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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1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利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備註(與何
業務相關)

ACRC 委員長被選為國際反貪腐
組織執行理事
ACRC 委員長朴恩靜被選為國際
反 貪 腐 組 織 （ Innap Anti
-Corruption Academy 、 以 下

ViewInc&boardNum=7
0890&currPageNo=2&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IACA）大會的執行理事。
IACA 為支持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有效履行，研究各國進行反腐敗
領域教育、訓練和體系研究的國
際機構，於 2010 年 10 月成立於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SC%2C+BOARD_NUM+DE
SC

奧地利。目前包括韓國在內的 74
個主事國（包括 3 個國際機構）
參與本協定。
朴委員長在 28 日舉行的大會上
以亞洲地區反貪腐交流合作為
基礎，從 2019 年 11 月代表亞洲
地區擔任 5 年任期的理事。
ACRC 在 2012 年與 IACA 合作進行
諒解備忘錄後，此舉可為提高韓
國國際地位，並得以參與到今後
IACA 的政策制定過程。

2018/10/04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勇敢吹哨，如何保障？」詢問 揭弊者保護
權利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各界意見
制度相關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為了制訂實質有感的揭弊者保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ViewInc&boardNum=7
0904&currPageNo=2&
confId=4&conConfId

護、補償制度，ACRC 召開討論會
廣納學界、市民團體、揭弊者、
媒體工作者等社會各界的意見。
ACRC 於 5 日下午在首爾舉行討論
會，邀請社會各界約 150 名人士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SC%2C+BOARD_NUM+DE

針對 2011 年制訂的「公益揭弊
者保護法」，尋求揭弊者保護、
補償制度的改善方案，並針對這
段時間的施行成果展開討論。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是為了保

SC

護並支援針對國民健康、安全等
公益侵害行為的揭弊者，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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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施行，被指出有洩漏
揭弊者身分、揭弊者遭解雇以及
補償不足等問題。
ACRC 在這段期間持續分階段強
化揭弊者保護、補償制度，為蒐
集專家及民眾的意見並反映在
政策上，故舉行此次討論會。討
論會由地方行政研究院院長尹
泰範（音譯）主持，ACRC 審查保
護局長金在洙(音譯)將於會中
提出「申報者保護、補償制度改
善方案」。提案內容包括擴大公
益揭弊者範圍、加強身分保障、
貪腐及公益揭弊者保護補償制
度一元化、增加補償金及救助金
等。先前舉報汽車引擎缺陷的公
益申報者，也是前現代汽車部長
金光浩(音譯)將以討論者身分
出席，說明自己親身經歷的揭弊
者保護制度。
2018/10/17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有律師罩，安心吹哨！」
揭弊者保護
權利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針對妨礙國民健康、安全、環 制度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境、公平競爭等公益侵害行爲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ViewInc&boardNum=7
1101&currPageNo=2&
confId=4&conConfId

時，可以透過律師進行代理申
報，有望降低對公益揭弊者身分
暴露的危險。
ACRC 表示「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新設非實名代理揭弊制度，即不

=4&conTabId=0&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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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以吹哨者本人姓名，改以律師姓
名揭弊，此制度自 10 月 18 日起
實施。
根據此次「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SC%2C+BOARD_NUM+DE 修正案，公益揭弊者可以以自己
SC
選任的律師名義進行公益揭
弊，提出資料或陳述意見均可由
律師代理。另外，事件調查的相
關文件也均記載律師姓名，揭弊
者本人的個人資料及委任狀等
則由 ACRC 封存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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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2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利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ACRC)

ethod=searchDetail
ViewInc&boardNum=7
1301&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支付 20 名貪腐揭弊者 2 億 214 揭弊者保護
萬韓元的補償金及獎金
制度
ACRC 針對舉報公共建設施工不
實、提供非法建材獲取不當利益
等行為的 20 名揭弊者，支付 2
億 214 萬韓元之補償金及獎金，
透過這些揭弊行為，共計節省公
帑 7 億 3,001 萬韓元。

earchCol=BOARD_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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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ACRC 對於 2018 年度法令提出改
權利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善意見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ACRC 委員長朴恩靜說明於 2018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年所提出法令中，就可能涉及公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眾利益部分提出改善意見。

ACRC)

