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討論文件   中西區文康會文件第 16/2017 號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2017/18 年度工作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廉政公署（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本辦事

處） 2017/18 年度的工作策略及計劃重點，歡迎各位委員提供意見。  

 

職責  

2.  本辦事處服務中西區、南區及離島區，其職責是爭取各階層人士

支持肅貪倡廉的工作、深化防貪教育及接受市民諮詢及舉報貪污。  

 

制訂工作計劃的考慮因素  

3.  廉署社區關係處（社關處）在制訂 2017/18 年的具體工作計劃時，

考慮了下列因素：  

 

（一） 回應市民對廉政工作的關注和期望  

4.  根據廉署委託獨立調查機構進行的 2016 年周年民意調查結果顯

示，今時今日市民對貪污近乎零容忍 1，而且只有 1.2%的受訪者表示在過

去 12 個月內遇過貪污情況，引證香港的貪污程度繼續處於低水平。在國

際層面，香港的廉潔程度亦備受廣泛認同，多個國際民意調查 2均反映香

港是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而香港的評級在過去一年更進一步提升。經

過廉署多年來推行「三管齊下」的肅貪工作，廉潔核心價值及誠信文化已

植根香港。幾乎所有受訪者（ 99%）均認為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發展至為

重要，而絕大部份（ 96%）受訪者認為廉署值得支持。不過，在現時日益

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下，廉署亦面對各種挑戰和考驗，例如傳媒對廉署的一

                                           
1 以 0 分代表「完全不可以容忍」， 10 分代表「完全可以容忍」，於 2016 年廉署周年民意調查中市

民對貪污的容忍度平均分為 0 .7 分。  
2 這些調查包括「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 2016 年全球競爭力年報》、「世界經濟論壇」的《 2016-

2017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正義工程」的《 2 016 年法治指數》、 TRACE Int er na t iona l  與

RAND Corpora t i on 的《 2016 年全球貪污風險評估指數》及「透明國際」的《 2016 年清廉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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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負面報導或會影響市民對廉署反貪工作的信心。我們明白市民對廉署工

作的高度關注和期望，為維持社會對廉署的信心，社關處會繼續利用七個

分區辦事處與市民直接聯繫的有效網絡和不同媒體渠道，加強溝通和宣傳

廉署整體工作的成效、高度專業性及問責性，藉著增加透明度和公眾參

與，讓市民對廉署工作加深了解與支持。去年，社關處更推出跨年度「全

城‧傳誠」大型公眾參與倡廉活動和多媒體計劃，主動爭取市民支持。  

 

（二） 緊貼社會變化與發展  

5.  香港的社會政治環境近年急速變化，資訊科技和新媒體的發展更

是一日千里。社關處對各方面發展須保持觸覺，經常審時度勢，適時調整

工作策略和手法，回應社會變化和市民的需要。例如，社關處正不斷致力

透過多元化渠道和開拓新平台，包括新媒體，向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年青新

一代更廣泛地傳揚肅貪倡廉信息。根據廉署民意調查，市民對貪污容忍度

普遍極低，但部份青年人可能因為尚未投身社會工作，且從未經歷貪污的

禍害，其容忍度較其他年齡組別人士稍高。社關處須繼續致力採用貼近青

年人的宣傳教育手法，包括邀請他們共同籌劃和參與，加強新一代的廉潔

意識。另外，有關民意調查亦顯示，較基層及居港時間較短的市民亦相對

較少接觸廉署的信息，因此來年社關處的宣傳策略亦會在這方面作出適當

調整。  

 

（三） 貪污趨勢  

6.  廉署在 2016 年接獲共 2,891 宗貪污投訴（不包括與選舉有關的投

訴），較 2015 年的 2,803 宗增加 88 宗，升幅為 3%。涉及不同界別的貪污

投訴比例與過往相若，即約 63%的投訴與私營機構有關，約 29%牽涉政府

部門，而其餘約 8%涉及公共機構。香港的整體貪污情況仍有效受控，沒

有惡化跡象。廉署在 2016 年有 21%的貪污投訴是市民透過社關處位於港、

九、新界的七間分區辦事處舉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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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關處一直以來透過「全民誠信」的全方位宣傳教育策略，為不

同界別人士推行防貪教育。社關處將會在 2017/18 年度繼續關注較多貪污

投訴的行業／範疇，加強有關界別的防貪教育，及鼓勵他們舉報及預防貪

污。  

 

