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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11月 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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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義為何？請舉例說 

明 

答：（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

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參照）： 

1.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

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二）舉例說明： 

1. 業務往來：特定行業或團體存在目的係居間、代理或

協助自然人、法人等與政府機關有互動往來者。如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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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業與警察機關、律師與檢察機關或法院、地政士

（代書）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地政機關、會計師或

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關、建築師或技師與建築管理

機關、報關行與海關、代檢業者與監理機關、防火管

理人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機關等。 

2. 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

市議員與縣市政府、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各部會、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金融機構、經濟部與公司行號、交

通部與交通事業機關等。 

3. 費用補（獎）助：如文建會補助某藝文團體、內政部

獎勵某公益團體、青輔會補助青創會、新聞局補助某

藝術團體等。 

4. 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如機關正在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

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或已得標均屬之。 

5. 其他契約關係：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6.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

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如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

案；或公務員執行檢查、取締、核課業務之對象等。 

 

 

 

           

          談空軍陳姓退役上尉洩密案 

     

105 年 10月間，由我國國防部軍情局主動發掘、反映，我國前空軍陳姓

上尉於退伍後至大陸地區經商失利，遭中共國安 單位吸收；中共要求

陳員返臺蒐集國防情資，並透過以往軍中同袍、舊識，吸收現役、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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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人員發展情蒐組織，伺機擴大在臺情報蒐集網絡。然而陳員異常舉

動引起軍情局反情報體系察覺並截獲相關情資，確定陳員為中共蒐集情

資後，會同法務部調查局偵辦，於時機成熟時逮捕陳員及獲取相關事

證，後由高等法院裁定禁見，並於今年５月判處 3 年 6 個月徒刑。 

成因研析--此次陳姓上尉透過個人私交關係，使用一般民眾常用之

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聯絡，進而試圖洩漏相關國防機敏訊息，讓我們

瞭解，不只在可見的未來，甚至當下諸多的通訊、新型傳播工具，已被

大量利用於情報蒐集的工作。另國防部自 104 年 11 月試行開放官兵限

制性使用手機以來，仍見官兵違規使用智慧型手機、數位裝置等情形。

常見的案例，除了在不合規定的地點、區域使用外，更有甚者，少數保

密警覺性不佳人員，公開在網路、社群媒體談論公務機密，無疑對國防

與社會安全產生極大風險。時下通訊科技、傳播功能的進步，加上中共

情蒐、刺密手段複雜多變，將使國家安全面臨更大威脅和挑戰。全體官

兵除應貫徹「保密十要項」，亦應該經常自我審查，遠離可疑分子、高

風險營外活動、不良嗜好。各級幹部更應秉持「毋枉毋縱，除惡務盡」

的原則主動查察，落實檢查責任內人、事、地、物，保障內部純淨。持

衡貫徹保防教育深化危機敏感力度。 

本次案例中，涉案空軍陳姓退役上尉儘管已經退伍將近十年，然而

陳員所認識的舊識、軍中友人在接受部隊一定時間歷 練後，案發時現

階段多半已成為國軍中、上校級幹部，其所接觸的相關國防事務，如負

責國軍部隊戰訓、情報、通信等重要機敏單位接密人員，向來皆為中共

滲透、竊密之重要目標，對於敵人具有相當價值。所幸本次案件中，陳

員所接觸的人員察覺異常，進而迅速透過建置內管道向上反映，及時阻

止洩密案件範圍的擴大，可見個人的保密習性與危機敏感度，是國軍各 

級單位防杜機密外洩的重要關鍵。本案偵破亦顯示平日軍民保 

防教育觀念的建立已達相當成果。「礎潤而雨，月暈而風」，但凡各

種危機發生必有其徵候，對於危機的防杜，有賴長期教育、宣導，唯有

持衡貫徹與有效落實各級保防安全教育，深化危機敏感力度，方能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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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時刻發揮有效戰力。 

 

 

               

               

                

               解嚴30年之社會安全省思 

 

