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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家公務員 http://www.jinji.g 2018 年 7 月 13 日公布平成 29 年
倫理審查會
o.jp/rinri/zouyo/h （2017 年）指定職務以上人員贈
oukokusyo29.pdf
與報告書之提出狀況
1.依據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
第 6 條規定，各中央機關課長
輔佐級（地位相當於我國專
員）以上職員接受業者等之金
錢、物品、其他財產上之利益
輸送或招待(以下簡稱「贈與
等」)或基於業者與職員職務上
之關係而提供之人力勞動為
報酬，即國家公務員倫理規程
所定之報酬時(僅限接受該贈
與等或接受該報酬時為該省
副課長級以上之職員，且因該
「贈與等」所接受之利益或報
酬其價值為一次 5,000 日元以
上)，應按季於指定時間內將記
載法定事項之贈與報告書，向
各省各廳之首長或受委任者
提出之，並由各該收受人員將
副本送交國家公務員倫理審
查會。
2.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
公布 2017 年贈與等報告書分
析結果，2017 年收受件數共
3,396 件，其中有關金錢或物
品等贈與有關者 53 件（1.6
％）、提供飲 宴者 2,680 件
（78.9％）、基於業者與職員
職務上之關係而提供之人力
勞動為報酬 663 件（19.5％），
其總數及各項件數與 2016 年
相較均有減少。
3.贈與等報告書提出超過 100 件
的單位計有法務省、外務省、
文部科學省、厚生勞動省、農

備註(與何
業務相關)

林水產省、經濟產業省及國土
交通省等 7 個單位。其中除法
務省以基於業者與職員職務
上之關係而提供之人力勞動
為報酬為大宗外，其餘 6 省均
以提供飲宴為大宗。
4.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審查
報告書後，並未發現不當贈與
之情事。
日本經濟團體連 http://www.keidanr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1，針對日本 揭弊者保護
2018/09/05
合會
en.or.jp/policy/20 公益通報者保護專門調查會有 制度相關
18/069.html
關公益通報者保護法之修正議
題提出意見
1.希望能夠針對業者之規模、行
業類別、生態及文化等差異，
認可有各種不同的接受通報
之制度、暢通通報窗口之運行
及人事運作等健全體制做為
後盾：
 特別是「守密義務之導入」
及「舉證責任之轉換」
，修法
會對於業者之經營、通報對
應、人事運作等產生負面影
響，業界對此強力反對，應
極度慎重討論。
 如果業者整備通報體制變
成義務時，應設計讓業者能
靈活操作之制度。
 行政措施介入如果以法律
明定，應限於行政指導，另
反對刑事處罰入法。
2.為避免業者及其利益相關者
遭受不可預測之損害，應在制
度上設計防止濫用通報之情
形發生。
3.考量通報資料之蒐集行為不
1

簡稱經團連（日語：経団連／けいだんれん Keidanren ）
，是日本一個由企業組成之業界團體，在 2002 年 5 月由
「經濟團體連合會」
（舊·經團連）與「日本經營者團體連盟」
（日經連）統合而成，以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之上市
公司為中心構成。原為經濟產業省主管之社團法人，之後依照日本法律改組為一般社團法人。經團連與日本商工會
議所、經濟同友會並稱為日本的「經濟三團體」
，其會長更被稱為是日本的「財界總理」
，在日本產業界具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但使機密情報洩漏導致業者
受到不良影響，業者以外的利
益相關者之生命、身體及財產
亦有可能受到損害，對於導入
公益通報者將內部資料持出
可減免民事或刑事責任規
定，業界對此強力反對，應極
度慎重討論。
4.為防制行政權肥大、重複通報
對業者之負擔，不反對設置單
一受理通報窗口。
5.反對減免通報者因通報而產
生之刑事責任及損害賠償責
任。
6.針對妨害通報及調查通報者
之禁止，因以指引手冊使公眾
週知較為適當，反對以法律強
制規定。
2018/06/28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公共機關清廉度
ACRC 表示將公共機關清廉度測
定結果分級，並以色塊區分，製
作清廉資料，並每年定期於該會
網站首頁公告。ACRC 盼透過此

ViewInc&boardNum=6 舉，使公共機關理解清廉的重要
9890&currPageNo=2& 性，並讓公眾持續關注相關反貪
confId=4&conConfId 腐政策。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SC%2C+BOARD_NUM+DE
SC

