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國際盃的省思—
2017 年 TASPAA 與澎湖廉政論壇
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 葛傳宇
2017.6.20

摘要
本文首先簡要回顧筆者代表台灣透明組織，本(2017)年六月初邀請國際透明
組織兩位專業人士來台的過程與心得。其次介紹外賓對於台灣廉政建設之強化以
及台灣接軌兩項國際貪腐公約之執法與審查程序之建議。參訪是最直接有效的溝
通模式，本次外賓在正式研討會以及會外參訪等場合均坦率建言，尤其再三強調
聯合國反貪公約成果報告務必進行兩國同儕審查。文末提出政策建議，期待公私
協力精益求精，共同推動台灣廉政建設之國際接軌。兩外賓之歸國後建議(英文)
請見附錄一二。

壹、緣起—外賓與口碑

圖一、6/2 外賓(右四五)參加 2017 TASPAA 在高雄義守大學合影

1/14

一年前(2016)台灣透明組織與國防部政風室(以朱新中上校為核心)已經開始
構想舉辦國防廉政論壇，希望向得到 A 級評比的英、紐兩國取經。半年前筆者
邀請紐西蘭透明組織執行長 Janine McGruddy 女士(上圖左四)，洽請她發表紐西
蘭公私如何協力推動國防廉潔評比。不久後澎湖縣政府透過台灣透明組織蕭宏金
理事，表達在澎湖舉辦地方廉政論壇的意願，希望澎湖離島提高國際能見度。因
此筆者另邀國際透明組織國際公約部法律顧問 Adam Foldes 律師(上圖右四)來台
專門，分享聯合國反貪公約(以下簡稱 UNCAC)以及 OECD 反賄公約的執法進度
與同儕審查。
以上兩位外賓分享的經驗均是第一手觀察與參與的心得，國際文獻非常罕見。
尤其是在國際公約的條文與官方執法報告，充滿華麗詞藻，光看書面資料極可能
被誤導。例如安哥拉在 UNCAC 的發言與書面報告就是典型的金玉其表敗絮其中，
明明獨裁者元首家族貪腐嚴重，卻在 UNCAC 會議中夸夸其言，儼然是反貪國家
的典範。即使是同儕審查報告也淡化了該國執法極度不利的事實。可見邀訪與交
流非常重要。
2013 年起台灣透明組織在黃理事長的全力支持下，筆者每年均邀請外國專
家來台，至少已有五批外賓來台交流，他們帶來的第一手資訊是國際接軌的極佳
參考。相對的，這些外賓的台灣經驗也成為他們日後案例研究的一部分，兩年前
在馬來西亞開會，英國 Mark Pyman 博士親口說，「我不久之前在歐洲開會，以
台灣作為國防廉潔的案例分享，當場至少有三國學者主動來找我交談，不約而同
地聊到台灣透明組織」。打國際盃，口碑是重要路徑。本次兩位外賓主要行程如
下：
2017.6.1 國 防 部 常 務 次 長
柏鴻輝中將(圖二右五)歡迎
晚宴
2017.6.2 拜 會 法 務 部 長 邱
太三部長與廉政署長賴哲
雄署長
2017.6.2 TASPAA 國防廉政
研討會 (高雄義守大學)
2017.6.3 澎 湖 地 方 廉 政 論
壇 (澎湖生活博物館)
2017.6.5 拜 會 法 務 部 調 查
局蔡清祥局長、外交部吳志中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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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6/2 外賓拜會法務部邱部長與廉政署賴署長

