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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廉政訊息蒐報彙整表 
  

日期 資料來源 網址 廉政訊息摘要 
備註(與何

業務相關) 

2019/03/18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8897&currPageNo=

2&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貪腐、公益揭弊-揭弊者保

護、補償」可在線上一次申請 

ACRC 現有的「廉政新聞庫」規

定，申請「貪腐、公益揭弊」時，

揭弊者須自 5 種貪腐類型（貪

腐、公益、請託、行動綱領等）

中擇一進行舉報，許多揭弊者不

瞭解各項貪腐類型。目前網站已

改版(www.clean.go.kr)，因此

即使揭弊者不瞭解貪腐類型，也

能輕易舉報。舉例而言，當揭弊

者利用簡便舉報方式舉報後，會

自動分析舉報內容，並建議相對

應的貪腐類型，以及給予揭弊者

保護、補償制度的指示。 

此外，ACRC將累積的判例、審議

表決等經過加工製作的 1,000多

件事例重新公開到網站，使揭弊

者能夠用於製作申報書。同時，

網站受理揭弊者保護、補償申

請，提供從「貪腐、公益揭弊」

到「揭弊者保護、補償」的一站

式服務。特別是爲了讓揭弊者能

安心利用網站舉報，從揭弊者簡

便認證到利用認證書及密碼的

雙重保護認證功能，加強對揭弊

者的身分保護。 

揭弊者保護 

 

2019/03/29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043&currPageNo=

2&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ACRC 成立「第 3 期禁止請託法解

釋諮詢團」 

ACRC考量「禁止請託法」與國民

生活密切相關，且對社會各領域

均產生影響的特性，決定將第 3

期「禁止請託法」解釋諮詢團委

員人數從 34人增加至 51人，包

含法律、企業、教育、市民團體、

媒體、資訊通信、勞務等各界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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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家和女性委員均能參與。 

「禁止請託法」自 2016 年 9 月

28日施行，其中，主要作爲國民

提問窗口的網站答覆共 8,305

件，分析結果顯示，收受財物爲

6,606 件 (77%)、外部演講爲

1,333件(19%)、不當請託占 4%。 

關於收受財物的質疑中，春節、

中秋節日及教師節禮物相關計

1,761 件；後援、贊助相關計

1,531件；飲宴應酬相關計 1,494

件；活動相關計 889件；婚喪喜

慶紅白帖相關計 730件；懲戒、

行政罰款等與懲罰相關計 132

件。關於不當請託的質疑中，人

事相關計 126件；契約選定與淘

汰相關事項計 71 件。關於外部

演講的質疑中，是否符合外部演

講定義計 517件；每小時鐘點費

計 456件。 

2019/04/16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249&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加強廉政教育講師之專業素質 

為支援各級公共機關的清廉教

育，清廉研修院自 2016 年 6 月

開始實施清廉教育專門講師制

度，須先修習基礎及專門課程，

最後通過模擬授課評價才能成

為講師。 

爲了滿足因制定禁止請託法

後，公職人員有接受清廉教育義

務等大幅增加的清廉教育需

求，並針對不同機關客製化清廉

教育，許多人呼籲應提高清廉教

育講師的專業性。 

此外，現行課程對反貪腐法令、

制度相關知識的教育時數仍不

足，專業課程及最終評價也是以

授課技術爲主，對清廉教育專業

講師要求專業知識的驗證仍存

在侷限性。為彌補此一缺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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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研修院引入網路課程，並創設

假想人物，藉此探索公職生活中

遇到的困難並提出參考答案「金

科長的一天」等清廉課程。 

同時，改善相關專門課程，對反

貪腐法令及制度的規定和各種

案例進行研討，最終評價部分也

加入了對各種貪腐情況的意見

和解釋，進一步加強對廉政教育

專業講師的專業考核。 

此次並設置清廉教育講師的倫

理性驗證程序，在清廉研修院網

站上公開授課滿意度。盼透過以

上措施，讓各級公共機關(構)利

用廉政教育講師開展更加充實

的教育。 

2019/04/23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299&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韓國「反貪腐政策評價」制度傳

授馬來西亞 

ACRC 和 聯 合 國 開 發 計 畫 署

(UNDP)以馬來西亞政府公務員

爲對象，針對韓國的「反貪腐政

策評價」制度進行政策研修。 

「反貪腐政策評價」是公共機關

爲提高清廉性而推進的反貪

腐、清廉活動及其成果的測定制

度，ACRC每年以全國公共機關爲

對象實施。 

此次研修是為了促進 UNDP 首爾

政策中心「共享開發經驗夥伴關

係」的其中一環，目的是討論在

如何將「反貪腐政策評價」制度

成功引進馬來西亞的方案。研修

包含馬來西亞治理、誠信和反貪

中心(GIACC)副所長 Anis Yusal 

Yusoff 在內的馬來西亞反貪腐

相關機構的 5名公務員、UNDP首

爾政策中心及 UNDP 馬來西亞辦

事處負責人等均將出席。 

近年來，ACRC積極開展技術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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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299&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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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向發展中國家分享優秀的

反貪腐政策。包括 2008年印尼、

2016年越南均引進韓國「反貪腐

政策評價」制度，今年將預計在

馬來西亞和烏茲別克推行「反貪

腐政策評價」制度。 

2019/05/14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575&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向韓國反貪腐制度取經 

ACRC 自 2013 年起，每年從世界

各國反貪腐機關招募研修生進

行清廉教育，今年為第 7屆，從

26 個國家的 51 名志願者中，選

出來自新加坡、臺灣、智利、埃

及、亞美尼亞、南非等 15 個國

家的 16 名研修生，展開爲期 10

天的清廉教育課程。 

為建構有效的反貪腐體系，此次

培訓活動包含廉潔度測定、反貪

腐政策評價、貪腐影響評價、揭

弊者保護制度等國際社會公認

的韓國優秀反貪腐政策。此外，

為了反映研修生的教育需求，新

設邀請海外專家的講座課程，以

提高參與人員對海外反貪腐政

策優秀案例和國際社會對反貪

腐努力的認知。香港廉政公署社

區關係處處長發表有關「與人民

和青少年一起的反貪腐活動」演

講，分享香港過去保持高度清廉

度的秘訣。 

另外，UNDP 反貪腐顧問 Anga 

Timilsina、聯合國毒品和犯罪

問題辦公室(UNODC)亞太區域總

部 反 貪 腐 顧 問 Francesco 

Checchi 各自以「永續發展指標

與反貪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與聯合國的努力」為主題進行演

講。 

 

2019/05/30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舉辦引領企業廉潔組織文化的

「清廉經營專家培訓課程」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575&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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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723&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ACRC5月 31日舉行「清廉經營專

家培訓課程」，以營造企業的倫

理經營和清廉文化。來自各行各

業的 100多家大企業、中小企業

負責人將參加此次培訓。 

「清廉經營專家培訓課程」是每

年定期實施的政府支援教育課

程，旨在提高倫理、守法義務負

責人的專業能力，並支持企業自

發擴散清廉經營文化的努力，讓

各企業的倫理、守法義務負責人

對公司內部職員或合作公司進

行清廉教育。 

該教育到去年爲止一直以「企業

倫理公司內部專家培養課程」的

名稱運作。但是隨著企業環境的

變化，今年爲了整合企業倫理、

倫理經營、社會責任、永續經營

等綜合的倫理經營概念，追求公

正性、透明性、責任性的積極價

值，改為「清廉經營專家培訓課

程」。今年的培訓課程由務實、

專業的內容組成，旨在提高企業

對反腐倡廉政策的瞭解。有利於

業務負責人建立及運行廉政經

營體系。 

2019/06/03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751&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首次對民間產業部門清廉程度

進行診斷 

ACRC作為政府革新的一環，為有

效支援民間產業部門自律的反

貪腐和清廉努力，預計在今年首

次對民間產業部門進行清廉程

度診斷，今年的診斷是經濟、人

文社會研究會的企劃合作課

題，韓國刑事政策研究院將擔任

主管研究機構，與民間研究機構

一起進行。ACRC並規劃從 6月開

始，透過 ACRC 入口網站提供個

別企業能夠自行診斷清廉程度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23&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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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 的模型。 

此次診斷在準確測量產業部門

清廉程度的同時，將重點放在讓

民間能夠履行預防檢查作用，而

非增加新的限制或負擔。另外，

診斷並非以個別企業爲單位，而

是以主要產業領域(行業)進行

分類，測定各領域的清廉程度。

(包含製造業、建築業、批發零

售業、運輸業、金融保險業、服

務業等 10多個領域)。規劃採用

國際評價機關使用的國際標

準，綜合民、官研究部門對產業

部門生產的現存資料，以及透過

問卷調查得到的各種資訊，得出

清廉程度診斷結果。 

同時，針對診斷模型及方式，將

廣泛採納民間專家及產業部門

利害關係者的意見，讓去年開發

的診斷模型更加完善，使模型能

夠反映與公共部門不同的民間

特性。 

2019/06/14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870&currPageNo=

2&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未獲公益揭弊者同意，將其個人

資料特定或類推報導之行為違

法 

ACRC 最近透過律師以非實名制

度進行公益揭弊者，其身分被特

定或類推的報導，向有關機關和

媒體表示此舉可能違法。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規定，任

何人知道公益揭弊者的同時，不

得在未經揭弊者同意的情況，向

他人公開或報導其個人資料或

其爲公益揭弊者的事實。若違反

該規定，將被判處 5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 5000萬韓元以下罰款。 

 

2019/06/26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伊拉克清廉委員會公務員訪韓

學習反貪腐政策 

ACRC去年4月與伊拉克清廉委員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751&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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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79990&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會(Commission of Integrity)

簽署阿拉伯第 1個反貪腐合作備

忘錄，ACRC並邀請伊拉克清廉委

員會 12名公務員，至 ACRC和清

廉研修院進行研修。 

此次研修是反映伊拉克方面需

求的客製化教育課程，包括反貪

腐政策評價、清廉度測定、貪腐

影響評價、揭弊者保護補償、廉

潔教育等韓國主要的反貪腐政

策。另爲幫助伊拉克加強清廉力

量，還加入多種參與型教育項

目，包括討論公職生活中遇到的

倫理困境、製作清廉摺扇等。 

ACRC 計畫應伊拉克政府的邀

請，參加 7月 4日在伊拉克巴格

達舉行紀念韓伊建交 30 週年的

「重建研討會」，並就韓國的主

要反貪腐政策發表意見。 

2019/07/05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80110&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廉政研修院首次發行新聞報刊 

ACRC所屬的清廉研修院爲了擴

展清廉文化，日前發行廉政教育

新聞報刊《清廉信件》創刊號。 

清廉研修院自 2012年 10月開院

以來，接受清廉教育的人員數持

續增加，以 2018年度爲基準，

每年約 2萬多名公職人員接受清

廉教育。 

《清廉信件》創刊號包括廉政研

修院主要新聞、主要教育課程介

紹及日程、廉政內容募集活動消

息等。另外，以新聞訊息內容爲

基礎，還收錄了簡單的廉政知

識，以增加讀者的關注和參與。 

清廉研修院計畫以此次創刊號

爲開端，每年發行 2 次清廉報

告，分發給行政機關及地方自治

團體等各級公共機關，並發送給

清廉研修院訪客。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7999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110&currPageNo=1&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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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30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80372&currPageNo=

2&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8 月起實施「2019 年公部門清廉

度測定」 

ACRC 將從 8 月開始進行「2019

公共機關清廉度測定」問卷調

查。調查對象為自去年 7月到今

年 6月曾至中央機關、地方自治

團體、教育廳、公職相關團體等

公部門洽公的國民與截至 6月在

公部門任職的職員，及與公部門

相關的專家或業務負責人，是參

與人數達 20 萬人以上的大規模

調查。 

ACRC 自 2002 年開始，每年都測

定公共機關清廉度並發表結

果。公部門清廉度測定制度是

指，針對親身體驗公共機關行政

服務的國民、內部職員、專家和

業務負責人等實施問卷調查的

結果，並綜合相關機關的貪腐現

狀，診斷清廉水平的制度。今年

包括 HACCP 認證企業的事後管

理、國防產業培育等與國民安全

相關的業務在內，約有 2,370多

個業務被列爲測定對象。以親自

體驗過業務的國民等在業務處

理過程中感受到的貪腐認知和

經驗爲基礎進行評價。 

同時，針對在清廉度上以扣分反

映的貪腐案件，根據貪腐案件發

生時點，反映不同的扣分比重，

使扣分標準合理化。特別是作爲

政府革新的一環，從今年開始，

行政機關公務員因消極行政受

到懲戒時，將被扣分並反映到相

關機關的清廉度中。 

ACRC 計畫從今年 8 月到 11 月完

成個別公部門清廉度計算問卷

調查和貪腐事件數據分析，於 12

月公布個別機關的清廉度結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372&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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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並按照機關類型分類等級。 

