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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2年9月1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4668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二、第五條之一及第
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2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020137441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國家安全法」第 2 條之 2、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 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2）年 5 月 30 日本院第 3349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國家安全法」第 2 條之 2、第 5 條之 1、第 5 條之 2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
）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法務部、內政部、國防部（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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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二、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七月十五日施行，迄
今歷經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八十五年二月五日及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三次修正。由於近年來
隨著全球化及資訊化時代來臨，國家主權範圍之概念，除領海、領土、領空外，並擴及至第五空域
（即網際空域），國家安全之概念及範圍已產生實質變化。因此安全之威脅不再限於實體，並已擴
及至網際空域及資通安全，威脅國家安全之來源亦不再僅以國家為主體。就我國目前所面臨之威脅
而言，除來自境外勢力，更有恐怖主義分子或網路駭客入侵等跨國性或無國界犯罪活動。
鑒於本法之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惟本法就前述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
之保防工作規定卻付之闕如，各主管機關亦因缺乏法律授權，無法因時、因地訂定有效之法規命令
據以執行。故為維護機密、防制滲透、執行安全防護，確保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實有規定中央與
地方各級機關（構）、軍隊及與整體國力有關之團體，得實施與國家安全及利益有關之保防工作必
要，爰擬具本法第二條之二、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揭示國家安全之維護及於網際網路必要範圍。（修正條文第二條之二）
二、有鑒於敵諜案件犯行隱匿，舉證不易，侵害國家法益甚鉅，為發揮防制境外勢力滲透，強化全
民保防警覺，鼓勵民眾檢舉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增訂給與檢舉人獎金及保護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五條之一）
三、增訂各級機關（構）、軍隊及與整體國力有關之團體，實施保防工作之依據及保防工作之業務
範圍、適用對象、類別、主管機關等規定。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保防教育與訓練相關事項之
規定、執行保防工作相關事項之辦法，以及違反執行辦法所定限制或禁止事項之處罰。（修
正條文第五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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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之二、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第二條之二 中華民國國家安
全之維護，應及於網際網路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二、由於全球化、資訊化時代

必要之範圍。

來臨，國家安全之威脅已不
再限於實體，甚至已擴及至
資通安全。基於確保網路安
全所需，先進國家無不加強
相關防護作為，鞏固資安防
線。而我國所面臨之威脅，
除來自境外勢力外，更有恐
怖主義分子或網路駭客入侵
等跨國性或無國界犯罪活動
，其均可能藉由網際網路之
連結而入侵我國進行破壞。
例如：日前菲律賓公務船射
殺我漁民，引發臺菲之間緊
張關係時，即有駭客藉機透
過網際網路入侵，癱瘓我政
府機關網站；另中共早已成
立之網軍，對我國竊密之內
容不僅止於軍事、政治機密
，甚至擴及高科技及商業機
密，且其為突破我國防禦機
制，大量利用「社交工程」
手法，以「由近而遠」或「
由疏而密」等迂迴方式對我
發動突穿、滲透等網路攻擊
，藉機竊取機密、甚至施放
電腦病毒以癱瘓特定對象網
路，對我國造成重大之經濟
損失，自不待言，然機敏資
料遭竊或網路癱瘓對國家安
全威脅更是重大。故結合當
前「第五空域（網際空域）
」觀念及資通安全威脅顧慮
，揭示我國國家安全之維護
應包含網際網路，實有必要
，且符合國際趨勢。惟網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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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無遠弗屆，為避免其範
圍過廣，爰限於必要之範圍
。至其相關安全管理及跨境
監察之規範，應由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規定。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

第五條之一

意圖危害國家安

國家安全與全民福祉息息相關

全或社會安定，違反第二條
之一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

全或社會安定，違反第二條
之一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

，鑒於敵諜案件犯行隱匿，舉
證不易，侵害國家法益甚鉅，

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法令尚無民眾檢舉危害國
家安全案件給與獎勵規定，為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前二項之罪，其他法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前二項之罪，其他法

發揮防制敵諜滲透，鼓勵民眾
檢舉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並給

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與適當的保密防護，爰增訂第
五項規定，授權法務部、內政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而自首者，得免除其刑；於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而自首者，得免除其刑；於

部、國防部會同訂定檢舉獎金
給與及保護辦法，以全面維護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
輕其刑。

