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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危機無所不在，風險控管不是口號；其實如果機關內部人員都做
好風險管理，便是最有效的危機預防。

過去室內有「老鼠尾巴」監錄，今日

有電子遠端監聽監錄，都非秘密。月前報

載高雄市議員質詢，曾擔任前市長隨行攝

影官的吳姓技工，多次持鑰匙潛入市長室，

因而質疑市長維安鬆散。韓市長證實，市

長室從四維行政中心搬到鳳山，竊案頻傳

也是原因之一，他透露曾接到很多人警告，

包括類似安裝監聽器或被某些人監控，讓

他感覺很不舒服。事後調閱監視影像，發

現吳技工在韓市長上任 1個月內，已前後

5次深夜潛入市長辦公室，市府已將市長

室門鎖換掉，加強門禁，並提醒公務員如

果將機密資料外洩，必須負起法律責任。

市長甚而懷疑隨扈祕書有沒有被收買？被

管仲

易其居分散風險易其居分散風險
有三歸，有三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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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他已經交代政風處嚴查嚴辦。至於

出訪行程提早曝光，市政會議紀錄無端外

洩，甚者機密會議未結束，內容已經先

「賴」出去。以上事件若真屬實，無疑內

部管理鬆散，「黑天鵝」將至了。

無獨有偶，臺北市政府隨後也爆發議

員公然質疑市長團隊內部成員洩密疑雲，

電視上柯市長罕見的變臉震怒。市長氣到

拍桌怒吼：「韓國瑜還在懷疑說他被竊聽，

是不是還不曉得，我臺北市政府今天很明

白的被竊聽！」這大至美國史諾登公開美

國全面竊聽醜案，小到

市井小民監聽，都是讓

人又愛又恨的不得已之

惡。古今中外政府都有

保密作為，《史記‧

平津侯主父列傳》可以

為證。

漢武帝元朔三年，

御史大夫張歐被免職，

以公孫弘接任。個性耿

直的汲黯，早就不滿公

孫弘的巧詐，於是向漢武帝告狀：「公孫

弘位在三公的高階官位，俸祿所得非常豐

厚，然而家裡竟然只蓋布被，他根本是在

故意騙人。」汲黯一向愛計較，此次又在

雞蛋裡挑骨頭，漢武帝就問公孫弘這到底

是怎麼回事。

公孫弘老實承認：這事是有的。九卿

當中與臣最友善的，莫過於汲黯；而他今

日當庭大眾面前公然責備我，也確實說中

了我的毛病。我以三公之貴使用布被，確

實是為了沽名釣譽，「且臣聞管仲相齊，

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

君」。今天我作為御史大夫，而使用布被，

與小吏沒有差別，真的就是如汲黯所說的，

就是在沽名釣譽。不過若沒有汲黯的忠心，

陛下怎麼可能聽到這些話啊！

漢武帝於是認為公孫弘為人真誠又謙

讓，對他越來越器重，最後還任命公孫弘

為丞相，加封平津侯。

公孫弘前說「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意指

管仲為齊國宰相時，齊桓公賜給管仲三歸，

奢侈程度並不下於國君。管仲生活奢侈，

很可能是事實，公孫弘不敢胡說瞎掰。不

過對於管仲的作風，孔子則有自己的看法。

孔子主張「君子不器」，不免批評管

仲為人小氣，器識不大。於是有人接著就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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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孔子：「管

