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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銀行新採購框架制度 本則有

於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生 全篇中
效。新採購框架的目的是 文版翻
幫助各國優化公共支出， 譯，本則
並提升採購效益。
訊息摘
二、 新採購框架使世界銀行更 要參考
加符合借款國需求，同時 網址如
在世行貸款項目中始终堅 下:
持嚴格的採購標準。新採 http://
購框架擴大了採購工具的 www.shi
種類範圍，使其能更適合 hang.or
不同的國情和客户需求。 g/zh/ne
三、 世行治理全球實踐局高级 ws/pres
局長戴博拉∙维茨尔说： s-relea
“ 有 了 採 購 制 度 的 現 代 se/2016
化，世行期待與各國共同 /06/30/
努力提高公共支出效率和 new-wor
加 強 世 界 各 國 的 採 購 制 ld-bank
度，這將有助於確保公共 -procur
資源得到更有效地運用， ement-f
並有助於各國提供更好的 ramewor
教育、衛生、基礎設施等 k-promo
重要服務。
tes-str
四、 世 界 銀 行 執 行 董 事 會 於 engthen
2015 年 7 月初步批准這一 ed-nati
新政策框架。該框架針對 onal-pr
世界銀行在 172 個國家總 ocureme
計约 560 億美元的貸款採 nt-syst
購項目，並歷時三年、經 ems
過 100 個 國 家 向 政 府 部
門、民間社團和私營企業
5000 多人的徵詢意見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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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
http://www.wor
(THE WORLD BANK) ldbank.org/en/
新聞標題：
news/press-rel
(2016 年 8 月 19 日) ease/2016/08/1
世界銀行新採購制 9/new-procurem
度幫助南亞增進透 ent-system-imp
明度和發展
rove-developme
(New Procurement nt-impact-andSystem to Improve transparency-s
development
outh-asia
Impact and
Transparency in
South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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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
(TI）
新聞標題：
(2016 年 8 月 25
日)
埃及小麥貪腐事件

http://www.tra
nsparency.org/
news/dcn_news/
daily_corrupti
on_news_25_aug
ust_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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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的結果。
五、 新框架將引進一個基於信
息通信技術（ICT）的追蹤
監測工具，即“採購交换
系统追蹤（STEP）”，在
加快採購過程的同時增進
透明度與問責制。世行還
將加強採購相關投訴的處
理辦法。
一、為了跟上世界潮流，世界
銀行於 2016 年 8 月 19 日公
開一項新的採購制度來幫
助南亞的夥伴國家，在採購
產品及服務時提高公共支
出的效率、加強國家採購政
策和改善發展的項目。此項
採購框架使世界銀行更符
合顧客的需求。
二、南 亞 為 最 先 使 用該 更 具
彈性、效率及透明化的採購
制度。在印度，the North
Eastern Region Power
Systen
Improvement
Project (NWRSIP) 計 畫 已
被世界銀行董事會在今年
7 月同意採用此採購制
度，另在斯里蘭卡的計畫也
將很快因此項新的採購制
度而受惠。
埃 及 的 供 應 部 部 長 Khaled 1050901
Hanafi 因小麥貪腐事件而於 8
月 25 日辭職下台。埃及現為
世界最大的小麥進口國。7 月
時，由於懷疑收購工作存在欺
詐行為，埃及政府近期對收購

(Egypt's wheat
corruption
str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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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TI）http://www.tra
新聞標題：
nsparency.org/
(2016 年 8 月 31
news/dcn_news/
日)
daily_corrupti
巴西總統羅賽芙遭 on_news_31_aug
國會參議院彈劾通 ust_2016
過罷免去職。
(Dilma Rousseff
impeached by
Brazilian
senate )
國際透明組織（TI）http://www.tra
新聞標題：
nsparency.org/
(2016 年 9 月 7 日) news/dcn_news/
馬爾地夫總統的貪 daily_corrupti
腐行為被揭露
on_news_07_sep
(Exclusive:
tember_2016
Maldives
president's
corruption
revealed)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http://www.ica
反貪獨立委員會
c.nsw.gov.au/m
edia-centre/me
dia-releases/a
rticle/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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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的基金進行嚴查。此外，
埃及於上星期的一項國會報
告指出，經委員會的調查後共
有 20 萬噸儲存於 10 處地方的
小麥不翼而飛。
巴西首位總統羅賽芙因經濟
衰退及貪腐醜聞事件遭國會
參議院彈劾，以 61 票對 20 票
通過罷免去職，同時結束 13
年勞工黨的執政。

半島電視台的調查組揭露馬
爾地夫政府高層的貪污事
件，包括盜竊、賂賄行為及洗
錢，而馬爾地夫總統被指控收
賂。

根據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反貪
獨立委員會 2015 年的調查，
知道該委員會的受訪者中，有
60％認為該委員會成功地減
少州內的貪腐，這個比例是自
1993 年這項調查開始以來，最
高的一次。
75％的受訪者表示該委員會
成功地揭露新南威爾斯州的

