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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精神教育宣教主題 

主題：遵循廉政倫理  確維純良風氣 

-淺析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之適用 

                         國防部政風室  楊文豪專員 

按行政院於民國 97 年訂頒「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以下簡稱行政

院倫理規範），作為推動公務倫理之首要工作，其目的在於引導公務

員執行公務過程，時時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

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國防部既為行政院團隊，國軍人員執

行公務亦屬廣義之公務員，自有配合政府推動廉政相關政策及樹立廉

能典範之責。國防部爰依據前開規範第 19 點規定，訂定更嚴謹、更

適切國軍傳統的「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以下簡稱本須知），使國

軍人員依法行政，進退有據，延續優良軍風。 

鑑於本須知歷經制訂、修頒，實踐迄今已逾 9 年，今謹摘取實務運作

個案關鍵爭點提出分析、因應建議： 

一、本須知之核心事項為何？本須知適用的對象是否僅限私人間？公

務機關間甚至是與私人廠商或人民團體間的往來，是否也適用？ 

（一）為機先掌握貪瀆事件爆發前兆，研擬有效預警措施以為因

應，爰經彙整實務案例，確認「職務上利害關係」為易引發

不當聯想之關鍵因素並抽象化實案要件後，爰制定本須知。

須知中針對「職務上利害關係」，係採漸進模式界定，亦即

凡「因國軍人員之服務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

或不執行，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者，均屬與國軍人員有

「職務上利害關係」，而須受本須知較嚴謹之規範。 

本須知之規範初衷，係為避免公務執行遭到個人行為之牽

扯，而引發不當聯想或干擾，也就是不要造成公務的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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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有引發外界「瓜田李下」的想像空間。為此，本須知

規範重點係以個人行為出發，並設有「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異限，以適當阻絕脫逸正常社交活動外觀之行為污染廉明

公務之可能。惟另綜合考量現代社會生活中逐漸團體化之

現象（諸如交易行為絕大多數係公司等私法人團體與機關

締結，惟後續個人行為與團體行為有相互融合之現象），謹

擴張當事人概念範疇，在不涉及純個人行為（諸如親屬關

係）概念下，例外得將機關或公司等民間團體列入，進而

適用本須知之贈受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等相關規範。 

  （二）至於公務機關間之互動，如屬偶然且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業務交流性質，彼此間財物贈受或必要之飲宴應酬則屬「公

務禮儀」範疇，不受限制；惟如與機關間具有契約、業務往

來或指揮監督關係之廠商或民間團體，倘發生「贈受財物」

與「飲宴應酬」等行為，因彼此間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除係符合「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之飲宴應酬，或「贈與新臺幣 500 元以下，同機關贈與總

額未逾 1,000 元之財物」，得例外辦理外，其餘均應禁止，

亦無所謂「敦親睦鄰」概念之適用；故如機關辦理尾牙、春

酒之場合，即應婉拒承攬機關契約之廠商或接受機關補助之

民間團體所提供逾 1,000 元之摸彩品或紀念品；縱使彼此

間無職務上利害關係，倘餽贈或摸彩品逾正常社交禮俗，雖

得收受，惟應辦理登錄。 

二、倘遭遇難以明確判斷之廉政倫理事件爭議情節，該如何應處？如

果作錯了，直接退還受贈物或當作沒參加過飲宴應酬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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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就沒事了嗎？ 

  （一）奉公守法的國軍弟兄，絕非是廉政倫理事件之發起者，故大

多數的廉政倫理事件，都發生在未料想之意外情形下；此時能熟

記本須知內容並及時正確適用者實少之又少，為確實維護同仁權

益，避免遭受外界後續無謂質疑，在此建議，倘遭遇當下不易立

判與處置之廉政倫理事件，宜先以婉拒，隨後立即辦理登錄；倘

遇盛情難卻，應儘速查詢適法內容後依規辦理並完成登錄作業。 

  （二）登錄的重要性： 

      1、軍醫院主治醫師某日發現辦公桌上置有藥商贈送之鉅額金

錢，驚覺不妥下逕行通知領回，惟礙於人情，遂未向監察

單位辦理登錄，當作沒發生過；未料事隔半載，因該藥商

涉嫌賄賂案而發覺相關帳冊記載贈錢乙事，該醫生致遭搜

索和羈押，直到偵查終結後才免受訴追之苦，然其一生之

清白卻毀於一旦……。本案為未登錄廉政倫理事件之典

型，受贈者往往本於未取財物或顧念交情，於拒絕或返還

餽贈後忽略登錄作業，惟卻始料未及如此恐正是將自己推

入訟累深淵之中。 

      2、「登錄」，正是本須知之重要機制，藉由登錄之實施，將原

本隱藏於檯面下不易查覺之行為，翻轉為公開之書面資

料，並透過呈核程序保存於機關檔案，不僅達到公開透明

之目的，亦可適時保護其免受日後刑事訴追拖累之苦，本

須知同承體系，亦設有「登錄」機制。是以，倘遭遇無法

立即為適法判定之情形，抑或發覺對廉政倫理事件實施錯

誤因應行為後，均應儘速辦理登錄；蓋即使事後方補行登

錄作業，其所為之登錄仍能達到同樣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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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作用。 

