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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報告 

壹、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參訪香港廉政公署 

  二、活動日期：101年 7月 13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法務部廉政署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 

貳、活動重點 

  一、活動性質： 

      本署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規劃從事國際及兩岸廉政交流活動，復

為積極推動兩岸共同打擊貪腐議題，擴大交流與合作，爰規劃參

訪肅貪績效卓著的香港廉政公署，期能擷取廉政公署在肅貪、防

貪的經驗，並促進臺、港合作，以共同打擊貪腐。 

  二、活動內容： 

      本次參訪團成員計有張宏謀副署長、肅貪組謝名冠組長、馮俊雷

專門委員、雷金書廉政專員、防貪組曾慶瑞組長、法務部國際及

兩岸法律司高峯祈檢察官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胡原龍副處

長等計七人，一行人於 101年 7月 13日上午，在香港事務局局長

朱曦及副組長陳振源引導下，抵達廉政公署後，依廉政公署安排

進行參訪活動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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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活動內容 廉政公署主持人員 

09：30-09：50 參訪團與廉政專員會談 廉政公署首長白韞六廉政專員 

09：50-10：35 社區關係處工作介紹 社區關係處穆斐文處長、首席

聯絡主任李程寶嫻 

10：40-11：25 防止貪污處工作介紹 防止貪污處助理處長莫華海、

高級防貪主任張展杰 

11：30-12：15 執行處工作介紹 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張永權、

國際及內地聯絡組江炎坤主任 

12：15-12：30 參觀展覽廳 首席聯絡主任李程寶嫻 

       

      茲將會談及簡報重要內容臚列於後： 

（一）參訪團與廉政專員座談 

      白韞六專員報告重點： 

    1.廉政公署自 1974 年成立迄今已 38 年，係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的 

機關，其工作直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特首）負責，香港在

廉政公署成立前，貪污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廉政公署在成

立初期，其成效也受到各方的質疑，但廉政公署採取調查、預防

及教育三管齊下的作法，逐步在肅貪倡廉的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

成效，目前執行處約有 900 多人，負責貪污案件的調查工作；防

止貪污處約有 60人，負責對政府機關的防貪措施提出建議及改善

方針；社區關係處約有 160 餘人，負責針對傳播媒體及市民、學

校作各種防貪教育宣導工作；另設有行政總部，目前廉政公署計

有約 1300個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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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廉政公署成立初期約有 90%的舉報案件與公務員有關，現在與公

務員有關的舉報案件已下降至 20%左右，且市民具名舉報的比例

也上升至 70%左右，現在貪污在香港已經不是重大的問題。 

      張宏謀副署長報告重點： 

    1.介紹本署各業務組的業務及人員組成，並介紹政風機構的組織。 

    2.為促進臺、港交流，開創雙方合作的契機，邀請廉政公署與本署

進行定期的互訪。 

      白韞六專員答覆： 

      由於香港政府對臺、港的交流活動需透過港府政治及內地事務局

審核，所以有關定期互訪乙節須視該局意見而定。 

（二）社區關係處介紹廉政公署整體概況及該處業務 

    1.廉政公署整體概況 

      廉政公署執行工作的法律依據，主要為「廉政公署條例」、「防止

賄賂條例」、「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截取通訊及監

察條例」等法律，廉政公署調查案件主要來自貪污舉報，在 1974

年成立初期，每年約有 3000件的舉報案件，至去（2011）年計有

3868件，初期有逾 90%的舉報案件係針對公部門，至 2011年對公

部門的舉報已低於 30%，現在廉政公署每年的檢控（起訴）件數

約 200多件，人數約 300人左右，以 2011年為例，檢控的件數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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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機構佔 66%，政府部門佔 28%，公營機構佔 6%，私營機構的舉

報案件主要以金融保險、建築及娛樂、飲食等行業為大宗。 

    2.社區關係處工作介紹 

      社區關係處設有社會關係科（一）及社會關係科（二），前者主要

負責大眾傳播媒體，透過電視劇（廉政行動）、海報、電台及

Face-Book 等媒介，發布肅貪倡廉的訊息。社會關係科（二）則

是透過設於港島、九龍、新界等地的七個分區辦事處，與公務人

員、企業及青年民眾直接接觸，深入社區推行倡廉教育。其中包

括（一）對新進及高風險機關公務人員的培訓，在機關內設置「誠

信主任」，每年辦理 2 至 3 次的誠信主任研討會。（二）從幼稚園

到大學推廣倡廉教育。（三）在企業內部推動設立道德發展中心，

在商會設置顧問，並與金融機構風險管理主任聯合進行反貪推

廣。（四）針對社區則透過分區辦事處將反貪訊息帶給市民，與社

區民眾建立夥伴關係，以降低貪污容忍度。透過以上的宣導，目

前香港市民對貪污的容忍度已降至 0.7 分（0 分＝完全不容忍，

10分＝完全容忍），香港市民對廉政公署的支持度高達 98%。 

    3.意見交換 

      曾慶瑞組長提問： 

（1） 廉政公署在校園內培訓「廉政大使」，有無提供學生相關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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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廉政公署每年編列多少宣導預算？ 

