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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清廉電影和小說作品
社會參與
ACRC 為向韓國社會傳達廉潔意
識和文化，自 2018 年 5 月至 10
月向全國募集以「有關清廉的故
事」爲主題的清廉內容。此次募

ACRC)

ViewInc&boardNum=7
1489&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集展共收到與清廉有關的手
記、短篇小說、影片(10 分鐘短
片電影)、講座、讀後感等 5 個
領域的 1,645 部作品。透過各領
域專家審查，最終評選出 59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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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
選定的所有作品都將刊登於
ACRC 網站，手記及短篇小說並將
發行作品集，分發各公部門。

2018/12/10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公布 2018 年貪腐認知度調
查結果
2018 年貪腐認知度調查，結果顯
示，認爲「反貪腐政策確使社會
變得更廉潔」的民眾，多於認爲

ACRC)

ViewInc&boardNum=7
1526&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並非如此」的民眾。
調查以 1,400 名民眾、700 名企
業人士、630 名專家、400 名外
國人士、1,400 名公務員爲對象：
一、反貪腐政策效果及整體認知

LE&conSearchSort=A 水準
.BOARD_REG_DATE+DE 1. 認為公務界及整體社會偏向
SC%2C+BOARD_NUM+DE
貪腐者，與去年相較分別減
SC
少 11.1%、13.4%。
2. 有 50.8%的調查對象認為「今
後社會的貪腐現象將會有所
減少」
，認為「貪腐現象會益
發嚴重」者僅有 9.8%。
3. 79.4% 的民眾對現 今政府實
施的反貪腐政策有所認知，
其中 47.7%認為「反貪腐政策
的效果使整體社會比上屆政
府清廉」，25.5%則認為「並

非如此」。
二、公務界廉潔度
1. 認為公務員貪腐者，企業人
士 為 52.3% 、 一 般 民 眾 為

2.

40.9%、專家為 39.2%、外國
人士為 29.6%、公務員則為
7.7%。
針對 11 個行政領域的貪腐
程度調查結果，一致認為消

防領域廉潔度最高、建設建
築領域廉潔度最低。
三、整體社會廉潔度
1. 針 對 整 體 社 會 的 貪 腐 程
度，回答「非常貪腐」者，
一般民眾有 53.4%、專家為
49.0%、企業人士為 48.4%、
外國人士為 25.0%、公務員
為 19.1%。
2.

3.

4.

所有調查對象均認為「整體
社會文化容易誘發貪腐」是
導致貪腐發生的最大原因。
其次，一般民眾(24.7%)、
外國人士(20.6%)、公務員
(19.6%) 、 企 業 人 士
(27.0%)、專家(19.2%)則認
爲「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規制」亦是主要原因。
針對 11 個社會領域的貪腐
程度調查結果，所有調查對
象均認為立法領域廉潔度
最低；一般民眾及企業人士
認為教育領域廉潔度最
高，專家及外國人士則認為
市民團體廉潔度最高。

2018/12/27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2018 年公益揭弊案件分析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從 2018 年受理的公益揭弊事件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分析，與國民健康相關的案件最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多，達 749 件(40.4%),安全領域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有 621 件(33.5%)，消費者利益
ACRC)
ViewInc&boardNum=7 領域 188 件(10.1%)。此外，環

1709&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境領域共 150 件(8.1%)，公平競
爭領域共 147 件(7.9%)。
ACRC 選出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
或具有社會意義的「2018 年 5 大

LE&conSearchSort=A 公益揭弊案件」：
.BOARD_REG_DATE+DE 1. 健康領域：
SC%2C+BOARD_NUM+DE
在健康領域選定輸液劑專門
SC
製藥公司爲誘導醫藥處方，
分 83 次向相關人士提供約
4,000 萬韓元回扣的事件。涉
及此案共 79 人被起訴，其中
72 人被判約 3.7 億韓元罰款。
2. 安全領域：
在安全領域選定之案件，係
簽訂建築工程承攬契約時，
爲預防產業災害而另行準備
的產業安全保健管理費未達
法定標準，並因不合目的而
被罰款 422 萬韓元的事件。
3. 消費者權益領域：
在消費者權益領域選定虛擬
通信業者因未具備保護用戶
所需的保證保險，雖然被取
消事業登記，仍以無註冊狀
態繼續營業，而被移送檢察
機關的事件。
4. 環境領域
在環境領域，選定回收後再
生、銷售廢鋁的企業非法排
放大氣污染物(氯化氫、甲
醛、碳氫化合物)的事件，該
企業被罰款 6,000 萬韓元。
5. 公平競爭領域
在公平競爭領域，選定製造
電子產品的公司向 80 多家經
營者支付超過法定期限的轉
包款，但並未支付手續費及
延期利息的事件。該企業被
責令改正並處以 2.7 億韓元
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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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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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ACRC 對於醫師、藥師、稅務師、
保育教師等資格證明出租行為
之處罰規定
ACRC 委員長朴恩靜說明該會對

