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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背景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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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005 年「國際透明組織東亞地區反貪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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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國際透明組織簡介 

 

一、中文簡介 

 

國際透明組織是目前國際上唯一專門致力於抑制貪污貪腐的國際性非政

府組織（INGO），其國際秘書處設於德國柏林，下轄非洲暨中東部、美洲部、

亞太部（台灣分會隸屬於亞太部）、及歐洲暨中亞部。自 1993 年成立以來，積

極在世界各國設立獨立運作的國家分會（National Chapters）。發起人彼得‧艾

根（Peter Eigen）試圖結合公民社會、民間企業與政府機關組成的強大聯盟，

共同推動國際反貪倡廉行動方案，戮力遏制各國貪腐行為，進一步激發各國社

會的反貪腐能量。 

該組織的核心任務，係激發全球公民社會的反貪意識，建構全球反貪反腐

的聯盟機制，其於每年全球同步公布的世界各國「貪腐印象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為當前最廣泛被用來衡量貪污情況之社會經濟指標；

除此之外，另有測量跨國公司在各國當地行賄程度之「行賄指數」（Bribe Payers 

Index；BPI）；以及調查民眾預期未來貪腐情況的「全球貪腐趨勢指數」（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GCB）。這些具公信力之調查已在許多國家引發意義重大

的改革。國際透明組織運用政策工具成功地發揮議程設定的功能，亦使該組織

被納入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非營利組織專題的個案研究，亦於 2002 年獲

得國際媒體監控組織頒發的年度「議題設定獎」（Media Tenor Award for Agenda 

Setting 2002），表彰該組織藉由國際媒體讓世人認識到貪污的嚴重性與普遍性。

依據「國際透明組織 2007 年年度報告」（TI Annual Report 2007）統計，目

前該組織在世界各國已成立超過 90 個分會據點，為確保各地方分會的運作宗

旨與總部相同，該組織特別重視會籍審查與認證程序，該程序將分會會籍地位

分為三類型：正式國家分會（National Chapter）、籌備處（National Chapter in 

formation）與已接洽成立的分會聯絡處（Contact）。我國（台灣分會）於 2002

年成立，並於 2008 年完成所有國家分會認證程序，已成為國際透明組織目前

在東亞地區的正式國家分會（National Chapter）。 

 
 
 



二、英文簡介 

 
What is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he global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 leading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a powerful worldwide coalition to end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TI’s mission is to create change towards a world free of corrupti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the inevitability of corruption, and offers 
hope to its victim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93, TI has played a lead role i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by building momentum for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TI raises awareness and diminishes apathy and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and devises and implements practical actions to address it.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s a global network including more than 90 locally 
established national chapters and chapters-in-formation. These bodies fight 
corruption in the national arena in a number of ways. They bring together relevant 
players from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business and the media to promote 
transparency in election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procurement and in business. 
TI’s global network of chapters and contacts also use advocacy campaigns to lobby 
governments to implement anti-corruption reforms.  

Politically non-partisan, TI does not undertake investigations of alleged corruption 
or expose individual cases, but at times will work in coalition with organisations that 
do.  

TI has the skills, tools, experience, expertise and broad participation to fight 
corruption on the ground, as well as through global and regional initiatives.  

Now in its second decad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s maturing, intensifying and 
diversifying it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hat is corruption?  
Corruption is the ab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gain. It hurts everyone 
whose life, livelihood or happiness depends on the integrity of people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胡吉特・拉貝勒女士（Huguette Labelle）簡介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現任主席胡吉特・

拉貝勒女士（Huguette Labelle）為加拿大籍的教育博士，曾獲得加

拿大 12 所大學的榮譽學位、加拿大公共行政研究所的勳章、加拿大

公共服務卓越成就獎和管理成就獎等。她曾在加拿大政府交通部、

公共服務委員會及加拿大國際發展總署等不同機構擔任副部長級以

上職務長達十九年，並擔任超過 20 個國際組織委員會與理監事會之

重要成員。2005 年 11 月 13 日，拉貝勒女士於德國柏林舉行的國際

透明組織年會（Annual Membership Meeting）中，首度當選為該組

織的第二任主席，並於 2008 年雅典年會再度連任主席。 

自 2005 年以來，拉貝勒女士帶領國際透明組織持續推動全球反

腐敗運動，轉變工作重點，在打擊政治腐敗的同時因應國際金融危

機，把私營領域的腐敗和賄賂也包括進來；並著重於開發反貪腐工

具和建立新的反腐敗機制，推動各項政策改革。長期著眼於國家及

國際間抑制貪腐工具的建立，並推動各種反貪腐機制的建立與政策

的改革。同時，拉貝勒女士目前亦擔任聯合國、世界銀行等多個國

際組織及其周邊組織之諮詢顧問，多次在聯合國會議中為全球反貪

運動發聲。在最近的一次聯合國「全球契约」（Global Compact）會

議中，拉貝勒女士引用世界銀行的調查結果指出，多達 5%的全球國

內生產（GDP）總值被貪污，價值大約為 2.5 萬億美元，成為眾所

矚目的媒體焦點。預期此次訪台，將有助提升我國在全球反貪政策

網絡之影響力與能見度（相關英文簡介請參閱下頁）。 



 
Huguette Labelle, Chair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uguette Labelle holds a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She is a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Canada. She has been awarded honorary degrees from 
twelve Canadian Universities and has received the Vanier medal of the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Canada,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of the public 
service of Canada, the McGill Management Achievement Award and l’ordre de la 
Pleiade.  

She has served for a period of nineteen years as Deputy Minister of different 
Canad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cluding Secretary of State, Transport Canada,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nd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She has served on more than 20 Boards.  

She is currently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Chair of the Board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f CRC Sogem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the UN 
Global Compact. She also serves on several addit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oards.  

A board members since 2003, she was first elected as TI's Chair in 2005 and 
re-elected at the 2008 Annual Membership Meeting in Athens, Greece.  

（Please refer to http://www.transparency.org/about_us/organisation/board/board） 

 
 
 
 
 
 
 
 
 
 
 
 



貳、台灣透明組織簡介 

一、英文簡介 

What is TI’s Chapter in Taiwa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hapter in Taiwan（TI’s Chapter in Taiwan, TICT）was 
established on 28th September, 2002.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ed in 
Berlin, Germany, is the leading global NGO devoted to combating corrup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93, TI has played a lead role i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millions around the world by building momentum for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As an accredited national chapter, TI’s Chapter in Taiwan has built a well known 
reputation for connecting anti-corruption networks in Taiwan. TI’s Chapter in 
Taiwan not only seek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and lower the public’s tolerance 
towards corruption, it devises and implements practical actions to curb corruption in 
all aspects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order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and 
integrity, TI’s Chapter in Taiwan is intensifying and diversifying it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n upcoming years, TI’s Chapter in Taiwan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various anti-corruption research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with its partners in the 
anti-corruption community.  
 
TI’s Chapter in Taiwan’s Strategies:  
1. Raising awareness 
To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of corruption by developing anti-corruption education 
programs and 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s. 
2. Building coalitions 
To set up a network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ideas 
and best practices of anti-corruption can be shared and exchanged. 
3. Developing tools 
To learn th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 investigative mechanisms for eradicating corruption. To cooperate with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developing 
integrity standards for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4. Monitoring corruption 
To construct a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and measure the bribery index. 
 



二、組織成員簡介 

 

 
 
 
 
 
 
 
 
 

 
 
 

 



台灣透明組織第三屆理監事 

TI-Chinese Taipei’s 3rd Board of Directors 
理事長 
Chair  
 

洪永泰 
Yung-tai Hung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ythung@ntu.edu.tw 

 

常務理事 
Standing Board 
Member  

徐斯儉 
Szu-chin Hsu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

備處助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cademic Sinica 
 

◙ sh81@gate.sinica.edu.tw 

 
常務理事 
Standing Board 
Member 

陳俊明 
Chun-ming Chen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 cmc@cc.shu.edu.tw 

 
常務理事

Standing Board 
Member  

陳敦源 
Don-yun Chen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donc@nccu.edu.tw 

 
 



 

 常務理事

Standing Board 
Member  

黃東益 
Tong-yi Huang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tyhuang@ncc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王文玲 
Wen-Ling Wang 
聯合報大台北中心社會組撰

述委員 
Reporter,United Daily News 
 

◙ wenlingwang@hotmail.com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江大樹 
Ta-shu Chiang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行政與政

策學系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 jos@ncn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李宗勳 
Tsung-hsun Lee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主任 
Chair,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una231@mail.cp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金士先 
Shih-shien Chin 
國立故宮博物院文化行銷處

處長 
Chief Curator,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icensing,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alanchin@npm.gov.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黃秀端 
Shiow-duan Hawang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 sowd@mail.sc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楊永年 
Yung-nane Yang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暨政治經

濟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yungnane@mail.nck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楊戊龍 
Wu-long Yang 
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lyricyang@nuk.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蔡秀涓 
Hsiu-Chuan Tsai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 sutsai.joy@msa.hinet.net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蕭元哲 
Luke Y.C. Hsiao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

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Shou 
University 
 

◙ ychsiao@isu.edu.tw 

 



 
理事 
Member of 
Board of 
Directors  

蘇彩足 
Tsai-tsu Su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Chai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tsaitsu@ntu.edu.tw 