   戒嚴和解嚴都是時代背景需求下的產物，臺灣歷經38年的戒嚴時

代，而解嚴迄今已屆滿30年，讓我們來回顧與省思這30年來臺灣社會的

變化--民國76年7月14日，前總統蔣經國衡酌國內情勢，宣布臺灣地區

自76年7月15日零點起解嚴；從那時起，臺灣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記得解嚴之前，長輩經常提醒年紀還小的我們，這個不能講、那個不能

講，不然會被抓去關、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隔牆有耳……之類的，很

自然我們就被養成謹言慎行的個性，生活中除了讀書、租漫畫書來看、

和隔壁小朋友玩遊戲、看電視之外，可以說對國家社會沒有其他的想

法，一切似乎都是那麼地理所當然。什麼是解嚴？在那個懵懂的年代，

由於已經習慣戒嚴時代的生活，因此絕大多數人在第一時間並沒有什麼

感覺，生活如常、紀律依舊，絕大多數人也沒有想過這兩者之間的生活

到底差別在哪裡？只知道開始有其他政黨的組成、有了更多報紙的選

擇，開始有人公開集會遊行，民眾們逐步地行使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

從82年開始，媒體如雨後春筍般開設，令人目不暇給。從此，人民可以

從不同的媒體獲得越來越大量的資訊，與其他人講話也逐漸不再需要遮

遮掩掩、防諜、防隔牆有耳。85年，臺灣人民首次擁有直接票選國家元

首的權利，自由民主發展臻於成熟，從這一刻開始，大家的生活模式與

戒嚴時期有了明顯不同。解嚴後，臺灣人民的生活開始變得越來越多采

多姿，各種生活上的娛樂也迅速發展，臺灣社會進入不夜城時代，同時

人民獲得的資訊來源也越趨迅速與多元，並且自我權利意識抬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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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看到了一個人人充滿希望的社會。不可諱言地，解嚴後，每個人無

論是在言論或行為上的自由度都有了相當幅度的成長，可以暢所欲言、

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經過30年的演變，各種超越尺度的言行開

始不斷出現與嚴重化，形成「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的現象，侵

害他人生命權、汙衊他人人格的情形不斷發生，近年來更衍生出「無差

別殺人」事件，這已經與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自由是以不侵害他人

的自由為前提」相悖，所以我們有必要做省思。 

一個正常運作的自由民主機制，一定有一套合情合理的法律，提供給社

會大眾共同遵循，而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範圍內發揮所長、尋求自己想

要的生活模式。臺 灣從戒嚴到解嚴，或許是政府沒有做好過渡時期的

公民教育，也或許是民眾一時間 內難以對兩者間的社會差異性做出區

隔，以致部分人民無法認識到自由民主的真諦，扭曲自我主義的本質。

雖然身為「公民自由」世界排名第一的國家，但並不值得雀躍，因為我

們有一部分的公民迄未尊重他人擁有自由、身體自主、生命權的概念，

以致言語或行為霸凌、傷害、性侵害、性騷擾等事件仍持續發生，這實

在是一個自由民主社會所不應該存在的現象。因此，我們的政府負有教

育公民的責任，而生命教育即為首要。要怎麼著手呢？筆者認為，學生

方面可以由學校負責生命教育的基礎教學，學校之外的廣大大眾則由政

府負責。從一般人最容易接觸到的媒體（如電視、收音機、報章雜誌等） 

及現代人「機不離身」的智慧型手機著手，可以鼓勵媒體多播放、報導

與生命教育相關的節目、文章；智慧型手機的「手遊」則可以建置尊重

他人生命與自由的相關遊戲。藉由最稀鬆平常、最易接觸的電子媒體，

相信可以逐漸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對於媒體傳播過於腥羶、暴力的內

容，政府也應該適當管制，以避免社會大眾模仿， 進而造成臺灣社會

的失序混亂。一個長期受威權統治下的社會，在解 嚴 30 年後即能達

到今日的民主成就，臺灣 創了另類的「民主奇蹟」。在享受自由民主的

此刻，對於失序的社會現象，有待我們靜下心來省思，並重新認識自由

民主的真諦。唯有在尊重他人生命權與自由權的前提下，社會安全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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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保障，解嚴也才能彰顯出它的可貴與價值，願大家共同來努力達

成！ 

          

         

 

