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務消息

CEDAW 獨立評估意見 陳菊主委肯定國際審查共同促進性別平等
發表會現場合影 111/06/30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 年 6 月 30 日舉行《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第 4 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
發表會。陳菊主委致詞指出，在所有人權公約中，台灣最早
嘗試建立報告機制，最早推動在地化的，就是 2009 年 CEDAW
第一次國家報告的國際審查。
陳菊主委表示，台灣近年來在性別平等，有相當程度進
展，背後都有民間力量和政府部門共同努力。獨立評估意見
希望進一步釐清政府落實 CEDAW 的相關困境與策進作為。
人權會成立以來，首次指派人權委員高涌誠、紀惠容

陳菊主委致詞 111/06/30

督導撰提 CEDAW 獨立評估意見，除了針對第 4 次國家報告，同時也回應前 3 次國際審查委員會，多次
提及但有待改善的議題。為此，人權會共計辦理 2 場專家諮
詢會議、7 場民間團體焦點座談、3 場機關座談，並函請 14 個
政府機關提供說明及統計資料。在參照監察院歷年婦女人權
相關調查報告，以及政府機關的統計資料與相關性平指標之
紀惠容委員

高涌誠委員

後，聚焦 6 大重點議題，共提出 36 點評估意見及 25 項建議。

★為滿足閱眾多元需求，需採紙本與電子併行方式，爰「監察院第 6 屆電子報」自本期起，更名為「監察院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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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主委推崇黃默
教授人權教育貢獻

陳菊主委與黃默教授熱切交換意見 111/06/22

白恐不迷路台南篇
陳菊主委鼓勵年輕世代師生追求真理

陳菊主委與委員等人於湯德章紀念公園合影留念 111/06/23

國家人權委員會為增進工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及委員等一行，111 年 6 月 23

作同仁有關人權的理論與實踐，

日聽取「台南市湯德章大道」等人權場址導覽；24 日參加教育部

特與東吳大學合作，邀請黃默教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於台南女中舉辦的「白恐

授開設「台灣國際人權機制」講

不迷路－1950ｓ台南篇」地圖集成果發表會以及座談會。

座，111 年 6 月 22 日開課首日，

陳菊主委表示，感謝所有年輕世代師生，共同努力尋找歷史真

主任委員陳菊特來致詞，感謝黃

相，誠實面對歷史，進而反思如何面對過去「國家暴力」的問題。

默教授一生為人權工作的貢獻，
並提到社運團體推動國家人權
委員會成立歷經 20 年，最早始
自黃默教授的倡議。

人權會 2022 海光人權講堂全新學程開跑
國家人權委員會為推廣人權教育，自去年與殷海光先生學術
基金會共同辦理「海光人權講堂」
，獲得社會大眾迴響，今年全新
學程自 6 月 22 日起開跑，首場論

黃默教授為美國哥倫比亞

壇「老有所終─高齡社會銀髮族的

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人權哲

發展權與外籍照顧者的權利」
，人權

學、國際人權法與人權運動、聯

委員紀惠容、王幼玲與多位學者專

合國與人權保障等領域，課程每

家，熱烈探討相關人權實務課題。

周三下午兩小時，至 8 月 24 日

委員紀惠容、王幼玲(左 2 起)參與首場論壇
111/06/22

止共 10 週。

落實資訊平權 CRPD 獨立評估意見易讀版將於 7 月底完成
國家人權委員會王榮璋及王幼玲委員，111 年 6 月 1 日出席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獨立評
估意見易讀版會議，代表陳菊主委感謝所有參與編製與試閱的朋友，長達半年多來的努力，這將是人
權會第 1 份易讀版文件。人權會為落實資
訊平權，委託身心障礙聯盟編製 CRPD 獨立
評估意見易讀版，預計 7 月底完成。其他無
障礙格式，還包括點字版、手語版及有聲
書，讓資訊近用成為實踐 CRPD 的第一步。
由障礙者組成的試閱小組、身障團體代表與王榮璋委
員(前排右)、王幼玲委員(前排左)合影 1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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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北觀國家風景區
巡察北觀國家風景區 111/06/13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巡
察空軍偵蒐預警中心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111 年 6 月 1 日由該會召集人賴
鼎銘委員偕同陳菊院長暨監委
一行 20 人，在國防部柏鴻輝副
部長、空軍孫連勝副司令等人陪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於 111 年 6 月 13 日，由院長陳菊、