 

常務監事

Standing 
Supervisor  

黃榮護 
Edward Huang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副教

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 jhhuang@cc.shu.edu.tw 

監事 
Member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史美強 
Mei-chiang Shih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暨政策學

系教授 
Professor, Tunghai University
 

◙ mcshih@mail.thu.edu.tw 

 
監事 
Member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葉一璋 Kevin Yeh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學系助理

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Shih 
Hsin University 
 
 

◙ ijyeh@ara.seed.net.tw 

 
監事 
Member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郭良文 
Liang-wen Kuo  
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Dea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 lwkuo@mail.nctu.edu.tw 

 



 
監事 
Member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劉坤億 
Kun-i Liu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

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kuniliu@mail.ntpu.edu.tw 

 



 

第三屆顧問團成員 

TI-Chinese Taipei’s Advisory Council 

高雄市立空中大學校長    
President, The Open 
University of Kaoshiung 
 

吳英明 
Ying-ming Wu  
 

◙ eimin@kcg.gov.tw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兼舍我記念館館長 
Professor,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成露茜 
Lucie Chen 
 
 

◙ lcheng@cc.shu.edu.tw 

 

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理事

Board Member,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General 
Education  
 

林孝信  
Shiaw-shin Lin 
 

◙ shiaws.lin@msa.hinet.net 

 

中華民國乾淨選舉全國推行

委員會理事長 
Chief,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lean Election  
 

柴松林 
Song-lin Chai 
 

◙ fupo@fgs.org.tw 

 



 
第一屆台灣透明組織理事長 
1st Chair of TI-Taiwan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施能傑 
Neng-jay Shih  
 

◙ njshih@nccu.edu.tw 

 

天下雜誌總編輯 
Chief Editor, Common Wealth 
Magazine  
 

殷允芃 
Diane Ying, 
            

◙ diane@cw.com.tw  

 

世新大學教授兼管理學院院

長 
Professor& De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徐仁輝 
Jen-hui Hsu 
 

◙ jhhsu@cc.shu.edu.tw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系教授

Former Members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許濱松 
Pin-sung Hsu  
 

◙ pingsong@cc.shu.edu.tw 

 



前法務部政風司司長 
Former Direct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thics 

 劉展華 
 Jan-hua Liu 
                

 

行政院移民署署長  
Director-General,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謝立功 
Li-kung Hsieh 
 

◙ una245@sun4.cpu.edu.tw 

 

台灣促進和平文教基金會執

行長 
Executive Director, Peacetime 
Foundation of Taiwan  

簡錫堦 
Gene-tzn Chen, 
 
 

◙ peacetime@peace.org.tw 

 
中國人權協會副理事長  
Vice Chair,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蘇友辰 
You-chen Su 
 

◙ yiuchen.su@msa.hinet.net 

 
 
 
 
 
 
 



台灣透明組織秘書處成員 

TI-Chinese Taipei’s Secretariat 

執行長 
Executive Director 
 

余致力 
Chi-lik Yu  
 

◙ cyu@cc.shu.edu.tw 

 

副執行長 
Vice Executive Director 

莊文忠 
Wen-jong Juang 
 

◙ jwj@cc.shu.edu.tw 

 
副執行長 
Vice Executive Director 

胡龍騰 
Lung-teng Hu  
 

◙ lthu@cc.shu.edu.tw 

 
辦公室主任 
Office Manager 
 

蘇毓昌 
Yu-chang Su  
 

◙ syc0630@gmail.com 

 



 
國際事務部主任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陳偉華 
Wei-hua Chen 
 

◙ weihua.ch@gmail.com 

 
社會行銷部主任 
Director of Social 
Marketing 
 

鄭敏惠 
Ming-huei Cheng 
 

◙ charlene2.tw@yahoo.com.tw

 

出納 
Cashier 
 

呂慧芳 
Huei-fang Leu 
 

◙ hfleu@cc.shu.edu.tw 

 

會計 
Accountant 
 

蕭妃真 
Fei-chen Shiau 
 

◙ feichen@cc.shu.edu.tw 

 

專員 
Specialist 
 

葉琪 
Chi Yeh 
 

◙ 96253022@nccu.edu.tw 

 



 
專員  
Specialist 
 

顏若庭 
Juo-ting Yen 
 

◙ yjtcarol@gmail.com 

 

  



三、歷年重要交流活動 

（一）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 

2008 年 8 月 11 日總統親臨「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致詞 
11-12 Aug. 2008,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Chinese Taipei and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co-organized the “2008 Taiwa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nference." 
The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was anti-corrup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conference wa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 made a 
speech at opening ceremony. 
  
The conference was attended by representatives from Danish Ombudsman Office, 
Singapor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Anti-Corruption Agency of 
Malaysia, Justice and Prosecution Society of Macao, Australi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respectively. Also, attendees totaled more than 20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practitioners and experts from governments, private sectors, 
NGOs, and academia. 
 
Susan Côté-Freeman (See the photo below, the lady left to the president), the 
Programme Manager of Private Sector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spoke i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Fighting Bribery and Corruption: Why should 
Companies Care?” Her enlightening speech was further discussed on countering 
bribery in private sectors. 

 



President Speaks at Opening Ceremony  
of 2008 Taiwa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Symposium 
（法務部新聞稿）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Anti-Corruption 

The 2008 Taiwa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Symposium opened at nine o’clock at 
Howard Hotel in Taipei today on August 11. 

In an address, President Ma Ying-jeou said that public confidence is the greatest asse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corruption is the gravest corrosive. He called on everyone 
to be always on the guard against corruption because, he said, “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The president reiterated his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Integrity, Professionalism,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 government, he said, is preparing to 
set up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 to coordinate the anti-corruption efforts, because a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is proportional to its honesty and also because 
anti-corruption is the world ethos. 

He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make its employees “unwilling to be 
corrupted, needless to be corrupted, unable to be corrupted, and dare not be 
corrupted.” It will select honest persons to serve as departmental heads to enable 
government employees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corrup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pay its employees enough so that corruption is unnecessary. It will also strengthe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deprive government employees the opportunity for corruption, 
for instance, by forbidding them to accept gifts from a person or a firm that has signed 
a contract, received government stipends, or been placed unde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stringent measures to deter 
corruption by government employees. The presidents urged government leaders to 
lead by example, because, he thinks, anti-corruption can succeed only by combining 
political resolve with universal consensus in society. 

The symposium i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The budget comes from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re Jens Ols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rector and Chief Legal Adviser in Danish Ombudsman 
Office; SNG Jin Poh, assistant director of Singapore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Yip Pit Wong, Senior Assistant Commissioner II, Anti-Corruption Agency, 
State of Penang, Malaysia; Seng Chuan Al Din Wan, senior inspector of 
Ant-Corruption Agency, State of Saba, Malaysia; Susan Côté-Freema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Manager, Private Sector; Chan Ka Fai and Leong Weng Tak, 
Representatives of Justice and Prosecution Society of Macao; and officials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 county and city governments, Transparency 
Taiwan, and teachers at related departments of Taiwan’s universities, totaling about 
200. 

The symposium lasts one and half days and is divided into seven sessions. Two 
sessions are to be held this morning, starting with a presentation by Kao Yueh, 
director of the MOJ Department of Ethics. Director Kao’s topic is “Taiwan’s Strategy 
on Government Ethics.” After listening to the report, all participants highly validated 
Taiwan’s public servants’ asset-declaration system and hope the ethic norm will 
become party of public servants’ value. 

The second session is a report b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Susan Côté-Freeman. 
She speaks, i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s of anti-corruption 
practices that affect business behavior. She says that businesses can no longer tolerate 
corruption.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troduces some anti-corruption 
approaches for adoption by businesses and calls on businesses not to regard 
corruption as a common matter. They should shar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lution, 
she says. 

 
 
 
 
 
 
 
 
 
 
 
 
 
 
 
 
 
 
 
 



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概況 
 
壹、前言 

瑞士洛桑管理學院（IMD）的「世界競爭力年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與日內瓦「世界經濟論壇」（WEF）的「全球競爭力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均將廉政納入國家競爭力評比的指標之一，顯見

廉能政治與國家競爭力息息相關，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經

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及亞洲開發銀行（ADB）等國際組織近年亦均

大力倡導反貪議題，召開反貪國際會議，貪腐問題儼然已成為國際焦點。 

當前我國廉政工作採取「四不」政策，如何實踐「不願貪、不必貪、不能

貪、不敢貪」，除有賴各政府部門與民間團體持續推動反貪倡廉，以及深化

廉能改革策略外，從清廉度較高的國家借鏡廉政治理及透明化措施，有助

檢討我國現行廉政制度與實務，實現乾淨政府，並提昇競爭力。 

法務部前於 2007 年 1 月間，首次舉辦國際廉政研討會，邀請亞太地區 4 國

廉政機構代表及國際透明組織專家就反貪腐議題進行研討，獲得各界熱烈

迴響。為持續與國際反貪工作接軌，汲取各國廉政成功經驗，宣示政府「推

動廉政倫理、重建乾淨政府」的決心，今（2008）年續規劃舉辦「2008 年

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 

2008 年 8 月 11-12 日法務部與外交部、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及台灣透明組織