ViewInc&boardNum=7 有關廢棄物處理場所，現行為若
1348&currPageNo=1& 超出法令規定標準，除可以下達
confId=4&conConfId 營業停止處分，亦可以同時罰款
=4&conTabId=0&conS 處分，但 ACRC 提出建議，除停
earchCol=BOARD_TIT 止營業及罰款處分，可附加以企
LE&conSearchSort=A 業中進行改善程序方案。
.BOARD_REG_DATE+DE ACRC 林允珠局長表示，對於與國
SC%2C+BOARD_NUM+DE 民生活密切有關的法令中，不合
SC

理而有潛存貪腐因子，正在積極
地進行研究和改善，希望今後通
過政府機構研究加強，提高國家
行政的透明性和公正性，這是首

2018/09/12
2018/10/15

日本透明組織

要進行的計畫。
http://www.ti-j.or 日本透明組織針對國際透明組 企業貪腐
g/japan_2018_OECD_ 織於 107 年 9 月 12 日發表之貪
Exporting_Corrupti 腐輸出報告書內容，表示日本司
on_Press_release.p 法對於境外行賄之犯罪行為過
df
於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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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remium.to 1.
yokeizai.net/artic
les/-/19044

國際透明組織發表貪腐 輸
出 報 告 書 （ Exporting
Corruption report），調查
簽訂賂賄防止條約之 OECD
各國於 2014 年至 2017 年間
執行條約之情形，並將執行
情形分為「積極執行」
、
「適
當執行」
、
「有限執行」及「幾
乎沒有執行」4 個層級，其

2.

中日本被歸類為最差的「幾
乎沒有執行」國家。
日本透明組織理事長若林
亞紀接受周刊東洋經濟採
訪時，指出 2014 年至 2017
年間日本只有查獲 1 件日本
企業海外行賄之案件，而且
該案件是由國稅單位調查
時發現，並非檢察機關主動
查獲，日本司法機關過於消
極面對此問題，造成對於境
外行賄之犯罪行為過於縱
放之不良評價。

2018/10/31 朝日新聞

https://www.asahi. 因內部告發養老院不當行為而
com/articles/ASLB0 遭到解雇之職員，法院判定該解
43V3LB0UBQU00C.htm 雇行為無效
l
1. 日 本 和 歌 山 縣 地 方 法 院 於
2018 年 10 月 30 日針對 1 件
內部告發遭到解雇處分之案
件，判決解雇無效。該案緣
起於醫療法人 hashimoto 位
於和歌山縣的養老院，其職
員於 2014 年向縣政府告發，
指出該養老院有浮報醫師及
員工數額及虐待入院者情
事，告發職員於隔年突然遭
到解雇，事後於 2016 年 3 月
向法院提起解雇無效及賠償
金請求之訴。
2. 養老院方主張解雇職員是因
4

為破壞職場秩序，但是法院
否定該主張之正當性，判決
解雇無效，但駁回賠償金之
請求。
3. 該名職員收到判決後，表示
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沒有
針對為報復行為之公司有處
罰規定，無法發揮法律保障
之功能，呼籲應該導入對報
復行為之公司處罰之規定。
2018/11/02 日本國家公務員 http://www.jinji.g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 與廉政倫理
倫理審查會
o.jp/rinri/new/syu (以下簡稱「審查會」)，為深化 相關
kan30.pdf
國家公務員倫理意識，自平成 14
年度(西元 2002 年)起每年舉辦
「平成 30 年度國家公務員倫理
週」活動。今年活動自 12 月 1
日至 7 日展開，審查會會同各府
省，以國家公務員、事業體為主
要對象，於週間密集展開各種啟
發性活動。
今年度審查會於倫理週內主要
進行事項包含審查會會長將以
職員為對象，傳達有關倫理意識
的啟發性訊息；另外，審查會將
以各府省、行政執行法人職員為
主要對象，以「倫理･服從」為
宣導內容進行演講，並對地方公
共團體、經濟團體及業界進行宣
導活動。
審查會於倫理週期間，也將對各
府省及行政執行法人要求積極
配合事項，包括由各府省「倫理
監督官」進行有關公務員倫理之
演講，並藉由海報、宣導手冊的
發送，使所屬職員徹底瞭解公務
員倫理意識；另外適當活用審查
會製作之研習教材，向所屬職員
實施倫理研習。各府省對締約之
一方或關係團體等，分送有關公
5

