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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106年11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機關同仁結婚，親屬朋友或經常往來之朋友所致贈之禮

金，有無正常社交禮俗之限制？ 

答：無職務利害關係不受正常社交禮俗金額限制，得收受之。

無須簽報知會。 

二、 機關同仁結婚，其承辦申辦案件之廠商致贈之禮金得

否收受？ 

答：按結婚宴客，依禮俗以至親好友、長官、同事、同學等

情誼深者為邀請對象，對於與承辦公務有職務利害關係

之廠商、民眾，應避免通知或濫發請帖，以免造成不良

觀感並與規範牴觸。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問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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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第3點所規範之「請託關說」與民意代表「為民服務」，

如何區分？ 

答： 

（一）民意代表依其職權行使職務，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

建議等事項，屬選民服務。依本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

此種依法令規定程序及方式進行的陳情、請願等表達

意見的行為，循行政程序法、請願法等規定辦理，不

適用本要點。公務員受理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項，

應依相關受理陳情、請願等法令規定處理，不適用本

要點規定。 

（二）公務員對於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項，如有違反前

述規範之虞者，亦應明確告知相關法令依據，讓民意

代表充分瞭解；如仍執意要求，而有違法之虞者，公

務員自應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國民旅遊卡106年新制宣導※ 

壹、前言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係為公務人員時常接觸之申

領業務，目的除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辦理國內旅遊藉以

調劑身心外，更希望藉由公務人員帶動國內旅遊風氣，以利

振興觀光相關產業之發展，刺激國內消費，惟時有發生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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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詐領此類款項案例，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雖微，其所

需面對的司法制裁或行政懲處卻重，更損及機關乃至整體公

務員之清廉形象，實為因小失大。而行政院業於105年12月

29日、106年2月22日修正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下稱「休假改進措施」)，並

分自106年1月1日及同年3月1日生效施行，面臨此一變革，

公務人員因不熟諳新制或一時萌生貪念而誤蹈法網的風險

仍舊存在，為加強本部及所屬機關同仁對此類案件之違法性

認知，爰彙整該制度所涉之相關法令、案例態樣及弊端癥結，

期藉此多加宣導俾防範犯罪發生。 

貳、106年新制重點 

   新制重點置於修正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額度及運用方式

(修正「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第5點、第7點)，說明如下: 

一、 將補助總額區分為「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

度」，並取消原本加倍補助之規定，修正為不分產業

別均按刷卡消費金額核實補助。 

二、 所稱「自行運用額度」為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

國民旅遊卡至交通部觀光局審核通過之各行業別國

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

以核實補助；所稱「觀光旅遊額度」為公務人員於休

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至觀光局審核通過之旅行業、

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國民旅遊卡特約商

店刷卡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三、 新制觀光旅遊額度新臺幣8,000 元之旅遊方式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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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對象為休假資格逾七日者)為下列四類
1
： 

(一) 第一類：供機關選擇的「團體旅遊行程」。 

(二) 第二類：公務人員得自行選擇屬意之旅行社「個別

參團」。 

(三) 第三類：公務人員得購買「台灣觀巴」行程、「台灣

好行 (套票)」或「交通加住宿」的半自助套裝旅遊。 

(四) 第四類：視公務人員自行規劃旅遊需求，得逕向旅

宿業、交通運輸業及觀光遊樂業訂購個別旅遊產品

的自由行方式。 

四、 公務人員休假期間前後一日之交通費用
2
，得按其行業

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補助範

圍。 

參、詐領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觸法案例 

一、 南○縣南○市公所○○里里幹事詐領國旅卡休假補                                                   

助費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4年度審易字第302號刑

事判決參照） 

(一) 案情概述：甲為南○縣南○市公所內○○里幹事，

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甲於南○市公所任職期間，曾

前往南○縣農會以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購買茶葉2

斤，並以南○市○○里辦公處名義發函，檢送原始

憑證函請南○市公所核銷辦公費，經該所函覆審核

相符在案。甲明知前開消費已核銷○○里之辦公費，

竟基於詐領之犯意，仍於核對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

                                                      
1第一類至第三類於 106 年 1 月實施，第四類則於 3 月實施。 
2指公務人員於交通運輸業或加油站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消費。 



