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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部精神教育宣教主題 

主題：「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案例解析 

                         國防部政風室  楊文豪專員 

王大明是家電用品代理經銷商，近年因承攬國防部辦公室周邊電器設

備之維護保養業務而與承辦該業務執行之林真欣上尉熟悉；近來王大

明獲知林上尉結婚乙事，便包了 2600 元紅包表示祝賀，另外王大明

屢次利用每月舉辦的維保估驗會議，以「口碑行銷」策略名義，贈送

每位與會長官自家新主打的千元小型家電……。 

解析： 

1. 王大明因承攬國防部辦公室周邊電器維保契約乙事，而與承辦履

管業務之林姓上尉有「職務上利害關係」固不待言，其亦因此和

同機關之長官等人員，也是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所以本題中王大

明與林上尉及參加每月估驗會議之長官間之往來，即應受「國軍

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之適用。 

2. 林上尉結婚乙事，王大明因與其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依國軍人

員廉政倫理須知規定，致贈之禮金不得逾正常社交禮俗標準額度-

新臺幣（下同）3000 元；本題王大明致贈 2600 元禮金，未逾上

開額度，尚符規定，得為收受，亦毋庸辦理登錄。 

3. 王大明屢次贈送與其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機關長官們千元家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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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名為「口碑行銷」，然並不符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之相關例外

規定，被贈與人除應拒絕收受外，並應於 3 日內簽報登錄長官並

副知政風、監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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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意要對蘇聯造成最大傷害，這位工程師給 CIA

的情報價值超過十億美元  

（文：大衛．霍夫曼，譯者林添貴，轉載自 The Lens 關鍵評論）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桂爾瑟再度化妝成別人上街。KGB 監視人

員沒看到他；化妝欺敵奏效。經過一番甩開跟監的行動後，他在晚上

十點五十五分和托卡契夫第七次會面。天色還是亮的。托卡契夫興沖

沖地告訴桂爾瑟，他沒有遇上任何困難。最近太忙了，他感到輕鬆，

可以在過暑假之前和桂爾瑟碰面。 

他有好消息報告：二月間，原本加強的安全措施突然取消了。現在借

閱文件，又不需要押通行證了。原因是官僚嫌麻煩：第一處的文書大

多是女性，因為收下太多通行證，無法外出午餐，而她們原本大多利

用午休時間外出搜尋食物和商品。因此，研究中心主任恢復舊規定，

早上借出的文件，下午下班前交回就行。 

托卡契夫看到機不可失，從二月至六月，他帶好幾千頁祕密文件回

家，用賓得士相機拍照。他告訴桂爾瑟，他的手提箱裡現有一百七十

九卷底片。可是桂爾瑟似乎沒帶任何東西裝得下它們。 

桂爾瑟說他帶了一個塑膠袋，從口袋裡掏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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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契夫搖頭。底片太多了，擺不進去。托卡契夫遞出手提箱，堅持

要桂爾瑟把一大堆三十五公厘底片匣一起拿走。 

桂爾瑟交給托卡契夫 CIA 改良過的新特洛培相機，表示 CIA 已把它

改良得可在低光源之下拍攝文件，或許就在他辦公室裡可用它拍照。 

托卡契夫立刻揮手說不行。他告訴桂爾瑟，根本不可能在辦公室使用

特洛培迷你相機。不論在上班前、或下班後的時間都不夠，總是會有

一些人出入。他把舊的特洛培相機交還桂爾瑟，也不收下新的特洛培

相機。他似乎很滿意賓得士三十五公厘相機。桂爾瑟向蘭利報告，賓

得士相機「適合大量拍照」，比特洛培更常用到。賓得士相機成為托

卡契夫要讓蘇聯付出代價最可怕的武器。 

桂爾瑟簡短地敘述 CIA 擬支付托卡契夫的方案。他強調這筆酬勞已

超越美國總統的薪水。他提醒托卡契夫，如果要偷渡的話，CIA 為了

他要在美國定居，會有相當多的開銷。托卡契夫板著臉，沒有露出反

應跡象。桂爾瑟以前見過他這副表情。 

對於桂爾瑟而言，這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一刻。他的家族史就在

這神奇的俄羅斯夏日之夜上演。他的整個事業都投注在蘇聯，在柏林

截聽來自地道的錄音，以及聽取來自投奔自由人士和間諜的簡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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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分就是他的語文能力。現在，身為 CIA 第一線專案官員，他經

