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務消息

2022 原權論壇 促進理解 落實原住民人權保障
蔡英文總統致詞
111/08/01

蔡英文總統 111 年 8 月 1 日應邀為「2022 年原住民族原權
論壇」開幕致詞表示，期許
國家人權委員會秉持獨立

陳菊主委致詞
111/08/01

機關立場，接軌國際人權
標準，促進台灣社會對原
住民族權利的理解，向原
住民族學習及致敬。
人權會主委陳菊表
示，人權會將於下半年與
行政部門及民間團體合作，結合各地大專校院共同推廣原住民族
人權教育，落實原住民族人權保障。這場論壇由人權會與原民會共同舉辦，原住民族代表齊聚圓山大
飯店，出席貴賓包括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監察院李鴻鈞副院長與委員等人，以及各國駐台使節等。

論壇合影 111/08/01

裴洛西參訪景美人權園區 陳菊主委導覽 感謝當年人權救援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111 年 8 月 3 日應邀為美
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女士一行，導覽原址為警備總司令部軍法
處看守所的「景美人權園區」。
陳菊主委表示，感謝美國在 1980 年代台灣民主化過程中，
扮演關鍵推手角色；今日面對中國威脅，希望美國繼續支持台
灣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戒嚴時期，此處計有 8,088 人遭不當羈押、刑求、起訴，以
及「秘密軍法審判」
，其中 1,168 位遭到槍決。這裡同時也是 1980
陳菊主委與裴洛西女士攜手參訪景美人權園
區（截自外交部臉書影片）111/08/03

年 3 月，陳菊主委等人親歷「美麗島軍法大審」的場址。
當年憂心台灣前途的黨外菁英，為推動民主而創辦《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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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雜誌，但於 1979 年底舉辦「紀念國際人權日演講晚會」時，
遭軍警鎮壓而爆發群眾衝
突，史稱美麗島事件。
眾多黨外菁英入
獄，政治氣氛肅殺，包
括陳菊主委在內的受難
者，都已有慷慨赴義的
陳菊主委向裴洛西女士等人導覽 111/08/03

覺悟。所幸，海外台灣

人團結奔走救援，促使美國朝野與媒體的強力關切。除了倖免
陳菊主委與裴洛
西女士相互致意
111/08/03

於槍決命運，並且獲得史無前例的公開審判，國內外媒體蜂擁而
至，大幅報導驚醒台灣社會，進而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分水嶺。

陳菊主委在當年受審的軍法庭內，向裴洛西一行表示，在此見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裴洛西
也說，這代表民主國家
對過去錯誤深刻反省
過，以避免未來不再重
蹈覆轍，「而我們跟你
們一樣，都非常愛台灣
（And we share your
現場合影 111/08/03

love of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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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會 2 週年 新任副主委王榮璋 遴派委員賴振昌、蘇麗瓊

陳菊主委、王榮璋副主委(前排左 5)、李鴻鈞副院長與全體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合影 111/08/01

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111 年 8 月 1 日屆滿 2 週年，為兼顧多元性，陳菊主任委員依法每年自監察委
員中，遴派兩位輪替委員，新年度為賴振昌委員及蘇麗瓊委員，任期 1 年。此外，經全體委員互推，
王榮璋委員擔任副主任委員。王榮璋副主委致力身心障礙者權利倡議工作 30 餘年，從民間團體到立
陳菊主委與賴振昌委員(右)及蘇麗瓊委員
(左)合影 111/08/01