2019/08/05 韓國反貪及國民

權益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

n &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ACRC) 

http://www.acrc.go

.kr/acrc/board.do?

command=searchDeta

il&menuId=05050102

&method=searchDeta

ilViewInc&boardNum

=80431&currPageNo=

2&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A.BOARD_REG_DATE+

DESC%2C+BOARD_NUM+

DESC 

培養準外交官成為清廉人才 

ACRC 清廉研修院和外交部國立

外交院，於清廉研修院首次對 44

名準外交官進行清廉強化教育。 

此次針對外交官候選人的清廉

教育，是清廉研修院和國立外交

院合作開設，透過各種事例向準

外交官傳達必要的反貪腐知

識，以提高其清廉能力。特別是

考慮到準外交官多為 1980 年至

2000年間出生，所以準備了有趣

且參與度高的清廉教育課程。例

如透過結合清廉價值和文化的

「清廉音樂會」，以及從合作解

決問題中學習清廉價值的「清廉

金鐘」。 

 

2019/03/28 日本國家公務員

倫理審查會 

https://www.jinji.

go.jp/rinri/monito

r/anketo30.html 

 

公布平成 30 年（2018 年）關於

公務員倫理之問卷調查結果 

問卷調查對象分為 4種人，分別

為一般民眾、民間企業（主要為

東京及名古屋證券交易所之上

市企業）、中央機關公務員及全

國各地學者等觀察團體（如企業

經營者、學者、媒體、勞工團體、

律師等）。 

針對「國家公務員之倫理感」印

象，認為「具高度倫理感」及「整

體具高度倫理感，但是仍有一部

分偏低」之回答比率，一般民眾

為 50.7％、民間企業為 81.2％、

學者團體為 78.6％、中央機關公

務員為 84.5％；認為「倫理感甚

低」及「整體倫理感偏低，但是

仍有少部分有高度倫理感」之回

答比率，一般民眾為 21.5％、民

間企業為 3.2％、學者團體為 6.3

％、中央機關公務員為 3.3％，

與前一年度（2017年）調查結果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www.acrc.go.kr/acrc/board.do?command=searchDetail&menuId=05050102&method=searchDetailViewInc&boardNum=80431&currPageNo=2&confId=4&conConfId=4&conTabId=0&conSearchCol=BOARD_TITLE&conSearchSort=A.BOARD_REG_DATE+DESC%2C+BOARD_NUM+DESC
https://www.jinji.go.jp/rinri/monitor/anketo30.html
https://www.jinji.go.jp/rinri/monitor/anketo30.html
https://www.jinji.go.jp/rinri/monitor/anketo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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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除學者團體減少降幅較大

外，其餘均差異不大。 

針對「倫理規範之行為規制內

容」認為妥當者，一般民眾為

61.6％、民間企業為 78.4％、學

者團體為 72.4％、中央機關公務

員為 69.5％，與前一年度相比差

距不大。 

針對一般民眾問卷調查內容，近

3 年一般民眾對公務員倫理感之

印象普遍不高（認為具高度倫理

感或大部份具高度倫理感者

2018 年 50.7％、2017 年 49.3

％、2016年 54.4％），其中認為

公務員倫理感偏低之理由最多

者分為「貪污等負面案件很

多」、「比起國民更在乎自身利

益」、「行政不透明，且未負對國

民說明之責任」、「浪費稅金」及

「職務執行不公正」等。 

問卷調查亦發現一般民眾對於

公務員倫理法等規範近 3年有高

達 7 成以上表示不清楚或不知

道。甚而對於國家公務員倫理審

查會此一單位，僅有不到 1成之

民眾表示知道其單位存在及組

織功能。 

2019/07/19 日本國家公務員

倫理審查會 

https://www.jinji.

go.jp/rinri/new/ho

ukokusyo30.pdf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公

布平成 30 年（2018 年）指定職

務以上人員贈與等報告書提出

狀況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公

布 2018 年贈與等報告書結果，

統計期間內計有 815名職員提出

共 3,514件報告書，其中包含提

供金錢或物品等贈與關係案件

65件，飲宴應酬相關案件 2,897

件及報酬關係案件 552件（主要

是論著、演講及討論會等），與

 

https://www.jinji.go.jp/rinri/new/houkokusyo30.pdf
https://www.jinji.go.jp/rinri/new/houkokusyo30.pdf
https://www.jinji.go.jp/rinri/new/houkokusyo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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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相比總件數增加 118件，

贈與關係案件增加 12 件、飲食

關係增加 217件及報酬關係減少

111 件，審查結果尚未發現有違

反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規定

情事。 

前開報告書提出超過 100件以上

之單位計有 8 個，分別為法務

省、外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

勞動省、農林水產省、林野廳、

經濟產業省及國土交通省。 

2019/05/08 日本消費者廳 https://search.e-g

ov.go.jp/servlet/P

ublic?CLASSNAME=PC

MMSTDETAIL&id=2350

30034&Mode=2 

公布針對「公益通報者保護專門

調查會報告書」之意見蒐集結果

分析檢討，作為未來修法參考 

日本內閣府消費者委員會 2018

年 1月時收到有關日本公益通報

者保護法實行以來之執行情形

及須檢討改進之處的諮詢意

見，之後至 2018年 12月止召開

16次「公益通報者保護專門調查

會」，就其討論內容提出公益通

報者保護專門調查會報告書（報

告 內 容 公 開 網 址

https://search.e-gov.go.jp/

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

No=0000182444），但因報告書的

策進意見涉及對民間業者及行

政機關增加更多義務負擔之事

項，為此日本消費者廳於 2019

年 1 月 23 日將報告書上網公

告，並徵求各界對該報告書之意

見。 

前開對外徵求意見之期間，蒐集

結果共收到 87 份意見書（個人

提出 60 件、團體提出 27 件），

經整理後計有 259項意見，主要

分為「報告書整體評價（含修法

展望）」、「保護受不利益措施對

待之通報者，該通報者範圍（含

揭弊者保護

法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235030034&Mode=2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235030034&Mode=2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235030034&Mode=2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235030034&Mode=2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ublic?CLASSNAME=PCMMSTDETAIL&id=235030034&Mode=2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182444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182444
https://search.e-gov.go.jp/servlet/PcmFileDownload?seqNo=0000182444


12 

 

退職者、現職職員、交易對象、

過去曾經之交易對象）」、「通報

內容事實之範圍（不應侷限於違

法行為，應擴及更寬廣之公益概

念、是否應擔保不受刑事處罰、

是否應受限於所得稅法等特定

法律目的、違反之法律是否應取

消列舉之方式等）」、「外部通報

保護要件」、「有關通報衍生暗地

蒐集資料之相關責任議題」、「通

報之急迫性條件應否放寬」、「通

報體制之建立」、「守密義務」、

「行政通報單一窗口設置」、「針

對施以不利益措施之民間業者

之處罰」、「有關不利益措施之紛

爭解決機制」、「是否因通報而遭

受不利疫措施之舉證責任減

輕」、「通報行為衍生之損害賠償

責任」、「通報行為衍生之刑事責

任」及「其他」等。 

2019/07/10 日本消費者廳 https://www.caa.go

.jp/policies/polic

y/consumer_system/

whisleblower_prote

ction_system/pr/#0

1 

舉行 3 場「針對民間企業建置及

運用內部通報制度之說明會」 

日本消費者廳為了強化內部通

報制度之實效性，除於 2018 年

12月9日公布針對民間企業之指

引手冊，並於 2019 年 2 月間開

始推行內部通報認證制度。 

為了能夠建置及運用內部通報

制度，消費者廳預計於東京及大

阪召開 3場說明會，除了討論公

益通報者保護法概要、內部通報

制度之意義及重要性、以及針對

民間企業之指引手冊等議題，並

邀請專家針對有關內部通制度

之規程案例進行說明。 

 

2019/06/26 總務省 

行政評價局 

http://www.soumu.g

o.jp/menu_news/s-n

ews/01hyoka02_0200

0033.html 

公布「平成 30 年行政諮詢成果」

及「行政諮詢多國語言宣導手

冊」 

根據該成果資料，該局受理之行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pr/#01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hyoka02_02000033.html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hyoka02_02000033.html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hyoka02_02000033.html
http://www.soumu.go.jp/menu_news/s-news/01hyoka02_02000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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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諮詢案件共計 16 萬 9,100

件，諮詢內容類別，有關國家、

獨立行政法人類之案件數佔

37.4％、地方公共團體事務佔

41.0％、民事類佔 21.6％。其中

涉及國家、獨立行政法人類別之

案件中，大多數以登記、戶籍、

國籍、租稅、雇傭、勞動、保險、

年金及社會福利等事項為主。 

前開成果資料列出「學童上學路

線安全之確保」、「育兒休業給付

金支給對象期間之延長」、「提供

領取支援物資之郵務窗口」等經

由行政諮詢推動並改善精進之

案例說明相關執行成果，並說明

正在執行之「國民健康保險證明

資料簡化」及「避免國民健康保

險金與健康保險金重複支出」工

作辦理情形。該成果資料並將平

成 30 年之推行工作，如行政諮

詢委員活動紀錄、主題活動推行

成果等以簡明方式提供外界知

悉。 

另為了提供在日本各地居住之

外國人士更友善之資訊，總務省

行政評價局製作「行政諮詢多國

語言宣導手冊」，將宣導手冊翻

譯成英文、中文、韓文、西班牙

文等 12 國語言，提供外籍人士

參考。 

2019/07/11 朝日新聞 

TBS NEWS 

西日本新聞 

https://www.asahi.

com/articles/ASM7C

4TL0M7CULFA011.htm

l 

 

https://news.tbs.c

o.jp/newseye/tbs_n

ewseye3723772.html 

 

日本 kanpo生命保險公司及日本

郵政公司遭涉及不當販售保險

爭議，為了箝制內部揭弊者，要

求員工禁止於社群網路媒體洩

露機敏資訊 

據日本朝日新聞、TBS NEWS及西

日本新聞等多家媒體報導，日本

kanpo 生命保險公司及日本郵政

公司遭涉及不當販售保險爭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7C4TL0M7CULFA011.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7C4TL0M7CULFA011.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7C4TL0M7CULFA011.htm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M7C4TL0M7CULFA011.html
https://news.tbs.co.jp/newseye/tbs_newseye3723772.html
https://news.tbs.co.jp/newseye/tbs_newseye3723772.html
https://news.tbs.co.jp/newseye/tbs_newseye37237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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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adlines.

yahoo.co.jp/hl?a=2

0190710-00010000-n

ishinp-bus_all 

議，多達 9萬件對顧客不利之保

險被提出質疑（例如要求客戶重

複簽訂保險契約，發生事故時卻

僅給付其中一件之賠償金），事

件之起因是多位第一線員工無

法忍受這種不當行為而提出內

部檢舉，可是為了避免傷害擴

大，2 家公司卻對內部員工發出

通知，要求禁止於社群網路媒體

洩漏有關案件之機敏資訊，引起

員工強烈不滿，部分員工表示

「公司高層不願意聽取第一線

員工之意見才會訴諸社會，卻以

這種方式禁止並以懲處作為威

脅，根本是本末倒置」。日本總

務省對於此次事件引發之風

波，已要求該等公司提出調查及

檢討改善報告。 

2019/07/16 讀賣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yomiur

i.co.jp/national/2

0190716-OYT1T50138

/ 

https://www.nikkei

.com/article/DGXMZ

O47366270W9A710C1C

R0000/ 

 

日本文部科學省公告 2018 年白

皮書，針對 2018 年 2 位局長級

以上幹部貪污事件進行道歉 

據日本讀賣新聞及日本經濟新

聞等多家媒體報導，日本文部科

學省 2018年 7月 16日公布該省

2018年白皮書，開頭即針對 2018

年 2位局長級以上幹部遭逮捕並

起訴之貪污事件損害國民信賴

乙事表達強烈反省道歉之意。 

圍繞此事件下之調查，發現 6件

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規程之事

件，並有 12 人遭懲處，為防止

類似情形發生，並增設專責法令

遵守單位以為因應。 

 

2019/08/08 每日新聞 

京都新聞社 

https://mainichi.j

p/articles/2019080

8/k00/00m/040/3740

00c 

https://www.kyoto-

np.co.jp/top/artic

京都市職員為了內部告發目的

閱覽兒少訪談紀錄因而遭到停

職懲戒處分，京都地院判決撤銷

該處分 

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及新京都新

聞社等媒體報導，京都市公所一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90710-00010000-nishinp-bus_al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90710-00010000-nishinp-bus_al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90710-00010000-nishinp-bus_al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90710-00010000-nishinp-bus_all
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190716-OYT1T50138/
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190716-OYT1T50138/
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190716-OYT1T50138/
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190716-OYT1T50138/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7366270W9A710C1CR0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7366270W9A710C1CR0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7366270W9A710C1CR0000/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7366270W9A710C1CR0000/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0808/k00/00m/040/374000c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0808/k00/00m/040/374000c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0808/k00/00m/040/374000c
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0808/k00/00m/040/374000c
https://www.kyoto-np.co.jp/top/article/20190808000073
https://www.kyoto-np.co.jp/top/article/201908080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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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20190808000073 名負責兒少訪視業務的 48 歲男

