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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虎競食」與「驅虎吞狼」之計反思保防的重要性 

(本文載自清流雙月刊 106 年 5 月號/文：臺北市後備指揮部

政戰處長 吳經緯) 

中國歷史上各種大小不等的戰役中， 不乏藉由計謀的施展，在最小

的損傷中， 取得最大勝果的例子。其實兩軍正面交鋒 的同時，敵後

作戰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前線 的肉搏衝突；因此無論是情報的蒐集，

或 是士氣的干擾，甚至於是滲透策反的倒戈 相向，這些都是保防觀

念的重點項目。從 前車之鑑觀之，許多被認定穩操勝券的歷 史戰

役，往往在最後令專家跌破眼鏡，產 生「滑鐵盧」結局的，幾乎都

是缺乏保防 觀念而功敗垂成的「案例」。以下試舉《三 國演義》第

十四回「曹孟德移駕幸許都‧呂奉先乘夜襲徐郡」之故事，進一步讓

讀 者體認保防觀念的重要。 曹操確定自己「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 

位之後，擔心同處於徐州地區的劉備與呂 布結盟構成威脅，因此其

麾下首席謀士荀 彧就設計了兩條計謀：「二虎競食」和「驅 虎吞狼」，

意圖讓曹操陣營能夠不費吹灰之 力地瓦解潛在的威脅勢力。所謂「二

虎競 食」就是坐山觀虎鬥，漁翁得利，一山豈容 二虎，二虎相爭，

必有死傷，從而可以從中 漁利；「驅虎吞狼」則是意謂令此攻彼也，

使之兩相殘殺，並讓第三方坐收漁人之利， 此計之施行者需要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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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的技術和手段， 否則虎害大於狼害，後患無窮。 雖然第一個計策

沒有成功，但是曹操 利用一道聖旨和一封密令，讓各自安歇的 二虎

仍然有衝突的矛盾點存在，緊接著第 二個計策，便在天時、地利、

人和都非常 完美的時候，成功地進行了。其實「驅虎 吞狼」的計策

必須要在雙方都存有野心， 同時確定能夠造成雙方衝突的結果，才

算 是完美的施展。劉備在明知是計策的狀況 下，礙於皇命難違不得

不出兵攻打袁術， 選擇了不甚稱職的張飛留守大本營，偏偏 張飛在

醉酒鬧事的同時，還逼得徐州舊將 曹豹窩裡反，投靠呂布當了內應，

於是讓 早有異心的呂布在陳宮的鼓吹下，靠著曹 豹的裡應外合，成

功地佔領了徐州，讓兵 敗袁術的劉備被迫只能接受呂布的「收 容」，

再次客居小沛，最後甚至被逼到只 能投奔曹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

勢力範圍。 從這兩個計策的施行中，我們不難瞭 解到保密防諜的重

要性。「二虎競食」之計沒有成功的原因，就在於劉備識破曹操 之意

圖，兼之無人做為曹操內應加以鼓動， 以致功敗垂成；然而「驅虎

吞狼」之計能 夠成功，就在於劉備後方空虛的天時，呂 布在小沛虎

視眈眈的地利，以及張飛間接 造成曹豹倒戈的人和。在這三個條件

的完 美配合之下，讓曹操不費一兵一卒就成功 削弱了兩股可能造成

威脅的外患勢力。當 然在這三個條件中，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

人和，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張飛能夠 有充分的憂患意識和保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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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呂布 再怎麼想攻陷徐州，也會因為忌憚張飛的 武力而打退堂鼓

吧！ 今日臺灣身處列強環伺的動盪國際情 勢當中，全體國民都必須

要保有高度的敵 我意識，並且從小學教育開始，漸次教育 保防觀

念，如此不管是「二虎競食」還是 「驅虎吞狼」，這些伎倆都不會對

我國造 成任何恫嚇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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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 3D 列印跨不過的業障：我們可以製造人工器