貳、UNCAC 與 OECD 的關係

1997 年 OECD 反賄公約是以 OECD 成員國為主的禁止海外行賄公約；2013
年 UNCAC 則由聯合國會員國簽署之國際反貪腐公約。前者重在禁止海外行賄(刑
罰 化 )(preventive measures, criminaliz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set recovery,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後者
重在反貪專責機構，立法保護揭弊者與國際合作(司法互助)等國內廉政之基礎建
設 。 由 於 UNCAC 簽 署 國 181 國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截
止)(https://www.unodc.org/unodc/en/corruption/uncac.html)，再加上 2015 年台灣通
過立法並且施行聯合國反貪公約施行法，因此台灣政府一直側重 UNCAC 之研究，
法務部從 2017 年 5 月開始邀請學者專家參加諮詢會議，推動成效自評報告。
中外文獻上看起來 UNCAC 的討論遠多於 OECD。其實，論事實的拘束力與
跨國影響力，OECD 猶勝一籌。這是因為為求兼容並蓄(聯合國會員國大多數是
開發中國家)，UNCAC 設定的是全球反貪最低標準(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Each State
Party may adopt more strict or severe measures than those provided for by this
Convention for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OECD 反賄公約則是貿易
大國間的國際規範，迄今 41 國簽署(包括 35 個 OECD 會員國加上非會員但是自
願簽署的 6 國包括 Argentina, Brazil, Bulgaria, Colombia, Russia, and South Africa)。
由於 OECD 下設反行賄小組( the OECD Working Group on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執 行 公 約 執 法 進 度 報 告 ( 全 文 上 網 公 告 ) 相 對 嚴 謹
(http://www.oecd.org/…/oecdworkinggrouponbriberyininternatio…)，另外還有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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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國際透明組織發布之各國執法進度報告(country report)作為對照比較，因
此，比較受國際媒體與先進國家的重視。
此外 OECD 反行賄小組公布的各國執法進度報告都是全文上網；UNCAC 同
儕報告只規定摘要版(executive summary)必須上網公告，但不強制規定公告全文，
因此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公告全文內容，無從了解詳情。再加上美國非常重視公平
競爭，多年來背後大力支持簽署 OECD 反賄公約並且督促各國之執法進度。因
此 OECD 的實質影響力遠大於 UNCAC。
台灣官方只重視 UNCAC 的執行報告可能稍有不足。畢竟 UNCAC 只是國際
反貪的最低標準，而 OECD 反賄公約則是先進國家間的共同規範。台灣早已被
視為新進國家，又是全球貿易大國之一(GDP 全球第 22 名)，如果只重視 UNCAC
而不能同樣重視 OECD 反賄公約之執法成效，就好比明明是職業球員卻屈身打
少棒賽，可惜了。
兩位外賓都是非常 open-minded 他們認真的準備兩場專題演講之外 對於台
灣的廉政建設非常有興趣 也大方分享台灣如何打國際杯的訣竅與建立 (例如如
何準備 UNCAC 同儕報告以及如何申請加入 OECD 反賄公約的反行賄小組觀察
員) 有時候在車上、、旅遊或飯桌上閒聊 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圖四、6/4 外賓參訪澎湖社區，筆者順便介紹告示板上政風揭弊專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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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Adam：台灣應申請 OECD 觀察員