性職員於 2014 年間閱覽相關訪

視資料時，掌握京都市內某兒少

養護設施的首長涉嫌對一名 17

歲少女進行猥褻及性虐待等行

為，2015年向京都市的公益通報

窗口進行通報，為了作為佐證而

將相關資料攜出機關，最終使該

首長因違反兒少福利法等原因

遭到逮捕並判決有罪。惟事後該

名揭弊的男性職員卻被京都市

公所以其擅自閱覽不是自己直

接負責之兒少訪談案件資料並

攜出單位為由予以停職處分。 

該名男性職員對於此停職處分

提起訴訟，京都地院判決指出京

都市公所禁止該名男職員閱覽

該等訪視資料之行為是不應該

的，且攜出該等資料之行為是為

了保全重要的證據，不應成為被

非難之點，京都市公所針對該名

職員基於職業倫理所為之內部

告發行為予以停職之懲戒處分

應該予以撤銷。 

2019/03/12 泰國國家反貪腐

委員會(NACC) 

https://www.nacc.g

o.th/download/arti

cle/article_201903

08111452.pdf 

NACC 主席與俄羅斯聯邦駐泰國

新任大使 Evgeny Tomikhin 會晤 

NACC主席表示祝賀，並讚賞俄羅

斯駐曼谷大使館在協調方面的

努力。NACC代表團去年 4月對莫

斯科進行了正式訪問，並與俄羅

斯總統簽署了防貪備忘錄。 

隨後俄羅斯大使及 NACC 主席討

論近年來俄羅斯和泰國之間貿

易額不斷增加，形成長期而富有

成效的關係。俄羅斯大使指出泰

國仍是最受俄羅斯遊客歡迎的

目的地之一，然而俄羅斯遊客及

俄羅斯駐泰國居民對於與泰國

當局交涉例如移民局及警察局

 

https://www.kyoto-np.co.jp/top/article/20190808000073
http://www.nacc.go.th/main.php?filename=index_en
http://www.nacc.go.th/main.php?filename=index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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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仍出現困難。這些背景資料和

NACC 的建議將有助於大使館更

易瞭解泰國情況和駐泰的俄羅

斯人所遇到的挑戰。 

2019/04/11 泰國國家反貪腐

委員會(NACC) 

https://www.nacc.g

o.th/ewt_news.php?

nid=23663&filename

=index_en 

泰 國 反 腐 敗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ONACC）向公部門和私部門頒

發第 8 屆 NACC 誠信獎，作為誠

信、透明度與良好治理的典範，

設立的目的在於提高泰國的行

政透明度，以符合國際標準，包

括通過良好治理，公司治理，行

為準則和企業社會責任為社會

創造價值，這將是抑制泰國貪腐

的有效方式。 

6個組織被評為NACC誠信獎的獲

獎者，包括政府儲蓄銀行、農業

和農業合作社銀行、PTT 上市公

司、PTT 勘探和生產上市公司、

泰國石油上市公司、IRPC上市公

司，21個組織獲得榮譽獎。 

 

2019/05/17 泰國國家反貪腐

委員會(NACC) 

https://www.nacc.g

o.th/ewt_news.php?

nid=23705&filename

=index_en 

泰 國 反 腐 敗 委 員 會 辦 公 室

（ONACC）和基礎教育委員會

（Obec）已同意修訂有關即將到

來的學年中有關中小學生入學

的規定。這些修正是為避免家長

為讓學生得到入學許可，給付學

校對價或金錢的情形。 

NACC秘書長表示，此舉符合內閣

決議，認可 NACC 最近向教育部

提出的關於實施新學生入學賄

賂預防措施的建議。 

學校因特殊原因招收學生的條

件已從 7個減少到 4個，包含被

錄取的學生必須是學校土地捐

贈者、貧困或貧困家庭學生、父

母因為天災而受難的學生，以及

父母為教師或學校人員的學生。 

Obec 董事會還同意修改學校集

水區學生入學的標準，在集水區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663&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663&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663&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663&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705&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705&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705&filename=index_en
https://www.nacc.go.th/ewt_news.php?nid=23705&filename=index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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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的學生必須在該地區居住

到 2019年 5月 16日前至少要滿

2 年，若被發現非事實者，將會

被取消資格。 

2019/06/21 新南威爾士州廉

政公署（ICAC） 

https://www.icac.n

sw.gov.au/media-ce

ntre/media-release

s/2019-media-relea

ses/icac-finds-for

mer-prison-general

-manager-and-offic

ers-corrupt 

ICAC調查Lithgow懲教中心與新

南威爾士州矯正人員的行為並

發布報告 

ICAC 發現 Lithgow 懲教中心

（LCC）的前管理者和新南威爾

士州懲教署（CSNSW）的 5 名警

察對囚犯使用過度暴力並犯下

了嚴重貪腐行為，後續整個事件

被掩蓋，涉及違反政策和程序。

另外從 ICAC 的調查可確信的

是，一名懲教人員栽贓了違禁品

給囚犯，來合理化進入牢房是為

了尋求違禁品。ICAC亦發現，警

務人員在 2015 年調查事件時誤

導了 CSNSW，並向囚犯 A 提供有

關周圍情況或他們所知的有關

情況的虛假資料。 

ICAC 請檢察長就是否應開始起

訴提出諮詢意見。檢察長決定可

以提出任何刑事指控，並進行所

有起訴。本次調查並確定了一些

內控制度的缺陷，包括記錄保

存、圖像記錄、審查和監督以及

投訴管理和調查。ICAC向 CSNSW

提出 19 項防貪建議，以説明其

改進其制度。 

 

2019/06/25 香港廉政公署

(ICAC) 

https://www.icac.o

rg.hk/tc/press/ind

ex_id_749.html 

 

廉政專員白韞六在加拿大展開

訪問行程，出席國際高峰會

TRACE Bribery and Economic 

Summit，並將在會上致辭，跟全

球各地的反貪及執法人員分享

香港的反貪經驗。 

國際反貪顧問組織 TRACE於 6月

期間主辦以「提升透明度」為主

題的國際高峰會，以及一個於高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nsw.gov.au/media-centre/media-releases/2019-media-releases/icac-finds-former-prison-general-manager-and-officers-corrupt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49.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49.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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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會前舉行的「加密虛擬貨幣與

貪污」工作坊。來自世界各地的

反貪及執法人員、商界領袖及專

家將出席是次活動。 

TRACE 總部設於美國並於加拿大

註冊，是國際著名的反貪商業組

織，為全球各地逾 500家跨國公

司提供貪污風險評估服務。 

2019/07/10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https://www.icac.o

rg.hk/tc/press/ind

ex_id_757.html 

 

ICAC 反貪工作及堅決維護社會

廉潔備受肯定 

ICAC 發表《2018 年年報》中指

出，反貪工作和維護社會廉潔的

決心，獲得本港市民廣泛支持，

也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肯定。 

ICAC 在 2018 年共接獲 2,665 宗

與選舉無關的貪污投訴。此外，

ICAC 接獲 97 宗涉嫌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投

訴。根據 ICAC 掌握的情報和分

析，香港貪污情況繼續有效受

控，而多項國際及本地調查亦肯

定廉潔文化已植根香港。 

《2018年民意調查》顯示 98.4%

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沒

有親身遇過貪污情況，另顯示

97%的受訪市民對 ICAC肅貪工作

表示支持，而 81.7%的受訪者表

示願意舉報貪污。 

ICAC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

框架下，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反

貪機構加強合作，並提供培訓，

協助提升它們的反貪能力。自去

年 2月宣布向海外反貪機構提供

防貪培訓支援服務後，已與超過

30 個司法管轄區的反貪機構展

開積極及具建設性對話，有關工

作進一步拓展 ICAC 的全球反貪

網絡，可向國際社會展示香港堅

定不移打擊貪污的決心。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57.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57.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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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https://www.icac.o

rg.hk/icac/elect/2

019dcb/tc/index.ht

ml 

https://zh.wikiped

ia.org/wiki/2019%E

5%B9%B4%E9%A6%99%E

6%B8%AF%E5%8D%80%E

8%AD%B0%E6%9C%83%E

9%81%B8%E8%88%89 

 

廉潔區議會選舉 

201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選舉將於11月24日舉行，選出

479個議席。 

區議會選舉及其補選均受《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54章）所規範。該條例由ICAC

負責執行，旨在確保公共選舉廉

潔公正，並防止舞弊及非法行為

的出現。ICAC推出了以上一連串

以宣揚「守法規 重廉潔」為主

題的教育及宣傳項目，幫助候選

人、助選成員和選民明白法例對

選舉行為的規定，以免因為誤解

或一時疏忽而墮入法網。 

 

2019/07/20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https://www.icac.o

rg.hk/tc/press/ind

ex_id_764.html 

 

ICAC參與香港書展推展倡廉卡

通推廣誠信教育20年 

ICAC於香港書展舉行卡通主題

咖啡室開幕活動及講故事活

動，適逢飛天兔「智多多」20歲

生日，ICAC將今年香港書展的攤

位佈置成主題咖啡室「智多多

Café 」，過去20年，ICAC先後

推出了8輯卡通動畫和不同的教

材套，以小朋友感興趣和有共鳴

的小故事和情景，向幼稚園和小

學生傳遞廉潔信息。 

另外，亦邀請藝人出席「名人講

故事」活動，且ICAC攤位設有最

新推出的「虛擬實境」和「擴增

實境」互動遊戲，分別取材自昔

日的貪污案件，並參照ICAC的錄

影會面室來設計。 

 

2019/08/19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https://www.icac.o

rg.hk/tc/press/ind

ex_id_773.html 

ICAC 及證監會簽訂合作諒解備

忘錄並首辦聯合培訓 

ICAC 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 (證監會 )簽訂諒解備忘

錄，就打擊貪污及金融罪行確立

及加強合作關係，並於同日展開

 

https://www.icac.org.hk/icac/elect/2019dcb/tc/index.html
https://www.icac.org.hk/icac/elect/2019dcb/tc/index.html
https://www.icac.org.hk/icac/elect/2019dcb/tc/index.html
https://www.icac.org.hk/icac/elect/2019dcb/tc/index.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5%8D%80%E8%AD%B0%E6%9C%83%E9%81%B8%E8%88%89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common/blis.html?Ord=ecico&Lang=c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common/blis.html?Ord=ecico&Lang=c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64.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64.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64.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73.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73.html
https://www.icac.org.hk/tc/press/index_id_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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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C） 

 

為期 3天的聯合培訓工作坊。 

ICAC 代表在諒解備忘錄簽署儀

式上表示，打擊香港金融市場的

貪污及非法活動，是 ICAC 與證

監會彼此關注的事項，雙方一直

各司其職，簽訂諒解備忘錄標誌

雙方更緊密合作的新里程。 

諒解備忘錄涵蓋個案轉介、聯合

調查、資訊交流與使用、相互提

供調查協助及提升效能培訓等

事宜。 

2019/08/19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https://www.icac.o

rg.hk/filemanager/

en/content_77/2019

_trace.pdf 

(致詞稿全英文摘要) 

 

TRACE 賄賂與經濟犯罪高峰會：

促進透明度 

1973年發生重大貪腐案件，政府

做 出 決 定 性 的 回 應 而 設 立

ICAC，ICAC作為香港唯一的反貪

腐機構，一直致力推行反賄賂法

律，在過去 45 年裡成功地遏制

了貪腐並改變文化。在最新 ICAC 

2018 年度調查，超過 98％的受

訪者表示他們過去 12 個月在香

港沒有遇到貪污。若有，超過 80

％表示會舉報貪腐。受訪者的平

均貪腐容忍度低至 0.5比例。 

政治支持至關重要，反貪工作不

應該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波

動，從 1974 年到現在，政府、

主權儘管有變化，香港一直持續

而堅定地致力於打擊貪污。這種

堅定不移的持續決心表現在政

府對 ICAC 的不干涉立場，分配

給 ICAC足夠的資源。 

法治有助於為社會的公正和平

等奠定堅實的基礎強而有力的

法治使 ICAC 的運作合法化並促

進了公眾信心。「基本法」奠定

了基礎憲法框架，明確界定

ICAC，雖然 ICAC 負責調查而不

受干涉，但是否起訴嫌疑人的決

施雲馨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en/content_77/2019_trace.pdf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en/content_77/2019_trace.pdf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en/content_77/2019_trace.pdf
https://www.icac.org.hk/filemanager/en/content_77/2019_tra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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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屬於司法部，而被告人則有權