覆巢之下無完卵─ 全民保防意識動起來 

    

近年兩岸情勢變化多端，凸顯國家安全威脅倍增與落實保防工作之重

要。初步觀察，2016年新政府執政以來兩岸交流趨勢，係由經貿、文化

等面向取代較為冷卻之官方、旅遊觀光等交流，尤其經貿活動益發受到

對岸強化與重視，藉以補強多層次統戰意識，達到全面滲透的目的。 茲

列舉國人容易忽視的滲透面向與洩密管道加以說明：例一、近年侵臺風

災頻仍，造成部分地區嚴重災損，中共對臺單位透過相關組織，於秋節

期間派員親送陸配慰問金。此舉，顯示對岸對臺統戰工作不因民進黨執

政後有所減緩，反而作法更加細膩、更能打動人心。例二、國內 X 社

團為配合對岸統戰青年作為，大量吸收學生、青年入黨，同時規劃提供

我大專院校在學生赴陸行程所需費用，藉以培植、吸納青年學生加入組

織。例三、臺灣農業改良、養殖漁業等科研技術獨步全球，舉世聞名。

中國大陸為追求農改、養殖技術大躍進，鎖定相關人士與特定管道誘吸。 

近年多項臺灣引以為傲的農改與養殖技術、流程，整套外流大陸。我國

於2014年破獲4個大陸男子在南投縣A鎮非法採茶竊取我國種茶資訊

案；又於2015年發生B公司穀物乾燥機技術被竊取案，涉案人員亦為大

陸人士。美國聯邦調查局於去年發現經濟間諜案激增53%，涉案人大多

源自大陸。顯示不僅國防機密，農業或企業秘密也都成為大陸目標。對

岸無孔不入的統戰及滲透作為，對我國家安全影響層面，包括：1.柔性

統戰作為更能打動人心：統戰之上乘高妙作法，不在以力服人、以勢屈

人，而在打動人心、攫取人心。2.青年學子是中共攻堅的重要對象：國

內社團以外圍企業組織作為掩護，大舉吸納學生青年的作為，國安團隊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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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高度關注，因為青年學生最具潛力與影響力，也是最容易受到蠱惑

的族群。3.農改及養殖漁業優勢流失動搖根基：中共物吸我農改及漁業

專才、複製（竊取）我科研成果，主要以市場誘吸方式進行，同時鎖定

臺商、退休官員、教授、離職人員等多重管道以直接或迂迴方式攻堅。

我方官員及學術界農漁專才自是中共物吸的重點，尤其是在各領域有專

精的人才，更是中共長期鎖定的目標，此間衍生的相關國家安全問題殊

值重視。蔡政府面臨急遽變化之兩岸情勢，期許增進互信、縮短磨合期。

未來可預期，大陸領導階層將加大對臺政治、外交、經濟主導力道，政

府必須著力凝聚朝野共識、化解內部對立，以因應來自對岸逐漸增強之

政、經、文、軍各面向的統戰攻勢。尤其農漁科研秘密係國家長遠經濟

發展的核心之 一，若遭對岸竊取或盜用侵害，對於臺灣農漁業發展影

響甚鉅，將損及國際競爭力。保護農漁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讓全民有

更多認識與知覺，實是政府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 

                 

                文字教育 

        屈原--竭智盡忠疏於保密的受害者 

 

屈原，名平，戰國時期楚國人，擔任楚懷王左徒，地位相當上大夫，僅

次於令尹，他是楚王的親信，也是楚國的貴族。屈原學識淵博，「明於

治亂，嫺於辭令」，在朝，常與楚王商議國事，討論政策去向，發布政

令。對外，負責接待各國使節，周旋各諸侯，促進邦交情誼。屈原具有 

內政與外交的才華，因此很得楚王的倚賴與信任。  

小人難防--然而，好景不常。有一位姓上官的大夫，職務地位與屈原比

肩，一心想爭得楚王的寵信，因此非常嫉妒屈原的才華。有一次，楚王

指派屈原制訂法令，他草擬的政策還未定稿之際，卻被上官大夫看到了， 

竟想一手搶奪過去，屈原不給。上官大夫就向楚王進讒言：「王使屈平

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楚王聽了勃然大怒，從此疏遠屈原，漸行漸遠。楚王不聽屈原的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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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被張儀詐騙，後來竟客死秦國。屈原最後不忍見亡國之痛，乃抱石