合作舉辦 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進行 7 場次的專題研討，邀請

丹麥、新加坡、澳大利亞、馬來西亞、澳門、國際透明組織等代表參加，

分享各國及國際間公、私部門反貪的策略與成效，俾作為我國推動廉政工

作之參考，並拓展我國「廉政外交」。 

 



貳、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會議概況 

一、開幕致詞 

97 年 8 月 11 日上午 9 時至 8 月 12 日中午 12 時，法務部於公務人力發展中

心福華國際文教會館前瞻廳舉辦「2008 年臺灣國際廉政研討會」，由馬總統

親臨開幕典禮致詞，提示「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已自本（97）年 8 月開

始實施，該規範強調公共服務是公共信託，公職人員應超越個人利益追求

公共利益，因為人民的信賴是政府最大的資產，貪污則是人民信賴最大的

腐蝕劑，行政運作若不能展現出高度的廉潔，將失去治理的正當性。另行

政院成立之「中央廉政委員會」，期能落實「廉能、專業、永續、均富」施

政方向，共同推動「乾淨政府運動」。 

馬總統進一步指出，反貪不僅只藉由嚴刑峻法的嚇阻，還要創造公務員去

貪促廉的主觀與客觀條件，亦即落實廉政工作必須四管齊下︰不願貪、不

必貪、不能貪、不敢貪。除落實下游作為「不敢貪」的肅貪行動，更重要

的應自上游實踐，養成公職人員清廉自持習慣而「不願貪」，並使公職人員

收入仰事俯蓄，足以養廉，臨財不苟得而「不必貪」，更透過健全的法令規

章與透明的行政流程，使貪污無所遁形而「不能貪」。 

 
二、研討會議程 

會議進行方式，由各場次主講人報告後，與與會外賓針對報告內容以焦點

座談進行討論，並開放現場來賓提問，再由主講人為綜合回應，現場互動

熱烈，現場與會人員含括國際透明組織企業反貪組召集人（加拿大籍）Susan 

Côté-Freeman、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助理局長孫仁寶、丹麥國會監察使首席顧

問兼國際事務處處長 Jens Olsen、澳門檢察律政學會梁永德先生、澳大利亞

新南威爾斯州「反貪獨立委員會」主席 The Hon. Jerrold Cripps QC、馬來西

亞反貪局檳城分局副局長葉必旺等外賓及政府機關、台灣透明組織、專家

學者等產官學界代表計 200 餘人。 

本次研討會主要參與研討之代表及報告主題如下： 

（一） 「臺灣廉政工作之策略」（主講人：法務部政風司司長管高岳） 

（二） 「打撃賄賂與貪腐為何與企業有關？」（主講人：國際透明組織企業反貪



組召集人[加拿大籍]Susan Côté-Freeman） 

（三） 「新加坡貪腐控制－刑事立法與執行」（主講人：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助理

局長孫仁寶） 

（四） 「丹麥監察使與打撃貪腐」（主講人：丹麥國會監察使首席顧問兼國際事

務處處長 Jens Olsen） 

（五） 「澳門現行對貪污犯罪的檢控情況」（主講人：澳門檢察律政學會梁永德

先生） 

（六） 「防制國會及政黨貪腐之方法」（主講人：澳大利亞新南威爾斯州「反貪

獨立委員會」主席 The Hon. Jerrold Cripps QC） 

（七） 「馬來西亞防制私部門貪腐之策略」（主講人：馬來西亞反貪局檳城分局

副局長葉必旺） 

 
 
 
 
 
 
 
 
 
 
 
 
 
 
 
 
 
 
 
 
 
 



（二）「台北國際反貪月」（英文簡介） 
「The Taipei Anti-corruption Day」 

 

 
 
Since 2005, under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Major Ma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 for 
anti-corruption movements, TI’s Chapter in Taiwan and City Government’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thics have co-hosted a series of anti-corruption events in 
celebration of the U.N.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Day (聯合國國際反貪日，每年

12 月 9 日). 
 
In December of 2008, TI’s Chapter in Taiwan and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thics hosted the 2008 Taipei Anti-corruption Month. 
These events, free and open to the public, included the kick-off meeting of the 
Volunteers Against Corruption coalition; an exhibit on the anti-corrup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School Integrity Management 
seminar; an exhibition on the achievements of anti-corruption classes 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anti-corruption Debate Tournament, among others. 
 
By hosting these events,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demonstrated its will and 
determination to fight corruption within itself and throughout its jurisdiction. These 
anti-corruption activities involved the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agencies in th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and various organizations from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三）2005 年國際透明組織東亞地區反貪會議 
「East Asia Regional Meeting on Combating Corruption」 

 

 

 

台灣透明組織於 2005 年，在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與臺灣民主

基金會贊助下，取得國際透明組織首屆東亞區域會議（East Asia Regional Meeting 

on Combating Corruption）之主辦權，以 TI-Taiwan 的分會名義主辦於 2005 年 8

月在台北舉行，邀請國際透明組織總部人員以及南韓、日本、蒙古、中國等 30

位代表與會，透過共同參與研討，有效地連結反貪運動的國際網絡，並研擬區域

合作的具體行動方案。馬總統時任台北市長，親自蒞臨歡迎晚宴會場代表台北市

政府致詞（參照片）。此次會議成果豐碩，亦型塑我國對國際透明運動高度支持

的形象，奠定台灣透明組織在亞太地區推動反貪腐運動的戰略地位。 
 
相關資訊請參閱「TOPICS 雜誌專訪 2005 年東亞年會」（參以下附件） 

 
 
 
 
 



 





参、國際透明組織歷年調查 

一、台灣透明組織公布 2008 年世界各國「貪腐印象指數」 
 

台灣得分 5.7，全球排名第 39 名 
 

名次下滑幅度為歷年之最 

台灣透明組織於 9月 23日公布由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 2008年全球貪腐印象

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簡稱 CPI），以滿分十分代表清廉，在全球

180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今年台灣以 5.7 分排名第 39 名。與去年相比（2007

年，得分 5.7，排名 34），台灣雖維持同樣分數，然而名次卻下降五名，從全球

比較的觀點而言，台灣尚屬中度廉潔的國家，但整體排名卻有逐漸下滑的趨勢，

值得正視與檢討。 

進一步比較東亞各國的指數（如圖一），我國距離新加坡（9.2 分，第 4 名）、

香港（8.1 分，第 12 名）及日本（7.3 分，第 18 名）仍有一段差距，也只微幅領

先南韓（5.6 分，第 40 名）0.1 分和 1 名，但仍勝於澳門（5.4 分，第 43 名）和

遠勝於中國（3.6 分，第 72 名）甚多。不過如果將經濟與政治因素納入考量，則

台灣在全球經濟富裕與政治民主的國家中，停滯不前的廉潔狀況仍有許多有待加

強、努力之處。 

 



回顧過去十三年（1995~2007）的調查結果，台灣的排名在 25 至 35 名間窄

幅盤旋（詳表一）。去年（2007）台灣在全球 180 個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34 名，

2006 年在全球 163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34 名，2005 年在全球 159 個納入評

比的國家中排名 32 名，2004 年在全球 146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35 名，2003

年在全球 133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30 名，2002 年在全球 102 個納入評比的

國家中排名 29 名，2001 年在全球 91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27 名，2000 年在

全球 90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排名 28 名，1999 年在全球 99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

排名 28 名。再往前幾年，台灣的排名分別是 1998 年排名 29（評比國家 85 個），

1997 年排名 31（評比國家 52 個），1996 年排名 29（評比國家 54 個）及 1995

年排名 25（評比國家 42 個）。惟今年的排名卻一路下滑 5 名至第 39 名，下滑

幅度與名次衰退為歷年之最。值得關注的是，貪腐印象指數是一落後指標，主要

反映過去兩年（2006、2007）的廉潔情況，這樣的調查結果，當然是受到我國近

年政治貪腐與金融弊案叢生所影響，但亦突顯出廉政治理之相關作為仍無法達到

一定成效。 

表一、台灣 1995~2008 年貪腐印象指數分數暨排名變化表 
年度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分數 5.08 4.98 5.02 5.3 5.6 5.5 5.9 5.6 5.7 5.6 5.9 5.9 5.7 5.7
排名 25 29 31 29 28 28 27 29 30 35 32 34 34 39 
評比

國家 42 54 52 85 99 90 91 102 133 146 159 163 180 180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鄰近我國的南韓自 1999 年（3.8 分，第 50 名）

以來，歷經亞洲金融風暴後加速改善其廉政狀況，反觀我國卻呈現停滯、後退的

情況（如圖二）。今年（2008），南韓僅落後我國 0.1 分，幾乎追平，這樣的情

況值得我國各方深切反省。若我國若干重大貪腐案件之偵辦仍然混沌未明，明年

將有可能首度被南韓超越。 

 

 



 

 

 

 

 

 

 

回顧我國近幾年國內貪腐的情況，不論是公部門的貪腐弊案，還是私部門的

違法掏空，皆使民眾及國際社會對我國清廉形象產生不良的觀感。台灣透明組織

成員表示，國家領導人對於廉潔的高度承諾與實際作為是邁向廉能政府的第一

步，但相關的政策配套、制度改革與執行，也必須進一步加以強化。因此，健全

法制、資訊公開及有效課責是我國當前必須著手改革的重點工程，再者，發揮金

融監理之功能與強化企業之社會責任，也是我國未來必須努力的方向之一。 

 

