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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廉政訊息蒐報彙整表(111 年第 3 季) 

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6.23/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news/worl

d-whistleblowers-day-2022-the-fight-is-

arduous-not-backing-down-united-nations-

european-union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2022年世界揭弊者日：反貪之路很艱辛，但我們不會退縮 

    儘管人們認知到揭弊者對社會至關重要，然而為他們爭取權

利的道路仍充滿障礙，話雖如此，仍然有值得慶祝勝利的地方。 

    每年 6月 23日，我們都會花一點時間來瞭解揭弊者在爭取一

個更加公正的世界中，扮演何等關鍵角色。近年來因為新冠肺炎

的大流行，不乏有這方面的證據。 

    今年的世界揭弊者日提醒著我們，我們的制度仍然無法保護

揭弊者。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新紀錄片重申了這一點，該紀錄

片細數多年來在聯合國 (UN) 相關機構內部對那些檢舉貪腐、管

理失當與性暴力的揭弊者進行報復的案例。 

    而這份報告並非該機構提出的第一份關於此類問題的報告，

該機構的任務即在對付世界上最大的挑戰，這些文件揭露了各種

嚴重不當行為的模式，以及一個無法或可能不願意保護揭弊者的

系統。 

揭弊者遭受國際組織不當對待 

    2021年 3月，當世界因新冠肺炎而搖搖欲墜時，法蘭西斯科．

贊邦（Francesco Zambon）在經歷數月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後，

從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辭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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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他曾經以內部管道向上級報告有關義大利防疫狀況研究

結果不當被世界衛生組織撤回一事。儘管一些民間社會組織挺身

而出聲援贊邦，並要求世界衛生組織負責，但至今世界衛生組織

未有任何作為。 

    數月後，聯合國人權辦公室(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的一名雇員艾瑪．雷利（Emma Reilly），因揭露了該辦公

室曾向中國政府透露異議人士姓名而遭解雇。而約翰．歐布萊恩

（John O’Brien）因為檢舉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氣候變遷計畫」中的

貪腐行為也遭到解雇。雷利和歐布萊恩在新的 BBC 紀錄片中公開

談論他們所遭受到的不當對待，但他們僅是眾多前聯合國雇員中

的兩個。 

    他們和其他人的案件令人震驚，也反映出聯合國體系長久以

來對權力濫用的容忍，且未能追究肇事者的責任。事實上，民間

社會組織對聯合國揭弊者遭受報復與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對待，

已經關注了一段時間。一年多以來，我們一直呼籲聯合國相關機

構應該對揭弊者保護機制進行改革。 

    贊邦、雷利和歐布萊恩並不是唯一因為揭露不法行為而遭受

報復的揭弊者。他們受到本應維護人權和保護公眾健康的機構不

當對待。如果國際組織都不能為揭弊者提供保護，那我們只能推

測世界各地的揭弊者在更危險的情境下公開反對不法行為。 

即使承諾提供保護，揭弊者也會因遲來的正義而感到失望 

    在國家層面，對於揭弊者遲來的法律支持或保護只會讓事情

變得更糟。在歐盟，各國本應將歐盟揭弊者保護命令(EU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Directive)轉為國家法律。該命令於

2019年通過，旨在為歐盟成員國揭弊者保護的路途中，提供一個

穩健的基石。但是到了 2021 年 12 月該法律轉換的最後期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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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個國家通過了新的揭弊者保護法。即使是現在，也只有再多

4個國家加入其中，然而像德國這樣有影響力的成員國仍然落後。

實施該命令很重要，因為我們 2021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中接受調

查的歐盟居民中有 45%的人擔心檢舉貪腐後會遭受報復。 

 

 截至 2022年 6月歐盟揭弊者保護命令轉換為法律的情形 

◎通過法律：葡萄牙、法國、克羅埃西亞、賽普勒斯、立陶宛、

拉脫維亞、瑞典、丹麥 

◎法案在國會審議中：荷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愛爾蘭 

◎起草中：西班牙、比利時、德國、奧地利、斯洛維尼亞、斯洛

伐克、捷克、波蘭、芬蘭、保加利亞 

◎幾乎沒進展：義大利、希臘、匈牙利 

 

希望即將來臨：我們將繼續打好這一仗 

    爭取揭弊者權利的戰役已取得了關鍵的勝利，但為了讓這些

勝利引發真正的變革，為揭弊者提供更好的保護，我們必須繼續

戰鬥。 

    自 2020年以來，我們一直在積極倡導歐盟各國將歐盟命令轉

換為法律，以保護所有揭弊者，而不僅僅是通報那些違反該命令

的歐盟法律。國際透明組織的各分會為此向 19個成員國政府提出

具體建議。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努力在丹麥、法國、立陶宛和瑞

典取得了成功，我們的建議在上述國家新上路的揭弊者保護法中

得到了實現。而我們將繼續努力，直到所有國家都完成此一進程。 

    今年，我們啟動了一個名為「歐洲之聲」(Speak Up Europe)

的新專案，該項目將通過授權個人向最有能力採取具體行動的機

構通報不當行為，來解決如政府採購等高風險領域的貪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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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網

址 

2022.6.6/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press/summit-

of-the-americas-governments-must-act-now-to-

rescue-promise-of-lima-commitment 

□國外立法例￭國際組織□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 

廉政訊息摘要 

美洲峰會：各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兌現利馬承諾—國際透明

組織美洲分部的一封公開信 

譯註:Lima Commitment為 2018年美國峰會所簽訂之文件，內文詳見

https://www.state.gov/lima-commitment-eighth-summit-of-the-americas/ 

 