5 
 

助費申請表時，未將該筆購買茶葉費用予以刪除，

於該申請表欄位蓋用印文後，請領公務人員強制休

假補助費，使不知情之南○市公所主辦人事、主辦

會計陷於錯誤，甲以此方式詐得2,024元。嗣因法務

部廉政署執行專案清查，始查知上情，案經廉政署

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於104年12月30日判決甲違反刑法

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得易

科罰金，緩刑2年。 

(二) 偵審情形：第一審判決有罪。 

(三) 弊端手法：休假期間刷卡消費並據以申領村里辦公

費後，復以同一消費事由請領國旅卡強制休假補助

費。 

(四) 弊端類型：重複請領補助費。 

(五) 違反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項。 

 

二、 高○市政府公車處、工務局及教育局等員工詐領國旅

卡休假補助費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101年度偵字第17953號不起訴處分書參照） 

(一) 案情概述：甲、乙、丙…等38人分為高雄市工務局

違章建築處理大隊、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處、高雄

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立楠梓國民中學員工，

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甲等38人於任職期間，明知

實際上並未於休假時間經由旅行社安排出遊，而係

虛偽購買套裝或自由行等旅遊行程之預購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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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民旅遊卡或填寫「信用卡郵購傳真帳單」刷卡

簽帳消費，並向旅行社領取扣除手續費後退還之其

餘刷卡金額。嗣後甲等38人向服務機關申請公務人

員強制休假旅遊補助費，於申請表上簽名確認，致

機關會計人員因而陷於錯誤如數撥款，每人詐領取

得1萬6,000元之強休假補助費，合計詐取金額共95

萬904元。案經法務部廉政署於偵辦過程中啟動專案

清查，並積極策動員工自首。甲等38人除向廉政署

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並向服務機關繳回所領之國

民旅遊卡補助款。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於101年9月27日偵查終結，認甲等38人違反刑法第

339條第1項詐欺罪、刑法第215條及第216條之行使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惟審酌甲等38人已自白

犯行，深表悔悟，且繳回所領之國民旅遊卡補助款，

爰予不起訴處分。 

(二) 偵審情形：涉案人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予不起訴

處分。 

(三) 弊端手法：持國民旅遊卡虛偽購買旅遊行程，並向

旅行社領取扣除手續費後退還之刷卡金額，嗣後向

所屬機關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旅遊補助費。 

(四) 弊端類型：以假消費真刷卡方式詐領補助費。 

(五) 違反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15條、第216條。 

三、 台北市○○區○○里里幹事詐領國旅卡休假補                                                   

助費案(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87號刑事

判決參照） 

(一) 案情概述：甲為台北市○○區○○里里幹事，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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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公務員。甲於任職期間，曾前往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持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購買球鞋一雙(金

額4,000元)，並向該區公所人事室申請補助，因該

等消費項目符合報領強制休假補助費規定，因而核

撥補助費予甲。嗣後甲明知球鞋發票業已請領強制

休假補助費，卻仍在該發票填上「台北市○○區公

所、安全鞋」等字，向○○區公所申請當月份之駐

里事務費，使○○區公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

甲確有支出前開安全鞋費用，因而撥款4,000元予甲

以核銷，甲因而詐得4,000元之駐里事務費。案經廉

政署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3年5月7日判決甲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褫奪公權2年。 

(二) 偵審情形：第一審判決有罪。 

(三) 弊端手法：休假期間刷卡消費並據以請領國旅卡強

制休假補助費後，復以同一消費事由申領村里辦公

費。 

(四) 弊端類型：重複請領補助費。 

(五) 違反法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四、 國立○○生物博物館員工詐領國旅卡休假補                                                   