 

 

 

 

 

 

 

 

 

 



二、國際透明組織 2008 年「貪腐印象指數」問與答 

 

(一)、什麼是「貪腐印象指數」？ 

貪腐印象指數乃針對世界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進行評比。該指數旨在探測人

們對於各國公務人員與政治人物貪腐程度的實質感受。指數滿分是 10 分，分數

愈高愈清廉。以 2008 年為例，丹麥、紐西蘭與瑞典在所有列入評比的 180 個國

家中得分 9.3，併列第一名，是最廉潔的國家；索馬利亞得分 1.0，排名最後（第

180 名），是貪腐情況最嚴重的國家。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5 年開始建構並公布

貪腐印象指數至今已有十四年的歷史。  

 

(二)、貪腐印象指數中的「貪腐」如何界定？ 

貪腐印象指數中的「貪腐」係指「濫用公職謀取私利」（the ab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貪腐印象指數所採用的分項指標主要是詢問受訪者有關濫用

公權力謀取私人利益的問題，並側重於公務人員在採購的過程中是否接受賄賂，

但這些問題並沒有細分是行政貪腐或政治貪腐原因所致，也沒有區別貪腐案件的

大小。 

 

(三)、貪腐印象指數如何計算？ 

貪腐印象指數每年納入評比的指標有些不同。今年（2008）的指數彙整 13

項有關貪腐的調查資料。貪腐印象指數係整合多重資料來源而建構的指標，因而

提高了每個國家評分之可信度。如此整合多重資料可避免單一資料來源因偏見或

調查方法的瑕疪而對特定國家貪腐程度做出錯估與誤判。秉持這樣的原則，在貪

腐印象指數建構過程中，如果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三個以上可信之調查資料，則該

國將不納入國際透明組織貪腐印象指數之建構與評比。 

 

 

 

 



(四)、貪腐印象指數為何是一個重要的參考數據？ 

貪腐印象指數反映全球各地居民與僑民、各國商人以及風險、國情分析專家

學者對公部門貪腐情況的認知與感受，提供投資者重要政經情勢資訊，幫助渠等

選擇國家進行投資。此外，貪腐印象指數提高社會大眾對貪腐問題的關注，特別

是對那些貪腐印象指數評比殿後的各國政府形成一定的壓力，迫使其採取積極改

正措施，以修補國家形象。 

 

(五)、貪腐印象指數中排名最低的國家就是世界上最貪腐的國家？ 

這種說法是不對的。在貪腐印象指數中排名最低的國家只是該年度納入評比

的國家中最貪腐的國家。全世界目前有 200 多個主權國家，國際透明組織 2008

年度的貪腐印象指數只選取了其中 180 個國家，儘管這已經是指數發布以來的最

高數字，但是仍然有許多國家缺乏足夠的資料而未能納入評比。 

 

(六)、貪腐印象指數為什麼以人們的感受來調查？ 

要用實證資料來比較不同國家的貪腐程度非常困難，比方說，比較起訴和審

判的案例，這種跨國比較不能反映真正的貪腐程度，充其量只是反映檢察官與法

官辦案的質量和媒體曝光的程度。因此，貪腐印象指數根據那些曾經或最可能遭

受貪腐之害的對象，調查他們的認知與感受。 

 

(七)、貪腐印象指數的排名與得分何者較重要？ 

  得分比排名更為重要。特別是做跨年比較，名次的變化有時候可能只是因為

有新的國家納入評比，因而得分比較可看出一國清廉度的變化。但請注意，有時

候得分的變化也可能是因為採用的指標每年有些不同所造成。有些指標並沒有每

年更新，因此不被採用，而以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指標替代。 

 

 

 

 
 



三、台灣透明組織公布 2008 年全球主要經濟體企業海外「行賄指數」 

 
台灣在 22 個受評經濟體中， 

以 7.5 分，與南非、南韓並列第 14 名 
 

台灣透明組織於 12 月 9 日國際反貪腐日，召開記者會公布 2008 年全球行賄

指數（Bribe Payers Index, BPI），這項調查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行賄指數區分 0

至 10 分，如果分數越高，顯示該經濟體的企業越不可能在海外進行行賄，調查

結果顯示，在全球 22 個納入評比的經濟體中，台灣以 7.5 分與南非、南韓並列

第 14 名。 

 

比較過去 10 年歷次的結果，不難發現，台灣企業的海外活動形象，較前為

佳，但若與其他同受評比的東亞經濟體相比，低於日本（8.6 分、第 5 名）、新加

坡（8.1 分、第 9 名）與香港（7.6 分，第 13 名），就此而言，仍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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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過去十年東亞各國歷次行賄指數調查的排名 
  1999 2002 2006 2008 
日本 14 13 11 5 
新加坡 11 9 12 9 
香港 -- 15 18 13 
台灣 17 19 26 14 
南韓 18 18 21 14 
中國 19 20 29 21 
受評國家數 19 21 30 22 

 

本調查是由國際透明組織委託國際蓋洛普公司，於 2008 年 8 月 5 日至 10

月 29 日，訪問來自 26 個國家的 2,742 位企業高級經理人，評估包括比利時、加

拿大、荷蘭、瑞士、德國、英國、日本、澳大利亞、法國、新加坡、美國、西班

牙、香港、南非、南韓、台灣、義大利、巴西、印度、墨西哥、中國及俄羅斯等，

出口總值約占全球出口總值 75%的 22 個主要經濟體之企業在海外從事商業活動

時，進行賄賂的情形。 

 

在全球經濟已連為一脈的情況下，只有使企業能在公平的基礎上進行商業活

動，才能確保經濟投資的成果。就此而言，政府與企業應共同負起責任。 

 

在政府方面，應採行的行動包括︰ 

一、參酌國際組織重要反貪、反賄文件，儘速頒訂修正合宜的規範。 

二、政府應提供企業更多反賄賂、反貪腐的相關資訊，並協助企業建立內部反行

賄的相關規範。 

 

在企業方面，建議採行以下行動︰ 

一、公開承諾遵守相關的反賄賂規範（如 OECD 反賄賂手冊之規範）。 

二、透過對員工施以有關反賄賂、反貪腐的教育訓練，使廉潔價值深植企業文化

之中。 

 

 

 



Bribe Payers Index 2008 
 

Rank Country/Territory 
BPI 2008 

Score 
Standard 
Deviation 

Confidence Interval 
95%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 Belgium 8.8 2.00 8.5 9.0 
1 Canada 8.8 1.80 8.5 9.0 
3 Netherlands 8.7 1.98 8.4 8.9 
3 Switzerland 8.7 1.98 8.4 8.9 
5 Germany 8.6 2.14 8.4 8.8 
5 United Kingdom 8.6 2.10 8.4 8.7 
5 Japan 8.6 2.11 8.3 8.8 
8 Australia 8.5 2.23 8.2 8.7 
9 France 8.1 2.48 7.9 8.3 
9 Singapore 8.1 2.60 7.8 8.4 
9 United States 8.1 2.43 7.9 8.3 
12 Spain 7.9 2.49 7.6 8.1 
13 Hong Kong 7.6 2.67 7.3 7.9 
14 South Africa 7.5 2.78 7.1 8.0 
14 South Korea 7.5 2.79 7.1 7.8 

14 Taiwan 7.5 2.76 7.1 7.8 

17 Italy 7.4 2.89 7.1 7.7 
17 Brazil 7.4 2.78 7.0 7.7 
19 India 6.8 3.31 6.4 7.3 
20 Mexico 6.6 2.97 6.1 7.2 
21 China 6.5 3.35 6.2 6.8 
22 Russia 5.9 3.66 5.2 6.6 
 
 
This table shows the 2008 BPI results along with additional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that indicates the 
level of agreement among respondents about the country’s performance, and the precision of the results. 
Scores range from 0 to 10, indicating the likelihood of firms headquartered in these countries to bribe 
when operating abroad. The higher the score for the country, the lower the likelihood of companies 
from this country to engage in bribery when doing business abroad.