2018/07/03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ACRC 強化與印尼、越南的反貪腐
合作
「廉潔度測定」
、
「反貪腐政策評
價」等韓國優秀的反貪腐制度，
在印尼和越南成功扎根。

ViewInc&boardNum=6 ACRC 表示，將於 4 日在印尼雅加
9927&currPageNo=2& 達與印尼反貪腐委員會將兩國
confId=4&conConfId 2006 年簽署之反貪腐合作諒解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備忘錄（MOU）延長 3 年。
透過諒解備忘錄的延長，兩國計
劃在今後 3 年內擴大合作，包括
防貪、肅貪等經驗、政策分享，

SC%2C+BOARD_NUM+DE 以及技術支援、共同研究、教育
SC
訓練、舉辦雙邊研討會。
ACRC 副委員長另將於 6 日到訪越
南河內，與越南政府總監察長 Le
Minh Khai 及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Phan Đình Trạc 會面，提供反貪
腐政策諮詢並分享情報。
2018/07/10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務權力之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行為規範更加嚴密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ACRC)
ViewInc&boardNum=7
0001&currPageNo=3&

ACRC 認為，法令規定的貪腐行為
與民眾認知中的貪腐行為差異
甚大，依據 ACRC 本月 5 日之報
導資料，民眾認為公務員消極行
事、怠忽職守、態度不親切等也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earc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算是貪腐行為，故 ACRC 決定將
「公務員行動綱領」等相關規定
改編地更加嚴密。
ACRC 分析去年 11 月至今年 4 月
受理的貪腐申報案件中，不符合

SC%2C+BOARD_NUM+DE 「腐敗防止法」規定要件而轉由
SC
相關機關自行終結的案件共計
3,239 件。
分析結果顯示，包括出言不遜、
辱罵、業務負擔過重等行為(共
89 件)，怠忽職守、態度不親切
等違反公務員義務行為(共 405
件)，顯示現行法規的規範與民
眾對清廉意識的認知有落差。
因此，ACRC 計劃在今年 10 月之
前制定方案，在「公務員行動綱
領」中加上「禁止濫用地位、職
權的不當行爲」，進一步嚴密管
制公務員的貪腐行為。
2018/08/13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要求提升學校食堂設施及飲食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質量
ACRC 委員長公布自 2016 年開始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至今年 6 月，各級學校對於校內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飲食問題訪查結果；在韓國每日
在校用餐學生數為 574 萬名，本
ACRC)
ViewInc&boardNum=7
次公布內容包括以下各相關議
0403&currPageNo=1&
題:
confId=4&conConfId
在學校內設立專門處理飲食的

=4&conTabId=0&conS

設施

earchCol=BOARD_TIT

青少年營養管理和健康及食

LE&conSearchSort=A

譜、食材、伙食費的關注

.BOARD_REG_DATE+DE

衛生管理問題:

SC%2C+BOARD_NUM+DE

在食物衛生管理方面，發現飲食

SC

內有異物者佔比約 35.9%，衛生
狀態不佳約佔比 19.4%，食材及
餐具清洗狀態不良，約佔比
16.8%(如附圖)
冷凍食品等食物品質問題把關
流程

ACRC 將提供教育部、各級教育廳
等相關機構，使國民權益與各級
學校注重飲食等相關議題，並將
受訪學生的意見提供參考，使能
積極反映在未來政策上。
2018/09/09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ACRC 對於請託禁止法規定教師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節送禮議題之說明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ACRC 說明對於教師節送禮相關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議題:
Commission,

ethod=searchDetail

對於教師節學生親自以手寫方

ACRC)

ViewInc&boardNum=7

式寫信或卡片給指導教授或老

0646&currPageNo=1&

師們，是不牴觸請託禁止法的。

confId=4&conConfId

另外學生代表等，在教師節上

=4&conTabId=0&conS

向老師公開提供的康乃馨，花

earchCol=BOARD_TIT

朶、財物等內容，參照請託禁

LE&conSearchSort=A

止法第 8 條第 3 項第 8 號社會

.BOARD_REG_DATE+DE

常規可以被允許(國民新聞局

SC%2C+BOARD_NUM+DE

回答）。

SC

然而請託禁止法實行以後，目前
仍有 1 萬 9 千則等待查詢解釋的
內容，ACRC 將儘快處理答復。

2018/09/12 韓國反貪及國民 http://www.acrc.go
權利委員會(the .kr/acrc/board.do?
Anti-Corruptio command=searchDeta
n & Civil Rights il&menuId=050505&m
Commission,
ACRC)

