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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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9/28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of 

Indonesia, KPK印

尼語縮寫) 

http://www.kpk.go.

id/id/berita/siara

n-pers/3699-kpk-ik

api-luncurkan-167-

buku-antikorupsi 

 

印尼出版協會(IKAPI)書籍發起

反貪腐活動 

2016年 9月 28日於雅加達舉

行之 2016年印尼國際書展中，印

尼反貪污委員會(KPK)與印尼出

版協會(IKAPI)合作，鼓勵多家出

版社出版反貪腐主題書籍。 

計有 36家參與之出版商推出

167 本與貪腐相關之各類出版

品，如小說、散文文學、紀實小

說等。目標讀者多樣化，從兒童、

青少年、成人到特定讀者群，如

學生和公民國家機器。 

出版業的作家與編輯也出席

了稍早 5 月中旬由 KPK 和 IKAPI

所舉辦的反貪腐學習工作坊，此

工作坊主要目的是使願景和使命

能透過優良書籍傳遞。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認為書是

知識的窗口，透過書籍，反貪倡

廉教育可以很容易被領悟，最終

人們將會積極努力參與打擊貪

腐。 

2016/11/23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of 

Indonesia, KPK印

尼語縮寫) 

https://www.kpk.go

.id/id/berita/beri

ta-kpk-kegiatan/37

71-lewat-musik-kes

adaran-masyarakat-

digelitik 

 

透過錄製音樂，鼓舞社群意識 

KPK 使用音樂作為媒介消除

貪腐。音樂是一種能鼓舞人們的

藝術手段。音樂作為最有效的信

使，因為它不是單調無聊的，而

是帶有美麗的色調，使它易於記

憶。透過音樂可以激勵人們不做

壞事（貪腐），而做好事，這將創

造一個更乾淨的印尼。我們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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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多歌曲並創造未來。音樂會

反貪腐委員會（Concert Sound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邀請年輕人製作反貪腐主題歌

曲，這些歌曲將被作為防貪的媒

體運動。有多達數以百計的各種

音樂流派作品，評審團從每個地

區選出 10 個入圍者進行現場演

出，每個地區再從中選擇三個優

勝者與其他地區的優勝者競爭。 

2016/11/25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of 

Indonesia, KPK印

尼語縮寫) 

https://www.kpk.go

.id/id/berita/beri

ta-sub/3781-bangun

-integritas-lewat-

kampus 

 

透過校園喚醒誠信 

KPK 讓 Atma Jaya 大學社會

傳播研究學院舉辦 2016年誠信校

園節，期望學生也能夠在出社會

工作前履行誠信。在議程中，學

生被邀請思考一些概念，例如什

麼運動可以做到消除貪腐和提高

校園誠信。 

2016/12/8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

(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of 

Indonesia, KPK印

尼語縮寫) 

https://www.kpk.go

.id/id/berita/siar

an-pers/3792-perin

gatan-hari-antikor

upsi-internasional

-haki-2016-menegak

kan-integritas-dar

i-bumi-lancang-kun

ing 

2016國際反貪日 

印尼反貪污委員會（KPK）

舉行了一系列活動，紀念每年 12

月 9 日的國際反貪日（IPR），主

題為「清廉心，正直誠信，印尼

Tangguh 專業工作」（活動期間為

12/2~12/18 ， 活 動 高 潮 在

12/8~12/9），呼籲並邀請所有社

會的成員，增強所有潛力防貪，

使印尼在各方面的發展能成為一

個強大國家。在一系列的活動

中，12/8舉辦的「國家廉政會議」

是以創造國家廉政文化發展協議

為目的的論壇；12/8~12/10 舉辦

的「廉潔博覽會」，主要特色為建

構廉潔誠信文化；廉潔文化發展

也以藝術形式為特色，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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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0 舉辦的「民族文化節」；