務員倫理宣導手冊，宣導協力遵
守國家公務員倫理法、倫理規程
等事項。
審查會選定最優秀作品及優秀
作品作為當週標語。今年最優秀
作品:「回想吧！初衷、驕傲及
使命感」
；優秀作品：
「支撐大樹
倫理之根」
；
「有煩惱的話，提起
勇氣，先來諮談」。
2018/10/24 泰國國家反腐敗 https://www.nacc.g 在過去的 4 年裡，泰國在解決貪
委員會（NACC） o.th/download/arti 腐的問題上取得了進展。
cle/article_201808 因為 2017 年執行政府採購法，
24111307.pdf
減少了公共部門腐敗行為的機
會，允許人民部門參與監督政府
項目。NACC 主席 Sutivong 希望
2018 年 7 月 22 日生效的「2018
年反腐敗組織法」能夠更有效防
止貪腐。同時，NACC 已訂定出旨
在鼓勵人民的反貪腐改革計
畫，並訂定有效措施監督公共和
私營部門的管理，以確保誠信和
善治。
2018/11/21 泰國國家反腐敗 https://www.nacc.g NACC 組織了「預防和抑制腐敗高

社會參與委員會（NACC） o.th/download/arti 層策略管理者」方案的編組，參
cle/article_201808 加受訓人員提出了 1 份有關「泰 扎根教育
24111536.pdf
國遏止貪腐之基礎教育」的學術
報告。基礎教育涵蓋了自學齡前
至高中，是相當重要的。NACC 秘
書長 Warawit Sukboon 說，兒童
和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基礎教育
不應受錯誤的社會價值觀的影
響，因為這種情況阻礙了泰國實
現「零容忍和廉潔泰國」的目標。
教育部已經連續好幾年得到大
部分的預算，而這筆款項的一半
用於基礎教育委員會；而且，基
礎教育委員會有超過了全國 48
萬 4,400 名員工。由於經費與人
員眾多，它面臨著貪腐高風險。
6

意識到這個問題，高層策略管理
者編組成員，提出泰國的基礎教
育願景是未來 10 年將免於腐
敗。因此，針對腐敗預防和抑制
方案提出了 2 項建議。
第 1 項策略旨在透過建立反貪機
制並灌輸負責人員要維護的是
多數人利益而不是個人利益的
信念。第 2 項策略涉及法律和文
化機制，以及組織價值觀和有效
的反貪措施。
2018/10/10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一些歐盟成員國提供的公民身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份和居住地投資計畫（通稱為黃
International, ature/risky_busine 金簽證計畫）不斷引發爭議。與
TI）
ss_europes_golden_ 可疑財富來源相關的申請人和
visa_programmes
受贈人在各個國家成為頭條新
聞，該計畫的不透明性造成洗錢
風險和歐盟及其成員國的安全
顧慮。
國際透明組織和全球見證組織
(Global Witness)的新報告分析
這些計畫，在過去 10 年中，歐
盟迎來了 6,000 多名新公民和近
10 萬新居民。西班牙、匈牙利、
拉脫維亞、葡萄牙、英國、希臘、
塞浦路斯和馬爾他，為投資者及
其家人提供了最多黃金簽證。
由於涉及大量資金，對洗錢、貪
腐及非法來源投資的檢查應特
別嚴格，但情況並非如此。例如
馬爾他已經對 3 名俄羅斯投資者
發給護照，但這些投資者出現在
美國「克里姆林宮」名單中，被
認為與總統普丁關係密切，而且
可能因貪腐而獲得鉅額財富。國
際透明組織俄羅斯分部公佈了
來自俄羅斯的新馬爾他公民背
景或財務狀況可疑的名單。 9
月，芬蘭警方突擊搜查了 1 家涉
7

嫌 1,000 萬歐元洗錢行動中心的
房地產中介，該行動由 1 名據報
購買馬爾他公民身份的俄羅斯
商人控制。
國際透明組織與全球見證組織
一起呼籲歐盟採取行動，制定共
同的標準和機制，以減少黃金簽
證計畫帶來的貪腐風險。
2018/10/18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1. https://www.tra 您所需要知道的第 18 屆國際反
nsparency.org/n
ews/feature/18I
ACC
2. http://www.tict