（四） 國際社會對香港反貪工作的認同  

8.  廉署「全方位」的反貪和誠信推廣工作，行之有效，已成為香港

作為國際商貿城市及金融中心的重要競爭優勢。根㯫近年多個國際研究調

查，香港的廉潔程度均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同，其中著名國際商業防貪

研究顧問 TRACE International 與研究機構 RAND Corporation 進行的《 2016

年全球貪污風險評估指數》，香港在全球 199 個國家或地區排名第四，貪

污風險是全球第四低；而「透明國際」剛在今年 1 月 25 日公布的《 2016

年清廉指數》中，香港亦由 2015 年的第 18 位上調至 15 位，評分由 75 分

上升至 77 分。早前「透明國際」主席訪港時亦稱讚香港廉署為世界上最

有效的反貪機構。雖然不少國際調查主要是關乎觀感，但畢竟有關的國際

評級會影響香港市民對廉署工作的支持和信心，所以社關處會繼續主動向

國際社會，包括國際／地區研究調查機構，介紹香港的實際廉潔情況及反

貪工作的成效。  

 

2017/18 年度工作目標  

9.  根據上文所述的考慮因素和中西區、南區及離島區的地區特色及

需求，本辦事處計劃於 2017/18 年度內安排約 650 項經常性的活動（包括：

探訪、講座等），並舉辦 26 項倡廉活動，預計會接觸超過 73,000 人次（數

字不包括區內人士參與廉署的全港性活動），以達致下列的工作目標：  

(i)  繼續深化香港的廉潔文化與誠信核心價值；  

(ii)  提高巿民的反貪意識，鼓勵他們預防及舉報貪污；及  

(iii)  鞏固巿民對廉署的信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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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重點  

10.   除了透過「全民誠信」策略為各階層及各界別／行業推行的恆常

防貪教育外，本辦事處來年工作計劃將涵蓋以下六大範疇：  

（一） 繼續推動「全城‧傳誠」全港大型倡廉計劃；  

（二） 透過「廉政之友」二十周年活動，加強公眾參與；  

（三） 深化「青年傳誠」工作；  

（四） 加強跨媒體宣傳；  

（五） 重點深化公、私營界別及基層的防貪教育；及  

（六） 增強國際宣傳。  

 

（一） 繼續推動「全城‧傳誠」全港大型倡廉計劃  

11.  為鞏固社會的誠信核心價值及對廉署工作的支持，廉署於上年度

推出「全城‧傳誠」跨年度公眾參與倡廉計劃，已完成的大型活動包括標

語及標記創作比賽、《廉政行動 2016》劇集播映及首映禮、計劃啟動禮、

香港書展「全城‧傳誠」展覽活動、與各區區議會合辦地區倡廉活動，以

及「全城起動‧撐傳誠」綜合匯演等。「全城‧傳誠」計劃推出至今已經

獲得超過 100 個機構的響應及支持，它們以不同形式在其機構／社區傳揚

誠信信息，成績令人鼓舞。  

 

12.  今年，「全城‧傳誠」計劃將繼續為不同對象舉辦多元化活動。

廉署將於六月以「全城‧傳誠」作為主題舉行開放日，讓市民大眾親臨廉

署大樓參觀，加強他們對廉政工作的認同。本辦事處會繼續邀請中西區區

議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全城‧傳誠」中西區倡廉活動 2017/18，

包括在區內舉辦巴士巡遊，接觸更多基層市民，將反貪信息深入社區每一

角落。有關活動的建議書請參閱附件。另外，社關處將為義工組織「廉政

之友」成立青年屬會，吸納更多青年人直接參與推行「全城‧傳誠」倡廉

活動，特別是準備投身職場的年輕人，本辦事處會透過與職業訓練局合

作，鼓勵參加職訓課程的同學以廉潔誠信等正面價值為主題自行設計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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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校園和社區宣傳活動；亦會鼓勵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商會、地區團體

及志願機構等響應「全城‧傳誠」倡廉計劃，透過他們的網絡和活動，將

「全城‧傳誠」的信息廣泛傳揚。  

 