1050926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 http://www.nsw
反貪獨立委員會
.ipaa.org.au/e
vents/2016/11t
h-national-inv
estigations-sy
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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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公務價值倫 http://www.tbs
理 局 (The Office -sct.gc.ca/psm
of Public Service -fpfm/ve/code/
Values
and va-vaq-eng.asp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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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93％相信該委員會的存
在對該州人民是一件好事。56
％的受訪者非常願意向該委
員會舉報嚴重的貪腐行為，這
個數據相對於 2012 年的 41％
是很顯著的增加。36％的受訪
者能夠說出委員會的名稱，83
％受訪者知道該委員會。
共有 501 位符合資格的民眾同
意參與這項調查。
第 11 屆全國性調查座談會
(National Investigations
Symposium)，將於 11 月 9、10
日在雪梨四季飯店舉行，現已
開放報名。座談會的共同發起
人包含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反
貪獨立委員會、新南威爾斯州
監察辦公室、新南威爾斯州政
府。座談會提供公部門調查人
員及投訴處理者增進調查知
識、技能和技巧的機會，參加
者亦可藉此建立調查圈的新
人際網絡，並豐富既有的。
第一天的主講人是美國反禁
藥 組 織 的 執 行 長 Travis
Tygart ， 他 將 談 到 對 Lance
Armstrong 的調查。因為該組
織的調查，Lance Armstrong
被褫奪了 7 次環法自行車賽冠
軍的頭銜並終身禁賽。
公務價值與倫理規範的 Q&A 討
論
一、公共服務價值與倫理規
範，為各個層級的公務人員闡
述了引導決策、傾向與行為的

價值倫理實踐。也只有在這些
準則被實踐，也才因此受益。
二、公務人員揭發保護法(The
Public Servants Disclosure
Protection Act PSDPA) 是 公
部 門 準 則 (Public Sector
Code)的推手之一。 公務人員
揭發保護法是政府增加人民
對公部門價值倫理信賴的重
要部分。
三、公務人員揭發保護法第六
部分要求聯邦政府下的所有
組織皆要制訂屬於自身的規
範(在公部門準則之下)。相關
規範的制訂有彈性，端視這些
組織想怎樣形圕準則。
四、公務倫理可以適用在甚麼
情況下?
1.經理聽到有人在講黃色笑
話
2.一個政府人員看到角落有
一箱政府檔案，箱子上頭無任
何標示。
3.新管理者發現員工的舉止
不合規範。
4.一位公務人員在選舉中活
躍。
5.一位公務人員關切執行政
策的過程是否合乎倫理。
五、活動與討論：本部分提供
有助於討論、對話有關工作場
所的倫理、價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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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風險顧問 http://www.asi
公司(Political
arisk.com/subs
and Economic Risk cribe/dataindx
Consultancy,
.html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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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http://www.coe
團
.int/t/dghl/mo
nitoring/greco
/news/News2016
/News(20160727
)Eval4_Cyprus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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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工作會議上，提出有趣的
倫理議題或公共服務價值的
新穎觀點。
2.分成兩組辯論有關倫理與
價值的議題(按照正式的辯論
程序)
3.分成兩個小組進行企劃，主
題有關一項或多項公部門價
值，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接著兩個小組分別交換企
劃，並分析、討論可能的解決
方法，並將有關的討論、評
論、批評與原作者在會議分
享。
2016 年亞洲貪腐報告，本報告
每年出版於第一季結束前，
我們最新的報告是根據最新
的一份 1,742 位中高級政府官
員(國內與國外)在亞洲、美
國、澳洲工作的數據。每個國
家包含至少有一百名記者蒐
集數據，除了澳門與柬埔寨
(分別有 89 及 85 位)。這些數
據的期間從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的第 3 周。完整版
報告包含有 16 國家及地區概
要 (限訂閱者)。訂閱 Asian
Intelligence service 可以下
載貪腐報告。
Cyprus
should
increase
transparency in parliament and
define rules for lobbying and
gift giving, among other
recommendations
賽浦路斯應提升其國會透明

en.asp

度及界定遊說送禮的規則。
GRECO 於一份新報告中建議圔
浦路斯應改善議會、法官和檢
察官的反貪腐措施。
雖然立法機關的全體會議對
外公開，提出的法案也對外公
布，然而遊說並沒有明確規範
也沒有定義利益衝突，GRECO
建議可採行道德守則，並加以
改革現行的國會議員資產申
報制度，以涵蓋其所有資產。
而且這些申報的監測系統最
好獨立於眾議院之外執行。此
外，GRECO 支持賽浦勒斯正進
行的減少國會議員豁免權，其
中包含被過度保護的言論、意
見、投票自由。
GRECO 認為賽浦勒斯的司法部
門有憲法所制定的高度獨立
性，但司法機關內的利益衝突
存有需要反思的可能性，法官
招募標準也應更精進。儘管賽
浦勒斯的法官擁有良好聲
譽，GRECO 報告仍建議由各級
法官積極參與制定道德守
則，及發展法官專業培訓。
該報告還建議賽浦勒斯檢察
部門應被賦予更高程度的獨
立性，且賦予檢察人員履行其
職權時更多的自主權。另外表
示檢察部門內刑事案件的分
配標準應有更好的建置，案件
的重分配也應合理且有據可
查，以防止偏袒。該報告還建
議，檢查人員應受特別道德守
則規範，而且應完成更多道德
7