（3） 廉政公署對於內部紀律如何管理？ 

   社區關係處穆斐文處長答覆： 

（1）    （1）廉政公署培育校園廉政大使係先挑選一所大學做實驗，透過            

學校輔導中心在校園內挑選廉政大使，廉政大使可以參與廉政

公署的活動，廉政公署並培訓學生辦理活動，之後再逐步推廣

到其他學校，目前香港 8 所大學中，已有 6 所大學參與廉政大

使的活動。 

（2）    （2）廉政公署每年編列的宣導預算有 1,000 多萬元港幣，社區關係

處設有新聞組及教育組，新聞組工作人員會找有媒體工作資歷

的人加入，所以同仁多能熟悉新聞運作。 

（3）    （3）廉政公署對於內部人員設有紀律調查，對於違反紀律者即予處

分，絕不寬貸，且廉政公署人員聘任採合同制，每次簽約 2.5

年，對於未達工作目標者即不續約，廉政專員亦得不附理由開

除廉署人員。 

（二）防止貪污處工作介紹 

    1.組織編制 

 （1）防貪處編列預算（含用人費）每年約港幣 6,000萬元，現在職人

員數為 59人，計有處長 1名、助理處長 2名，轄下設有六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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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負責事項為，第一組：食物衛生、民政事務等。第二

組：警察、海關、採購及招標政策等。第三組：教育、社會福利、

公務員紀律及誠信政策等。第四組：土地應用及監管、環境保護、

公共房屋等。第五組：公共房屋建築及監管、市區重建等。第六

組：私營機構顧問組，另該處下設有廉政建設研究中心。 

 （2）每個工作小組均負責多個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和特定職能範疇，

其中私營機構顧問組會應私人企業的要求，提供防貪諮詢服務；

而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則專責於研究香港和國際反貪工作的發展，

故防貪處人員大部分均屬專業之會計師、工程師或具有豐富行政

經驗之退休公務員。 

    2.法定職掌 

 （1）協助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尋找制度或作業程序中，可能存在的貪

污漏洞，提出改善建議，以減少貪污的機會。 

 （2）因應私人企業的要求，免費提供切合所需之防貪意見及協助。 

    3.法定權力 

 （1）有權要求政府部門提交有關的工作指引和文件。 

 （2）可進入政府部門辦公室及要求有關工作人員回答問題。 

 （3）可查閱有關的檔案、紀錄、帳冊及日誌等資料。 

    4.防貪諮詢委員會 



 7 

 （1）委員係由特區行政長官任命，由 3名官方代表及 12名民間代表組 

成。 

 （2）聽取及要求廉署報告有關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私人企業，於制

度或作業程序中，可能助長貪污的地方，並向廉政專員建議應予

查核之項目及優先次序，針對前述查核結果作出建議，並向廉政

專員提供後續執行方向。 

5.防貪策略 

 （1）與機關首長建立夥伴關係：於部門成立「防貪工作小組」，由首長

擔任主席，廉政公署每 1-2年會與其會面一次，加強聯繫俾利制

度改善與工作流程之檢討。另置「誠信管理主任」1名，由機關副

首長担任，遴選部門同仁乙名担任秘書及聯絡窗口，向廉政公署

提報機關風紀狀況。 

 （2）辦理專案稽核：針對民眾關注及易滋弊端的業務，實施專案稽核，

例如政府採購(如稽核醫院的採購程序)、公共建造工程(如稽核公

共房屋翻新監造程序)、執法工作(如稽核海關的邊境檢查程序、

觀察警察打擊超速駕駛程序)、發牌及監管制度(如檢討駕駛執照

的發牌程序、稽核酒樓或餐廳的發牌程序)等。 

（二）執行處工作介紹 

   1.執行處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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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處由副廉政專員擔任首長，其下設有四個調查科，職員人數約

