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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6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ACRC 從 10 月 17 日開始實行強化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Commission,
&method=searchDeta
ACRC)
ilViewInc&boardNum

貪腐揭弊者保護的《關於設立和
營運反貪及國民權益委員會的
法律》，其主要修正內容，包括
在國會、法院作證或向調查機關
起訴、檢舉等，擴大貪腐揭弊者

=81017&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ITLE&conSearchSort

的保護對象。對於未履行 ACRC
有關保障揭弊者身分等措施決
定者，將處以韓元(下同)3000 萬
(約新臺幣 77.5 萬元)以下的「履
行強制金」。

=A.BOARD_REG_DATE+ 此外，對因揭弊而產生醫療、搬
DESC%2C+BOARD_NUM+ 遷、爭訟費用、工資損失等的貪
DESC
腐揭弊者支付救助金，而對檢舉
者採取罷免、解僱等不利措施
者，從原本處 1000 萬元以下罰
金，提高至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 3000 萬元以下罰金。
同一法律施行令中新設「履行強
制金」徵收標準和「救助金」計
算標準。另一方面，針對補償金
的支付事由制定具體標準，包括
罰金、罰款或滯納金。
2019/10/21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此次反貪腐清廉講座是 ACRC 清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廉研修院和首爾大學倫理教育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thod=searchDe
Commission,
tailViewInc&menuId
ACRC)
=05050102&boardNum
=81067

系的合作項目，在「國家和市民」
教育科目中進行爲期 4 週的反貪
腐和清廉教育。
參加該講座的學生有機會透過
授課和討論時間，思考與清廉及
倫理問題相關的日常生活事例。
此外，還計劃提高對禁止請託關
說法、公益揭弊者保護法等反貪
腐法令和制度的瞭解，同時考慮
應對倫理困境的方案。
該講座是 ACRC 清廉研修院爲了
推動社會清廉文化，作爲清廉教

備註

育工作之一而推進的項目，今後
將結合大學正規教育課程，持續
擴大以大學生爲對象。
2019/10/30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清廉市民監查官建議改善法律
權益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102
Commission,
&method=searchDeta
ACRC)
ilViewInc&boardNum

的死角地帶或不合理的制度和
慣例，並以獨立地位爲基礎,起
到補充監查公正性及客觀性的
作用。以 2018 年爲基準，計有
243 個中央行政機關，地方自治

=81132&currPageNo=
1&confId=4&conConf
Id=4&conTabId=0&co
nSearchCol=BOARD_T

團體、市、道教育廳正在實施清
廉市民監查官制度。
忠清南道任命道民監查官為清
廉市民監查官，並營運相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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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此次忠清南道道民監查官教
育是國民參與預算支援的「國民
對象清廉教育事業」之一，由
ACRC 清廉研修院和忠清南道廳
合作籌備。
活動結合第 5 屆忠清南道道民監
查官委任儀式進行，包括 70 名
新任道民監查官在內，此次將韓
國傳統曲藝，以清廉的觀點重新
詮釋，並將和《禁止請託法》的
相關內容及實際事例以脫口秀
(Talk Show)形式進行闡述。
另外，ACRC 清廉研修院爲確保清
廉市民監查官的專業性，並提高
其責任感、使命意識等資質，計
劃從明年開始正式營運「清廉市
民監查官專門教育課程」。

2019/11/01 消費者廳

https://www.caa.go 日本 2018 年底開始導入內部認 揭弊者保護
.jp/policies/polic 證制度，該制度是有鑑於內部通 制度相關
y/consumer_system/
whisleblower_prote
ction_system/#1911
01

報機能之欠缺而無法發揮企業
內部檢討作用，依據 2015 年「消
費者基本計畫」召開「提升公益
通報者保護制度實效性之檢討
會」之最終報告書以及「消費者
基本計畫工程表」，明確表示應
儘快實施「為了提升業者內部通
報制度之實效性的認證制度」。