法委員，始終關注弱勢者的需求。賴振昌委員

王榮璋
副主委

曾任大學校長，具備會計專長；蘇麗瓊委員
歷任過衛生福利部、勞動部政務次長，地方
政府秘書長等豐富行政經歷。
陳菊主委表示，期待兩位新委員，帶入更
多元的人權面向，也感謝過去一年來，趙永清委員在督辦「2021
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及修法工作；范巽綠委員在督辦兒童權利
公約（CRC）獨立評估意見，以及人權教育推廣等的付出與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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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而生！人權攝影特展 主題聚焦原民、性平與移工
陳菊主委致詞
111/08/01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 年 8 月 1 日至 15 日止，假華山文創園區舉辦
，陳菊主委在開幕致詞表示，希望透過
「向光而生—臺灣人權攝影特展」
攝影鏡頭，回顧當時現場，並瞭解我們的現在，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特展主題聚焦原住民族、性別平等及外籍移工，100 幀作品精選自資
深影像工作者謝三泰、蔡明德、黃子明，以及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照片。陳
菊主委特別引述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名言，「自由並不只是剪斷鐵鍊，而是
活在尊重且爭取他人自由的道路上」
，來詮釋這次人權攝影特展的意義。
多位監察
委 員及 多國 駐
臺機關等貴賓，
都 出席 記者 會

陳菊主委與委員及貴
賓等合影 111/08/01

並聽取導覽。

CRPD 國際審查委員肯定人權會成立 期許維持獨立性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 111 年 8 月 6 日表示，感謝國際身心障礙人權專家在出席《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並經密集的審查工作後，仍撥冗與人權委員
進行交流座談。
來自日本的長
瀨修主席，呼籲從
政策法規到行政思
維，都應將障礙者
視為權利主體。金
交流座談合影 111/08/06

亨植委員關心人權

會的獨立性是否受到保障，並以韓國人權會為例，提醒保持獨立性。澳洲籍的珍妮特馬赫委員肯定人
權會事先提供資料及現場參與情形，讓她看到人權會的企圖心，還有鼓勵障礙社群發聲的正向態度。

人權會與公民團體合辦 CRPD 國際審查會後論壇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 111 年 8 月 7 日為「CRPD 公約在台灣之多元觀點與在地實踐─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2022 年第二次國家報告審查會後論壇」開幕致詞表示，沒有公民團體的倡議及國
論壇合影
111/08/07

際人權專家的建議，就
不會有人權會的成立，
今天齊聚一堂，共同探
討並尋找實踐人權的
方向，意義非凡。
繼 CRPD 國際審查
委員會公布 118 點結

論性意見之後，這場會後論壇同時邀請來自日本、韓國與澳洲的 CRPD 專家，以客觀第三人身分，提
出各國經驗，與台灣身心障礙者代表及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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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權與公民參與論壇 國際專家闡述《奧爾胡斯公約》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 111 年 8 月 25 日為「環境權與公民參與論壇」開幕致詞表示，提
升環境權是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期待大家共同努力下，台灣朝向生態永續、人權立國邁進。
論壇合影
111/08/25

聯合國歐洲經
濟委員會《奧爾胡
斯公約》遵守委員
會 前 主 席 Jonas
Ebbesson，應邀進
行視訊演講指出，
提升民眾對於環境
決策的監督及透明

度，強化環境決策的正當性與公平性，可促進民眾對政府機關的信任，並有助於環境決策的推進。
此次論壇，邀請政府部門、產業界、環保團體與專家學者集聚一堂，並由國家人權委員會前副主
委趙永清，以及田秋堇、高涌誠等委員，分別主持不同議程與座談。

台灣與國際人權機制講座結訓 探討人權會使命與優先業務
台灣最早倡議應依據聯合國《巴黎原則》
，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人權學者、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黃默，為國家人權委員會開設的「台灣與國際人權機制」講座，111 年 8 月 24 日進入第 10 堂結訓，
主任委員陳菊致贈紀念品表示感謝。共計 10 週 20 小時的講座，主要是為同仁教育訓練而開設，但包
括主委陳菊與多位人權委員也多次出席，聽取黃默教授有系統的闡述人權學說理論、聯合國發展人權
機制、到各國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任務與相關沿革與理念。最後一堂更特別安排小組座談，深入座
談對人權會的使命，以及當前推動台灣人權工作的優先順序。
講座合影 111/08/24

職權行使

林國明、高涌誠委員巡察臺北市
監察委員林國明、高涌誠 11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及 31 日下午赴臺北市巡察，關心市府警政之推動及社
會安全網計畫執行情形，並視察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委員對市府警政，包括近期推動之工作重點、警
察查證身分、受理報案、詢問犯罪嫌疑人、採購槍械
預算與種類及社會安全網等問題，進行瞭解並提問，
林國明、高涌誠委員(右 2 起)巡察臺北市 111/08/30