  敬愛的國家領導人們，國際透明組織美洲分部呼籲各位美洲峰

會期間承諾共同解決這片大陸上史無前例的貪腐危機、民主倒退及

人權侵害之問題。 

  貪腐加劇了貧窮和不平等，並降低了大眾面對從 COVID-19疫

情到氣候變遷等最嚴峻挑戰的能力。為了建立永續性、有韌性及公

平的未來，我們必須採行強而有力的行動來打擊貪腐、敞開公民社

會參與的空間及維持大眾監督課責之力量。 

   2018年於祕魯首都利馬(Lima)舉辦的美洲峰會，各國領導人

承認打擊貪腐對於加強民主、法治至關重要，但歷時 4年，各國進

展甚微。我們看到了反貪腐力道的減少、威權主義的興起、基本權

利諸如言論、新聞、結社及「知」(泛指人民知的權利，例政府資

訊公開)等自由的喪失。 

   許多國家行政部門權力集中，削弱了相互稽核及制衡的機制，

使得監督政府變得很難維持課責的力量。一些國家缺乏獨立的司法

機構，導致其無法調查、懲戒貪腐及濫權行為；有些精英高層會與

https://www.state.gov/lima-commitment-eighth-summit-of-the-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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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單位合作來阻止調查、威脅那些盡責調查貪腐及濫權行為的廉

潔檢察官。同時，公民社會、倡議者、獨立媒體正逐漸暴露在恐嚇

威脅、網路攻擊及政府准許的暴力行為之中。 

  COVID-19疫情加劇之下，貪腐已損害了社會與經濟權利，剝

奪了民眾獲取疫苗、食物、飲水及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機會。這對於

婦女、原住民團體、LGBTQ社群、老年人、移民及非裔者產生了比

例懸殊的不利影響，讓社會階層差距更加擴大。 

  在這個關鍵時刻，領導人必須抓住機會施行反貪腐、支持民主

和基本權利的政策。2018年 35位國家領導人均聲明一個具企圖心

及創造性的區域議程，並共同簽署了「利馬承諾(Lima 

Commitment)」，這些承諾係展望思考，包括加強基本權利、增加透

明度、廉潔程度及公眾誠信等這些傳統反貪元素，並規劃創造性的

政策來改善多元性別及種族的國際合作及公平性。 

  與其規劃新的承諾，國際透明組織美洲分部呼籲各成員應再重

申利馬承諾，並應迅速地在下列事項加強分配適當資源： 

  加強民主治理 

 規劃法律框架及金援公民社會團體，以維持其對政府的監督及

課責 

 對各級學生進行民主及公民價值的教育 

 將弱勢社群納入反貪腐工作（包括規劃、執行及評估層面） 

 非民選之公職人員須擇優並經由公開程序進用 

 公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應指是否有利益衝突情形)及納

稅情形並規範其公私部門職務流動（旋轉門條款） 

加強透明度、資訊獲取權、揭弊者保護、言論自由及人權保護 

 依據國際公約規範，建立鼓勵舉報貪腐和揭弊者保護制度 

 維持司法和監督機構的獨立性 

 開發系統整合統計數據，用來評估透明度和資訊公開程度，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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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公民團體可快速地獲取資訊 

政治和競選活動獻金 

 加強對候選人和政黨的監督，以防止非法資金往來和選舉舞弊 

 為女性或弱勢群體之候選人提供資金援助，以促進多元領導 

  預防公共工程及採購之貪腐 

 公開品管數據及訂約程序資料 

 將反貪腐條款內置於所有公共契約內 

 在公民團體協助下監督評估反貪腐政策 

國際法律合作、打擊行賄、國際貪腐、組織犯罪與洗錢、追回

不法資產 

 跨國合作沒收跨國貪腐集團不法所得 

 採用並執行實質受益權登記的透明措施 

 建立制度使犯罪所得能歸還給貪腐的受害人 

 防止使用加密貨幣或其他虛擬資產來洗錢或資助非法活動 

為了落實利馬承諾並保護美洲民主制度，必須立刻採取行動來捍衛

公民空間、打擊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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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07.11/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blog/recognisin

g-progress-in-the-fight-against-corruption-

stories-from-africa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認識到反貪腐的演變：來自非洲的故事 

    身為一個在貪腐盛行國家的國民，會感受到不知所措，並趨

於認命。對抗貪腐就像是一場艱難的戰鬥，但在這些抗爭中，獲

得了部分勝利，並從中發現進步與希望。 

非洲反貪之執行 

    透過瞭解打擊貪腐的現有工具來從中發現希望。對於非洲國

家的人們來說，這些工具之一即是《非洲聯盟預防和打擊貪腐公

約》（ African Union Convention o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AUCPCC），該公約於 2006 年生效，其後成為成員國

實施良好治理和反貪腐政策與制度的共同指引。 

    迄今為止，已經得到 55 個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AU）成

員國中 47 個國家的批准。實施 AUCPCC 幾年後，非洲聯盟更進

一步，將 7 月 11 日指定為非洲反貪日。 

    過去幾年來國際透明組織致力於讓民眾瞭解 AUCPCC，並評

估非洲國家實施的情況，包含透過強制執行非洲反貪腐承諾

(Towards the Enforcement of Africa’s Commitments against 

Corruption, TEA-CAC)的項目。國際透明組織在 10 個國家的分會

對此進行了評估，並與媒體和民間社會夥伴合作，分享各國在實

施方面已取得的進展，並對未來的推動計畫提出建議。 

特殊的情況需要特殊的解法：發展宣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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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象牙海岸共和國、盧安達共和國、塞內加爾共和國、南非

