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經營具有高度跨國性，反貪腐更是國際間

之重要議題。惟在我國法制尚不完備的情形下，希

冀透過本書美國、日本及英國法規的介紹，使我國

企業得以與世界主流之反貪腐規範接軌，而不至於

因對國際標準之不熟悉，而受到預期外的裁罰或處

分。

　　於最末章以「企業法令遵循守則」之形式，對

於本書所提及的法規範與概念加以統整，並以實例

方式說明，讓讀者對於跨國企業的海外行賄公務員

態樣、後果以及應對措施都能有一更簡單、清晰之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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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企業行賄海外公務員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不論對商界或法

界，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但我國法學界對這項議題的論著相

對較少，實務參考資料更為稀有，形成一塊顯眼的空白。 

林志潔教授、張天一教授及李岳軒、莊詔雯、黃嵙鼎、 
孫永蔚等年輕學者的新著：「企業經營與法律風險之管控──

系列一：行賄外國公務員」，此時出版，有助於填補這片空

白，彌足珍貴。本書深入探討我國、美國、日本及英國的相關

法制，包括法令規範與實務案例，並對政府與企業提出具體建

議，不但是嚴謹的法學論著，並且具有高度的實用價值，特為

推薦。 

 

賴英照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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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林志潔老師又出了一本新書，令人驚艷。這回是與張天一

老師及李岳軒、莊詔雯、黃嵙鼎、孫永蔚研究生一起撰寫，年

輕學者們以團隊方式投入研究寫作，不但成果卓著，更改造法

學界偏向孤芳自賞、強調個人著作的心態，實在讓人激賞。 

這本書的主題是反貪腐，是一序列出版的第一部（顯然還

有好多部，拭目以待），整個系列主軸是企業經營風險之管

控，尤其是全球化下經營的法律風險。企業經營有不少行之已

久的潛規則，特別是在法治落伍的國家。每個國家的法治條件

與文化不同，習慣了不遵守規範的陽奉陰違，到了法治為上的

國度，常常要出事。我國廠商在面臨還在變革中的台灣法律，

對於習慣80年代以前法治環境的國人，比較容易落入「人治」
的習慣領域。 

全球化下的競爭，企業要面臨的環境更加複雜。有人治獨

裁如中國者，有法律為上如美國者。然而強權更要擴張，美國

不斷地輸出其內國法制，除了經由國際組織，以及雙邊談判強

要其他國家接受其制度外，凡是可能要與美國做生意或交易中

與美國發生關聯的，例如使用美國銀行收支、存匯，使用美國

企業的網路如google等，美國司法管轄權必然加諸其上。如此
司法強權，雖然各國競相仿效，不免還是以美國馬首是瞻。所

以要談全球化，徹底掌握美國法律，是無可迴避的選項。 

志潔老師是國內法律學者中的佼佼者，尤其對於美國刑法

與刑事程序的深入掌握，無人能出其右。十年來將這些能量與

財經刑法結合，加上自身對於本土法學與實務的功力，引領了

台灣法律學術與實務的風潮。其研究寫作氣勢磅礡，理論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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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兼具，現在更與年輕學者張天一老師合作，一起帶領法學新

秀，將我國、日本及英國法整合呈現。志潔老師也是交通大學

最年輕的特聘教授之一，交大在台創校六十餘年歷史中，唯一

獲頒總統教育獎的老師，是個人在交大二十餘年見到最優秀的

學者、創作家與教育家。 

志潔老師是交大科法學院成立後，第一次院長遴選的唯一

當選人，獲得全體遴選委員的一致推薦，她對交大、對教育、

對法學研究和司法改革的貢獻，深受師生、畢業同學與校友的

感念。她能夠寬容在遴選過程中，因嫉妒她的成就、或歧視她

的性別年齡而惡意傷害她或刻意打壓她的人，不計行政頭銜，

以科法學院的長遠發展為念，爭取其他優秀的法律學者進入交

大科法學院來一起努力，自身專注於有意義的研究創作、教育

青年與社會影響，這是社會國家之福，其心胸、氣度與格局，

亦令人無比尊敬，特為之序。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創所所長、 

創院院長、台灣科技法學會理事長 

劉尚志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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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過往在國內檢討研議防制貪瀆犯罪的成因及對策，一般較