Adam 至 少 先 後 在 兩 個 官 方 場 合
(6/2 拜會法務部邱部長以及 6/5 拜會外
交部吳政次(如右圖五)提出並且敦促，
台灣應主動申請成為 OECD 反行賄公約
小組的觀察員(正式名稱為 participant)至
少要表達意願。該小組分為三類成員：
OECD 成員國、full participants(非 OECD
成員國而出席發言並且投票)、以及
participants (非 OECD 成員國而可出席但是沒有投票權，俗稱觀察員)。Adam 多
次分析，台灣申請的理由在於台灣占全球貿易量約 1.4%，相當於澳洲或巴西，
而遠大於瑞典。台灣雖小但卻是貿易大國，應該被納入該小組至少成為觀察員，
才能確保全球貿易的公平性。
中國大陸是聯合國等大多數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會員國，但是中國並不是
OECD 成員國，也不是 OECD 反賄公約的簽署國，僅偶爾受邀參加特定議題會
議。OECD 反行賄小組每年集會四次，與會者均是各國部長級外交官員或是專業
法律資深官員。例如義大利代表就是起訴黑手黨著稱的一位資深檢察官。Adam
的觀察，一般而言各國外交官比較少發言，反而是法律專業官員比較踴躍進行對
話，可能跟專業知識有關。
申請成為觀察員對台灣有甚麼好處呢？台灣一旦成為觀察員透過參與該小
組的會議，可以順暢的進行雙邊或多邊磋商，有助於台灣執行禁止海外行賄刑罰
規定(貪汙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三項規定迄今(2017)無執行成效。也可以進行跨國
司法互助，比較容易取得偵查起訴的證據與分享情資。
申請加入 OECD 反行賄小組需要以政府名義申請。三年前本文作者出國開
會返台之後，透過台灣透明組織監事蔡秀涓教授，曾在中央廉政會報建議外交部
與法務部(海外行賄的執法單位是法務部調查局)共
同推動申請入會。當時主席行政院長毛治國曾裁示
決議推動之，可惜當時外交部並不積極，法務部也
無意願。現在新政府已主政一年，似乎對該決議頗
為陌生，外交部與法務部的新任政務官均未聽過
OECD 反賄公約，也不知前政府的中央廉政會報有
此決議，全案似有重起爐灶的必要。
此外，台灣雖然新增禁止海外行賄的刑罰規定
(貪汙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是尚無個案。
6/5Adam 拜會調查局蔡局長(右圖六)，並且與該局
廉政處座談，席間提到兩個國際間重大貪腐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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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調查局可注意發展，必要時他願意幫忙推動跨國司法互助。

肆、UNCAC 的評鑑建議—同儕審查與平行報告

UNCAC 的第一階段(cycle 1)各國同儕審查報告已於今(2017)年結束，正要繼
續進行的是第二階段同儕審查。由於條文太多，分 8 章共 71 條，因此第一階段
以五年時間進行該公約第三與第四章之審查，包括刑罰化、執法以及國際合作
(Chapters III and IV, Criminalisation, Enforc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接下來第二階段審查也是五年為期，是針對預防與貪官之海外資產追討(Chapters
II and V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Asset recovery)。
Adam 建議台灣政府要記取教訓，千萬不要只做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
因為經驗顯示各國的自評內容往往粉飾太平，流於美麗的詞藻，與事實嚴重脫節，
例如前述安哥拉之例。這種自評報告對國際社會而言欠缺說服力，反而可能是笑
話一則。他建議步驟如下：先做政府自評，然後邀請兩國官員進行同儕審查，同
時邀請全球公民社會(例如國際透明組織)提供修正建議(期程約一年)。與此同時，
台灣透明組織應該從是平行的民間版審查報告(為時約三個月)。如果台灣透明組
織缺乏資助，他可幫忙詢問 TI-S 補助之可能性。
依據 UNCAC 實務，兩國官員的審查的外國分為鄰國與任意第三國，在台灣
周邊國家中邀請一國來台審查，並且邀請亞太區域以外的一個台灣友邦(例如拉
美或非洲)，以抽籤方式決定國家(未來在國際公開才有公信力)。以上兩個外國都
應邀請實際參與過同儕評鑑的官員來台，Adam 說這些官員名單都是公開資料，
他個人接觸甚多，必要時願意幫忙聯絡協助台灣政府之邀請。Adam 建議台灣先
做第一階段的同儕審查既可。他認為政府在推動同儕審查過程中一定要持續邀請
公民社會提供意見，否則官方版報告可能與民間版的平行報告出現過大差距。
台灣雖然不是 UNCAC 簽署國，但是若能依據聯合國慣例進行反貪執行成果
審查，應該很有說服力。也可能有助於未來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PI)等國際評比
之進步。

