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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防諜、防制滲透」從來不是

一句口號！為了提醒民眾正確的保防觀

念，法務部調查局一掃公務機關傳統的

八股文宣，大膽創新，推出影集《機密

訊號》和微電影《任務就在你身邊》，

趕緊跟我們一起先睹為快吧！

看影集學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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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瑞絲

《機密訊號》

國安影集
搶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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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影集形式

《機密訊號》是調查局的創舉，為了

因應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以及跟上民眾收

視習慣的改變，避免落入以往傳統的宣導

窠臼而淪為口號，調查局保防處這次師法

美國聯邦調查局，大膽嘗試以時下最夯的

「影集形式」拍攝，結合以往偵辦國安案

件的元素，案情撲朔迷離、鬥智鬥力兼具，

藉由「連續說故事」的方式吸引民眾，特

別是年輕族群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

儘管本片沒有歐美、日韓電視劇動輒

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大成本製作費用，

但為了呈現最美好的畫面供民眾欣賞，調

查局從籌拍開始就四處奔走，向具備影視

專業的大專院校及業者請益，為了避免顧

及戲劇張力的同時，偏離主軸而與現實狀

況差異太大，調查局內部由專門偵辦國安

案件的單位、鑑識科學處及資通安全處等

共同組成技術顧問團隊，多次與導演、編劇

及製作人針對劇本的需求及想要傳達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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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進行討論並給予指導、建議。最後定調

以國安案件結合刑案作為題材，除了讓每

一位收看的觀眾在緊張懸疑的氣氛下，都

可以化身為「福爾摩斯」或「柯南」來加入

辦案，也讓民眾瞭解調查官對於國安案件

的偵查思維與機關彼此間的任務屬性。

劇組成員全力演出

能稱得上火力全開的，除了調查局各

同仁外，還包含了演員、劇本、動作設計

以及劇中的爆破橋段；話說這次擔任調查

官的就是在《光陰的故事》中備受矚目的

黃騰浩，也在《我的極品男友》中擄獲廣

大電視機前女性的心，目前人氣指數持續

飆升中，每次粉絲專頁只要是關於黃騰浩

的貼文，都會出現破百則鐵粉們的討論及

分享，而黃騰浩也在戲劇中力求完美回饋

粉絲，即便這次在武打戲中拉傷大腿，早

已不良於行，但他還是咬著牙、跛著腳，

堅持撐下去，讓現場所有工作人員都感到

心疼與不捨。

而另外一位飾演諜報組織情報員的坤

達，早期在 ENERGY就已經小有名氣，後

黃騰浩飾
演調查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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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戰戲劇，大多以型男、王子的形象演

出，此次在《機密訊號》飾演大反派，將

狂傲不羈的變態情報員飾演到淋漓盡致，

除了多場與黃騰浩交手的武打戲，還有極

盡虐心的霸凌橋段，甚至槍戰爆破都親自

上陣，每拍完一段身上盡是擦傷瘀青，在

一次打鬥中因為上了手銬繼續扭打，結束

後坤達說：「感覺手都快被扯斷了，奉勸

大家不要當壞人」，讓一旁的劇組同仁哭

笑不得。

「一旦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由於國安案件對於民眾而言較為陌

生，許多偵查手法與處理方式，與一般民、

刑事案件有所差異，因此在拍攝過程中，

調查局與導演、編劇即不時地對劇本呈現

方式做確認，儘管只是在畫面上匆匆一瞥

帶過、不起眼的文件道具，裡頭出現的文

字也要再三斟酌；鏡頭前也許只有短短 1、
2分鐘，甚至幾十秒的畫面，實際上就要
拍上大半天。

猶記得一場爆破的場景，劇組是真真

實實地把一臺賓士車炸得開花，在場的工

作人員忍不住開玩笑道：「炸掉的車比自

己正在開的車還要好」。但玩笑歸玩笑，

為了確保安全，爆破人員與工作人員在引

爆前，無一不繃緊神經再三檢查，由於爆

破畫面只有一次拍攝機會，導演為了精準

掌握爆破點，更是在現場與演員一再確認

走位與表情動作，劇組當日更是請來多

坤達飾演
諜報組織

情報員。

女主角由
林逸欣飾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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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騰浩、梁登
凱在劇中扮演

調查局跟警察
局偵辦同一案

件的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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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攝影師，深怕錯過任何一個拍攝角度。

為了取得最佳視角，攝影大哥不顧自身安

全，頂著烈日、扛著昂貴的攝影器材，奮

勇爬上建物頂樓，在屋頂的邊緣壓低身子

挨著機器拍攝，期間工作人員還不小心割

傷小腿，但現場卻沒人喊痛、喊苦，每個

人都只想要盡力做到最好。

由於拍攝期間正值酷暑，且多次遇上

颱風攪局，考慮到演員的檔期、場地使用

限制與調查局的時程規劃，從導演、製作

人、製片、演員到整個劇組，無一不上緊

發條，把握每個可以開拍的日子，用「不

眠不休」、「沒日沒夜」來形容拍攝《機

密訊號》的辛苦，一點也不誇大。忍受烈

日曝曬、蚊蟲叮咬、風雨侵襲已是家常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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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鬼月時還到解剖室「演死人」，更是