Commission,
ACRC)

ethod=searchDetail
ViewInc&boardNum=7
1836&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於醫師、藥師、稅務師、保育教
師、代書等 171 個國家資格證明
出租與中介等行為，將受到刑事
處罰規定。
ACRC 針對各種專業資格證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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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濫用進行調查，發現對於出借
人的處罰僅限於行政處罰，而無
刑事處罰。因此對於核發專業資
格證的 27 個機關提出建議，如

SC

消防安全師等證書違法使用，處
以取消資格及行政處罰，另獸醫
等則律定刑事處罰。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第 7 屆民選市、道知事帶頭打造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清廉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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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Civil Rights il&method=searchDe
Commission,
tailViewInc&men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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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為打造沒有違規、沒有特權的清
廉韓國，第 7 屆民選 17 位市、
道知事擔任領頭羊。
ACRC 委員長朴恩靜與韓國市道
知事協議會會長朴元淳(首爾特
別市市長)將簽署「第 7 屆民選
市道知事清廉協議」。此次協議
的宗旨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共同合作，在社會上樹立公正、
誠信的社會價值，並根除貪腐，
建設廉潔社會。
協議書內明訂，為了實現廉潔社
會，應該抵制妨礙清廉的行爲、
建構清廉治理(民官合作)、清點
具體可行之廉政政策的執行和
落實，並明確提出嚴正對策，以
打擊貪腐勢力。

2019/2/12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以符合國民要求的清廉政策打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造「清廉韓國」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ACRC 舉行「2019 年度反貪腐清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廉政策推進方針」傳達會議，向
Commission,
&method=searchDeta 中央部門、地方自治團體、教育

ACRC)

ilViewInc&boardNum
=78527&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廳、主要公職團體等 100 餘個公
部門監察官傳達反貪腐和清廉
政策重點。
2018 年韓國清廉印象指數為 57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分，與前一年度相比上升 6 個名
次，評價分數增加 3 分，為史上
最高紀錄。2018 年公部門清廉度
測定結果為 8.12 分，比去年 7.94
分上升了 0.18 分，爰此，ACRC
制定「2019 年度反貪腐清廉政策
推進方針」，其中包含解決貪腐
問題的系統性 4 項戰略和對策。
1.「消除不正之風」
ACRC 計畫根除以「慣例」之
名，造成人民失落感和剝奪
感的積弊及不當聘用等行
為。
2.「清點反貪腐規範」
ACRC 將強化「禁止請託法」
的規範力，並將修訂的行動
綱領及行爲標準在公職社會
穩定推動。
3.「保護揭弊者」
ACRC 將整頓符合人民期待的
揭弊者保護制度並加強宣
傳。
4.「與民同行」
ACRC 與民眾一起努力從全國
層面推廣反貪和清廉文化。

2019/2/20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公部門約聘僱情形定期全面調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查結果及改善對策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韓國政府以 ACRC、企劃財政部、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Commission,
&method=searchDeta
ACRC)
ilViewInc&boardNum
=78661&currPageNo=

行政安全部、僱傭勞動部等相關
部會爲中心，進行約 3 個月的全
體公部門約聘僱情形的定期全
面調查。

1&confId=4&conConf 此次調查涉及 1,205 個公部門，
Id=4&conTabId=0&co 針對 2017 年特別檢查後實施的
nSearchCol=BOARD_T 新員額徵聘及約聘雇轉正情形
ITLE&conSearchSort 為調查對象，並將重點放在約聘

=A.BOARD_REG_DATE+ 僱轉為正式人員及親屬特別錄
DESC%2C+BOARD_NUM+ 用情形。
DESC
調查結果發現，應交付行政調查
或需懲戒、究責的不當聘用案件
共有 182 件。其中，不當請託、
不當指示及親屬特別錄用等 36
件交付行政調查；招聘過程中出
現重大、反覆過失及錯誤等 136
件則要求懲戒、究責。
按照類型，與新員額徵聘相關的
不當聘用共 158 件 (交付行政調
查 30 件，要求懲戒、究責 128
件)，與約聘僱轉正相關者共 24
件（交付行政調查 6 件，要求懲
戒、究責 18 件）。此外，在被分
類爲不當招聘的 182 件中，計 16
件經確認有特別錄用嫌疑。
政府計畫對此次調查發現的涉
案人員進行嚴厲制裁，並在最大
限度救濟受害者的原則下，迅速
完成後續措施，包含：
1. 處罰不當聘用涉案人員。
2. 辭退不當合格者。
3.
4.
5.
6.
7.
2019/2/26

對受害者進行救濟。
提出聘用制度改善方案。
加強機關內、外部控制。
提升聘用過程之透明度。
防止親屬錄用情形。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揭弊者保護說明會開跑
揭弊者保護
此次說明會自 2 月到 5 月，將於
7 個區域舉行說明會，以期向公
務機關傳達貪腐和公益揭弊制

Commission,
ACRC)