助費案(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易字第365號刑事判

決參照） 

(一) 案情概述：甲為國立○○生物博物館科學教育組員

工，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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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甲於任職期間預計前往新

加坡探親，以電話向旅行社預訂高雄至新加坡之機

票，並於休假時持國民旅遊卡前往旅行社支付機票

費用(金額1萬500元)，事後向其任職單位之人事室

申請補助，由人事室代為列印「國立○○生物博物

館所屬公務人員符合報領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

申請表」後交予甲核對，甲明知公務人員申請強制

休假補助，必須在本國境內旅遊並使用國民旅遊信

用卡在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始得請領休假補助，然

其見該申請表中消費資訊欄位列入不得申領休假補

助之「消費特店業別：旅行業，消費特店名稱：○

○旅行社，消費金額：1萬500元」消費款，即其往

返「高雄至新加坡」間機票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仍在該申請表蓋章表示確認該申請表內

容無誤，致使其任職單位之人事室、會計室誤信甲

係在國內旅遊消費，因此陷於錯誤而撥款予甲。案

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有罪、被告提起上訴，嗣經

臺灣高等法院於99年3月30日判決甲違反刑法第339

條第1項詐欺罪，判處拘役20日，緩刑2年，並應向

公庫支付1萬元。 

(二) 偵審情形：第二審判決有罪。 

(三) 弊端手法：持國民旅遊卡購買未符規定之旅遊行程，

嗣後卻仍向所屬機關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旅遊補

助費。 

(四) 弊端類型：以名實不符之方式詐領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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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違反法條：刑法第339條第1項。 

肆、結語 

    綜觀上述案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之觸法態樣多為

以「重複請領」、「假消費真刷卡」及「名實不符」等方式詐

領補助費，進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刑法等法令所定詐欺、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交付、登載不實之規定，輕則易科罰

金，重則面臨有期徒刑之處罰，實為因一時貪念而誤蹈法網。

公務員除必須清楚的了解應恪守的法令規定與行為準則，更

應從根本地作好自身管理，勿存有僥倖心理；另一方面，公

務員所服務之機關倘能對國民旅遊卡等各項小額款項之申

領多加施予法紀教育及宣導，不僅可使其對這方面法令規範

有更進一步之認識，進而依循法令，亦能透過真實案例引以

為鑒、自我警惕，有效防範弊端發生，共同營造優質之辦公

環境。 

 

資料來源：106年05月 法務部廉政署宣導簡報 

 

 

 

     ※替代役廉政宣導※ 

                      

    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士兵具公務員身分 

 

一、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2點之適用對象有無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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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1款規範之對象，為「適

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

適用對象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關

服務人員」，依司法院院解字第3486號、釋字第92號、

第101號與第308號解釋及銓敘部75年9月8日75台銓華

參字第43193號函、86年5月9日86台法二字第1450605號

書函與92年6月20日部法一字第0922259031號令解釋意

旨，應包括服務於行政機關及公立學校之職員（含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之聘僱人員）、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警

察、現役軍（士）官、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士兵、

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含受有俸給代表民股之董事或

監察人，惟不包括純勞工），以及擔任政府投資民營事

業機構且受有俸給之官股董事等。 

而本要點第 2點所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除涵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適用對象外，尚包含代表

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其規範對象

範圍較廣。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廉政教材  

 

               廉政小故事 

 



11 
 

※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利益迴避」的幾個史例※ 

   某次唐文宗問工部侍郎柳公權說，近來外界對朝廷的措

施，有什麼不滿意或批評的地方？柳公權說：「朝廷派郭旼

做昐寧的縣令，有些人認為有問題，並且講了閒話。」文宗

很不悅的說：「郭旼是太皇太后的季父，品德清廉，也沒有

過失，如今只放他去做一個小縣官，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柳公權接著說：「以郭旼的才德和貢獻，確實足堪此任，但