對演員心理的一大考驗。還好「天公疼憨

人」，讓這部劇集終於順利地於期程內拍

攝完畢，劇組在有限的資源下，完成了不

可能的任務。

「儘管經費有限，前置作業時間不

足，但一旦要做，就要做到最好。」―這

是調查局與整個劇組團隊在這半年來合作

的默契與共識。

從《機密訊號》請來曾經參與《花甲

男孩轉大人》、《痞子英雄》執導的知名

導演李青蓉，就看得出製作公司天馬傳播

事業有限公司對這部劇集的用心。很喜歡

李青蓉導演在臉書上說的：「拍戲不是辛

苦，是困苦，每個能在（金鐘獎）名單上

的人，都是用盡一切堅持，才能走到這裡。

路好難走，但是還是要一直走」。的確，

各行各業工作的甘苦，從來只有身在該環

境的人才會清楚，但也正因為有導演的堅

持、演員的投入及劇組團隊的用心，才能

為《機密訊號》走出不一樣的路。

11月 10日臺北松菸首映

本劇將於 106年 11月 10日於臺北誠
品松菸舉辦首映會，隨後緊接著於 民視
（11月 5日及 12日晚上 10時首播）、

緯來等頻道輪番播出 ，希望透過本劇的

播放、以及劇中人物性格的刻畫與生活上

遭遇的問題，引起觀眾共鳴，讓觀眾有所

啟發與體會，了解國家安全一直都需要全

民共同參與和維護，危機常是在看似無害

或不經意之處發生，唯有全體國人上下一

心，才能守護臺灣的安全。且讓我們拭目

以待調查局全心力作的《機密訊號》火熱

上映，有興趣參加首映會並想與人氣偶像

合影的鐵粉們，請上《機密訊號》臉書或

逕上 ACCUPASS訂票系統索票吧！

《機密訊號》粉絲專頁 《機密訊號》劇集專屬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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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角星人

任務 就在你身邊《 》
微電影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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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部調查局製作的《任務就在你身邊》系列微電影，內容分為〈國家安全〉、〈機密保護〉、

〈防制滲透〉及〈安全防護〉4段。

他那具備人工智慧的電腦，配上〈卡提諾

狂新聞〉的電腦語音，令人莞爾。詹士邦

經手的第 1案，即為前陣子與李明哲案齊
名的對岸來臺研究生之竊取外交機密案，

當事人名為「韋均旨」（即偽君子），於早、

中、晚三餐分別問候外交官並試探國家機

密，情節雖浮誇，然這情節於真實世界中

已然發生。

遇到多年不見的初戀情人突然邀約，

該如何是好？如果知道她有可能陷入洩密

危機，是否該幫她？本段首先回到詹士邦

那情竇初開的年紀，以校園背景作為開場，

搭配柔情音樂，讓觀眾心境頓時猶如置身

以機關保防業務為職掌的法務部調查

局，在接續去年第 1部宣導保防法制化的
《抉擇》微電影後，今年又開拍片名為《任

務就在你身邊》系列微電影，共分為〈國

家安全〉、〈機密保護〉、〈防制滲透〉

及〈安全防護〉等 4段內容，此次製作方
式一掃公務機關向來被民眾認為過於八股

及僵化之手法，片中置入與年輕世代生活

息息相關之元素，敘事簡短扼要、節奏明

快、重點清楚，頗為吸睛。

〈國家安全〉篇仿造 007電影的搞笑
開場，讓人耳目一新。主角為私人偵探詹

士邦，在酷炫的外表下潛藏著細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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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篇仿 007電影的趣味開場，令人不禁莞爾一笑。

「韋均旨」每日照三餐問候外交官，試圖刺探國家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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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粉紅泡泡池般，「你以前說過，我以後

有事，都可以隨時找你的」，長髮披肩、

更顯嬌羞柔情的前女友主動開口要求了，

詹士邦要幫？還是不幫？她到底是遇到什

麼問題？

從事高科技研發業務的年輕人，由好友

介紹加入會有高額收入的募資案，是大展鴻

圖？還是可能身陷囹圄？面對金錢的極大誘

惑下，「符特家」能做出正確判斷嗎？這是

你絕對不能錯過的〈防制滲透〉短片。

喧騰一時的跨國犯罪集團 ATM盜領案，
駭客以釣魚郵件先入侵倫敦分行行員的個

人電腦後，再內部橫向掌控倫敦分行主機

以及電話錄音系統。由於臺灣民眾的警覺

高額募資案竟然是陷阱？影片中「符特家」能否做出正確判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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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即時通報，終使橫行在世界各國的國際

犯罪集團，在臺灣吃了個倒栽蔥，警民合作

順利追回所有贓款，也讓臺灣的〈安全防

護〉舉措成為了另類臺灣之光，跨國犯罪集

團從此在臺灣不敢猖獗。「你的就是我的」，

國家的錢也是我們大家的。

這四段與國家安全及個人利益切身相關

的影片，絕對不會花您太多的寶貴時間，相

信看完後，能對您有極大助益，如覺得不錯，

也請別忘了給這系列的微電影按個讚喔！

影片中駭客遠端入侵銀行系統，讓 ATM自動吐鈔，情節猶如社會喧騰一時的跨國犯罪
集團 ATM盜領案。（圖片來源：下方二圖截自公視新聞）

《任務就在你身邊》 
調查局保防宣導微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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