貪腐會議
18 屆國際反貪腐會議（IACC）於
10 月 22 日至 24 日在丹麥哥本哈
根舉行，主題是「行動時刻-共

.org.tw/1071025 同團結為成長、和平與安全」。
-1/
目標是將反貪腐從討論轉變成
為行動。會議在哥本哈根的貝拉
中心舉行，由丹麥外交部、IACC
理事會和國際透明組織，共同慶
祝成立 25 週年。世界上最大的
反貪腐獨立論壇匯集來自世界
各地的 1,200 多名參與者，由丹
麥發展合作部長 UllaTørnæs 主
持。來自民間社會，政府、企業
和學術界的專家、創新者和積極
人士，將在 50 多個研討會和 6
個全體會議中討論如何將反貪
腐承諾轉變為具體的行動。
2018/10/24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1. https://www.tra 第 18 屆國際反貪腐會議：
「行動
nsparency.org/n
ews/pressreleas
e/the_18th_inte
rnational_anti_
corruption_conf
erence_act_now_
for_development
_p
2. http://www.tict

時刻-共同團結為成長、和平與
安全」
第 18 屆國際反貪腐會議（IACC）
今天在哥本哈根會議結束時的
反貪腐運動口號為：「我們是一
股不沉默的全球力量」。該會議
呼籲各國政府保護公民社會及
其在揭露和對抗貪腐方面的作
用。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Delia

.org.tw/1071031 Ferreira Rubio 在閉幕會議上發
-1/
言表示：「我們面臨著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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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言論自由、結社權以及對
活動人士和記者的暴力行為等
面向日益增加的威脅。這些威脅
必須被停止，因為捍衛公民社會
的空間對於民主和反貪腐至關
重要」。
2018/11/02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巴西反貪腐的前進之路：對民
arency.org/news/pr 主、人權和自由的承諾
essrelease/the_way 2018 年的巴西大選結果傳達一
_forward_against_c
orruption_in_brazi
l_commitment_to_de
mocracy_human

個明確的訊息：在備受矚目的醜
聞之後，腐敗成為巴西選民關注
的焦點。
「洗車行動」（Lava Jato）和相
關調查中顯示出的腐敗規模確
實地引起了憤怒。然而，由憤怒
升級而成的仇恨可導致對於民
粹主義以及非民主解決方案的
支持，這又與反腐敗運動的價值
觀背道而馳。
貪腐對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影
響最大。它限制了權利和自由，
並增加了不平等。任何以整頓政
府為使命的政治人物必須確保
本國最弱勢的人民得到保護，並
享有平等的權利。
反貪腐抗爭是對人權、社會正
義、民主和平等的抗爭。反貪腐
抗爭應該團結起來而不是分
裂。在反貪腐平臺上選出的任何
政府都必須採取以下具體措施：
增加及保護公民社會和社會
運動能安全並有效運作的空間。
創造一個自由安全的環境，在
該環境中，媒體可以調查並揭露
錯誤行為，並不受任何形式的恐
嚇或報復。
加強民主體制、法治以及對權
力濫用的制衡。
我們敦促巴西當選總統以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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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州長和議員以誠信促進公
共利益並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民
主來實踐人民的授權。
我們希望透過不斷地反貪、尊重
民主和法治，政治人物們將恢復
巴西人民對其代表的信任。
國際透明組織和國際透明組織
巴西分會站在一起，重申支持巴
西社會反腐敗抗爭的承諾。這場
抗爭只有在民選代表及民主機
構的支持下才能贏得，最重要的
是要透過團結和積極的公民身
份。
我們將大力捍衛發表獨立批評
的權利，並將與那些無論政治選
擇為何的人建設性地行使此權
力，分享我們反腐敗抗爭的願
景：為繁榮、社會正義與和平而
奮鬥。這些價值即為我們存在的
目的。
2018/11/21 國際透明組織
1.http://transpare 歐洲議會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ncy.eu/hanging-by- 要求政制事務委員會（AFCO）成
International, a-thread-lobby-tra 員改進適用於歐洲議會的內部
TI）

nsparency-in-the-e
uropean-parliament
/
2.http://www.tict.
org.tw/20181120-2/

議事規則。本次修訂包含的條款
將大大提高透明度。擬議條款的
關鍵是報告員、影子報告員和委
員會主席被限制只與有註冊的
遊說者見面，並在議會網站上公
佈這些會議。早在 2015 年就已
經呼籲建立這樣的法案，而 AFCO
委員會現在有機會證明歐盟願
意更透明並負責任。