受到極其獨立的司法機構的公

平審判。 

ICAC在4個層面的能力建立良好

制度： 

1.憲法和法律能力：憲法和法律

保障措施保證 ICAC應獨立運作。 

2.社會能力：ICAC是一個高度被

信賴的機構。每年的調查皆收到

超過 73％ 的非匿名者表明對

ICAC的高度信任。這也是我們制

定反貪腐戰略能力的具體結

果。另外，社群部門要提高社會

意識，培養公眾支持，形成夥伴

關係並呼籲私部門和民間要共

同採取行動。 
3.戰略能力：在策略層面，ICAC

一直採取三管齊下的措施將執

法的威懾效果與制度結合起來

的戰略增強和價值教育。這種綜

合方法有幫助創造必要的協合

作用，以產生持久性控制貪腐的

效果。 

4.企業能力：在執行戰略時，充

足的資源和合適的人才是相當

重要。除了政府的財政支持外，

ICAC的 1,400名官員，通過選拔

程序招募。ICAC已設計全面的培

訓計畫，以加強官員有效履行職

責所需的核心能力。 

綜合戰略所產生的協合作用有

效地遏制了貪腐，使我們能夠履

行工作以獲得公眾的信任。這種

乾淨的文化反過來為反貪腐業

務提供了進一步的動力，從而在

打擊和預防貪腐方面產生良性

循環。為了建立有效的反貪腐機

構來有效地解決腐敗問題，我們

需要一個全面的方法來解決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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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的症狀和根源，這個機構在

強有力的法治和課責制度下運

作，這並得到政府強烈的政治意

願和整個社會的支持。 

2019/01/29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ar

ency.org/news/featur

e/weak_checks_and_ba

lances_threaten_anti

_corruption_efforts_

across_eastern_eu 

東歐及中亞：軟弱的制衡威脅反

貪腐機制 

今年清廉印象指數（CPI）描繪

了東歐和中亞反貪腐工作的慘

淡景象，這是一個僅一個國家得

分超過 50 分的地區，所有其他

國家的指數在100分中只得到45

分或更低，幾年來在打擊貪腐方

面進展甚微。 

該地區只有 3個國家的得分高於

全球平均水平 43 分，喬治亞在

該地區的 CPI 只得到 58 分，其

次是蒙特內哥羅（45分）和白俄

羅斯（44 分）。該區得分最低的

國家有土庫曼斯坦（20 分），其

次是烏茲別克（23分）和塔吉克

（25分）。 

貪腐在民主基礎薄弱的地方猖

獗，加上缺乏打擊公共部門貪腐

的政治意願，該地區各國正在破

壞其公民的政治權利並導致人

們無法向組織或活動團體揭發

貪瀆，與此同時，貪腐將這些國

家困在惡性循環中，執政政治家

沒有真正的動力去允許民主化

和加強獨立機構的職能。 

具體而言，其中許多國家未能披

露有關競選活動和政黨財政的

充分資訊。 

在東歐和中亞打擊貪腐最大障

礙之一是「俘獲國家」(意指少

數利益集團通過大量非法的、不

透明的遊戲規則，向政治家與官

員提供各種形式的賄賂，以獲得

有利於該利益集團的立法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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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權貴人士或團體可以控制

國家決策並使用貪腐手段規避

司法。 

雖然東歐和中亞的許多國家都

有設計完善的法律，這些法律對

反貪腐工作至關重要，但只靠法

律還不足以真正打擊該地區的

貪腐，當有貪瀆可能和貪污有罪

不罰時，就會發生貪腐，為此，

TI 呼籲各國政府應為民間組織

提供自由空間，包括保護言論自

由及結社與抗議的權利、讓公民

參與並監督政府支出、改革司法

系統、改善政府機構的誠信和問

責制度、提供免費資訊取得和改

進執法機制(這兩項是反貪工作

成功的先決條件)等。 

2019/02/13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ar

ency.org/news/featur

e/the_alarming_messa

ge_of_egypts_constit

utional_amendments 

埃及修憲危機(已於 2019年 4月

公投通過延長任期) 

埃及的議員們草擬批准一系列

憲法修正案，如果通過，將鞏固

總統職位的權力，同時恢復軍隊

作為該國最高權威的地位。 

這些變化似乎給了自 2011 年解

放廣場革命以來倖存下來的脆

弱民主給了致命一擊，TI 認為，

埃及政府正在向該國的反貪腐

工作發出警訊，並為此區域設立

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先例。 

擬議的修正案將把總統任期從 4

年延長至 6年，並允許現任總統

亞伯爾有機會再繼續另外 2個任

期，亞伯爾很有可能一路執政到

2034 年(目前將於 2022 年卸

任)。長期擔任總統本身並不是

造成貪瀆統治的關鍵點，然而，

埃及缺乏對總統權力的監督與

制衡，以及缺乏自由和公正的選

舉，這大大增加了憲法修正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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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俘獲國家」(意即系統性的

政治腐敗，其中私人利益顯著影

響國家的決策過程以獲得不法

利益 )和盜賊統治 (政治學術

語：指在某個政府中，某些統治

者或統治階級利用擴張政治權

力，侵占全體人民的財產與權

利，增加自身的財產及權力)的

風險。去年埃及的選舉因政府對

監督工作的壓迫而受到傷害，而

塞西總統執政期間的特點是鎮

壓不同的聲音。 

成功控制貪瀆與民主國家的健

康程度密切相關。埃及在今年的

指數中僅得到 35 分，遠遠低於

全球平均水平 43 分，埃及政府

正在藉由回歸威權主義削弱其

控制公共部門貪腐的能力，貪腐

幾乎破壞了政治、經濟和人類在

其他方面的發展。 

如果修正案得到議會和立法委

員會的批准，埃及將進行公民投

票，不幸的是，公投並無法保證

政府聽見人民的聲音，為了有效

地促進埃及的穩定和促進發

展，TI敦促議會加強和保護政治

權利，致力於民主治理和法治，

承諾遵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UNCAC）和聯合國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019/03/01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constit

utional_court_ruli

ng_undermines_anti

_corruption_achiev

ements_in_ukra 

烏克蘭憲法法院的裁決破壞其

反貪腐成就 

2019 年 2 月 26 日，烏克蘭憲法

法院駁回了刑法第 368-2條關於

非法致富的規定。這一決定極大

地削弱了該國的反貪腐努力，破

壞了多達 65項公開調查，並對 4

起已經提交法院的高級官員案

件產生了直接影響。TI及其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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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分會認為憲法法院的裁決違

反了烏克蘭的國際承諾，並要求

烏克蘭政府立即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來改正這種情況。 

TI烏克蘭分會執行董事表示，法

院的決議基本上為州政府官員

提供了非法資產合法化的途

徑，並且不必擔心受到刑事起

訴。此外，象徵反貪腐改革成功

之一的公職人員財產電子申報

將失去意義，因為欠缺對非法致

富刑事責任的追究。最終，禁止

故意宣布虛假信息的規定亦將

失去其目的，因為沒有隱藏資產

的必要。 

根據烏克蘭法律，憲法法院的裁

決具有約束力、最終性、並且不

能上訴。法院認為刑法第 368-2

條違反了無罪推定和拒絕作證

的權利。然而，TI烏克蘭分會分

析第 368-2條以及法院的判決，

證明該條款並沒有將舉證責任

賦予被告，而是檢方才有舉證的

責任。該條款並未要求公務員證

明所獲資產的合法性，但是提供

確認資產來源是否合法的機會。 

烏克蘭政府應對調查員、檢察官

和法官因裁決而被迫終結的案

件負責。即使通過並實行了非法

致富的新法律，因為不溯及既往

的緣故，所有現存案件都將結

案，並使貪腐份子逃脫法律制

裁。烏克蘭國家反貪局認為該法

院的決定是出於政治動機，將嚴

重影響他們目前的調查。 

2019/03/12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histori

c_day_for_whistleb

歐盟同意開創性的立法-揭弊者

的歷史性一刻 

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已經完

成了一項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立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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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ers_as_eu_agree

s_pathbreaking_leg

islation 

 

法，將有助於保護歐洲各地的揭

弊者。今年 3 月 12 日凌晨的艱

難談判中達成了政治協議，這是

歐盟首次在該領域制定專法。擬

議的法案希望能為在工作場所

中遭遇貪腐或非法活動時，那些

挺身而出的個人提供更多的保

護，並將為公共和私人部門的雇

主提供更多關於其權利和義務

的明確法律方向。 

2019/03/14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german_

authorities_asked_

to_investigate_ele

cted_officials_ove

r_azerbaijani 

德國當局要求調查民選官員關

於亞塞拜然洗錢賄賂的醜聞 

TI與德國分會，針對聯邦議院成

員 Karin Strenz（德國基督教民

主聯盟）和前聯邦議院議員

Eduard Lintner（巴伐利亞州基

督教社會聯盟）涉嫌接受亞塞拜

然政府提供賄賂的案件提出了

刑事訴訟。監管機構已要求柏林

檢察官辦公室，確認這 2名政客

是否違反了德國刑法第 108e 條

關於賄賂和民選官員貪腐的相

關規定。 

 

2019/04/04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voices.tra

nsparency.org/the-

power-of-citizens-

to-confront-big-bu

siness-and-fight-c

orruption-72846f03

25ec 

哥斯大黎加公民面對貪腐所展

現的力量 

根據哥斯大黎加法律，申報虧損

或零利潤的公司無需繳納稅

款，這為無良公司提供了操縱資

產負債表以避免納稅的機會。這

種逃稅文化最終會助長貪腐，同

時使公司長期存在於很少或甚

至沒有監督及不用承擔法律後

果的環境中。 

公民賦權運動的成員向哥斯大

黎加財政部提出「公布過去 10

年內申報零利潤或虧損公司名

單」的資訊請求申請。當局最初

認為被要求公布的資訊是機密

而駁回請求。然而，在 2018 年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historic_day_for_whistleblowers_as_eu_agrees_pathbreaking_legisla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german_authorities_asked_to_investigate_elected_officials_over_azerbaij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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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哥斯大黎加憲法法院裁定

該請求只有要求公布姓名和身

份證號碼，不會洩露任何敏感資

訊或任何特定的會計資訊及其

他機密的稅務資訊，認為沒有理

由保密。這是哥斯大黎加問責制

和透明度發展的歷史性時刻。 

哥斯大黎加新政府於 2018 年 5

月通過一系列的稅收調漲政

策，造成民眾普遍的不滿和發生

該國史上最長的罷工。在這種情

況下，大多數公民厭倦了現行的

稅收法案，儘管大公司被稅務機

關列為大型納稅義務人，卻享受

了大幅度的租稅減免優惠。2018

年 12 月 5 日，由於憲法法院全

體一致的決定，財政部被迫公布

2010-2016 年未申報任何稅收的

大企業名單。該揭示引起公眾輿

論的轟動，並立刻得到了媒體、

總統、商會和相關公司的關注。

由於簡單的資訊請求以及普通

公民示範行動，哥斯大黎加正處

於轉折點。公民現在要求政府和

商界領袖提供更多資訊。由於這

些新公布的公司資訊，公民開始

倡導調查行政或刑事不法行

為，以及使用新工具讓稅務機關

能夠更好地打擊逃稅和避稅。法

律漏洞給予貪腐行為發展的機

會，有必要徹底調查並填補法律

漏洞。 

2019/04/22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voices.tra

nsparency.org/cost

a-rica-corruption-

the-publics-right-

to-know-98051911b0

7b 

 

哥斯大黎加-貪腐與公眾知的權

利 

哥斯大黎加是該地區僅有的 4個

沒有資訊公開法的國家之一。因

此，迫切需要提高政府機構的透

明度，特別是在法律、行政和技

術部門，這就是為什麼 TI 哥斯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costa-rica-corruption-the-publics-right-to-know-98051911b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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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黎加分會要求政府領導人優