（二） 透過「廉政之友」二十周年活動，加強公眾參與  

13.  廉署的義工組織「廉政之友」於 1997 年成立，旨在鼓勵市民透過

積極參與倡廉活動認識廉署工作，並身體力行協助推廣廉潔信息；近年更

鼓勵會員利用自己的網絡，於所屬的團體籌辦倡廉活動，傳揚廉潔信息。

配合「廉政之友」成立二十周年，社關處將舉辦一系列網上網下宣傳教育

活動，向市民大眾展示「廉政之友」過去二十年在推動倡廉工作的貢獻，

一方面加強會員的歸屬感，更藉此進一步鼓勵市民親身參與宣揚廉潔文

化。即將推行的網上宣傳教育活動，包括透過社交媒體分享「廉政之友」

會員提供有紀念價值的相片或宣傳品，及鼓勵會員以二十周年為主題，創

作不同形式的作品分享，以增強宣傳。  

 

14.  社關處將於今年年中舉辦「廉政之友」二十周年頒獎典禮，以嘉

許會員過去熱心參與策劃及推廣倡廉活動，並將於當日宣佈正式成立「廉

政之友」青年屬會。社關處計劃為會員提供多方面培訓，讓他們在倡廉工

作上發揮更積極的角色；又會安排會員探訪公共機構的義工隊，交流義工

服務心得，並宣傳「廉政之友」的工作。  

 

（三） 深化「青年傳誠」工作  

15.  社關處一直以多元化的方式向青少年（由幼稚園至大學生）推廣

反貪信息。在幼稚園與小學方面，定期推出活動教材支援學生的德育工

作，至於中學方面，會繼續舉行中學互動劇場及高中學生「 iTeen 領袖」

計劃，而自 2007/08 學年便開始舉辦的大專「廉政大使」計劃，亦讓學生

們組織校園活動向其他同學推廣廉潔信息。本辦事處會致力推行不同活動

計劃，培養年輕人的正面價值觀。來年，社關處將舉辦「青年傳誠」計

劃，以配合跨年度「全城‧傳誠」計劃，向新一代傳承廉潔價值。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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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提供平台，讓年青人包括「廉政大使」計劃和「愛‧廉結」的大

專學生、高中「 iTeen 領袖」和「廉政之友」青年屬會的成員等透過發揮

創意與才能，直接參與創作和籌劃專為年青人而設的倡廉活動。「青年傳

誠」計劃將於 2017/18 學年展開，首先在大、中、小學推展不同形式的校

園倡廉活動，其後會籌辦「青年藝墟」公開大型活動，邀請更多青年人和

普羅市民參與，擴大推廣誠信信息。「藝墟」活動擬包括結集小學生作品

的集體藝術創作／展覽、靑年人夥拍藝術團體的舞台表演、本地年青藝術

家的分享和示範、廉政大使自己設計的攤位及大型遊戲等。配合「青年傳

誠」計劃，廉署將推出一系列多媒體製作，包括網絡短片、漫畫、網上遊

戲及其他使用創新科技的活動等，以新穎有趣的方式向青少年宣傳正面價

值觀。  

 

（四） 加強跨媒體宣傳  

16.  社關處一直投放資源以多媒體渠道向市民廣泛宣傳誠信價值與肅

貪信息。去年推出的「全城‧傳誠」 Facebook 專頁，目前的貼文互動人次

（包括讚好、留言和分享）逾 12 萬人次，而網上訪問《有一種堅持》運

動員系列亦吸引超過 27 萬累積觀看人次，來年計劃將有更多貼近年青人

的網上短片及項目推出。社關處正計劃進一步與傳媒機構合作製作體驗式

的跨媒體節目（包括電視頻道、網上電視、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等），以生

動輕鬆和更立體的方式介紹廉署的工作，爭取市民對肅貪工作的認同和支

持。另外，社關處會推出一輯全新廣告短片，並繼續採取跨媒體策略，以

電視、電台、互聯網、戶外廣告及社交媒體等平台全方位推廣反貪信息。  

 

17.  來年，社關處針對不同階層和界別的防貪教育計劃，均會適當地

利用多媒體渠道增強滲透力度和宣傳果效，包括廉署的主網站和各個專題

網站、以青少年為對象的 iTeen Xtra Facebook 專頁和 iTeen 大本營網站、

微博、YouTube 頻道、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德育資源網、香港商業道德發

展中心網站等，並積極將網上網下的元素更有效地結合，例如在中學劇場

中加添「網上」延伸活動及在 Facebook 專頁為廉署開放日設計供網民參與

的活動和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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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點深化公、私營界別及基層的防貪教育  