伍、公部門涉外交流的素養待提升

本次接待外賓發現，公部門在涉外交流方面的素
養有待提升。基層政風人員常以英語不好而欠缺主動
交流；高階主管也害羞，老是派副手代打；有公部門
接待時透過翻譯拼命宣揚政績，只留一個問題的時間，
當外賓提問，卻以該議題非關本單位草草帶過，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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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有公部門官員對於接待流於自我宣傳，若能以坦率態度互動交流談一些實
質問題，即使沒有立即解答，外賓也可理解。另外有官員抱著應付了事的心態，
把外賓當成接待一般觀光客，其實這兩外賓非常積極主動與認真，若能把握機會
進行輕鬆的交流，透過翻譯，其實可以獲得許多第一手資料與國際經驗。另外，
澎湖廉政論壇開幕式，澎湖縣長致詞時縣府沒有傳譯也沒有事先準備英文稿(上
圖七)，外賓演講則由台灣透明組織陳俊明常務理事熱心翻譯。澎湖縣陳縣長熱
忱接待之外，地方政府想打國際盃可能內部整合、培訓與動員還要再加強。
當然也有正面之例。例如國安會陳文政副祕書長專程南下主持 TASPAA 研
討會論文場，人到了義守大學臨時因北部淹水災情擴大而被召回台北。但他仍等
到兩位外賓抵達會場，簡短交流問候之後才北返。中山大學廖達琪教授則是大方
流暢的主持國際圓桌論壇，她的英語、專業、自信與風趣果然如預期的 hold 住
全場(請見下圖)。廉政署楊副署長在高雄與澎湖臨場督導及時改進缺失，頗有立
竿見影的效果。

國防部軍政副部長蒲澤春上將的全程出席與坦率交流，獲得兩位外賓高度讚
揚。6/2 在高雄義守大學 TASPAA 研討會，蒲上將擔任與談人(上圖八右四)，當
晚大會正式晚宴上，臨時安排兩外賓坐在蒲上將兩邊晚餐。蒲上將身著白色海軍
軍常服，充滿自信的帥。再加上他有留美經驗，英語流利。外賓 Janine 開心的三
人玩自拍(請見下圖九)。
晚餐後回程車上，提到蒲上將，外賓讚
不絕口，我回說台灣公務員普遍素質都很高。
外賓主動加碼，"豈只是高素質，而且你們的
高階官員非常有國際視野與使命感。" 另一
位外賓頻頻點頭附和。我當時聽了，真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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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榮焉。千金難買好廣告，外賓自己體驗後的口耳相傳很重要。
正因為交流才會有意外的發現。6/3 上午在澎湖廉政論壇發生一件糗事。外賓回
應問題時說"你們台灣好像沒有資訊公開法(FOIA)，建議你們趕快立法。我們紐
西蘭的 FIOA 規定人民有向政府要求職訊的權利，政府有提供的義務。。。"筆
者馬上回應外賓，台灣早就有政府資訊公開法(2005.12.28 已施行)。而且我們還
有其他陽光法，包括財產申報等等。。。
過去幾年來在不同國內外場合，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台灣被外賓誤認為是立
法落後的國家。我們 NGO 努力打國際盃，要加把勁兒教育外賓。而政府也要努
力加強自我行銷。陽光法案的英文條文其實是隱藏在法務部的全國法規資料庫。
但老外不知道，Google 也不容易搜。只有我們自己知道。其實台灣執法算嚴謹
認真的。陽光法案的歷年執法成效，網絡上有中文，但是沒有英文。對老外而言，
沒有英文內容的網站就像不存在。大官常嚷嚷要打國際盃，連基本的網站內容英
文版都付之闕如，可能事倍功半。
這次邀訪，雖然公部門之間有些協調分工問題，過程中也遇到一些狀況。但
很快就排除。這也是實際體驗公私協力的好機會。整體而言，外賓對台灣廉政建
設、公務員的高素質和台灣透明組織的交流體驗頗為肯定驚艷。非常感謝黃理事
長、莊執行長和秀涓、俊明、一璋、勁甫、興中、凱弘、怡融以及其他各位老師
的力挺(廉政署曾主秘主動參與陪同拜會外交部次長行程)。Adam 每到一處，聽
筆者介紹陪同人員除了筆者，還有 TI-Taiwan 的這老師那老師，他常開玩笑說，
這位也是，那位也是。你們有多少理監事? 尤其從不同老師的口中，交流台灣透
明組織的研究倡議能量，這是極佳的交流與行銷。