107/06/28

朴委員長與越南監察總署副監
察長 Tran Ngoc Liem 會談
ACRC 委員長 12 日與越南監察總
署副監察長 Tran Ngoc Liem 於

ethod=searchDetail
ViewInc&boardNum=7
0733&currPageNo=1&
confId=4&conConfId
=4&conTabId=0&conS

政府世宗廳舍進行會談。
越南監察總署與 ACRC 自 2013 年
簽署合作備忘錄以來，每年都通
過互訪及政策共享等方式保持
密切的交流合作關係。

earchCol=BOARD_TIT
LE&conSearchSort=A
.BOARD_REG_DATE+DE
SC%2C+BOARD_NUM+DE

此次越南訪問代表團由包括副
監察長在內的 8 名高級官員組
成，ACRC 針對 2015 年起傳授給
越南，正在當地施行中的反貪腐

SC

政策評價提供諮詢，並參考越南
的政策進行行政審判、清廉教育
等政策研修。

印尼反貪污委員 https://www.kpk.go 2018 年反貪腐電影節
會(KPK)
.id/en/news/highli KPK2018 年 反 貪 腐 電 影 節
ghts/382-acffest-2
018-film-as-the-in
spiration-againstcorruption

（ Anti-Corruption Film Festival,
ACFFEST）
，鼓勵公眾以電影為媒介
進行反貪腐行動。今年的主題標
語為「誠信從你開始，製作你的
電影」。這次 KPK 專注於短片故
事創意的競爭。
參與者可在 6 月 28 日至 8 月 20
日期間提交短片提案，7 個最有
趣的故事提案將可獲得 2,000 萬
盧比的贊助資金。不僅如此，還
能參與 3 天電影營，由專業電影
製作人授課，並享有雅加達的線
上編輯設備及當地導師指導。
7 個最佳提案將有 3 個月的短片
製作期，完成的作品將進行為期
2 天放映。

2018/07/05 歐洲反腐敗國家 https://www.coe.in GRECO 呼籲斯洛維尼亞致力於打
集團(The Group t/en/web/greco/-/g 擊議員和司法機構之間的腐敗
of States
reco-calls-on-slov 現象
against
Corruption,
GRECO)

enia-to-make-furth GRECO 公布斯洛維尼亞的 Second
er-efforts-to-coun Compliance Report，處理有關
ter-corruption-amo 議會和司法機構人員間預防貪

ng-parliamentarian
s-and-in-the-judic
iary-closes-the-th
ematic-monitoring-

腐議題。
GRECO 認為，司法機構（法官和
檢察官）預防貪腐的總體情況已
大為改善（例如，採納法官道德

round

守則及檢察官利益衝突迴避程
序建議）。為了盡量減少政治影
響的風險，修改最高法院法官的
任命程序仍尚待解決。
儘管有關國會議員預防貪腐面
有取得了進展，但仍期待斯洛維
尼亞能採取進一步措施，以符合
GRECO 的建議（例如，國民議會
尚未通過行為準則，與遊說者接
觸的規則需要重新審視等）。

2018/06/11 泰國國家反腐敗 https://www.nacc.g NACC 秘書長發表「善治和透明度
委員會（NACC） o.th/download/arti 的意向宣言」，表示將基於成本
cle/article_201806 效益和效率原則，監督 NACC 辦
11134322.pdf
公室的預算管理，確保其遵守適
用的法律、規則及法規。並會遵
守「知足經濟哲學」
，使 NACC 辦
公室能夠更高效率地運作。
除泰國憲法規定的權力與義務
外，NACC 辦公室也提出 20 年國
家戰略（2017-2036）和第 12 版國
家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計 畫
（2017-2021）
，作為泰國政策制定
的方針，並加以改進政府機構、
善治和消除貪腐。
這亦符合國家反貪腐戰略的第
三階段（2017 - 2021），這對於指
導整個國家的反貪腐工作至關
重要，將有助於泰國的清廉印象
指數（CPI）得到國際社會更高
的認可。
他亦表示將維護正義並秉持善
治、公正以及透明度等原則，使
NACC 成為泰國公民在反貪腐領
域可以信賴的單位，並會努力動
員、協調政府機構和民間社會一
齊走向貪污零容忍及廉潔泰國