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  

18.  廉潔高效的政府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社關處將繼續與公

務員事務局合作，進一步深化「誠信領導計劃」，包括因應市民大眾對政

府人員涉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利益衝突事件的關注，為各級政府人員

（包括高級政府人員）舉辦相關的專題研討會，協助他們有效管理利益衝

突及職員操守等，以強化誠信培訓；又會定期為各決策局／部門的誠信事

務主任及助理誠信事務主任舉辦「誠信領導計劃」專題工作坊或經驗分享

會。本辦事處會繼續與個別決策局／政府部門緊密合作，並透過探訪及出

席有關政府部門的防貪聯絡會議和誠信督導委員會會議等，密切監察與政

府相關的貪污情況，以提供適切的防貪培訓教育。除定期為新入職及在職

公務員舉辦防貪講座外，會繼續提倡部門設立培訓週期，以制訂更全面的

培訓計劃；亦會繼續向有關部門推廣「公務員誠信管理網上學習平台」的

使用，從多方面鞏固公務員的誠信文化。  

 

19.  廉署亦計劃在新一屆政府管治班子上任後，為行政會議成員（包

括所有司長及局長）、特區主要官員及政治委任制度下獲委任的官員舉辦

防貪法例簡介會，內容涵蓋防貪法例、普通法「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及

管理利益衝突等。此外，社關處會繼續與公務員培訓處合作，在不同的高

級公務員領䄂及管理課程中加強誠信管理的信息。  

 

20.  對於公共機構（特別是有較多貪污舉報的公共機構，如醫院管理

局、港鐵公司、香港賽馬會），社關處會一如以往向其管理層和職員提供

適切的防貪教育服務。年內，社關處將聯絡全港所有約 120 個公共機構，

推廣廉署的防貪服務，並鼓勵他們響應「全城‧傳誠」倡廉計劃，籌辦不

同活動向職員推廣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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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  

21.  社關處一直透過香港商業道德發展中心（中心）向商界機構提供

防貪服務，例如員工防貪培訓、協助制訂或檢討員工守則，以及防貪顧問

服務，以協助他們推行誠信管治。今年，本辦事處亦會繼續向較多出現貪

污投訴的行業，包括建造、飲食、金融及保險業，加強推行防貪教育，強

化從業員的誠信操守。  

 

22.  近年廉署案件顯示有關上市公司的貪污個案性質日趨複雜，而監

管機構近年亦不斷強化規管措施，致力提升市場透明度及上市公司的問責

性。為協助上市公司實施良好企業管治，以有效預防貪污舞弊，中心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將聯同 18 個合辦機構，包括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專業

團體及商會，推出為期三年的「上市公司商業道德推廣計劃」，推動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專業人士等遵守管治的法規要求、恪守個人操守，

及加強企業的誠信文化及監控系統。  

 

23.  中心計劃於 2017 年 9 月舉辦以「企業管治：符規以外」為題的

上市公司商業道德會議暨午餐會，邀請監管機構、專業團體及業界人士，

就誠信企業管治的課題交流，並推出中心為上市公司董事和專業人士特別

編製的新個案研究和培訓教材，隨後會接觸所有在港上市的公司，向它們

推介量身訂造的廉署服務，例如安排防貪培訓課程、制訂／審視紀律守則，

協助加強公司內部監控等。此外，中心亦將繼續與相關監管機構及專業團

體（如港交所、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特許秘書公會、香港董事學會、香

港律師會等）合辦培訓及專業持續進修活動，協助公司董事及相關專業人

士了解他們對提升企業管治及遵守最新法規的重要角色。本辦事處位處香

港商業中心地帶，上市公司眾多，我們將主動接觸區內上市公司，推廣

「上市公司商業道德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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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人士  

24.  社關處一直以「全民誠信」的策略向不同階層及行業的市民，包

括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人士宣傳防貪信息。近年，社關處透過民政事務

總處派發予新來港人士的服務指南，加入防貪資訊，亦與其他政府部門、

志願組織及學校合作，向少數族裔人士宣傳防貪信息，包括安排參觀廉

署、舉辦茶敘、派發倡廉單張及宣傳品。根據我們的觀察和分析，由於語

言隔閡及文化差別，加上不熟悉香港的防貪法例，新來港及少數族裔人士

在尋找工作及申請公共服務時有可能誤墮法網。社關處計劃於 2017 年將

以多種語言（即廣東話、普通話、英語配音及備有六種少數族裔語言 3）

製作倡廉教育宣傳資料套，包括多媒體短片、宣傳廣告聲帶以及倡廉教材

等。針對有關人士日常生活可能會遇到的貪污風險（例如藉行賄去取得工

作及公共服務），提醒他們「切勿行賄」及遇到貪污應該即時舉報。這些

宣傳教育資訊將於出入境口岸、人事登記處、新來港及少數族裔電台節

目、廉署的活動和其他機構專為他們開辦的適應及融合課程中播放和使

用。  

 