 

歷年行賄指數排名 

國家/地區 
名    次 

1999 年 2002 年 2006 年 2008 年 
比利時 8 6 9 1 
加拿大 3 5 5 1 
荷蘭 6 6 8 3 
瑞士 5 2 1 3 
德國 9 9 7 5 
英國 7 8 6 5 
日本 14 13 11 5 
澳大利亞 2 1 3 8 
法國 13 12 15 9 
新加坡 11 9 12 9 
美國 9 13 9 9 
西班牙 12 11 12 12 
香港 -- 15 18 13 
南非 -- -- 24 14 
南韓 18 18 21 14 

台灣 17 19 26 14 

義大利 16 17 20 17 
巴西 -- -- 23 17 
印度 -- -- 30 19 
墨西哥 -- -- 17 20 
中國 19 20 29 21 
俄羅斯 -- 21 28 22 
瑞典 1 2 2 -- 
奧地利 4 4 4 -- 
馬來西亞 15 15 25 --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 -- 14 -- 
葡萄牙 -- -- 16 -- 
以色列 -- -- 18 -- 
沙烏地阿拉伯 -- -- 22 -- 
土耳其 -- -- 27 -- 
受評國家數 19 21 30 22 

 



 

 

 

 

 

 

 

 

 

 

 

第二部份、訪台活動記錄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Huguette Labelle 訪台行程及與會代表 

日期 時間 行程 與會人員 

4 月 22 日

（三） 

晚上 6:30 圓山飯店歡迎晚宴 

1. Labelle 
2. Ran Liao 
3. 洪永泰 
4. 施能傑 
5. 殷允芃 
6. 陳敦源 
7. 葉一璋 
8. 金士先 

9. 黃秀端 
10. 余致力 
11. 胡龍騰 
12. 鄭敏惠 
13. 陳偉華 
14. 蕭妃真 
15. 蘇毓昌 
16. 葉琪 

晚上 8:30 
 
天下雜誌專訪 
 

1. Labelle 
2. Ran Liao 
3. 李雪莉記者 

4 月 23 日

（四） 

上午 10:00 

 
拜會民進黨中央黨部 
(由蔡英文主席、國際事

務部蕭美琴主任接見)
 

1. Labelle 
2. Ran Liao 
3. 洪永泰 
4. 施能傑 

5. 徐斯儉 
6. 黃秀端 
7. 余致力 
8. 陳偉華 

上午

11:30~14:30 

 
拜會臺灣民主基金會

暨敘香園午宴 
(由林文程執行長、國際

合作部唐博偉主任、張

妤瑄專員接見) 
 

1. Labelle 
2. Ran Liao 
3. 余致力 
4. 陳偉華 
5. 洪永泰 
6. 黃東益 

 
下午 3:30 

 
晉見馬英九總統 
(總統馬英九、國安會諮

詢委員詹滿容) 
 

1. Labelle 
2. Ran Liao 
3. 洪永泰 
4. 施能傑 
5. 徐斯儉 

 

6. 王文玲 
7. 余致力 
8. 胡龍騰 
9. 陳偉華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訪台歡迎晚宴會議記錄 

 會議名稱：2009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Huguette Labelle 訪台歡迎晚宴 

 會議時間：2009 年 04 年 22 日 (星期三) 18:30-21:00 

 會議地點：臺北市圓山飯店二樓金碧軒 

 主 持 人：洪理事長永泰 

 記錄：鄭敏惠 

 出席人員： 

 國際透明組織-Huguette Labelle 主席、廖亞太部東亞暨南亞區高級主任燃 

 顧問團-施顧問能傑、殷顧問允芃 

 理監事-陳常務理事敦源、黃理事秀端、金理事士先、葉監事一璋 

 秘書處-余執行長致力、胡副執行長龍騰、陳偉華、蘇毓昌、鄭敏惠、蕭妃

真、葉琪；共計 16 人 

 會議內容： 

1. 洪永泰理事長表示：首先歡迎國際透明組織總部主席 Labelle 蒞台訪問，

台灣透明組織成立迄今七年，團隊戮力推動政府廉能以及反貪等倡議行

動，值此台灣時局貪腐弊案頻傳之際，Labelle 訪台之行，不僅象徵著對

本組織的肯定與鼓舞，亦為向我國政府宣示全球反貪腐行動的重要力

量。 

2. Labelle 回應：台灣透明組織在洪理事長與余執行長帶領之下，表現卓著

成績斐然，謹在此與各位成員舉杯，同賀組織的努力耕耘有成，也使總

部得以透過貴組織詳知台灣政府現況以及反貪行動推展，實甚感欣慰，

本人今晚與各位夥伴齊聚一堂，有如一場學習的饗宴，各位在相關事務

的推動與研究上的心得、經驗與發展情形，願聞其詳。 

3. 余致力執行長表示：本組織近年來努力與國內非政府組織形成監督政府

與反貪腐聯盟，訴求資訊公開透明揭露，透過媒體傳播，進而形成國會

問政課責壓力，希望得以提升國會問政之品質。 

4. 施能傑顧問回應：目前相關資訊公開法或財產申報等法案的推動，其主

要問題在於執行，在於政府不願意開放這個系統。至於國會立法委員的

問政品質，問題則出在其未能各司其職地妥適運作。 



5. Labelle 回應：的確，希望首長官員改變根深蒂固的思維並不容易，但這

些行動仍需持續不斷地推動，台灣資訊公開法案的通過，雖然不見得能

保證官員一定會公開，但我們仍期待未來是人民不用去要或去問，資訊

就已經存在著等人民取用。 

6. 黃秀端理事表示：台灣政黨一黨獨大的發展，造成諸多不透明的政策制

定過程，且往往出現利益輸送等質疑聲音，國會與民眾無法監督政府的

問題。 

7. Labelle 回應：政黨經費來源或功能的問題，各國皆有，在加拿大國會問

題亦相當嚴重，尤其是在國是論壇質詢上，亦常出現利益衝突的現象。

不知台灣警政系統的運作情形如何？ 

8. 余致力執行長表示：相較軍中弊案頻傳，台灣警政系統目前則較少負面

情事，對於美國警務系統名列調查最差的負面觀感則深感不解；另外則

是今年 6 月 3 日「全球貪腐趨勢(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指數記

者會調查範圍不包含台灣之原因為何？先前係因台灣適逢選舉，擔心數

據有偏差，但今年的調查並無此問題。 

9. Labelle 回應：總部一直以來努力進行貪腐指數的調查，亦透過蓋洛普公

司定期地進行各區域的調查，所需資源與費用不貲，未來亦會持續進行

全世界性調查，以及修正更新相關指數，例如有關武器的問題。至於 6

月 3 日全球貪腐趨勢未含台灣原因，會立刻進行瞭解回覆各位。 

10. 殷允芃顧問表示：近日來軍中行賄弊案頻傳，重創軍人形象，造成對馬

政府宣示肅貪的決心的一大挑戰與考驗。 

11. Labelle 回應：反貪腐的訴求向來是政治人物競選的最佳政見之一，然而

重點應在於執政後是否有真正落實，亦成為我們可以觀察的方向。不知

台灣相關委員會的運作情形為何？ 

12. 洪永泰理事長表示：目前行政院廉政委員會約每二至三個月定期地舉辦

會議，各委員亦提出實質建議與提案，但目前實質效益則尚不得而知。 

13. Labelle 回應：廉政委員會的實質效益是需要時間，方得以觀察到具體成

果；事實上，透明組織的運作並非針對個案或個人，我們追求的是制度



上的變革，透明組織的策略乃是針對體系的問題進行討論，例如法國的

透明組織針對貪腐個案的探討，亦是提出總統制度的改革，而非就個人。 

14. 陳敦源常務理事表示：台灣的決策過程仍是個黑箱，並未被打開；盛行

的紅包文化、健保藥商關說所造成的醫療黑洞亦十分嚴重，目前亦針對

電子化政府進行深入的研究。 

15. 葉一璋監事表示：透過 CSR、外部稽核，以及企業公開透明等機制，希

望能夠避免企業貪腐；目前台灣法務部門亦積極推動企業反貪，甚至透

過採購的誘因來鼓勵企業重視誠信，例如德國西門子企業向台灣政府抱

怨台灣企業誠信倫理的個案。 

16. 金士先理事表示：台灣近日因為前任總統遭到收押，使得外界認為台灣

司法系統是玩真的，對台灣司法制度較具有信心。 

17. Labelle 回應：人民常會因為司法制度受到政黨主導，而降低公眾信任，

同時訴訟時間過長，亦會遭致人民的質疑；因此制度十分的重要。 

18. 陳敦源常務理事表示：司法改革將會是馬政府的下一波改革重點，至於

在警政制度部分，雖然在基層服務介面上已日益提升，但仍有所謂公權

力不彰，或關說等導致民眾不信任的現象出現。 

19. Labelle 回應：目前世界各國均出現經濟犯罪、洗錢等重大弊案，亦有諸

多屬於地方性的問題，但透明組織的調查多針對全國性的政府，而較少

是針對地方政府的調查，為有待改善之處。 

20. 胡龍騰副執行長表示：此外，我們在台灣亦需重視在教育領域的貪腐問

題，過去曾有案例，由於中小學教育師資的供需不均，欲擔任國中、高

中教職人員往往必須行賄或送禮給校方主管人員，才有機會任教的教育

亂象，此問題在私立學校尤為嚴重。 

21. Labelle 回應：俄羅斯教育貪腐問題十分嚴重，政治獻金的政治貪腐問題

亦是議題之一，企業援助應該清楚、透明，其實這些會導致惡性循環，

到最後會造成所有人都得付出代價。在世界各國各地均有貪腐的情形，

但如何找出結構性問題成為重要的議題。 

22. 鄭敏惠主任表示：推動反貪腐運動亦可透過社區公民的力量，透過提升



公民參與公共事務的意願、型塑關懷社區、監督政府的能力，進而真正

地讓政府感受到公民的力量壓力。例如：社區大學、公民督察使、公民

記者、全民督工等。 

23. Labelle 回應：如何讓民眾投入、參與是一件重要的工作，透過公民的身

學習、由下而上力量的養成，可讓更多民眾關心我們所推動的反貪腐運

動的重要性。例如使各地方政府更具創意地發展特色，有些國家的社區

甚至透過公開社區特色的相關報告來呈現。期望透過明日晉見總統及相

關政黨領袖，了解台灣反貪、肅貪之決心與行動，並分享世界各國發展

之經驗。 

24. 陳偉華主任表示：最後容許本人代表秘書處介紹我們的組織架構，我們

秘書處共分為三個部門，分別為辦公室、國際事務部、及社會行銷部。

辦公室主任為蘇毓昌、社會行銷部主任為鄭敏惠、本人則隸屬於國際事

務部，此外今天在席的還有我們的會計蕭妃真與專員葉琪 

     前排左→右：台灣透明組織葉琪專員、余致力執行長、金士先理事、陳 
                  敦源常務理事、葉一璋監事、胡龍騰副執行長、辦公室蘇毓 
                  昌主任、社會行銷部鄭敏惠主任、蕭妃真會計、國際事務部 
                  陳偉華主任 
     後排左→右：廖燃主任、洪永泰理事長、殷允芃顧問、Labelle 主席、黃 
                  秀端理事、施能傑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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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新聞報導 
 