官，卻改變不了「貧富差距」       （轉載自智慧機

器人網/文：陳伯安） 

    有在追劇的人都會知道一個定律，每一季的結尾一定會來個主角

重傷或是配角死亡。雖然常嘴巴上瘋狂批判這種操弄觀影人的手法，

但我們還是會時間到就跑到椅子上，繼續的看下去。 

    劇情是現實嗎？我想某程度上是的。如果把我們把故事的劇情搬

到現實生活中，會發現燒傷、刺傷、器官移植這些手術其實很常發生，

而不只是存在於戲劇裡面的精采片段而已。 

    燒傷病人需要新皮膚、刺傷和器官衰竭的病人需要新的內臟以保

持生活正常。只是一年又有多少人可以捐獻這種對彼此都很重要的東

西給他人呢？因此病人每天就用空洞的眼神看著不斷在等候名單上

的自己，感到遙遙無期。 

「生物墨水」可拯救多數病人免於遺憾 

    然而，就如網路改變世界一樣，科技的日新月異可以在轉瞬間改

變人生。2000 年科學家發現在使用 3D 列印的時候，可以將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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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噴管，噴灑後細胞沒有受損的跡象。甚至如果將細胞排列的正

確，細胞本身還可以活化再利用。此技術稱為「生物墨水」。 

    全球衛生組織調查顯示，每年有近 12 萬個器官被進行移植，

其中最常使用到的器官就是腎臟。如果 3D 列印器官的技術成熟，

不僅可以減輕病人的痛苦和等待的時間，也將會大肆改變醫藥界使用

的藥品。3D 列印引人注意的是其製作過程的精準性。從生物墨水就

可以看出來，連細胞可以仔細排列。之後或許可以將許多藥品精準的

排列組成一顆 3D 列印藥丸，不只方便或許藥效更完善。 

3D 列印器官技術尚未成熟，但已有需多案例 

    目前，3D 列印已列印出腎臟、硬骨、軟骨、血管，身體的話，

例如，耳朵和皮膚肌肉。 

    例子一，芝加哥的西北大學研究 3D 列印技術。研究團隊製作出

一個 3D 列印子宮，並將其安置在老鼠內部。實驗結果：良好，母老

鼠利用 3D 列印子宮順利生產。 

    例子二，中國成都的生化公司使用 3D 列印技術，製作出一部分

的動脈植入有需求的猴子中。實驗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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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三，聖地牙哥的一家公司將 3D 列印的人類肝臟植入老鼠內

部。被植入的肝臟最後成功的活下來，並順利的運作，老鼠並沒有發

生任何異狀。實驗結果：良好。 

    許多公司都看到 3D 列印器官的產值，還有其對世界會有的影

響。藥商、製造商、醫療保險、最後深至人命關天的手術室裡，都可

能因為 3D 列印受到極大的變動。 

3D 列印固然好用，不過還是該談談道德面 

    看到 3D 列印器官的成功例子這麼多，實在讓人躍躍欲試。尤其

是家人身在病房的人們更迫切的希望這技術可以廣播，以造福大眾。 

然而，在這我們需要提到兩個觀點。首先，3D 列印的技術面還沒有

成熟，就如同上面所看到的，雖然在其他動物上實驗無誤，但是對人

實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醫療科技的顧問公司 Roots Analysis 說到，從 3D 列印的腎臟

開發到可以使用保險還要六年的時間。生技資深研究員 Kavya 

Verma 也提到，肝臟因為再生速度比較快，所以比較容易處理，不

過像是心臟這類複雜的人體器官，研發時間就會相對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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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個觀點裡我們需要回答，在實驗的過程中，有誰願意付出

自己的生命去測試還未成熟的科技。如果失敗了，應該誰要負責，誰

會有法律責任？ 

    再來是第二個問題，道德。諸如此類的研究都會得到一個質疑，

你是神明嗎？你憑什麼決定他人生死？如此之類的道德譴責會接踵

而至。如果難理解的話，可以想想姊姊的守護者這部電影。家中的妹

妹出生就是為了當作姊姊的器官移植品。如果你是他的母親，你認為

你有資格要求一個活生生的人類，捐出自己的器官嗎？這時就會回到

第一個問題，你是神明嗎？ 

    然而，對於第二個問題，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做出了說明，現在許

多科技都間接地讓人擁有當神明的力量和權力。基因學就是如此，人

們有辦法去塗改和修正其他動物的生產模式、身體組成、甚至到興趣

性格都可以。這不是當神不然是什麼。 

真正的問題在：價錢 

愛丁堡大學其中一個研究人員 Gill Haddow 卻說 3D 列印會面對

到的道德問題，反而是價格。Haddow 認為就算生物墨水的技術過

了數年，最終到了醫療業的手裡，也沒有幾個人可以負擔得起 3D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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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價格。所以那些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白雲，遙遙無期的孩子們還