營的托卡契夫是有史以來最深入蘇聯核心的間諜。 

分手的時刻總要到來，桂爾瑟明白他可能再也不會見到托卡契夫。他

們倆人十八個月前在冰凍的某個莫斯科街角首度見面。現在，只剩幾

分鐘了，兩人都是內斂、不善表達情感的人，正努力找適當的話來溝

通。 

托卡契夫問，桂爾瑟是否還會回到莫斯科？桂爾瑟說，美好的事總會

有個限度。他不太可能再回莫斯科了。托卡契夫說，他有機會就拿出

桂爾瑟送他的異議人士寫的書慢慢閱讀。他們互相握手、道別。托卡

契夫似乎很緊張，急著想要結束會面。桂爾瑟次日向蘭利報告，「主

要原因想必是希望儘早回家，以免家人懸念」。 

時間已近午夜。桂爾瑟這次和托卡契夫會面的「收穫」十分豐富；這

些底片含有約六千四百頁祕密文件。哈達威呈給 CIA 譚納局長最新

情報摘要，標明「機密／敏感」。報告指出： 

一九八○年六月十七日，托卡契夫在會面時交出一百七十九卷有關蘇

聯空中雷達和武器控制系統敏感文件的三十五公厘底片。這些資料包

括： 



                                                    

6 
 

首度有關蘇聯新空中預警機技術設計特性的文件（「CK 球面」最先告

知我方有此一系統的存在，我們才從高空拍照找到它的位置）。 

有關蘇聯米格-25 戰鬥機新改裝的豐富文件，這是蘇聯第一批裝備俯

視／俯射雷達的軍機；這種飛機結合空中預警機使用，將有效延伸蘇

聯對付北約飛機和空射巡弋飛彈的防空半徑。 

有關若干新型機用飛彈系統以及其他蘇聯戰鬥機和戰鬥機／轟炸機

技術特性的文件，它們即將從現在起至一九九○年之間部署。 

哈達威的報告又說：「這批文件情報的數量是『CK 球面』過去十八個

月與我們合作所交出成績的雙倍。」 

除了文件，托卡契夫交給桂爾瑟一封令人沮喪的信函。他說，他借閱

祕密文件的申請表已超越其他同事好多倍。他又說：「只要 KGB 不會

懷疑蘇聯攔截機雷達系統訊息外洩，我在無線電工程科學研究所的工

作和申請表就可能安然無事。但是如果從美國方面傳回可疑的訊息，

我的申請表毫無疑問將是 KGB 注意的第一樣東西。」他說：「我猜想

在問我為什麼借閱那麼大量的文件之前，KGB 會搜查我的公寓。我

藏在公寓裡、不讓家人知道的東西，絕對逃不過 KGB 的檢查。」他

指的是他在公寓裡有個祕密空間藏了間諜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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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他提出要求偷渡出境。「今天，我謹向你明白要求將我家人和

我安排偷渡離開蘇聯。」桂爾瑟擔心的事現在變成真實；自從 CIA

建議偷渡以來，托卡契夫對偷渡的期望心理大幅上升。然而，桂爾瑟

也曉得，托卡契夫根本沒提他已向家人透露此一石破天驚的決定，因

此或許還有時間發展。 

托卡契夫說「他承受的威脅愈來愈大」，鑑於他在借閱申請表上簽字

累累，「我的未來可以說是已經注定」。他希望偷渡計畫能「儘早開始

準備」。他又說：「我完全明白對你而言，把我家人和我偷渡出境等同

於宣判提供優質情報的間諜死亡。不幸的是，這個損失是無可避免

的。這只是遲早的問題。因此，你誠懇回答是否將安排偷渡，或是讓

命運決定此一問題，對我而言，這十分重要。」 

托卡契夫的信隱含哀傷，顯示他感覺末日將到。提到下次約會定在秋

天碰面，他說：「如果還能碰面、而且我仍在運作」，以及「屆時如果

我還沒被發現的話」等等。 

除了行動紀錄之外，托卡契夫附了另一封「致中央領導人」的信，懇

請准予發給自殺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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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我和你的關係從未單純、平靜地發展」——指的是花了好