投汨羅江自沉。《漢書》作者班固，批判屈原喜歡顯露自己的本事，經

常意氣用事，又與上官大夫一爭長短，由於行事風格高調，性格寧折不

屈，才會遭遇讒害。班固又說屈原責備楚王，怨恨同仁；遇到意見相左，

就忿忿不平，很難與同事相處，顯然其人際關係不佳，但這種批評並無

損於屈原公忠 體國的精神。 

竭智盡忠但疏於保密，不過，我們試想，屈原為什麼會得罪小人？為什

麼楚王會聽信小人的話而疏遠他呢？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內 

容，可以嗅出一些端倪，在此，提出屈原受害而不得志的原因：首先，

屈原是楚王身邊的重要幕僚，楚王常與他共商國事，議定大政，經過充 

分討論決定後，就請屈原草擬公文，奉核後才公布施行。究竟那一次上

官大夫看見了什麼不可告人的國家機密，或侵奪既得利益的改革機密，

而不為現任官員甚至外戚集團所苟同，才會想去搶來先睹為快，或想撕

毀公文書？如果屬於例行公文書，或許無傷大雅，既無侵犯他人權益或

既有利益，那上官大夫在緊張什麼？如果此一公文與他沒有切身利害關

係，他又何必去窺視？如果只窺視到公文一角，有那麼嚴重到必須進行

搶奪？如果一般性公文書，無關大夫的權益或利害關係，那給他過目又

何妨？如果屬於國家級的機密文書，當然越少人知道越好，屈原為什麼 

不懂得小心翼翼妥善保管而給人機會？為什麼會大刺刺地拿著公文招

搖過路？難不成正合班固數落他「露才揚己，競爭群小之間」的個性？ 

其次，上官大夫要偷看「憲令」，想搶來一看究竟，竟被屈原當面拒絕，

上官心情自然不悅，更何況他想與屈原爭寵，屈原難道一無所悉？對朝

廷周遭環境竟然如此無感？對楚王交付他重大任務，屈原竟然大意，事

不保密，被人撞見，還差點被人奪去，警覺性實在太低。而公文未定，

卻已經「眾莫不知」，如此大事毫不保密，難怪班固會對他有所微詞了。 

再次，屈原制法，還在撰擬階段，上官就看到，看到又想得到，得不到

就以讒言毀謗屈原。試想君臣之間的指示、受命過程，上官大夫怎會知

悉，路人怎會都知情？至於法令一公布施行，屈原就公開自我誇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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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會傷透了楚王的心：一者，指示訂政策的是楚王，屈原完成立法後， 

卻沒有功歸於長官。二者，功未歸長官則已，竟還大言不慚把功勞往自

己身上攬，渾然忘了還有大老闆的存在。三者，讓楚王產生一個錯覺，

以為屈原在外四處招搖，目中無主，自以為有權、有才華、有能力，甚

至是一位決策者，太自我膨脹了，難怪楚懷王會震怒而疏遠屈原。 

記取歷史教訓 閱讀〈屈原賈生列傳〉，不免忖度：屈原被楚王重用時，

辦事疏於保密；當眾發言時，又未能多所斟酌，說話得罪小人而遭毀謗。

然而，歷史總是不斷重演。近年爆發某大學副教授住家與研究室遭檢調 

單位搜索，以涉嫌違反〈刑法〉洩密罪、《國家安全法》及《國家情報

工作法》等罪嫌被聲押。同案還有兩名他的學生，也被同步搜索後交保。

由於老師經常往來兩岸，可能被逼迫或被誘惑後，請求學生查詢特定對

象的來臺行程與入出境資料，將之交付對岸。 如今兩岸交流雖由熱趨

冷，兩岸人員仍有互訪；酒酣耳熱之際，不免高唱你是我的兄弟，忘我

而說出不該說的話，交出不能曝光的資料，其嚴重後果，誰能料及！屈

原個性良善，才華橫溢，卻疏於保密又多言賈禍，值得吾人多加警惕。 

                 