仲儉樸嗎？」

孔子不假思

索地脫口而

出「 管 氏 有

三 歸， 官 事

不 攝， 焉 得

儉？」 又 說

「邦君樹塞

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

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有「三歸」

是事實，「三歸」有的解釋是藏著 3個保

險箱、有的解釋休閒的 3個樓臺，還有解

釋「三歸」為齊桓公賜給管仲的 3個小公

館。管仲個人生活如此浪費外，家裡又有

比照邦君的規格「樹塞門」，也就是在自

家大門口，設置了屏風照壁，管仲這樣僭

越，怎麼算是儉樸？管仲不僅有三歸，居

然公務上還「官事不攝」（即管理事務的

官員，專責專用，不必兼攝多項事務），

所以一般人都認為管仲設置職缺太多，根

本是浪費國家公帑。

其實「管氏有三歸」是具更深層意義。

管仲當時是齊桓公之下的第一把手，既要

規劃政策、又要負責推動改革，牽動國家

巨大利益，故其言行舉止，肯定會備受各

界「關注」。管仲為了分散風險，對於自

己官邸、休息庭園，設計「有三歸」，讓

外人掌握不住他確切的行蹤；另建置「官

事不攝」制度，讓不同人負責不同的職務，

以防止勾串，並能分散機密外洩風險；管

仲另立「樹塞門」，目的即在建立圍牆以

防止他人監控行蹤或窺視政務密商，就國

安保密角度而言，的確有其必要。因此，

相較於公孫弘因怕被比擬管仲奢侈，故「門

戶大開」，讓外人都知道他蓋的是平民布

被，雖背後隱藏升遷政治動機，然就「機

密維護」範疇而言，此決策高官的沽名釣

譽行為實不可取。

我國兵聖孫子強調「能愚士卒之耳目，

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今天有

異地辦公、預備路線設計，亦正是「管氏

有三歸」的最佳註解。站在國家安全高度

而言，管仲的見解實在是高人一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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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學林

1949 至 1950 年間，前國防部保密局將中共潛伏在
臺的地下組織破獲殆盡，繼而舟山撤軍加入防衛，再有
韓戰爆發改變了國際局勢，國民黨政府（下稱：國府）
得以度過危難。

保密局破獲共諜組織

安全維護工作挽救危亡實例：

風險管理歷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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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潛伏在臺的地下黨組織「臺灣省

工作委員會」（下簡稱「省工委」)是在

1946年 2月間成立，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

局下的華東局，由蔡孝乾擔任書記，負責

領導，華東局並派遣幹部張志忠、洪幼樵

來臺協助工作。日後，省工委分別由蔡孝

乾、洪幼樵（宣傳部長）、陳澤民（副書

記兼組織部長）、張志忠（武裝工作部長）

領導北、中、南及新竹地區的工作。

省工委於 1948年冬天起，為了從事政

治宣傳，開始發行油印刊物「光明報」，

惟在 1949年 9月被當時的國府保密局破

獲。接著，所屬的基隆市全部組織、屏東

支部、高雄鋼廠支部亦先後被破獲，至陳

澤民於 1949年 10月 31日在高雄被捕、

張志忠於同年 12月 31日在臺北被捕、蔡

孝乾於 1950年 1月 29日在臺北市泉州街

被捕、洪幼樵於同年 2月 16日在基隆碼頭

1949至 1950年間，中共潛伏在臺的地下組織由當時的國府保密局破獲殆盡，使來臺初期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國府獲得內部安全的保障。（資料來源：新聞學研究，黃順星，中央日報（1950/5/14，一版），http://140.119.187.78/issueArticle.asp?P_No=233&CA_ID=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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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省工委在各地支部、