與預防腐敗領域的定期培訓。
10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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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http://www.coe Council of Europe calls on San
團
.int/t/dghl/mo Marino to ratify the Criminal
nitoring/greco Law Convention on Corruption
/news/News2016 and to upgrade political
/News(20160712 financing law
)Eval3_SanMari 歐洲理事會呼籲聖馬力諾批
no_en.asp
准刑法反腐敗公約，並提升政
治金融法
GRECO 今天呼籲聖馬力諾應批
准並落實刑法反腐敗公約，以
及健全政治資金的立法。
GRECO 並強調聖馬力諾批准刑
法反腐敗公約及納入國家法
律之需要，特別是由私部門腐
敗和交易所影響的刑事犯罪。
GRECO 承認聖馬力諾強化政黨
日常財務紀律的重要努力。它
要求額外的立法改進，以填補
關於非貨幣性捐贈的缺口，政
黨的合併，拆分或倒閉事件和
其剩餘資金，以及議會獨立成
員的會計責任。GRECO 還建議
加強現有監督政治資金規則
的系統，調查涉嫌侵權，最終
提供有效的制裁。
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http://www.coe Council of Europe calls on the Page not
團
.int/t/dghl/mo Republic of Moldova to found
nitoring/greco improve
anti-corruption
/news/News2016 measures in repect of MP's,
/News(20160705 judges and prosecutors
)Eval4_Rep.of. 歐洲理事會呼籲摩爾多瓦共
Moldova_en.htm 和國改善國會議員，法官和檢
察官的反腐敗措施
GRECO 呼籲摩爾多瓦共和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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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印尼
語縮寫 KPK）

http://www.kpk
.go.id/id/beri
ta/berita-kpkkegiatan/3271ketika-musisimelawan-korup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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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並確保有效地履行國會議
員，法官和檢察官的反腐敗立
法。GRECO 認定為關鍵問題的
有反腐敗法律及政策的不一
致，能量薄弱，以及負責打擊
腐敗的主要機構缺乏獨立性。
KPK 結合演藝人員辦理「廉政
音樂會」，重申政府反貪腐立
場
一、2016 年 2 月 22 日，於 KPK
大樓中庭舉辦「反貪腐音樂
會 」， 邀 請 眾 多印尼 支 持
KPK 廉潔理念之歌手與樂
團共襄盛舉，音樂會吸引大
批民眾前往，委員會的官員
也融入人群參，與民眾零距
離接觸。
二、表演中，KPK 代表人員和
印尼知名樂團 Slank 一同
上 台 ， 重 申 關 於 Law
Revision Commision 計畫
的反對。
三、KPK 主席 Agus Rahardjo
感謝 Slank 樂團支持委員
會的態度與反對在印尼引
起 高 度 爭 議 的 Revision
Commission 法案。
四、另 SLANK 樂團並創作多首
已反貪腐為主題的歌曲
「Like The Corruptor」、
「Halal」、「Hey Dude」以
及「Corruptor Dor」等。
參與民眾給予本次「廉政音
樂會」高度評價，並認為對
政府推動廉能政府有所助

益。
1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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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印尼
語縮寫 KPK）

http://www.kpk KPK 主席與能源及礦物資源
.go.id/id/beri 部等 5 部門召開石油能源會議
ta/berita-kpk- 一、2016 年 6 月 4 日 KPK 主席
kegiatan/3373與能源及礦物資源部等的
di-kaltim-kpk長官召開 2016 年能源合作
dorong-perbaik
監督會議，KPK 主席強調在
an-tata-kelola
一些議題上仍有進步空
-migas
間，如溝通領域、受保護
的領域，擊應收項目的業
務，可能對機關廉能產生
負面影響。
二、印尼有 3900 個採礦許可
存於灰色地帶，如果預防
貪瀆機制沒有進步，可能
衍生弊端。
三、本 次 會 議 是 去 年針 對 石
油和天然氣部分共同監督
的後續行動。在這個活動
中，委員會把涵蓋範圍擴
大到礦物及煤開採、電力
和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溝通
部分。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http://www.kpk KPK 推動鄉村自治資金
Corruption
.go.id/id/beri 一、 KPK 特別關注法律村的
Eradication
ta/berita-kpk完成，法律村被定位為發
Commission（印尼 kegiatan/3448展的主角並且可以用村
語縮寫 KPK）
kpk-ajak-masya
子名義募集資金。為了多
rakat-kawal-da
於 74000 個村莊，政府已
na-desa
經在 2015 年投入高達盧
比 20 百萬兆，在 2016 年
增加並達到盧比 47 百萬
兆。這個數字預期到了明
年會增加，達到盧比 70
百萬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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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 為 這 個 額 度 的 資 金
管理，委員會找了多位權
益關係者共同管理監督
法律村資金的發展以及
治理，大部分居民成為這
項法律的直接受益人，本
計畫透過公民新聞網而
提升群眾意識，並期待社
會扮演提供教育和知識
在村莊的發展上。
三、 因 此 ， 委 員 會 在
5/20-5/21 星期五到星期
六舉辦了關於公民新聞
網的工作坊，總共有 52
個人參加這個活動，他們
來自不同的社區，包括社
區廣播、學生記者、部落
客、反貪腐組織、以及作
家和影片製作人及導演
的組織。在兩天之中，他
們為錯綜複雜的村莊治
理提供了不只新聞的素
材，還有反貪宣導，Head
of
News
and
Publications Priharsa
Nugraha Commission 鼓勵
大眾透過公民新聞網參
與監督村莊資金的使用
與建造，公民新聞網可以
被分配到計畫的委員會
通訊媒體，例如網路、
Integrito 雜 誌 、
KanalKPK 廣 播 以 及
KanalKPK 電視台。KPK 對
村莊法案的完成抱持樂
觀跟積極的想法，村莊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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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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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足並且進步。因此，
社會應該關心這些改
變，其中一個就是透過傳
播對社會有用的資訊。
四、 村莊治理的模式，從計
畫到決定，鼓勵居民參與
從計畫到村莊發展過程
的護衛。「人們應該扮演
教育的角色所以我們能
夠了解村莊真正的潛
力、規則及權威。因為控
制的中心實際上就是教
育本身。」他說。在得到
基本的簡報之後，參與者
也深入了解公民做有價
值報導的技巧。在他關於
公民報導的報告中，紀錄
片 社 群 的 創 辦 人
Watchdoc
Dhandy
Laksono 解釋一些公民記
者必頇擁有的技巧和知
識。活動接著在日惹進行
新聞和特色作品的練
習，參加者根據使用溝通
媒介被分為許多組，像是
印刷、線上作業、廣播和
視聽媒體。
印尼政府撤銷核准有疑義之
採礦許可證
一、在印尼 10388 個採礦執照
中，有 4023 個採礦執照之
核准有疑慮。印尼政府藉
由撤除 500 個處於灰色地
帶的許可證來控制採礦執
照，撤銷的許可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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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達到行政要求、許
可無效力或重覆許可。
二、指導者礦物和媒、能源部
的 將 軍 Bambang Gatot
Ariyono 說區域持續的被
社會化，地方政府應該在
它們各自的區域主動的提
報採礦執照的最新狀態。
此外，省政府也積極的鼓
勵提報關於已經撤銷的採
礦許可資料給中央政府，
以杒絕有疑義之採礦許
可。
三、根據印尼 2015 年的官方
資料，印尼在 2003 到 2014
年失去潛在收益高達 2 千
350 億盧比，這是因為礦物
和媒採礦許可逃稅實行的
結果。數以千計的採礦公
司沒有納稅人身分號碼，
逃避繳納礦區使用費，為
杒絕此種漏洞，印尼政府
撤銷所有不符規定之採礦
許可。
為落實行政透明，KPK 推動之
「反貪腐ＡＰＰ」正式啟用。
一、為預防貪腐，KPK 於雅加
達宣布反貪腐應用程式
-JAGA APP 正式啟用。並與
內政部、衛福部、高等教
育研究及科技部、以及
Health BPJS 簽訂協議備
忘錄。
二、JAGA APP 為民眾參與監督
政府的管道，以及地方政