同下，巡察空軍偵蒐預警中心，

召集人葉宜津委員偕同委員等 10 人，以「平權」及「友善」為主

聽取陣地任務簡報，並視導預警

軸，巡察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通用設計及無障礙環境推動情

雷達的戰備現況、陣地安全防護

形，暨北海岸國際魅力景區建設及觀光發展。近年國家風景區推動

等。在座談會中，委員分別就增

通用設計環境與提升觀光服務品質，皆有助高齡者、身障者，友善、

建長程預警雷達、國外移動式雷

平等、安全使用無障礙交通建設，委員並期許觀光局透過活絡國民

達及欺敵設施、雷達偵查策略、

旅遊、發展智慧觀光及推廣體驗觀光等策略，強化臺灣觀光競爭力。

俄烏戰爭烏克蘭求助星鏈對我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中央選舉委員會

啟示等提出詢問，由國防部柏副
部長及各業管分別加以回答。

巡察中選會，前排左起：李進勇主委、施錦芳委員、李鴻鈞副院長 111/06/09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由召集人施錦芳委員暨李鴻鈞副院
長偕同委員一行 6 人，於 111 年 6 月 9 日赴中央選舉委員會巡察該
會業務，首先聽取該會李進勇主委簡報，瞭解年底「九合一選舉」
各項選務工作，以及面對新冠疫情，中選會各項防疫措施籌備情形。
巡察委員分別就監察院調查「核四啟封商轉發電」公民投票提
案未召開聽證會，即經審議認定合於規定之調查案，建議健全公投
公聽會等。另就原住民投票秘密保障等議題，提出詢問及建議。

陳菊院長巡察時頒
發加菜金111/06/01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國史館 期許持續提升服務品質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1 年
6 月 6 日由召集人范巽綠委員偕同委員
計 7 人巡察國史館，在陳儀深館長等人
陪同下，實地瞭解臺灣日治時期至解嚴
後之民主化歷程、體驗美麗島事件沉浸
式導覽，及參觀總統、副總統文物策展情
形與原住民族主題文物展，最後進行交
流座談。范召集人期許該館持續提升服
務品質，建立新的歷史文化參與模式。

巡察委員等人於國史館臺北館區前合影 111/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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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巡察國家衛生研究院

巡察國家衛生研究院合影 111/06/27

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11 年 6 月 27 日由陳菊院長、李鴻鈞副院長、蕭自佑召集委
員偕同 11 位委員，至國家衛生研究院巡察。巡察委員關懷兒童醫療、人才結構均衡、COVID-19 快篩
試劑完成技轉供需、使用醫療資料應兼顧隱私保護等問題，請該院妥處重視並回復。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巡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1/06/29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於 111 年 6 月 29 日，由召集人葉宜津委員偕同委員等 12 人，以「政
府採購案件流廢標態樣、原因與案例分析情形」為巡察重點，巡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聽取簡報
並舉行巡察會議，瞭解公共建設工程面臨之問題。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財政部 關注納稅者權利保護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瞭解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稅式支出評估作業等落實情形，電子支付下公股
行庫因應之道，以及疫後如何面對鉅額紓困、振興經
濟支出的財政平衡，於 111 年 6 月 17 日由召集人賴振
昌委員偕同 5 位委員，巡察財政部聽取業務簡報並進
行意見交流。委員們針對多項問題提出詢問及建言，
由財政部部長蘇建榮及相關主管逐一重點回復，並就
不足部分允會後再以書面資料補充說明。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財政部 111/06/17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國家文官學院及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1 年 6 月 20 日，由
召集人范巽綠委員偕同委員計 12 人，在院長郝培芝、人
事長蘇俊榮等人先後陪同下，巡察文官學院及公務人力
發展學院，瞭解兩所學院訓練執行成效，參觀研討室及
住宿環境等設施，並進行綜合座談。范召集人表示，政
府效能與文官治理能力息息相關，而治理能力繫於文官
培訓，如何為公務人員規劃適才專業訓練課程，攸關國
委員參觀國家文官學院圖書室並聽取解說 111/06/20

家未來發展，期許兩所學院持續精進人才培訓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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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巡察桃園市
關切海岸治理及創新產業