有 900多人，調查科一負責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及選舉案件調查。

調查科二負責私營機構的調查業務。調查科三負責跟監、情報及證

人保護。調查科四負責行、資訊科技、培訓、聯絡及快速反應隊，

其中快速反應隊係負責簡易案件的快速處理。此外執行處尚設有財

務調查部門，以專業的財務能力支援調查科一及調查科二的調查工

作，2009 年並成立財產充公小組，對於法庭發禁止命令或判決充

公的財產，執行財產充公作業。 

   2.調查貪污投訴的程序 

     廉政公署設有舉報中心受理市民投訴案件，分區辦事處亦可受理市

民投訴，廉政公署對於投訴人資料絕對保密，所以具名投訴比率甚

高。廉政公署對於投訴案件採取先立案後調查的方式，每天上午會

由處長級官員主持投訴案件的分析工作，投訴案件區分為涉及貪污

及不涉及貪污案件二類，對於不涉及貪污案件，廉政公署會轉介警

方或有關部門處理。對於涉及貪污案件，區分為可追查與不可追查

案件，可追查案件經調查後認有證據支持之貪污案件，會向律政司

提出報告，由律政司審查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而廉政公署對於投訴

案件之調查，不問係可追查或不可追查之案件，均需經過「審查貪

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審查，方得終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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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調查範圍 

     廉政公署調查任何涉嫌或被指稱是觸犯以下條例的罪行： 

（1）廉政公署條例 

     依據廉政公署條例調查任何與貪污有關之罪行。 

（2）防止賄賂條例 

     依據防止賄賂條例調查政府公務員、公營機構及私營機構的貪污案

件。因此，廉政公署的調查範圍尚包括私營機構的貪污舞弊行為，

即經濟犯罪亦在廉政公署的調查範圍內。 

（3）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依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調查選舉賄賂及舞弊案件。 

   4.制衡制度 

     廉政公署設有「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所有案件均需經該委

員會審查方得結案。對於經調查成立貪污犯罪之案件，需經律政司

審查決定是否檢控，對於檢控案件必需有律政司的「檢控同意書」，

方得向法院起訴。此外，香港的法院、立法會及傳播媒體對於廉政

公署亦發揮一定的制衡力量。 

   5.執法策略 

     廉政公署採執法、教育及預防三管齊下的作法，對於公營及私營機

構的貪污案件同等重視，鼓勵市民提出貪污舉報，對於投訴案件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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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回應，在收到投訴後，會於 48 小時內與投訴人聯絡，並通知投

訴人調查結果。2011年全年起訴 283人（含公務員 19人、私營機

構人員 214人），總定罪率為 81%。 

   6.意見交換 

     謝名冠組長發言： 

（1） 介紹本署肅貪業務、廉政審查會及派駐檢察官制度。 

（2） 為共同打擊貪污，並就偵查中個案進行相互協助，希望雙方建立聯

繫管道。 

     江炎坤主任答覆： 

     有關犯罪調查的聯繫工作，將由執行處國際及內地聯絡組（江炎坤

主任）與本署肅貪組聯絡人進行聯繫。 

  三、遭遇之問題： 

      由於香港入境單位對我方一定層級以上公務員之入境許可，其審

查往往曠日費時，時有至出發前始核定簽證情事，致主辦單位對

於行程的安排充滿不確定性，係亟待改善之問題。 

  四、心得及建議： 

    1.本次參訪廉政公署行程，該署在接待與交流的議題上，均展現了

十足的誠意，在雙方均具高度的交流意願下，相信此次參訪對臺、

港二個廉政專責機關未來的往來奠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本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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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承蒙陸委會香港事務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居間大力協助，

方能順利達成任務，顯見該局在駐地的長期經營，對於臺、港的交

流活動確有很大助益，參訪團在結束廉政公署的參訪活動後，亦轉

往香港事務局拜會，以表達感謝之意。 

    2.有關上揭一定層級以上公務員簽證核發問題，期望未來有關單位

能積極與港方協商，希望本諸互惠原則，港方能加速審核流程，

俾利於臺、港間的交流活動。 

參、謹將本次活動內容報告如上，報請  鑒核並請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備查。 

                                  職        

  

 

                                        101 年 7月 31日 

 
主 意 

管 

機 

關 見 

 

 

註： 

一、本報告格式以 A4紙製成。 

二、格式內空間大小，由公務員所屬中央主管機關視需要，統一設計。 

三、本報告格式一式四份，其中三份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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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參訪照片 

 

張副署長宏謀與廉政公署首長白廉政專員韞六交換禮品。 

 

 

參訪團與廉政公署白廉政專員韞六等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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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白廉政專員韞六與參訪團座談。 

 

 
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長穆斐文女士為參訪團介紹該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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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防止貪污處助理處長莫華海先生及高級防貪主任張展杰先生為參訪團

介紹防貪業務。 

 

 

廉政公署執行處首席調查主任張永權先生及總調查主任江炎坤先生為參訪團介

紹執行處的肅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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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首席聯絡主任李程寶嫻女士為參訪團導覽展覽廳文物。 

 

 

拜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並與局長朱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