 
 
 
 
 
 
 
 
 
 
 
 
 
 
 
 
 
 
 



 



     



 



 



 



 

 

中華民國 98 年 04 月 23 日  

 

總統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女士暨台灣透明組織幹部  

   

 

  

相關圖片（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在總統府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Huguette 

Labelle）女士暨台灣透明組織幹部，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歡迎拉貝勒主席遠道來

訪，也再度表達政府肅貪促廉的決心。 

  總統表示，拉貝勒主席是加拿大人，但國際透明組織的總部設在柏林，成立

於 90 年代初期，當時他剛好學會上網，第一個就去拜訪該組織的網站，可以說

很早就與國際透明組織結緣。總統說，他擔任法務部部長時，非常重視國際透明

組織所做的貪腐印象指數（CPI），剛開始台灣在 40 多個國家中排名第 25，那

是有史以來成績最好的一次，而他離開法務部那年，列入評鑑的國家有 6、70

個，台灣排名第 29。總統進一步指出，台灣去年的排名已經下降到第 39，這與

貪腐弊案的調查有關，他對此高度關注，希望能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一起努



力，改善台灣的貪腐情況。 

  總統指出，他在台北市長任內就開始與台灣分會合作，進行各項調查，對台

北市推動反貪促廉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他在就任總統之後，即要求法務部提出

廉政倫理規範，訂好遊戲規則以為依據。總統認為，中華文化長期以來高度重視

廉能，2500 年前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時，孔子就說：「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不正？」這個理論到今天還是可以適用，上位者應該以身教展現反貪促廉的

努力。對於這幾年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總統感到遺憾，他表示，

儘管這些事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他不能夠逃避，必須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總統

指出，拉貝勒主席此次來訪，希望彼此能充分交換意見，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

絕跡的地方。 

  拉貝勒主席則感謝總統撥冗接見，她除了肯定總統對國際透明組織的瞭解，

也表示，杜絕貪腐需要一個良好的公民社會與強而有力的領導者，總統打擊貪污

的承諾與支持改革的決心令人印象深刻，相信台灣在這方面的努力會有更好的成

績。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女士暨台灣透明組織幹部下午前來總統府晉見總

統，國安會諮詢委員詹滿容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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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24   馬總統：盼與國際透明組織合作 改善貪腐 

 

記者謝俊平／台北報導    青年日報 
 
   馬總統昨日表示，我國在國際透明組織所做的貪腐印象指數排名去年

下降到第三十九，與國內貪腐弊案的調查有關，他上任後已要求法務部提

出廉政倫理規範，訂好遊戲規則，也希望能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一起

努力，改善我國的貪腐情況。 馬總統昨日在總統府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

席拉貝勒女士暨台灣透明組織幹部時，再度表達政府肅貪促廉的決心；他

表示，他擔任法務部部長時，非常重視國際透明組織所做的貪腐印象指數

（CPI），剛開始我國在四十多個國家中排名第二十五，那是有史以來成

績最好的一次；而他離開法務部那年，列入評鑑的國家有六、七十個，我

國排名第二十九；去年則因調查貪腐弊案關係，排名已經下降到第三十

九。他對此高度關注，希望能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一起努力，改善國

內的貪腐情況。 
 
   馬總統指出，他在台北市長任內就開始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合

作，進行各項調查，對台北市推動反貪促廉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他在就

任總統之後，即要求法務部提出廉政倫理規範，訂好遊戲規則以為依據。 
 
   馬總統表示，中華文化長期以來高度重視廉能，二千五百年前季康子

問政於孔子時，孔子就說：「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這個

理論到今天還是可以適用，上位者應該以身教展現反貪促廉的努力。對於

這幾年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馬總統則是感到遺憾；他表

示，儘管這些事雖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他不能夠逃避，必須徹底解決這

些問題。期藉主席此次來訪，希望彼此能充分交換意見，把我國打造成一

個貪污絕跡的地方。 
  
    拉貝勒主席表示，杜絕貪腐需要一個良好的公民社會與強而有力的領

導者，馬總統打擊貪污的承諾與支持改革的決心令人印象深刻，相信我國

在這方面的努力會有更好的成績。 

http://news.gpwb.gov.tw/newpage_blue/news.php?css=2&rtype=1&nid=8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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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讓台灣貪汙絕跡 
 

【聯合報╱記者李明賢／台北報導】 2009.04.24 03:55 am
 

  

馬英九總統昨天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一行時表示，過去幾年台灣政府的防貪作

為未符合外界期待，令人遺憾，新政府將徹底解決問題，把台灣打造成貪汙絕跡的地方。

  

總統並引用論語說明肅貪決心說，孔子說「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這個

理論直到今天都還適用，上位者應以身教展現反貪促廉的努力。  

拉貝勒表示，杜絕貪腐需良好的公民社會與強而有力的領導者，馬總統打擊貪汙的承諾

與支持改革決心，令人印象深刻。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2/48661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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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反貪促廉 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絕跡的地方  

(2009/04/23 20:28)     

記者王宗銘／台北報導  
 
馬英九總統 23 日在總統府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Huguette Labelle）女士暨

台灣透明組織幹部時表示，上位者應該以身教展現反貪促廉的努力，這幾年政府在

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儘管這些事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他不能夠逃避，必

須徹底解決這些問，希望彼此能充分交換意見，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絕跡的地方。  
 
馬總統表示，國際透明組織的總部設在柏林，成立於 90 年代初期，當時他剛好學會

上網，第一個就去拜訪該組織的網站，可以說很早就與國際透明組織結緣。  
 
馬總統說，他擔任法務部部長時，非常重視國際透明組織所做的貪腐印象指數

（CPI），剛開始台灣在 40 多個國家中排名第 25，那是有史以來成績最好的一次，

而他離開法務部那年，列入評鑑的國家有 6、70 個，台灣排名第 29。  
 
馬總統指出，台灣去年的排名已經下降到第 39，這與貪腐弊案的調查有關，他對此

高度關注，希望能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一起努力，改善台灣的貪腐情況。  
 
馬總統說，他在台北市長任內就開始與台灣分會合作，進行各項調查，對台北市推

動反貪促廉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他在就任總統之後，即要求法務部提出廉政倫理

規範，訂好遊戲規則以為依據。  
 
馬總統說，他認為，中華文化長期以來高度重視廉能，2500 年前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時，孔子就說：「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這個理論到今天還是可以

適用，上位者應該以身教展現反貪促廉的努力。對於這幾年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符合

大家的期待，他感到遺憾。  
 
馬總統表示，儘管這些事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他不能夠逃避，必須徹底解決這些

問題。拉貝勒主席此次來訪，希望彼此能充分交換意見，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絕

跡的地方。  

      http://www.nownews.com/2009/04/23/91-2441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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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弊案頻傳 總統:發生在前政府 

(2009-04-23 20:00)  公視晚間新聞  

馬總統展現肅貪決心，希望能在三個月內看到軍中肅貪的成效，下午接見國際透

明組織主席胡吉特‧拉貝勒時，將肅貪的砲口對準了前政府。馬英九強調，希望

將台灣打造成貪污絕跡的地方。而上午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與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見面，她批評自從馬政府執政以來，辦綠不辦藍，以清廉為名進行政治清算。雙

方隔空交火，國際透明組織主席則表示，未來會集合全世界 90 個分會一起合作

杜絕貪腐。記者 林欣儀 謝其文 徐啟峰 台北報導  

http://www.pts.org.tw/php/news/pts_news/detail.php?NEENO=11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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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促廉 總統：不能逃避 要讓台灣貪污絕跡 

時間： 2009/04/23  

撰稿‧編輯：楊雨青         新聞引據：採訪     中央廣播電台 
 

 

  總統馬英九 23 日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Huguette Labelle)時表示，從