度的主要內容，以及保護揭弊者
的重要性。 ACRC 不斷加強對揭
弊者保護制度和違反行爲處
罰，並透過媒體發布訊息。但在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8713&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處理申報過程中，因業務疏忽導
nSearchCol=BOARD_T 致揭弊者資料和揭弊內容被洩
ITLE&conSearchSort 漏的問題反覆出現，因此籌備此
=A.BOARD_REG_DATE+ 次說明會。

DESC%2C+BOARD_NUM+ 此次說明會將介紹揭弊者保護
DESC
制度的主要內容、業務承辦人洩
漏揭弊者資料訊息及處罰事例
等。特別是對貪腐揭弊和公益揭
弊，將強調對單純陳情檢舉的處
理注意事項。
2019/3/4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地方議會議員的清廉決心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以地方議會議員爲對象的反貪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腐清廉講座和現場體驗，以提高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Commission,
&method=searchDeta
ACRC)
ilViewInc&boardNum
=78744&currPageNo=

清廉領導能力的客製化清廉研
修課程將從 3 月 5 日揭開序幕。
ACRC 去年以首爾特別市永登浦
區、慶尚北道尚州市的議員爲對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象，實施 2 次清廉研修課程示
範，今年計畫每月增加 2 次以上
研修課程。
民選第 8 屆地方議會於去年 6 月
上任，民眾對地方議會的期待甚

DESC%2C+BOARD_NUM+ 高。但是與其他公務機關相比，
DESC
目前對地方議會廉潔度的評價
仍處於較低水平。ACRC 為了恢復
民眾對地方議會的信賴,並提高
地方議員身爲「草根民主主義」
領袖應具備的清廉領導能力，準
備了此次研修課程。議員們將透
過「禁止請託法及地方議員行動
綱領」專題講座，瞭解議政活動
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反貪法令知
識，並參與廉政誓約儀式，誓師
廉潔。
今年地方議會的清廉研修課程
將分為「清廉決心」、「廉政力
量」、「學習清廉」、「廉潔領導」
等 6 大主題。
2018/12/20 日本國家公務員 http://www.jinji.g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公 公務員廉政
倫理審查會
o.jp/rinri/zouyo/h 布平成 30 年（2018 年）6 至 9 倫理規範相
oukokusyo3002.htm 月指定職務以上人員贈與等報 關
告書提出狀況
依據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第 6
條規定，各中央機關課長輔佐級

（地位相當於我國專員）以上職
員接受業者等之金錢、物品、其
他財產上之利益輸送或招待(以
下簡稱「贈與等」)或基於業者
與職員職務上之關係而提供之
人力勞動為報酬，即國家公務員
倫理規程所定之報酬時(僅限接
受該贈與等或接受該報酬時為
該省副課長級以上之職員，且因
該「贈與等」所接受之利益或報
酬其價值為一次 5,000 日圓以
上)，應按季於指定時間內將記
載法定事項之贈與報告書，向各
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提出
之，並由各該收受人員將副本送
交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
2018 年 6 至 9 月贈與等報告書結
果，統計期間內計有 586 件報告
書，其中包含提供金錢或物品等
贈與關係案件 15 件，飲宴應酬
相關案件 459 件（財團、社團 300
件、民間公司 62 件、外國政府、
國際機關 29 件、外國企業團體
22 件及地方團體、獨立行政法人
5 件）及報酬關係案件 112 件（主
要是論著、演講及討論會等），
除 1 案尚在調查中外，尚未發現
有違反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
規定情事。
2019/1/11

日本消費者廳

http://www.caa.go. 日本消費者廳公布平成 29 年（西 揭弊者保護
jp/policies/policy 元 2017 年）行政機關有關公益 法
/consumer_system/w 通報者保護法執行情形之調查
hisleblower_protec
tion_system/resear
ch/investigation/p
df/investigation_1

結果
有關公益通報者保護法執行情
形之調查，主要目的是為瞭解日
本各中央及地方機關就公益通

90111_0001.pdf

報者保護法有關受理內部人員
通報窗口設置情形及受理件數。
1. 內部職員通報窗口設置情
形，日本中央之府省廳（不

包含外部分局，下同）及地
方之都道府縣等機關設置
率均達 100％；但是市町村
等基層地方機關設置率則
只有 55.1％。市町村等機關
針對未設置通報窗口之原
因，主要為「人力不足（45.5
％）」、「相同規模之行政機
關也沒有設置（38.5％）」、
2.

等占多數。
外部勞工通報窗口設置情
形，日本中央之府省廳及地
方之都道府縣等機關設置
率均達 100％；但是市町村
等基層地方機關設置率則
只有 34.2％。市町村等機關
針對未設置通報窗口之原
因，主要為「人力不足（42.0

3.