長一段時間，CIA 才和他碰面，對他的酬勞遲遲不決，以及「將近

一年半時間」他一再要求 CIA 提供自殺藥丸，「總是得到負面結果」。 

托卡契夫又說，自從他開始替 CIA 做間諜以來，已經過了好些年。「這

段期間，儘管我有很多情緒低潮時刻，我從來沒有偏離我既定的計

畫。我提醒你這一切，是要讓你了解我有相當堅強的勇氣。我有足夠

的耐性和自制，可把自殺手段延擱到最後一分鐘。我堅持自殺手段要

在不久的將來交給我，因為已經危及我的安全。」 

托卡契夫也提醒 CIA，他之所以借閱那麼多文件也是應 CIA 的要求。

接下來他詳述他的間諜行動還留下的「痕跡」，並且表示自殺是使

KGB 無法發現這些痕跡的方法。「自殺，毫無疑問可以保護我所開始

的行動，換句話說，可對我活動的數量以及我能執行行動的方法保守

祕密。」 

桂爾瑟在莫斯科站的工作只剩不到幾個星期，他和葛伯合寫了一份冗

長電報，總結迄今的行動成果。由於托卡契夫夏天要去度假幾個月，

不會跟 CIA 聯絡，他們稍有喘息空間。他們在六月二十四日送出的

電文形容托卡契夫處於「嚴峻」的安全狀況，承受「極大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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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列舉行動可能出差錯的一些想定。他們說，「從我方這一頭洩密

構成嚴重威脅」，可能引發出內部調查，「他很快就會曝光」。 

或者說，例行性檢查文件借閱紀錄，也可能使他曝光。「第一處機靈

的文書員」或許會注意到他借走大量的文件。或許「意外發現」托卡

契夫以大衣掩飾、夾帶文件外出—或是辨認出一個模式：他借了文件

就會回家吃午飯—他們警告說，這些都有可能「搞砸」整個行動。除

了所有這些影響托卡契夫安全的「嚴重因素」之外，「毫無疑問還有

其他因素」。 

他們告訴蘭利說：「我們很不願意，但又不能不下結論：我們無能為

力。我們來往的對象是個有毅力的男人，一心一意要對蘇聯造成最大

傷害。他將繼續產出，不論是從第一處下手、或是從機密資料室下手，

也很可能不聽我們放慢速步的勸告。」 

從安全層面來看，兩人如此請示問道：「我們能務實地期待行動再持

續多年嗎？」他們並不如此認為。他們又說：「看來『CK 球面』已經

接近實現他向我們提議、而我們也接受的產出計畫。」因此，現時「極

端重要」，我們對托卡契夫到目前為止的工作，以及未來他能執行的

間諜活動，「我方立場如何要有個清楚的全貌」。托卡契夫追問偷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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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桂爾瑟請示蘭利，如果托卡契夫不留在莫斯科，影響會有多大？

會是巨大損失嗎？桂爾瑟很直率警告蘭利：「這項行動不可能無限期

持續下去。」 

「悲觀」，桂爾瑟如此形容托卡契夫寫信要求發放自殺藥丸的信函。

他警告說，「如果被發現，」「安全機關一定不會讓他好過，他肯定會

被槍斃。一旦露餡，死亡即不可避免。應該讓『CK 球面』有機會使

用『特殊要求』，免除面對當局的痛苦。」擁有自殺藥丸「以備萬一」，

可以給予托卡契夫「迫切需要的心理和道義支持」。桂爾瑟再次提醒

蘭利，「繼續拖延、不准許『特殊要求』，將在行動的關鍵階段惹惱『CK

球面』，可能導致嚴重的管理問題或甚至終止合作」。 

在蘭利的哈達威對此相當同情。不像上次向譚納局長要求發放自殺藥

丸的報告被蘇聯組副組長把語氣給沖淡——這次不一樣。哈達威沒有

潤飾文字。他寫了一封措詞強硬的備忘錄，呼應他手下站長和專案官

員的意見。哈達威說，提供 L 藥丸給托卡契夫，「對他將是重大的心

理上的鼓舞」，他認為托卡契夫是個「成熟、理智和謹慎的個人」，萬

一遭到 KGB 逮捕時，需要有一條脫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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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間，哈達威針對莫斯科站早先詢問托卡契夫的情報價值究竟為何

