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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希拉蕊「電郵門案」談公務電子郵件使用規範 

 

楊宗鑫 

 

摘要：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聲勢備受看好的希拉蕊，因欠缺機密保護意

識，在「電郵門案」衝擊下，與總統大位擦身而過。 

 

電郵門案（email-gate）始末 

    電郵門案的緣由，可追溯到 2012 年發生的「班加西案」。利比亞

強人格達費垮臺後，國家陷入內戰，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班加西據點

遭暴民（一說是伊斯蘭恐怖組織）攻擊，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在接獲

通報的第一時間，並未做出妥善處理，導致包括大使在內共 4 名駐外

人員遇害（此事件在 2016 年被導演麥克貝改拍為電影「13 小時：班

加西的秘密士兵」）。事後國會眾議院以希拉蕊應變失當為由，要求調

閱事發當下的電話通聯及電子郵件往來紀錄，並在調查時意外發現，

自 2009 年希拉蕊擔任國務卿以來，即在住家內以個人電腦登入一個註

冊為「hdr22@clintonemail.com」的電子信箱收發公務郵件，且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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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用日，竟然就是歐巴馬總統任命她擔任國務卿的當天。 

  依據美國「聯邦檔案法」（Federal Records Act）規定，除非有緊

急特殊狀況，如機關電腦故障、伺服器維修等，聯邦機關所屬公務員

經手的信件可能涉及機密時，必須使用政府提供的電子郵件信箱，希

拉蕊以私人信箱處理公務顯已違法，還可能涉及機密外洩，眾議院遂

將此部分移請聯邦調查局處理。 

    聯邦調查局在 2013 年介入調查，包括希拉蕊及與其有郵件往來的

國務員職員都被列為對象，前後檢閱了近十萬封電子郵件，其中至少

百餘封屬於機密文件，有 2 封甚至是絕對機密，但因尚無外洩之情，

僅追究行政責任。原本外界以為事件到此告終，豈料在 2016 年總統選

舉前 10 天，聯邦調查局在偵辦另一起案件時，意外發現電郵門案的新

事證，乃重啟調查，雖趕在選前 3 天向外界宣布並未查獲具體違法事

實，卻已對希拉蕊的選情造成極大衝擊。 

    希拉蕊在整起案件調查中，始終以貪圖方便、一時疏忽為由，澄

清自己絕非故意、也沒有犯意，然而國務院作為美國最高涉外機構，

國務卿更是在總統之外最有實權者，實不應犯下這種錯誤。對此，希

拉蕊也許還能藉口過去所服的公職都是民選或政治任命、對於公部門

運作規定不熟悉為由，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但其餘與之有信件往來的

國務院職員，均長期服務於公部門，其中更不乏高階文官，反映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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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對於機密保護的意識實在不足。 

    為避免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美國國會在 2014 年制定「總統暨聯邦

檔案法修正案」（Presidential and Federal Records Act Amendment 

of 2016），隨即獲得歐巴馬總統簽署，其中規定，如果聯邦公務員使

用私人電子信箱收發公務郵件，必須將郵件副本寄到公務信箱，或是

在 20 天內，將原本的信件內容轉到公務信箱。在此修正案下，各州也

紛紛針對自身的機密保護相關辦法進行修正。 

我國公務電子郵件使用規範 

    在我國，關於公務電子信箱的使用規範，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第 27 點：「各機關訂定電子郵件使用規定，

機密性資料及文件，不得以電子郵件或其他電子方式傳送。」授權各

政府機關自行訂定，未制定者，則準用前述要點。 

    參照各機關訂定之使用規範，重點可大致歸納如下： 

（一）公務電子信箱的使用者：各機關普遍將使用者區分為「機關」

及「個人」，前者包括機關本身及下轄各單位，如縣市政府及其

下轄各局處；後者則指機關職員，部分機關亦提供如外包廠商、

外聘人員等非機關職員提出申請。 

（二）公務電子郵件的開啟與停用：機關使用者的信箱，有主動開啟

者，也有視業務需求提出申請後被動開啟者；個人使用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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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多數機關在員工到職後會主動提供，但如臺中市政府等少