％）」、「相同規模之行政機
關也沒有設置（36.8％）」、
等佔多數。
平成 29 年（西元 2017 年）
全 部行政機關受理外部勞
工所為之公益通報件 數為
7877 件、實際進行調查件數
為 7285 件、提出改正措施
者 5072 件，均較前一年度
大幅提升。

2019/1/29

日本透明組織

http://www.ti-j.or 日本透明組織針對 2018 年 CPI 企業貪腐
g/CPI2018_release_ 結果，向國內企業提出建言
Japanese.pdf
2018 年日本 CPI 得分 73 分，排
名 18 名，相較前一年度分數持
平，但名次進步 2 名。
審視過去幾年日本企業違反美
國 FCPA （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海外反腐敗法）
及日本不正競爭法遭到調查並
受到罰金、和解金及民事制裁等
金額追徵情形，事實多集中於
CPI 偏低之國家，包含奈及利

亞、印尼、南非、巴西、玻利維
亞、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
哥斯大黎加、中國、越南、烏茲
別克及泰國等國，且和解金額有
越來越高之傾向，日本透明組織
提醒國內企業在這些國家進行
商業行為時應更慎重的實行賄
贈防止策略。
2019/3/7

每日新聞

https://mainichi.j 日本大阪建設局職員因涉嫌收
p/articles/2019030
7/k00/00m/040/2520
00c
https://mainichi.j

受賄賂，洩漏採購標案資料使特
定廠商得標而遭大阪地檢署特
搜部逮捕
大阪地檢署特搜部 2019 年 3 月 7

p/articles/2019030
7/k00/00m/040/0800
00c
https://mainichi.j
p/articles/2019030

日以加重贈賄罪之嫌疑逮捕大
阪建設局職員青木伸一及アエ
ルテクノス公司（下稱 A 公司）
員工白木京介。
本件緣起於大阪市辦理之多項

6/k00/00m/040/2390 電氣類公共工程，電氣工程公司
00c
A 公司職員白木京介以提供海外
旅行、汽車等價值 700 多萬日圓
之利益行賄大阪市建設局職員
青木伸一，以換取相關政府採購
標案之未公開資訊，再透過自行
承包或與其他同業合作包攬大
量同類型工程採購案，違反日本
的官制談和防止法（日本為了防
止政府採購圍標等妨害採購公
正行為所制定之法律），案件因
為大阪國稅局針對 A 公司進行稅
務調查時被發現，轉由大阪地檢
署特搜部調查後以加重行賄收
賄罪逮捕有關涉案人員。
2018/12/18- 日本讀賣新聞、 https://www.yomiur
19
產經新聞、NHK 新 i.co.jp/national/2
聞
0181218-OYT1T50012
.html

奈良縣河合町以內部檢舉人為 與揭弊者保
懲處對象之內規經重新檢討
護法相關
奈良縣河合町以內規「町法令遵
守推進綱要」規定該町職員若向

https://www.sankei 新聞媒體或該町外之機關進行
.com/west/news/181 違失檢舉者，屬「違法通報」，
219/wst1812190009- 將受懲處。該內規係今年 9 月制

n1.html
https://www3.nhk.o
r.jp/lnews/nara/20
181218/2050001622.

定，由該町幹部職員組成「順從
性向上委員會」制定內規(綱
要)，規定職員知有違失行為，
應向總務科長，以原則具名方式

html

通報。並明文未基於該綱要所為
之通報，屬違法通報而禁止，違
法通報之職員將受懲處等處置。
由於「公益通報者保護法」規
定，企業員工或自治體職員不受
以內部檢舉為由之解雇或降級
等不利益處置，此內規顯有違
「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立法意旨
之虞，該町說明，其實是為了徹
底使組織發揮自淨作用而定，表
達上產生誤解，因此重新檢討。

2018/7/4

國際透明組織
www.transparency.o G20 提出 10 項反貪原則如下，期
（Transparency rg/news/feature
使國有企業成為誠信的擁護者
International,
1.以最高道德和誠信標準運作
TI）

2.確保最佳的企業治理和監督
反貪計畫
3.透過透明及公開報導的方式
對股東負責任
4.確保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支
持反貪計畫
5.以徹底的風險評估為基礎來
設計反貪計畫
6.執行詳細的政策及程序來對
抗主要貪腐風險
7.管理與第三方的關係，以確保
它們符合與國有企業相當的
反貪腐標準
8.在國有企業中使用溝通和訓
練將反貪計畫納入其中
9.提供安全且容易接受的建議
和揭露管道
10.監督、評估並不斷改進反貪
計畫的實施

2018/11/19 國際透明組織
1.https://voices.t 英國政府正在暫停英國一級（投
（Transparency
ransparency.org/ 資者）簽證-「黃金簽證」計畫
International,
the-uk-tier-1-vi 以防止洗錢問題，投資 200 萬英

TI）

sa-the-dangers-o
f-blind-faith-15
924ed41546
2.http://www.tict.