監察委員巡察苗栗縣
關心科學園區廢污水排放情形

監察委員王麗珍於 111 年 6 月 10 日赴桃園

監察委員陳景峻、郭文東 111 年 6 月 10 日

市觀音區，關切草漯沙丘、觀新藻礁生態保護復

赴苗栗縣巡察，聽取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育，亦前往中壢區巡察新明市場，瞭解創新產業

（下稱科管局）及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簡報，

及新明公有零售市場活化再利用執行情形。

瞭解銅鑼科學園區排放廢污水改善情形等。

委員指出，市府應重視藻礁環境之維護，並

委員關心媒體報導科技大廠將進駐銅鑼科

積極處理草漯沙丘周邊垃圾掩埋場及廢棄物清

學園區，當地居民擔心半導體廢污水恐排放至西

理問題，面對突發狀況應加強橫向聯繫，維護海

湖溪流域污染農地乙事，除促請科管局務必與居

洋環境；於推動創新產業時，應落實在地連結，

民妥善溝通，也對於廠商製程產生之廢污水，建

結合地方資源特性，鼓勵青年回流返鄉。

請思考朝回收再利用之方向規劃。

委員陳景峻、郭文東(左 1 起)視察銅鑼科學園區 111/06/10

委員王麗珍(左 2)巡察草漯沙丘地質公園 111/06/10

監察委員基隆市巡察
瞭解原住民事務執行情形

監察委員赴新竹縣市巡察
關注部落道路改善等情形

監察委員林文程、浦忠成 111 年 6 月 22 日

監察委員陳景峻、郭文東於 111 年 6 月 27

赴基隆市巡察，就都市原住民族聚落營造爭取中

日及 28 日，赴新竹縣、市巡察，聽取部落道路

央補助資源問題、原住民子女就讀高中、大學升

改善、林木盜伐取締及棒球場重建情形簡報。新

學狀況等議題，請基隆市政府詳予說明，並建議

竹縣部分，委員肯定縣府警察團隊取締山老鼠作

可依地方資源特色，設置海洋漁業專班與法律服

為，惟建議尖石鄉公所應妥善維護道路及策進根

務資源中心，及將相關法規及服務資訊編製成摺

除林木盜採措施。新竹市部分，委員肯定市府重

頁或手冊，供弱勢原住民運用與參考。同時肯定

視市民休閒生活，將老舊棒球場轉型與再生，惟

市府將八斗子阿美族奇浩（Kihaw）違建聚落改

建議儘速改善球場外巷道狹窄，影響交通動線及

建為「海濱國宅社區」
，提升落實部落生活品質。

安全疏散，球場內無障礙動線亦標示不清等情。

委員浦忠成、林文程(左 2 起)巡察奇浩(Kihaw)部落 111/06/22

委員陳景峻、郭文東(左 2 起)視察司馬庫斯聯絡道路改善 11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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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露西亞駐臺特命全權大使路易斯拜會監察院
監察院陳菊院長 111 年 6 月 15 日接
見聖露西亞駐臺大使路易斯，期盼未來在
監察職權及人權領域，有更多交流與合
作。路易斯大使曾任國會議員，對於我國
監察制度深感興趣，希望未來有更深入的
認識及交流。本次拜會由陳院長率同副院
長李鴻鈞、委員林盛豐、葉宜津及秘書長
陳菊院長(右 3)、李鴻鈞副院長(右 2)、林盛豐委員(左 2)、葉宜津委員(左
1)、朱富美秘書長(右 1)與路易斯大使合影留念 111/06/15

朱富美等陪同接見，雙方交談甚歡。

職權行使

院務消息

李鴻鈞副院長接見退休人員
頒贈服務獎章及紀念品

監察委員赴澎湖縣巡察
關切漁業永續及水資源利用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主任秘書簡麗雲、