              電化教育 

                       誰贏了空城計？  

 

歷史告訴你，諸葛亮贏了空城計，司馬懿卻贏了整場戰爭。諸葛亮

一死，司馬懿能不悵然嗎？每個人一生當中都需要有相互扶持的朋友與

一決高下的敵人，才會精采絕倫。 

世人都知三國時最有名的虛實之戰就是「空城計」，即蜀國諸葛亮面

對曹魏司馬懿率領數十萬大軍直攻西城縣而來時，不但沒有緊閉城門，

反而逆其道大開城門，坐在城門上悠哉的焚香撫琴，再加上士兵數人來

回掃地；此舉措讓司馬懿認為，素以謹慎聞名的諸葛亮一定在城內埋有

伏兵，所以，老謀深算的司馬懿因而做出使數十萬大軍退守四十里的決

定。諸葛亮的鎮定與機智，反襯著司馬懿的慌張與愚蠢，但事實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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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嗎？ 

司馬懿在魏國一直未受重用，官場起起伏伏，好不容易官拜大都督，

節制百萬雄兵，焉能不知其權力非來自魏明帝，而是源自諸葛亮。諸葛

亮在，魏明帝有所忌憚，必須靠司馬懿，諸葛亮用兵越神速，朝廷就得

越加倚重司馬懿。況以司馬懿的睿智韜略，熟讀史書兵法，豈能不諳「狡 

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 他清楚地知道，若攻進西

城活捉諸葛亮， 自此世間再無抗手，那魏明帝又豈能容他司馬懿鼾睡

於臥榻之側。「大智若愚」、「大成若缺」是需要何等的修為。多少良臣

名將看不破赫赫戰功，他司馬懿不計個人毀譽，惟圖其司馬家大業，明

白只有軍權在手，才得以施展一生之所長。「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 

無勇功」。很幸運地，我們未曾受過戰爭的摧毀，不用經歷戰爭的生離

死別，但我們一生當中仍會面對無數次的競賽。先從學校這個競技場開

始，透過大大小小的考試，形形色色的比賽，使自己學習到知識、技能

與才藝。考試見高低，比賽有名次，國中會考及大學指考固然重要，但

那只是升學考試，決定讀哪一所學校哪一科系，是一場戰役，非整體戰

爭，犯不著因一兩次的失手如喪考妣，還有碩士班與博士班考試，那才

是學歷的最終版圖。踏入職場後，又是不斷地試煉，不斷地抉擇，有時

仕途會不亨通、方案不被採納、業績會不盡理想，陞遷不如預期，但千

萬不可灰心喪志，而是要持其志毋暴其氣，不要太計較一城一池的得

失，那樣，反而會輸掉整個王國。活著不是要爭一口氣，而是爭誰的氣

長，就端看你在乎的是什麼，是贏了99場，輸掉總決戰；抑或輸了99 場，

而最後一勝定天下呢？仔細想一下，空城計其實是諸葛亮錯置兵力分布

後，在司馬懿率軍直攻而來所不得不採取的對策，且若非司馬懿心中另

有更深遠的謀算，當時其只要就地紮營列陣，空城計必於1、2日內即被

識破。所以，如果你問我，誰是空城計的贏家，我會回答你，諸葛亮贏

了空城計，贏了戰術戰役， 贏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好名聲；而司馬

懿雖輸掉空城計，卻贏了全盤戰爭，亦為後代子孫打下創建晉國的好基

業。 試問，諸葛亮一死，司馬懿能不悵然嗎？所以，每個人一生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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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有相互扶持的朋友與一決高下的敵人，才會精采絕倫。朋友可以

跟你一起分享喜怒哀樂、共同成長；擁有棋逢敵手的際遇會讓你有求生

意志、鬥志高昂。所以，對於朋友心存感謝，對敵手更應心存感恩，因

為敵人永遠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且能讓我們隨時惕勵自己及保持朝氣蓬

勃之最佳良伴。最 後，誰才是空城計的贏家？其實兩人都是；總之，

只要能看穿命運安排且樂在其中並活得精采者，你我也都能成為享受生

命的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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