前開認證制度之正式名稱為「內
部 通 報 制 度 認 證 （ WCMS 認
証）」
，由業者參照消費者廳頒發
之指引手冊，自行針對公司內部
通報制度審查後向中立公正之
非營利機關登錄（第 1 階段，
2018 年導入），其後並申請第三
方機關審查認證，認證完成後向
前開機關登錄（第 2 階段， 2019
年以後導入），對於通過認證之
優良業者給予標章，並可獲得利
害關係人（含消費者、股東、投
資人、員工、交易對象、社會大
眾及行政機關等）之信賴、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金融市場評價、
獲取優秀人才等益處，以達成內
部通報制度之提升，確保國民生
活安全、安心。
參與此項認證制度之企業目前
登錄於公益社團法人商事法務
研究會網站，制度實施以來已有
30 家企業完成登錄，該網站並提
供內部通報認證制度概要、登陸
業者名單、申請方式及問答集等
資訊。
2019/11/22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在過去的 2 個月中，埃及、伊拉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克和黎巴嫩爆發大規模抗議活
International, ature/will_rampant 動，儘管抗議者的要求在國家之
TI）

_corruption_spark_ 間各不同，但一個普遍的因素導
an_arab_autumn
致了憤怒的氾濫：政府的貪腐和
財務管理不善。
TI 2015 年至 2016 年最新的《全
球貪腐衡量表》中，中東和北非
地區的受訪者稱賄賂率是世界
上任何地區最高的，有 30％的受
訪者表示，他們在前一年曾行賄
以使用公共服務，《 2018 年貪
腐印象指數》顯示，該地區大多
數國家未能打擊貪腐。
TI 中東和北非地區區域顧問表

示，「2019 年在中東和北非看到
的抗議活動，都是由於政府未能
滿足其公民至少自 2010 年“阿
拉伯之春”抗議活動以來所做
的要求而造成的…。在大多數阿
拉伯國家，反貪的規模要求進行
全面性、系統性的改革，這意味
著不給舊模式和參與者空間，讓
他們在冷靜期之後還能保持控
制或重新崛起。在絕大多數國家
中，這還沒有發生，並且嚴密的
反貪改革也尚未被制訂。」
黎巴嫩抗議活動最初是因政府
規劃對手機訊息徵稅而引發，人
們對政府多年來在貪腐和財務
管理不善的不滿情緒使抗議活
動加劇，另外政府將清運垃圾的
契約交給某位政治領導人所擁
有的公司，使黎巴嫩的垃圾危機
更加惡化。
黎巴嫩需採取一種全面方法，來
應對多年累積的系統性貪腐，解
決方案應具有參與性，政府應與
公民社會和公民互動，以進行持
久的變革並在新系統內重建信
任。這包括期待已久的《國家反
貪腐策略》，以及制訂反貪腐標
準。
10 月初成千上萬的伊拉克年輕
人走上街頭，為的是高失業率，
隨之而來的是令人震驚的暴力
鎮壓場面。自 2003 年美國勢力
進入伊拉克驅逐 Saddam Hussein
後，宗派組織一直主導著伊拉克
的政治。這些組織中根深蒂固的
權力使人民分化，並讓政黨支配
人民更多的生活，影響從就業到
政府契約分配等所有方面，並且
成為貪腐的溫床。
9 月埃及抗議者罕見地表示反對

其獨裁政府，要求總統下臺(他
曾在 2013 年的政變中奪取了穆
巴拉克 30 年的政權)。軍隊中的
貪腐和軍隊在國家經濟中的作
用是導致人們走上街頭憤怒情
緒的主要原因。今年初，一系列
的憲法修正案將軍隊定位為埃
及的最終權威。此外，總統家族
在情報機構中扮演著關鍵角
色。自總統上台以來，數千人因
反對暴力鎮壓而被拘留。失蹤、
家庭逮捕和酷刑報告等情顯示
嚴重缺乏公民社會的空間。
突尼西亞最近舉行和平大選，青
年和民間社會的參與，從而建立
了制衡機制，顯示公眾意識到有
必要加入公民參與，要求他們的
代表改變。這被證明是建立堅實
民主規則的前進之路。
年初在阿爾及利亞發生的大規
模抗議活動導致總統辭職，並為
更具參與性的社會打開了機會
之窗。但昔日的勢力仍在掌權，
抗議者繼續要求做出改變。除非
能確保阿爾及利亞政治中的善
政和課責制發生系統性變化，否
則以前政權的特徵以及導致公
眾抗議的貪腐將繼續下去。
今年夏天，抗議活動推翻了蘇丹
政府，OmarAlBashir 是抗議活動
後被軍方罷免的前獨裁者，最近
的抗議活動要求解散他的政
黨，而一個軍民聯合政府試圖使
該國過渡到民主。
2019 年見證了中東和北非地區
的變革，它紮根於近 10 年前的
變革呼聲。問題是，這一次該地
區的領導人會聽取公民的要求
還是繼續前進，淺薄的改革將無
法使公民感到滿意，而且很可能