  （三）何種情形應辦理登錄？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主要依循行政院倫理規範體例

而來，將受贈財物、請託關說與飲宴應酬等廉政倫理事件

區分為禁止事項、允許事項及限制事項並異其效果。禁止

事項之效果為不允許接受或作為，遭遇者並應辦理登錄；

允許事項之效果則係得為接受或作為，亦毋庸辦理登錄；

限制事項則係處於禁止事項與允許事項之中間帶，原則上

允許接受或作為，惟因慮其類型容易引起外界過度聯想與

揣測，爰另特別規定遭遇時應辦理登錄，以適當消去可能

引起之不當聯想。故需辦理廉政倫理登錄之時機應為發生

禁止事項或限制事項之情形。 

綜整現行規範下，屬於廉政倫理事件限制事項者略為：無

職務利害關係之非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所為市價超過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之餽贈，以及職務利害關係者間飲宴應

酬，具有「公務禮儀必須」或「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

且邀請一般人參加」情形屬之，遭遇者並非不得接受或辦

理，惟應分別依規辦理登錄或事先報准後實施。 

三、結語 

根據本部近年委託專業機構，針對國軍廉正態度所辦理之問卷調查分

析結果，發現在當前的國軍中，存在一個有利於廉政推動的氛圍；調

查結果顯示，逾 5 成(50.9%)受訪國軍弟兄對於貪污「一點都不能

容忍」；反之，能夠完全容忍軍中貪腐的僅占 8.8%。另一則是，有

超過 7 成(74.8%)的受訪者，在知道「國軍人員有貪污違法的行為

後，會提出檢舉。」由此，足證本部歷來透過各種宣教方式，持續對

軍人廉潔品格之形塑與養成，確實發揮功效，此亦可由國軍弟兄們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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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尚明的廉能體質始終存在乙節即可得證；惟應注意的是，研析歷來

國軍風紀違失實案肇發關鍵環節，部分原因恐來自國軍人員在廉潔規

範與行為之認知與實踐，似仍因不諳方向及方法，而有陷於「道聽塗

說」或「多頭馬車」之現象，誠值關注。為此，本文謹以「國軍人員

廉政倫理須知」為題，摘錄實案情節，鎖定疑義爭點，進行分析並研

提因應之道，希冀提供國軍人員對於廉政倫理之身體力行，發揮明確

而具體之導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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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珍珠港事件」 談關鍵基礎設施的重要性  

   （轉載清流雙月刊 2018 年 1 月號） 

行動前的情報活動 

    20 世紀初，製糖業是夏威夷的主要產業。 因當地土著稀少，

大量日本人被引進蔗園工作，加以當時美國仍有「排華法案」，使得

日裔移工成為夏威夷人口比例最高的外來族群，在二 戰爆發前，已

超過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成為日本對美蒐情的一大助力。 

    為了刺蒐美軍動態，日本將曾任海軍飛行員的吉川猛夫，以化名

「森村正」派 往駐夏威夷領事館擔任書記員。吉川抵達後，發現美

軍太平洋艦隊主力均停泊於歐 胡島的珍珠港，乃找上一家毗鄰港

灣、且 由日本人開設的「春潮樓」飯店，作為觀測據點。他經常進

入其中一間面海的客房，窺視窗外美軍艦艇的動向，並將停泊艦艇總

數、不同類型艦艇的數量及艦名、戰列艦及航空母艦停泊位置等情

資，製作成每日要況。此外，吉川還利用當地日裔移工人數眾多的優

勢，吸收了多位眼線，用以蒐集美軍的例行性活動、休假輪值等狀況。 

    因事前準備充分，多位曾參與此次行動的日本官兵在事後回憶時

均稱：「襲擊珍珠港，就像是在進行一次演習般，一切都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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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行動中的保密措施 