圖十、6/4 外賓參訪澎湖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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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政策建議

本次兩位外賓歸國後均提供後續回饋意見(請見附錄一二)分別對於台灣公
私部門協力推動廉政建設之紐西蘭經驗以及台灣進行 UNCAC 同儕審查之程序
提出洞見。
邀請外賓，事涉對外邀請與頻繁聯繫(催稿與更新行程通知)，對內的各個公
部門與本會協調接待事宜與核銷作業。過程固然繁瑣，執行過程中也偶有不順暢，
但是互動交流的收穫遠超過聯繫不順的挫折。此外，外賓體驗台灣公部門高素質
的人力與善良好客的風情，是促成日後口碑行銷台灣的重要基礎。2013 年迄今
筆者代表台灣透明組織每年不間斷的邀訪，已先後有五批外賓訪台。足跡擴及九
份、金門、高雄、澎湖等地，頗收沿途交流學習之效。
本次兩位外賓對於公部門簡報多表示沒甚麼意思，比較在乎實質的互動交流
表現高度興趣，例如 6/5 中午便餐
與世新 IMIG 在職生暢聊很盡興
(右圖十一)，有助於外賓了解基層
執法現況以及台灣執法官員的專
業與熱情。外賓在高雄與澎湖的
公開與私下場合均高度肯定台灣
積極爭取國際評比表現的決心。
例如 6/1 國防部次長晚宴上，國防
部多次表達爭取 GDAI 邁向 A 級
的意願，讓外賓非常讚賞。根據
陪同與交流心得，謹建議公部門
與本會可賡續改進或創新如下：
一、合力打國際盃—建議外交部與法務部共同積極推動台灣申請成為 OECD 反
行賄小組觀察員。跨部會合作可能涉及更高層次的支持與整合。台灣官方目
前重心置於 UNCAC 而忽略 OECD 的存在(部分首長甚至不知)與重要性。前
不久，政府某高層曾親口跟筆者分析，台灣各部會越來越像日本官僚制度的
各自為政，左手不通右手。
二、同儕審查取代自評—建議法務部重新思考 UNCAC 成果報告的準備流程，邀
請兩國官員進行同儕審查並且邀請公民社會參與，至關重要。
三、開課—首長決心是廉政成敗的關鍵指標之一。建議廉政署開設國際交流實務
課程，分別在九職等政風主管班與新進廉政官等班別，就近年來外賓訪台的
個案進行模擬演練，以利資深主管與新進政風人員均能了解台灣接軌國際的
脈動並且學習如何參與。廉政首長宜親自全程出席重要活動。接待外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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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語文也不應是障礙(重要場合均有傳譯或同步翻譯)，而是交流學習的
絕佳機會。
四、專責人才—廉政署的廉政官人才濟濟，似可訂定獎勵機制，鼓勵培養國際交
流人才。長期持續推動國際間的反貪專業交流至關重要。
五、持續邀訪—台灣透明組織持續推動每年一批外賓訪台，汲取第一手國際反貪
經驗。明年中若能在台灣舉辦 TI 區域會議，對於提升台灣在全球反貪運動
之能見度，應有重大效益。若能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舉辦，更能吸引各國代
表與會。
六、簡化宴席—兩位外賓非常享受台灣的人情味與好客，但是對於各地晚宴的菜
色豐富多元非常驚訝。上菜太多對客人的胃是一大負擔，剩菜太多也不環保。
未來可考慮建議各接待單位，盡量簡化菜色，宜前菜+主菜(1-2 道即可)+甜
點+當季水果即可。酒類避免牛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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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紐西蘭透明組織執行長 Janine McGruddy 返國後對於台灣之後續建議
Feedback on the Taiwan trip from CEO TINZ


This was an incredibly well planned and executed visit – if there were any
hiccups in arrangements I was certainly not made aware of them so well done
to Ernie and all organisers.



I gave the message that your government needs to work with civil society as
strongly as I could – now it is time to tell them how they can do this and give
them the mechanisms to do so.



Is Taiwan part of the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If not it may be worth
investigation.