關注從提升公務職場倫理、相關行政管制的鬆綁，以及強化對

涉貪公務員的制裁效果、延長追訴時效等面向進行規範，而對

於行賄者一方的違法及罪責的分析及對策評估，則較少受到重

視。 

惟隨著經貿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日益開展，企業跨國從事商

業活動的競爭，對外國公務員行賄以獲取其有利的競業條件或

利益時有所聞，為有效確保各國企業於境外從事商業活動能遵

循境外國法令，以維護跨國公平競業秩序及防杜貪腐蔓延，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1997年通過禁止在國際貿易中
行賄外國公務員公約，呼籲世界各國將行賄外國公務員行為入

罪化。我國雖非OECD之會員國，也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WTO）的隔年，修正貪污治罪條例部分條文針對在境外
向外國公務員有關違背職務之行賄行為列為刑事制裁的範圍。

然而，當時我國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並未處罰對公務員職務上

之行為所為的行賄，遲至2011年，也是受到國際反貪腐趨勢的
影響，修正貪污治罪條例，將「不違背職務之行賄行為」予以

入罪化的同時，對於在國外向外國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之賄賂

列為刑事制裁的範圍。至此，形式上來看，對於規範國人在國

外向外國公務員行賄之規範，似乎可與國際防制貪瀆的趨勢接

軌。 

然而，跨國企業基於擴展業務之目的在國外行賄他國公務

員之行為，不少是根據企業法人的決議或法人顯有未遵循法令

的監督過失所致，因此僅處罰該企業負責人或行為人並無法有

效防杜此種涉嫌貪瀆的不正競業活動。同時，由於對跨國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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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追訴處罰，在證據蒐集、證言的保全等方面，與傳統境內

犯罪的追訴相較，更為不易，除了必須借助國際司法互助外，

於刑事程序中如何妥適運用緩起訴或刑事免責機制，以提升偵

查及追訴貪瀆犯罪的實效，尤屬重要。而為因應跨國貪瀆犯罪

的防制，英、美及日本等國，已陸續針對法人於國外行賄之處

罰予以法制化，美國在實務運作上則由檢察官積極運用認罪協

商而對涉案法人作成附條件的不起訴，而日本亦於2016年5月
修法引進協商合議及刑事免責機制（2018年6月施行），這些
國際上的法制趨勢及運作經驗，對於向來傾向否定以刑罰制裁

法人，以及對偵查中之認罪協商採取消極立場的我國刑事司法

而言，究竟有何值得借鏡或啟發之處，自屬學說及實務上的參

考意義。 

本書是由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林志潔教授、中原大學法

學院張天一副教授及其研究助理團隊李岳軒、莊詔雯、黃嵙鼎、

孫永蔚等人合力著作。林教授是國內少數長期耕耘企業犯罪及

財經刑法的學者，相關著作等身。此次負責籌編本書，詳細介

紹英、美及日本處罰國外行賄之不正競業行為的規範，並於末

章分析整理、且運用實例方式說明跨國企業於海外實施營業活

動如何避免涉嫌行賄的法令遵循守則，提綱挈領，簡明扼要。

相信透過本書的問世，不僅能讓跨國企業清晰瞭解海外行賄公

務員態樣、後果與應對措施，進而修正其內部之法令遵循規範

與準則，同時更期待在我國相關法制尚不完備及實務運作仍不

成熟的情形下，本書比較法的介紹可以作為我國政府部門研議

建構相關法規範以充分與國際反貪腐標準接軌的參考，爰樂於

為序推薦。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陳運財 
2018年11月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0517



 

 

