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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腐政策及作為 

2015/12/

15 

泰國國家反腐敗委

員會 

https://www.n

acc.go.th/dow

nload/article

/article_2015

1215160455.pd

f 

瑞士駐泰大使禮節性拜會了泰國

國家反腐敗委員會的主席。晤談中

特別提到泰國公、私部門的合作，

每年該委員會都會舉辦其與外國

商會總會間的會議，以增進私部門

對反貪腐政策的理解和參與。會中

亦提到該委員會和瑞士巴塞爾治

理學院的合作，特別聚焦於經驗、

知識的交流和員工反貪腐潛能的

提升。憑藉該委員會的協助，泰國

政府通過且執行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並堅決反貪腐，以提升該國的

清廉印象指數。 

2015/12/

24 

泰國國家反腐敗委

員會 

https://www.n

acc.go.th/dow

nload/article

/article_2016

0108110806.pd

f 

2015年 12月 9日，泰國國家反腐

敗委員會與其他公、私部門合辦

「國際反貪日」活動，開幕式由總

理巴育主持，帶領參加者宣讀反貪

誓詞，廉潔透明、堅守正義、拒絕

為貪腐濫用權力。聯合國毒品和犯

罪問題辦公室亦派代表參加，除了

感謝泰國政府對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的推動和執行，並指出隨著東南

亞經濟的成長，此區域的各國家都

應該更重視共同合作防制貪腐，聯

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已經

準備好，協助各國準備和執行聯合

國反腐敗公約，以達成這個目標。 

法務部廉政署 104年 12月至 105年 3月廉政訊息蒐報一覽表 



2 

 

2016/03/

15 

泰國國家反腐敗委

員會 

https://www.n

acc.go.th/dow

nload/article

/article_2016

0321134608.pd

f 

2016 年 3 月 4 日，泰國國家反腐

敗委員會舉辦討論會議，由該委員

會主席 POL.GEN. 

Watcharapol Prasarnrajkit 主

持，討論該國執行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之檢討報告。參加者包括該委員

會高級主管、檢察總長辦公室、司

法部、洗錢防制辦公室、公部門反

貪腐委員會、特別調查部及銀行家

協會。會議的目的是在檢討報告正

式出版前，蒐集相關機構對該報告

之修訂建議和資訊。 

1050313 洛桑國際管理學院 http://www.im

d.org/ 

國際透明組織 2016 年 1 月發布

2015年度清廉印象指數(CPI)，資

料來源包含自由之家、瑞士洛桑國

際管理學院（IMD）等 10個國際組

織，中國大陸評比排名第 83 名，

臺灣排名第 30名，香港排名第 18

名 

http://www.transparency.org/c

pi2015 

1050111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月 06日) 

齊來反貪-國際透

明組織 2020反貪策

略 (Together 

Against 

Corrupti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trategy 2020) 

http://www.tr

ansparency.or

g/whoweare/or

ganisation/st

rategy_2020/1

/ 

一、 在 2015年，國際透明組織發

展未來5年(2016~2020)的政策

目標和作為，現今國際透明組

織運動在全球包括超過 100個

分會及夥伴共同來運

作”Together against 

Corruption”的策略。 

二、  最優先的三個策略如下 

(一) 民眾及夥伴：重點在於對

當責的需求採取行動，與願

意進行反貪的夥伴和領導

者合作來遏止貪污行為，並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http://www.transparency.org/whoweare/organisation/strategy_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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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行動者加以保護。 

(二) 預防、強制施行及司法：

增強防貪及反貪標準及賦

與司法解除貪污豁免權。 

(三) 強化行動：瞭解我們更多

的反貪作為，強化我們的影

響力來阻止貪污，我們要以

身作則來反貪。 

1050310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03月 04 

日) 

難民危機與貪污 

(The refugee 

crisis: why we 

need to speak 

about corruption) 

 

 

 

 

http://www.tr

ansparency.or

g/news/featur

e/the_refugee

_crisis_why_w

e_need_to_spe

ak_about_corr

uption 

一、 在 2015年，超過百萬名移民

者及難民因戰爭、貪污和暴力

而逃離中東、亞洲和非洲並前

往歐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大的難民危機。 

二、 隨著歐盟和國際組織討論處

理難民危機，貪污對難民的影

響卻很少被關注。貪污如何讓

難民的生命處於危機之中呢? 