府對學校、醫院、健康中
心提供服務和設備是乾淨
且透明的。這個 APP 可以
透 過 Android 手 機 上 的
MAINTAIN 商店下載。在這
個 APP 中，包含四個監督
公共服務，例如學校、醫
院、健康中心和政府核照
服務等功能。
三、在教育服務項目，民眾可
以確認基本資料以及現有
的學校設備，包含正在使
用的預算。此外，人們也
可提出興革建議於公布欄
討論。
四、醫院方面，大眾可以確認
基本資料、醫生、房間號
碼等，以及提供相關建議
或投訴於公佈欄。
五、當 服 務 內 容 進 行 批 准
時，除了確認類型和批准
需求外，或確認執照的狀
態，人們也可以線上申請
許可，讓大眾服務更加透
明化，APP 也邀請社群參與
監督以及大眾服務在教
育、健康以及批准服務。
六、由 於 上 開 政 策 領域 使 用
一大筆預算，如教育預算
占州預算的 20%，而健康占
5%。在 2016 年，政府分別
編列盧比 4 億 2 千 8 百萬
兆以及 1 億 6 百萬兆。另
一方面，在教育以及健康
區域的貪腐等級，還是相
當高。在教育部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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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 的貪腐案件，有
425 件是州的貪腐，損失
130 萬兆，而健康部分從
2001-2013 年的貪腐有 122
件貪腐，並且 keruguan 縣
達到 5 千 9 百 40 億。
七、因此，透過政府監督系統
打擊貪腐的努力需要社群
更廣泛的參與。在這方面
科技的革新，是其中一項
委員會的努力，並在持股
人的啟動機制扮演重要角
色，能使政府運作更完美。
KPK and BPS 簽訂共同合作契
約，宣示並肩合作打擊貪腐
一、 KPK 和 BPS 主席於 8 月
15 日簽訂合作契約，同意
合作於提供和使用資訊
或統計資料，以及發展方
法論,統計資訊系統，以
及人力資源。 這個合作
是策略性的一步，是使雙
邊制度和一般國家發展
的工作計劃能成功。從這
層夥伴關係，兩個組織可
以提供洞察力以及和印
尼有關的統計資料，以及
協助科技完成的搜集、進
步和資料分析印尼貪
腐，各種模式和貪腐手法
各式各樣，提供可用的數
據。
二、 BPS 於 2015 年發行防貪
指引手冊－Ipak，總規模
達到 3.59 (在 0-5 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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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顯示 Ipak 都市社群
(3.71) 高 於 鄉 村 人 數 的
Ipak (3.46)，並且教育
程度越高，印尼社會的反
貪腐行為越高。
KPK 舉辦反貪教育研習
一、KPK 舉辦「老師反貪腐寫
作」(Teachers Supercamp
2016)。這個活動最初的用
意是要老師參與，傳達價
值給各媒體以利反貪腐學
習。
二、該 研 習 是 為 了 印尼 那 些
想要參加並提供點子和反
貪腐點子的老師開設。去
年這個活動有很多中等以
及高級中學的老師參加，
今年則將參與對象擴及帅
稚園、小學、國中以及高
中教師。
三、透過本次研習，指導老師
如何透過圖畫書、漫畫製
作教學用的反貪腐媒體，
給帅稚園和小學 1、2、3
年級。小故事、詩、和戲
劇給小學 4、5、6 年級以
及中等級高級學校。」
四、2016
Teachers
Registration Supercamp
在 8 月 11 到 9 月 11 日舉
行。通過遴選的申請者會
在 Bali 進行一周的訓練。
訓練的過程中，並聘請知
名漫畫家、劇作家授課。
五、25 個參加者會被分成五