是議論的人說，郭旼曾經將二個女兒進獻給宮裡，並因而獲

取官位的…。」文宗於是喟道：「他的女兒是來參見並侍候

太后的，又不是來做我的妃子，你們何以大驚小怪…！」柳

公權聽了以後卻說：「像這樣瓜田李下的嫌疑，哪是每個人

都知道的啊！」  

    柳公權說「瓜田李下」這句話，就是援引古樂府「君子

行」中的這句詩─「君子防未然，不處瓜李嫌，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而來的，引申為君子應當有所「避嫌」之意。

另一個例子，唐武后狄仁傑為相時，就曾向其姨媽盧氏表

示，欲推薦表弟入朝為官，但卻被姨媽加以反對，並說：「我

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不願意讓他去服侍女皇上。」狄仁傑

聽了以後感到非常慚愧。  

    同樣的，朱元璋的元配馬皇后，其姪兒在家鄉生活難以

為繼，朱元璋便向馬皇后提議要讓他出來做官。孰知馬皇后

竟予反對，並說：「國家的官吏，應當選用賢能，我這姪兒，

教書尚可，做官則不行。再者，前朝的外戚親屬，多驕奢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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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甚至造成國家傾覆，所以臣妾以為，對於國戚仍應從嚴

對待才好…。」朱元璋聽完後感動的說：「歷代皇后，都不

如我朝的馬皇后。」  

    諸如上述史例，不勝枚舉，如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一

生即主張兒孫當自立，至死其兒子王素都還沒當過官呢！還

有，漢明帝的皇后馬氏，因其舅馬防對明帝有參醫用藥之

功，漢章帝特別想提拔他做官，卻遭馬氏反對說：「我就是

擔心後世者的議論，會影響到先帝的聲譽，所以才不希望有

外戚當官的啊！」我想，這些都是遵行「利益迴避」的最佳

典範，尤其掌握國家大權者，能率先以身作則，更誠難能可

貴。  

 

 

 

           ※消費者保護宣導※ 

   

※「發行違法「蓮香齋」餐券，法務局從重裁罰

德茂昌國際有限公司及蓮香齋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今（29）日表示，德茂昌國際有限公司(下

稱德茂昌公司)及蓮香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蓮香齋國

際公司)因發行違法「蓮香齋」餐券並拒絕改善，法務局考

量受影響之消費者人數眾多且影響消費權益重大，故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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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德茂昌公司新臺幣(下同)50萬元罰鍰及蓮香齋國際公

司 40萬元罰鍰。 

  知名素食餐廳「蓮香齋」3月易手為「御蓮齋」後，衍

生舊餐券能否繼續使用之爭議，經法務局消保官召開 3次

行政調查會議並多次要求限期改正後，德茂昌公司及蓮香

齋國際公司就其發行餐券未記載面額及無履約保障機制，

違反「餐飲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部分仍未能提出具體改善方案，法務局業已

裁處上述兩家公司 3萬元罰鍰在案，並再次命其提出改善

方案，惟迄今仍未獲其提報具體改善方案；法務局考量受

影響之消費者人數眾多且影響消費權益重大，決定從重裁

罰德茂昌公司 50萬元罰鍰及蓮香齋國際公司 40萬元罰鍰。 

  法務局袁秀慧局長指出，上述兩家公司發行違法餐券

經處以第一次裁罰後，又經法務局再次命其限期改正而屆

期仍未改正，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後段規定，得再

次裁罰 5萬元到 50萬元罰鍰。經審酌御蓮蔬食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御蓮蔬食)之餐券統計表後發現，自「蓮香齋」餐

