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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1 月 19 日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集」 

             〜行為規範內容〜 

問：本規範為何要求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受贈財物、飲宴

應酬事件時，須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答：1.基於公開透明原則，該簽報與知會之程序係為「保護

公務員」所設。雖然公務員當時曾拒絕收禮或婉拒邀宴，

然而為提供公務員即時澄清事實之管道，可避免日後遭

人誣告或檢舉時，出現無法證明清白之窘境。 

2.實例：曾有廠商向某機關承辦同仁致贈頂級紅酒一瓶，

該同仁當場表示不宜收受而婉拒，但心想不要張揚，而

未知會政風單位。嗣後該廠商因採購弊案遭檢調機關搜

索，查扣內部帳冊資料1本，內容記載該廠商歷年行賄

送禮之詳細人、事、時、地、物，並記載該同仁收受頂

級紅酒1瓶。該同仁雖辯稱當場已退還，卻因無人證明

而仍遭檢調單位約談，個人清譽大受影響。倘當時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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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曾立即知會政風單位，查有退還紀錄在案，則該同仁

之嫌疑得以立即澄清，避免日後滋生不必要之困擾。   

 

 

 

 

            客戶資料的安全防護 
大家習慣把資安問題的焦點放在外部駭客的入侵，事實上內部有

心人士與管理疏失才是資料外洩的最大來源。 

     據國外網路報導，多家銀行透過黑市購得一批金融卡資訊，而相

關資料是從 Home Depot 外流而來，Home Depot 也正式承認該公司的

多個支付資料系統被入侵，可能影響其在美國與加拿大商店使用金融

卡消費的顧客。無獨有偶地，國內的中國信託網站繳費中心也爆發用

戶的個人資料外洩事件，金管會調查後確定其內部程式設計、驗證，

及內控程序上有缺失，導致大量用戶資料外洩，因而裁罰新臺幣 400

萬元。 

  從事資訊工作的小潘看到這些新聞，回顧自己的工作，由於公司

跨入電子商務領域，資訊系統與網際網路的關係也日漸密切，自然也

開始擔心客戶資料庫的安全問題，思考著萬一有資料外洩的事件發

生，可能會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針對這些擔心的問題，小潘決定要

利用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約會，好好地跟司馬特老師討論解決方案。 

  司馬特老師聽完小潘的問題，喝口咖啡後娓娓道來，長久以來，

大家習慣把資訊安全問題的焦點放在外部駭客的入侵，將所有的心

力、人力、預算與防護重點，都放在外部威脅的防護上。但是，越來

越多的實際案例與研究報告顯示，內部有心人士或管理疏失已成為企

業資料外洩的最大威脅來源，對於企業內部擁有合法存取權限的有心

員工，毫無警覺與防備之心，已成為企業資料外洩最頻繁也最嚴重的

主要原因。 



頁 3 / 10 

 早在 2005 年時，Vontu 與 Ponemon Institute 就已經共同發表研究

報告指出，資訊安全的最大威脅並非駭客或病毒，而是惡意或粗心的

企業內部員工。後來 Ponemon Institute 又在 2011 及 2012 年另外與

Symantec 共同發表全美資料外洩成本研究報告，指出玩忽職守的員工

是資料外洩的最大元兇，絕大部分的資料外洩是由人為錯誤與系統缺

陷所致。Verizon 所做的 2014 年資料外洩調查報告中指出，大約 58

