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務消息

強化人權合作 人權會與法國在台協會簽署合作意向聯合聲明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
員陳菊，111 年 7 月 12 日與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孟，
完成合作意向聯合聲明的簽
署。陳菊主委表示，台灣民
主化後，與法國理念相近，
都堅信自由、平等、博愛的
普世價值，也都願意為了捍
衛民主、保障人權而共同努
公孫孟主任致贈陳菊主委
紀念品 111/07/12

力，這是雙方堅信的價值，也是此次合作的基礎。
公孫孟主任指出，台灣為法國在印太地區推廣人權
的重要夥伴，期許未來能推動台灣、法國與歐洲各國人
權機構之間，進行多邊合作與對話。國家人權委員會副
主委趙永清，人權委員王榮璋、田秋堇、葉大華、紀惠
容、范巽綠；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委員浦忠成、秘書
長朱富美以及外交部次長俞大

、人權諮詢顧問劉進興

等，都一起見證台法人權合作的里程碑。
合作意向聯合聲明簽署儀式
與會人員合影 111/07/12

1

院務消息

首次辦理全體委員研習活動 提升監察與人權案件調查效能
陳菊院長致詞
111/07/21

監察院第 6 屆監察委員來自各方領域，職務經驗及專業學識各
有所長，多位委員曾提議除尊重各委員獨立行使監察職權外，應建
立委員間互動交流研習機制，以利與時俱進，並提升職權行使效能。
經監察院相關會議決議及依據陳菊院長指示，由 5 位委員組成籌備
小組，召集人陳委員景峻多次召集開會研商籌辦事項，前配合防疫
優先原則而二度延期後，於 111 年 7 月 21 日至 22 日舉辦「新時代
監察與人權案件調查研討會」。

21 日上午邀請國家安全會
議李漢銘諮詢委員擔任講座，
針對「資安國安 2.0 戰略：國
家資安威脅趨勢-以俄烏網路
戰為例」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參訓人員於研討會認真聽講 111/07/21

精闢析論我國資安戰略架構、推動策略與發展方案，以及俄烏網路戰情勢，與會人員皆感獲益良多。
單位主管參訪中科院合影 111/07/21

陳菊院長致贈紀念品予李漢銘
諮詢委員 111/07/21
陳菊院長、全體委員、李漢銘諮詢委員及單位主管合影 11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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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 下 午

陳菊院長與委員於海螺文化體驗園區環境教育合影 111/07/22

院長、副院長及
全體委員進行綜
合座談，理性討
論及溝通數項業
務議題，將促使
監察院業務運作
更為順利及邁向開放改革；同時段秘書長率單位主管至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展示館、三水水土保
持戶外教室園區研習參訪，汲取新知。
22 日上午先聽取桃園市政府對於作為 2023
世界客家博覽會副場館的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
區」，其建築設計及營運管理簡報後，前往該園
區實地參訪，瞭解浪漫台三線計畫的亮點建設情
形及桃園海客文化。
本次研討會係監察院首次辦理全體委員研
習活動並結合資安及環境教育，除瞭解時代趨勢

陳菊院長與委員聽取海螺文化體驗園區解說 111/07/22

脈動，分享職權行使經驗外，亦藉此機會對話與交流，增進團隊合作，助益職權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單位主管參訪三水水土保持戶外教室合影 111/07/21
參訓人員於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環境教育合影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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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致贈紀念品予桃園
市李憲明副市長 11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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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會啟動「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系統性訪查研究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 年 7 月 4 日舉行
「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系統性訪查
研究記者會，陳菊主任委員表示，性侵通報
案件中，兒少受害占半數以上，這將造成他
們一輩子陰影。為釐清並尋求解決之道，人
權會啟動「兒少安置機構及校園性侵」系統
性訪查研究，希望曾於兒少時期，不幸在安

記者會現場，左起田秋堇委員、陳菊
主委、張菊芳委員 111/07/04

置機構或校園，遭受性侵的民眾接受訪談。

這項訪查研究，目的在著重事前預防而非追
究責任，希望藉由聆聽了解受害者（不限年齡）
遭遇，探究社會、文化、制度等結構性問題，並
與政府部門、民間團體、專家學者等共同合作，
最後提出改善制度面的建議，達到兒少人權的保
障與促進。
督辦委員為張菊芳、田秋堇兩位委員，並委
託世新大學、勵馨基金會及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共同辦理，全程確保個人資料保密，訪查研究報
告也不會公開任何個人訊息。

陳菊主委、張菊芳委員(右 2)、田秋堇委員(左 2)、朱富美秘書長
(右 1)及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左 1)一同宣誓「兒少安置機構及校
園性侵」計畫開跑 111/07/04