廳易手為「御蓮齋」後，御蓮蔬食已分別回收及登記之德

茂昌公司及蓮香齋國際公司發行之餐券近 14萬、10 萬張。

顯見德茂昌公司及蓮香齋國際公司販售違法餐券影響消費

者人數眾多，並生侵害消費者權益之重大影響，故法務局

依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衡酌上述兩家公司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應受責難程度及所生影響等因素後，決定從重

予以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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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仍持有「蓮香齋」舊餐券之消費者，未來將如何

使用餐券，御蓮蔬食近日將於其官方網站公告，請消費者

密切留意。 

  法務局最後提醒消費者，於購買餐券時務必選擇有履

約保障機制之合法餐券，避免事後消費權益受損；消費者

如另有任何消費上之爭議，可利用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或撥打市民熱線「1999」轉 6169（外縣市請撥：

02-2725-6169）查詢，法務局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者保

護官室將會提供相關消費諮詢及協助申訴，以維護消費者

權益。 

 

日期：106-06-29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反詐騙宣導 

 

※手機出清好便宜? --看到親友臉書在賣手機，要打

電話確認無誤再購買，千萬別急著匯錢阿!!!※ 

   近期詐騙集團瞄準「販賣高檔手機」有機可趁，並盜用

臉書帳號刊登手機出清訊息，要求被盜用者友人另加 line

帳號，私下洽談交易細節，並以遠低於市價的假格販售舊款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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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機，待被害人匯款後即失聯，直至匯款人發現，係友人

臉書帳號遭盜用後才驚覺受騙。統計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受

理民眾報案資料得知，自上週 106 年 10月 9日迄 10月 15

日止，計有 124位民眾被害，大多數被害人於臉書向好友以

低於市價行情購買 IPHONE手機，當雙方談妥交易細節並匯

款後，卻遭到封鎖而求償無門。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民眾，透過臉書進行購物貼文或私

下販售低價熱門商品多為詐騙，因此若向臉書好友購物，需

再三確認是否為其本人。若是您發現周遭的親朋好友臉書疑

似遭盜(冒)用，可建議可到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acked 網頁，依照步驟填寫新

密碼和確認 email，即可取回帳號掌控權。此外，為降低

facebook帳號被駭，民眾可以在「帳號設定」頁面上，點選

「帳號安全」，打開「登入警告」通知，並設定認可的「瀏

覽器與應用程式」。或者也可以在「登入許可」中，利用手

機驗證碼，多設定一層安全的驗證來登入帳號。如有任何疑

問，歡迎隨時撥打 165進行詢問。 

  

    資料來源：2017/9/27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https://www.facebook.com/ha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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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洩密案」 

去（105）年10 月間，由我國國防部軍情局主動發掘、

反映，我國前空軍陳姓上尉於退伍後至大陸地區經商失利，

遭中共國安單位吸收；中共要求陳員返臺蒐集國防情資，並

透過以往軍中同袍、舊識，吸收現役、退役軍方人員發展情

蒐組織，伺機擴大在臺情報蒐集網絡。然而陳員異常舉動引

起軍情局反情報體系察覺並截獲相關情資，確定陳員為中共

蒐集情資後，會同法務部調查局偵辦，於時機成熟時逮捕陳

員及獲取相關事證，後由高等法院裁定禁見，並於今年５月

判處3 年6 個月徒刑。 

成因研析 

此次陳姓上尉透過個人私交關係，使用一般民眾常用之

智慧型手機、通訊軟體聯絡，進而試圖洩漏相關國防機敏訊

息，讓我們瞭解，不只在可見的未來，甚至當下諸多的通訊、

新型傳播工具，已被大量利用於情報蒐集的工作。另國防部

自104年11 月試行開放官兵限制性使用手機以來，仍見官兵

違規使用智慧型手機、數位裝置等情形。常見的案例，除了

在不合規定的地點、區域使用外，更有甚者，少數保密警覺

性不佳人員，公開在網路、社群媒體談論公務機密，無疑對

國防與社會安全產生極大風險。 

時下通訊科技、傳播功能的進步，加上中共情蒐、刺密

手段複雜多變，將使國家安全面臨更大威脅和挑戰。全體官

兵除應貫徹「保密十要項」，亦應該經常自我審查，遠離可

疑分子、高風險營外活動、不良嗜好。各級幹部更應秉持「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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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毋縱，除惡務盡」的原則主動查察，落實檢查責任內人、