推薦序 

建立廉能政府是民主國家現代化最重要的基石，保護公共

利益則是法治國家建設或改革最重要的價值，而「反貪腐」落

實程度，則為國際社會檢驗一個國家是否達成上開目標最重要

的指標。2005年12月14日生效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下稱公

約），確立全球反貪腐基本法律架構的同時，也宣示貪腐問題

無國界之分，且不再侷限於政府部門。是以廉能問題，除中央

地方機關應致力推動外，更亟需私部門及民間社會共同參與。

我國於2015年5月20日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使

公約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從此，全國上下應有

一體遵行的義務。 

貪污犯罪嚴重危害民主體制，破壞社會公平正義，敗壞國

民道德價值，對國家法治健全、政治穩定影響至深至鉅，能否

有效控制，甚至逐漸消弭，攸關政府穩定與國家永續發展。廉

政署職司肅貪與防貪，以達成國際社會反貪腐的標準，一向正

視貪污犯罪造成之問題與嚴重性，除持續推動、深化國內各項

防貪、肅貪工作及落實全民反貪教育外，有鑑於「全球化」發

展，跨國經濟活動日益活躍，本署更針對埋藏深處暗潮洶湧之

貪污犯罪連結其他刑事犯罪，特別是經濟、洗錢、組織等犯

罪，積極與各國執法機構交流合作、互享情資、共同打擊貪腐

犯罪，以遵循公約第16條「對賄賂外國公職人員或國際組織官

員行收賄行罪」之定罪及執法義務。 

我國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3項「對於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

事項」之行收賄罪，係於2003年1月13日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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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禁止在國際貿易中行賄外國公務員公約」

所增訂。該法條立法迄今已14年，然司法或偵查實務未見引人

關注的案例，國內學者專門研究者，也絕無僅有，或許肇因於

我國所處特殊的國際困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科技法

律研究所林志潔特聘教授，閱歷豐富，素有恢宏之國際觀，且

林教授觀察敏銳，處事明快，著書立論，不但有厚實論理根

基，且往往直指問題核心，深具實用價值。林教授有鑑於人

流、物流及金流均已全球化，乃從比較法與實證法角度研議有

效制裁與遏止白領與財經犯罪之對策，以及杜絕不當政商利益

輸送之道。欣見林教授再度挺身，帶領張天一、李岳軒、  

莊詔雯、黃嵙鼎、孫永蔚等法學界菁英與新秀，攜手踏入此一

重要領域，從比較法觀點，介紹美國「海外反貪腐法」

（FCPA）、日本「不正競爭防止法」上「對外國公務員贈賄

罪」、英國「賄賂罪法」（The Bribery Act 2010）的態樣與內

涵，重點分析各國司法實務案例，據以引導各界省思相關議

題，進而對跨國企業反貪腐法律遵循原則提出指引，相信對我

國廉政精進工作，將有進一步提升的效果，對我國反貪腐法制

之健全完善，也將提供劃時代的關鍵助益。 

 

法務部廉政署署長 

朱家崎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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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最近中國賣座電影《我不是藥神》揭發醫療體系貪腐、藥

價居高不下的問題，引爆基層民眾廣大共鳴與迴響。對照2014
年9月間中國湖南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觸犯「對非國家工作
人員行賄罪」對世界知名藥廠葛蘭素史克，判處罰金人民幣30
億元（約新台幣150億元），可知國際大廠於海外行賄現象確
實存在，若未能確實規範，將造成當地社會結構嚴重失衡，並

對國際知名企業之商譽造成無可彌補之損害。鑑於此，美國率

先於1979年制定美國海外反貪腐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之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日
本、英國也相繼完備對海外反貪腐行為之規範，惟我國法制目