先考慮透過立法促進透明與資

訊公開，以及透過行政命令促進

透明與資訊公開。 

擬議專法希望能為在工作場所

中遭遇貪腐或非法活動時，那些

挺身而出的個人提供更多的保

護，並將為公共和私人部門的雇

主提供更多關於其權利和義務

的明確法律方向。 

2019/05/06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venezuela_st

rong_institutions_

needed_to_address_

organised_crime 

委內瑞拉：需要強而有力的國家

機構來解決組織性犯罪問題 

組織性犯罪網絡目前正在委內

瑞拉國內肆無忌憚地橫行，這充

分顯示了該國政府高層的貪腐

不僅導致了極端的社會和經濟

不穩定，並且弱化了旨在保護公

民的國家機構。 

在 TI 委內瑞拉分會進行的研究

中，部分官員表示如果他們想要

處理「困難」的案件，他們必須

保密。因為沒有任何適當的機構

來處理針對他們本身或他們家

庭的威脅，這使得犯罪集團處於

非常有利的情勢。由於國家機構

薄弱到無法正常運作，委內瑞拉

在全球有罪不罰指數方面的得

分很低是預料之內的事情。 

造成目前危機主要原因之一是

委內瑞拉允許少部分人獲得公

權力的控制權，並以犧牲人民為

代價得到利益。由於獨立機構受

到破壞，約束行政權力的制衡制

度已經崩潰。這也意味著該國司

法機構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嚴重

受損。官員的任命通常是根據其

對政權的忠誠而不是根據績

效，而且往往容易受到行政部門

的影響。與此同時，馬杜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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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最高法院變為運用絕對權

力的關鍵工具，並為其提供了必

要的資金。 

許多委內瑞拉人在沒有護照的

情況下在外國流浪，這使得他們

容易成為犯罪網絡的犧牲者。根

據資料顯示，特別是貧窮的婦女

及兒童往往會落入人口販運者

的手中。TI委內瑞拉分會使用新

工具 JustLEAD 進行的研究顯

示，委內瑞拉需要制定反對人口

販運的具體法律。 

強化機構和恢復誠信標準對於

確保任何法律的執行至關重

要。必須通過並執行將任何形式

的人口販運和奴役行為定為刑

事犯罪的法律，並且需要對官員

進行專門培訓。為了保護受害者

和官員免於組織性犯罪網絡的

侵害，需要為他們建立一個獨立

且安全的系統供其通報及尋求

幫助。國家機構必須用盡各種方

法培訓並強化其本身。上述措施

可以作為控制猖獗的貪腐和有

組織犯罪的第一步，並使刑事司

法機構回到其服務和保護人民

的初衷。 

2019/05/14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four_ways_th

e_g20_can_take_the

_lead_on_anti_corr

uption 

G20 採取 4 種方式引領反貪行動

G20高峰會今年將於 6月 28日至

29日在日本大阪舉行。最近的醜

聞可見，世界貿易和金融全球化

伴隨著貪污而逐漸國際化。G20

反貪工作小組（ACWG）與各國政

府就反貪措施進行合作。ACWG本

週將在墨西哥城舉行會議，作為

大阪高峰會籌備工作的一部

分。TI和墨西哥分會也將參與，

決定 G20在以下領域採取行動: 

1. ACWG應加強對 20國集團反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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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的控管：具體而言，G20

國家應為其每項承諾發布說

明報告，以確保執行成效。 

2.關於吹哨者相關機制，G20 應

符合國際經驗及標準，如國際

透明組織吹哨者法案原則。所

有吹哨者應被賦予可靠及具

有性別敏感度的申訴管道及

免受報復的實質上保護。 

3.體制上應增加政府採購案的

透明度，以免資金流入政客及

不肖份子手中。 

4.性別方面，應減少女性受到貪

污事件的負面影響，避免使其

隔絕於市民上、社會上及經濟

上的權利。 

2019/05/24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austrias_str

ache_affair_at_the

_undue_influence_t

oolkit 

奧地利史特拉奇案與產生不當

影響的工具 

德國報紙發布前奧地利副總理

史特拉奇(自由黨)和同事古登

努斯 2017 年與一位俄羅斯富商

侄女進行內容涉貪污談判的證

據，此女實際上是誘餌，因此沒

有真正的交易。然而，即使在被

認為相對無貪腐的國家，不正當

的影響也可能助長權力的濫用。 

史特拉奇不僅贊成收購媒體，還

欽佩匈牙利國家媒體用於推動

執政黨利益的方式。ORF 是由公

眾資助成立的國家廣播公司，但

卻由政治委任的機構所控制。自

由黨被指控試圖對 ORF施加政治

影響力。 

媒體所有權的透明度是確保媒

體健全乾淨與否的關鍵領域。然

而，找出實際控制媒體者並不總

是可行的。 

TI 呼籲公共登記有利於公司的

實際所有權。經過適當驗證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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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獲取的公司所有權資訊將有

助於減少資金在政治中的不當

影響。在媒體所有權揭露的情況

下，它將允許公眾理解任何隱藏

的議程和媒體，政治和其他商業

利益之間的聯盟。記者的獨立性

亦需加以保護，否則媒體就會失

去作為監督者的立場，成為既得

利益者的喉舌。 

在許多國家，政黨依靠私人捐款

不僅是為了他們的核心活動，也

是為了舉行競選活動。當大量捐

款開始對政治施加不當影響

時，就會出現問題。 

措施包括對私人與對外國捐款

的限制，以及提高政黨資金透明

度和財務報告可信度。在所有這

些限制措施中，當事方仍可能試

圖通過使用其他機構（如協會或

基金會）作為資金或服務的渠道

來規避監管。 

大多數國家仍然缺乏與政黨有

關的實體立法，使政黨和候選人

可通過將必須公開帳戶的可疑

捐款轉移到秘密帳戶來避免國

家和民間社會的監督。 

如果公共契約是作為政治利益

或吸取公共資金的方式，服務提

供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損害。然而

有一些方法可以降低公共採購

中的貪腐風險。 

TI 誠信公約等倡議涉及獨立的

民間社會組織和受影響社區，負

責監督整個歐盟昂貴的公共工

程項目。根據這一模式，獨立監

督員可以訪問整個採購流程，並

確保始終遵守開放式契約原

則。其中一個例子是 TI 奧地利

分會在奧地利議會大樓整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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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提供的誠信協議。 

部分 TI 分會還開發了線上監測

工具，允許公民和媒體仔細審查

政府支出。在全球範圍內，還有

像開放式契約數據標準這樣的

工具，這些工具在應用時有助於

形成透明公開的環境，使媒體和

民間社會能夠發現貪腐和後台

交易的跡象。 

史特拉奇和古登努斯被明確告

知，該女性的財源並不完全合

法。然而，由於擁有拉脫維亞護

照，該女性表示，她可以在歐洲

的任何地方開展業務。 

這個細節可能使她的故事更加

可信，因為後蘇聯時代，富商常

被歐盟護照和居留許可吸引。在

與西方銀行打交道時，這些可以

派上用場。他們還可以幫助逃避

稅收和經濟制裁。 

大多數歐盟國家向富裕投資者

提供特殊的移民計畫，更重要的

是，十幾個歐盟國家開展的計畫

對富商侄女這樣的個人特別有

吸引力：這些不需要搬遷，僅考

慮購買房地產或捐贈便足以有

資格作為投資移民。與全球證人

組織一起，我們在這個特定的投

資者計畫中發現了貪腐風險，綽

號為「黃金簽證」， 包括洗錢

和逃避制裁。 

在過去 1年，歐盟委員會和歐洲

議會對我們的調查結果表示贊

同，並認識到這些黃金簽證計畫

造成的不可接受的貪腐風險。通

過房地產購買洗錢已成為一種

普遍的全球慣例。在德國，2017

年約 300億歐元不明來源的國際

資金流入德國房地產市場，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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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的外國所有者數量完全不

為人知。這表明，現有法律和調

查當局的資源無法與國際資金

流動的無限性相符。 

據報導，在這起案件中，該女子

提出以 5倍的價格向古登努斯購

買一塊土地。這是一種常見的做

法：當犯罪分子和貪污者透過購

買房產洗錢時，他們並不關注支

付公平的市場價格。這會增加其

他人的房地產成本。 

2019/05/30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ar

ency.org/news/pressr

elease/supreme_court

_decision_in_brazil_

violates_freedom_of_

the_press_and_sets_c

on 

巴西最高法院判決已侵害言論

自由 

TI 巴西分會指出巴西聯邦最高

法院要求壓制媒體報導的判決

已經侵犯了新聞自由，法院要求

移除網路新聞的作法是不能被

接受的，這種作法會使巴西的國

際形象受損並破壞民主法治的

基本原則。 

 

2019/06/06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terrori

sm_charges_against

_zimbabwean_activi

sts_are_unfounded 

 

針對辛巴威活動人士的恐怖主

義指控是毫無依據的 

TI 譴責辛巴威政府對於公民社

會的鎮壓，並要求立即撤銷對 7

名泛民主派公民社會運動人士

於 5月的逮捕活動與指控。TI辛

巴威分會的員工也是被捕的活

動人士之一，他們以私人身份參

加了馬爾地夫工作坊，該工作坊

是由非暴力行動與戰略應用中

心(CANVAS)舉辦，以倡導使用非

暴力方法來有效推行民主改革

而知名的塞爾維亞非政府組織。 

TI主席表示，辛巴威政府不應該

逮補那些試圖在國家未來發揮

作用的運動人士，並將其妖魔化

為暴力恐怖份子，反之，應該聽

取他們所關注的事情及建議，並

與他們共同致力於建立公平、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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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和民主的辛巴威。 

TI非洲區域顧問 Paul Banoba表

示，參加有關建設和平及非暴力

的工作坊並不是犯罪，而是一項

基本人權。對辛巴威而言，最大

的威脅之一就是貪腐，政府必須

採取更多行動以逮捕威脅到國

家安定的貪污者，而不是逮捕行

使權力的公民。 

2019/06/20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1. https://www.tra

nsparency.org/n

ews/feature/wor

ld_whistleblowe

r_day_2019_is_t

his_a_landmark_

year_for_whistl

eblower_prot 

2. http://www.tict

.org.tw/2019%e5

%b9%b4%e4%b8%96

%e7%95%8c%e6%8f

%ad%e5%bc%8a%e8

%80%85%e6%97%a5

-%e4%bb%8a%e5%b

9%b4%e6%98%af%e

6%8f%ad%e5%bc%8

a%e8%80%85%e4%b

f%9d%e8%ad%b7%e

5%85%b7%e6%9c%8

9%e9%87%8c%e7%a

8%8b%e7%a2%91/ 

2019 年世界揭弊者日–今年是

否是揭弊者保護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一年 

在工作中揭露不倫理行為的勇

者，對貪腐計畫和行為的暴露至

關重要。由於這些揭弊者的勇

氣，無數人的生命和數十億美元

的公共預算得以挽救。但是，他

們往往在將貪腐、欺詐和財務弊

端暴露之後得面臨報復。這些報

復攻擊有時是專業的、有時是合

法的、甚至可以針對他們的家

庭、財產或身心健康。很多時

候，那些對揭弊者進行報復的人

甚至能夠逃脫，因為沒有足夠的

措施來保護揭弊者免於這些報

復的行為。但是，歐盟在 3月首

次在該領域制定專法，會員國直

到 2021年 10月前須將其納入各

國法律；另外澳洲今年 2月也已

有對私企業的相關規範來保護

私部門揭弊者。 

揭弊者保護已經被宣布為今年

G20 反貪腐工作的重點，我們將

在本月底在日本大阪舉行的 G20

高峰會上密切關注。約有 47 億

人生活在 G20的國家中，因此這

是一個將保護範圍擴大到全球

近三分之二人口的巨大機會。 

 

2019/07/04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蒙古法治和司法獨立受到威脅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world_whistleblower_day_2019_is_this_a_landmark_year_for_whistleblower_prot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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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www.tict.org.tw/2019%e5%b9%b4%e4%b8%96%e7%95%8c%e6%8f%ad%e5%bc%8a%e8%80%85%e6%97%a5-%e4%bb%8a%e5%b9%b4%e6%98%af%e6%8f%ad%e5%bc%8a%e8%80%85%e4%bf%9d%e8%ad%b7%e5%85%b7%e6%9c%89%e9%87%8c%e7%a8%8b%e7%a2%91/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rule_of_law_and_independence_of_judiciary_under_threat_in_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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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rule_of

_law_and_independe

nce_of_judiciary_u

nder_threat_in_mon

golia 

 