數機關，則是在員工提出申請後才開放。逾一定期間未登入者，

將暫停使用權限，離職後則註銷之，但也有如臺南市政府教育

局等少數機關提供退休人員永久使用。 

（三）公務電子信箱的容量：各機關所提供的容量不一，以個人使用

者而言，宜蘭縣政府提供每信箱 500MB、每封郵件 24MB，每

封信件收件人以 150 人為限；高雄市政府提供個人使用者每信

箱 200MB，每封郵件 20MB，每封信件收件人以 60 人為限。

至於機關使用者，容量足够使用。 

（四）公務電子信箱使用限制：常見的使用限制，包括禁止借予他人

使用、盜用他人帳號、從事違法行為、寄發廣告郵件、於公共

網域公布個人公務信箱等。 

    由前述規範可知，在現行體制下，各級公務員有享用機關提供公

務電子信箱的「權利」，卻沒有被要求處理公務時必須使用公務電子信

箱的「義務」，加以受限於載體的侷限（僅能透過公務電腦連結，無法

在辦公處所以外透過個人電腦、手機連結）、容量的不足（以 GOOGLE

提供的電子信箱為例，容量最高可達 25GB，而 1GB 等於 1024MG）、

使用的不便（需定期更換密碼、遭停用後重啟程序繁瑣、介面不友善）

等因素，造成使用公務信箱的意願普遍不高，寧可以網路業者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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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信箱處理公務，是機密保護策進的範疇。 

    在美國發生憾事隨即亡羊補牢之際，我國雖尚未聽聞因使用非公

務電子郵件而洩密的事件，但也應見賢思齊，針對現行規範的疏漏加

以改善，以期將危機消弭於無形。 



1 

 

「臺灣製造」險外流 

─竊取高科技廠商營業秘密案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徐言良 

   「美國機件、俄國機件，全都是臺灣製造！」依稀記得 1998 年

由布魯斯威利主演的電影「世界末日」中，以諷刺的手法表現對臺

灣製造的負面看法，而如今「臺灣製造」已成為品質保證，成為世

界上電子科技產業不可或缺之一員。臺灣在世界電子科技供應鏈能

有立足之地，除企業具有群聚效應及經驗外，主要係廠商不斷改善

製程及精進研發技術；然而中國大陸電子科技產業崛起，積極以「紅

色供應鏈」取代臺灣企業在電子科技供應鏈之角色，強取豪奪電子

科技產業市場，尤其以竊取我國高科技技術機密以減少研發成本及

加速發展進程，「如何確保我國高科技營業秘密不外流」為刻不容緩

之議題。 

由於中國大陸、南韓與臺灣產業結構十分相近，因此近年發生

境外公司竊取我國營業秘密事件，皆以中國大陸企業與南韓企業為

主，商業間諜無所不用其極，運用各種方法與管道，冀望能不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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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國高科技研發成果。 

穩懋半導體股份公司（下稱穩懋公司）為臺灣製造雷達等軍品

所需之砷化鎵及氮化鎵晶圓代工廠企業，為世界級晶圓代工龍頭，

同業大陸廠商無從挾龐大資金自國外購得相關技術情況下，進而以

挖角或不正當手法，竊取穩懋公司相關營業秘密，如未能防範偵破，

屆時臺灣廠商在砷化鎵晶圓代工產業上恐失去競爭力及市占率。 

穩懋公司營業秘密遭竊 

穩懋公司於 104 年 8、9 月間，透過內部稽核機制，發現公司

內部營業秘密等技術文件資料，遭部分工程師密集存取或列印，或

有非相關部門閱讀等，疑似有不肖工程師，竊取公司營業秘密之嫌，

發覺事態嚴重，聯繫調查局偵辦調查。 

積極蒐證 破案關鍵 

調查局透過行動蒐證，發現嫌疑人龍某及楊某頻繁與穩懋公司

工程師接觸，且楊某往來大陸頻繁，可能為中國大陸廠商從事商業

間諜活動。並且發現兩人以假外商公司「美屬薩摩亞華○公司」之

名成功吸收穩懋公司現任及離職工程師張某等人，要求其提供穩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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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聯○公司內部產品訊息，並引薦穩懋公司在職同事工程師供