鎊的 5 年英國債券，就可以購買
英國居留權。事實上，投入的越
多就越快申請「無限期居留」，
這是英國一級（投資者）簽證的

org.tw/1071210-5 核心概念，自 2008 年成立以來，
/
受到俄羅斯和中國公民的歡
迎。與世界各地提供的其他計畫
相比，英國的計畫可能聽起來既
昂貴又毫無例外。然而，直到最
近，有一個重要的漏洞可能使該
計畫更具吸引力。TI 英國分會的
調查顯示，該計畫對申請人的財
富，僅進行最低限度的檢查。
2018/12/19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internationa
l_anti_corruption_
day_2018_the_power

貪腐對社會中最貧困和最脆弱
的群體的影響最大，尤其是將用
於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等
公共服務的經費竊取之後，對一
般民眾的影響甚鉅。全世界約有

_of_the_peoples_pr 25%民眾表示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
essure
內不得不行賄以獲得公共服務，
但是，當公眾開始反擊貪腐時，
情況即會有所不同。在世界各
地，國際透明組織的分會努力協
助公眾參與反貪抗爭。
例如，斯里蘭卡分會催生了「知
情權法」（RTI），使公民要求
政府提供信息的請求增加了 3
倍，這項法案導致總理的資產申
報訊息揭露；孟加拉是國際透明
組織所推動民眾運動的領導者
之一，他們在促進誠信和透明度
的價值觀以及實施反腐工具方
面發揮著雙重作用；在巴勒斯
坦，分會和夥伴組織創立了國家
課責日，協助年輕人與決策者接
觸，並讓他們對一系列活動負
責，從而產生新的承諾和行動計
畫；在加納，成立了社會審計俱
樂部，在接受培訓後執行監督公
共項目；在秘魯，類似的社會審

計機制估計為納稅人節省了 800
萬美元。在「Lava Jato 醜聞」
爆發後，點出了高層貪腐問題並
引起政治格局重大變化的地
區，這種公民參與在加強課責方
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義
大利，公民和組織正監督公共資
金於考古發掘方面的使用，以恢
復對採購過程的信任；在布魯塞
爾，我們一直在努力確保歐盟讓
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不道德行為
時能夠更輕鬆安全地挺身而出。
我們不能忽視世界各國政府使
人們更難以參與的方式。就在過
去的幾個月裡，在烏克蘭，我們
看到在對活動人士人身攻擊調
查方面缺乏進展擔憂，在土耳
其，政府企圖以不公正的逮捕來
鎮壓民間社會的聲音。
2018/12/19 國際透明組織
1. https://voices. 不要再有空洞的承諾、現在就是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or 反貪行動的時刻
International,
g/no-more-empty 12 月 9 日是國際反貪日，這是一
TI）
-promises-the-t 個重要的機會，可以突顯公民在
ime-for-actionon-corruption-i
s-now-ecafb9279
02b
2. http://www.tict

全球反貪腐的重要性。這也是一
個歷史性時刻，顯示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UNCAC）通過以來的 15
年，成為迄今為止近 186 個簽署
國最大的國際反貪腐條約，另外

.org.tw/1071210 也說明 TI 已經成立 25 年的事
-2-2/
實。
2018/12/19 國際透明組織
1. https://voices. 美國司法部宣布對委內瑞拉商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or 人 Raul Gorrin Belisario 提出
International,
TI）

g/need-help-lau
ndering-money-w
hat-about-buyin
g-your-own-bank
-5127457f09a8

指控，因為他涉嫌參與數 10 億
美元的貪腐計畫。其他 2 名委內
瑞 拉 人 ， Gabriel Arturo
Jimenez Aray 和 Alejandro
Andrade Cedeno 認罪，並提供了

2. http://www.tict 有關如何支付賄賂和洗錢的詳
.org.tw/1071210 細資訊。
-3/

2019/1/8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guatema
la_expulsion_of_ci

必須立即撤銷驅逐瓜地馬拉國 肅貪
際反逍遙法外委員會的決定
TI 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瓜地馬
拉總統 Jimmy Morales 驅逐由聯

cig_must_be_immedi 合國贊助、負責協助國家腐敗調
ately_reversed
查的瓜地馬拉國際反逍遙法外
委 員 會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against Impunity
in Guatemala, CICIG）的決定，
並敦促瓜地馬拉憲法法院阻止
總統的企圖。自 2007 年以來，
該委員會與國家當局合作，成功
地起訴了多起高層官員涉及的
貪腐案件，並得到了瓜地馬拉公
民的大力支持。2019 年 1 月 7
日，總統單方面宣布與聯合國達
成協議，終止對 CICIG 的授權，
並讓所有 CICIG 官員 24 小時內
離開該國。此舉遭到聯合國秘書
長的譴責，並被評論視為違憲。
TI 主席 Delia Ferreira Rubio
表示：「瓜地馬拉政府的行動目
的是確保有罪不罰的現象並使
CICIG 對於該國反貪腐鬥爭至關
重要的工作陷入癱瘓，對瓜地馬
拉及整個地區而言明顯是在走
回頭路。我們向瓜地馬拉人民表
示支持和聲援。這是爭取正義和
自由的關鍵時刻，只要有罪不罰
的現象存在，貪腐就不會結束。」
TI 瓜地馬拉分會亦呼籲瓜地馬
拉公民和民間社會團體積極參
與，以確保 CICIG 能夠繼續履行
其「結束有罪不罰現象」的重要
任務。
2019/1/10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聲援印度肅貪委員會(KPK)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pr 2019 年 1 月 9 日 KPK 主席與副主
International, essrelease/solidar 席於住宅附近發現爆炸裝置的
TI）
ity_with_indonesia 消息被報導後，TI 發出以下聲
n_anti_corruption_ 明，並呼籲印度當局應確保全面