小組80餘個單位均被破獲。

此外，辦案人員還從蔡孝乾

身上，循線破獲了國防部參

謀次長陸軍中將吳石、交通

員朱諶之案（筆者按：朱諶

之不屬於省工委，而是華東

局敵工部派遣來臺專責聯繫

吳石，朱將吳石提供的情報

經蔡孝乾轉中共）。吳石是

中共當時潛伏在國府國防部

裡的最高階共諜，省工委案

的破獲，使來臺初期處於風

雨飄搖中的國府，獲得內部

安全的保障。

據辦案人員查證：蔡孝乾、洪幼樵、

張志忠等人於 1946年 7月左右先後來臺灣

之初，是從聯繫謝雪紅等舊臺共分子展開

工作，來臺幹部並且在臺北、臺中、臺南

覓職以掩護身分，並計畫培養城市知識青

年作為幹部，以深入工農群眾。此外，為

了策動學運工作，亦成立學委會。

到了 1948年 6月，全省黨員達到 300

人左右，省工委依據中共華東局的指示，

於 6月間，在香港召開會議以檢討工作，

會中確認臺灣的解放應在大陸之後，因此

工作要從長期打算，日後應城市與鄉村並

重；在學運與工運方面，需團結外省人的

力量，來補足本省學生、工人的政治認知

不足等多項方針。前述陳澤民是華東局加

派來臺，擔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負責臺

南、高雄地區的工作。

香港會議之後，省工委的發展收到了

成效，而在新竹、臺中、臺南等地的鄉村，

及北、高兩市的工廠展開工作。為了從事

宣傳，除了在 1948年冬天出版「光明報」

外，還在 1949年夏、秋，先後出版刊物包

括「新中國文摘」、「論人民民主專政」、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等。

蔡孝乾、洪幼樵、張志忠等人之偵查情形及收押狀況等。（資料來源：國家發展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https://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0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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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50年初，整個大陸

地區都落入中共之手，省工委依

據華東局之命，將「怎樣配合解

放軍作戰」的指示，轉發各分

支單位，要求在「一切為了配合

解放軍作戰」的前提下，建立戰時體制，

準備在當年 4、5月間，配合軍事攻臺。但

是此時，所屬組織陸續被保密局破獲，到

了當年 5月全部被破獲時，幹部、黨員達

900餘名。

省工委著手的武裝鬥爭及策反工作包

括：張志忠於1947年3月2日迄15日率眾，

在嘉義以「自治聯軍」名義介入 228事變，

及同年 8月率眾 11人襲擊西螺警察所。省

工委並策動時任臺灣省電力公司總經理的

劉晉鈺，要劉在中共攻臺時，保存電力公

司一切設備，日後保其職位。更有甚者：

省工委尚在臺中的白毛山及竹子坑建立了

2處武裝基地，計有 19名武裝

人員被逮捕，起出長短槍 8支、

子彈 500餘發、手榴彈 7枚。

至於吳石在 1950年 3月案

發當時，擔任國防部中將參謀次

長，主管後勤補給，曾利用職

權，向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三處

要索到「東南區匪我態勢圖」，

經自己描繪後，透過關係送往香

港中共單位，其

他洩漏的軍機尚

包括：各部隊團

長以上、臺灣保

安司令部補給區

及長官公署所屬

各機關正副主官

科長以上簡歷名

冊、東南區所轄

各單位 11月份（筆者按：1949年）人員

審核統計表、舟山各駐軍部隊武器數量統

計表等。倘若吳石案未經破獲，以其在國

防部擔任參謀次長，主管後勤補給之職權，

應可以先期掌握舟山撤退計畫，倘如此，

則舟山部隊是否能夠在敵前順利撤回，是

一大問題。

省工委案及吳石案的破獲，使得中

共潛伏在臺灣的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面被肅

清，而舟山撤軍於 1950年 5月 16日完成，

全數近 14萬兵員，連同武器輜裝完整的撤

退來臺增強防衛，至當年 6月 25日韓戰爆

發，美國總統杜魯門於同月 27日宣布臺海

張志忠案偵查判決簽請鑒核之簽呈，內詳

述張志忠配合匪軍攻臺之計畫。（資料

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h t t p s : / / w w w. a r c h i v e s . g o v. t w / P u b l i s h .
aspx?cnid=1126&p=1143）

時任臺灣省電力公司總經理的劉晉鈺配合中

共攻臺，保存電力公司設備，被依匪諜罪名

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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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化政策，下令第七艦隊派

遣軍艦巡弋臺灣海峽，以防止

臺灣受到中共的攻擊。至於中

共，則恐韓戰波及其首都北京，

而將戰略重心北移並加入韓戰，

攻臺戰役遂無限期擱置，國府

度過來臺初期最晦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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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韓戰爆發，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臺海中立化，並下令第七艦隊派
遣軍艦巡弋臺灣海峽，防止臺灣受到中共的攻擊。

在執行舟山撤退前，1949年
9月即已訂定「陸海空軍保衛
舟山群島聯合作戰計劃」，倘

若吳石案未破獲，舟山撤退也

許面臨失敗局面。（圖片來

源：國家檔案管理局，https://
art.archives.gov.tw/FilePublish.
aspx?FileID=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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