共和國，以及突尼西亞共和國的當地國際透明組織分會決定更進

一步制定並採取一些宣導策略，以讓各自政府在貪腐特別盛行且

難以打擊的特殊領域負責，即洗錢、非法致富、政治性獻金及公

民社會與媒體。這些策略與工具是視個別情形設計發展而成的，

透過戲劇和漫畫提高反貪腐的認識、表揚在象牙地海調查貪腐情

形的記者，以及參與一系列在南非舉行的多邊利害關係人論壇，

以改善舉報貪腐的處理方式。這些宣導工具已被紀錄，提供其他

在非洲倡議反貪腐者能從中學習並運用在他們的工作中。 

    儘管每個國家在面對貪腐有其獨特的挑戰，但在 TEA-CAC

項目下，所有國際透明組織分會都在其宣傳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功。

南非共和國分會的貪腐觀察組織(Corruption Watch)針對如何評估

與強化反貪腐機構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象牙海岸共和國的社會

正義組織(Social Justice)利用其與政府的牢固關係，填補了民間社

會與政府機構間之鴻溝。盧安達共和國國際透明組織分會則致力

於鼓勵吹哨者(whistleblowers)，既要努力確保所建立之體制能保

護勇於吹哨的個人，又要透過媒體提高民眾對此之認識。突尼西

亞共和國的觀察組織(I Watch)，也巧妙的展現授權民間社會與媒

體，以鼓勵政府提高透明度與問責制的力量，該國在歷經數月的

政治動盪後，於 2021 年 10 月該國組成新內閣時，I Watch 呼籲所

有新政府成員依據 2018 年申報財產和利益法案，線上申報他們的

資產。而就在隔天，他們的請求得到了回應，突尼西亞總理和所

有新任命的部長都提交了他們的申報。這對於打擊非法致富是非

常好的進展。 

    在非洲貪腐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該地區的人民持續深受

影響，除了少數例外，反貪腐持續緩慢進展與增強。然而這種漸

進式的進步是值得注意的，認知並認可此一進展，能幫助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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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礎上進一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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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7.4/G20 Indonesia 2022/ 

https://g20.org/g20-delegates-start-the-2nd-

meeting-of-the-g20-anti-corruption-working-

group/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 

廉政訊息摘要 

G20代表召開 G20反貪腐工作小組的第二次會議 

貪腐根除委員會(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KPK)將

於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8 日於峇里島召開 G20(二十大工業國)反貪

腐工作小組(Anti-Corruption Working Group；ACWG)第二次會議。

會議重心將聚焦於消除貪腐，並由 20 位來自 G20 成員國、與會

團體及國際組織的代表出席。 

此次會議將以混合形式進行，澳洲、巴西、印度、英國、德

國、法國、沙烏地阿拉伯、韓國以及印尼(即 G20 主席)等 9 國的

代表將參加現場直播；而南非、美國、阿根廷、中國、義大利、

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土耳其與歐盟等 10 國及 1 個組

織，則實際派員與會。 

會 議 將 由 主 席  Mochammad Hadiyana 和 Rolliansyah 

Soemirat ，以及澳洲聯合主席 Lavinia Gracik Anczewska 共同主持。

Hadiyana解釋了本次 G20反貪腐工作小組所討論的每項議題的預

期成果。 

他說道:「『增加審計在消除貪腐方面所擔任的角色重要性』將

成爲一項高層次原則，而『減少可再生能源部門貪腐』的問題則

留待下屆主席會議上再做進一步的討論。另外兩項議題為『公眾

參與及反貪腐教育』以及『司法界針對貪腐洗錢犯罪所制訂的監

管框架』，將成為最佳做法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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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iyana 期許 G20 反貪腐工作小組能夠成爲印尼爲改善國

際社會貪腐問題做出貢獻的好機會。身為 G20 主席國，這一成就

將為印尼增加正面印象。 

除了成員國的代表外，Rolliansyah 表示持續關注反貪腐問題

的各方團體都將參與本次會議。為了使反貪腐議題的討論更為豐

富，G20 反貪腐工作小組還邀請了 B20、C20、L20、T20 和 P20

等組織團體，以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防

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國際刑警組織、艾格蒙聯盟、

伊斯蘭開發銀行(ISDB)、國際發展法學院(IDLO)以及國際反貪腐

學院(IACA)等國際組織參與會議。Rolliansyah 進一步解釋說，G20 

反貪腐工作小組作為提供 20 個成員國共同討論及彼此溝通協調

的角色非常重要，並得以藉此制定由成員國及其他國家共同實施

的消除貪腐規範。 

本次會議議程及議題如下： 

2022年 7月 5日(第 1日)： 

1.增加審計在消除貪腐方面所擔任的角色重要性。 

2.公眾參與及反貪腐教育。 

2022年 7月 6日(第 2日)： 

當天會議討論了支持 G20反貪腐工作小組推行各項措施的承

諾、彙編有關公眾參與及反貪腐教育的優良範例、與各參與小組

（B20、C20、T20、L20 和 P20）討論工作流程的發展，以及對 G20 

反貪腐工作小組的看法。會議最後以加強審計在消除貪腐方面的

重要性作為結尾。 

2022年 7月 7日(第 3日)： 

會議討論了如何減輕可再生能源部門貪腐風險的管理方法，

以及司法界針對貪腐洗錢犯罪問題所制訂的監管框架。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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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反貪腐工作小組的問責報告以及來自國際機構與各方合作

夥伴的發言都會在當天登場。 

2022年 7月 8日(第 4日)： 

最後一日，G20 國家的代表們將訪問反貪腐村落—Kutuh 

Pandawa Village。此外，他們還將訪問 Garuda Wisnu Kencana（GWK）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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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08.09/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news/internatio

nal-youth-day-2022-anticorruption-fight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國際青年日全球快照：為反貪腐奮鬥 