的最終目標。
2018/06/18 泰國國家反腐敗 https://www.nacc.g 泰國內政部宣布積極開展反貪
委員會 NACC） o.th/download/arti 腐行動
cle/article_201806 泰國內政部常務秘書長發表「誠
18111006.pdf
實管理意向聲明」，表示內政部
常務秘書辦公室在「廉潔內政
部」的概念下，側重於依循善治
原則的管理及重視打擊貪腐、弊
端等。此外，亦鼓勵該部人員堅
持「溫和、紀律、誠實、服務的
精神」等美德及優先考量多數人
的利益。
內政部發言人表示，發表意向聲
明是針對內閣於 2018 年 1 月 23
日決議「所有公部門機構加入廉
能及透明度評鑑並合作，以作為
反腐敗努力的一部分」的回應。
這亦符合泰國國家反腐敗戰略
中的第三階段(2017-2021)，最終
目標是貪污零容忍和廉潔泰國。
2018/07/11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如何成功打擊非洲地區之貪腐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非洲聯盟（AU）將 2018 年定為
International, ature/how_to_win_t “打擊貪腐致勝”的一年。非洲
TI）

he_fight_against_c 聯盟致力於解決這一問題;它簽
orruption_in_afric 署了幾項旨在確保民主，法治和
a
善政的條約，但還有很多工作要
做。清廉印象指數（CPI）中，
非洲大陸在全球地區中排名最
低，平均得分 32 分。TI 支持 AU
此舉，但認為需要採取大量行動
使非洲擺脫貪腐。

2018/08/07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非洲聯盟（AU）簽署了幾項旨在 107/08/07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確保民主，法治和良善治理的條
International, ature/how_to_win_t 約。貪腐對非洲的影響是無法被
TI）
he_fight_against_c 低估的，大約 43％的非洲人生活
orruption_in_afric 在貧困之中，每年有超過 500 億
a
美元的被盜資產流出非洲。
TI 與其 28 個非洲分會給 AU 寫了
一封公開信，其中強調 AU 應該
集中努力的 7 個關鍵領域：

1.財政支持：資金必須符合承
諾，以幫助加強現有的反腐敗
制度並支持民間社會。
2.條約批准：尚未這樣做的國家
必須批准“非洲預防和打擊
貪腐公約”，這是實施治理和
反腐敗政策的共同路線圖。
3.內部調查：最近有關 AU 貪腐
諮詢委員會和非洲各部門腐
敗的指控應予以調查，任何違
法者都應受到懲罰。
4.採購：AU 應制定道德採購的最
低標準和準則，並在整個非洲
建立強有力的採購實踐，並進
行培訓，監測和研究。
5.開放契約：所有非洲國家都應
採用開放式契約做法，使數據
和文件更清楚，更易於分析。
6.被盜資產：政府應制定和執行
處理貪腐，犯罪和洗錢收益的
法律。
7.空殼公司：AU 國家都應建立公
共登記制度，提供私人公司負
責人名單，並徹底審查投標人
的公共契約，防止私人公司將
其所有者的名字保密，從事犯
罪行為。
2018/08/10 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 匈牙利在 Viktor Orban 的統治

（Transparency arency.org/news/fe 下走向集權主義，他幾乎已經控
International, ature/is_hungarys_ 制全部的公共領域。2017 年透明
TI）
assault_on_the_rul 國際貪污認知指數中，匈牙利在
e_of_law_fuelling_ 0 到 100 的範圍內獲得 45 分，比
corruption

上一年低 3 分。
2018 年 6 月 20 日，匈牙利議會
通過一系列法律，稱為“停止索
羅斯”，將任何向非法移民提供
幫助的個人或團體定為刑事犯
罪。該法案的通過始於 2010 年
Orban 所屬的 Fidez 黨的崛起。
集中貪腐的中央集權