請市府警察局、社會局等相關權責單位詳加說明。
4

院務消息

《監察院 90 周年英文特刊》正式發行 爭取再度舉辦 APOR 年會
陳菊院長與委員等人手持
標語合影 111/08/09

為記錄監察制度與人權進展重要史實，110 年監察院發行《監察院 90 周年特刊》
，厚植六大展望，
歷經近一年時間，再於 111 年 8 月 9 日正式發行英文特刊，

陳菊院長致詞
111/08/09

展現繼往開來，接軌國際的努力與決心
陳菊院長致詞表示，感謝第 6 屆監察委員上任 2
年來，與院內同仁共同努力，體察社會脈動，在防疫
兼顧人權、維護在地及國際勞工人權、促進兒少權益
及強化公共安全等重大案件，進行調查，以及精進受
理陳情業務，傾聽民眾心聲。
陳菊院長表示，監察院會汲取各方良性建議，協
助國家正常發展，推動廉能政治。隨著監察院及國家人
權委員會與國際間交流更加緊密頻繁，為了提升監察院國際
能見度，讓世界更瞭解我們的職掌、職權與重要性，爰編印發行《監察院 90 周年英文特刊》
，讓外國
朱富美秘書長引言
111/08/09

人士認識我國監察制度及保護人權現況，同時亦感謝朱富美秘書長及編輯團隊的
努力。未來監察院將積極參與國際組織運作，爭取 2025 或 2026 年在臺灣舉
辦 APOR 年會，持續推動國際監察交流合作。
記者會一開始由朱富美秘書長引言，並特別播放活動影片，匯集
第 6 屆委員 2 年來的績效成果與未來展望，亦安排陳菊院長開啟大型
實體英文特

特刊展示 111/08/09

刊封面，將「繼
往開來」
、
「接軌
國際」字牌黏貼在
儀式台上，在場委員手持標語，象徵監察院昂
首邁向百年，積極參與國際監察社群的決心，
也朝努力爭取主辦 APOR 年會的目標邁進。會
後特將《監察院 90 周年特刊》中英文版，寄
送予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以供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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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美秘書長向陳菊院長
介紹特刊 111/08/09

陳菊院長開啟大型實體英文特刊
封面並黏貼字牌 111/08/09
陳菊院長及與會主管人員一同合影 111/08/09

統計資料

朱富美秘書長與綜合業務處工作同仁一同合影
/ /

調查報告涉人權議題以司法正義類居多 109涉及人權之調查報告
年 人權類別 110 年
監察院監督各級政府及公務人員， 22.1

司法正義
生存權
教育權
財產權
工作權
健康權
平等權
其他人權
環境權
自由權
免於酷刑權
居住權
參與及表意權
社會保障
文化權
參政權

避免公部門侵害人權，以實現社會公平
正義。110 年監察院審議通過的 234 案
調查報告中，有 114 案（近五成）涉及

15.4
17.8

各類人權議題，按人權類別觀察，其中以
涉及司法正義 24 案
（占涉及人權之 21.1
％）為最多，其次依序為生存權 13 案（占
11.4％）
、教育權、財產權及工作權各 10
案（各占 8.8％）
，其排序與 109 年相較，
除司法正義外，其餘略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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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四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保險」欄位 3＋7 務必填好填滿！
凡以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為「要保人」，且保險類型屬於「儲蓄型壽險」、「投資型壽
險」及「年金型保險」3 大類型者，均應依法申報。自 110 年 3 月 8 日起應申報保險資料內容，除原
、
「保險契約類型」
、
「保險
來的「保險公司」
、
「保險名稱」
、
「要保人」等 3 項外，另增列「保單號碼」
自 110 年 3 月 8 日起
應申報保險資料內容

金額」
、
「契約始日/契約終日」
、
「外幣幣
別」
、
「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及「累
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額」
等 7 項，
共計 10 項資料。又每件保險契約之已
繳保險費或保額，縱使未達新臺幣 20 萬
元或已繳費期滿，亦需逐筆申報。監察
院建議申報人依保險契約內容或向投
保公司取得上開各項應申報內容資訊
後填寫，以避免申報錯漏等情事發生。