烏克蘭青年在前線為民主與自由而戰；斯里蘭卡青年領導民

主抗議；黎巴嫩學生歷經停電和食物短缺。在世界其他角落，青

年關心不平等、氣候變遷和經濟困頓的議題。2022 年對年輕世代

雖是動盪的一年，但他們從未放棄。以下是各國青年正在進行的

反貪腐行動。 

匈牙利：與眾不同的指南 

    匈牙利大學生協助國際透明組織匈牙利分會提供攝影展特別

的想法，他們上週發行的「另類旅遊指南」，內容包含該國有關貪

腐和濫用公共資金的照片。 

    國際透明組織匈牙利分會朱迪斯．蔡斯勒（Judit Zeisler）表

示：「學生協助蒐集、撰寫和翻譯所有故事，他們也將在本週參與

照片首度公開的展覽。」展覽包含荒野中非必要的瞭望塔、危及

生命的自行車道、不開放給當地人使用的沙灘，及耗費數十億納

稅錢所建造的私人住所照片。 

馬達加斯加：培養新世代活動者的訓練營 

   上個月，學生在首都主要道路旁高舉「保護你的選票遠離貪腐」

和「不要出賣你的選擇」等宣導標語。這些抗議行動或許在許多

國家常常看到，但在馬達加斯加並非如此。 

   25 歲學生麥克爾（Michaël R.）表示：「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

事情，情緒很緊張，我們害怕因此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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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爾（Michaël R.）表示：「我們學習 198 種非暴力行動，在

此之前我從不知道能利用這麼多方式參與行動。」 

   去年在營隊認識的 35 位學生組成新的協會，在農村舉辦研討

會並計畫進行和平行動（包含上個月的抗議行動）。 

   馬達加斯加透明組織執行長克塔坎德里安娜·拉菲托森

（Ketakandriana Rafitoson）表示：「我們原本認為民眾厭倦政治，

但事實上年輕人對政治非常熱衷，並發現存在的希望。」 

   自從成功發起第一次抗議，麥克爾團隊已做好進一步行動，他

表示：「第一次抗議啟發我們採取更多的行動，希望越來越多年輕

人加入我們。」 

斐濟：發揮創意解決嚴重問題 

    拉蒂沙洛姆（Lati Shalom）14 歲時加入斐濟青年廉潔組織

（Youths4IntegrityFiji）。她被該組織有趣且有創意介紹貪腐的方

式吸引，並迅速展開個人行動，她認為：「比起僅僅說明貪腐是不

好的行為，鼓勵人們培養廉潔態度來減少貪腐更為重要，透過參

觀議會可以鼓勵更多民主行動，並拍攝影片和抖音教育民眾。」 

儘管他們部份行動是輕鬆的，但該組織也錄製了關於詐欺的影片，

公開反對一項嚴厲的新警察法規，並在推特上要求總理保護在大

學教育系統揭露貪腐的吹哨者。他們與國際透明組織斐濟分會合

作，並協助國立大學開發道德與反貪腐的線上課程。 

    斐濟青年廉潔組織（Youths4IntegrityFiji）與斐濟選舉辦公室

舉辦研討會，鼓勵年輕人投票，盡自己的力量，促使政府官員負

責。會議過程參與者舉辦模擬選舉，以瞭解開票者如何統計與計

票。青年組織成員塞萊尼亞（Selenia）表示：「年輕人認為他們的

選票不重要，我們試圖改變這個想法。」 

    這些年僅 23 歲的女性，是國際透明組織斐濟分會兼職人員，

致力為年輕人創造空間，讓他們成為社區的活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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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年輕人發掘貪腐風險 

    巴勒斯坦拉馬拉市，一群學生檢視政府出資興建的鄰近道路

工程，現場採樣後送至大學實驗室，檢驗該道路是否使用正確的

材料。這是十分聰明的偵查方法，他們發現建築公司為賺取更多

利潤，持續發生偷工減料事件，反貪腐委員會因此展開調查。對

於年僅 14 歲的學生來說，這是很大的成就。 

    國際透明組織巴勒斯坦分會執行董事伊薩姆．哈吉．侯賽因

（Isam Haj Hussein），10 多年來致力於發展青年倡議，他表示：

「我們從 10 年前開始與高中老師合作，幫助他們更熟悉誠信、透

明與課責原則，並傳達給學生。現在我們與超過 50 所學校合作。」 

官方因而推動法商學院廉潔課程，相關課程被 11 所大學採納。 

更重要的是，受立陶宛國際學校啟發，伊薩姆團隊為 18 至 24 歲

年輕人開設廉潔學校，每年都會收到數百個入學申請。每個小組

於學期末，在巴勒斯坦公共部門會準備為期 2 個月有關清廉的案

例研究。伊薩姆說明：「這是一場和平的遊行、廣播節目或是社區

研討會，所有行動都在巴勒斯坦國家社會責任日（National Social 

Accountability Day）舉行。數個月後，這些小組會追蹤政府官員針

對相關行動採取何種回應。」 

荷蘭：改變做事的方式 

    樂天‧梵‧特南布魯克（Lotte van Teunenbroek）為 21 歲法學

院學生，當時在荷蘭透明組織學習，她表示：「雖然我的實習結束

了，但我還不會放棄打擊貪腐行動。」現在她是青年透明組織的

主席，盡可能教育更多荷蘭青年瞭解貪腐及誠信的重要性。她非

常喜歡這項工作，且多數人都感受到做事方式正在改變。她和其

他成員會去訪問荷蘭大學及學生會，來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她

表示：「我們經常看到年輕人不瞭解國際透明組織在荷蘭的工作，

因此我們創造更多機會讓年輕人參與反貪腐行動，這對於即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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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職業生涯的人來說尤其重要。」 