％的公部門網路安全事件肇因於內部員工，其中約 34％是員工在資料

控管上的意外事故所造成，另 24％則因未經授權與惡意的資料濫用所

致。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說明後，認同地表示：怠忽職守或粗心員工

造成的資料外洩還好補救，只要透過一定的加密機制，多少可以降低

風險；最令人擔心的，莫過於擁有合法權限員工的有意之舉，甚至是

擁有最高權限的主管或資料庫管理員，這些人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

害。 

 司馬特老師非常認同小潘的看法，喝完咖啡也繼續說明，在實務上

今（103）年也發生過案例，1月下旬，可口可樂公司爆發 7.4 萬筆個

人資料外洩事件，這些個資多半是社會安全碼與駕照號碼等敏感性資

料，除了 1.8 萬名現職員工受到衝擊之外，大部分受到牽累的皆屬前

任員工，而另外也有 4,500 筆個資是與外部承包商或供應商之員工有

關。根據調查了解，該事件起因於前 MIS 人員將數十臺筆電偷走所致，

由於被偷的筆電原屬人力資源部門人員所有，再加上筆電所有資料都

沒有依照公司之安全政策進行加密，於是筆電裡的個人資料就這樣流

落出去。 

 而 AT&T 早在 2010 年便曾發生客戶資料外洩的事件，因內部授權員

工濫用存取行為，導致 11.4 萬筆旗下 Apple iPad 3G 綁約用戶之郵件

地址外洩；今年又發生３名具備手機記錄存取權限的 AT&T 外部供應商

員工，濫用存取權限竊取顧客生日及社會安全碼等資料，目的竟然是

為了將 AT&T 綁約的手機解鎖，以便拿到二手市場上轉賣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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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潘也認為具有權限的員工如果有心想要竊取存於系統上的客戶資

料，一定是持續地五鬼搬運、不露痕跡，真是防不勝防，等到事發可

能已經來不及了，應該要怎麼事先防範呢？ 

 司馬特老師喝完咖啡繼續說下去，一般企業對員工的資安管理都很

嚴格，但是對高階主管及具有系統管理權限的人，管理上往往相對鬆

散；然而，容易洩密的卻都是這一群人。對於具有系統存取權限的員

工，資料加密也是擋不住有心人士的竊取，這必須由管理面著手，首

先要把公司的資料做機密等級的區分，密級以上的資料除應限制存取

權限外，存放在系統或資料庫中時，還要另做加密處理。 

 而客戶資料是《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的標的，又要特別小心處理，

萬一不小心洩漏出去，每位受害人都可求償，最少賠償額度是 500 元，

積少成多甚至可讓公司倒閉。所以，對於公司的客戶資料，尤其是電

子商務的廠商，客戶資料尤其多，僅是資料加密可能無法阻止具有存

取權限的有心人士竊取。為了防止資料外洩，除了在制度上要加以限

制外，系統設計時也要置入預防措施，因為有心人士所要竊取的客戶

資料一定要數量很大，才有相對利益，所以，要利用系統設置監控機

制，對於異常的資料下載，需要即時對其主管警示，以採取必要的防

止手段。 

 經過這次的討論，小潘對於資訊安全又有了深一層的認識。資訊安

全要防範的除了外部威脅外，其實內部合法人員的非法存取才是最可

怕的，尤其是客戶資料又涉及個人資料保護，處置不當將對公司造成

無法彌補的損失，唯有透過制度跟系統雙管齊下，才能有效確保資訊

安全。  

（作者◎魯明德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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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消化不良 