樓宇管理  

25.  近年，廉署接獲大量涉及樓宇管理的貪污投訴，雖然大部份性質

較輕微，但樓宇維修產生的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本辦事處將繼續致力

與相關政府部門及專業團體合作，倡導廉潔樓宇管理與維修，包括舉辦防

貪研討會及宣傳活動，加深業主、業主立案法團委員及物業管理公司職員

對廉潔樓宇管理的認識，並鼓勵他們積極採取防貪措施；又會主動接觸新

成立的法團及收到屋宇署維修令或消防安全指示的法團，提供防貪教育服

務；亦會舉辦「誠信樓宇管理」宣傳活動，邀請大廈管理組織、區議員辦

事處或相關平台，向市民派發宣傳單張、播放短片、安排攤位遊戲等，以

進一步提高大眾在大廈維修工程中的防貪意識。此外，社關處繼續透過專

題網站，廣泛宣揚廉潔樓宇管理信息，並透過諮詢熱線和分區辦事處提供

諮詢服務，解答法團和業主的疑問，及提供適切的防貪服務。  

                                           
3 六種少數族裔語言為烏爾都語、尼泊爾語、印地語、菲律賓語、泰語及印尼語。  



 

10 

 

 

 

（六） 增強國際宣傳  

26.  在加強本地的倡廉教育宣傳工作的同時，社關處會繼續積極向本

地、在港的外國商會及海外投資者介紹香港的廉政建設，鞏固他們對香港

廉潔營商環境的信心。社關處亦會繼續與相關國際組織及評級機構，例如

「透明國際」及其《清廉指數》的統計數據來源機構、各地反貪機關等加

強聯繫，透過安排互訪（包括政府的「貴賓訪港贊助計劃」）、出席國際會

議，和加強以國際社會為對象的電子通訊等，向他們介紹香港廉潔實況和

廉署反貪工作成效，以及行之有效的誠信體系。社關處已於本年初在廉署

主網站內設立以國際社會為對象的「國際視點」專題網頁，並向上述反貪

評級機構和相關人士推廣該網頁，讓他們更容易尋找相關的廉政資訊。  

 

總結  

27.  廉潔文化已植根香港，但鑑於現今社會瞬息多變，肅貪倡廉的工

作亦不時面對各方面的挑戰。作為廉署與市民的橋樑，本辦事處會繼續善

用社區的網絡，與及多年來與各界建立起來的夥伴關係，緊貼時代的脈

搏，靈活運用多媒體宣傳策略，加強各項防貪教育宣傳工作，並爭取區內

市民的參與和支持，攜手鞏固廉潔核心價值及傳承香港的誠信文化。  

 

徵詢意見  

28.  請各委員就上述的工作計劃發表意見。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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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城．傳誠」中西區倡廉活動  2017/18 

活動建議書  

 

背景  

 

 廉政公署（廉署）社區關係處（社關處）多年來一直透過多元化

渠道宣揚肅貪倡廉的信息，讓廉潔文化植根香港。為進一步鞏固市民對廉

潔核心價值及廉署工作的支持，社關處於 2015/16 年推展「全城．傳誠」

全港大型倡廉計劃，透過跨年度主題及多元化活動，深入社區接觸社會不

同界別和階層的市民。計劃自推出至今，獲得多個機構的積極響應及支

持，當中包括各區區議會、政府部門、商會、地區團體及志願機構等，它

們以不同形式活動在其機構／社區傳揚誠信信息，成績令人鼓舞。  

 

2. 廉署相信要達致「全城．傳誠」的效果，並最終將廉潔核心價值

向年輕一代傳承，必須要凝聚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持續推廣。有見及此，

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本處 )計劃在 2017/18 年度再次邀請中西區區議

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攜手合辦「全城．傳誠」中西區倡廉活動，繼續宣

揚廉潔核心價值，深化地區的誠信文化。  

 