提出答覆。他說，即使托卡契夫離開蘇聯，「他的情報價值至少在五

至十年之內都不會消失」。為什麼？托卡契夫已經提供情資給美國的

武器系統，不是剛開始部署、就是還在設計階段，都不是那麼容易可

被取代的。另一方面，托卡契夫若繼續在莫斯科當間諜，收穫一定更

大，因為新武器系統每年都要經過他的辦公室。 

托卡契夫提供驚人數量的文件、藍圖和圖表，它們直接以未經翻譯的

原始形態呈給華府數量有限的幾個人閱覽。其中一人是空軍的特別助

理，他根據這些情報，「終止或調整」美軍研發計畫。托卡契夫正提

供美國路徑圖，可以破壞和擊敗蘇聯兩個重要武器系統：一是保護蘇

聯不受攻擊的地面雷達；另一是有助於軍機攻擊力的空中預警雷達。

在冷戰競爭下，這是無可比擬的優勢。 

哈達威請美國空軍估計托卡契夫情報的價值，大約數字即可。空軍能

就研發成本省下多少錢估個數字嗎？哈達威告訴葛伯，答案是「二十

億美元上下」。這還不算托卡契夫放在手提箱交給桂爾瑟的一百七十

九卷底片的價值。 

托卡契夫是身價以十億美元計的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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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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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什麼叫做緩起訴嗎？ 

（文：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檢察署統計室主任戴麗葉） 

曾聽說過萬一不小心觸犯了法律，由檢察官懲罰性的命令被告向指定

的國庫、公益團體捐款或在社會上有需要的地方，服勞務取代服刑

嗎？是的，那就叫緩起訴處分。台北地檢署有個案例如下：某被告因

酒後駕車觸犯公共危險罪，經檢察官指定到台北市某國小服義務勞務

40 小時，由於被告是大學園藝系畢業的，對花草植物研究頗有心得，

就協助該校整理並標示全校校區植物名稱及植物分佈圖，在這個被告

和學校共同努力下，將植物名稱、分佈一一標示，讓同學清楚的瞭解

到各種植物的名稱、生長環境、分佈地區，對小朋友的自然生態教育

幫助甚大，也獲得全校師生一致的讚賞，最後被告也被免除了入監服

刑。 

緩起訴處分是在兼顧「保護犯罪被害人權益」及「公共利益的維護」

的前提下，限縮它的使用範圍為「非重罪」，並將「死刑、無期徒刑

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排除在外。 

自民國 91 年 2 月實施緩起訴制度迄今，緩起訴處分案件占終結案件

百分比，除 94 年略微下降外，每年均呈增加趨勢，91 年為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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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年為 4.58%、93 年為 7.28%、94 年為 7.21%。由於緩起訴案

件不再進入法院審理，從而減輕了法院審判的案件量、也降低了檢察

官全程到庭實行公訴的負擔，使檢察官、法官對於重罪案件更有餘力

加強偵查、審理，同時也疏緩了監獄超額收容的問題。 

由於實施緩起訴制度，讓誤觸法網的人不但有一個補償社會的機會，

若激發出他們參與社會活動的潛能，這對訴訟關係人及社會公益也達

成了雙贏的效益。緩起訴制度的建立，雖然原本只是命令被告遵守應

履行事項，但無可諱言的，被告從履行義務中，若能學以致用發揮所

長、獲得了成就感、回饋了社會，也免除了服牢獄，是一種非常好的

社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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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個資頻外洩，政院：均啟動資安查核檢討 

          （轉載自中時電子報/林資傑） 

消基會昨（30）日召開記者會指出，公務機關近一年來已發生 4 起

重大資安事件，外洩個資筆數高達 13 萬筆。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對此

表示，近期政府機關發生重大資安事件，均已立即啟動專案資安查

核，進行事故檢討。 

消基會指出，包括中華郵政「郵政商城」、勞動部「台灣就業通」、北

市資訊局「薪資發放管理系統」及外交部「出國登錄系統」，近一年

來接連傳出遭駭洩漏個資，分別達約 1.7 萬、3.4 萬、7 萬、1.5 萬

筆，呼籲應將資安問題納入檢調打擊犯罪專案計畫的執行範圍。 

行政院昨晚對此表示，事發後均立即啟動專案資安查核，進行事故檢

討，並透過全年常態模式辦理資通安全稽核及網路攻防演練作業，期

盼以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提升機關資安防護與意識，逐步強化機

關資安防護能量。 

行政院資安處指出，外交部領務局因應民眾出國資料外洩事件，於第

一時間依「國家資通安全通報應變作業綱要規定」進行資安事件通

報，並將民眾出國登錄緊急聯繫資料，改以網站系統方式提供外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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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查詢等改善措施。 