1050927

類，也就是小故事(小故
事)、詩、作文、漫畫和戲
劇。其中一項作品，就是
演繹推理 Corruption of
Master SMA Negeri 2
Yogyakarta, Istiqlal 。
他把反貪腐的價值加入其
中一個數學材料辯論的章
節，使學生更容易同時學
習數學和反貪腐價值。
香港廉政公署
http://www.ica 恩斯克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7 日 c.org.hk/en/pr 唯一董事兼股東陳正喜﹙本案
新聞公告）
/index_uid_187 被告﹚
，於 105 年 6 月 29 日按
標題：
6.html ﹙2016 年 預約前往在旺角的香港上海
「公司董事就開立 9 月 27 日新聞公 匯 豐 銀 行 有 限 公 司 ( 匯 豐 銀
帳戶以香水行賄銀 告﹚
行)中小企中心，為恩斯克香
行職員判囚六個
港開立帳戶，並由一名女性助
月」
理經理在銀行接待。當該助理
經理詢問被告有關恩斯克香
港的業務詳情及需要匯豐銀
行提供的服務時，被告未清楚
回答。助理經理於是要求被告
在兩周內提供進一步證明文
件。被告於同年 7 月 12 日在
沒有預約的情況下再次到該
中心並進入助理經理的辦公
室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被告遂
趁助理經理離開辦公室影印
文件時，在其座位後的櫃子上
放了一個小購物袋，並表示想
跟助理經理交朋友，所以送她
一瓶名牌香水噴霧。助理經理
多番拒絕接受，被告收回該
袋，卻又將它放入其公事包
內。被告於同年 9 月 22 日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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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人員拘捕。廉署人員從被
告檢取了一個購物袋內載有
一瓶名牌香水噴霧及一張銷
售發票。該發票顯示被告於本
年 7 月 11 日， 即被告與助理
經理第二次會面前一日，以
1350 元購買該瓶名牌香水噴
霧。後被告於 105 年 9 月 26
日承認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中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遭
判刑 6 個月。
香港廉政公署
http://www.ica 廉政公署起訴香港郵政一名
（2016 年 9 月 2 日 c.org.hk/en/pr 前員工及另外兩名共犯，控告
新聞公告）
/index_uid_186 他們涉嫌串謀詐騙香港郵政
標題：
4.html ﹙2016 年 遺失掛號郵件賠償費共計逾
「Trio in court 9 月 2 日新聞公 45 萬元港幣。
over $450,000
告﹚
此三人分別為陳嘉祐，31 歲，
false claims for
香港郵政前客服人員，並派駐
lost registered
於郵件查詢組；曹碩恒、31
mails」
歲、無業；及伍俊諺、33 歲、
電腦系統分析員，兩人均為陳
三人疑涉詐騙遺失
的舊識。
掛號郵件賠償 45 萬
根據香港郵政規定，掛號郵件
元遭廉政公署起訴
在投寄過程中若有遺失，寄件
今審判
人可獲得每件郵件最高 320 元
連同郵資的賠償。
三名被告涉嫌於 2012 年某日
至 2015 年 5 月 20 日期間，以
「Mr Cho」、「Mr Ng」或「Mr
Choi」等不實名義，透過香港
郵政以掛號郵遞方式將 3039
件郵件寄給在巴基斯坦、菲律
賓、印度、義大利、英國及科
威特的不同收件人。
被告謊稱該 3039 件掛號郵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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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1531 件因無法追查而
被香港郵件當作遺失郵件，其
中均裝載有一支價值 460 元或
500 元的原子筆，而「Mr Cho」
及「Mr Ng」有權就該 1531 件
的每件掛號郵件， 向香港郵
政申索最高賠償額 320 元、郵
資另計。他們涉嫌誘使香港郵
政的職員向曹及伍發放共計
逾 45 萬 1000 元， 作為其中
1398 件掛號郵件的賠償。 三
名被告各獲准以現金一萬元
保釋，並受命不得騷擾控方證
人。
廉政公署接獲香港郵政轉介
的貪污投訴，調查後揭發上述
涉嫌罪行。香港郵政將在調查
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香港廉政公署
http://www.ica 52 歲胡恒富承認 17 項違反普
（2016 年 8 月 19 日 c.org.hk/en/pr 通法串謀詐騙罪名，串謀他人
新聞公告）
/index_uid_186 非法干擾 18 個商業及住宅單
標題：
0.html （2016 年 位的電錶，以詐騙兩間電力公
「Man gets two
8 月 19 日新聞公 司電費共逾 46 萬 5000 元，棄
years for
告）
保潛逃約 14 年後返港後被廉
electricity meter
政公署起訴，地方法院判處兩
tampering scam
年刑期。
after absconding
胡恒富於案發時任職電力技
for 14 years」
工，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
及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
男子非法干擾電錶
為公用事業公司，分別為香港
詐騙電費潛逃 14 年
島、九龍及新界供電，並在其
後回港判囚 2 年
客戶的處所安裝電錶，紀錄用
電量以徵收費用。
胡恒富於 2001 年 6 月 29 日至
10 月 29 日期間，與他人串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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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位於港島區的 4 間餐廳及
1 個住宅大廈的電錶，因而導
致港燈短收約 22 萬 9000 元電
費。胡恒富另於 200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01 年 10 月 29 日期
間，與他人串謀干擾分別位於
九龍及新界的一個公家單位
及 12 個商業處所，即 6 間餐
廳、2 間公司、1 間夜總會、1
間麵包店、1 間健身中心及 1
間汽車服務中心的電錶。涉案
處所因而被徵收少於其實際
用電量的費用，導致中電少收
23 萬 6000 多元。
廉政公署接獲貪污投訴，經調
查後揭發上述罪行。胡恒富在
接受廉署人員訊問時，坦承從
中獲取金錢利益達 13 萬 3500
元。胡恒富於 2001 年 10 月 29
日被廉署人員拘捕後，獲准保
釋以待進一步調查。惟其於
2002 年 8 月 14 日棄保潛逃，
法院遂發通緝令緝拿歸案。他
於 2016 年 5 月 29 日經羅湖管
制站從中國大陸回港時，即遭
廉署人員拘捕，起訴後，遭地
方法院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APEC 對抗環境犯罪
APEC 執法和資源管理官員
正對抗著驚人增長、危及社區
和削弱整個亞太地區增長潛
力的重大環境犯罪的反腐敗
工作。
關閉非法採伐、土地開發、
礦業和漁業的治理漏洞，是官