除了充足地情報蒐集外，在偷襲過程中，為了不讓美軍預作準備，日

方也研擬了最嚴密的保密措施，包括航線選擇、艦艇通訊，都經過精

心策劃。 

日本到夏威夷的直線距離，大約是 6,300 多公里。當時的日本艦隊，

共集結了 6 艘航空母艦（赤城號、加賀號、蒼龍號、飛龍號、翔鶴

號、瑞鶴號）及數十艘護衛艦，規模之大，堪稱當時人類史上之最。 

如此龐大的艦隊，要穿越太平洋而不被發現，並不容易。因此路線的

選擇，是擬定偷襲行動的第一要務。 

帝國時期的日本海軍，係以位於本州神奈川縣的橫須賀軍港為基地，

包括海軍 兵工學校、造船廠都設置於此。參與珍珠港事件的艦艇，

在行動前亦停泊該處。由橫須賀軍港啟程，應是最便利的方式，然而

為了掩人耳目，日軍刻意將艦艇逐一駛往北海道擇捉島，集結完畢後

才由此揮軍東進。 

由日本到夏威夷的海上交通路徑，有北、中、南三種航線。中間及南

邊的兩條航線，無論在氣象或水文上均較佳，有利於艦隊航行及油料

補給，然而這兩條航線 因往來商船眾多，且附近多有美國占領的島

嶼，容易暴露行蹤，因此遭否決。相較下，北方的航線，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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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較遠、容易起霧、視距不良、風高浪急，但這些航海上的不利因

素，反倒有利於艦隊的隱匿性，經過再三權衡，日軍認為保密重於一

切，乃決定以此作為航行路徑。 

選定了航線後，為了預防在行駛中艦艇彼此溝通往來的電磁訊號遭偵

蒐，聯合艦隊指揮官山本五十六下令，全程必須隨時保持無線電靜

默，電臺只收不發，僅接受東京方面傳送有關珍珠港最新狀況的報

文，每艘艦艇相互不得進行電報往來，要傳遞消息只能使用傳統的信

號旗。 

百密一疏：獨漏「關鍵基礎設施」 

抵達歐胡島外 230 浬海域後，日軍開始進行攻擊部署，6 艘航空母

艦上共 354 架俯衝轟炸機、魚雷轟炸機逐一起飛，對美軍艦隊發動

攻勢。90 分鐘後，停泊在港內的 8 艘戰列艦中，有 5 艘被擊沉、

3 艘遭重創，另有 11 艘巡洋艦、驅逐艦受創、超過 300 架飛機

被毀損，美軍喪生人數達 2,400 多人。 

值得稱幸的是，原本被視為攻擊重點的 3 艘航空母艦，恰巧都不在

港內。其中企業號、列星頓號正在他處執行任務，薩拉托加號則在美

國本土進行維修，這也成為日後美軍反擊的基礎。 

負責執行攻擊行動的，是擔任第一航空艦隊指揮官的南雲忠一中將。

他前後下令日軍發動了兩波攻擊，在將 8 艘美軍戰列艦擊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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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創後，認為任務已達成，要求艦隊折返。擔任副手的山口多聞少將、

三川軍一中將等，則以為美軍油庫、港口、潛艇基地、造船廠等設施

尚未受損，力諫發動第三波攻勢。然而南雲主張，偷襲戰的原則是「速

戰速決」，若繼續攻勢，則美軍將從混亂中反應過來，待整裝完畢、 防

空炮火架設完成後，日軍損失的戰機將倍增，因此堅持返航。 

聯合艦隊指揮官山本五十六在獲悉戰果時，對於未能將美軍關鍵基礎

設施摧毀一事，深感遺憾，並如此評價南雲：「他在指揮作戰時，就

像小偷入室行竊般，進門時膽大包天，稍一得手，就急於開溜。」美

軍方面，儘管太平洋艦隊嚴重受創，但因油庫、造船廠、港口等設施

倖免於難，得以修復受損船艦，因此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戰鬥力，

繼續與日本進行海上激戰。 

結論 

近年越來越多評論者以為，儘管日軍在戰術上取得勝利，卻因未能同

步摧毀關 鍵基礎設施，可謂犯下了極大的戰略失誤。在傳統軍事理

論中，戰爭的攻擊對象係以殲敵為首要考量，其餘均是等而下之的選

項，這樣的觀點，在冷兵器時期尚能適用，待進入熱兵器時期後，關

鍵基礎設施的存續實不容忽視，直接攸關國家的後勤動員能力，已成

為構成國家總體實力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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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新版「寵物定型化契約」 