資安處指出，此事件外洩資料不含身分證字號，且為避免外洩個人資

料遭不當利用，領務局主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通知個資外洩的民眾。

此事件駭客因使用「洋蔥路由」匿名瀏覽技術，需經由國際合作逐層

追查攻擊來源。 

至於台北市資訊局薪資發放管理系統個資外洩，資安處表示，對象以

市府員工為主，並已依個資保護法規定通知當事人，當機關發生資安

事件而導致個資外洩時，除請機關依事件釐清事件根因、提出改善措

施，並確實要求機關依個資保法通知個人資料遭外洩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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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防駭客，還能揪內賊，企業做資安防禦都靠它 

（轉載自數位時代∕張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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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企業內部資安、還是物聯網資安防禦，近來不少資安廠商不約

而同提到「使用者與實體設備行為分析」（User and Entity Behavior 

Analytics，UEBA）這個概念。網路安全供應商 Forcepoint 也預估，

2018 年將有更多資安長（CISO）會將導入 UEBA 作為優先項目，

但 UEBA 和傳統的資安防護解決方案有何不同？ 

什麼是 UEBA？ 

UEBA 一詞最早由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在 2015 年提出，強調以使

用者為核心，分析其與電腦、應用程式與網路等「實體」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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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透過機器學習判斷正常行為的標準範圍，可以更有效率且精準地

找出異常行為。 

「資安不只是建城牆，需要的是使用者為中心的安全防護。」

Forcepoint 北亞區技術總監莊添發解釋，過去的資安防禦機制，多

是分析防毒軟體、入侵防禦系統（IPS）的日誌和紀錄，只處理單一

的資安事件，但 UEBA 則是可串連人或裝置在不同時間的行為模式，

再用機器學習分辨出哪些屬於高風險行為、哪些是正常業務流程。 透

過 UEBA 也解決了以下三件事： 

篩選出真正的高風險行為、降低警告次數 

莊添發說明，雖然企業過去有資料外洩防護系統（DLP），但若單純

以資料為中心，需要很多單位處理這些資料、要投入調查的人力也很

多，因此藉由 UEBA 把所有行為關聯起來，如開始看求職網站、編

輯履歷表、電腦多了很多加密程式、曾試圖把資安防護軟體關掉等，

綜合評分後便能找出真正高風險的人。 

企業無線網路供應商 Aruba 台灣區資深技術經理陳清淵也舉例，如

果發現某企業董事長凌晨三點存取資料庫，可能是因為帳號被盜，但

也可能只是臨時想查資料，因此必須根據風險高低做出不同反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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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牆的安全標準就是條列式，對和不對很絕對，不過用 UEBA，在

發現行為可疑後，可以持續監測、待分數達到一定程度再做反應。」

陳清淵表示。 

Forcepoint 北亞區技術總監莊添發認為，資安不只是建城牆，而是

需要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安全防護。Forcepoint 

串聯門禁系統，揪出企業內賊 

「內賊是最難防禦的，」莊添發說明，目前已有很多安全防禦機制能

夠偵測和阻擋駭客使用的惡意工具，但內賊用的是公司 IP 環境，是

合法授權使用的管道和設備，很難防禦，因此過去只分析網路流量、

封包、攻擊模式，對企業防內賊是沒幫助的。 

莊添發舉例，過去曾遇過企業有機密文件外流，但當事人可能會說這

件事是駭客做的、電腦被入侵，不過他們以使用者行為為核心，將資

安事件和門禁系統串在一起，找出這個人是否曾在詭異的時間進公

司、存取哪些資料、透過什麼管道傳出去等，就能知道當事人是不小

心違規、電腦被駭客入侵或是惡意將資料外流。 

用物聯網裝置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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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去難以用帳密控制資訊存取的物聯網裝置，透過 UEBA 也能有

效監測出裝置是否遭入侵。 

陳清淵以 Aruba 的智慧醫院案例為例，聯網血壓器測完血壓後，會

將數據透過無線網路傳到閘道器（gateway），而 UEBA 的機器學習

模式，會先將裝置分組（如監控攝影機和工廠感測器），比較該設備

數據和同組標準是否異常，例如，數據傳輸目的地改變、檔案封包突

然變大等；綜合評估各種面向判斷風險等級，再給予相應的行動，低

風險的話會先告警，高風險則是直接阻斷連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