界豬肉貿易趨勢逐年
成長， 20中國也可以賺得更多的外匯，但非洲豬瘟爆發的變動因素加入，
已經有很多的國家禁止向中國進口豬肉製品，美國就成了最大贏家，因為
訂單會流向美國，豬瘟就成了川普以勝利者之姿持續貿易戰的動力。
但其實豬瘟會傳進中國，跟貿易戰脫不了關係。隨著中美貿易戰開打，
美國對中國大幅課徵大豆進口關稅；中國反擊以高關稅抵制美國豬肉進口。
中國為了防堵美國豬肉，而轉向俄羅斯訂購豬肉。2018 年 8 月初，中國多
家媒體報導，俄羅斯的西伯利亞集團已經向中國運輸二十四萬噸豬肉，
「足
以彌補美國的缺口」。這也是為什麼豬瘟一開始是在中國東北被發現的原
因。雖然現在網路上官方都屏蔽了所有與進口俄羅斯豬肉有關的新聞，21但
是政治力影響疫情發展，導致豬瘟傳入自己國家，導致豬肉產業面臨崩潰
的危險，卻是中國人心知肚明的事，所以不僅是豬瘟影響政治，政治也影
響了豬瘟，雙向的影響更豐富了「豬瘟政治學」。
中國不僅僅是屏蔽了進口豬肉的新聞來消除國內雜音，更是因為他們
習慣的控制媒體，所以造成消息的不透明，周邊國家也都對於疫情控制不
透明有所不滿，連帶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美國農業部長珀杜（Sonny Perdue）
2018 年 8 月 30 日表示，從過往的疾病控管經驗得知，中國疫情向來遠比
通報的嚴重許多，因為中國可以控制媒體。 22
聯合國糧農組織已於 2018 年 9 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緊急會議，邀請
柬埔寨、日本、寮國、蒙古、緬甸、菲律賓、南韓、泰國和越南 9 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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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擴大中國豬肉製品的禁令，23造成中國豬農與豬肉製品的出口縮減、
中國豬肉一路價跌，豬瘟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是重重一擊。中國之前
想以一帶一路完成稱霸全球的夢想，看來因為豬瘟讓中國的世界霸主夢蒙
上一層霾。

三、 豬瘟國際外交學
(一)防疫豬瘟展示台灣軟實力
在全球化時代的來臨，防疫已經不再是各國關起門來可以進行的「家
務事」
。現今交通發達，即使位於地球的兩端，在短短不到 24 小時的時間，
貨物或是人都可以輕易地轉運到彼岸，但就是這樣的交通全球化，更造成
了防疫的困難度。所有的傳染病也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車，豬瘟便是其中之
一。在過去，非洲豬瘟大多只在非洲出現，但是隨著交通科技與跨國貿易
的高度發展，豬瘟跨越了地中海，迅速地在歐洲蔓延，讓歐洲半世紀以來
都飽受疫情蔓延之苦。
依照傳染病防治的「隔離」原則，讓非洲豬瘟的全球防治工作更加複
雜，除了加強原本地域性的非洲豬瘟防治，更需要提升等級到全球化的防
疫。但如果全球化的理論去分析，應該是越全球化的國家疫情應越嚴重，
但是事實卻是越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反而更有能力處理傳染病的傳播。
所以如果台灣政府有辦法阻擋病毒的攻勢，不僅是保住了台灣的經濟命脈，
更向全世界證明台灣是高度化全球化的國家，有能力處理傳染病的傳播。24
在台灣極力爭取卻一直無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時候，如果台灣能有
效防堵豬瘟，除了增加台灣在國際傳染病防治的能見度，更可以以醫療合
作的方式，破除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外交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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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儘管非洲豬瘟的防範與相關治理是屬公共衛生與動物性疫病的專門
議題，但因已它在實際上影響到許多國家的經濟、貿易、旅遊、食品安全
等，隨著時間變長與嚴重程度的加深演變成政治性風暴，牽動國與國間的
政治互動，「非洲豬瘟的政治學」於焉浮現。然而，若所有因應非洲豬瘟
的政策或訴求都明顯背離了防疫的本質或維護公共衛生的需求，疫病的風
險就會轉為實害，其帶來的安全威脅或衝擊就會拖長變久，而且波及的國
家也會越來越多。跨境型的公衛危機事件十分需要各國以合作方式進行處
理，但各國自身國內政治的考量往往削弱此種合作的可能性或是執行的效
度，這是國際關係的無奈，雖說並非毫無辦法加以克服，但其前提必須是
國家在擬定政策與因應時願意從專業防疫的角度來思考，如果基於專業防
疫以外的考量將跨境擴散的豬瘟問題昇華為政治性的問題，合作的難度必
然加深，而焦點也往往漸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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