員們過去一周在利馬與企業
和民間社會代表邁出合作政
策措施的重點。這兒正是被摧
殘的亞馬遜和該地區的其他
森林生物多樣性和海洋熱點
日益大片非法活動之地。
“非法採掘業的成長是一
個嚴重的問題，”秘魯檢察長
兼 APEC 反腐敗和透明工作小
組主席 Pablo Sanchez 說道，
“複雜、跨界動能和開發自然
資源的後果促使 APEC 注入更
多合作以遏制它的腐敗。”
“非法經濟的擴張說明了
全球化的陰暗面，”美國反犯
罪計畫部分主管兼 APEC 環境
犯罪處理計畫工作協調人
David Luna 說道，
“這
禍害嚴重影響合法貿易的生
計和環境的可持續性”。
APEC 經濟體涵蓋約 30 億
人，是世界上土地和海洋資源
最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種類
包括了紅木家具、鮑魚、能源
供應和黃金首飾等。隨著收入
水帄的上升，更高的需求助長
非法行業的滋生，這些非法行
業約佔全球 GDP 的 8％至 15
％，並讓誠實的企業難以和其
競爭。
此外，這些行業每年注入組
織犯罪數百億美元，造成稅收
損失和強迫勞工以及非法性
交易的進行。重要的是，他們
還危及大部分地區野生動物
和生態系統。而 APEC 正在推
21

行的預防性措施包括許可和
採購的改革、供應鏈跟蹤機
制，調查和執法能力的技術支
持和改善。
“APEC 正設法促進公私部
門在開採規劃，審批和監管的
情報交流，包括治理安排，支
持合法和可持續的產業發
展”，APEC 礦業工作小組主席
兼智利銅業委員會首長
Rodrigo Urquiza Caroca 說
道。“尋找礦床、設立礦業開
採是非常昂貴的，”他說。
“我們正在努力，以確保當一
家公司想建立一個採礦計畫
時，能減少腐敗的風險，堅持
安全、合法的操作程序，制止
危險性"汞"物質的使用。”
鼓吹乾淨的供應鏈，藉由反
洗錢和緩解公司用來逃稅的
轉讓定價為未來的重點。安全
而公帄的進口管制也應攤在
檯面上討論。
鼓吹乾淨的供應鏈，藉由反
洗錢和緩解公司用來逃稅的
轉讓定價為未來的重點。安全
而公帄的進口管制也應攤在
檯面上討論。
“一個業界做法在一個經
濟體是合法的，在另一種經濟
體 卻 可 能 是 違 法 ， ” Ruth
Turia 博士，APEC 非法採伐專
家小組主席和巴布亞新幾內
亞的森林局貿易、政策和規劃
總監表示，“APEC 初步達成共
識的木材合法性指導範本將
22

1050815-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http://www.ape
17
(APEC)
csec.org.sg/Ev
ents-Calendar.
aspx
1050818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http://www.ape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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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alendar.
aspx
105063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http://www.oec
織(OECD)
d.org/corrupti
on/japan-mustmake-fightinginternationalbribery-a-prio
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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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區域治理的調合，利益
相關者，公共責任和政策決策
機構間將可建立更公帄的關
係，而下一步就是邁向解決企
業誠信的挑戰。”
APEC 經濟體下的組織承諾方
案於 2016 年 8 月 15 至 17 日
在秘魯利馬舉辦反貪與透明
專家工作小組研討會。
APEC 反貪與透明專家工作小
組於 2016 年 8 月 18 日在秘魯
利馬舉辦”對抗貪腐與非法
貿易”開創者第三次對話。
日本必頇以打擊國際行賄為
優先
OECD 反賄工作組自 2002 年以
來，在國際性的交易中不斷敦
促日本要加強打擊賄絡行
為，藉由日本企業在海外的商
業活動之及執行公約中有關
對抗海外公職人員在國際商
業交易中之賄絡情形。
然而日本自 1999 年以來僅僅
起訴四起海外行賄案，當日本
的不當競爭防制法被修正
後，反使海外公職人員在國際
企業中之受賄形成優勢。
工作小組不斷重複敦促日本
修正反組織犯罪法，以符合
OECD 公約，如此才能使涉犯海
外行賄的企業及個人無法保
留非法所得及洗錢。工作組並
建議日本建立起組織警方及
檢察資源的行動計劃，方能主
動偵查與調查並起訴日本企