前對此尚未有確實之規範。 

吾之好友國立交通大學林志潔特聘教授率先就此議題撰寫

「企業經營與法律風險之管控──系列一：行賄外國公務員」

專書，就我國未來之立法指引出明確之方向與建構清楚之藍

圖，如政府單位能儘速參考志潔教授所提出之建言，進行相關

法律之修訂，將傳統「瀆職罪」之處罰規定，涵蓋商業賄賂之

型態，將得以有效達成防制目的，建立更公平經營環境，促進

商業正向之發展。 

志潔教授對教學充滿熱情，更難得的是，志潔教授對法律

人的未來出路具有透徹之洞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在志潔

教授帶領下，於律師市場面臨飽和、競爭慘烈之際，學生報考

人數之踴躍遠超乎預期，2017年碩士班錄取率不到17%，在職
專班為22%，顯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已成為法律人之首
選。觀其訣竅，乃課程充分契合實務需求，如「大航海計畫」

給予學生於國內院檢，以及美國、新加坡、香港一流律師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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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實習的機會，並設定智財、資通訊、生醫、跨國法律、性別

平權等專業領域，使學生在踏入職場前，就已具備實戰之專業

智識。近期更配合未來可能衍生的法律問題，將開設AI人工智
慧課程，這等豐富與時俱進之課程，大大刺激開拓學生之視

野，然規劃及教授此等課程的交大科法老師，確是相當的辛

苦，在此特別向志潔教授及交大科法老師團隊，為他們對國內

法學教育的努力奉獻，致上最誠摯感佩之意。 

本書在付梓之際，受志潔教授之邀為之作序，實感榮幸！

以志潔教授的意志及能力，必得為我國法律教育之提升及司法

環境之清明作出宏偉之貢獻，但前路必不順遂，且充滿挑戰，

不過，我們將為志潔教授的堅強後盾，一起努力，直到成功。 

 
萬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律師 

萬國法律基金會執行長 

黃帥升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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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的第四本書出版了。從2005年返國迄今13年，研究、教
學、寫作、法治推動與改革，一直是我最喜愛的事情。當一個

學者的最大成就，來自於其研究對社會有所貢獻，而當一個教

育者的最大成就，則來自受教者比自己要傑出優秀。本書的出

版，可謂兼具兩者。台灣的企業需要瞭解海外經營的風險，這

本書從科技部計畫的結案報告延伸而來，整理了最新的實務案

例與國外法制發展，並分析了可能的法律問題，為企業和我國

法律改革提出了的具體建議。從申請科技部計畫至本書完成，

歷經3年的時間，由我、天一老師帶領數位學生們一起進行，
學生們的青出於藍，更勝於藍，讓我們身為老師的成就感高

漲，無比欣慰。除了本書的幾位學生作者外，協助本書資料彙

整、校正、編排的陳俐雯、呂昕禹、杜佩珊、馮璿倫四位同

學，與元照出版公司，對本書出版幫助極大，在此一併致謝。 

台灣的企業要走向國際，需要更多法律人來協助，尤其在

競爭激烈的今日，所有的國際盃，法律先行是無可避免的要

件。美中貿易大戰，躋身於兩大經貿體的台灣，更加必須步步

為營，沒有犯錯的空間。「企業經營與法律風險之管控──系

列一：行賄外國公務員」的出版，是希望企業能從中獲得更多

國際法律的知識，也希望我國的法制改革，能儘速提升能量，

與國際接軌。 

台灣剛經歷了選舉與公投，雖然公投結果未能盡如人意，

但民主的進步，卻是這塊土地上最燦爛的成就。我在世界各地

的演講或與談，只要提及台灣的民主法治，無人能夠小覷。也

因此，很希望在此地成長的人們，能珍惜並愛護這樣得來不易

的成果。你可以選擇壯遊、可以選擇去海外讀書、可以因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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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條件、子女就學而決定移民，但是，台灣從未背棄你，給了