是一樣會在等候名單上，慢慢排隊。 

所以如果要說 3D 列印會遇到的困難是什麼，那就是如何在拯救生命

跟使用成本上做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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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害羞、喝醉酒這三種「臉紅紅」，英文分別怎麼

說？                   (本文轉載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文：世界公民文化中心) 

    語言除了承載了世界各地的想像力、價值觀與歷史文化，它也經

常反映在通俗的日常──顏色，像是我們拚命「美白」認定「一白遮

三醜」；歐美人士反而花大錢「美黑」，只因為了看起來「健康、富裕、

有活力」，如果你跟老外說「不分藍綠」、「戴綠帽」他們肯定會一頭

霧水，無法聯想綠色跟這些事情的關聯，因為英文的綠色代表「忌妒」

Green-eyed，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眼紅」。這些顏色就像「文化暗

號」鑲嵌在跨文化的交談中，饒富趣味與哲理。 

    不管是被惹毛、被「撩」、品酒後的微醺（Tipsy）或在戶外被太

陽曬得紅通，臉紅是相當常見的生理現象。如何用英文來形容這樣的

狀態？除了說「His face become red」外，你其實有更道地的說法。 

提到「變」紅，我們容易直接聯想到「become」這個字，想要表達

得更口語，你也可以說「Turn」或「Go」，這兩個動詞也可以用來搭

配其他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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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face turned red with embarrassment. 

他難為情地臉紅。 

My teacher goes red when she found that I haven't done 

my assignments. 

發現我還沒完成指派的作業，老師氣得臉紅。 

接著，來看不同狀態的臉紅： 

1、生氣（SEE RED） 

眼前的紅色，是因為心中的怒火，「See red」是「暴怒」的意思。 

He saw red when the stranger disrespect his friend. 

當那個陌生人對他朋友不禮貌時，他暴怒了。 

I saw red when she hung up the phone. 

當她把電話掛掉時，我怒火中燒。 

2、害羞（BLUSH） 

「Blush」通常使用在尷尬、害羞的場合，可直接作動詞使用；當名

詞用的話，可以表示腮紅，可以搭配動作「Apply」。 

She blushed with shame. 

她羞恥地紅了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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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forget to apply blush on the apple of your cheeks. 

別忘了在你的臉頰上撲腮紅。 

3、飲酒（GET FLUSHED） 

「Get flushed」常常被用在形容飲酒後的狀態，在描述酒精所引起

的生理狀態，基本上都是使用「Flush」，例如：「Alcohol flush 

reaction」或「Asian flush syndrome」。 

I could easily get flushed after drinking. 

喝酒後，我很容易就會臉紅。 

最後還有一種臉紅，就是氣色好、白裡透紅，這時可以用「Glowing」

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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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的扶養費，該如何計算？         

（本文轉載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文：賴佩霞律

師） 

    根據報導指出，勞工朋友平均預估家庭「總月收入」要達新台幣

102,210 元，才有能力生養「一個」小孩。換句話說，如果是雙薪

家庭的話，每月的收入也得有 5 萬元以上才養得起一個孩子。但根據

政府的統計數據，國人的全時員工總薪資卻只有 4 萬 7505 元，離前

面養小孩的標準，仍有差距，可見養兒育女對於一般民眾來說，確實

是很大的經濟負擔。 

實務常見的計算基準 

    夫妻若對於養兒育女有規劃，而且感情好的時候，通常對於養育

花費，不會有太大的感覺。但是當面臨雙方離異時，對於各自應該負

擔多少扶養費用，就經常會出現斤斤計較的情形了。 

而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負擔的標準，相關的法律規定卻是十分的簡

單，只說明了可以依照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決定（《民法》

第 1119 條規定參照）。但具體情形應如何操作，卻完全沒有任何的

說明。

https://peilawyer.tw/blog/
https://peilawyer.t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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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目前法院實務對於撫養費的計算標準，多數係採用行政院

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各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用費用作為衡量的