    90 位青年已成為該組織成員，Lotte van Teunenbroek 表示：

「今年底，我們計畫舉辦一系列活動，將邀請政界、記者和專家

學者擔任講師，就政治誠信或荷蘭非法資金流動等議題進行討論。

成員們可藉此提問，並與其他對誠信和責任一樣有興趣的學生和

年輕專家一同討論。我相信年輕人可以改變目前的誠信文化，期

望政府和企業有更高的標準，而不應該滿足於不公正的現狀。」 

立陶宛：讓學童參與決策 

    立陶宛擁有歷史最悠久、最著名的透明學校，過去 12 年來，

有超過 120 個國家、1600 名校友。國際透明組織立陶宛分會德曼

特‧澤姆古萊特（Deimantė Žemgulytė）表示：「我們現在與超過 27

校合作，基本理念是讓學生對改變事物有發言權。」該模型雖然

簡單但非常有效，學生將獲配部分預算，集思廣益學校需要什麼，

並制定具體建議（包括成本），最後再由大家一同表決。他們能從

討論過程瞭解地方及歐盟運用公共資金的方式。 

    Deimantė Žemgulytė 表示：「學校從不瞭解學生的需求，學生亦

不會自願參與其中，而採取這種方式，可以引導年輕人瞭解透明

及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儘管該項目是為 11 歲至 18 歲青年所設計，但在部分學校運

行良好，他們也為了 7 歲兒童推出另外的版本。此外，他們獲得

政治支持，最近實施的預防貪腐法鼓勵學校教授推動反貪腐及透

明措施。國際透明組織立陶宛分會有政府機構支持，發揮重要作

用，倡導更廣泛的運用。 

孟加拉：建立全國青年網絡 

    孟加拉青年參與支持團體（YES）受國際透明組織孟加拉分

會指導，全國有 4000 名青年志願者及 61 個團體參與其中，是孟

加拉最大的反貪腐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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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有 45 個 YES 團體共同監測弱勢群體發展，這是一項孟

加拉政府所推動的社會安全計畫。這些小組在該計畫所列出近

95000 名受益人資格中發現 2800 多項不合格案件，並糾正當地政

府違規行為。這項調查，阻止了 40 萬美元（相當於 4000 萬孟加

拉塔卡）的濫用。 

    YES 團體負責人納茲穆斯‧薩基布‧本‧穆斯塔法（Nazmus 

Sakib Bin Mustafa）11 歲時，即意識到自己想要有所作為，他表示：

「我在學校看到國際透明組織孟加拉分會的傳單，其中提到孟加

拉因為貪腐消耗大量資金，足以開辦 10000 多所學校，幫助成千

上萬的弱勢團體，我很震驚，所以想要做點什麼來預防貪腐。」

他在年滿 15 歲時加入當地 YES 團體，現在 21 歲，正在領導社區

進行反貪腐行動。 

    除調查公共項目外，Nazmus 及其他成員舉辦資訊博覽會來提

供政府服務訊息，以及臨時諮詢服務台來指導民眾填寫訊息申請

表，並檢查政府官方網站，以發掘過時的資訊。YES 團體透過各

種方法傳達訊息，從卡通展覽到自行車集會，近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促使他們轉移到線上作業。 

    YES 團體成員到達 27 歲的年齡限制時，可以加入青年專業

人士反貪腐網路。年滿 30 歲可以加入公民委員會或公民團體。透

過此種方式，成員可持續在他們的工作地點及社區推動誠信。 

    Nazmus 表示：「世界各地年輕人以同樣方式思考，夢想建立

無貪腐的社會、國家及世界。」 

馬爾他及西班牙：年輕人更容易獲得資訊 

    馬爾他及西班牙 30 歲以下的青年發現重拾透明及揭露潛在

貪腐案件的最佳方法即為獲取公共資訊的權利。 

    國際透明組織馬爾他分會及 Access Info Europe 組織支持下，

針對貪腐、氣候變遷、重大公共採購及性別平等重要議題，向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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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及政府請求資訊自由。他們與國家決策者討論如何改進系統運

作方式，對於將政府決策公開給民眾審查，提出具體建議。 

    參與者傑里米（Jeremy）表示：「我想盡自己的力量，維護我

們與生俱來的自由。」 

俄羅斯：透明化實驗室 

    透明化實驗室向學生展示反貪腐研究，讓大學環境更加透明。 

維多利亞‧施卡里諾娃（Viktoria Shkarinova）表示：「最成功的調

查案例是大學入學率，過去政府官員濫用該系統，將子女安排錄

取最好的大學，然而在競選活動後，政府參照我們建議改變了流

程。」而這只是透明化實驗室無數改變的其中之一。 

    Viktoria 表示：「實驗室的青年致力於打擊不公正」，她相信青

年對於改變世界的想法多於成年人，因為青年們明白人生還很長，

僅有不斷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公平公開，才是我們保護生命的方式。 

突尼西亞：青年帶領 

    國際透明組織突尼西亞分會 IWATCH 牆上名言：「保持正直

就是做正確的事，即使沒有人關心。」這句座右銘被許多年輕人

銘記在心。IWATCH 堅信青年力量，為培養更多反貪腐尖兵，

IWATCH 年輕員工成立中小學生俱樂部，以及高中以上的廉政學

校，並定期舉辦詩歌及戲劇等活動。 

    IWATCH 的新計畫 ICAMPUS，來自新聞、商業和計算機科學

等不同領域的七所大學、150 多名學生組成，使突尼西亞青年能

夠瞭解自己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並成為獨立的倡議者。 

    IWATCH  25 歲工作人員希瓦爾 （Siwar）表示：「今天的學

生可能是明天的領導者、商學院的學生可能是未來財政部的員工、

新聞學院的學生可能是未來的報社編輯，我們正在培養誠信擁護

者。」 27 歲的穆罕默德‧薩拉赫‧蘇伊西（Mohamed Salah Souissi）

對此表示贊同：「年輕人應該瞭解法律、貪腐的含義以及如何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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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我們應該點名並羞辱貪汙者。」他笑著呼應國際反貪腐會