另在 12/9舉辦的「文化吸引力及

世界青年反貪宣言」，也將以藝術

和文化誠信為展示主題，涉及對

象包括學生、大學生和一般公眾。 

2016/10/07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57,28.html 

Ngatata Love 爵士被判入獄 

經過奧克蘭市嚴重詐欺辦公室三

個禮拜的審訊及起訴，Ngatata 

Love 爵士(擔任惠靈頓十分信託

基金主席)遭指控透過其合夥人

Lorraine Skiffington 在未揭露

販賣惠林頓十分信託基金名下之

商業地產予土地開發商訊息下，

販賣該商業用地，取得不法獲利

168萬 7,500美元及該商業地產日

後之房屋租賃權。 

Sir Ralph Heberley Ngatata 

Love 因違反“犯罪法”在 2016

年 10月 7日於惠靈頓高等法院接

受判決後，面臨兩年半的監禁徒

刑。 

2016/10/20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58,28.html 

SFO指控 Arena Capital貿易有限

公司透過詐騙手法註冊成立

BlackfortFX為金融服務提供商。 

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期

間，BlackfortFX表面上為金融服

務提供商，為潛在投資者提供外

匯交易服務/帄台。 

經 SFO調查，BlackfortFX是一個

Ponzi 龐式騙局(非法性質的層壓

式推銷或稱金字塔式騙局)，投資

者支付約 830 萬美元，然而事實

上，並沒有進行實質交易。Jimmie 

McNicholl及另一人作為被告，被

指控詐欺取得約 83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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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7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49,28.html 

被告返回紐西蘭認罪 

西蒙勞倫斯·伍德·特恩布爾出庭

於奧克蘭地方法院，承認由嚴重

欺詐辦公室（SFO）提出的十六項

“以欺騙手段取得或以欺騙手段

造成損失”的犯罪法罪名指控。 

特恩布爾先生 2006年 9月至 2007

年 8 月之間，向一家基金管理公

司提交虛假貸款申請，以在奧克

蘭地區及其周圍購買 16套房產。 

花了一段時間在海外生活後，他

在 2016年 6月回到紐西蘭後返國

認罪。 

2016/11/09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61,28.html 

前交通部官員認罪 

Joanne Harrison 對在交通部工作

期間犯下的欺詐行為的指控，承

認犯罪。 

組織發展前總經理現身法院，面

對由嚴重欺詐辦公室（SFO）於

2016 年 8 月 5 日“不誠實地使用

或使用文件”的三項代表指控。 

根據交通部管理小組的內部調查

發現，發現了部分可疑付款，與

Joanne Harrison有關的實體從交

通部獲得約 72萬 6,000美元。 

2016/11/09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60,28.html 

一名婦女因欺詐和欺騙雇主而被

判刑 

Teremoana Kimiangatau 承認對其

長期雇主”奧克蘭國際機場有限

公司”的欺詐行為，透過會計系

統，將資金從奧克蘭國際機場有

限公司的銀行帳戶轉移到她自己

的帳戶，價值約為 180 萬美元。

她面對三項詐欺取財指控，並被

判處三年兩個月的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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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10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62,28.html 

前律師操弄貸款程序，判處家庭

拘留 

愛德華·厄羅爾·約翰斯頓被 SFO

起訴，他承認三項“不誠實地使

用或使用文件”犯罪法罪名，受

到 11 個月的家庭拘留，並支付 5

萬美元的賠償。 

在 2011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

間，Johnston 面臨銀行減少其現

有債務的要求，他向其銀行提交

虛假的買賣協議，銀行接受了虛

構交易，實際上，房產以比他說

的更高的價格出售，或轉移到另

一個信託，並從另一家銀行的貸

款再行融資後，向銀行提交了一

份虛假的資產和負債表。 

 

2016/11/18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63,28.html 

公布消息以昭房屋市場交易誠信 

一名於 10月返回新西蘭承認欺詐

罪的男子被判刑。 

西蒙勞倫斯·伍德·特恩布爾面臨

16 項“通過欺騙獲得或造成損

失”的指控，並被判處三年兩個

月的監禁。(請參閱 2016/10/27

相關訊息) 

 

2016/12/09 奧克蘭市嚴重詐欺

辦公室(SFO) 

 

https://www.sfo.govt

.nz/n564,28.html 

審訊後發掘貪腐異相 

Stephen James Borlase 和 Murray 

John Noone 被指控涉有“腐敗和

賄賂”犯罪行為，涉及 2005年至

2013 年在羅德尼區議會和奧克蘭

交通局超過 100 萬美元的舞弊行

為。 

在羅德尼區議會和奧克蘭交通局

擔任高級管理職務期間，No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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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收到了 Borlase 先生(Projenz