111 年度常設委員會召集人暨特種委員會委員選舉結果出爐
依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4 條規定，各常設委員會召集人
任期 1 年，已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屆滿，須進行改選，除交通及
採購委員會召集人以推舉方式產生外，其餘內政及族群等 6 委員
會召集人，業於 111 年 7 月 12 日院會中選舉產生。另預算規劃
與執行小組、廉政委員會、監察委員紀律委員會及監察獎章審查
委員會委員任期亦即將屆滿，併於本次院會辦理改選。
經推舉及選舉結果，分別由委員王美玉、林文程、蘇麗瓊、
施錦芳、浦忠成、王麗珍及郭文東擔任內政及族群、外交及國防、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及採購、
司法及獄政等 7 委
員會召集人。此外，
委員賴振昌、王麗珍、趙永清、范巽綠、陳景峻等 5 人
為預算規劃與執行小組委員；委員王麗珍、賴振昌、陳
景峻、施錦芳、蕭自佑、林文程、范巽綠等 7 人為廉政
委員會委員;委員范巽綠、陳景峻、蕭自佑、賴鼎銘、王
幼玲、王榮璋、葉宜津等 7 人為監察委員紀律委員會委
員；委員趙永清、王麗珍、郭文東、陳景峻、蘇麗瓊、
蔡崇義、賴鼎銘等 7 人為監察獎章審查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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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於院會進行選舉投票情形 11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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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陳菊院長到場獻花 致上最深哀悼
111 年 7 月 12 日監察院陳菊院長率同李鴻鈞副院長及 22 名委員前
往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向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弔唁致意。安倍首相遭逢
意外，全球震驚，陳菊院長於 7 月 8 日臉書貼文中表達對安倍首相的悼
念，提到安倍首相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友人，安倍首相親筆所書的「台灣
加油」四字，曾感動許多台灣人。陳菊院長也在弔唁現場留言寫下「知
台、挺台、護台
台灣人堅定的盟
友 永遠的 兄弟
敬悼安倍首相
天 上人間 台灣
陳菊院長留言感念安倍晉三 111/07/12

人感念不已」。

陳菊院長偕同副院長李鴻鈞及委員悼念致意 111/07/12

職權行使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巡察退輔會森保處及武陵農場
監察院外
交及國防委員
會 111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由召集人賴
鼎銘委員偕陳
菊院長及委員
計 18 人，巡察

巡察武陵農場 111/06/30

退輔會所屬森保處及武陵農場，聽取簡報並座談。委員針對以轉型正義角度面對七家灣溪泰雅聚落被
換地移置之史實等 13 項議題提出詢問；陳菊院長表示，原住民部落大面積栽種高山蔬菜的栽培方式
對山林保育會有影響，政府如何輔導原住民農業轉型是極度複雜的問題，也是監察院長期關注的議題。

交通及採購、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聯合巡察頭城海纜登陸站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 111 年 7 月 8 日，由陳菊院長、李鴻鈞副院長、二委員
會召集人葉宜津委員與賴鼎銘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0 人，以「海纜建置與國家安全」為巡察主軸，
聯合巡察頭城海纜登陸站，瞭解我國海底電纜概況及備援機制辦理情形，暨海纜通信機房及其主要基
礎設施維運情
形。巡察委員期
許相關部會穩
固網路基礎建
設，並完善海纜
管理與安全維
護之法制政策
環境。

巡察合影 11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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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海洋委員會 聽取簡報並進行意見交流
監察院內政及族
群委員會召集人施錦
芳委員暨陳菊院長偕
同委員一行等 12 人，
於 111 年 7 月 29 日巡
察海洋委員會，在李
仲威主委陪同下，實
南瀛海洋保育教育中心巡察合影 111/07/29

地至成功大學安南校

區參觀以鯨豚為主題的「南瀛海洋保育教育中心」及瞭解「海洋生態水質實驗室」研究成果。另於座
談會聽取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推動海洋政策規劃、海洋生態保育、海洋汙染防治、
海洋科技研究等業務簡報並進行意見交流，巡察委員亦針對多項議題提出詢問及建言，由李仲威主委
及相關主管逐一答覆，會後將再以書面資料詳細補充說明。

監察委員宜蘭縣巡察
瞭解原住民事務執行等情形

監察委員新北市巡察
關心重大建設執行情形

監察委員林文程、浦忠成於 111 年 7 月 13 日

委員張菊芳、蔡崇義(右 2、1)視察安坑輕軌 111/07/15

赴宜蘭縣巡察，主要就宜蘭原住民人口社會福利
資源、原住民保留地永續發展等議題，請宜蘭縣
政府詳予說明，委員建議對於碧候溫泉營運規
劃，應納入整合周邊景點，提高溫泉營運效能；
並請縣府釐清南勢溪漂漂河及沙灘車等休閒娛
樂活動爭議，完備相關法律規定及管理規範，以
兼顧環境保育及觀光娛樂產業發展。
委員亦肯定縣府致力碧候溫泉建設及後續
營運規劃，所付出用心。並期許碧候溫泉於開始
營運後，能兼顧觀光收益與原民文化保護的目
標，以達永續經營，並發揚原住民文化。