基準。 

    舉例來說，如果志明、春嬌結婚後住在天龍國，後來也生了一個

女兒，但好景不常，因雙方感情生變，志明向法院請求裁判離婚，對

於女兒的扶養費用依照上表的標準，就會依 2016 年臺北市的平均每

人每月消費 2 萬 8476 元，做為女兒的扶養費用。 

    不過，提醒大家注意一點，所謂的扶養費用，還是得由法院依照

受扶養者的需求加以判斷。 

    中翻中後的意思就是，法院會衡量未成年子女是否在學，及之後

通常的學習情形來做評判。若個案中有比較特殊的情形，例如未成年

子女本身因為特殊疾病而醫療花費較多，法官也會調整主計總處所公

布之各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用費用。因此，個別案件中的未成

年子女如果有特別需要花費，建議在訴訟過程中一併提出相關證據說

明。 

雙方的負擔比例，應該怎麼算？ 

    在瞭解計算基準後，接下來大家會關心的是「我應該負擔多少比

例的扶養費呢？」此時，法官就會參酌雙方的經濟能力、實際負責照

顧未成年子女的心力等因素，加以衡量，一般來說，經濟能力部分通



                                                                                                      

第 14 頁，共 20 頁 

 

常會參酌當事人最近 2-3 年的申報所得資料，及開庭過程中向法院

說明目前的經濟狀況等資料。 

    假設，志明和春嬌目前每月收入都是 4 萬元，但實際上兩人所生

的女兒是由春嬌照顧，那麼法院可能認定雙方應負擔的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為 3：2（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3 號民事裁

定參照）。 

    說到這，大家應該也清楚的瞭解到，對於未成年子女的扶養，法

院確實會斟酌雙方的經濟能力進行調整。而這也印證了律師之前曾經

說明過：「即便經濟能力不如他方，但只要與未成年子女互動良好、

工作穩定，且有親友支持，還是可以成功爭取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親

權」的概念。 

不論有無親權，父母雙方都仍有共同分擔孩子支出的責任 

「律師，離婚後，我一直都沒有辦法看小孩的話，還要付扶養費嗎？

而且如果未來我有新的家庭要顧，根本也付不起對方要求的金額！」

在律師自己處理的個案中，很多當事人經常提出這樣的疑問。 

但要提醒大家的是，依《民法》第 1116 條之二的規定，即使是雙方

離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仍然繼續存在，也不會因為沒

有取得親權而改變。父母雙方都還是有共同分擔孩子生活、教育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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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費用的責任，讓孩子可以繼續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一直到 20 歲

成年為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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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不輸岳飛的超級戰神：低調的南宋名將孟珙    

（本文轉載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文：Xavier 元創

主義） 

    宋朝是個外患頻仍的朝代，也是名將輩出的時代，其中南宋初年

的岳飛和南宋末年的孟珙，可說是南宋最傑出的兩位將領。說到名

氣，岳飛無疑是華人世界最著名的南宋將領，然而提到貢獻度孟珙不

見得在岳飛之下。 

    從收復建康、擊退南下金兵、殲滅各地武裝勢力、收復襄陽六郡

到北伐重創金軍等，岳飛可說是金國最畏懼、南宋初年對朝廷貢獻最

大的將領，為金國名將完顏宗弼的剋星，讓完顏宗弼不禁感嘆：「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 

    只是岳飛和他的岳家軍雖然驍勇善戰，引起金國震撼，想鞏固自

己權勢一心期望跟金國議和的宋高宗卻對北伐百般阻饒。最後高宗幕

後指揮啟用秦檜在幕前張羅殺了岳飛，岳飛北伐的心願終究化為泡

影。 

    試想要不是宋高宗制肘，岳飛要是能得到皇帝積極支持北伐，在

各路宋軍策應之下，岳飛確實有機會率兵收復汴京、奪回河南地，甚

至渡過黃河追擊金人，直擾黃龍府，一雪北宋亡國的「靖康恥」。 

    可惜歷史沒有如果，岳飛可能的北伐戰果終究只能存在後世的想 

http://peavy.pixnet.net/blog
http://peavy.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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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中。但歷史就是這麼奇妙，就在岳飛死後 90 多年，南宋出現一