議上年輕人使用的口號。 

肯亞、巴基斯坦、祕魯、巴布亞紐幾內亞、模里西斯、尚比亞和

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 

    國際透明組織尚比亞分會定期在全國各地為反貪腐俱樂部舉

辦活動。這些俱樂部由尚比亞反貪腐委員會成立，旨在吸引和培

養新一代年輕反貪腐人士。同時，國際透明組織千里達及托巴哥

分會在中學建立誠信俱樂部。克尼卡‧查爾斯（Kernika Charles）：

「老師扮演『誠信冠軍』的角色，學生則經營誠信俱樂部，他們

制定議程並開展誠信活動。我們希望學生培養道德領導力，做出

積極的改變。」 

    巴基斯坦大學辯論線上研討會，提供年輕人與專家學者互相

交流的機會。去年 8 月，國際透明組織巴基斯坦分會與主要政黨

成員舉辦線上研討會，解釋他們如何讓青年參與公共政策，讓年

輕參與者發言提問。同年，卡拉奇大學舉辦一場貪腐雙語辯論，

匯集 18 所大學和學院，提出建議並聽取專家的回饋。 

    書麥拉‧薩瑪德罕（Shumaila Samad Khan）年僅 35 歲，已

經是一名講師，協助辦理這場辯論，他表示：「幫助年輕人瞭解貪

腐的危害，培養誠信、正直、透明、道德和社會責任良好價值觀，

使年輕人從事改革推動。」 

    在秘魯庫斯科，羅華納‧瑪莉西洛‧安東尼奧‧賈利斯托

（Lohuana Marycielo Antonio Jalixto）是試圖改革的年輕人，他透

過國際透明組織秘魯分會與普羅提卡（Proetica）取得聯繫，認識

其他青年組織，與當地反貪腐民間社會組織互動交流。他們建立

誠信網路，透過網路與其他市民建立聯繫，並調查公共投資項目

是否遵循誠信標準。 

    Lohuana 認為 Proetica 提供他們所需的培訓，能應對挑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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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識別公共投資的貪腐風險。她決心成為改革者，年輕人不僅是

國家的現在，也是國家的未來。透過公民價值來採取行動，我們

需要工具和網路等幫助。 

    國 際 透 明 組織 巴 布亞 紐幾 內 亞 分會 為 布干 維 爾島

（Bougainville）的青年代表，展開公民參與計畫，利用年輕人優

良的價值觀，灌輸青年責任感，制定解決方案。公民參與計畫發

現社區的問題，並制定可行的計畫來解決這些問題。 

    羅納德·奧蒙迪·阿迪卡 (Ronald Omondi Adika)自願加入肯

亞國際透明組織肯亞分會，表示：「我和我的朋友想建立一個名為

We CARE CBO，一個屬於我們社區的協會，讓地方青年參與反貪

腐行動。學生協助建立一套系統，可以確保學習資源的提供公開

透明並值得信任。我們持續辦理有關如何與政府合作，以及監控

氣候變遷資金運用的工作坊。」 

    國際透明組織模里西斯分會舉辦 18 至 25 歲的青年論壇，展

現他們對貪腐和資訊自由等重大問題的看法及該如何實現既定目

標。這不僅是理論，他們的建議會提交給總理、反對黨領袖、議

會議長、總統及其他政治人物。 

    國際透明組織模里西斯分會主席洛瓦尼亞‧珀塔布（Lovania 

Pertab）參與的青年完全瞭解他們島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並提供案

例來說明貪腐如何發生。 

    國際透明組織模里西斯分會也會舉辦有關「資訊自由法」重

要性的論文和演講比賽，以及中小學生講座，來幫助他們瞭解道

德、誠信、善政和民主概念。 

與眾不同的營隊和學校：約旦、哥倫比亞、辛巴威和柬埔寨 

    從沙漠中的冬季學校、哥倫比亞的線上課程到柬埔寨的青年

營，許多年輕人報名參加，想瞭解更多關於反貪腐的訊息，並採

取行動。 



21 
 

    每年冬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佩特拉附近，有 18 至 

30 歲的約旦青年聚集在沙漠中挑戰自我，讓生活、事業和國家更

加道德和透明化。國際透明組織約旦分會藉由誠信學校，鼓勵年

輕人監督選舉，並分享舉報貪腐的管道，以及學校活動的相關資

訊。工作人員 Sana' Alawaamleh 表示：「我們看到大多數參與者成

為積極的學生代表，一位年輕女性甚至在約旦大學建立人權小

組。」 

    在一個有關如何有效準備宣傳活動的會議之後，所有的參加

者會一同選擇一個議題來進行宣傳。其中一個參與者表示：「我學

到許多關於民主和反貪腐相關的知識。」 

    柬埔寨的年輕人每年都會參加國際透明組織青年營，將知識

轉化為行動。85%的參與者表示，他們在這個營隊習得的知識，讓

他們願意在未來舉報貪腐。而年輕參與者在營隊的尾聲，必須靠

自己創建個人計畫。而 Ro 所在小組的想法獲得了一筆獎金，他們

用這筆錢來培訓青年俱樂部成員，並獲得政府的認可。 

    國際透明組織哥倫比亞分會密切關注其他地方的誠信學校，

並推出認識貪腐及反貪腐等線上課程。 

    該分會協調員梅麗莎‧阿斯‧賽薩多（Melissa Arce Caicedo）

解釋：「今年我們第一所學校有 764 人註冊，促使人們加入的原

因是哥倫比亞的貪腐程度。」年輕人每天都在新聞中看到貪腐案

件。很快地，哥倫比亞分會計畫將反貪腐課程提供給更年輕的族

群，「我們下一步是調整 8 歲以上學童的課程內容。」 

    儘管受到治理不善和貪腐的嚴重影響，國際透明組織報告發

現，辛巴威有 20%的年輕人害怕加入反貪腐行動，其中 35%的人

缺乏對貪腐的瞭解。 

    國際透明組織辛巴威分會基斯‧西班達（Keith Sibanda）表示：

「這就是我們去年創辦誠信學校的原因，不僅係為了恢復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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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的信任，也鼓勵年輕人爭取問責制和透明度。」 