活動目的  

3. 「全城．傳誠」中西區倡廉活動旨在：  

 鼓勵不同階層市民身體力行，維護廉潔核心價值，並進一步協

助傳揚廉潔信息，達到「全城‧傳誠」的效果；  

 向區內青年傳承誠實、廉潔等正面價值觀，培養他們成為堅守

誠信，抗拒貪污誘惑的良好公民；  

 鞏固廉署與地區團體的夥伴關係，凝聚全城力量，攜手維護廉

潔文化。  

 

對象  

4. 我們期望借助區內不同團體的網絡擴闊活動的覆蓋面，以接觸普

羅市民，故活動的對象包括：  

 中西區各地區團體及其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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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內居民 ;及  

 區內中小學、幼稚園的學生／家長。  

 

合辦機構  

5. 建議合辦機構包括：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中西區區議會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協辦機構  

6. 建議協辦機構如下：  

 中西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中西區校長聯會  

 中環及半山分區委員會  

 上環及西營盤分區委員會  

 堅尼地城及石塘咀分區委員會  

 

活動日期  

7. 預計於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舉行各項活動。  

 

接觸人數  

8. 預計接觸區內居民及學生約 17,000 人次。  

 

活動內容  

 

跨年度主題，擴闊宣傳面   

9. 活動將繼續以「全城．傳誠」為主題，向中西區不同階層市民傳

遞誠信廉潔的信息。配合全港十八區舉行巴士接力巡遊，我們擬邀請各合

辦及協辦機構代表在區內人流暢旺的地點主持起步儀式，並與青年人一起

向巡遊途經地點的市民派發宣傳單張，我們亦會在活動中加強宣傳由歌手

鄭欣宜主唱的「全城．傳誠」主題曲「有一種堅持」，期望將「全城．傳

誠」的信息進一步推廣至區內不同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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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了解，加強溝通  

10. 本處計劃在港島區舉行倡廉展覽，向區內居民介紹廉署的工作及

「全城．傳誠」計劃的內容，並藉此呼籲他們身體力行，一起維護廉潔核

心價值。我們亦會安排地區團體成員在廉署的開放日親身到訪廉署參觀，

並舉辦會晤市民茶敍，與市民加強溝通，維繫他們對肅貪倡廉工作的信心

及支持。  

群策群力，攜手傳誠   

11. 我們會繼續邀請地區團體及樓宇管理組織舉辦以肅貪倡廉為主題

的宣傳活動，並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例如借出展板、攤位遊戲、提供

宣傳單張及廉政資訊作刊物內容等，我們期望藉此與區內不同團體 /機構

達到群策群力，攜手傳誠的效果。  

傳承廉潔，從小做起  

12. 青少年是「全城．傳誠」計劃的重要對象，本處會繼續為不同年

齡的青少年舉辦多元化的倡廉活動，包括舉辦高中「 iTeen 領袖」計劃，

支援由參與學校提名的「 iTeen 領袖」在校內舉辦不同形式的倡廉活動﹔

我們亦會製作新一套德育工作紙，透過饒有趣味的親子習作，向幼稚園學

童及小學生灌輸誠實不貪的正面價值觀，以傳承廉潔核心價值。  

(*各項活動詳情請參閱附錄。 ) 

 

活動宣傳  

13. 本處將透過各種網上及網下途徑在區內廣泛地宣傳活動訊息：  

 「全城‧傳誠」 Facebook 專頁  -  為配合「全城‧傳誠」計劃

的推廣工作，廉署已設立「全城‧傳誠」 Facebook 專頁，發放

各區「全城‧傳誠」活動的資訊。  

 宣傳海報及橫額  –  社關處將為「全城‧傳誠」計劃製作新一

輯宣傳海報，透過區內團體、學校、屋苑／商場管業處及政府

部門張貼及宣傳。我們亦將在區內懸掛橫額，以廣宣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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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辦、協辦機構、地區團體的網絡  –  本處將廣邀各支持機構

利用它們的網絡及各種渠道協助活動宣傳，並將提供不同形式

的宣傳物資，例如海報、單張及網頁連結等作支援。  

 

財政預算  

14. 整項活動計劃預算為 20,000 元(不包括由廉署總部支付的項目)，全數由

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支付。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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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全城．傳誠」中西區倡廉活動 2017/18 