只是會帶來下一次公眾憤怒的
爆發。
2019/11/18 香港廉政公署
（Hong Kong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
ICAC）

https://www.icac.o 廉政專員白韞六發言內容：
rg.hk/tc/press/ind 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24日舉行，
ex_id_817.html

ICAC一直致力維護選舉廉潔，過
往各級公共選舉都在相當廉潔
公正有序的環境下進行。
香港正處於困難時期，社會經歷
前所未有的挑戰。近月接連出現
的社會事件，持不同意見人士的
衝擊和破壞行為，可能影響區議
會選舉的公平公正，即使面對挑
戰，ICAC會一如既往繼續謹守崗
位，維護選舉公平廉潔。ICAC接
獲所有與選舉相關的投訴和轉
介個案，必定會依法專業嚴肅跟
進，並會與各個相關部門保持緊
密溝通及聯繫，確保本屆區議會
選舉得以廉潔公平公正地進行。
就這次區議會選舉，ICAC至今
(截至10月31日)共接獲77宗相
關投訴，當中76宗屬可追查個
案，主要涉及：對候選人施用武
力或脅迫手段，共28宗；發布關
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陳
述，共18宗；賄選，共17宗。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任何人在選舉中以武力或
脅迫手段阻礙候選人參選又或
是阻礙選民投票、以欺騙手段妨
礙或阻止其他人投票，賄選以及
發布關於候選人的失實或誤導
性陳述均屬違法。
除執法外，ICAC亦會繼續推動已
開展的廉潔選舉宣傳教育工
作，加強市民對選舉廉潔公正的
意識。

2019/07/17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2019 年 TI 會員大會呼籲黎巴嫩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pr 儘速制定反貪腐立法與採取相
International, essrelease/urgent_ 關反貪策略，對此他們已有 8 年

TI）

need_for_anti_corr 的發展及如何執行實踐反貪法
uption_legislation 律之資訊。
_in_lebanon
黎巴嫩國會不應提出對過去貪
污罪特赦的相關立法，如此將會
造成過去幾個月抗議貪腐情形
民眾的憤怒和混亂；相反地，國
會必須促進貪腐相關立法，依照
國際的典範和國內外犯罪情
形，包括非法致富及資產透明揭
露的立法、成立國際反貪腐委員
會以及強化司法獨立性。

2019/11/08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voices.tra 針 對 肯 亞 市 區 的 嚴 重 缺 水 情
（Transparency nsparency.org/stan 形，社區成員決定採取行動-成
International, ding-up-for-clean- 立 Apondo C 婦女團體(下簡稱
TI）
water-e6f2f0272cf4 Apondo C)，並提出鑽孔和架設
供水點以向社區成員供水的提
議。2013 年，該團體從非洲開發
銀行和肯亞政府獲得了 9 萬
6,000 美元擔保，取得所有必要
文件，並且完成鑽孔及架設供水
點的工作。
不過，新設施(供水點)在移交給
Apondo C 之前，所在地的土地所
有權人對文件作業提出質疑，所
以雖然水資源管理局先前已允
許 Apondo C 鑽孔的協議，仍然
扣留了 Apondo C 執行鑽孔的許
可證，並承認土地所有權人聲稱
其可以擁有供水點的所有權及
允許開始販售水。社區成員認為
這其中可能涉及貪腐，並向水務
部門抗議 4 年，但是徒勞無功。
同時，當地居民的家庭日常用水
均價上漲至 210 肯亞先令，比農
場工人家庭的日平均所得還多；
在肯亞，他們的健康受到非法收
取水費的威脅，而他們本有權以
更便宜的價格取得用水。人們經
常被迫走幾英哩的路去喝水或
是喝到來源不安全的水，每天的