監察委員張菊芳、蔡崇義 111 年 7 月 15 日
赴新北市巡察，在陳純敬副市長及各主管局處長
陪同下，分別就寶高智慧產業園區規劃及招商情
形、央北社會住宅規劃及安坑輕軌工程執行情
形，聽取簡報並進行實地視察。
委員關切新北市智慧產業之發展，就寶高園
區開發過程中遭遇之困難、租金計收及廠商實際
進駐率等問題；以及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規劃及
社區安全網執行情形，提出詢問，並由相關局處
長當面向委員說明。另委員相當關切安坑輕軌興
建工程之規劃及進度，並期許正式通車後，能帶
給民眾更便捷的交通，活絡地方發展。

委員林文程、浦忠成(左 2、3)巡察南澳碧候溫泉 11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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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表揚 111 年模範、績優及上半年特殊績效人員
陳菊院長於 111 年 7 月份工作會報時，公開表揚監察院 111 年模範公務人員黃竟修組長，績優人
員鄭巧筠調查專員、黃銍鋒秘書、黃吉伶約聘專員，及上半年特殊績效人員林素純主任、陳玉芬助理
員、劉宜華調查專員、吳志鵬約聘專員、林俊緯科長、包靜怡科長、賴毓婷專員、陳坤泰秘書。
本次表揚活動特別將場地移至空間較大之禮堂辦理，除陳

人權會啦啦隊 111/07/26

菊院長親自擔任頒獎人外，李鴻鈞副院長、趙永清委員亦至現
場祝賀，獲獎同仁之單位亦組成應援團為其同仁喝采，過程隆
重而熱烈、趣味精

財申處啦啦隊 111/07/26

彩，每位獲獎同仁
有如走紅毯般尊
綜合處啦啦隊 111/07/26

榮且自信洋溢，充
分鼓舞士氣、凝聚
團隊向心力。

調查處啦啦隊 111/07/26

陳菊院長等人與模範公務人員、績優人員合影 111/07/26

秘書處啦啦隊 111/07/26

陳菊院長等人與特殊績效人員合影 111/07/26
本次獲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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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

第 6 屆監察委員就職 2 周年職權行使統計 資料期間：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27 日
糾彈

調查

⚫成立彈劾 36 案，以貪瀆 13 案（近 4 成）
⚫核派調查 634 案，提出調查報告 438 案
居第一
⚫審議通過 419 案，以司法及獄政類、內
⚫彈劾 57 人，以簡任 22 人(占 38.6%）為
政及族群類各 80 案為最多，社會福利及
最多，其次為薦任 10 人(占 17.5%）
；任
衛生環境類 58 案次之
職中央機關 27 人(占 47.4%）
，地方機關
30 人(占 52.6%）
⚫涉及人權案件 194 案，其中 38 案涉及司
法正義，其次為生存權 26 案
⚫成立糾舉 1 案，糾舉 2 人，均任職中央
處理人民書狀 機關，簡任及薦任各 1 人

計 28,157 件

糾正

⚫成立糾正案 136 案
⚫糾正 196 個行政機關，包括：
中央機關 124 個（占 63.3%）
，地方
機關 72 個（占 36.7%)

函請改善
⚫函請機關改善 358 案
⚫督促 576 個機關檢討改善，包括：
中央機關 485 個（占 84.2%）
，地方
機關 91 個（占 15.8%)

陽光四法

活動花絮

政治獻金快易通—企業捐贈攻略
在選舉期間，各大小企業會以捐贈政治獻金方式，表達對理想

人權海報競賽開跑
最高獎金獨得 20 萬

候選人的支持。隨著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參選人員逐漸明朗化，選

人 權 會 舉 辦 「 PAINT FOR

舉議題蔚為熱門話題，企業捐贈勢必成為關注焦點之一，以下這張

HUMAN RIGHTS-2022 年人權海報

圖表一定要 tag 起來，亦可掃描 QR Code 連結影片觀看視訊宣導課

設計競賽活動」
，9 月 4 日截止收

程～秒懂捐贈政治獻金 18 式，瞭解企業捐贈如何避免踩雷的方法。

件，最高獎金獨得 20 萬元。參

與政府機關有巨額採購或
重大公共建設投資契約，且
在履約期間，不得捐贈。

賽者分「社會組」與「學生組」
，

年捐上限同一政黨 300 萬
元、不同政黨600 萬元。

01

年捐上限同一擬參選人 100
萬元、不同擬參選人200 萬
元。

02

超過 10 萬元之捐贈，應以
支票或匯款為之。

03

匿名捐贈不得超過1 萬元。

04

公營事業或官股達 20%之民
營企業，不得捐贈。

05

營
利
事
業
捐
贈
政
治
獻
金
注
意
事
項

政治獻金
宣導影片

06

預計 11 月 1 日公布入選作品，
並舉辦「人權少不了你！填寫心
得拿好禮」活動。歡迎參考

07

累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補
之營利事業，不得捐贈。

08

主要成員為外、陸、港、澳
資之法人、團體，不得捐贈。

09

捐贈擬參選人應注意法定
期限，捐贈政黨則無期限限
制。

10

違法捐贈最重可處捐贈金
額2 倍以下罰鍰。

8

http://nhrc-postercompetition.
net 人權教育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