今年 Fidesz 黨以 49％的選票贏
得匈牙利選舉。根據 TI 匈牙利
分部執行董事的說法，在獲得高
支持率前，Fidesz 黨已重新設計
了公共領域，準確地說匈牙利是
一個俘獲國家。
幾乎所有匈牙利的主要機構都
為 Fidesz 黨謀利 – Fidesz 黨
控制約 90％的媒體，而朋友和支
持者在國家機構中佔據關鍵位
置，旨在平衡政府權力。司法機
構雖保持獨立，但也岌岌可危。
在政治和經濟上，這種中央集權
由上而下且日益集中的貪腐體
系，例如政府居住債券計畫和支
持體育運動的公司的免稅，都是
為了將公共資金引導到 Fidesz
黨及其親信而有意建立的。令人
擔憂的是，這些活動是合法的，
因為立法是由執政黨量身定制。
另一項政府計畫，公司能夠向體
育俱樂部進行稅前捐贈。在過去
7 年中，約有 16 億歐元（18.3
億美元）的資金從稅收系統轉移
出去。去年由於 TI 匈牙利分部
提起訴訟，法院宣布這些捐款被
視為公共資金，應該受到與所有
其他公共資金相同的審查。
匈牙利的黃金簽證計畫是政府
政策與私人收益之間界限模糊
的另一個例子。TI 匈牙利分部法
律事務負責人 Miklós Ligeti 表
示，“匈牙利的情況特別奇怪，
黃金簽證計畫的利潤似乎並沒
有使國家受益，而是通過公司找
到進入不明人士口袋的方式。“
歐盟作為搖錢樹
從 2007 年到 2020 年，匈牙利從
歐盟獲得用於發展目的補助，大
約是每年國內生產總值約 3.5％

的金額，主要是歐洲結構投資基
金（ESI 2 ）。在某些年份，譬如
2017 年，這比例增加到 GDP 的 6
％或 7％。這些資金主要用於公
共基礎設施，儘管受補助的標案
尚不清楚。
在對 2013 年所有公共採購標案
的分析中，包括 Orban 的女婿在
內的 4 名與 Fidesz 黨相關的商
人贏得了所有公共標案的 12％。
2015 年，TI 匈牙利分部估計，
匈牙利的公共標案的平均價格
比市價高出 25％。
關閉非政府組織的空間
選舉之夜，Fidesz 黨官員和政府
發言人表示，應該禁止干涉政治
決策的組織。選舉結束後的幾
天，一份親 Fidesz 黨的政府雜
誌刊登了數百名評論家的名
字，其中包括 TI 匈牙利分部工
作人員的名字，此舉被視為一種
恐嚇策略。
“停止索羅斯”法律的通過，雖
然不直接影響反貪腐組織，但卻
對所有非政府組織在匈牙利運
作產生寒蟬效應。
希望的空間
儘管 TI 與匈牙利政府之間的合
作非常罕見，但有一個例外，在
過去 2 年中一直在與匈牙利政府
合作，以提高歐洲基金的透明度
和效率。雖然匈牙利的法治趨勢
令人擔憂，而法治仍然出現倒
退，但在打擊貪腐方面仍有一線
希望。只有歐洲領導人監督歐盟
資金並共同努力讓匈牙利政府
承擔責任，這才會成功。

歐洲結構投資基金（ESI 基金）的目的是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和永續健康的歐洲經濟環境。
匈牙利在 2014 年至 2020 年期間，以 9 個國家和地區計劃，從 ESI 基金獲得了 250 億歐元（290 億美元）
的資金。
2

2018/08/27 世界銀行全球治 http://info.worldb 2018 年 最 新 的 全 球 治 理 指 標
理指標
ank.org/governance (2017 年數據)將於 9 月 21 日公
/wgi/#home
布。
2018/08/08 澳洲新南威爾斯 http://www.icac.ns 五大利益衝突的神話
州反貪獨立委員 w.gov.au/newslette 利益衝突可能會使更多的公共
會
r/issue51/conflict 部門人員絆倒，並引起比其他任
s.html
何與腐敗相關的問題更多不必
要的恐慌和問題。造成這個現象
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圍繞利益衝
突的神話。
1. 存在利益衝突會讓人看起來
很糟糕，所以要隱藏它：公
布利衝突意味著您是透明和
誠實的。
2. 只要您公布利衝，您就已經
完成了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事實上還有許多要注意的事
項，比如說
1) 在個人職責上，不因個人
喜好而偏袒
2) 不影響其他人來支持你
的喜好
3) 不因個別而不恰當地訪
問或使用信息
4) 跟管理者討論如何根據
誠實原則處理利衝
3.如果其他人已經知道，您不必
聲明利益衝突：即使人們知道
您存在利益衝突，也需要正式
向管理者披露。
4.告知我的管理者我的利益衝
突就足夠：為了保護自己，請
以書面形式向提出利益衝突
聲 明，並保留其副本。
5.如果我向管理者提出正式聲
明，那絕對是我已提供所有的
揭露訊息：如果您的利益衝突
涉及正式流程，例如招標或僱
用員工，規則通常要求必須向
負責利益衝突的人員另行申