肅貪

commission

徹底調查。
TI 主席 Delia Ferreira Rubio
表示：「對 KPK 2 名領導人的生
命威脅是持續對 KPK 身體暴力及
威脅的型態之一，此事應該受到
所有關心印度安全與繁榮的人
嚴厲譴責。特別是在法治和貪腐
問題成為重要議題的選舉年，
KPK 必須能毫無恐懼或威脅地開
展各項活動」。
TI 與 TI 印度分會一同呼籲印度
媒體及民間社會不要忽視 KPK 遭
受的威脅和攻擊。正如 KPK 副主
席所言「反貪腐機構最佳的保護
是來自公眾的支持。」

2019/1/29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為何 CPI 高分國家仍無法免於貪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腐
International, ature/trouble_at_t 連續第 3 年，2018 年清廉印象指
TI）

he_top_why_high_sc
oring_countries_ar
ent_corruption_fre
e

數(CPI)排名前 7 名的國家(丹
麥、芬蘭、瑞典、挪威、紐西蘭、
新加坡和瑞士)，所有得分均為
84 分和 88 分。
雖然沒有一個國家在 CPI 獲得滿
分，但表現最好的國家有幾個共
同的民主屬性，包括強有力的機
構、法治和高經濟發展。
作為公部門貪腐的衡量標準，
CPI 獎勵那些政府內部賄賂、公
共資金轉移、利益衝突等較低的
國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
國家沒有貪腐。
CPI 未衡量的因素：洗錢
丹麥在今年名列榜首，最近受到
其最大銀行丹麥銀行和其他貪
腐案件洗錢醜聞的震撼。據認
為，約有 2,300 億美元的可疑交
易已通過丹麥銀行的愛沙尼亞
分行，該分行與有組織犯罪和貪
腐報告項目（OCCRP）發現的俄
羅斯洗錢計畫有關。去年 11 月，

丹麥銀行因違反丹麥反洗錢法
而被起訴。
瑞士銀行和其他金融中介機構
和推動者經常在世界各地的大
規模洗錢和貪腐計畫中發揮重
要作用。金融行動特別工作小組
對 11 個反洗錢效益類別進行評
分，在排名前 7 名的國家中僅給
了瑞典高分，而且只有 11 個類
別中的 1 個。
出口貪腐和外國賄賂
作為相對富裕的國家，前 7 名通
常是出口大量商品和服務的國
際公司的所在地。2018 年出口貪
腐報告顯示，大多數這些國家未
對涉嫌向海外行賄的公司進行
調查和懲罰。在今年 CPI 排名前
7 名的國家中，只有挪威和瑞士
在反對外國賄賂的執法類別中
名列前茅。芬蘭、丹麥和新加坡
屬於最低級別，瑞典和紐西蘭分
別實施適度和有限的外國賄賂
執法，芬蘭、新加坡，瑞典和瑞
士皆有外國賄賂的實際案例；外
國賄賂阻礙了發展，扭曲了國際
貿易的公平競爭環境。它也可能
導致賄賂文化，特別是當被視為
清廉合法公司以賄賂作為獲得
商業優勢的手段時。諷刺的是，
這種做法也強化未完全發展國
家更加貪腐的看法。
跨越全球的財務保密
2018 年，瑞士在稅務司法網絡制
定的金融保密指數中名列前茅，
新加坡排名第 5。
這些保密司法管轄區為不法公
司所用，不僅幫助人們逃稅，讓
貪腐者能夠移動和清洗他們的
不法所得。據估計，每年有多達
1 兆美元的非法資金流動離開發

展中經濟體。撒哈拉以南非洲CPI 平均得分最低的地區-與世
界其他地區相比，以這種方式失
去了最大比例的財富。
我們要做些什麼來幫助
我們制止貪腐行為意味著讓貪
腐的促進者和推動者更難以運
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繼續向指
數排名前段的國家政府施加壓
力，以填補漏洞，制裁錯誤行為
並開放金融體系進行審查。
對於表現最好的國家來說，以乾
淨的公共部門為榜樣是不夠
的，他們必須成為全面的領導
者。在我們相互關聯的全球化世
界中，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單獨獲
得良好的 CPI 分數，以此表明他
們在打擊貪腐方面做得足夠。單
純的數字很難反映出貪腐這樣
龐大而複雜的問題。 CPI 僅顯示
部分狀況，私部門貪腐和洗錢案
件則又是另一部分狀況。
2019/2/13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對埃及憲法修正案的警示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埃及議會將表決一系列的憲法
International, ature/the_alarming 修正案，如果通過，將會鞏固總
TI）
_message_of_egypts 統的職權，同時恢復軍隊作為該
_constitutional_am 國的最高權威。
endments
這些變化似乎是對埃及 2011 年
解放廣場革命後倖存下來脆弱
民主致命的一擊。TI 認為，埃及
政府正向該國的反貪腐成果發
出示警信息，並為該區域設下了
一個令人擔憂的先例。
憲法修正草案將把總統任期從 4
年延長至 6 年，並允許現任總統
再擔任 2 屆任期，執政至 2034
年(總統任期目前至 2022 年)。
長期的總統任期本身並非貪腐
統治的不二法門。然而，埃及缺
乏對總統權力的監督和審查，以