業海外行賄案。
2016 年 6 月 29-30 日 OECD 高
階代表與日本外交、經貿、司
法部及國家警察廳及國稅
廳，針對迫切議題展開討論。
反賄工作組主席 Drago Kos 表
示”我們非常感謝日本政府
這次的會談討論該國反賄的
立法與執行中所必需修正的
議題。日本應該意識到未能履
行工作組重要的建議不僅會
增加工作組的顧慮，也考量日
本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對其他國家努力在打擊
全球性的海外賄絡會帶來負
面影響。因此我們相信現階段
積極合作的精神，將會迅速為
該國帶來符合工作組的期
待，並名列在反賄公約積極推
動國的名單中。
日方回應且表達渠對抗全球
性貪腐的承諾，並且解釋其努
力執行工作組建議的最新狀
態。
反賄工作組由 34 個 OECD 會員
國所組成，包括日本、阿根
廷、巴西、保加利亞、哥倫比
亞、拉脫維亞、俄羅斯及南非
等 包 括 OECD 反 賄 公 約 締 約
方，工作組執行一個系統性的
計畫來監督簽署反賄公約國
的執行狀況。海外行賄的典型
例子包括行賄國外官員藉以
獲得基礎建設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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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http://www.oec 烏克蘭反貪計畫
織(OECD)
d.org/corrupti 2014 年 11 月 OECD 與烏克蘭簽
on/ukraine-oec 訂備忘錄，由 OECD 發起一項
d-anti-corrupt 計畫以支持烏克蘭在反貪方
ion-project.ht 面的議題。該計畫主要是加強
m
法律及機關之能力以有效的
檢測、調查及起訴烏克蘭境內
複雜的貪腐型為特別是:
提供量身定制的援助給
烏克蘭當局以設立國家反貪
局。
提供利器建立專責單位以
協助檢察總長辦公室與國家
反貪污局合作以確保有效打
擊及調查貪汙案件。
針對複雜的貪腐案件制定
一套針對偵查、調查及起訴
的聯合培訓計畫包含金融調
查及司法與執法部門。
協助指導烏克蘭建立合乎
OECD 在反海外行賄之標準
針對貪腐犯罪，沒收，國際
合作，資產追回之法人責
任。
圓桌討論：執法機關權力濫用
在 2016 年 1 月，商業監察委
員會發表一份題為“執法當
局的權力濫用”之系統性的
報告。這份報告基於該會所受
理有關,審判前調查機關和檢
察機關各種權力濫用的投訴
案件，報告中並包括一些解決
問題的建議。
OECD 組成專家會議以討論在
OECD 框架下商業監察委員會
所做出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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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http://www.oec
織(OECD)
d.org/corrup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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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http://www.oec
織(OECD)
d.org/corrupti
on/oecd-anti-b
ribery-convent
ion-phase-4.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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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召集烏克蘭境內刑事司
法的專家學者與參加會議者
相互交換意見並討論報告中
所建議之事項，該報告多數建
議修改烏克蘭現今法令，然而
許多出席的專家認為問題出
在法律的執行面。
藉由 OECD 的協助及圓桌會議
討論的結果，商業監察委員會
將會發展出一套行動的計畫
來執行報告中的建議。
東歐與中亞的反貪改革
近年來東歐與中亞各國分分
發展出許多反貪改革，然而貪
腐情況仍在該地區高居不
下，本系列的報告確認已達到
的進程及各國仍頇採取進一
步的措施已面臨挑戰，此報告
分析三大反貪工作領域:反貪
腐政策以及機構，執法部門對
反腐犯罪執行以及公私部門
的防貪措施，該分析的展現係
藉由不同國家良好的作為以
及跨國數據的比較。
OECD 反貪公約第四階段各國
監測
2009 年 OECD 反貪工作組在反
貪公約第二階段後期執行採
取評估機制，作為同儕審查的
永久循環，導入系統性的實地
審查比原階段更短更集中的
機制。該機制旨在改善各締約
國在對抗國際商業交易中貪
腐狀況，透過締約國間之動態
程序之相互評估及同儕壓力

