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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展開目的及基本資訊： 

Hyper Group（下稱：HN）公關及傳訊部門於 12/2022 接收到多宗關於本機

構研發主任 Jia Jun（下稱：J）的投訴，內部調查科亦在翌日收到一宗由

GXXu0XX8 的投訴。投訴內容指出 J 通過自己已有的面板權限，惡意聯同其他

黑客，一同摧毀 Minecraft 遊戲伺服器 -「麥神伺服器（下稱：伺服器）」。雖

最終已經還原相關資料，但亦促進本事件的發生。經過首席執行長 Alistair Lee

及首席調查專員 Alex Liang 的同意下，決定組成本委員會，並進行有關調查。 

 

⚫ 是次調查重點部分 

1. 相關事件是否屬實？ 

2. J 是否在這次事件中違反任何 HN 所定立的任一規則？ 

3. J 所進行的行為是否嚴重影響 HN 的運作？ 

4. 若事件屬實，應如何對 J 進行懲處？ 

 

為此，經過與首席調查專員的協商後，委員會將會以以下成員組成： 

➢ 首席調查專員 Alex Liang（主席） 

➢ 調查專員 Tommy Lee（副主席） 

➢ 調查公正 Taddeo Leung 

➢ 首席執行長 Alistair Lee 

➢ 首席行政總監 Issac Li 

➢ 首席信息安全總監 Ken Chan 

➢ 公共關係及傳訊總監 Oscar Fung 

➢ 人力資源經理 Owen Liu 

➢ 公共關係主任 Ryan Tsui 

 

  



1. 事件簡介： 

本機構公共關係及傳訊部門於 05-06 Dec 2022 收到關於 J 對伺服器破壞的投

訴，並且相關投訴要求 HN 解除 J 的相關職務。投訴內容請參考以下節錄（基

於保密理由，本報告將會節錄相關投訴內容，並不會涵蓋投訴人及將會對部分

資訊屏蔽） 

 

可以請你們正視 J 事件嗎？他這次名正言順攻擊奶茶伺服器，你們不會覺得這

樣的價值觀仍是正常嗎？請你們真的好好考慮！有一天他不爽了，炸的就是你

們！ 

 

投訴(1)，05 Dec 2022 

 

我嚴正要求你們作出調查！我不知道 J 與我們服主有什麼恩怨，但也不至於惡

意濫用職權，給予權限他的朋友進來一起摧毁我們的心血！雖然說他有備份，

並且還原了，但並不代表這件事他沒有錯，而且他還名正言順地說是給予他(服

主) 教訓，不會有人覺得這樣是合理的嗎？這樣作為玩家真的十分不好受！那

麼違背職業操守的行為，真的不能接受！希望你們能夠嚴正調查，讓所有人知

道你們的決定！相信你們作為那麼多人使用的托管機構，一定可以有明智的抉

擇！ 

 

投訴(2)，06 Dec 2022 

 

剛剛經過麥神，才知道發生了這麼嚴重的事。為什麼你們能夠聘請一些沒有道

德底線的人？請你們快點把他解僱吧。 

最好笑是理直氣壯，跟別人說炸了伺服器，然後還要很神氣地說是給服主教

訓，這樣真的合理嗎？ 

 

投訴(3)，06 Dec 2022 

 

  



在同日約 9 時 45 分，調查專員 Tommy Lee（下稱：T）亦收到一宗匿名舉

報，舉報內容亦關於本次事件。以下為調查專員給匿名舉報者（下稱：G）的

對話內容： 

 

…… 

G：他好像串通小狼去炸了奶茶伺服器的第二分流， 

G：受害者是 廢柴 Johnny yang57#8798 

T：Okay. Who is 小狼?  

T：We need details for the investigat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enroll a case 

open. 