及缺乏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這大
幅增加了憲法修正案引發「國家
俘獲」和「竊盜統治」的風險。
去年埃及選舉因政府對監督工
作的壓制而受到損害，而塞西總
統執政期間的特點便是對不同
聲浪的鎮壓。憲法修正草案亦將
破壞法治和對行政權力的監督。
正如我們最近在清廉指數中所
強調的，能否成功控制貪腐與國
家的民主程度密切相關。今年埃
及的清廉指數在 100 分中僅獲得
32 分，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
43 分。回歸威權主義的埃及正在
削弱其控制公部門貪腐的能
力，而貪腐幾乎破壞政治、經濟
和人類等各方面的發展。
埃及是該地區規模最大、戰略位
置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目前是非
洲聯盟主席，也是阿拉伯國家聯
盟的秘書長。
TI 中東和北非的區域顧問金達·
哈塔爾(Kinda Hattar)說：「作
為我們地區的主要戰略國家之
一，發生在埃及的事情就是一個
重要的例子。這些憲法修正案可
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從而破壞埃及以外其他地區的
反貪腐鬥爭。」
如果得到議會和立法委員會的
同意，憲法修正案將進行公民投
票，但遺憾的是，難保人民的心
聲能被聽到。
TI 敦促埃及議會根據「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UNCAC）」和「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承
諾，加強和保護政治權利並致力
於民主治理和法治。
2019/2/22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今 年 的 清 廉 印 象 指 數 (CPI) 顯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示，大多數國家未能持續明顯地

International, ature/cpi_2018_glo 控制貪腐，這導致全世界的民主
TI）
bal_analysis
危機。貪腐侵蝕了民主的基礎，
反過來，制度薄弱也無法控制貪
腐，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在過去 7 年，只有 20 個國家的
CPI 得分顯著提高，包括愛沙尼
亞、塞內加爾、蓋亞那和象牙海
岸；有 16 個國家的得分顯著下
降，包括澳洲、智利、馬爾他、
匈牙利與土耳其。
研究分析
1.今年，進一步的研究分析表
明，貪腐牽涉到民主國家的健
康，貪腐率較高的國家，民主
體制和政治權利也較弱。
2.沒有完全民主國家在 CPI 上得
分低於 50。同樣，幾乎沒有獨
裁體制的國家得分高於 50。舉
例說明，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分
數在過去 6 年中分別下降了 8
分和 9 分。同時，「Freedom
House」將土耳其從「部分自
由」降級為「不自由」，是自
1989 年共產主義垮臺以來，匈
牙利的政治權利得分最低。這
些評比反映了法治和民主體
制的惡化，以及這些國家民間
社會和獨立媒體迅速縮小的
空間。TI 主席 Delia Ferreira
Rubio 說：「我們的研究在建
立健康的民主與成功打擊公
部門貪腐之間建立了明確的
聯繫。在民主基礎薄弱的地
方，貪腐更有可能蓬勃發展，
正如我們在許多國家所看到
的那樣，不民主和民粹主義政
客可以利用它來發揮自己的
優勢。」
區域分析
1.美國得分 71 分，自 2011 年以

來首次掉出 CPI 前 20 位，低
分是來自於美國正在經歷制
衡制度的威脅，以及最高權力
道德規範受到侵蝕的時刻。
2.巴西的得分是 7 年來最低，除
承諾結束貪腐外，該國新任總
統已經明確表示，對於危及迄
今取得的民主里程碑的任何
作為，他將以強而有力的手段
統治。
3.捷克得分為 59，自 2014 年以
來增加了 8 個百分點。然而，
去年發生的事件暗示著得分
可能很薄弱。總理因其媒體控
制權有利益衝突的情事而被
判決有罪，並被指控他與 1 間
接受歐盟補貼數百萬歐元的
公司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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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maldive
s_government_must_
act_on_new_details

TI 呼籲馬爾地夫新上任總統索 2019/2/22
里對貪污案件採取行動，有所作
為，而非隨著前總統雅門被捕而
結束。總統索里當初矢言打擊貪
污，並對有關馬爾地夫市場營銷