(一) 難民走私者賄賂官員核發假

護照及簽證，並賄賂邊境管理

者官員及沿海地主讓難民通

過。 

(二) 女性額外面臨遭受性侵、脅迫

的風險。 

(三) 許多難民擁擠在船上，並因假

的救生衣及船長常棄船而導

致數千的難民死於前往歐洲

的地中海上。 

三、因此，打擊貪污對減緩難民的

的爭議是很重要的。提到處理難民

危機，貪污議題應被排進歐盟的議

程中。 

 

2016/3/2

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http://www.oe

cd.org/corrup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反賄部長級

會議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the_refugee_crisis_why_we_need_to_speak_about_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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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tion/oecd-ant

i-bribery-min

isterial-2016

.htm 

2016年 3月 16日，OECD在巴黎主

持反賄公約部長級會議,在 OECD

會議中心舉行。來自反賄賂公約

41個締約國與主要合作國部長與

會以及來自私部門、國際組織及民

間社會之領導人參加。會議由義大

利司法部長 Andrea Orlando主持。 

本次會議提供一個獨特帄台討論

如何加強執行反賄公約,本次會議

也是交換對抗海外賄賂及新興議

題之契機,特別包括以下幾點: 

吹哨者保護及促進 

信息揭露 

國際合作 

反貪腐合作 

本次會議也提供 OECD 反行賄工

作小組未來各項活動之願景與支

援並提供一個機會來辨識前三階

段各項成就並正式啟動第四階段

及鼓勵主要非簽署國加入該公約

與反賄工作小組。 

 

2016/3/2

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ttp://www.oe

cd.org/cleang

ovbiz/integri

ty-forum-2016

.htm 

2016廉潔論壇-對抗隱藏關稅:全

球貿易零貪腐 

2016年 4月 19-20日將於 OECD 巴

黎會議中心舉行 

議程 

發展廉潔貿易之長期 

願景 

防制海關貪腐 

保護你的供應鏈 

新興市場中健全你的 

企業 

打擊非法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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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

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http://www.oe

cd.org/daf/an

ti-bribery/Fi

ghting-the-cr

ime-of-foreig

n-bribery.pdf 

對抗海外行賄犯罪-反賄公約及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反行賄工作小

組 

一、 反賄公約簽署國: 

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

比利時、巴西、保加利亞、加

拿大、智利、哥倫比亞、捷克、

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

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

本、韓國、拉脫維亞、盧森堡、

墨西哥、荷蘭、紐西蘭、挪威、

波蘭、葡萄牙、俄羅斯、斯洛

伐克、斯洛維尼亞、南非、西

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

英國、美國(所有 OECD 34個

會員國及 7個非會員國簽署反

賄公約) 

二、 對抗海外行賄犯罪-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帶領全

球對抗貪腐，海外公務門是對

抗貪腐不可獲缺的元素也是

41個反賄簽署國共同的信

念。(OECD秘書長 Angel 

Gurria)。 

為何對抗海外行賄? 

反賄公約是甚麼? 

用反賄公約對抗海外行賄 

三、 對抗海外行賄成效表 

反賄公約簽署國 

簽署國立法與執法過程 

執法成果 

四、 貪腐助長對全球性 

重要的威脅例如恐怖主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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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暖化、難民危機，因此對抗