你他能給的最好的教育、福利、健保，栽培你有今日的成就。

我們都知道這裡還有許多需要改革的地方，但這不正是我們存

在且應該努力之所在嗎？因此請不要貶抑你的家鄉，請不要輕

賤自己的出生地，即使你人不能在這裡，心，也請記得並盡可

能幫助這裡。 

這本書的幾位推薦者：賴英照老師、劉尚志老師、陳運財

老師、朱家崎署長與黃帥升律師，都是與我相識多年，我極為

尊敬的長輩。 

賴老師是我財經刑法研究的啟蒙老師，忍受我常問他各種

財經法的初階問題，我的每一本書，他都慨然允諾推薦；   
劉尚志老師是交大科法所創所所長、創院院長，是我一生敬重

與感念的知己，在高教路上有這樣一位先行者引領，是我莫大

的福份；陳運財老師從我回國任教開始，就不藏私地教導我，

在研究方法與研究態度的嚴謹上，讓我學習最多；朱家崎署長

於公於私對我的支持和鼓勵都從未間斷，他開辦了交大科法在

新竹地檢試辦實習，我生病開刀時，他定期餵養我各種補品，

我生日時，他百忙之中還買蛋糕來幫我慶生；黃帥升律師從來

不吝惜栽培交大科法的同學，多年來捐助同學出隊去打國際模

擬法庭辯論賽，接受我們的畢業生在萬國法律事務所實習、工

作，給予大量的提攜指導……，這些師長們的恩情與友情，我

銘感五內，無時或忘。 

我和張天一老師相識於研究所求學時，迄今二十餘年。回

國這些年，一起合作過許多研究案，從他身上，我看到一位愛

護學生、認真研究的學者，如何要求自己不斷精進成長，也感

謝他不吝指導交大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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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多，遭遇了一些不曾想像到會經歷的波折，雖然

過程十分艱辛，但結果卻是令人振奮與欣慰的。許多同事朋友

驚訝，在那些困頓的環境中，我還持續研究教學、未放棄對社

會的關懷，依然忙碌且正向積極，不曾口出惡言或抱怨逃避。

我想，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學生們與許多同事。我

的學生們、同事們和好友，是我的堅實的依靠，不斷的關心和

支持，永遠讓我暖心。我感謝我的父母、感謝妹妹、妹夫、感

謝陳鋕雄老師、大哥、大嫂、二姐和顥貞、感謝兩位小朋友，

妹妹的女兒、可愛的豬豬和我的最愛陳包包。謝謝你們一直在

我身邊，一起度過好與壞、豔陽與風雨。 

生命最終的價值不在攻克多少的山頂，而在不斷前進中所

經歷的風景，那些陪伴你、愛你、珍惜你，需要你，因你而改

變人生的人們，那些共同奮鬥的真摯情感，相互扶持的打氣與

不放棄，是我們生命中的光。 

因為第二度當選了交通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之後，

本校即將啟動校長遴選。一個偉大的大學之所以能形成，從不

是因為發表了多少篇的頂級期刊論文，不是因為產生了多少榮

耀自身桂冠的院士；一個偉大的大學能形成，關鍵永遠繫於：

在大學中的人們，是否對知識的追求有熱誠、對社會的改革有

理想，對自身所處的機構有認同，並以身為其中一份子為榮。 

我但願交通大學與台灣高等教育，能有這樣以人為本，追

求關懷、奉獻、卓越的教育領導人，身為高教老師，我們也應

以此自我期許。是為序。 
 

林志潔 
於澳洲布里斯本2018年亞洲法與社會（ALSA）年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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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於今年年初之際，與內人造訪日本的小田原市，在小田原