    學校是解決難題的第一部分，而 Keith 認為畢業後的校友會

長期參與反貪活動中。他們願意加入了我們的活動，就已經是做

出重大的改變。我們呼籲制定全面的吹哨者保護法、更透明的選

舉制度，並提倡公共採購改革。許多校友正與我們的問責制監督

委員會合作，來區辨當地社區有關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問題。他們

將持續讓年輕人參與社區活動，並向他們推廣學校課程。 

參與其中 

    從審查公共工程項目的巴勒斯坦高中生到鼓勵年輕選民參加

投票的太平洋島民們，均表明年輕人擁有比想像中更大的權力，

並有多種方式參與全球反貪腐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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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08.31/聯合國毒品及犯罪問題辦公室/ 

https://www.unodc.org/unodc/frontpage/2022/Augu

st/in-india--youth-is-key-to-integrity--peace--

health-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html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在印度，青年是誠信、和平、健康及永續發展之關鍵 

    青年、孩童及青少年係組成印度多達 13 億人口之核心。因

此，讓這些年輕世代參與教育和基於活動的學習是相當重要的，

不光是學術、專業及職業技能，還要學習與整個社會有關的生活

技能，而他們的行動對這些技能很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聯合國

毒品及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簡稱 UNODC)南亞區域辦公室及中等教育中央委員會(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 CBSE) 與印度政府 12 個重要機構高

級官員，以「將誠信、和平、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健康納入主流教育：賦予青年、教育者及家庭權力」

為主題召開共商會議，作為 2022 年國際青年日在印度最大的亮

點。此項意念亦反映在印度 2020 年國家教育政策 (The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f India 2020, NEP 2020)之中。 

 

    其中 1 位與會者強調需要更加強合作與協調，以應對毒品問

題，並指出「年青人有權知道他們周圍的風險、挑戰和脆弱性。

為此，教育必須使他們能夠成為具誠信、同理心和使命感之負責

任的公民。而在解決毒品和犯罪問題的關鍵即是預防」。 

 

    UNODC 反貪教育及青年賦權全球資源，亦即 the Global 

https://www.cbse.gov.in/cbsenew/cbse.html
https://www.cbse.gov.in/cbsenew/cbse.html
https://grace.uno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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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Initiative (全球 Grace 倡儀)，將國際社會知識及經驗帶給

教育、學術工作者、青年及反貪腐機構，俾培育向貪腐說不的文

化。「家庭技能計畫(The Family Skills Programme)」同時也將全部

的家庭視為標靶對象，並提供父母自建如何監控、監督孩子們的

活動；溝通及設定年齡限制之技能。最終， the Lockdown 

Learners series(疫情封城學習者系列計畫)在 COVID19 疫情大流

行期間啟動，持續性地提供教育工作者及學生大量建置在貪腐、

網路犯罪、歧視、假訊息、性別不平等及環保等重要議題。這系

列計畫同時設立有許多能提供學生指導及知識支援之教育工作

群，以發展面對社會挑戰時之主動性及問題解決能力。 

 

 

 

 

 

 

 

 

 

 

 

 

 

 

 

 

https://grace.unodc.org/
https://www.unodc.org/unodc/en/prevention/prevention-through-family-skills.html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southasia/publications/UNODC_Lockdown_Learners-Impact_Report_2020-2022.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southasia/publications/UNODC_Lockdown_Learners-Impact_Report_2020-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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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0531/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 

https://www.acrc.go.kr/board.es?mid=a1040201000

0&bid=4A&act=view&list_no=39460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 

廉政訊息摘要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積極宣傳「利益衝突迴避法」等反貪成果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下稱國民權益委員會）訪問了清廉印

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國際評價機構之一的英

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和德國貝塔斯曼

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 BF），並積極宣傳韓國實施「利

益衝突迴避法」等反貪政策成果，以提高該國清廉度。 

   國民權益委員會為達到符合國際地位的清廉印象指數(CPI)，

於 5 月 24 日及 25 日與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德國貝塔斯曼基

金會(BF)在當地進行了實務協商。 

    清廉印象指數(CPI)是衡量公共和政治部門貪腐程度的數值。

由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自 1995 年開始，

每年以世界 180 個國家為對象，進行評估並公佈各國的清廉程度。

評估方法是透過收集分析國家競爭力和企業投資環境的國際評估

機構之評估數據中，檢視公共和政治部門對貪腐感知程度的各個

指標所計算出來的。韓國在 2021 年清廉印象指數中，於滿分 100

分中獲得了 62 分，在 180 個國家中排名第 32 名，創下該國史上

最高成績。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是全世界各國經濟及政治發展的專門分析

機構；貝塔斯曼基金會則是民主主義社會科學研究機構。 

    國民權益委員會代表團在此次實務協商中，針對近期利益衝

突迴避法的制定和實施、公共財政回收法的運作情形等反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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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詳細的資料並進行說明。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表示，「國家風險指數是通過綜合判斷貪腐

對經濟及公民社會的影響，進而推動社會、公民和政府共同努力

的指數。而韓國是一個透過改善其反貪制度，努力克服貪腐醜聞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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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06.5/FMT/ 

https://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

on/2022/06/05/integrity-anti-corruption-course-

in-varsities-from-next-year/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校園誠信及反貪腐課程將於明年開始實施 

    吉 隆 坡 反 貪 特 別 內 閣 委 員 會 (The Special Cabinet 

Committee on Anti-Corruption)決定從明年開始，所有私立高等

教育機構（Th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PTs）

都將開設誠信和反貪腐課程。 

    馬 來 西 亞 反 貪 委 員 會 （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副首席專員 Norazlan Mohd Razali 表示該課