事、地、物，保障內部純淨。 

持衡貫徹保防教育深化危機敏感力度 

本次案例中，涉案空軍陳姓退役上尉儘管已經退伍將近十年，

然而陳員所認識的舊識、軍中友人在接受部隊一定時間歷練

後，案發時現階段多半已成為國軍中、上校級幹部，其所接

觸的相關國防事務，如負責國軍部隊戰訓、情報、通信等重

要機敏單位接密人員，向來皆為中共滲透、竊密之重要目標，

對於敵人具有相當價值。 

所幸本次案件中，陳員所接觸的人員察覺異常，進而迅

速透過建置內管道向上反映，及時阻止洩密案件範圍的擴大，

可見個人的保密習性與危機敏感度，是國軍各級單位防杜機

密外洩的重要關鍵。本案偵破亦顯示平日軍民保防教育觀念

的建立已達相當成果。「礎潤而雨，月暈而風」，但凡各種

危機發生必有其徵候，對於危機的防杜，有賴長期教育、宣

導，唯有持衡貫徹與有效落實各級保防安全教育，深化危機

敏感力度，方能於關鍵時刻發揮有效戰力。 

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106年 9月號   劉財志 

 

                    
           
           安全維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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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樂團出場，孔子黯然退場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韓國朴槿惠敗在閨密干政，孔子一路平步青雲，也敗在

魯國的同志上。《史記》中記載，魯定公10 年，孔子已過

天命之年，受命出任治理中都，一年後，政績斐然；不久調

升為司空，又迅速被提拔為大司寇，從地方官，竄升中央政

府，擔任全國的警政首長；三個月後，魯國治安大好，經濟

穩定成長，從此與鄰近齊國平起平坐。 

四年後，孔子56 歲，政治生涯達於巔峰；他以大司寇職務，      

四年後，孔子56 歲，政治生涯達於巔峰；他以大司寇

職務，代理宰相重任。孔子上任第一件事，誅殺名流也是名

嘴的大夫少正卯。他代理宰相三個月，穩定全國物價；男女

有別、分途行走，人人循規蹈矩；治安更好，路不拾遺，如

此優異的施政績效，引起齊國君臣的不安。 

齊國曾多次侵奪魯國的土地，如今孔子主政，國力日趨

強盛，齊景公擔心如果孔子繼續在魯國執政，必定稱霸中原，

而距離魯國最近的正是齊國，很可能先遭殃。齊景公指示大

臣趕快割地還給魯國，以討好魯君，也好讓自己安心。不過

齊國有高人，大臣犁鉏認為不必慌急而亂投藥；他自請嘗試

破壞魯國的政風，分化君臣的信任關係，以削弱魯國國力；

如果未達效果，再割地示好也不遲。齊景公認同後，犁鉏於

是進行腐化魯國的行動，他首先精選漂亮女子80 人，再穿

上華麗的五彩服飾，接著集訓跳康樂豔舞。此外又挑選駿馬

120匹，把美女樂團與駿馬送到魯國首都曲阜城南的高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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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示，一時大為吸睛，再大肆公演炒熱氣氛，更吸引路