城的城跡旁有一座二宮報德神社，門口立著日本江戶時代著名

農政家與思想家二宮尊德的銅像，上面寫著二宮氏的名言：

「遺忘道德的經濟就只是犯罪，遺忘經濟的道德就只是夢

話。」領會其言後，沉思許久，深感贊同。 

近年來，不論在台灣或是世界各國，追求經濟發展已成為

政府的主要目標，因為經濟力不但代表了國力，更可為個人帶

來物質享受。不過，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常見政府或企

業以剝削的手段來擷取利益，或將弊端所產生的負面外部成本

轉嫁由社會大眾去承擔，導致利益僅由少數個人所享有，廣大

民眾卻蒙受巨大的損害。當政府長期以「去管制化」作為追求

經濟發展的手段時，應知悉「去管制化」不等同於「去監督

化」，否則，將面對我們所難以承受之風險。 

本書所談論的主題，是對外國公務員商業賄賂行為之管

制，對於此等行為，目前世界各國多已立法予以規範。而回顧

其發展歷程，可知是強權國家為了鞏固自身之經濟利益，而以

其在政治、經濟上之優勢地位加以推動，使其成為全球性之立

法政策。對此，本書並非認為該行為不具可罰性，但面對「以

法律捍衛國家利益」已成為國際間於經濟競爭上之慣用手段

時，我們必須去正視這樣的趨勢，尤其台灣因國際地位問題，

長期面對「無權利可享、卻得善盡義務」之困境。對此，政府

與民間應該有計畫且持續地關注相關問題，才能有助我國企業

在國際經貿活動中成長發展，避免因不熟悉國際或外國法令而

遭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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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共同作者林志潔教授，本人於學生時代即與其結

識，因林教授之研究領域與本人相近，故近年多有學術合作之

機會，累積深厚之情誼。林教授治學嚴謹、待人和善，長期關

心社會議題並勇於發聲，本人甚感欽佩。在本次研究案的合作

過程中，有幸與其相互學習，因為雙方有著「為研究成果留下

一些足跡」的想法，故促成了本書的誕生。 

本書在完成上，要特別感謝擔任研究助理的中原大學諸位

學生，莊詔雯小姐自大學時期即從本人學習，在碩士班期間參

與本次計畫案，執筆對英國立法例予以介紹，用心甚深，為本

書增添了豐富內容。康貴智先生及張凱雯小姐協助整理資料，

提出寶貴意見，備極辛勞；李奕萱學棣費心校閱文稿，使本書

得以更加完善，本人在此致上誠摯謝意。此外，與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所同學們的互動過程裡，讓我留下了甚為美好的回憶。

在此，祝福與我們同行過的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帶著滿滿的能

量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在現今紛擾的高教環境中，能夠潛心於研究之中，並非易

事。對於研究者而言，能夠投注心力在自己有興趣的議題上，

應是愉快的一件事，也是能支持自己繼續走下去的重要動力。

希望這本書的問世，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關心此一議題。

對於書中尚有的不足或疏漏處，亦請各方先進不吝指正，讓我

們有重新檢視與思考的機會。 
 

張天一 
2018年12月於桃園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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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自90年代後，「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主要發展

趨勢，其效應在經濟領域最為強烈，各國間在經濟活動上之聯

繫緊密，透過各種方式尋求合作關係。在另一方面，因跨國性

經貿活動的快速發展，各國除了設法鞏固國內市場外，也積極

擴張海外市場，投注資源以強化競爭力。惟在競爭過程中，企

業可能會採取不正當之手段，藉以取得優勢地位。 
在各種類型之不正競爭方式中，「商業賄賂」是一種經常

被使用之手段，亦即企業對公務機關或其他企業之人員行賄，

藉此在市場競爭上取得優勢地位，此等行為不但破壞市場競爭

所應具備之最低公平性，妨害市場運作機制，亦可能間接導致

消費者或社會大眾必須承受該行為所帶來之外部成本 1。對

此，各國雖對於公務員受賄或向公務員行賄之行為設有刑事處

罰，但傳統「瀆職罪」之處罰規定，無法涵蓋商業賄賂之型

態，難以有效達成防制目的。因此，近年各國開始重視商業賄

賂之議題，如何透過立法防制商業賄賂成為重要焦點。 
觀察已立法規範商業賄賂各國家之立法例，主要可分為兩

大類：第一類是針對「本國企業於國外之商業賄賂行為」加以

處罰，但在特殊情況下，亦得擴及「外國企業」之商業賄賂行

為2，至於本國企業於國內之商業賄賂行為，則依照具體個案

                                                        
1 因商業賄賂行為可罰性之問題，非本書主要議題，故暫不為深入探

討。 
2 對於本國企業於國外所從事之商業賄賂，目前多數國家之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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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賄外國公務員 