他擔任法務部長以來，他就非常注意台灣在全球的「貪腐印象指數」排名。對於

近來台灣發生的弊案，總統表示，儘管這些問題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政府不會

逃避，也不能不面對問題，必須徹底把這些問題做個清理。  
 
  總統表示，當年他在擔任法務部長時就很注意每年由國際透明組織所公佈各

國的「貪腐印象指數」排名。他記得當時在 40 多國當中，台灣曾經排名第 25，
這是有紀錄以來最好的成績，之後就一直下降，去年還掉到第 39 名。 
 
  總統表示，他上任後就希望法務部推出廉政倫理規範，把遊戲規則訂好，這

樣要求才能有依據。總統指出，中華文化其實相當重視這個領域，他舉出早在

2500 年前，孔子就曾經說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不正」。他認為，這個

理論到今天都可以適用，也就是在上位者應該以身教來展現出反貪促廉的努力。

 
  不過馬總統感到很遺憾，這幾年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他說儘

管事情發生在他執政之前，不過政府不能逃避，也要徹底清理。總統：『(原音) 在
上位者應該以身教來展現出反貪促廉的努力。很遺憾這幾年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

期待，儘管這些事情發生是在我們執政之前，但我們不能夠逃避，不能夠不面對

這些問題，必須徹底把這些問題做個清理。』 
 
  總統表示，他在台北市長任內就跟國際透明組織的分會合作，對台北市的反

貪促廉有很大的幫助。現在他到中央，也希望在這方面著力，跟國際透明組織共

同合作，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絕跡的地方。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t=1&NewsID=15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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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希望把台打造成貪污絕跡地 
2009-4-23 大公網訊 

【大公網訊】台北消息：馬英九今天下午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吉特．

拉貝勒時強調，希望將台灣打造成貪污絕跡的地方。這幾年政府在這方面沒有

符合大家的期待，盡管這些事發生在他執政之前，但他不能夠逃避，必須徹底

解決這些問題，希望彼此能充分交換意見，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貪污絕跡的地方。

據台灣《今日新聞》報道，馬英九說，他在擔任法務部部長時，非常重視

國際透明組織所做的貪腐印象指數（CPI），剛開始台灣在四十多個國家中排

名第二十五，那是有史以來成績最好的一次，而他離開法務部那年，列入評鑒

的國家有六、七十個，台灣排名第二十九。  

馬英九指出，台灣去年的排名已經下降到第三十九，這與貪腐弊案的調查

有關。他對此高度關注，希望能與國際透明組織台灣分會一起努力，改善台灣

的貪腐情況。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9/04/23/_IN-1070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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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面對問題徹底清除 貪腐弊案台灣絶跡 

http://news.sina.com   2009 年 04 月 23 日 01:52   中廣新聞網 

  總統今天下午在府內接見來訪的「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對台灣的「貪

腐印象指數」排名下降，總統表示，這和過去發生的貪腐弊案遭到調查有關，他對

此非常在意，總統並強調不會逃避貪腐弊案，而會「徹底清理」（繆宇綸報導） 

  總統表示，他在 2004 年曾經訪問國際透明組織位在柏林的總部，國際透明組織

也是 1990 年代他學會上網後，第一個造訪的網站，當時就注意到他們發表的「貪腐

印象指數」CPI，後來也一直在注意台灣的 CPI 排名。總統説，台灣的排名從最早的

25 降到去年的 39 名，應該跟貪腐弊案的調查有關，這一點他非常在意，希望能有

所改善。總統説，他上任後要求法務部提出「廉政倫理規範」，因為先把游戲規則訂

好，才有要求別人的依據，總統還引述孔子「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

的話，強調早在幾千年前，我們的文化裡就有在上位者應該用身教展現反貪促廉決

心的努力(t)『不過很遺憾地，我們這幾年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儘管這些事

情的發生是在我們執政之前，但是我們不能夠逃避，不能夠不面對，必須徹底地把

這些問題作一個清理！』 

  總統説，他很高興拉貝勒主席在此時來訪，讓他有機會與她交換意見，共同把

台灣打造成貪污絶跡的地方。 

http://dailynews.sina.com/bg/tw/twpolitics/bcc/20090423/0152176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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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評時政：以清廉為手段  操作政治   

鉅亨網新聞中心  (來源：中廣新聞網) 

2009 / 04 / 23 星期四 13:34 

    軍中肅貪沸沸揚揚，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上午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特時批

評，大量臆測性的討論已嚴重傷害人權、國軍尊嚴與國家體制，政治人物以清廉做為操

作手段，進行政治對抗，呼籲國際透明組織在觀察台灣貪腐狀況時，對於政治人物或政

黨是否遵循相關政治與道德法則予以關注。  

 
  蔡英文向來訪的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特說明，清廉、勤政、愛鄉土是民進黨不變

的價值，但清廉的訴求若無完善法律制度與司法體系，在民主發展國家中將變成政治清

算工具，她批評，台灣司法辦綠不辦藍，以反貪污之名，對政治人物進行政治清算，濫

行羈押被告，侵害人權，司法調查機關與媒體未謹守偵察不公開，無罪推定原則，經社

會與媒體審判，已對相關當事人的人權造成嚴重傷害。針對馬政府雷厲風行徹查扁政府

將官晉升買官疑雲，蔡英文質疑，是以打著清廉之名，進行政治對抗。  

    蔡英文說，軍中肅貪事件，在調查啟動之前或調查初期，針對具體個人已大量臆測

性的討論，對其人權造成很大傷害，對於國軍尊嚴國家體制都是嚴重傷害。  

(黃悅嬌報導）  
http://news.cnyes.com/dspnewsS.asp?rno=9&fi=%5CNEWSBASE%5C20090423%5
CWEB1597&vi=34117&sdt=20090421&edt=20090423&top=50&date=20090423&ti
me=13:34:31&cls=index1_total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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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批馬 打清廉之名進行政治對抗 【4/23 12:12】 

自由時報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 Huguette Labelle（左）拜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右），蔡

英文表示現在政府以清廉之名，利用司法辦綠不辦藍。（記者鹿俊為攝）  

［本報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上午接見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主席拉貝勒時，針對近來軍方買官疑雲，她批評，馬政府打清

廉之名，實則進行政治對抗，期盼國際透明組織在觀察台灣貪腐狀況時，能關注

政治人物或政黨是否遵循相關政治與道德。 
 
蔡英文抨擊，司法辦綠不辦藍，以反貪污之名，對政治人物進行政治清算、濫行

羈押被告、侵害人權，司法調查機關與媒體未謹守偵察不公開，無罪推定原則，

經社會與媒體審判，已對相關當事人的人權造成嚴重傷害。 
 
蔡英文指出，近來鬧的沸沸揚揚的軍中弊案，在調查前或調查初期，針對個人大

量臆測性的討論，對其當事人、國軍尊嚴以及國家體制都造成嚴重傷害。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205554&type=%E5%8D
%B3%E6%99%82%E6%96%B0%E8%8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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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批司法辦綠不辦藍 軍中賣官未審先判 

時間： 2009/04/23  

撰稿‧編輯：呂采千         新聞引據：採訪   中央廣播電台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與來訪的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左)相談甚歡(呂采千 攝)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吉特‧拉貝勒(Huguette Labelle)23 日拜訪民進黨主席

蔡英文。蔡英文除了介紹民進黨的勤政、清廉、愛鄉土的理念外，也批評馬政府

打著清廉旗幟，以司法工具對綠軍進行政治清算。她並指出，目前有許多媒體對

軍中貪瀆案廣為臆測，對人權造成嚴重傷害，也重創國家體制。  
 
  蔡英文說：『(原音)司法體系對於綠色政治人物的調查、起訴到審判，他們

的速度跟頻率都遠遠超過對藍色政治人物的追訴。社會普遍有一個印象，就是政

府體系以至於司法都有辦綠不辦藍的司法運作。最近政府在處理軍中肅貪的問

題，我們在很多媒體上看到廣為做臆測性討論，那麼這個對人權是很大的傷害；

這個以清廉做為操作的手段，進行政治對抗及政治作用，傷害到整個國家的體

制、軍人，這種政治人物、政黨，以至於政府，我們也希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國際透明組織 )也能夠特別注意到。』 
 
  拉貝勒表示，國際透明組織將反貪運動視為工作重點，並推動各項政策改革

與國際反貪建制接軌，期盼能達到推動政府廉潔與企業反貪的共識。  

http://www.rti.org.tw/News/NewsContentHome.aspx?t=1&NewsID=15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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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訪台 馬蔡隔空辯反貪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4-23 17:43:49   

 

  中評社台北 4 月 23 日電（記者 倪鴻祥）抵台訪問的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

貝勒（Huguette Labelle）與台灣透明組織幹部上午拜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蔡英

文質疑馬政府藉反貪之名，行政治清算之實。該組織下午拜會馬英九，馬則是對

台灣近來弊案頻傳表示遺憾，強調這些弊案都發生在他執政前，他不會逃避，會

徹底把這些問題作一個清理。  
 
  馬英九表示，他曾於 2004 年訪問柏林國際透明組織總部，透明組織也是 1990
年代他在“法務部長”任內學會上網後，第一個造訪的網站，當時他就注意到透明

組織發表的“貪腐印象指數”CPI，後來也一直在注意台灣的 CPI 排名。  
 
  他指出，台灣的排名從最早、最好的第 25 名，降到去年第 39 名，這應該跟

貪腐弊案的調查有關係。因此去年他上任後，先要求“法務部”先作“廉政倫理規

範”，把遊戲規則訂好，要求才有依據。  
 
  馬英九也引述孔子“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的話，強調廉政早於

幾千年前傳統中華文化就已被要求、重視。  
 
  馬英九也說，他很遺憾的這幾年，在杜絕貪腐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儘管這些事情的發生是在他執政之前，但新政府不能夠逃避，不能不面對，必需