有限公司的董事，該公司是奧克

蘭交通局和羅德尼區議會的供應

商)的以旅行、住宿及娛樂形式之

未公開付款和酬金。 

2016/11/1 韓國反貪及國民權

益委員會(ACRC)

提供反圖利法案英

文宣導摺頁 

http://www.acrc.go.k

r/eng/board.do?comma

nd=searchDetail&meth

od=searchDetailViewI

nc&menuId=020504&con

fId=64&conConfId=64&

conTabId=0&currPageN

o=1&boardNum=59920 

韓國反貪及國民權益委員會

(ACRC)提供反圖利法案英文宣

導摺頁 

宣導摺頁內容提供一般民眾關於

反圖利法案之相關知識，包括： 

 法案適用對象 

 法案適用範圍 

 圖利的態樣及例外情形 

 民眾參與反圖利之方式 

2016/11 香港廉政公署-「國

際透明組織」主席

讚揚香港反貪工作

表現出色（2016 年 

11 月第 25 期廉

政快訊） 

http://www.icac.org.

hk/icac/post/issue25

/post_tc.html（2016 

年 11 月第 25 期廉

政快訊） 

香港廉政公署-全球法治指數「整

體廉潔度」排名上升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烏茲蓋應廉署

邀請訪問香港，親身了解香港反

貪工作，並與行政長官及廉署專

員等人會面。 

烏茲蓋於參訪廉署時，表示「廉

署在反貪工作上確實起了關鍵作

用，大大減低香港的貪污… 並成

為了世界各國的肅貪典範。」此

外，美國的獨立機構世界正義工

程於 10月底發表《2016年全球法

治指數》，當中在「整體廉潔度」

一項，香港在全球 113個國家及

地區中排行第八，較去年的第十

位上升兩位，評分亦由 2015年的

0.84分升至今年的 0.85分。 

白韞六說：「不論香港廉潔度的國

際排名如何，廉署會繼續堅決執

行打擊貪污的職責，並透過結合

執法、預防和教育工作的三管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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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策略，以遏止貪污及維持廉潔

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帄的營商環

境。」 

白韞六續又說：「廉署會繼續向國

際社會介紹香港的實際廉潔情

況，以及致力維護廉潔社會所作

的努力。」 

 

1051115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1月 09 

日) 

印度總理莫迪為打

擊貪腐，作廢國內

面額最大的 500及

1000盧比紙鈔。 

(Narendra Modi 

bans India’s 

largest currency 

bills in bid to 

cut corruption)  

1.http://www.transpa

rency.org/news/dcn 

2.Narendra Modi bans 

India’s largest currency 

bills in bid to cut 

corruption 

一、 印 度 總 理 莫 迪 (Narendra 

Modi )8 日晚上拋出震憾彈，

宣布自 9 日起，面值 1000 盧

比和 500 盧比的紙紗(約 8 及

15美元)立即作廢。 

二、 此項命令是為了抑制假鈔流

通及部分對恐怖份子的資

助，同時也打擊國內以現金行

賄及逃稅的體系。據估計約影

響 8成市面流通的鈔票。 

三、 莫迪說，在年底前人們可以

拿 500 盧比及 1000 盧比的紙

鈔向銀行兌換較小面額的錢

或新鈔。而醫院、機場等場

所，在新措施實施後 72 小時

內仍可使用舊鈔交易。此項政

策也造成 8 日晚上民眾在 ATM

前大排長龍領款的情形。 

 

1051115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1月 03 

日) 

南非總統涉貪，民

眾示威要求下台 

 

(Is it time for 

http://www.transpare

ncy.org/news/feature

/is_it_time_for_sout

h_africas_president_

to_resign 

一、 南非最高監察機構護民官署

(Public Protecor)於二日公

布一份調查報告，指控南非現

任總統祖瑪(Zuma)涉貪且與印

度富商吉普塔(Gupta family)

家族有不當政商往來關係，甚

至介入政治。前保民官梅杜莎

拉(Madonsela)呼籲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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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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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ytimes.com/2016/11/09/business/india-bans-largest-currency-bills-for-now-n-bid-to-cut-corruption.html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is_it_time_for_south_africas_president_to_resig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is_it_time_for_south_africas_president_to_resig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is_it_time_for_south_africas_president_to_resig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is_it_time_for_south_africas_president_to_resig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is_it_time_for_south_africas_president_to_resign


8 

 

South Africa’s 

president to 

resign?) 