G：黑客 

G：之前跟 59487 是同一夥的 

G：這篇文章的 月白#0001 就是他 

…… 

 

匿名舉報 

 

而經過首席執行長及首席調查專員的討論後，決定啟動調查機制。 

 

  

https://m.gamer.com.tw/forum/C.php?bsn=18673&page=&snA=197977&last=


2. 調查核心 

2.1 相關事件是否屬實？ 

經過對比所有證供、證據，我們一致認為相關事件屬實。而且 J 亦已經在伺

服器群組承認所有攻擊及破壞均由他與他的朋友做成。就 J 所述，攻擊原因是

為了給伺服器服主一個教訓，因此聯群結隊摧毀伺服器。 

由於「伺服器」並非本機構的管轄範圍，同時與本機構沒有任何合作關係，

因此我們無法向伺服器要求更多的資訊。同時我們亦不會就伺服器服主與 J 的

個人恩怨作調查。因此在我們確認相關事件為屬實後，本委員會並未有繼續就

事件發生的原因進行調查及了解。 

 

2.2 J 是否在這次事件中違反任何 HN 所定立的任一規則？ 

經過人力資源部門聯同法案委員會檢視 HN 所有適用於內部團隊成員的規條

後，我們並未有直接對團隊成員於非 Hyper Group 所管轄及存有合作關係之區

域的行為進行特別規範。畢竟本機構所著重的是團隊成員對本機構所帶來的貢

獻、經驗及能力。 

調查公正 Taddeo Leung 有提出 J 可能對本機構的「員工守則」4P 部分1存有

抵觸。但經過首席行政總監與首席執行長對本條文的討論，並經由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闡釋後，同意本部分僅為建議之行為標準，並且只適用於相關團隊成員

處理本機構的任一事務，不適用於任何團隊成員於非負責本機構事項時的行

為。 

首席行政總監亦有就此翻查其他相關文獻，所有文獻亦概括說明了限制只適

用於在本機構的工作時間，則只限於處理本機構事務所計算的時刻，並不適用

於團隊成員的私人時間或非處理公務時的時刻。 

 

2.3 J 所進行的行為是否嚴重影響 HN 的運作？ 

  經過討論並確認，在 Hyper Group 業務的營運層面上，我們並未有受到任何

的直接影響。但首席訊息及安全總監表示，擔心因是次事件導致本機構遭受惡

意的 DDoS 及其他網絡攻擊事宜。同時，公共關係及傳訊總監亦有表示是次事

件會直接影響本機構的公共關係形象及服眾問題。 

  在本問題的基礎上，我們亦有考慮是次事件確實十分影響本機構的公共關係

形象。其次在該段時間點，在靠北麥塊亦有大量文章對 J 進行攻擊，亦有多篇

文章要求本機構重新考慮 J 是否適合繼續擔任現有的職位。其次我們亦一致同

意，至此事件的行為均十分嚴重，而且證據確鑿。 

 
1 「p. 保持品格形象：所有員工行為舉止都應該保持品格尊嚴，不可以從事與身分不相容之事務或活動。」 



2.3.1 關於 ITO、COIO、RAD Manager 對 J 的看法 

本調查委員會亦有就是次事件詢問與 J 平時的工作合作情況。三名管理層均

同意 J 平常工作時認真，而且學習能力高，因此認為他均是可造之材。相信是

次事件均為他個人的情緒控制所影響，並未有影響本機構的日常運作及技術系

統。但他們均同意可設置觀察期，確保避免同類事情發生。同時 COIO 認為是

次攻擊事件性質不同，主要原因均為伺服器中的內部爭拗、工作分配不均引

致，相信我們並不會發生同類事件。 

 

2.4 若事件屬實，應如何對 J 進行懲處？ 

經過連日來的討論及辯論後，我們一致討論出共有三項的主要處理辦法，包

括： 

🇦：即時解僱處理 

🇧：發出最終警告，配合警告信 

🇨：觀察期半年，期間不得晉升 

 

最終結果如下，共有六名委員支持「發出最終警告，配合警告信」，三名委員支

持「觀察期半年，期間不得晉升」。 

 

因此最終將會決定由人力資源部門發出最終警告，配合可以功過相抵的警告

信，以示警戒。 

 

我們作出此項的決定均基於 J 對於本組織有重大貢獻，但考慮到過往已經給予

了一次免除懲處的機會，而且事件在外界看來十分嚴重，因此最終在投票後決

定以最終警告處理。 

 

 

  



3. 委員會的內部討論闡述 

 

1. 首席執行長 

認為是次事件嚴重影響本機構聲譽，而且 J 重蹈覆轍，此乃關乎道德及專業操

守問題。第一次建議解除職務。但經過他與其他委員的討論後，認為解除職務

並非最好的處理方法，最終認同其他委員所提出的書面警告。 

 