2018/11/28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會計師對詐欺 100 萬美元行為不
欺辦公室
vt.nz/accountant-p 認罪
前會計師否認嚴重詐欺辦公室
(Serious
leads-not-guilty-t
提出的告訴罪嫌。
Fraud Office， o-1-million-fraud
嚴 重 詐 欺 辦 公 室 表 示 ，
Auckland SFO)
Christopher George Wright（62
歲）代表客戶提交納稅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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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挪用約 101 萬美元的退款。據
瞭解，被告在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的 6 年期間蒙騙了 245 名
客戶，並遭指控涉犯「特殊關係
人員盜竊」罪嫌。
被告現已被保釋，將於 2019 年 3
月 12 日再次出席奧克蘭地方法
院案件審查聽證會。
2018/11

新加坡貪污調查 https://www.cpib.g 第 1 支影片：CPIB 合作影片－來
局
( Th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ov.sg/about-corrup 看看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歷史
tion/resources/vid 及文化遺產影片
eos
第 2 支影片：一般民眾公共教育
宣導影片，不大清楚如何掌握貪

Bureau (CPIB)
in Singapore )

腐的定義？這部影片可以顯示
在新加坡你應該知道有關貪腐
的事。
第 3 支影片：學生的公共教育宣
導影片，猜猜看，任何人都有可
能被貪腐影響。這個影片是說廉
正的價值，以及它如何能影響你
讓你人生走向對的道路。
第 4 支影片：公務員的公共教育
宣導影片，新加坡公共服務的核
心價值即是廉正，有了廉正，民
眾可以相信我們公正不倚地完
成我們的任務，我們來看看如何
透過你的話語及行動來樹立廉
正的典範！
第 5 支影片：行正路，貪腐無路！
貪腐有很多不同的型態，而且不
一定是與錢有關。看看這個短
片，以更進一步瞭解貪腐的組
成。
第 6 支影片：這不是一個習慣！
這也不是一個常態！是貪腐。有
些產業有著他們認為是常態的
習慣及傳統。不要被誤導了。這
些所謂的常態其實就是貪腐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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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支影片：貪婪可以有影響深
遠的後果。向貪腐說不！看似無
害的非法行為可以有較廣泛的
後果。別被貪腐所蒙蔽，貪腐可
有影響深遠的後果。
第 8 支影片：比賽不要作弊！
CPIB 結合 2013 年國際反貪日之
新措施，聯合反貪宣導影片「中
學組」獎項得獎冠軍。
第 9 支影片：小心！CPIB 結合
2013 年國際反貪日之新措施，聯
合反貪宣導影片「大學組」獎項
得獎冠軍。
第 10 支影片：貪腐之牆，CPIB
結合 2013 年國際反貪日之新措
施，聯合反貪宣導影片「社會組」
獎項得獎冠軍。
第 11 支影片：分享吧！CPIB 結
合 2013 年國際反貪日之新措
施，民眾票選聯合反貪宣導影片
「觀眾選擇組」獎項得獎冠軍。
第 12 支影片：CPIB 標誌，曾想
過我們 CPIB 標誌的涵義嗎？看
這部影片來找尋更多答案。
2018/11/09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https://www.icac.o ICAC 宣傳教育推廣廉潔鄉鎮選
rg.hk/tc/press/ind 舉信息
ex_id_640.html
ICAC 為廉潔鄉鎮代表選舉，展開
一系列教育及宣傳活動，向候選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人及選民宣揚維護廉潔公平鄉
鎮選舉的信息。
ICAC 表示所有候選人遞交提名
表格時，均獲發 1 本『廉潔鄉鎮
選舉資料冊』，資料冊載有「問
題剖析」部分，綜合過往各項鄉
鎮選舉中參選人士的提問和關
注事項，並收錄涉及選舉相關案
例的摘要，以及提供便捷的「選
舉備忘」，列出候選人及助選成
員在競選活動中應留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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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種票」(vote-planting,
做票的一種)一直在過往鄉鎮選
舉中引起關注，ICAC 特別編製反
「種票」宣傳單張，透過民政事
務署的選民登記櫃檯派發給市
民。ICAC 又製作了全新宣傳短
片，提醒公眾切勿作出「種票」
和賄選的違法行為。宣傳短片內
容包括在鄉鎮選舉中可能出現
的情況和陷阱，例如在提供虛假
或誤導資料作選民登記後投
票、賄選，以及在選舉中提供/
接受飲食或娛樂等。
ICAC 在選舉期間並設立查詢熱
線，公眾如發現任何懷疑在鄉鎮
選舉中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
行為)條例》的行為，可親自到
ICAC 或致電 24 小時檢舉中心熱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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