現代生活步調緊湊，工作忙碌壓力大，加上許多人三餐都不定時，

或是一些不良的飲食習慣，如暴飲暴食、狼吞虎嚥、菸酒過度等等，

故而消化不良已是現代人最普遍的腸胃症狀。 

   根據臺灣消化系醫學會之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平均每３個人就有

１人患有腸胃不適症狀，影響生活品質甚鉅。雖然該症狀可能不會有

直接威脅生命的危險，但若未予妥善治療與保健，可能會為健康帶來

更大的隱憂。 

  所謂消化不良，凡是上腹部有疼痛或不適的感覺，即可稱之，主

要症狀為腹脹、噁心、打嗝、進食時容易有飽足感。引起的原因大多

與生活習慣、飲食、壓力或某些疾病的機能失調有關。因胃腸蠕動不

佳、賁門鬆弛造成胃酸逆流、膽囊疾病而起者，稱為「器質性消化不

良」；因吃太快、咀嚼不足、食物難消化、暴飲暴食、菸酒、壓力、

過勞而導致者，稱為「功能性消化不良」，通常以功能性消化不良者

居多，約占 80％，且病因相當複雜。 

 改變生活習慣或飲食方式對消化不良的減緩是相當重要的，例如：

避免攝食加重消化不良症狀的任何食物；定時進食，細嚼慢嚥；避免

飯後立即劇烈運動；減少肉類的攝食，多攝食纖維如蔬菜、水果；不

抽菸喝酒、少喝咖啡；放鬆心情減緩壓力等。 

 當發現經常性的嚴重消化不良，或症狀的持續可能暗示背後有更嚴

重的成因時，多數的民眾常自行到藥局買藥服用；但醫療行為最重要

的是症狀與病情係透過醫師的正確判斷，在診斷尚未確立的情形下，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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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自行用藥的行為都有風險，因此籲請民眾當上述消化不良症狀持

續時，應即就醫診斷，以避免漏掉重症的徵兆而錯失治療時機。 

（作者為◎黃彼得 童綜合醫院胃腸肝膽科醫師） 

 

                      

 

現今情勢下國人應有之保防觀念與作為 

一、前言 

  近年兩岸交流頻繁，不論是在經貿、醫療、觀光、參訪或返臺省

親等活動均有較往年提升之趨勢，導致國人易疏於防範，使中共更積

極以聯誼會、研討會及同學會等各項名義，邀請我方退休公職人員、

退役軍人等參與，並於活動期間從事統戰，甚至透過臺商或第三國人

員交付特定任務。年來連續發生公務員、退伍軍人、臺商及學校教授

等涉共諜案，案例中不難發現中共擅長透過同學、親友、舊屬、師長、

同鄉等關係，熟悉個人嗜好，設陷吸收，加以金錢利誘、美女色誘、

親情拉攏或接待旅遊等各種方式對其蒐情。 

  隨著兩岸情勢變遷，中共對於情報資訊的蒐集更是無所不用其

極，且手法不斷翻新。在兩岸密切交流的和平表象下，國人對國家安

全觀念及敵情意識卻日趨薄弱，因此，強化全民國防意識與保防觀念

更顯重要，是以「提高憂患意識」與「培養良好保密習性」不只是部

分人士的責任，更是全民共同的使命與任務。 

二、國人應有之態度與作為 

  經觀察分析，近幾年肇生數起之共諜案裡，赫然發現中共情報組

織嚴謹、分工細膩，並以吸塵器方式將各方蒐得之情報資訊經分析、

歸納、綜整等程序，組成一完整及可信度極高之重要情報，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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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情工已藉由各項管道撒網，運用美色誘騙、金錢利誘或弱點脅迫