楊某接觸及遊說前往大陸廠商任職，亦同時要求前述工程師將所任

職穩懋公司或聯○公司資料先行拷貝或是列印複製保存，待後續前

往大陸任職即可加以利用，甚至於境外開立個人帳戶，以避免遭司

法單位追查金流；楊某因成功吸收臺灣工程師，獲大陸地區廠商高

層賞識，104 年 11 月初楊某自大陸返臺面試前述穩懋公司主管人物，

並帶領張某等人前往中國大陸嘉石公司任職時，調查局於楊某等人

出境前執行，同步搜索 12 處所，查扣楊某等人持有穩懋公司相關營

業資料，以及相關電子郵件傳輸電磁紀錄，並將相關涉案人員全數

約談到案。 

穩懋公司充分信任、配合良好 

 本案前端清查過程中，穩懋公司全力配合調查局偵辦，由於本

案涉及半導體產業相關專業知識，司法機關人員甚難瞭解有關專業

知識，請公司協助介紹製程上相關專業名詞或術語，及公司內部資

料保密措施；另穩懋公司亦從旁協助研析提供相關資料，使本案得

以順利偵破。 

另案發現聯○公司遭竊密、審慎處理深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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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搜索發現主嫌楊某硬碟有大量另家廠商聯○公司疑似營業

秘密相關資料，驚覺聯○公司營業秘密亦有遭竊之嫌；調查局主動

分案調查偵辦，並聯絡聯○公司協助本處進行偵查作為。因該 2 公

司為商場競爭對手，即本案除立案時之被害公司外，有第三方公司

之資料在內，為避免辦案人員不慎洩漏彼等公司營業秘密，如何避

免競爭雙方看到彼此資料成為棘手問題，調查局特別慎重處理比對

確認以確保雙方營業秘密不致為競爭對手知悉。 

保護「臺灣製造」人人有責 

營業秘密為企業發展核心，如營業秘密遭對手竊取或盜用侵害，

對於企業本身影響甚鉅，如企業為國家級關鍵技術產業，則對國家

之國際競爭力、國家利益更有深遠影響。近年來調查局企業肅貪業

務大幅成長，偵辦多起企業掏空、股票炒作及非常規交易等案件，

然侵害企業營業秘密案與前述企業肅貪業務不同，需取得企業的信

任及提供相關協助方能順利偵辦。為維護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進

而維持臺灣在國際上立足之本，企業與執法機關雙方之合作、信任，

缺一不可，臺灣製造已不是昔日電影中負面代名詞，保護「臺灣製

造」、保護你我的智慧結晶，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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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企業的資安策略 

科技大學教師  魯明德 

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達，為企業經營帶來了前所未見的

便利，相對的，也帶來了資訊安全上額外的風險，近期加密

勒索軟體橫行、身分剽竊、資安攻擊組織化等趨勢，大至政

府機關小至個人無一能倖免於難，加上行動裝置普及的推波

助瀾，讓企業的資訊安全更形艱鉅。 

由於資通訊載具的普及，使用者的年齡有普遍下滑的趨

勢，企業所面對的駭客危機不再是成年人所為，報載 1 名 10

歲的芬蘭駭客，成功找到臉書(Facebook)的資訊安全漏洞，

幸好他只是做善意提醒，沒有從事什麼進一步的行為，否則

恐怕上億使用者都可能遭到損害。 

科技新貴小潘看到這則新聞，思索著如果像臉書這麼有

頭有臉的大公司，都會面臨到駭客的攻擊，那麼全台灣超過

250 萬家的微型企業，他們的資源如此不足，面臨到駭客攻

擊，豈不是更加危險？ 

在端午節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小潘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司馬特老師邊喝著咖啡邊說，微軟在 2015 曾經針對旗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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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名國內客戶做測試，樣本含蓋了銀行、保險、運輸、傳產 、