                             （新聞來源:關鍵評論網） 

舊版寵物定型化契約及其衍生弊病 

2004 年農委會曾訂定「寵物定型化契約範本」，規定買賣之後，如

有（一）48 小時內買方在指定的醫院內，檢驗出寵物有發燒、下痢、

肺炎（二）5 天內檢驗出傳染性疾病(三)半年內檢查出遺傳性疾病，

就可以要求更換寵物，然而此版本契約遭動保團體抨擊向寵物業者傾

斜。陳情人指出，腹膜炎在貓的體內潛伏期高達 14 天，貓瘟也差不

多有 6-7 天，僅有 5 天擔保期的寵物契約顯然不足。當時的契約書

明定，不論寵物檢查出哪種遺傳性疾病，解決方法只有「寵物店依市

價五折再售予同等值幼獸」、「患病犬貓由購買者決定收留或交由寵物

店收回」，也無法要求退款，更遑論寵物的遺傳狀況只有繁殖者知道，

在高度的資訊不對稱下更易衍伸交易糾紛。 

沒有定型化契約前，消費者原本可以依《民法》相關規定主張權利，

卻因為契約書而被限縮甚至排除，有消費者更以為契約必須強制簽

訂，無法拒絕，反不利於維護消費者權益。2008 年一名吳姓民眾向

寵物店購買一隻雪納瑞犬，結果被診斷出感染犬瘟熱，要求店家退費

時，店家卻搬出「寵物買賣定型化契約」，表示必須在 5 天內診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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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才能換回等值的幼犬，且不能退費。吳姓民眾表示，犬瘟熱是

空氣飛沫傳染，潛伏期達 7 天以上，5 天內如何診斷出？且該犬若是

在該店即感染，難保其他幼犬沒被感染，誰敢再換另一隻？ 

農委會推出新版「寵物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早在 2007 年農委會就有意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無奈犬貓遺傳性缺

陷是否屬商品瑕疵，當時無法取得共識，由於遺傳性缺陷多要出生半

年到 1 年左右才會發現，也與飼主養育過程無關，因此有人認為屬於

瑕疵，希望業者對飼主權益損失能有所補償，但究竟業者的責任該負

到什麼程度？業者、飼主及動保團體三方僵持不下。 

但 10 年來，獸醫檢測技術越來越精湛，更能界定那些缺陷是因遺傳

而來，顯示出業者應在犬貓售出一定時間內，對其健康及遺傳性缺陷

負起責任。 

農委會畜牧處動保科長江文全表示，業者責任將被劃分為四級： 

第一級：犬貓售出 48 小時內出現發燒、持續性下痢等症狀 

第二級：15 日內發生狂犬病、犬瘟熱、貓瘟、貓愛滋等症狀 

第三級：180 日內發現先天性髖關節發育不全、先天性膝蓋骨異位等

遺傳性缺陷 

第四級：360 日內發現先天性心臟病、耳聾等遺傳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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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上述情形時，飼主有三種選擇： 

1.解除契約交還犬貓，並請求返還購買價金及賠償獸醫醫療費用 

2.更換同等值的犬貓，並賠償所支出的獸醫醫療費用 

3.不解除契約，僅賠償所支出的獸醫醫療費用，賠償的醫療費用以犬

貓買賣金額的一倍為限。 

新版寵物定型化契約範本最快於今年下半年實施，中華民國保護動物

協會秘書長黃慶榮認為，此契約能敦促繁殖業者重視寵物的品質，避

免業者胡亂配種出有遺傳性疾病的貓犬，讓他們生來受苦。然而也有

動保人士批評，這樣的契約保護了消費者，卻沒保護到寵物，有遺傳

性疾病的貓狗被退回非法繁殖場，下場將會十分悽慘。

http://www.tanews.org.tw/info/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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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連網路也不一定安全！駭客用「超音波」就能盜走

電腦資料            （轉載自智慧機器人網/陳建鈞） 

政府、軍方等單位要保護機密資料時，會將之儲存在永不連接網路的

「氣隙電腦」（air-gapped computer），避免遭駭客入侵，竊走珍

貴數據；但在駭客技術日新月異的現在，即使不連網路，駭客仍有辦

法隔空偷走電腦內的資料。 

根據《Gigazine》報導，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研究團隊近期展示了

一項稱為「MOSQUITO」（蚊）的駭客技術，這項技術使得駭客們能

透過「超音波」，讓兩台未接網路的氣隙電腦彼此「對談」，傳輸數據。 

儘管稱之為「對談」，實際上這項技術無須使用一般意義上的麥克風，

而是透過轉變耳機、喇叭成輸出裝置；研究人員提到，部份喇叭、耳

機對超音波（18kHz 至 24kHz）的感應良好，也因此成為良好的輸

出裝置，很適合在不被人起疑的情況下，悄悄傳輸走電腦裡的資訊。 

透過「MOSQUITO」駭客技術，研究人員們測試了「喇叭對喇叭」、

「喇叭對耳機」、「耳機對耳機」等三種場景，並表示，使用

https://gigazine.net/news/20180313-air-gapped-computer-mosquito-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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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對喇叭」進行傳輸的話，兩台電腦最遠可從 9 公尺的距離外，