107/08/08

報。如果有利益衝突登記冊，
有責任確保以適當的形式向
負責保管登記的人揭露。
2018/08/15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vt.nz/former-emplo
2018/09/04 欺辦公室
yee-of-waitangi-na
(Serious
Fraud Office， tional-trust-group
Auckland SFO) -charged-with-frau
d

懷唐伊國際信託集團前僱員被 2 則
控詐欺
負責管理懷唐伊條約簽署地的
30 歲前信託僱員遭嚴重詐欺辦
公室(SFO)起訴，該員並已對起
訴案件認罪。

https://www.sfo.go
vt.nz/manager-admi
ts-defrauding-wait
angi-national-trus

紐 西 蘭 凱 里 地 區 的 Wallace
Tamamotu Te Ahuru 面臨 2 項「詐
欺取得」及 7 項「使用偽造文書」
指控。被告遭指控於懷唐伊國際

t

信託集團擔任服務經理，負責財
務信託管理業務期間詐欺取得
約 120 萬美元，且據瞭解僅他一
人犯案，並將所竊取的金錢用於
旅遊、住宿、購買高價服飾、進
行整容手術及購買車輛。
SFO 主任檢察官 Julie Read 表
示，Te Ahuru 先生欺騙紐西蘭歷
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的管理
者。他的犯罪行為已損害政府補
助及私人捐款的懷唐伊國際信
託集團名譽。

2018/09/20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房地產經紀人因詐欺當地政府
欺辦公室
vt.nz/realtor-sent 被判刑
1 名房地產經紀人因遭嚴重詐欺
(Serious
enced-for-defraudi
Fraud Office ， ng-local-governmen 辦公室(SFO)起訴，被判處 7 個
月住家拘留及 200 小時的社會勞
Auckland SFO)
t
動服務。
紐西蘭瓦納卡的 Shirley Anne
Johnston 從塞爾溫區議會違法
取得佣金。這筆款項來自 13 筆
房地產銷售案，據稱與位於羅爾
斯頓的塞爾溫區議會商業中心
開發區 Izone 有關。
Johnston 女士與她丈夫 Stephen
Gubb 共同以詐欺手法從區議會
取得超過 30 萬美元的佣金，並

將半數金額轉移至他們名下的
銀行帳戶。
Johnston 女士在基督城區法院
被以「詐欺取得」罪名被判刑。
Gubb 先生目前因參與詐欺計畫
及提供假發票給塞爾溫區議會
而被判處 2 年 9 個月徒刑。
2018/09/28 奧克蘭市嚴重詐 https://www.sfo.go 開發商及公司董事因涉 4,100 萬
欺辦公室
vt.nz/developer-an 美元詐欺案被判入獄
2 名商人因涉以詐欺手段獲取大
(Serious
d-company-director
Fraud Office ， -jailed-for-41-mil 筆銀行貸款以建造奧克蘭市中
心公寓大樓，遭嚴重詐欺辦公室
Auckland SFO)
lion-fraud
(SFO)起訴而被判入獄。
Ross 先生及 Wehipeihana 先生為
使 Emily 規劃有限公司獲得
4,100 萬美元的開發貸款，俾用
於建造華道夫西勒斯森公寓酒
店，遂欺騙 ANZ 銀行。他們向銀
行謊報真正預售數量，並使用偽
造文件（含買賣協議）使銀行同
意貸款，並於公寓出售給真正的
購買者時，使用另份偽造文件。
2 人遭奧克蘭高等法院以 3 項「詐
欺取得」及 2 項「使用偽造文件」
罪名判決有罪。本案另有 2 名男
子參與計畫，均被判處 10 個月
的住家拘留。
SFO 主任 Julie Read 表示，判決
結果反映本案的嚴重性，2 人誤
導銀行以確保 Emily 規劃有限公
司取得貸款。SFO 致力於調查及
告發此類違法行為，以保障抵押
貸款市場的完整性，俾保障誠實
的借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