程將提供結構性學習，讓學生更瞭解貪腐對自身和國家的影響。

昨天在馬來亞大學反貪腐公約閉幕式後的記者會上，他說:「我們

擔心已經在工作的年輕人會受到賄賂的誘惑。讓學生接觸這門課

程，這樣他們就不會向任何人索賄或行賄」。 

    根據反貪委員會(MACC)最新數據，自 2020年至今，共有 275

名年齡在 18至 30歲的青少年因貪污罪被逮捕，其中男性 231人，

女性 44人。同一時期，共有 151名青少年被控告上法庭，其中 85

人被定罪。而這些罪名包括行賄和收受賄賂。Norazlan說:「這些

數據應該拿來提醒學生貪腐仍存在，尤其是當你進入職場時。」 

    Norazlan表示，反貪委員會(MACC)還鼓勵學生領袖們可以透

過他們的指導，來協助週知反貪相關訊息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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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111.06.02/CONCIL OF EUROPE(歐洲理事會官

網)/https://www.coe.int/en/web/greco/-/greco-

urges-european-governments-to-increase-

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of-lobbying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歐洲理事會反貪腐國家集團(GRECO) 

敦促歐洲各國提高遊說活動之透明度及問責程度 

歐洲理事會反貪腐國家集團(Group of States against Corruption,

以下簡稱 GRECO)在其年度報告中表示，歐洲各國政府應提高遊說

活動的透明度和問責制，以確保公眾瞭解哪些遊說者正試圖影響政

治決策，從而降低發生貪腐行為的風險。 

GRECO 雖然承認遊說係一項有助於民主進程及促成明智決策

的合法活動，惟 GRECO 根據過去案例強調，遊說活動仍必須充分

尊重反貪腐的標準，這可藉由設置遊說登記冊來實踐，以表明遊說

者是採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接觸，遊說者的身份和所討論的主題內

容。 

GRECO 主席 Marin Mrčela 表示：「由於媒體經常播報有關貪

腐的醜聞，民眾的信心近來在某些情形下被測試到了極限。民眾有

權知道誰在影響政治決策，且應該能夠容易及迅速獲取這類訊息，

政府應採取詳細的規則來防範這類的貪腐風險。」 

Marin Mrčela 主席進一步補充:「整體而言，我們回顧 2021 年

看到 GRECO 的建議在執行方面雖取得進展，但是這些改善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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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進一步的強化，特別是針對國會議員以及中央政府等最高行政機

關方面的反貪腐措施。此外，至關重要的是，這些反貪腐措施要能

夠全面且有效地運作。」 

該報告回顧 2021 年 GRECO 成員國在其第五輪評估（側重於

中央政府-包括最高行政職能和執法機構）下採取的預防貪腐措施，

另該報告亦有審查 GRECO 第四輪評估（涉及議員、法官和檢察

官）下採取的階段措施。 

截至 2021 年底，GRECO 已完成對 23 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和

執法機構關於最高行政職能的評估。2021 年 12 月 31 日所發布的

15 份法規遵循報告顯示，「建議」的實施進展緩慢：只有 18%的建

議已完全付諸實行、38%部分實行，惟仍尚有 44%未實施。 

2021 年期間，GRECO 會員國對第四輪評估建議的遵守情形已

有所改善：到 2021 年底，近乎半數已完全實施（45%，相較於 2020

年底的 39%），同時 37%已部分實施，18%仍尚未實施。關於國會

議員遵守建議的方面缺乏進展仍然是一個挑戰：36%的建議已完全

執行，相較之下，在法官和檢察官方面執行率分別為 47%和 54%）。 

截至 2021 年底，有 13 個國家未通過 GRECO 的第四輪合規評

估程序：亞美尼亞、比利時、波斯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丹麥、德國、

匈牙利、摩爾多瓦共和國、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和烏克蘭，以

及盧森堡和塞爾維亞，由於 2022 年發布了新的法規遵循報告，它

們不再受其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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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資料來源

/網址 

2022.8.9/SEC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2-

139 

□國外立法例 □國際組織 □重大貪瀆案件  

■其他涉及反貪腐相關措施作為(請勾選) 

廉政訊息摘要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向兩名揭弊者頒發超過 1600 萬美元

的獎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今天宣布向兩位揭弊者頒發超

過 1600萬美元的獎金，因為他們提供了該委員會在執法上重要的

情報和協助。 

第一位揭弊者促成了調查的開端，並提供了很難偵查到的違

法行為之相關資訊。這位揭弊者亦是關鍵證人，並提供了重大情

報，這有助於工作人員的調查。因此，這位揭弊者將獲得大約 1300

萬美元的獎勵。第二位揭弊者在調查過程中提交了重要的新資訊，

將獲得超過 300萬美元的獎勵。 

   「這兩位揭弊者提供的情報和協助幫助揭露了複雜的不法行

為，表明揭弊者計畫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工作的重要性。」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揭弊者辦公室主任 Creola Kelly表示，「這

些揭弊者提供了有助於 SEC 調查的關鍵情報，並提供了廣泛、持

續性合作，幫助制止了不法行為，保護了資本市場。」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自 2012年頒發第一筆獎金以來，已經向

281名揭弊者頒發了超過 13億美元的獎金。所有款項都來自國會

設立的投資者保護基金，該基金的資金完全來自證券法違法者向

SEC 支付的罰鍰。沒有人從受損害的投資者那裡拿錢或扣錢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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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揭弊者的獎勵。當揭弊者自願向該委員會提供原始、及時和可

信的資訊，並促成執法行動成功時，他們就有資格獲得獎勵。當

罰鍰超過 100萬美元時，揭弊者的獎勵可以是罰鍰的 10%到 30%。 

正如《陶德-法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Dodd-Frank 

Act）所規定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保護揭弊者的機密情資，不

能披露可能暴露揭弊者身份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