徹底把這些問題作一個清理，把台灣打造成貪污絕跡的地方。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5/0/0/100950088.html?coluid=46&kindi
d=0&docid=100950088&mdate=042317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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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見國際透明組織 蔡英文指司法辦綠不辦藍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4-23 11:51:06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中)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志．拉具勒女士(左)。右為台灣透明組織理事長、台灣大

學政治系教授洪永泰。(中評社 鄒麗泳攝) 

  中評社台北 4 月 22 日電(記者 鄒麗泳)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上午接見加拿大籍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吉特、拉具勒時表示，台灣過去有許多案例，司法體系對綠

色政治人物的調查、起訴到審判，速度與頻率都遠遠超過對藍色政治人物的追

訴，形成社會普遍“辦綠不辦藍”印象。  
 
  蔡英文話鋒一轉強調，很多案例都以“反貪污”為名、行“政治清算”之實，甚

至在法院都沒有審判被告有罪之前，就濫行羈押被告。調查單位與媒體更未謹守

“偵察不公開”及“無罪推定”原則，任意散佈“片段”且不正確訊息，形成“全民公審”
氣氛。她強烈呼籲國際透明組織要重視這個問題。蔡英文上述說法，大有為陳水

扁司法人權抱屈，曾因捲入弊案遭收押的嘉義縣長陳明文、雲林縣長蘇治芬也有

相同處境。  
 
  蔡英文接見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主席胡吉特、拉貝勒女

士(Huguette Labelle)，作陪的包括台灣透明組織顧問、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系教授

施能傑，透明組織理事、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黃秀端，現任透明組織理事長、台

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洪永泰以及“中研院”助研究員徐斯倹等。  
 



  她認為，許多不正確或片斷消息經過媒體渲染，對當事人形成公審，對人權

傷害非常大，尤其如果後來判決無罪，造成當事人、家庭及所屬政黨將受到很大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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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打造台灣成貪污絕跡的地方 

更新日期:2009/04/23 19:06  

（中央社記者黃瑞弘台北 23 日電）總統馬英九今天表示，面對貪腐的問題，儘管這些事情發生在他

執政之前，但新政府不能躲避、不能不面對，必須徹底清理，希望大家共同把台灣打造成貪污絕跡的

地方。 

馬總統下午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拉貝勒（Huguette Labelle）及台灣透明組織幹部等人，做上述表示。 

總統指出，當年他在法務部，很重視貪腐印象指數（CPI），剛開始做只有 40 多個國家，台灣排名第

25，大概是有史以來最好的一次，以後再也沒有低過 25 名。他離開法務部時做的國家增加到 6、70

個，台灣排第 29 名，去年掉到 39，和最近的貪腐弊案調查有關，這點他一直很在意。 

他說，他在台北市長任內，就和透明組織合作做各項調查，對北市推動反貪促廉有很大幫助。他也很

希望到中央執政後，也能在這方面著力，因此他一上任，就要求法務部提出廉政倫理規範，先把遊戲

規則定好，再去要求才有依據。 

馬總統說，「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幾千年來都還適用，中華文化中早就有在上位者，

應該以身教展現出反貪促廉的努力，但很遺憾這幾年這方面沒有符合大家期待，儘管這些事情發生在

新政府執政之前，但新政府不能躲避、不能不面對，必須徹底清理這些問題。 

馬總統表示，他很高興拉貝勒此時來訪，有機會可以交換意見，共同把台灣打造成貪污絕跡的地方。

98042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23/5/1ic7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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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處理軍中肅貪 假清廉作政治對抗 

更新日期:2009/04/23 12:09  

（中央社記者溫貴香台北 23 日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今天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代表時批評政府以反貪

污之名進行政治鬥爭；她並以政府處理軍中肅貪為例表示，尚未調查就點名臆測，這是以清廉為手段

進行政治對抗。 

蔡英文上午接見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吉特‧拉貝勒，台灣透明組織成員包括理事長洪永泰、顧問施能

傑、執行長余致力、常務理事徐斯儉等 9 人。 

蔡英文致詞表示，「清廉」是民進黨的重要價值，也是民主社會的基本要素，但必須建立在完整的法

律與司法制度，否則在民主發展中的國家，「清廉」將變成政治清算的工具。 

她指出台灣過去很多案例是以「反貪污」為名進行政治清算，很多黨籍政治人物在沒有具體證據下或

調查階段就被羈押，政府、司法單位、媒體沒有尊重司法獨立、偵查不公開、無罪推定原則，對當事

人進行媒體公審。 

她說，遭媒體渲染形成「貪瀆」的從政人物，很多人後來被判無罪，但過程中這些政治人物的人權、

家庭、甚至政黨都受到很大的傷害。 

蔡英文指出，過去很多案例顯示，司法體系對於綠色政治人物的調查、起訴、審判的速度與頻率遠遠

超過對藍色政治人物的追溯，司法體系與政府是辦綠不辦藍。 

她說，政府最近處理軍中肅貪問題，在尚未調查或調查初期已有大量新聞討論，甚至點名具體個人在

媒體上做臆測性討論，對人權、軍隊與國軍尊嚴、國家體制是很大傷害。 

她批評，這種以「清廉」為操作手段進行政治對抗，傷害國家體制與軍人，她希望國際透明組織觀察

台灣貪瀆與反貪污情形時，要特別注意台灣體系的完備、政治人物基本道德與政治法則是否被遵守。 

蔡英文強調，「清廉」必須來自完善的法律與司法體系、政治人物對清廉有正確認知，且政治人物有

責任完善法律與司法體系，拒絕用司法體系進行政治清算。98042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423/5/1ibd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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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 hosts transparency group chair 

By Jenny W. Hsu 
STAFF REPORTER  
Friday, Apr 24, 2009, Page 4  

The prevalent view on Taiwan＇s judicial system is that it discriminates against 
pan-green politicians while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possible misdeeds of the 
pan-blue cam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Chairperson Tsai Ing-wen (蔡英文) 
said yesterday.  

Tsai made the remarks while meeting with Canada-base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airwoman Hagutte Labelle at DPP headquarters. 
 
Saying that her party remains unchanged on its commitment to integrity, clean 
govern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welfare, Tsai said: However, without a 
comprehensive legal mechanism, the rallying cry for clean government could be used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revenge in some democratic developing countries.  
 
Tsai said that under the banner of anti-corruption, especially in the government＇s 
latest resolve to clamp down on alleged bribery cases in the military during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the justice system often only goes after pan-green politicians, but 
ignores the possible misdeeds of the pan-blue camp. 
 
Speculation about the possible involvement of certain individuals in the bribery 
scandal have already marred the reputation and dignity of the nation and of those 
named, she said, accusing the judiciary of not keeping information about an on-going 
case strictly confidential and away from the media.  
 
She said that by releasing the information, the defendant’s rights had been severely 
damaged because the person would be tried by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before their 
day in court. 
 
She urged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o closely examine the moral ethics of each 
political party and its politicians as the group continues its observation of Taiwan.  
 



MILITARY SCANDALS 
 
At a separate setting yesterday, Control Yuan President Wang Chien-shien (王建煊) 
vowed to thoroughly investigate what he called the appalling recent military scandals 
allegedly involving military personnel bribing officials for promotions. 
 
Could it be that everything is for sale, including stars? Wang said, referring to stars in 
military ranks. Does this kind of military have operational capability? 
 
Wang said the Control Yuan had set up three groups to investigate the alleged flaws 
in the military’s supervision system. 
 
Wang declined to comment on whether the Control Yuan would exert its power of 
censure to suspend military officers from their duties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saying 
that the time was not yet ripe for a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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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Times 更正啟事 

來源：2009.4.29 Taipei Times 
 

 
 

 
 
 
 
 
 
 
 
 
 



 
 
 
 
 
 
 
 
 
 
 
 
 
 
 
 
 
 

第四部份、活動照片 



一、晚宴照片 

 

左→右：台灣透明組織陳敦源常務理事、施能傑顧問、殷允芃顧問、余致力執行 
         長、Labelle 主席、黃秀端理事、廖燃主任、葉一璋監事、社會行銷部 
         鄭敏惠主任、胡龍騰副執行長 

 
 
 



 
 
 

 
 
 
 
 



二、拜會民主進步黨照片 

 

 

   
前排左→右：台灣透明組織徐斯儉常務理事、余致力執行長、黃秀端理事、施能      
             傑顧問、民進黨蕭美琴立委 
後排左→右：廖燃主任、Labelle 主席、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洪永泰理事長 

 



三、拜會台灣民主基金會照片 

 
左→右：台灣民主基金會副蔡昌言執行長、台灣透明組織黃東益常務理事、廖燃 
         主任、洪永泰理事長、Labelle 主席、台灣民主基金會林文程執行長、 
         國際合作部唐博偉主任、台灣透明組織余致力執行長、台灣民主基金會 
         張妤瑄專員。 

 

 
 



 
四、拜會總統府照片 
 

 
 

 
 



 

左→右：台灣透明組織胡龍騰副執行長、余致力執行長、洪永泰理事長、亞太部 
         廖燃主任、Labelle 主席、馬英九總統、徐斯儉常務理事、王文玲理事、 
         國際事務部陳偉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