 

在 30 天內組織獨立委員會徹

查。有數千民眾上街要求涉貪

的總統祖瑪下台。 

二、 總統祖瑪原本下令禁止公布

報告，後來又撤銷延遲調查報

告公開的聲請。報告核心在調

查吉普塔家族對政府內閣成員

任命的介入及其不合理地取得

國營公司大量的優惠合約等獲

得政商利益。報告也指出，2015

年 12 月也因為吉普塔家的干

涉，總統突然撤換受敬重的財

政 部 長 內 內 (Nhlanhla 

Nene)，而造成國內經濟及貨幣

匯率的暴跌，引發國內人民憤

怒的事件。 

1051115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1月 11

日) 

「阿拉伯之春運

動」造成中東地區

超過高達 6000億美

元經濟損失。 

(Arab Spring cost 

more than $600 

billion worth of 

growth, U.N. report 

says) 

1.http://www.transpa

rency.org/news/dcn 

2.https://www.washin

gtonpost.com/news/wo

rldviews/wp/2016/11/

11/arab-spring-cost-

more-than-600-billio

n-worth-of-growth-u-

n-report-says/ 

聯合國「西亞經濟與社會委員會」

(ESCWA)報告指出，「阿拉伯之春

運動」已經使中東區累計遭受經

濟損失高達 6140 億美元(台幣 19

兆億元)成長，而此項運動自 2010

年 12月爆發民主運動以來，累計

的 6140億美元經濟損失接近中東

國家地區自 2011年到 2015年 GDP

總值的 6%。 

 

1051116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1月 15

日) 

俄羅斯經濟部長涉

收賄被捕 

http://www.transpare

ncy.org/news/dcn_new

s/daily_corruption_n

ews_15_november_2016 

 

俄羅斯經濟部長伍留卡耶夫

（Alexey Ulyukayev）因涉嫌向

俄羅斯石油公司收賄兩百萬美元

(約 6380台幣)款項，15日遭俄羅

斯的反貪腐部門偵查委員會連夜

逮捕。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1/11/arab-spring-cost-more-than-600-billion-worth-of-growth-u-n-report-says/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15_nov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15_nov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15_nov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15_november_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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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economy 

minister in court 

over alleged $2m 

bribe) 

1051116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1月 15

日) 

3/1歐洲與中亞民

眾視貪腐為國家最

嚴重的挑戰之一。 

 (Governments are 

doing a poor job  at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across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ttp://www.transpare

ncy.org/news/feature

/governments_are_doi

ng_a_poor_job_at_fig

hting_corruption_acr

oss_europe 

一、 國際透明組織（TI）今天發

布的一項研究顯示，在歐洲與

中亞，有高達 1/3 的人將貪腐

視為國家最嚴重的挑戰之一，

另有為數相近的人表示，害怕

因揭發貪腐遭到報復。 

二、 美聯社報導，國際透明組織

表示，高達 66%受訪的西班牙

人，認為貪腐是國家最嚴重問

題之一，在歐盟國家裡比例最

高；僅 2%的受訪德國人如此認

為，在歐盟裡比例最低。其他

有較高比例受訪者認為貪腐是

國家嚴重問題的國家，還包括

摩爾多瓦、烏克蘭、科索沃、

斯洛維尼亞。 

三、 總部設於柏林的國際透明組

織，這次調查共訪問 42 個歐

洲、中亞國家的 6 萬名受訪

者。整體來說，有 30%的受訪

者表示，未揭發貪腐，是因害

怕遭報復，14%認為是因為難以

證明，12%的人則回答反正也改

變不了什麼，乾脆不揭發。 

四、 調查還發現，只有 1/5 的行

賄者坦承行為，這當中 2/5 的

人則表示，通報行賄後遭到某

種形式的報復。透明組織指

出，越來越多歐洲人開始支持

民粹與民族主義運動，可能原

因是他們覺得傳統的民主體制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governments_are_doing_a_poor_job_at_fighting_corruption_across_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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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兌現繁榮與機會均等的