時間都浪費在取得用水上，並冒
著致命及致病的風險。
根據最新的《全球貪腐趨勢指
數》
（GCB），針對 35 個非洲國家
計 4 萬 7,000 多人的日常貪腐經
驗調查，使用公共服務的公民中
賄賂公共事業官員的比例達 23
％。在肯亞，公共事業的賄賂率
更高，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即
35％的用戶)在過去 12 個月為了
使用公共事業而行賄。
2017 年 Apondo C 聯繫 TI 肯亞分
會，因此 TI 肯亞分會倡導和法
律諮詢中心（ALAC）寫信給肯亞
市 Seme 區的區級專員和水資源
管理局的分區經理，要求解釋為
何遲不核發 Apondo C 的水許可
證。接著，ALAC 職員和 Apondo C
代表與官員會面─此方法迫使
水資源管理局針對此案展開調
查與訪查該項目。
2018 年 3 月，當局最終核發了許
可證給 Apondo C，允許其代替土
地所有權人經營供水點。該區專
員和水資源管理局分區經理都
已被調離職位。
但是，儘管獲得了許可，Apondo
C 仍無法控制供水系統。該系統
仍然由不知名人士經營管理，他
們向使用者收取高額水費，並聲
稱他們只是受雇而不負全責。
Apondo C 無從得知誰最終控制了
社區的新供水系統並從中獲利。
ALAC 曾多次嘗試與水務部門官
員會面，但其公文均未收到實質
性答覆。因為某個環節的貪腐，
Apondo C 無法接管其應有的水
源。為此，TI 肯亞分會正與律師
討論並計畫支持社區以公共利
益為由將該案訴諸法院。

為了提高人們的法定權益意
識，ALAC 舉行了社區會議，向人
們解釋針對其供水被扣押該如
何採取進一步行動。憑著爭取正
義的決心，人們積極參與了法院
案件的決策，TI 肯亞分會對結果
持樂觀態度。
《全球貪腐趨勢指數》顯示，有
54％的肯亞人認為普通公民可
以在反貪腐抗爭中有所作為。堅
持不懈將會是 Apondo C 成功的
關鍵，在當地的廣泛支持和 TI
肯亞分會的支持下，社區水運動
人士的正義前景是被看好的。
2019/11/11 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https://www.transp
arency.org/news/pr
essrelease/propose
d_amnesty_law_in_l

TI 黎 巴 嫩 分 會 譴 責 大 赦 法 草
案，該草案將由黎巴嫩議會投票
表決。惟該草案與黎巴嫩政府遏
止貪腐、逃稅，洗錢和非法致富

ebanon_would_weake 的承諾背道而馳。這也危及到急
n_accountability_a 需大量國家稅收的黎巴嫩，並且
nd_reduce_stat
對於恢復公民與政治當局之間
的信任毫無幫助。民眾為期 3 週
不間斷的抗議，要求採取反貪腐
行動和徹底改革國家財政政
策，該草案只會帶來混亂和進一
步的動盪。
下一屆黎巴嫩政府將面臨嚴峻
的財政和社會挑戰。因此， TI
黎巴嫩分會再次呼籲議員優先
考慮其他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
非法致富法的修正草案、打擊公
部門貪腐的法律草案與保證司
法機構的獨立性及任命代表權
利的方式成立國家反貪腐委員
會（NACC）。議會還必須優先考
慮 2017 年的資訊公開法修正案
草案，以加快其有效施行。此
外，議會還必須保障和加強司法
的獨立和自由。
TI 黎巴嫩分會並強調必須確保

民間社會專家及代表公開參與
反貪腐政策的討論，以實現符合
黎巴嫩國內和國際承諾的立法。
2019/09/13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1 名奧克蘭婦女因詐騙約 25 萬紐
欺辦公室
vt.nz/former-schoo
(Serious
l-administrator-pl
Fraud Office， eads-guilty-to-fra
Auckland， SFO) ud

幣，遭 SFO 起訴。
Kim Symes 被依「詐欺取得」
、
「使
用偽造文書」及 4 項「不實使用
文件」判決，均與其過去擔任北
島學校職員時之行為有關，當時
她擔任支援行政人員，負責學校
主要財務業務，如保管支出憑
證、收據或其他財務文件等，並
編碼財務帳目。

2019/11/01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欺辦公室
vt.nz/sfo-files-ch
(Serious
arges-in-west-coas
Fraud Office， t-corruption-caseAuckland， SFO) 1

SFO 已針對涉嫌操控韋斯特蘭區
議會採購程序以獲取經濟利益
之 4 人提出告訴，包含弗朗茲約
瑟夫地區污水處理廠的設計及
工程採購。
韋斯特蘭區議會執行小組成員
對 4 項「濫用公務資料」及 2 項
「詐欺取得」指控不認罪。他為
案發時的議會資產組組長，並參
與監督地方政府的採購流程；另
Neha Bubna（36 歲）則對 1 項「濫
用公務資料」及 1 項「詐欺取得」
指控不認罪；其他 2 名被告未提
出抗辯，其身分暫受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