等手法，繼而「打入」至我政府各機敏單位或重要處所，進行刺探與

情蒐任務。而今，國人應以何種態度與作為因應兩岸密切交流下之潛

在危機，這是值得省思的一門課題。以下就國人應有之態度與作為列

述如下： 

（一）明確敵我意識 

  雖說兩岸在經貿交流上較以往有長足進步，但就以美國舊金山大

學的知名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的「SWOT 分析法」來看，我方除了享

有貿易出口的優勢（Strength）及經濟開發之機會（Opportunity）外，

卻也存在著內部的劣勢（Weakness）與外在的威脅（Threat），加上

習近平掌權後的執政思維，延續胡溫「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對臺

模式。  

  中共近年不但軍費日增，在武器裝備上更是今非昔比，另在導彈

發展上已高度滿足距離、數量以及精準度的各項條件，對我之威脅從

無一日減低或弱化；此外，更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利用「以商

圍政」、「以民逼官」之群眾戰操作手法，對我國家整體安全造成嚴

重影響。故國人應了解中共之統戰陰謀與犯臺意圖，並深刻體認居安

要能思危，有備才能無患，要以國家安全為己任，拒絕外來一切誘惑，

隨時保持警覺，提高對生活周遭可疑人事物或不法徵兆的敏感度，發

現問題即時通報相關部門應處，除能保護自己外，更能維護社會安寧

與國家安全。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敵我利害關係」，強化應有的敵情

警覺。 

（二）了解情蒐模式 

  有鑑於中共善於運用人性之弱點，除對我施以文化情感交流等手

段外，亦常威逼利誘臺商或我官兵之親屬等進行間接之情蒐工作。中

共早期情報蒐集模式概分為「打入」及「拉出」兩種模式，所謂「打

入」是檢派適員，滲透指定單位，發展內線工作，廣蒐所需機密資訊、

軍事科技等情報資料，回傳中共運用；「拉出」係依機敏單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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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部門、高價值目標與人物等，尋找合適人選吸收策反，再交付蒐

情重點，回傳中共參考。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中共情蒐手法已趨多方

位與多層次，面對當前情勢，國人在保密防諜的作法上必須與時俱進，

尤其在全民國防之時代趨勢下，人人更有責任與義務主動防制敵人滲

透蒐情，提高個人保密素養與資安強度，洞悉敵方陰謀企圖，積極提

升安全防護能量，確保國家整體安全。 

（三）落實保防工作 

  全體國人的敵情意識及安全警覺，絕不可因兩岸氛圍和緩而有所

鬆懈，所謂「最堅強的堡壘，必須要從內部攻破」，就保密之觀點，

如同螺絲釘未將機器的馬達拴緊，沒有失敗或退步的空間，須將每個

環節之保密措施逐一拴緊，並透過重複檢視及稽核管控作為，避免安

全上之罅隙，方能確保國家安全無虞，故保防工作乃為安全之不二法

門。保防除了保密防諜的功效外，更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防線，特別是

在資訊科技便捷的現代環境中，訊息傳遞快速，平面及電子媒體蓬勃

發展，極易產生個人或機關重要訊息外流之風險，這對於保密工作而

言，無疑是一項嚴峻的考驗。因此，國人應秉持不分平時或戰時的態

度，自我強化資安措施，落實保密作為及資訊安全管控，例如：提高

電腦保密強度、善用加解密軟體、不隨意下載不明程式、定期更新病

毒碼等；另對於赴陸旅遊參訪之親友，如有遭不明人士探詢或交付任

務，均應協助向有關機關檢舉反映。只要多一分關心便能少一分風險，

也唯有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性及資安素養，才能建構強大的安全防護

網，發揮保防工作之重大功效。 

三、結語 

  中共的情蒐活動經常被比喻為「真空吸塵器」，一方面為了不引

起情報提供者的警戒，而不追求特定的資料；另一方面又像大功率的

吸塵器，汲取所有能夠獲取之資訊，然後再從中挑選重要的情報。也

許每個人僅能提供少量的資料，但聚沙成塔，積少成多，就可能將重

要的軍經資訊拼湊出來。相對地，我們必須落實全民「保密防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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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責」的認知，完備保防工作並強化個人心防，讓國人不易遭敵威

脅利誘，這是全民共同的使命與任務。在原理上就好比每個人代表是

一個點，只要將點連結成線，再由許多線構築成一張綿密的防護面，

如此，國家就能具備堅實穩固的安全網。 

  古語有云：「君不密，則國亡；臣不密，則身亡」，這句話告訴

我們，平時要有居安思危的觀念，唯有認清敵情威脅，提升憂患意識，

建立正確的保密觀念及高度的防諜警覺，勇於拒絕金錢與美色誘惑，

繼而營造一個內部純淨、外部強固的安全環境，全面防制內部危安及

外部威脅，方能踐履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國人安心之重要核心目標。  

                           (摘錄自清流月刊第 12 號◎鍾永和)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廉政專線：089-672297  

   

E-mail：gipn@mail.moj.gov.tw 

 

洩密之害在於疏忽，保防成功在於預防。 

 

歲末迎春新機運，守法慎言好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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