承諾」，因而對民主產生不信

任。 

五、 此外，調查顯示，1/6的受訪

家庭在過去 1 年曾為取得公共

服務而行賄。最嚴重的幾個國

家都屬前蘇聯，約有 30%的人

承認過去一年曾為取得公共服

務而行賄。 

 

1051207 國際透明組織（TI） 

新聞標題： 

(2016年 12月 5日) 

巴西民眾示威，抗

議國會修法阻礙肅

貪。 

 (Thousands 

marches against 

'watered down 

anti-corruption bill') 

http://www.transpare

ncy.org/news/dcn_new

s/daily_corruption_n

ews_05_december_2016 

巴西數萬民眾昨天(5 日)在全國

各地示威遊行，抗議國會議員意

圖修法阻礙巴西國營石油公司貪

瀆案的調查行動。 

 

 

 

 

 

 

2016/10/18 泰國國家反腐敗委

員會 

https://www.nacc.go.

th/images/article/fr

eetemp/article_20161

018104907.pdf 

泰國國家反貪政策—第三階段

(2017-2021) 

願景：貪污零容忍的乾淨泰國。 

任務：創造對貪污零容忍的文

化，加強對國家的整體治理，改

革反貪制度以符合國際標準。 

策略目標：泰國的清廉印象指數

高於 50%。 

主要目標： 

1) 社會廣泛分享反腐敗行為。 

2) 創造打擊社會各部門貪腐的政

治文化。 

3) 以創新的反貪腐機制和適當良

好的政府治理，威懾住貪腐行

為。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05_dec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05_dec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05_december_2016
http://www.transparency.org/news/dcn_news/daily_corruption_news_05_december_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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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公眾的合作下，即時且公正

地執行對貪腐的抑制和法律。 

5) 泰國的清廉印象指數有所改

善。 

策略： 

策略 1：創造貪腐零容忍的社會 

1) 改變公眾的心態，從帅兒開

始，讓他們有能力區分個人和

公共收益; 

2) 促進系統性的反腐敗作為和其

社會化; 

3) 利用「知足經濟」的理念作為

反腐敗工具; 

4) 培養社區參與力量並徵募各部

門的合作以打擊腐敗。 

策略 2：促進打擊貪腐的政治意志 

1) 發展讓政治家公開表達反貪意

志的機制。 

2) 促進對政治家和公部門官員道

德標準的監督流程。 

3) 支援各部門對反貪策略和方法

的發想。 

4) 改善反貪作業之預算管理系

統，以確保資源按比例分配。 

5) 提供初始基金以建立公私部門

反貪基金。 

6) 在執行公開表達政治意志的監

控過程運用創新。 

策略 3：威懾政策性貪腐 

1) 依據良好治理（善治）的原則

建立補充措施，以威懾政策性

貪腐。 

2) 回報政策循環回饋。 

3) 發展創新機制以回報和監測政

策執行過程。 

4) 鼓勵對於地方管理機構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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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的研究、分析和後續追蹤。 

策略 4︰發展主動防貪系統 

1) 改善防貪策略的效率。 

2) 創造預防機制以威懾貪腐。 

3) 採用創新和資訊科技以減少貪

腐。 

4) 發展創新的大眾傳播以調整社

會大眾的行為。 

5) 發展、分析和整合機關的透明

度評估，以提升泰國清廉印象

指數。 

6) 鼓勵私部門執行公司治理原

則。 

7) 強化反貪人員的能力和創造性

知識。 

8) 改善系統並支持 2003 年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的執行。 

策略 5：革新抑制貪腐的機制和流

程 

1) 改善貪腐舉報系統的效率。 

2) 增加資產和負債的準確性及對

其變動的檢查。 

3) 改進程序並發展特殊機制，以

加速和更有效地抑制貪腐。 

4) 制定和執行反貪立法，以符合

當今貪腐現況、國際公約、條

約及標準。 

5) 整合反貪資訊和智能。 

6) 提高證人及吹哨者保護計畫的

效率和反貪從業人員的能力建

設。 

7) 增進反貪官員的能力和跨學科

知識。 

8) 當案件終結時，向公眾揭露犯

罪者，以提升對貪腐所造成損

害性後果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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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提高國際合作處理貪腐案件的