根據 3 月 27 日蒙古議會緊急會

議通過的關於司法和反貪腐機

構的法律修正案，司法委員會和

國家安全委員會於 6 月 26 日將

17 位法官免職。當時，TI 批評

這些修正案是「破壞旨在防止濫

用和確保尊重法治的權力分立

和制衡制度」。在 2019年 5月，

依據修訂後的法律，蒙古反貪腐

機構的正副主席被免職。 

TI主席表示，蒙古正朝向一個危

險的方向前進，在 2名聯合國特

別報告員建議政府應停止在政

治上干預司法系統之後的一個

月，蒙古就免職了 17 名遭指控

貪汙的法官，公然無視國家的國

際承諾。免職這些法官並裁撤反

貪腐機構的負責人等都威脅到

最近蒙古在打擊貪腐方面上取

得的任何進展。 

TI 強烈要求所有國家和非國家

行為者言行中須尊重法治和正

當程序。此外，蒙古議會似乎試

圖透過新提出的關於非營利法

律實體和社交媒體的法律草

案，減少言論、結社和民間社會

獲取資源的自由。TI警告，破壞

民主自由將導致貪腐和有罪不

罰的現象加劇。 

TI最近的一項評估顯示，蒙古貪

瀆案件起訴率只有 24%，76%的案

件被檢察官撤銷。蒙古應該排除

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反貪腐機構

獨立性的任何干預，並建立一個

資源充足及專業化的反貪腐法

庭。 

2019/07/11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voices.tra

nsparency.org/the-

terrible-consequen

南非警察貪腐的可怕後果 

最 近 於 6 月 中 旬 發 布 的

“ Corruption in Uniform report”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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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pressrelease/rule_of_law_and_independence_of_judiciary_under_threat_in_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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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ces-of-police-corr

uption-in-south-af

rica-294e6fd8922 

繪了南非警方和鐵路警察局貪

腐的嚴峻形勢。分析迄今收到的

有關警方 1,440份貪腐報告，舉

報人所經歷的三種貪腐類型是

賄賂（33％），濫用權力（23％）

和無作為（ 18％）。 

這與 TI 2019年非洲全球貪腐趨

勢指數的結果有關，該調查發

現，40％的南非受訪者認為某些

官員是貪腐的，30％的人認為其

中大多數是貪腐。令人擔憂的

是，19％的人認為全數都貪。 

非洲的 GCB還發現，19％的南非

受訪者有向警官行賄，無論是一

次，偶爾還是經常。在接受調查

的 35 個國家中，大多數國家都

重複了這一經歷，公民認為警察

是最貪腐的公共機構，近一半

（47％）認為大多數或所有警察

都是貪腐的。 

揭弊者也談到了警察索賄。例

如，一名記者說，一輛警車攔阻

她，以在身體控制力弱的狀況下

開車的理由索賄。藉收賄允許危

險或魯莽駕駛，意味著執法者沒

有履行確保道路安全的職責。 

警方亦存有性別暴力，特別是針

對婦女的暴力行為。 

另外存在「譴責受害者」的父權

地位，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警察

局，特別是在沒有女性官員協助

的情況下。在西開普省的社區，

我們聽到了關於警察指責走在

街上的賣淫婦女，然後對她們進

行性侵犯以進行「檢查」。他們

還談到性工作者為警察提供性

服務，以避免被捕。這使我們清

楚地知道，女性在警察貪腐方面

是極易受到影響的群體。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the-terrible-consequences-of-police-corruption-in-south-africa-294e6fd8922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the-terrible-consequences-of-police-corruption-in-south-africa-294e6fd8922
https://voices.transparency.org/the-terrible-consequences-of-police-corruption-in-south-africa-294e6fd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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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告推動了 TI 正在進行的

警察運動，我們正在努力與警務

部門的各種利益相關者建立關

係，以便報告和研究可以採取行

動。需要警察監督機構認識到問

題的嚴重程度，然後採取具體步

驟，以對處罰違反者，鼓勵道德

行為和恢復對警察的信任的方

式解決問題。 

重要的是，領導人需要有政治意

願來支持監督機構，他們有足夠

的資源來開展這項工作。希望我

們的警察活動將引發關注力

量，進而採取果斷行動打擊警方

的貪腐行為。 

2019/07/11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political_co

rruption_and_polit

ical_integrity_in_

africa 

非洲的政治誠信與貪腐 

根據我們對非洲 35 個國家超過

47,000 名受訪者進行的最新調

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非洲人

認為他們國家的政治存在貪污

現象。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79％人民認

為所有或大多數議員涉貪污。但

是，仍有些國家的公民對議員的

誠信評價要高得多。是什麼原因

導致非洲各國人民對不同國家

當選代表的誠信觀念存在如此

大的差異？ 

政治誠信意味著政治家的行為

符合公共利益。公共和私人領域

的分離對於行使政治誠信至關

重要。 

政治貪腐是政治決策者操縱政

策、制度和程序規則，濫用職權

謀取私利。這種形式存在嚴重的

利益衝突，當選的政治家及其家

人或親信擁有重大的商業利

益，例如在競選活動之前投資不

必要的項目、企業資助政治候選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political_corruption_and_political_integrity_in_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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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國家被私人利益控制時，

私人公司和官員通過非法的利

益交換，最終導致民眾對公部門

的信任崩毀。 

在南非，38％的公民認為前總統

辦公室全部或大部分官員涉及

貪污，而 44％的人認為所有或大

多數議員涉及貪污。政治上的金

錢和不當的問題私人利益對公

共政策的影響，一直是一個熱門

話題。當一個人能夠以職權做出

的行動或決定中獲得個人利益

時，就會發生利益衝突。這種情

況有可能使政治決策者的私人

利益高於公共利益。在剛果民主

共和國，前總統卡比拉家族擁有

80 多家活躍在農業、採礦、銀

行、房地產、航空和電信等公司

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權。事實上，

卡比拉家族受益於大型許可證

及超過剛果民主共和國法律規

定的限制合資企業和分包契

約。在卡比拉任職期間，估計每

年有 40 億美元去向不明，部分

原因是由於可疑的政府採購案。 

除了向高級官員直接賄賂外，另

外一個途徑是通過政治獻金。候

選人當選後為資助其活動的公

司或團體提供優惠待遇。與此同

時，當政治參選人不必公開資金

來源和競選支出時，競選活動的

成本增加，非法支出的風險也增

加，例如買票。 

40個國家批准的「非洲聯盟防止

和打擊貪腐公約」特別要求締約

國將透明度原則納入政治獻金

法令，明文禁止使用賄賂獲得資

金。儘管一些非洲國家最近就政

治金融改革發起公開辯論，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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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國家的進程都很緩慢。即使

有法律明文，執行狀況也不佳。

濫用國家資源操弄選舉結果，為

現任者帶來不公平的選舉優勢。 

今年，78％的烏干達人表示政府

在打擊貪腐方面表現不佳，69％

民眾表示貪腐現象增加，並有五

分之二的公民認為他們的大多

數政客都是貪污的。 

我們發現，在選舉完整性表現良

好的國家，公民傾向於認為他們

的政治家貪腐程度較低。 

選舉完整性是指參與選舉的所

有各方的適當行為，包括候選

人，選民和選舉管理當局。事實

上，貪污感知指數得分中所反映

的，專家評估與選舉清廉指數的

關係甚至超過了人們的看法。這

可能是由於公眾輿論數據對於

在媒體中備受關注的案件更加

不穩定和敏感。 

重要的是，政治貪腐剝奪了大部

分人口應得的社會資源。在整個

非洲，只有 41％的公民對民主在

其國家的運作方式感到滿意。與

最富有的受訪者相比，生活在極

貧困者比大多數人參與貪腐的

可能性高出 15%。 

貪腐侵蝕公民對民主制度的信

任，並導致政治冷漠，反而進一

步加劇貪污情形。公開，公平和

負責參與決策，是重新獲得公民

對民主的信任以及確保政策滿

足人們的需求的關鍵。 

2019/07/18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where_are_af

ricas_billions 

近年來，許多國家政府以及非洲

聯盟都將反貪腐作為其優先事

項。 

根據全球貪腐指標（GCB），非洲

在 7 月 11 日所發布的消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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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政治承諾相反，超過一半

的公民認為他們國家的貪腐現

象越來越嚴重，政府在打擊貪腐

方面做得很差。該報告顯示，旨

在控制貪腐的機構仍然無法發

揮作用，整個非洲公民都必須行

賄以獲得最基本的服務，如醫療

保健和教育。 

國家政府不是唯一一個使非洲

公民在反貪腐運動中失敗的因

素。來自外國的干擾者在推動和

延續非洲貪腐方面發揮著重要

作用，削弱了該地區的可持續發

展。賄賂不僅發生在非洲國家內

部。很多時候，全球貿易公司也

訴諸賄賂來接受與公職人員和

政府的交易，但與不得不行賄以

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貧困公民

不同，公司則是在得到採礦權、

重大建設項目契約和其他交易

後行賄。資源和礦產豐富的非洲

國家的政治家經常成為這種腐

敗商業行為的目標。 

TI 最新報告發現只有 11 個主

要出口國對在海外賄賂的公司

（包括在非洲）進行積極或適度

的執法。據估計，非洲國家每年

至少因非法資金的流動，而少五

百億美元。 

過去的腐敗醜聞也揭示了秘密

管轄區在促成貪腐和犯罪活動

方面的關鍵作用，這些活動耗盡

了非洲國家的資產。 

解決跨境和大陸非法資金流動

的關鍵措施是受益所有權透明

度原則。非洲大陸在 2018 年清

廉印象指數（CPI）地區中排名

最低，10大貪腐嚴重的國家中有

7 個來自非洲。這需要全面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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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行法律，同時加強體制並確

保負責任的公共採購，許可證和

公共財務管理程序；建立公司登

記冊，具名公司所有者並對被盜

資產採取行動也是至關重要的

步驟。各國還需要保護舉報人並

支持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同時

與調查腐敗的其他國家合作。 

但世界主要的和新興的經濟體

也有義務：他們在阻止公司賄賂

非洲國家官員方面做得太少。特

別是已開發國家除了因自身利

益外也有義務解決這個問題。為

了確保自己的公司不成為非洲

腐敗問題的幫兇，已開發國家也

應根據 OECD 反賄賂公約和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有效執行反對外

國賄賂行為，採取有力措施將被

盜資產歸還來源國，並建立法律

制度，使民間社會和貪腐受害者

能夠將資產追回案件告上法庭。 

最後，流出非洲的數十億美元通

過外國金融體系最終落到世界

其他地方。作為這些外流目的地

的國家在預防這些外流方面可

發揮重要作用。包括 G20和 OECD

成員在內的主要經濟體政府以

及其他海外金融中心的政府也

可以幫助減少非洲的貪腐，讓這

些國家可以追回被盜資金。 

2019/08/02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blood_diamon

ds_and_land_corrup

tion 

獅子山共和國的血鑽石和土地

貪污 

獅子山共和國最大城市之一

Koidu 鎮的南郊，擁有該國最富

有的鑽石礦。鑽石礦是在 20 世

紀 30 年代首次在 Koidu 鎮發現

的，起初是作為一個國有企業發

展，當地社區希望該礦坑能為該

地區帶來就業和繁榮。然而在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blood_diamonds_and_land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blood_diamonds_and_land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blood_diamonds_and_land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blood_diamonds_and_land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blood_diamonds_and_land_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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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至 2002 年內戰期間，該

礦坑落入南非僱傭軍的手中，並

從那時起一直作為私營企業經

營，曾經是「血鑽石」貿易的中

心，該礦坑現今由 Koidu公司經

營。 Koidu 公司由前僱傭軍創

立，透過控股公司OCTÉA Limited

擁有。母公司 BSGR 集團資源公

司 ， 其 公 司 所 有 人 Beny 

Steinmetz 因涉嫌參與貪污有關

的違法行為而被多國調查。 

由於 Koidu 公司在 21 世紀初控

制了礦坑，數百名居民被趕出家

園。一些家庭被納入公司的重新

安置計畫，而更多的家庭無家可

歸和落入貧困。儘管開發案尚未

進行，但部分居民已經被迫搬遷

並被排除在安置計畫之外。那些

被安置的人很快發現公司承諾

的房屋、自來水、學校、診所和

娛樂場並沒有實現。鑽石開採獲

得的數億美元被 Koidu公司和該

國政府侵吞。 

2017 年 TI 發動一個參與式影片

製作項目，並有 12 個流離失所

的人參與。這些被選中、代表廣

泛社區的參與者得到被迫遷移

民眾的普遍支持，進行調查

Koidu 人民面臨的土地權利侵

害，利用透過參與式學習學會拍

攝技巧，該小組創作了 2個揭露

Koidu土地貪腐的影片。 

有關採礦公司錯綜複雜的土地

所有權問題和 Beny Steinmetz

法律訴訟糾紛的傳聞已經在

Koidu 鎮周圍流傳多年。然而，

在製作影片開始之前，甚少有人

注意到貪污在土地徵收的影

響，而這些決策允許 Koidu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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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區民眾驅逐出家園。 