來檢視各締約國反貪作為，在
此機制下第一個周期被稱作
為第三階段，第二階段後期的
評估機制在 2015 年被修訂作
為第四階段的審查循環。
反貪工作組建立 2016 至 2024
第四階段評估時間表包含每
一次的評估當中指定兩個國
家為主要領導國，第 4 階段評
估手冊包含第四階段的程序
與公約
第四階段概述
第四階段重點在於關鍵群組
範圍內交叉議題此進程係由
締約國以先前的評估確認不
足之處進行努力,第四階段將
會採取量身訂作之方式考量
各締約國之特殊情形及挑戰
以反映積極成果
第四階段評估過程關鍵要素
1.以被評估國的標準或補充
問卷作出反應
2.實地考察被評估國二至四
天的長度
3.被評估國的諮詢、初步評估
報告包括建議事項及議
題、管考議題及新聞揭露等
由審查國及秘書國負責之
事前準備
4.反賄工作組之評估
5.評估報告的出版及 OECD 網
站新聞發佈
追蹤管考
工作小組所採取的評估報告
每一個被評估國必頇 24 個月
內以書面回報給工作組或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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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要求遞交時
不足以執行公約時
在不足以執行公約或在第四
階段參與實地考察的審查國
無法審查該國是否足以執行
公約的情形下,工作組將會考
慮執行階段四之二的評估,當
未能持續執行公約時,工作小
組將會考量進一步的措施。
外國行賄與法人責任之公共
諮商
截止評論:2016 年 10 月 28 日
對全球經濟而言，法人責任是
新興法律基礎的重要特徵，沒
有法人責任，政府將面臨一場
敗局經合組織在對抗外國行
賄及其他複雜的經濟犯罪
上。做為推動執行反賄公約一
部分，OECD 反貪工作組正進行
一項公眾諮商，為了要尋求法
人在外國行賄責任體制上見
解，反貪工作組邀請參加者在
本次的諮詢中分享，他們關於
如何改善現有制度的見解與
經驗。草案盤點報告提出一個
年表及在反賄公約 41 個締約
國對法人責任的圖表，以作為
諮商的背景文件。諮商文件從
草案盤點報告中提供背景訊
息,參與者可以從中加以表
述。
相關評論意見將會刊載於本
網頁並提供在 2016 年 12 月 9
日 OECD 國際反貪腐日之圓桌
會議，也會被用來投入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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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http://www.oec
織(OECD)
d.org/competit
ion/globalfo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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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倫理局
https://www.og
(USOGE，United
e.gov/
State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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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工作組持續改善締約國
海外行賄法的監督過程。
法人責任的定義為何?
本次諮商的目的”法人” 是
指擁有合法權利，並受制於法
律義務的組織（如企業）。其
中，反賄賂公約要求締約方
“建立海外行賄法人的責
任”，並應用“有效，適度和
勸阻”的處罰在外國行賄法
人。透過這種方式，反賄賂公
約有助於確保商業組織或其
它實體，而不僅僅是個人的，
可以負起海外賄賂之責任。
2016 年 12 月 1-2 日 OECD 論
壇 (法國巴黎)
第 15 屆 OECD 全球論壇將在於
2016 年 12 月 1-2 日法國巴黎
召開,來自全球 100 個高階官
員代表團將齊聚一堂共同探
討:
促進競爭；改善人權
市場研究任務；作為促進競
爭之工具
競爭權責機構的獨立性-從
設計到實踐
反壟斷案件之制裁
美國政府倫理局，啟動協助美
國總統交接計畫。
美國政府倫理局於 2016 年 3
月 8 日至 10 日間，舉辦全國
廉政人員高峰會，研討會主題
「2016 總統交接」
，該局官員
於協助總統(議員)政權交接
扮演重要角色如下：

1.協助總統(議員)候選人於
提名程序中，免於利益衝突
等爭議。
2.提供總統(議員)候選人倫
理準則，在廉政期刊上發表
公開版財務揭露報告，並將
公開版及機密版財務揭露
報告提交予倫理局官員審
核。
3.美國政府倫理局官員與總
統(議員)候選人草擬「倫理
協議」，於就職典禮前，舉
辦聽證會後公布。
4.2016 年 8 月總統(議員)候選
人聽取美國政府倫理局有
關該局業務之簡報。
5.預定於 2016 年 9 月間，總
統(議員)候選人接受美國
政府倫理局舉辦廉政教育
訓練。
6.預定於 2016 年 10 月間，美
國政府倫理局招募廉政官
員。
7.預定於 2016 年 11 月間，美
國政府倫理局開始蒐集財
務揭露報告。
8.預定於 2016 年 12 月間，美
國政府倫理局彙整完畢相
關財務揭露報告報告。
美國政府倫理局於 2014 年間
即順利協助總統交接，相信於
2016 年也能順利完成任務；該
局所提供之相關協助除了能
使領導階層順利派任，免於利
益衝突，營造清廉總統行政團
隊，亦可使新任行政團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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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6

威靈頓市監察使
辦公室

了解財務揭露、利益衝突、禁
止收受不當報酬等廉政法規。
http://www.omb 監察使提出「官方資訊法」受
udsman.parliam 理申訴之執行報告:
ent.nz/newsroo 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法
m
官(2015 年 12 月任職)於 2016
年 8 月 19 日全國律師大會中
演說，除說明現今監察使業務
運作情況之良窳，以及他未來
業務規劃外，特別就 1982 年
通過之「官方資訊法」實務情
形及監察使依職權受理該法
申訴案件之辦理情形，發表乙
篇名為「監察使與官方資訊
法:自由而坦白的省思。」
，摘
要如下：
1.2015 年至 2016 年迄今計受
理申訴案件計 12,590 案
(相較於 2010 年至 2011 年
間成長 44%)，帄均案件僅
有 75%於 12 個月內結案，
顯然於辦案效率上有很大
成長空間。
2.有關官方資訊法之申訴案
件計 1,338 件，其中超過
200 件係來自政府機關之行
政官員請求諮詢之案件。
3.有關官方資訊法應關注第 5
章、第 6 章及第 9 章。第 5
章規定，官方資訊原則上都
應該提供，除非有充分之理
由才可不提供，第 6 章列舉
第 5 章所述不得提供之項
目，第 9 章更規定如涉公共
利益之不宜公開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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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第 9 章規定因公共利益
而有不得揭露之資訊，首席
監察使建議行政機關之行
政決定或立法過程應充分
讓民眾廣泛參與，避免行政
或立法決定已經做成，民眾
想取得相關資訊又遭機關
以違反該章之「公共利益」
為由遭拒。
5.首席監察使期許監察使辦
公室能在未來三年內將陳
年舊案結案，並達成 70%之
案件在三個月內結案，100%
之案件都能在 1 年內結案
之目標。
註:監察使的職權行使相關法
令 基 於 1975 年 監 察 史
法、1982 年官方資訊法、
1987 年地方政府官方資
訊和會議法以及 2000 年
揭密者保護法，從上述報
告得知首席監察使認為監
察使受理官方資訊法之申
訴案件仍有很大改進空
間，更是他未來執政之重
點工作。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