效率。 

策略 6:提升泰國清廉印象指數 

1) 研究和監控提升泰國清廉印象

指數的努力。 

2) 整合國家防貪、抑貪策略的目

標，以提升泰國的清廉印象指

數。 

2016/12/09 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團 

http://www.coe.int/t/dghl

/monitoring/greco/defaul

t_en.asp 

為紀念國際反腐敗日，歐洲委員

會反腐敗國家集團（GRECO）主席

Marin Mrcela今天發表聲明如下： 

“打擊腐敗不僅是新法律的問

題，更是倫理和個人行為的問

題，往往意味著改變人們的心靈

和意識。 

腐敗損害經濟，對公私部門的潛

在成長和創造就業產生不利影

響。它破壞對民主體制的信任，

威脅人權和法治，也使社會變得

較不帄等與公帄。 

當腐敗作法被認為是可接受的或

不受懲罰時，好與壞，道德和非

道德，甚至和犯罪之間的界限都

變模糊。我們對民主價值觀，誠

信的重要性的信念也被削弱了。 

我們需要提高每個人對腐敗多重

破壞性影響的警覺，並表明為什

麼我們必須拒絕它，為什麼它在

我們的社會中沒有地位。” 

2016/11/02 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團 

http://www.coe.int/t/dghl

/monitoring/greco/docu

ments/2016/Greco(2016)

21_Decisions_GRECO

%2074_EN.pdf 

在今天公佈的一份歐洲委員會報

告中指出，歐洲反腐敗國家集團

（GRECO）呼籲捷克當局應進行實

質性改革，以加強防止議員，法

官和檢察官的腐敗。 

GRECO特別要求捷克當局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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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立法過程的透明度。在缺乏

遊說規定的情況下，它建議向議

員提出規則，說明如何與想尋求

影響立法程序的第三方進行互

動，使這種互動更加透明。此外，

議員資產申報的規則需要進一步

修訂，同時呼籲在實踐中更有效

地監督和執行規則。 

GRECO的結論是，捷克當局顯然需

要修改關於法官的徵聘和職業發

展的條例，特別是確保該決定係

基於預定的客觀標準，特別是價

值。委員會還建議最高檢察官和

其他首席公訴人的任命程序要更

加透明，並且只有在紀律訴訟的

情況下才有可能予以撤回。報告

另就目前加強檢察部門的獨立性

及增加個別檢察官的問責制等改

革給予肯定。 

GRECO還建議通過議會，司法機構

和檢察機關的行為守則，為利益

衝突和相關事項提供指導，並輔

之以專門的培訓，諮詢和提高認

識等實際措施。 

2016/10/24 歐洲反腐敗國家集

團 

http://www.coe.int/t/dghl

/monitoring/greco/news/

NewsOutcome-Pre-meet

ings/NewsOutcome(201

61024)Plenary73_en.asp 

歐洲委員會反腐敗機構(GRECO)

將於 2017年開始監測預防腐敗和

促進中央政府（高層行政職能）

及執法機構的廉正，這將是其第

五次評價回合的主題。 

在 2016年 10月 17日至 21日的

全體會議上，GRECO 通過了這次

新評價回合中評估的具體問題，

這份問卷將要求 49個成員國提供

相關信息及所採行之法律標準作

為評估時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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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央政府，根據每個國家的

情況，評價將側重於國家一級的

高級行政職能，如國家元首，中

央政府領袖及成員（例如部長）

以及其他擔任高級行政職務的政

務官，如副部長，國務秘書，部

長私人辦公室主任和成員以及高

級政治官員。 

關於執法機構，評價將特別側重

於履行核心執法職能的機構，例

如國家警察局，包括負責邊境管

制的機構。 

在本評價回合中，GRECO 將評估

預防腐敗的政策，監管和體制框

架等主題、資產聲明、收入、負

債和利益以及問責機制。 

特別是針對政府高層官員，這輪

會議還將監督政府活動、遊說和

旋轉門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在

對執法機構進行評價時，它將特

別注意風險業務和風險情境的識

別、招聘及審查、監督和紀律程

序等事項。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