_in_corruption_sca 與公共關係公司(MMPRC)等貪污
ndal
醜聞案件以貪污零容忍為競選
承諾。
MMPRC 涉嫌以低價島嶼租賃且違
法收受賄賂及回扣等計畫首度
於 2016 年被半島電視臺報導披
露，並於「組織犯罪與貪腐舉報
計畫」（OCCRP）中被詳細揭露。
TI 馬爾地夫分會特別具體地要
求馬爾地夫銀行、馬爾地夫伊斯
蘭銀行及 MMPRC 董事會應被調
查，參與貪污案共謀者都應被公
平審判。政府亦需加強國家銀行
體系以杜防貪腐情形發生。
2019/1/18

新南威爾士州廉 http://www.icac.ns 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ICAC）
政公署
w.gov.au/component 發現，前財政、服務和創新部
/investigations/ar （ DFSI ） 計 畫 經 理 Steven

ticle/5436?Itemid= Prestage 以盜用朋友公司的名
4196
字來企圖混淆，最終自己不法獲
利 50 萬元。
委員會審查 Steven 在擔任 DFSI
「CA 透明投資組合管理軟體計
畫」(簡稱 Clarity 計畫)計畫經
理期間，策劃使 Petite Software
Systems 作為 DFSI 的供應商，又
錯誤地向部門表示政府認可的
供應商無法滿足 DFSI 的要求，
並 主 導 DFSI 與 Petite
Software Systems 公司合作，承
擔該計畫的訊息和通信的技術
（ICT）工作。另由他岳母登記
另 1 家類似名稱的公司，對外宣
稱 可 代 表 Petite Software
Systems，並以公司名義開設銀
行帳戶，由 DFSI 付款給該帳戶，
從而不法獲利。
該委員會向 DFSI 提出 15 項防貪
建議，其中包括 DFSI 應制定架
構，以確保對承包商進行的雇用
篩選檢查與其各自業務承擔的
風險相當， DFSI 表示正著手實
施這些建議。
ICAC 認為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
教育和告知公眾有關貪腐行為
的不利影響，如果沒有公開報導
的話，無法達成廉潔的提升、公
共行政的好名聲及民眾在打擊
貪腐方面的支持。委員會在決定
不進行公開調查但發布公開報
導時，所考慮的其他因素包括：
在調查過程中獲得了大量有說
服力的證據，表明存在貪腐行為
的可能性;根據調查期間獲得的
證據，公開調查不可能發現與調
查有關的新證據;公開報導將使
大眾了解相關行為和制度缺
陷，並訂定防貪建議。

2019/2/22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https://www.icac.o ICAC 獲市民全力支持，堅守 45
rg.hk/tc/press/ind 年肅貪使命
ex_id_686.html
ICAC 在香港過去 45 年的反貪歷
程中跨越挑戰，令香港成為全球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最廉潔的地方之一，並舉行 ICAC
開放日、播出廉署電視劇集《廉
政行動 2019》，以及 ICAC 第 7
屆國際會議等 45 周年慶祝活動。
根據 2018 年民意調查結果，指
出市民大眾對貪污堅持零容
忍。調查亦發現，97%的受訪者
認為 ICAC 值得他們支持，支持
的主要原因包括：ICAC 能捍衛公
平和公正、保持社會廉潔，以及
成功偵破貪污案件。
此外，大部分或達 81.7%的受訪
者明確表示，如果遇到貪污會願
意舉報，是自 2010 年首次提問
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較年輕的受
訪者(年齡介於 15 至 34 歲)，表
示願意舉報的比例更高，介於
85.5%至 88.4%。
另一方面，98.4%受訪者表示在
過去 12 個月內沒有親身遇過貪
污，表示有遇到貪污的只有
1.3%。調查透過隨機抽樣方式，
面對面家訪 1,518 名市民，了解
他們對貪污的觀感和態度，以及
對 ICAC 工作的意見。
調查亦發現，98.7%受訪者，認
為保持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發
展至為重要。他們相信廉潔有助
維護社會公平公義、吸引外資及
投資者及保持社會平穩發展。
93.2%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從不
同途徑接收有關 ICAC 的資訊。
ICAC 將繼續以執法、防貪和教育
『三管齊下』的反貪策略打擊貪
污和促進廉潔文化。

2018/12/7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外匯交易員拒絕認罪詐欺 700 萬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vt.nz/forex-trader
-pleads-not-guilty
-to-7-million-frau
d

美元
Kelvin Clive Wood 昨日於奧克
蘭地方法院拒絕承認 SFO 對他所
提「詐欺取得」及「特殊關係盜
竊」指控。
SFO 表示，Wood 先生於外匯經紀
業務淨交易開始虧損時，便研擬
龐氏騙局，利用新投資者的資金
向其他投資者支付其報告的收
益，或未經投資者許可退還本金
投資。據了解，已有 18 名投資
者、超過 700 萬美元的投資本金
於 8 年間遭被告挪用。
Wood 先生獲准取保候審，於 3 月
20 日出席奧克蘭地方法院再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