建議項目  

 

項目 對象 活動內容 日期 

地區傳誠活動 

「全城‧傳誠」巴士

巡遊宣傳活動 

地區團體 

及居民 

 於區內舉辦巴士巡遊，並於人流熱點派

發宣傳單張，將「全城‧傳誠」的信息

帶到社區不同角落，廣泛地接觸大眾市

民。 

 邀請各合辦、協辦團體的代表出席起步

儀式／參與巡遊，與廉署攜手推動廉潔

的地區文化。 

2017 年下半年 

(日期待定) 

「全城‧傳誠」地區

倡廉展覽 

 

地區團體 

及居民 

 在港島區內人流暢旺的地點舉辦廉政展

覽，向公眾，特別是基層市民，介紹廉

署的工作，並鼓勵他們舉報貪污。 

2017 年下半年 

(日期待定) 

廉政公署開放日地區

團體參觀活動 

地區團體 

及居民 

 安排地區團體成員於廉政公署開放日親

臨廉署大樓，透過參觀展覽廳及執行處

設施、廉署職員介紹廉署工作、防貪法

例及防貪刊物、攤位遊戲等深入瞭解廉

署的工作。 

2017 年 6 月  

「全城‧傳誠」社區

教育參與計劃  

地區團體 

及居民 

 邀請區內不同團體包括街坊會、互助委

員會、婦女會、志願機構及青少年團體

等，舉辦以「全城‧傳誠」為主題的倡

廉活動，協助宣揚廉潔。 

 活動形式多元化，包括攤位遊戲、展

覽、派發單張、影片欣賞或廉政知識問

答遊戲等，廉署將提供支援（例如借出

活動物資、提供宣傳品），有興趣團體

可參閱廉署製備的活動小册子。 

2017 年 6 月 -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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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對象 活動內容 日期 

「會晤市民」茶敍 地區團體 

及居民 

 邀請地區團體參加「會晤市民」茶敍，

藉此提升廉署的透明度及聽取巿民對反

貪工作的意見，以爭取市民支持反貪工

作。 

2017 年 6 月 -

2018 年 3 月 

誠信樓宇管理宣傳 

活動 

樓宇管理 

組織成員

及私人樓

宇業主／

住戶 

 

 邀請大廈管理組織舉辦以廉潔樓宇管理

為主題的倡廉活動並提供所需的支援，

活動形式包括攤位遊戲、展覽、及問答

遊戲等。 

 邀請中西區各區議員透過議員辦事處或

相關平台，推廣誠信樓宇管理。活動形

式包括播放樓宇管理防貪教育短片、派

發防貪資訊及問答遊戲等。 

2017 年 6 月 -

2018 年 3 月 

公共屋邨傳誠活動 

 

公共屋邨 

居民 

 邀請公共屋邨的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舉

辦以「全城‧傳誠」為主題的倡廉活

動，向居民傳遞「切勿行賄」及遇到貪

污應即時舉報等信息。 

 活動形式包括攤位遊戲、展覽、派發單

張、影片欣賞或廉政知識問答遊戲等，

廉署將提供支援（例如借出活動物資、

提供宣傳品等）。 

2017 年 6 月 -

2018 年 3 月 

校內傳誠活動 

親子德育活動 幼稚園學

生及家長 

 透過幼稚園派發「智多多」故事工作

紙，鼓勵家長與小朋友一起進行親子德

育活動，以生動有趣的手法灌輸誠實、

守紀律等正面價值觀。 

2017 年 9 月 -

2018 年 3 月 

德育工作紙 小學生  社關處將製作德育工作紙，以輕鬆有趣

的手法，向初小及高小學生介紹廉署的

工作及貪污的禍害，並灌輸正面價值

觀。 

2017 年 9 月 -

20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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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對象 活動內容 日期 

「高中 iTeen 領袖」

計劃及校內倡廉活動  

中學生  配合新高中課程「其他學習經歷」部

份，廉署將繼續招募高中學生成為

「iTeen 領袖」，並安排培訓工作坊，裝

備他們在校內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推

廣廉潔誠信。 

 廉署將提供物資及活動建議，支援參與

同學籌辦廉政展覽、參觀廉署大樓、安

排廉政互動劇場、《拓思》文集閱讀計

劃、防貪影片欣賞會等不同形式的倡廉

活動。 

2017/18 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