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
輕其刑。

國家安全。另同一案件如其他
法令亦有發給獎金規定時，僅

第一項至第三項案件之
檢舉人應給與獎金及保護；

得從高從寬擇一發給，不得重
複領取，將於第五項授權訂定

其檢舉人資格、身分保密、
獎金發給條件、基準、程序

之辦法中定明，併此敘明。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法務部、內政部、國
防部會同定之。
第五條之二

政府為維護機密

一、本條新增。

、防制滲透、執行安全防護
，得在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

二、我國由於近年之民主化、
自由化及全球化，無論是機

（構）、軍隊及與整體國力
有關之團體，實施與國家安

關（構）、軍中或社會對外
均越來越益開放，有關之資

全及利益有關之保防工作。
保防工作之業務範圍如

訊及設施相對容易取得及接
近。然若未具有危機意識，

下：
一、公務或業務機密維護。

事先就與國家安全與利益有
關之機關（構）、軍隊或團

二、防制滲透。
三、機關（構）、軍隊或團

體之公務或業務機密加以保
護及預防洩漏、竊取或破壞

體內部安全防護。
四、推展保防教育與訓練。

，在開放前題下，機關（構
）、軍隊或團體恐易為外人

五、保防法令之研擬。
六、其他涉及國家安全或利

滲透，相關公務或業務機密
如遭竊取，連帶可能對國家

益有關之防護事項。
保防工作依其適用對象

安全產生危害或損及國家利
益，爰為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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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下列類別及主管機
關：

三、第二項定明保防工作之業
務範圍。又本法所稱保防工

一、機關（構）保防：以第
二款以外之中央與地方各

作，係指基於確保國家安全
與利益之目的所為相關措施

級機關（構）、行政法人
、公法人、政府捐助基金

，故本項第三款所定機關（
構）、軍隊或團體內部安全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為

防護之保防工作與放射性物
料管理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

對象，並以法務部為主管
機關。

核子保防，有所區別，併此
敘明。

二、軍中保防：以國防部及
所屬機關（構）、行政法

四、保防工作宜有一致性之作
為，避免侵犯其他機關權責

人、部隊、學校為對象，
並以國防部為主管機關。

，爰於第三項規定其類別、
適用對象及主管機關。又機

三、社會保防：以前二款以
外之民間社團、民營事業

關（構）保防雖以法務部為
主管機關，然總統府、國家

機構及其他團體為對象，
並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安全會議、國家安全局及五
院，其公務機密因可能涉及

相關機關負有協助義務。
行政院為統合及協調辦

國家安全與利益，故亦應屬
機關（構）保防之範疇，併

理全國保防工作，必要時得
邀集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

此敘明。
五、第四項定明行政院於必要

召開全國保防工作會報。
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時得召開全國保防工作會報
。

之對象為辦理保防工作，應
指定專責單位或指派專人為

六、由於保防工作係為確保國
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為求慎

之。
第二項第四款保防教育

重及保密，第三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之對象應由專責單位

與訓練之實施對象、內容、
訓練完成之考核、及格證明

或專人辦理保防工作，爰為
第五項規定。至於民間社團

發給、獎勵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規定，由第三項之主管機

、民營事業機構等，基於尊
重其治理，應以輔導方式為

關定之。
為執行第二項之保防工

之，不宜要求其指定專責單
位或人力辦理，併予敘明。

作，得對相關人員、場所採
取必要之防護及管制措施；

七、保防教育與訓練為保防工
作之重點，為有效落實，主

其防護、管制之對象、範圍
、執行方式、限制或禁止事

管機關應訂定保防教育與訓
練相關行政規則，爰為第六

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第三項之主管機關會商

項規定。
八、第七項定明為執行保防工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作，得對相關人員、場所採
取必要措施。惟該措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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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前項辦法所定限制
或禁止事項者，處新臺幣三

涉及人民權利事項，爰授權
第三項之主管機關會商相關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法規
命令，並於該法規命令中以

察機關依法辦理。

專條或專章規定限制或禁止
事項之具體內容，以符合法
律保留及授權明確性原則。
九、為使前項辦法所定限制或
禁止事項具有實效性，爰參
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三十
一條有關有協助執行通訊監
察義務之電信事業及郵政機
關（構），違反該法第十四
條第二項之規定者，處以罰
鍰之規定，於第八項規定違
反第七項辦法所定限制或禁
止事項者之行政罰及涉及刑
事責任者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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