貪腐是至關重要的。(OECD反

賄工作小組主席 Drago Kos)。 

反賄公約過去 17年來如何

被執行 

全球執法部門合作 

五、 拓展全球反賄社群 

東歐與中亞反貪網絡 

全球執法網絡 

經合組織亞洲發展銀行-亞

太反貪倡議 

經合組織非洲發展銀行-支

持商業誠信及反貪倡議 

經合組織拉丁美洲反貪計畫 

烏克蘭反貪專案 

2016/01/

28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https://www.c

pib.gov.sg/ 

國際透明組織清廉印象指數 

新加坡排名進步 

一、 2016年 1月 27日國際透明組

織(TI)發佈 2015年清廉印象

指數(CPI)新加坡從 84分進步

至 85分再次領先其他亞洲經

濟體，在 168個國家中排名第

8。 

二、 清廉印象指數(CPI)由專家學

者及企業人士衡量全球公部

門腐敗層級，評分從 0至 100

分得分越高者代表越清廉，有

12種不同數據來自與貪腐有

關之民意調查來建構 CPI指數

其中 8種數據被用來計算新加

坡得分，其中的 4種數據新加

坡得到最高分數。 

三、 新加坡依然是全球最不貪腐

的國家之一，公部門也是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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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廉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這證

明了新家坡在反貪腐中持續

關注並承諾貪污零容忍政

策，2015年國際透明組織(TI) 

清廉印象指數(CPI)中，由貪

污的投訴與檢舉數量創 30年

新低這顯示了新加坡的貪腐

情形仍在控制之中。 

105/03/2

3 

香港廉政公署

（2016年 3月第 22

期廉政快訊） 

標題： 

「Graft 

prevention 

package for 

retail industry」 

 

廉政公署將於 4月

推出零售業防貪培

訓教材 

http://www.ic

ac.org.hk/ica

c/post/issue2

2/post_en.htm

l ﹙2016年 3

月第 22期廉政

快訊﹚ 

為使零售業從業人員對潛在貪污

風險提高警覺，以及加深業者對預

防相關風險的認識，香港廉政公署

防止貪污處將於 4月份推出「零售

業防貪培訓教材 - 誠信+品質：購

物天堂」，透過六齣短片闡釋零售

業在銷售營運、折扣優惠、顧客轉

介、存貨管理、採購事宜和員工管

理方面常見的貪污舞弊問題。這套

培訓教材除了就個別貪污漏洞作

出分析，亦會提供防貪建議及概述

《防止賄賂條例》相關條文的要

點。 

105/01/1

1 

韓國反貪及民權委

員會 

（2016年 1月 11

日） 

新聞標題： 

「2016 ACRC 

Training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Practitioners」

2016年ACRC國際反

貪培訓班 

 

http://www.ac

rc.go.kr/eng/

board.do?comm

and=searchDet

ail&method=se

archDetailVie

wInc&menuId=0

205&confId=62

&conConfId=62

&conTabId=0&c

urrPageNo=1&b

oardNum=52148 

韓國反貪及民權委員會（ACRC）將

於 2016年 5月 16日至 25日舉辦

ACRC國際反貪人員培訓班。培訓

課程包括反貪策略、預防措施、貪

污和賄賂的調查、保護舉報人，以

及韓國的反腐敗制度和主要反腐

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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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 新聞發布：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打擊國際

商業賄賂之崛起 

http://www.ap

ec.org/Press/

News-Releases

/2016/0224_br

ibery.aspx 

國際商業賄賂事件在亞太地區

正在崛起，導致 21 個 APEC 成員

經濟體聯手，企圖打擊此一對市場

成長和發展的共同威脅。來自該地

區的高級反貪腐官員本週在利馬

開會，以評估助長公職人員受賄的

跨境商業交易不斷變化的情勢，並

採取新的措施，協同解決這些問

題。 

根據世界銀行資料，每一年，全

球貪腐的經濟成本超過 2.6 兆美

元，或百分之五的整體國內生產毛

額（GDP）。另據估計，增加超過百

分之十做生意成本，同時阻止外國

和國內投資，提高公共服務和基礎

設施計畫的成本。 

官員加強了專業技術交流，支持

APEC 經濟體與經合組織協調對犯

罪和賄賂案件起訴。注意力集中在

建立對法律框架，立法和調查程序

的認識，以及企業的責任和執行國

際標準的規定。 

  

http://www.apec.org/About-Us/About-APEC/Member-Economies.aspx
http://www.apec.org/About-Us/About-APEC/Member-Economie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