該影片已進行全國性播放，並提

高觀看者對挖礦業者所造成嚴

峻影響的認識。 

2016 年獅子山共和國高等法院

裁定 Koidu 公司的母公司 BSGR

未在獅子山共和國註冊營業，因

此不需要納稅。出於同樣的原

因，該公司也被裁定免於向當地

社區納稅。 

BSGR 老闆 Beny Steinmetz 於

2017 年曾被以色列警方逮捕並

拘留，原因為涉及大型鐵礦開發

項目有關的貪污、偽造文書和洗

錢等指控，最後獲釋。惟嗣後

BSGR 被倫敦仲裁法庭裁定須為

同一個項目的虛偽陳述（其中包

括一個賄賂計畫）負責。 

2019/08/08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fe

ature/how_the_us_c

an_help_mongolia_g

et_to_grips_with_c

orruption 

美國如何幫助蒙古解決貪腐問

題 

蒙古總統 Battulga Khaltmaa於

上周訪問了華盛頓特區，並在白

宮會見了川普總統。這些交流被

宣傳為旨在深化美國與戰略位

置盟友之間的聯繫。討論的議題

包括美國國會的一項法案，稱為

「第三鄰國貿易法案」，旨在允

許蒙古向美國免稅出口喀什米

爾羊毛料，並繞過鄰國中國。 

今年 3月，蒙古議會緊急召開前

所未有為期一天的會議，會中通

過了一項修正案，允許國家安全

委員會解職法官、檢察官和反貪

腐機構的負責人。幾乎立刻地，

最高法院院長和首席檢察官及

其副手被解職或是自行辭職。不

久之後，反貪腐機構的主任和副

主任也被免職。今年 6月，又有

17名法官被解職。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how_the_us_can_help_mongolia_get_to_grips_with_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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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項要求企業揭露其真

正擁有者的新法案顯示多名政

客已從數百萬美元的低利率政

府發展貸款中獲益。去年冬天，

成千上萬的蒙古人走上首都烏

蘭巴托街道抗議他們所看到的

普遍腐敗及有罪不罰現象。而蒙

古議會日前提出的立法將使民

間社會更難以運作，進而削弱對

貪腐的基本防範措施。 

隨著 Battulga 總統的到訪，美

國有機會利用其相當的影響力

來促進法治和司法制度的獨

立，確保蒙古民主仍然是一顆珍

珠，而不是變質的牡蠣。 

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戰略夥伴

關係宣言」，其中包括承諾「透

過保障和促進民主價值觀和人

權 (包括集會自由和結社自

由)，加強合作建立以法治為基

礎的強大民主國家、反腐敗和財

政透明度」。 

隨著美國繼續將蒙古視為該地

區的戰略盟友，這是蒙古的一個

機會，透過支持蒙古人民反貪腐

的努力，進而真正改變蒙古人民

的生活。尤其是「第三鄰國貿易

法案」應視具體步驟而定，以恢

復蒙古司法機關的獨立性，使其

免受政治干預。 

2019/04/24 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APEC) 

https://www.apec.o

rg/Press/News-Rele

ases/2019/0422_ACT

WG 

科技有助打擊貪腐-亦使之複雜

化 

科技進步有助打擊貪腐，促使政

府和私部門提高透明度和公民

課責。例如，潛在的吹哨者擁有

更多的舉報管道，例如加密郵

件。現今，更容易獲得有關資產

和採購的訊息。但錯誤訊息，尤

其是社交媒體的錯誤訊息特別

 

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19/0422_ACTWG
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19/0422_ACTWG
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19/0422_ACTWG
https://www.apec.org/Press/News-Releases/2019/0422_ACTWG


45 

 

明顯，新的挑戰出現：如何證明

共享訊息的真實性。 

APEC 反貪腐暨透明化工作組

（ACTWG）主席 Marta Herrera

表示「雖然技術進步在打擊貪腐

方面可能有用，但必須考慮到通

過網絡獲得和提供的訊息可能

並不全然可靠，當今科技的快速

性也使得新的貪腐形式發展的

比執法機構更快」。 

2019/06/08 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APEC) 

http://www.oecd.or

g/tax/oecd-joins-w

ith-japan-to-fight

-financial-crime-b

y-establishing-new

-academy.htm 

 

APEC 和日本藉由設立新的學術

機構打擊金融犯罪 

APEC 秘書長 Angel Gurría 和日

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於2019年6

月 8日主持在日本和光市成立的

APEC 國際稅務犯罪調查中心簽

署儀式，同時設立了 APEC 亞太

稅務及金融犯罪調查學院。 

該學院將為來自亞太國家的稅

務犯罪調查員和相關執法官

員，包括檢察官、法官和反洗錢

及反貪腐官員提供密集的能力

建構課程。課程內容將包含開展

和管理金融犯罪調查（包括數位

鑑識）的廣泛課程，以及打擊特

定類型的稅務和金融犯罪的目

標課程，例如與洗錢和加值稅詐

欺的相關課程。 

APEC 亞太稅務及金融犯罪調查

學院的成立是建立於其他區域

類似的成功經驗基礎上：位於義

大利的 APEC 國際稅務及金融犯

罪調查學院、非洲稅務及金融犯

罪調查學院以及位於布宜諾斯

艾利斯的 APEC 拉丁美洲稅務和

金融犯罪調查學院，這些機構共

同培訓了來自 90 多個國家 700

多名的金融調查員。 

 

2019/04/17 BBC https://www.bbc.c 巴西貪腐醜聞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www.oecd.org/tax/oecd-joins-with-japan-to-fight-financial-crime-by-establishing-new-academy.htm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391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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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ews/business-

39194395 

Grupo Odebrecht 是巴西最大的

建築集團，起源於 20世紀 40年

代由巴西人建立的小型家庭建

築群，迅速發展並在 2010 年左

右達到頂峰，主要建設大型項

目，如 Caracas的地鐵、古巴港

口及巴西在 2014 年世界盃使用

的大部分基礎設施。該公司也是

巴西政治家的最大捐助者之一。 

Odebrecht 是巴西檢警「洗車行

動」調查巴西家族石油巨頭巴西

國家石油公司（Petrobras）貪

腐案而陷入困境的公司之一。 

數十家公司承認向政客和官員

行賄，以換取與巴西國家石油公

司簽訂契約。2016年，他們都與

巴西調查人員簽訂了協議，同意

承認犯罪並指認貪腐官員，以換

取較短的徒刑。 

Odebrecht 高層主管承認除巴西

外，也在世界各地行賄以換取契

約，試圖與其他政府解決交涉，

以便允許投標未來的重大基礎

設施項目。 2016 年 12 月，

Odebrecht 與美國和瑞士當局

簽署了寬大協議，同意就其過去

的錯誤支付 26 億美元的罰款，

這是世界上最高額。最具爆炸性

的聲明來自 Odebrecht 前任老

闆，在 2014 年巴西總統選舉中

捐 贈 給 Dilma Rousseff 和

Michel Temer的 4,800萬美元中

有部分是非法的。 

調查人員很難確定涉案人員是

否是在承認真實的罪行，或者僅

在講述檢察官想要聽取的故事

以換取較短的刑期。對於那些人

來說，認罪協商非常有益。 2014

年簽署此類協商的一些巴西國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39194395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391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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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石油公司高層現已出獄並在

家中服刑，而不是在監獄中度過

多年。另一方面，認罪協商有助

於將擁有強大權力的人繩之以

法，否則他們永遠逍遙法外。 

2019/06/05 BBC https://www.bbc.co

m/news/world-austr

alia-48522729 

澳洲國立大學電腦系統遭到駭

客攻擊，使教職員和學生個資被

非法盜用，正在與安全機構進行

進一步調查。 

副校長 Brian Schmidt表示「我

們相信被盜用的教職員、學生和

訪客的個資可追溯到 19年前。」

被盜的個資包括個人聯繫方

式、薪資單訊息、銀行帳戶詳細

訊息、護照詳細資料和學生學習

記錄在內等數據。該校表示，因

去年的事件，已針對系統進行升

級及保護，信用卡詳細信息和醫

療記錄的系統沒有受到影響。 

當地媒體稱，身在中國的駭客可

能參與本次行動，但中國否認參

與任何駭客行動 

 

2019/08/28 中央廣播電台 https://www.rti.or

g.tw/news/view/id/

2032390 

前大馬首相納吉涉貪—一馬弊

案審判今登場 

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 (Najib 

Razak)最受矚目的一馬公司

(1MDB)貪腐案審判，將在今天

(28日)登場。他被控從這筆國家

基金中，將巨款轉入自己帳戶，

將是整場審判的焦點。 

1MDB 是納吉創立的國家主權基

金，但有指控聲稱，納吉和他的

親信從 1MDB 竊取巨額資金，流

入納吉私人銀行帳戶，花用在從

房地產到藝術品的各式領域。這

起震撼全球的醜聞導致他長期

執政的政治聯盟垮台。 

據指出，納吉將涉嫌挪用的公款

用在全球瘋狂購物，包括一艘價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ustralia-4852272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ustralia-4852272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ustralia-48522729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32390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32390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3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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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 億 5,000 萬美元的超級遊

艇、房地產及莫內(Monet)梵谷

(Van Gogh)藝術品等。納吉在去

年 5月敗選後遭到逮捕，並遭到

與 1MDB 相關的數十項指控。一

般預料，納吉將面對數場審判，

其中第一場已在 4月展開。 

而今天登場的審判則將是最

大、也最受矚目的一場。納吉面

臨 21 項目洗錢和 4 項濫用職權

的指控，包括被控從海外銀行轉

入 他 帳 戶 的 22.8 億 令 吉

(ringgit，約 5.4億美元)。 

66歲的納吉已否認所有指控。 

根據報導，檢方計畫傳喚大約 60

名證人，這可能是一個漫長和複

雜的審判。 

2019/07/05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https://www.econom

ist.com/finance-an

d-economics/2019/0

6/27/the-war-on-mo

ney-launderers-veh

icle-of-choice-int

ensifies 

 

金融犯罪-破解空殼公司 

金融犯罪可有各種型式和金額

大小，來源從政客榨取國家財

富、官員從恐怖份子購買武器中

圖利及黑幫販毒所得。一種共同

的形式就是使用空殼公司，如成

立合夥公司或成立基金來隱藏

黑金來源。這種金流近乎無法追

溯，如馬來西亞國家基金貪污案

及丹斯克銀行 23億美金詐貸案。 

非政府組織如全球證人組織及

TI 極度重視空殼公司在貪污案

件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最大的成

功，就是在 2016 年成功說服英

國政府，在 G20所有國家中，第

一設立公司所有人公開註冊機

制，其他歐盟國家將在洗錢相關

指令頒訂後導入。但 2 個最大

的，英國海外領土及美國，卻在

這波趨勢中漸行漸遠。 

本月初，英國 3個王冠屬地澤西

島、根西島及馬恩島共同頒布一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19/06/27/the-war-on-money-launderers-vehicle-of-choice-intensif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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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驚人的文件，將擱置公開註冊

公司所有人相關法案至 2023

年。他們一直以來都表示，英國

國會提出的這項法案將會引發

憲政危機，但行政透明化趨勢迫

使他們從被動依附潮流轉為主

動行動。 

在美國境內尤其嚴重。最近研究

表示，在美國的 50 個州中，申

請圖書館借閱證所需要提出的

資料，比起註冊一間公司的還

多。2012年一份國際貪污案件報

告表示，在美國，空殼公司牽涉

貪污、洗錢案件情形，比其他國

家都更嚴重。 

本年 6 月 12 日美國金融服務委

會員通過公司透明化法案，法案

也進入參議院。支持者希望本法

案將會在年底正式成為法律。 

依照英國的經驗，單有透明化法

案是不夠的。支持者對公告登記

資料真實度仍然存疑。法案執行

力度不夠，將使不法份子謊報其

空殼公司所有者而不會受罰。美

國政府承諾徹底修改本法案，並

提供更多預算來監管。 

2019/08/01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https://www.econom

ist.com/europe/201

9/08/01/how-the-ba

ltic-states-spot-t

he-kremlins-agents 

波羅的海各國將加強過濾在蘇

聯政府主導下顛覆民主體制者 

市區的資訊人員通報一道情資， 

「一個人能在瞬間癱瘓立陶宛

首都所有的交通號誌」，後來被

立陶宛國安部門證明該情資的

真實性。立陶宛和其他的波羅的

海國家，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及其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

國現正試圖識別此類國防弱點

及在俄羅斯主導下利用這些弱

點行動者。相關人士表示，自

2014年以來，波羅的海的國防措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8/01/how-the-baltic-states-spot-the-kremlins-agents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8/01/how-the-baltic-states-spot-the-kremlins-agents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8/01/how-the-baltic-states-spot-the-kremlins-agents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8/01/how-the-baltic-states-spot-the-kremlins-agents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08/01/how-the-baltic-states-spot-the-kremlins-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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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增加 10 倍之多。這也是自從