適用瀆職罪、背信罪等規定予以處罰，抑或是未予處罰。而另

一類是針對「所有類型之商業賄賂行為」均予以處罰，因此，

除了本國企業於國外之商業賄賂行為會受到處罰外，對於本國

或外國企業於國內之商業賄賂行為，也一併設有處罰規定3。 
至於在法規類型選擇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將處罰

規定直接制定於刑法之中，如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澳

洲、紐西蘭等。第二類是以類似「特別刑法」之方式獨立予以

立法，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南韓等。而第三類則是著眼於

商業賄賂行為之性質，而將處罰規定置入經濟法規內，採行

「附屬刑法」之立法方式，如日本4。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於1999年首次

所公布「世界出口國行賄指數」（Bribe Payers Index, BPI）
中，台灣的行賄指數在19個主要貿易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三名；

在2002年所公布第二次之調查資料中，台灣於21個主要貿易國

家中排名仍為倒數第三名5。當時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對於公

務員受賄行為在處罰上，均限於「本國公務員」之受賄行為，

若要將適用範圍擴大至「外國公務員」，可能於體系解釋上產

生問題。再者，縱使勉強將公務員概念擴張解釋，將「外國公

務員」包含在內，但當時貪污治罪條例中並無現行第11條第6
項「處罰我國領域外之行賄行為」的規定，因行賄外國公務員

之行為，多半係發生於我國領域外，並非為刑法第5條及第6條
之適用範圍，亦無法適用刑法第7條屬人原則之規定，故現實

                                                                                                                  
是將其限制於「對外國公務員」之賄賂行為。 

3 在此種立法例中，行為人所行賄之對象是否為公務員，並非所問，

亦包括私人企業間之商業賄賂行為，如德國刑法第299條以下規

定，即屬適例。 
4 北島純，解說外国公務員贈賄罪：立法の経緯から実務対応まで，

2011年，頁192-194。 
5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92卷第3期，2003年1月，頁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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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3 

上難以處罰對外國公務員之商業賄賂行為6。 
美國為防止其企業對於外國公務員行賄，於1979年率先制

定美國海外反貪腐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該項法律制定施行後，對於防止美國企業對外國公務員之商業

賄賂行為，產生相當程度之嚇阻效果。其後，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1997年通過禁止在國際貿易中行賄外國公務員公約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呼籲世界各國將行賄外

國公務員行為入罪化7。 
承上所述，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我國企業除了必須面臨來

自全球的競爭，更需要與全世界進行商業來往與合作。本書之

目的即在於，透過美國、日本及英國法規的簡介，使企業得以

與世界主流之反貪腐規範接軌，在我國法制尚不完備的情形

下，不至於因習慣或公司內部準則與國際標準的落差，受到預

期外的裁罰或處分。此外，亦希冀透過本書的介紹，得以讓我

國政府就相關法規範的建構與調整，有一遵循之參考基準；同

時亦希望國內企業能警覺商業賄賂的各種態樣，以及其對於企

業本身可能帶來的不利，進而修正其內部之法令遵循規範與準

則。為此，本書最末章特地以「企業法令遵循守則」之形式，

對於本書所提及的法規範與概念加以統整，並以實例方式說

明，希望藉此能讓讀者對於跨國企業的海外行賄公務員態樣、

後果及應對措施，都能有一更簡單、清晰之圖像。 

                                                        
6 柯耀程，刑法總論釋義──修正法篇（上），2006年，頁130-135。 
7 立法院公報（院會紀錄），第92卷第3期，2003年1月，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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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經營具有高度跨國性，反貪腐更是國際間

之重要議題。惟在我國法制尚不完備的情形下，希

冀透過本書美國、日本及英國法規的介紹，使我國

企業得以與世界主流之反貪腐規範接軌，而不至於

因對國際標準之不熟悉，而受到預期外的裁罰或處

分。

　　於最末章以「企業法令遵循守則」之形式，對

於本書所提及的法規範與概念加以統整，並以實例

方式說明，讓讀者對於跨國企業的海外行賄公務員

態樣、後果以及應對措施都能有一更簡單、清晰之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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