2. 首席行政總監 

因為伺服器前服主有惡意誇大事件，並參考以往證據及照片，認為 GXXXX2X8

皆為伺服器前服主的分帳。並且從 J 想提供的證供及證據，可以看到伺服器前

服主不斷使用威脅形式要求 J 幫他做事，雖則 J 有嘗試拒絕，但明顯不成功。 

而且後期亦不斷透過 CMBC 騷擾及惡意攻擊 J。雖則他口頭上不承認，但是

在那一次關於 J 以往所做的行為被揭發的那個貼文，與 J 提供的截圖時間線吻

合。相信是伺服器前服主的種種行為中下這個仇恨，最終在這次事件釋放出

來。 

雖則並不認同 J 這種行為，始終受影響的並不是伺服器前服主本人，而是其

他玩家。但站在他的立場，這種行為也是逼迫下的反抗。 

而且我不同意使用解除職務作為根治的方法，反而較建議採取較溫和的勸導

及觀察手段。 

 

3. 調查專員 

但就證據而言，J 這次作出的攻擊行為是絕對成立的，並且毋庸置疑。但是否真

的要採取激進的手段，例如解除職務，這樣真的有待商榷。因為在參考員工守

則的情況下，並未有單一條款，對團隊成員的道德及價值觀作規範，而且他亦

沒有代表我們組織作出這類的攻擊行為。 

 

4. 調查公正 

認為懲罰方面可以考慮「暫時停職」，原因為儘管 J 有表明是以個人身份作出相

關行為，但他現時是我們 HN 其中一位主任級成員，他的言行舉止某程度上都

會對 HN 造成影響。 

 

  



5. 公共關係及傳訊總監 

其實現在 CMBC 都有頗多評論說 HN 官官相衛，同意需要嚴肅處理。公關部

分，我們需要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事實是 J 自己承認而他確實有做過。對於管

理層，我們需要顧及公共關係形象及能否服眾的問題，但對於 IT Dept 角度，

既然 J 能夠貢獻，對 Hyper Group 有一個可觀的輸出，他是有能力的，這是

毋庸置疑的。 

 

6. 首席信息安全總監 

認同公共關係及傳訊總監及調查公正的說法。但若然之後時段本組織再次受到

攻擊，而且有證據是因為 J 行為觸發該事件，必定採取強硬手段，包括但不限

於即時解僱。 

 

7. 首席調查專員 

認爲 J 的個人能力和潛能能夠勝任研發主任一職。但是這兩次事件中相似的地

方爲：他清楚他破壞的行爲主要是針對伺服器前服主，他亦清楚這行爲會對造

成 HNFS 的聲譽影響（從上次調查中得知），但是他本人這次仍然進行相同的

行爲，加劇已有伺服器玩家的不滿。我們能看到他對帶同朋友聯合炸服的行爲

並沒有歉意，我認爲原因爲：他認爲這次破壞仍然只是對伺服器前服主展示不

滿，以及以進行備份還原，原則上不會對伺服器營運造成嚴重的影響。但他最

終有否造成影響，與他行爲的對錯並無關係。 

 

上次只是延長試用期的判決是基於他本人當時「感到悔疚」而下的，但是這次

再發生同樣的事件，我認爲懲罰必須加強。尤其網絡上對於 J 以及 HN 的聲浪

越來越大，我們亦難保他下次會否再作出同樣的行爲。 

 

8. 人力資源經理 

他在以前發生的事情確實值得我們重視。但他的技術能力是無庸置疑的。 

 

 

  



簽署確認文件： 

簽署過後則代表相關文件內的內容已經審核並準確無誤。 

 

    

首席調查專員 調查專員 調查公正 首席執行長 

 

   

 

首席行政總監 首席信息及安全

總監 

公共關係及傳訊

總監 

公共關係主任 

 

 --- --- --- 

人力資源經理 --- --- --- 

 

  



附件： 

(1) 關於恆常備份問題 

 

 

 

  



(2) 關於投訴的證據 

 

  



(3) 關於 J 公布伺服器後台給黑客2 

 

 
2 Snowfox是他的帳號, chocola5655是黑客正在使用的Minecraft帳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