俄羅斯侵吞克里米亞以來及烏

克蘭東部既有的分裂行動。 

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如此，一方面

係藉由烏克蘭境內支持者的協

助。這些支持者大部份是俄羅斯

情治單位及特種部隊培養的。 

烏克蘭在基輔的軍事官僚機構

的蘇聯支持者證明特別具有破

壞性。他們刻意阻止烏克蘭對俄

羅斯占領其領土的反應能力。烏

克蘭未能於領土中找到俄羅斯

間諜。 

波羅的海各國均以烏克蘭為前

車之鑒。近來俄羅斯高層及俄羅

斯政府所做的評論中可見其重

視這個風險。正如他們的宣傳所

說，立陶宛境內部分地區已於蘇

聯時期贈與莫斯科，屬於俄羅斯

領土。令人不安的是，這是俄羅

斯吞併克里米亞的理由。 

波羅的海國家認為，為了阻止俄

羅斯可能發動破壞活動，或許是

為了支持武裝襲擊，應先確定哪

些人可能容易受到俄羅斯的引

誘。因此，要找出那些稱之為「受

俄羅斯影響力活動」的人(聽從

莫斯科指令活動)而進行搜索。 

這些被立陶宛辨識出的嫌疑份

子被歸類為俄羅斯政府「支持

者」。這類份子亦可能在網路上

散播不利波羅的海民主政府的

假新聞。立陶宛並把另一小份嫌

疑人列為「潛在行動者」，政府

機關擔心這些人會有更激烈的

行動，例如發起動亂使人民不信

任民主政府。 

至於俄羅斯，有數種方式募集非

完全支持俄羅斯政體的國外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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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例如在東烏克蘭，格魯烏(俄

羅斯軍事情報機構) 為犯罪集

團份子在行政機關內提供職

缺，更多波羅的海居民在到俄羅

斯或白俄羅斯旅行時被召募。香

菸和汽油在白俄羅斯較便宜，因

此很多人在跨越國境時被俄羅

斯情治人員吸收。俄羅斯另外也

利用美女攻勢，或利用製造法律

上的麻煩加以威脅。立陶宛國安

局副局長表示，比較麻煩的，有

時會有那些職務上須接觸敏感

資訊的政府員工被吸收的情形。 

倘若俄羅斯侵略波羅的海各

國，各國境內的俄羅斯政府支持

者將會無庸置疑地對其抵禦行

動造成威脅。北約前官員指出，

俄羅斯將會加大力度，煽動分裂

及損害民眾對民主政府的信

任。但同時對此波羅的海各國官

員保持謹慎且樂觀的態度，對於

一個頹廢的、法西斯主義的俄羅

斯政府，對於俄羅斯假新聞散播

的阻力在波羅的海地區比在較

貧窮的東烏克蘭更強。另外，俄

羅斯普遍不受歡迎，以至於它迄

今未能確保對克里米亞迴廊進

行控制。由此可見，俄羅斯政府

的宣傳攻勢並非每次都會成功。 

2019/03/12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https://www.sfo.go

vt.nz/sfo-confirms

-receipt-of-politi

cal-donations-refe

rra 

SFO 證實收到政治捐款案件 

SFO已收到警方提供去年10月收

到依「選舉法」揭發政治捐款的

投訴案件。 

為確保調查的完整性及保護相

關人士，SFO 並未透漏調查細

節，亦未做相關評論。 

 

2019/03/13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https://www.sfo.go

vt.nz/accountant-p

leads-guilty-to-fr

會計師承認詐欺百萬美元 

1 名前特許會計師非法挪用客戶

退稅款約 101萬美元，並已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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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Auckland SFO) 

aud 詐欺。 

Christopher George Wright（62

歲）挪用客戶退稅款，他將客戶

退稅款存入他私人的會計實務

信託帳戶，並將款項用於賭博、

家庭開銷、支付學費及償還貸

款，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

6年間估計有 245名客戶受害。 

他已於奧克蘭地方法院承認「特

殊關係人士盜竊」罪嫌。 

SFO主任檢察官表示，Wright先

生欺騙客戶多年，背棄客戶信

任，使客戶承受重大金錢損失。

起訴是為維護紐西蘭作為投資

和經營的安全場所的聲譽。 

2019/03/20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https://www.sfo.go

vt.nz/forex-trader

-admits-defrauding

-clients-of-7-mill

ion 

外匯交易員承認詐欺客戶 700萬

美元 

1 名外匯交易員承認以龐氏騙局

騙取客戶 700萬美元。 

Kelvin Clive Wood（69 歲）今

日於奧克蘭地方法院對 SFO提出

的「詐欺取得」及「特殊關係盜

竊」指控認罪。 

他於外匯交易業務呈現淨交易

損失時，便開始龐氏騙局。被告

蓄意提供錯誤利潤及外匯交易

資訊給投資者，於他們不知情狀

態下，利用新投資者的資金向其

他投資者支付報告的收益或退

還投資本金。 

被告於 8 年間使 18 名投資者損

失超過 700萬美元投資本金。 

SFO主任檢察官表示，Wood先生

以個人專業騙取投資者的信

任，卻挪用資金並錯誤交易利潤

資訊，使客戶未求提取資金。SFO

將持續查明，以保障投資者並維

護紐西蘭作為乾淨市場的聲譽。 

 

2019/06/11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以欺詐罪嫌向外匯經紀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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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vt.nz/sfo-charges-

forex-broker-russe

ll-maher-with-frau

d 

告訴 

被告 Russell Maher出席奧克蘭

地方法院，因他在外匯經紀有限

公司（FBL）提供外匯服務時，

被 SFO以 47項「使用偽造文書」

罪嫌起訴，每罪嫌最多可處 10

年有期徒刑。 

該公司現正在清盤中，被告未對

起訴提出異議。 

SFO 表示，Russell Maher 提供

假資料給客戶，蓄意掩飾實際交

易情況，並已使 FBL陷入財務困

境。 

2019/07/23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https://www.sfo.go

vt.nz/former-auckl

and-council-employ

ee-charged-with-br

ibery 

奧克蘭市議會前員工被控賄賂 

一名理事會官員被控以詐欺手

段收受賄賂，而他亦指控對方向

理事會送禮，均被 SFO起訴。 

 

2019/08/09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https://www.sfo.go

vt.nz/sfo-closes-t

cil-investigation 

結束對政府資訊不當散佈公司

的調查 

基礎產業部在發現政府資訊遭

湯普森暨克拉克調查有限公司

（TCIL）不當散佈後，於去年將

本案移請 SFO調查。 

SFO 調查著重政府資訊是否遭不

當使用，現本案已調查完畢，主

任檢察官表示，全案尚未達起訴

條件。 

 

2019/08/29 奧克蘭市嚴重詐

欺辦公室 

(Serious 

Fraud Office，

Auckland SFO) 

https://www.sfo.go

vt.nz/former-dhb-e

mployee-pleads-gui

lty-to-fraud 

前坎特伯雷區衛生局人員承認

犯詐欺罪 

一名前伯雷區衛生局（CDHB）女

性員工今日在基督城地方法院

對 SFO提出的「虛假會計」指控

表示認罪，他的身分現正暫時受

保護。 

被告要求病患將治療費用轉至

她的帳戶，或以現金付費，再將

費用挪作還債及賭博等私用。 

 

2019/02/26 印尼反貪污委員 https://www.kpk.go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讚揚 K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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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KPK) .id/en/news/highli

ghts/801-fbi-prais

es-kpk-s-works 

FBI 對於 KPK 在調查電子身份證

（e-KTP）的貪腐工作上有很大

協助。KPK 和 FBI 自 2008年以來

一直在相關計畫中合作，KPK 派

遣調查人員到美國的 FBI學院接

受培訓。FBI 對 KPK 的 8 名調查

員、檢察官和國際合作團隊表示

讚賞，感謝他們的良好合作。 

2019/02/25 印尼反貪污委員

會(KPK) 

https://www.kpk.go

.id/en/news/highli

ghts/800-sharing-e

xperiences-with-ic

ac-hong-kong 

與香港廉政公署（ICAC）分享經

驗 

ICAC 於 2 月訪問 KPK。在過去 2

年中，KPK 一直與 ICAC 緊密合

作，特別是在能力建構、基準測

試和案件調查方面。2016 年，

ICAC親臨 KPK，分享法務會計、

資產追回和調查技術方面的經

驗。 2017年 KPK官員參加 ICAC

舉辦的國際研討會，KPK 每年還

積極參加 ICAC舉辦的指揮課程。 

 

2019/02/20 馬來西亞反貪腐

委員會(MACC) 

https://www.kpk.go

.id/en/news/highli

ghts/799-kpk-suppo

rts-pt-transjakart

a-to-be-gratuity-f

ree 

亞太經合組織反貪腐暨透明度

工作小組（ACTWG）第 28 次會議 

ACTWG 第 28 次會議於 201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 日在智利聖地

牙哥舉行的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

（SOM 1）期間舉行。 

來自 APEC 21個經濟體代表出席

為期 4天的會議，聯合國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聯合

國開發計畫署（UNDP）、世界銀

行和 TI 的代表作為參加會議，

並分享關於反貪的活動和倡議。 

在會議上，MACC副主席介紹「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UNCAC）執行

進展和發展情況、「北京反貪腐

宣言」，以及與反貪腐和公開透

明有關的其他措施。 

 

主題文章 美國政府倫理局 

(https://www.o

ge.gov/) 

https://www.oge.gov/

web/oge.nsf/Use%20of

%20Government%20Posi

政府職位資源之利用 

行政部門員工的職位，職稱或權

限可提供機會，增進員工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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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20and%20Resourc

es 

私人利益，或增進其朋友、親戚

或與其有非政府關係之人員利

益。員工可能有管道取得這些非

公開的政府資訊，使上開人員獲

利，並取得政府的財產。如果公

眾認為員工利用公職來維護私

人利益，公眾可能會對政府的誠

信失去信心，並期望政府的資

訊、財產和時間（包括下屬的時

間）均用於服務公眾的利益。 

1.員工須遵守公正行事、不得不

正當地使用政府職位、職稱或

權限，不得將政府財產、非公

開資訊或時間（包括下屬的時

間）用於非授權用途。 

2.員工不可利用其政府職位，建

議該機構或行政機關的任何

部門宣傳組織(包括非營利組

織)、產品或個人，並有責任

保護和維護政府財產，不得將

政府財產或允許將政府財產

用於除授權外的任何其他目

的。 

3.除了有限的情況下，員工不得

利用其政府職位頭銜或機構

名稱宣傳員工的個人活動或

他人的活動。 

4.員工之辦公時間僅得用於執

行公務。除了有限的情況下，

他們不得在工作日期間從事

公務以外的活動。 

5.行政部門員工不得使用或允

許使用非公開政府資訊助長

其私人利益或他人之私人利

益。 

主題文章 美國政府倫理局 

(https://www.o

ge.gov/) 

https://www.oge.gov/

web/oge.nsf/Outside%

20Employment%20and%2

0Activities 

外部聘任及活動 

行政部門員工可能希望在政府

僱用期間從事外部工作或活

動。公眾可能懷疑員工將利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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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活動來支持該員工的外部雇

主或其他外部利益，或者該員工

將使用政府資訊、財產或決策去

增進上述利益。此外，公眾可能

擔心外部活動會妨礙員工在公

職崗位上的工作時間： 

 在進行外部活動之前，可能

要求員工取得批准。 

 在從事外部活動時，員工可

能被取消從事特定政府事

務的資格。 

 可能禁止員工接受活動的

補償金。 

 可能禁止員工從事外部活

動。 

行政部門員工從事之教學、演講

或寫作，為其公務的一部分或受

限於講授某些課程的例外狀況

時，不得從任何政府以外的來源

獲得報酬。 

行政部門員工不得從事外部工

作或與任何與員工公務相衝突

或違反法律或法規的其他外部

活動，並且需經事前批准。 

在法律、規則、其他規定或指引

允許的情況下，政府員工於個人

時間進行的志願服務通常是被

鼓勵的。 

以個人身份募款時，行政部門員

工不得利用或允許利用其官方

頭銜進一步籌集資金，也不得向

下屬或該員工知其為「禁止來

源」(prohibited source)之人

索求資金。 

行政部門員工，不得在美國作為

一方當事人或具有直接和實質

利益的聯邦法院或機構的訴訟

程序中，擔任美國政府以外的任

何人之專家證人，除非該員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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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得到指定機構道德官員之

授權。 

主題文章 美國政府倫理局 

(https://www.o

ge.gov/) 

https://www.oge.gov/

web/oge.nsf/Post-Gov

ernment%20Employment 

後公職就業 

行政部門員工的經驗和專業知

識可以使員工對私營部門雇主

具有吸引力。如果員工正在尋求

離開政府後之就業，而其公務職

掌提供了潛在雇主受益的機

會，公眾可能會擔心員工會以有

利於未來雇主的方式從事該項

職務。離開政府後，前行政部門

員工得不公平地利用以前的公

務職掌來代表其他人或組織影

響政府行為。因此： 

 在尋求離開政府部門就業

時，員工可能被取消從事特

定政府事務的資格  

 離開政府部門後，前員工可

自由地尋求離開後的工

作，但可能需要被取消參與

某些政府事務的資格，可能

會受利益衝突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