名猛將孟珙完成岳飛的心願，孟珙的先祖正是岳家軍的成員。 

    在蒙金戰爭末期，孟珙帶領宋兵出擊，大敗金國最後一支具規模

的武裝力量，擊破曾擁兵十餘萬人的武仙部 （7 萬人投降），並攻下

唐州等地切斷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徹底摧毀金國攻取四川做落腳處的

計謀。 

    最後孟珙領兵和蒙古軍一起進攻金哀宗困守的蔡州城，迫使金哀

宗自縊，城破後剛繼位不到一天的末帝完顏承麟也死於亂軍之中，金

國正式滅亡。戰後孟珙將金哀宗的遺骸帶回南宋，宋理宗在太廟舉行

獻俘儀式接受金哀宗遺骸，雪了百年前的「靖康恥」。 

    曾有人統計，孟珙在紹定六年和端平元年間殲滅的金軍數量高達

60 萬人，讓其他包含岳飛在內的南宋將領望塵莫及。當然，金朝末

年的金兵跟金國開國之初剽悍的女真鐵騎無法相提並論，岳飛遇到的

是全盛時期的金軍，孟珙遇到的有一部份是金國重新收攏的潰兵，但

之後孟珙面臨更強大的蒙古騎兵卻是貨真價實。 

    不可否認，金國大部分的領土是由蒙古所攻下，不過最後粉碎金

哀宗逃跑計畫的人卻是孟珙。蒙古大軍屢攻蔡州城不下曾陷入缺糧困

境，也是孟珙率兵運糧緩解危機。之後宋蒙聯軍接連攻入蔡州城，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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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金哀宗，如果說蒙古把金國揍的奄奄一息，那把金國最後這幾口氣

打掉的人就是孟珙，說他雪了「靖康恥」並不為過。 

    從這部分來看，真正替北宋報仇雪恨的是孟珙，這是岳飛終其一

生努力想完成卻沒能做到的。孟珙的能耐還遠不僅於此，之後的宋蒙

戰爭好戲才正要上演，孟珙的軍事天份嶄露無遺，不論對金國或對蒙

古都取得絕佳的對戰成績，這在南宋也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的。 

    西元 1235 年蒙古開始發動對南宋的戰爭，宋理宗曾詢問孟珙對

於局勢的看法。孟珙的回答相當乾脆：「臣係武夫，理當言戰，不當

言和。」和當年力主抗金的岳飛一樣，孟珙一腔熱血表達反對議和的

態度，得到宋理宗認同。 

    隔年蒙古大軍接連攻下南宋襄陽等軍事要地，甚至開始在湖北打

造船隻準備渡過長江，南宋戰局岌岌可危。就在此時宋廷派出孟珙領

兵救援，孟珙果然不負眾望，先對人數眾多的蒙古軍施展疑兵之計，

命宋兵變換旗幟服色，夜晚則命人在江岸高舉火炬，讓蒙軍搞不清南

宋究竟有多少援兵抵達，一時不敢輕舉妄動。 

    之後孟珙把握機會主動出擊，連破蒙古軍二十四寨，還救出難民

2 萬多人，創造「江陵大捷」，蒙古被迫撤兵。西元 1237 年溫不花

率蒙軍捲土重來，起初連下光州、復州進展順利，但攻至黃州時又被

孟珙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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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擋住蒙古大軍幾次強大的攻勢後，西元 1238 年孟珙開始進行

反攻，陸續收復鄂州、荊門、戰略要地襄陽和樊城等，可謂攻守全能。

孟珙不僅在長江中游的京湖戰區一柱擎天，還能支援南宋其他戰區，

威風八面。 

    蒙古炮製當年金國強攻四川的戰略，試圖拿下四川後沿著長江進

入南宋的兩湖地區，再進逼南宋核心的江浙地區。西元 1239 年蒙古

西路軍進攻四川一路勢如破竹，南宋成都、重慶等地接連失守，孟珙

精確判斷出蒙軍想進入兩湖的意圖，立即在長江三峽一帶的要點嚴密

佈防，以抵擋蒙古軍。 

    蒙古汪世顯部攻下夔州後，來勢洶洶東下，遭到宋軍擊敗，創造

「大埡寨大捷」，孟珙隨即收復夔州。當年金國試圖攻取四川東下的

計畫失敗，這次蒙古也不例外，受挫於孟珙，孟珙在南宋兩大戰區屢

屢擊敗蒙軍，撐起南宋半壁江山。 

    由於岳飛北伐遭宋高宗破壞半途而廢，從孟珙替北宋報仇雪恨滅

金、屢屢戰勝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蒙古大軍，擊破的金軍和蒙古軍加

起來以數十萬計，孟珙對南宋的貢獻的確不在岳飛之下。無法想像宋

蒙戰爭初期要是少了孟珙，南宋將如何自處，後世確實該給孟珙更多

關注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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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Xavier 要提出的是岳飛跟孟珙還有一個根本且令人傷感的

差別。一樣是盡忠報國驍勇善戰，孟珙得到宋理宗的理解和一定程度

的支持，晚年得以善終。岳飛卻在宋高宗授意下被害死，成為宋金和

議的犧牲品。如何保全自己全身而退，千百年來一直是各朝名將必須

面臨的艱難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