使用超音波傳遞資訊；若是功率較弱的「耳機對耳機」，則能距離 3 公

尺傳輸。 

反過來說，如果電腦配備的喇叭性能更好，則能從 8 至 15 公尺的

距離，以 10 至 166 bps 的速率進行資料傳送，要從氣隙電腦盜取

資料，也並非不可能的事了。 

這次的超音波傳輸，只不過是本．古里安大學的團隊研究的冰山一

隅，該團隊曾發表過各種稀奇古怪駭入電腦的方式，例如 HDD 硬碟

運轉的噪音、電腦運轉散發的熱能，都能是駭客竊走電腦資料的媒

介，實在非常神奇。

https://youtu.be/H7lQXmSLiP8
https://youtu.be/H7lQXmSLiP8
https://youtu.be/EWRk51oB-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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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拿死者指紋解鎖 iPhone 犯法嗎？律師：死人沒

有隱私權         （轉載自智慧機器人網/林厚勳） 

一般而言，美國的社會、法律跟部份的公司都很注重個人隱私的問題

（撇開政府跌報部門的某些行動），甚至還為此曾上演過蘋果拒絕協

助 FBI 解鎖孔部分子的手機，最後與 FBI 對簿公堂的事件發生。 

在當時，蘋果主張的是客戶的隱私權問題，因此拒絕幫政府開先例，

破解手機與設置後門，這讓政府機構頗有微詞，但也只能乖乖認

命……嗎？ 

曾試圖用死人手指開鎖 

時間回到 2016 年 11 月，當時在美國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發生了恐怖

的校園砍人事件，造成多人受傷，而主嫌則是遭後來趕抵支援的警方

擊斃。在事情發生後，警方就立即向法院申請，希望能使用死人的指

紋解鎖該隻 iPhone ，以讀取相關的資料並了解兇嫌動機。 

不過，在等待完成相關法律程序的數小時中，兇嫌的 iPhone 手機

便已進入待命模式，在此模式下手機需要先輸入密碼，才能重新啟動

指紋解鎖功能，因此當時的「死人手指解鎖」嘗試宣告失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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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整件事情也被視為美國史上第一次有警方試圖透過死者的生物認

證來進入 iPhone 的案例。 

「對於吸毒過量的案件很有用」 

不過，第一次勇敢嘗試的失敗，不代表之後就不會使用。根據其他消

息來源的轉述，警方使用死者指紋解鎖 iPhone 的事情現在並不少

見，最常見的是在因吸毒過量而死亡的現場中，警察會嘗試利用死者

的指紋解鎖 iPhone，試著找尋販毒者的相關資訊。 

那麼就有一個新的問題了： 這樣做合法嗎？會不會侵犯到隱私權？ 

不道德，但一切合法 

雖然拿死人指紋解鎖這件事情不太道德，但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卻是完

全合法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死人沒有權利，包含隱私權。 

這表示，一個人一旦死了，便完全喪失隱私權，其親友基本上是無法

阻止調查人員要使用死者身體解鎖 iPhone 的過程。 

相信一定很快就會有人想到接下來的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我跟死者有過對話紀錄，那個不只是死者的隱私，也是我

的隱私啊！這樣子不是也侵犯到了我的隱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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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在法律上來說，當你的訊息送出去之後，你就失去了對該則

訊息的隱私權，因此警方可以無需你的同意，就查看你與死者的通訊

內容。如果你是直接傳訊息給已經死亡的人，結果也是一樣的。 

當然，手機製造商也不是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因此以蘋果為例，除了

超過特定時間後需要強制輸入密碼外，還針對自家手機設計了快速鍵

的功能，只要一按下去手機就會立刻取消生物認證系統，強制使用密

碼登入，藉此加強面對「意外狀況」時的安全性。 

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手機密碼中就可能被破解，另外當死者來不

及在死亡前解除生物辨識的話也是徒勞無功。 

因此在未來，當你透過網路通訊與其他人互相傳輸訊息時，你可能還

是會希望能稍微注意一下內容，避免未來當有什麼不測時，不該流出

去的東西全部都被看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