高科技、製造業和公部門等，進行近 18 萬次的測試，彙整

不同測試結果並交叉分析後發現：有高潛在風險、易遭鎖定

攻擊之帳號佔 47%、使用者行為具高風險者佔 38%、違反

郵件安全規範而導致系統遭感染佔 32%、密碼帳號權限遭

破解並盜用佔 29%、設備遭植入殭屍網路佔 9%。 

小潘在聽完司馬特老師的說明後，更加深了他原來的擔

憂，如果連這麼大的公司，都無法阻擋駭客的攻擊，那些小

公司豈不更是要自求多福了？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繼續說，

資訊安全的問題，應該在於人及管理上，如果大家都不在意、

沒有警覺性，管理上也沒有作為，那麼，很快就會淪陷。 

駭客攻擊手法今昔 

隨著時代的改變，駭客的行為模式也在改變中，以前常

見的駭客攻擊手法是，入侵電腦、竊取重要資料後，便發出

勒索信要求支付贖金，否則便公開資料或是威脅要把資料提

供給競爭對手，這時候，企業雖然要持續與駭客周旋，但仍

能維持正常運作。 

但是，現在的狀況不一樣了，駭客攻擊的手法逐漸演變

成以勒索軟體為主，利用客製化手法設計惡意電子郵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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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打開了郵件中的惡意連結或執行附加檔案，就會自動

下載勒索軟體至電腦中，這個勒索軟體不僅會把電腦中的重

要文件加密，還有可能切斷鍵盤、滑鼠與電腦間的連結，導

致企業日常工作無法維持正常運作，直到交付贖金為止，甚

至於交了贖金也可能無法恢復原狀。 

微型企業因為資源有限，資訊系統規模小，不容易花大

錢建立防護系統，可以思考的方向有二，如果是以電子商務

為主的企業，除非本身就對資訊安全很熟悉，可以駕輕就熟

的處理任何事件，否則可以把網站委由專業的業者負責，架

設在安全性高的 ISP 提供的空間中，減少自己處理不熟悉問

題的風險。 

其次，如果企業的資訊系統只是做內部管理之用，初期

在自己無法當控全局的情況下，可以把電腦與外部網路做實

體隔離，這雖然是最笨的方法，但卻也是在沒有辦法下的好

辦法，存放重要資料的電腦，不僅要定期做備份，還要跟外

部網路徹底隔離，讓駭客無法入侵，以減少被攻擊的風險。 

強化資安管理作為 

當然，在管理上是不可或缺的，企業的資訊安全考慮的

構面不外乎是：人員、環境、設備及資料，在人員安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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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止人為的疏忽、濫用或誤用資訊及設備，在環境安全上，

要做到防止環境的問題所造成資訊及設備的傷害，在實體設

備安全上，要能防止設備因不當的安裝、設定及使用，造成

的資訊安全事件，最後，在資料安全上，應防止資料遭未經

授權之存取及誤用，並保護資料的完整性及可用性。 

要達到以上目標，就要從人員教育訓練、制度與作業流

程的規劃及施行，資訊技術及工具的使用等三方面來著手。

員工是企業在資安防護上的第一線，由於他們的疏忽，可能

會造成惡意軟體感染與意外資料外洩的風險。很多公司都忽

視了這個防線，欲提升人員的資訊安全意識，唯有透過不斷

的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才能灌輸員工正確的觀念，讓資訊安

全的觀念深植人心。 

制度就像企業的骨架，用來撐起企業的整個經營管理，

一套完善的資訊安全管理制度，雖然無法完全避免危安事件

的發生，但卻可以降低及避免許多不必要的資訊安全風險和

傷害，而這些可以降低的風險通常才是造成企業傷害的主

因。 

企業好不容易建立了良好的管理制度，但要去落實執行

卻常常會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之憾，原因在於某些制度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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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非常耗時費力，久而久之就疲乏了，這時可以去搭配一

些有效率的工具來協助解決問題。 

小潘聽到這裏，心想自己在大公司有錢、有人，要推動

資訊安全的工作都很費力，微型企業要錢沒錢、要人沒人，

何況資訊安全對企業而言又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議題，要推

動就更加困難了，如何協助微型企業做好資訊安全，也許是

下一個重要的議題！在師生下午茶約會結束離開時，小潘心

中默默許下願望，有朝一日應該要投入協助微型企業做好資

訊安全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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