I would strongly recommend a model we follow called the Leaders Integrity
Forum. We do this with our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but the Ethics
Office of the Defence department in Taiwan would be a suitable partner for
this type of activity.



Our Leaders Integrity Forums are run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o The Leaders Integrity Forums (LIF) have been running since the start
of 2016 and occur every six weeks to two months depending on how
these fit with other events public sector leaders are committed to.
These are held at the Office of the Auditor General from 1-2.30pm and
a light luncheon is provided.
o The point of the Forums is to allow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 to
discuss in a Chatham House Rules environment integrity issues based
on that forums theme. I have attached some material from previous
forums to give an idea of the topics presented on, as well as the agenda
from the March forum to give you an idea of how they are run. As you
will see the Chairing, resenting and commentating are all done by the
attendees. Once they have presented then questions are invited from
their peers. These have been a very successful in exercise in allowing
busy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what integrity means in
their work, and also to cross-fertilise thinking and solutions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 OAG provide a blog about the forums (that bears in
mind the confidential nature of the forum) and these are available at:


http://blog.oag.govt.nz/accountability/panama-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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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oag.govt.nz/accountability/back-at-number-one



http://blog.oag.govt.nz/accountability/trust-paradox



http://blog.oag.govt.nz/accountability/second-place

As we described the New Zealand Army Board has two civilians on it – this
would be a bold move and an even better one if women were on the Board as I
did not see many in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military.



I hope these are helpful as angles to pursue with them – it at least gives some
models to go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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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際透明組織國際公約部法律顧問 Adam Foldes 返國後續建議
Hi Ernie,
I send you the steps of the UNCAC review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NGOs
should take.
I suggest doing only the first cycle review first, because that is already enormous
work and it is more realistic to get it done at once and after that the second cycle can
come.
Government

NGOs

Government designates a public body
which will be ultimately in charge of
facilitating the review of Taiwan, it
will be the focal point.
The focal point publicly announces that Anti- corruption NGOs ideally form a
there will be a review and publishes the coalition to take part in the review and they
review timeline.
can share the various topics among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their expertise.
The focal point prepares a list of
countries that could provide experts to
be the peer reviewers.
Based on this list they draw lots to
select the experts of which countries
should be invited (one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ne from other
part of the world).

NGOs attend the drawing of lots.

Peer reviewers are invited to review
how Taiwan implements UNCAC,
essentially to do the same exercise
these experts di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UNCAC reviews organised by
UNODC. See list of
experts:http://www.unodc.org/unodc/en
/treaties/CAC/IRG-experts.html

NGOs start preparing a parallel review
report, see resources
here:http://uncaccoalition.org/en_US/learnmore/resources/#uncac-review-tools

Focal point starts preparing the
self-assessment (they can start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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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ocal point is set up). Resources,
include the questionnaire is available
here: http://www.unodc.org/unodc/en/c
orruption/self-assessment.html
The focal point sends the
self-assessment to the peer reviewers
and ideally it publishes the entire
document online.

NGOs send draft of final parallel review
report to peer reviewers to inform them.

Peer reviewers visit Taiwan to discuss
the self-assessment in details, meet
various authorities and to meet NGOs
involved in the review.

NGOs meet the peer reviewers in Taiwan.

Focal point and peer reviewers turn the
self- assessment into a review report
and the focal point publishes it once
there is an agreement on its final text.

NGOs may revise their draft if they publish
it after meeting the peer reviewers. If they
already published their report, then they
may react in a separate document to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Ideally the focal point publishes an
action plan with concrete timing and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on how to
comply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received in the review.

NGOs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action plan.

Peer reviewers to be invited after 2-3
years to discuss how Taiwan
implemented their recommendations.

NGOs meet the peer reviewers in Taiwan.

Here is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above table used in the UNCAC
review: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treaties/UNCAC/Review-Mechanism/IRG_
model_country_review_schedule.pdf
Country reports and self-assessments are available
here: http://www.unodc.org/unodc/en/treaties/CAC/country-prof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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