人圍觀，消息傳出，引起魯國權貴季桓子的好奇。 

季桓子熬不過美女的致命吸引力，穿上不顯眼的輕便衣

服，偷偷跑去現場看美女熱舞，與民同樂。他不知看了多少

遍，樂此不疲，流連忘返之餘，心想納為己有。季桓子想要

接受齊國的示好禮物，於是先去報告魯定公，極言美女之好，

熱舞之豔，駿馬之非凡，聳恿魯公，讓魯公神往不已。在季

桓子貼心地安排下，偷偷溜出宮中去觀賞美女豔舞，魯公觀

賞再三，竟終日不肯離去。這些齊國腐蝕人心的秘密武器被

送進魯君宮中後，魯定公從此不問國政，只管享受，早已將

國家大事、人民安危拋諸腦後了。 

孔子學生子路實在看不下去，再三勸請老師離開魯國，

孔子不以為然，對魯國尚存一線希望。孔子想魯國將舉行郊

祭，祭祀結束後，如果依照禮儀，將祭肉分送給大夫官員，

就表示魯君尊重官員，那還可以留下來為國效力。但事與願

違，季桓子自接受女樂與駿馬後，與魯君一起沉迷於女樂，

再也不過問政事，至於郊祭結束後，亦不肯與大夫分享祭__

肉。孔子終於澈底失望，也對魯國死了心。 

孔子心灰意冷，不想再過問魯國政事，決心求去，那天

他離開曲阜，夜宿魯國南面的屯邑，一位魯國的樂師來送行，

他十分暖心地安慰孔子：「夫子您並沒有任何過錯啊！」孔

子慘然無奈，只唱歌回應：「那些婦人的口舌，會搬弄是非，

可以讓賢臣憂心，逼得他們出走啊！那些女人的告狀，會顛

倒黑白，足以讓好人氣壞，迫得人死國敗啊！現在我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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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不再過問魯政了；退休之後，無官一身輕，優哉游哉，

可以悠閒地安度晚年了。」 

這位樂師回到曲阜，據實回報季桓子，季桓子聽了，嘆

了一聲道：「孔夫子在怪我沒有拒絕那群齊國的美女樂團

啊！」 

孔子在魯國受到重用，政績表現又那麼亮眼，最後為何

卻對祖國失望透頂而求去呢？推想其一是齊國為了強齊弱

魯，逼走孔子退出政壇，他們洞悉人性的弱點，於是送上絕

色美女、駿馬無數，讓魯君、季桓子難以抵抗高檔誘惑，而

失去鬥志，以避免魯強後的威脅；二是齊國美女計得逞，讓

魯國君臣迷戀不已，雙雙深陷於享樂的陷阱；不止季桓子上

當了，魯君也上癮了，君臣玩物喪志，不再關心國事，對於

孔子圖強就不感興趣了，齊國腐敗魯國政風完勝；三是孔子

施政雖得民心，但政績越亮眼越刺人眼，讓魯國權臣有了戒

心，而離間成功。此外，孔子施政的榮譽桂冠來得快，難免

會自我感覺良好，而一時得意忘形。《史記‧ 孔子世家》

說了：「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喜形於色，連

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可見孔子得意過了頭，忘了接受任務後，

猶須內斂含藏，否則容易得罪小人；推測一定有小人在魯公

前中傷孔子，導致魯公見色忘禮，對孔子不再信任、尊重了；

孔子感覺到既不受尊重，實在沒有輔佐昏君的必要，才會忍

痛選擇離開自己得意的職場。 

我們不禁要問，大國為什麼要送禮給小國？難道沒有目

的？孔子離去後，季桓子明知沉迷於女樂不對，後來到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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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退回齊國的「重禮」？答案是否定的。女樂駿馬的享受，

都是顯而易見的，其實，還有更值得我們警惕的隱微企圖。

這名樂師肯定不是仰慕孔子而專程來送行，一定負有特定任

務。表面上看似友誼相送，其實幕後有人下指導棋，派他去

刺探動向情資，作為下一步棋的指導依據。最後，不得不說

的是情蒐人員的可畏，這群美女樂團絕非只是靠美色誘人的

娛樂工具，魯公、季桓子只見傾城之豔麗表象，那裡想得到

其骨子裡是訓練有素的傾國刺客與情報團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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