監察委員賴振昌、施錦芳於 111 年 6 月 27、

監察業務處副處長張文賢、監察調查處調查官兼

28 日赴澎湖縣巡察，配合縣府因應疫情分流辦公

調查主任林進修、秘書長室簡任秘書葛廣薇等 7

措施，以視訊方式受理民眾陳情；聽取縣政簡報，

人退休，由李鴻鈞副院長於 111 年 6 月 28 日接

關心澎湖漁業永續及水資源開發利用現況，並實

見，頒贈服務獎章及紀念品，感謝渠等貢獻。

地視察馬公烏崁海淡廠之運作情形。

李鴻鈞副院長等人與退休人員合影 111/06/28

委員賴振昌、施錦芳(左 2 起)巡察烏崁海淡廠 111/06/27

活動花絮

趙委員永清與六都秘書長共商 建立機關補助資訊公開及提醒關係人身分揭露機制
監察院 111 年 6 月 29 日舉辦「如何避免公職人員關係人申請補助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座談會」
，由廉政委員會召集人趙永清委員主持，與各直轄市政府秘書長、法務部及審計部意見交流。
與會秘書長均表達配合利衝法調整補助作業流程意願，建立「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資訊公開及
提醒關係人身分揭露機制，
以減少關係人違法情事。
趙永清委員(左 4)與各直轄市政
府秘書長、法務部政次蔡碧仲(左 3)
及審計部人員合影 111/06/29
服務台志工

監察院志工召募中 歡迎大夥一起來
監察院召募受理人民陳情、親民禮民服務台及古蹟導覽志工計 15 名，
歡迎具服務熱忱或熟悉法律、諮商或古蹟導覽專長之志工加入。報名日期至
111 年 7 月 11 日止（郵戳為憑）
，詳見監察院全球資訊網/新聞與公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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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消息

監察院首辦業務職權數位大擂台賽 提升專業性 凝聚向心力
李鴻鈞副院長
開幕致詞
111/06/22

陳菊院長為鼓勵同仁瞭解監察院職權及業務，指示朱富美秘書長督導
監察業務處籌辦「監察院業務職權大擂台」活動，於 111 年 5 月 9 日開訓，
展開為期一個月在職訓練課程，並於同年 6 月 22 日舉辦趣味問答競賽，各
單位組成之啦啦隊，也在
現場為參賽同仁加油打
氣。22 日競賽當日，首先
由陳菊院長、李鴻鈞副院長、

委員及長官帶領全體參賽及啦啦隊同仁合影，續由副
院長開幕致詞，期許同仁能透過本次活動，認同監察
院職權的重要性，一起朝著相同目標勇往前進。
陳菊院長為激勵參賽士氣，特在比賽前夕指示，

同仁熱烈參與「監察院業務職權大擂台」活動 111/06/22

增加獎項名額及獎金，讓此次趣味競賽及啦啦隊比賽氣氛愈加熱烈。經過激烈之競賽過程，趣味問答
競賽團體組，第一名至第三名分別由清冠 1 號隊（綜合業務處）
、我強到調渣隊（監察調查處）
，及都
答隊（秘書處）獲得，第四名及第五名分別為七喜精銳搶先答
隊（常設委員會）
、快篩全陰隊（綜合業務處）
；個人組第一名
至第五名則由王惠元、陳一杰、黃仁羿、高羽柔、薛佳青奪得。
此外，熱力四射的啦啦隊比賽，評比第一名為怕了對不隊（秘
書處）
、第二名為綜合 SHOW TIME（綜合業務處）
、第三名為七
喜派隊（常設委員會）
。其餘各參賽隊伍，精神可嘉，表演精
彩，亦獲頒「運動家精神獎」
，可謂皆大歡喜。
最後，副院長肯定本次活動展現全體同仁的活力，為平日

問答競賽實況 111/06/22

嚴肅工作氛圍下，帶來截然不同的風貌，並且期盼日後多舉辦各種活動，營造更加優質的工作環境。
本次活動在各單位熱情參與下，圓滿完成。

陳菊院長、李鴻鈞副院長及委員為參賽隊伍加油並合影 1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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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會啦啦隊 111/06/22

評審人員、觀賽委員及參賽同仁 111/06/22
財申處啦啦隊 111/06/22

綜合業務處啦啦隊 111/06/22
秘書處啦啦隊 111/06/22

監察業務處啦啦隊 111/06/22
常設委員會啦啦隊 111/06/22

監察調查處啦啦隊 111/06/22
場邊加油團二 111/06/22

場邊加油團一 111/06/22

行政革新

監察院正式啟用收容人視訊「陳情專線」
監察院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正式啟用收容人視訊陳情專線，經由新架設視
訊專線設備，接受收容人陳情，落實「陳情零距離、溝通無障礙」之目標。爾
後將定期於每年 6 月及 12 月辦理是項業務，以保障收容人之陳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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