政治獻金公開透明 上網查詢全民超夯！
「監察院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臺」自 108 年 8 月 14 日上線滿 3 周年囉！近期 111 年 8 月 11 日亦
公開了 110 年度政黨申報的會計報告書，合計已達 3,140 件，總計公開筆數為 1,168,339 筆可供民眾
線上查閱。今年適逢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隨著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參選人員逐漸明朗化，
相關選舉之查詢及下載次數亦大幅
成長，截至 111 年 7 月總瀏覽人次
突破 6 萬人次，總查詢及總下載次

372,124

400,000
229,298

數分別達 77 萬次及 16 萬次，想瞭
解目前平臺公開資料各政黨、各類

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臺查詢及下載情形

次數/人次

173,210

200,000
47,024
26,371

選舉最夯的查詢及下載情形嗎？請
到 監察院政治獻金公開查閱平臺 ，

108年8月-109年7月

109年8月-110年7月

查詢次數

一起跟上這波選舉熱潮查查看吧！

77,109

41,424
15,437

下載次數

24,501
110年8月-111年7月

瀏覽人次

資料統計期間：
108/08/14~111/07/31

9 月 YouTube 上線！邀您重溫認識利衝的感動
監察院 111 年 8 月 19 日至 25 日，以「中央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公職人員及「經濟部所屬機關、
公營事業」之關係人等為對象，舉辦 4 場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視訊宣導課程。
本次利衝法視訊宣導除了充分講授財團法人、公營事業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應注意的重點外，更
別出心裁，結合監察院古蹟導覽與法令宣導，藉
由鏡頭帶領觀眾一起遊監院，一邊欣賞百年古蹟
之美，一邊輔以生動的字卡、插圖解說利衝法，
讓觀眾輕鬆愉快認識利衝法令，獲得宣導對象高
度的肯定，甚至希望能親自參觀監察院。本宣導
課程影片自 9 月起在 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及
YouTube「sunshine cy」頻道均可觀賞，敬邀舊
講師吳志鵬結合古蹟導覽與利衝法視訊宣導雙效解說 11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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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新知點閱，再次重溫認識利衝的感動。

行政革新

歡迎新進志工夥伴加入本院服務團隊 一起為民服務
監察院 111 年辦理志工招募，共錄取 15 名志工，年齡分布介於 50 歲至 70 歲之間，專業領域涉
及教育、衛生、司法、社會工作及導覽等，並於 111 年 8 月 23 日、24 日辦理新進志工教育訓練。
為推動精緻化服務，監察院極為注重志工訓練，每年都編列預算辦理訓練，期能幫助志工夥伴獲
得服務所需知識，以提升服務品質。本次為新進志工規劃基礎、特殊訓練及實務見習訓練課程，協助
其瞭解監察院職權、陳情案件受理程序及古蹟導覽業務，提升民眾到院陳情之行政效率。期許新進志
工加入，挹注各項
為民服務量能與
廣度，塑造監察院
友善、便民、專業
之形象。
監察業務處王增華處
長、綜合業務處汪林玲
處長及陳情受理中心黃
上峯主任(前排右 8 起)
與新進志工合影
111/08/23

舉辦簽案及地巡經驗分享會 精進同仁公務效率及品質
監察院監察業務處為提升同仁簽辦人民陳情
案件及處理地巡業務之效率及品質，進而發掘政府
機關行政違失與督促政府善治，以達紓解民怨之
旨，於 111 年 8 月 26 日舉辦簽案及地巡經驗分享
會，藉由交流分享機會，互相激盪，學習成長。
首先由該處調查員蕭明倫分享 1 年多來之簽
案經驗，諸如撰寫公文前的時間分配及重點掌握

分享會現場 111/08/26

等，並分享個人簽辦特殊案例及如何準備地巡作業。接續該處專員陳一杰，分享值日委員受理涉及調
查案範疇之人民陳情案件，惟另有核示意見之簽處情形等特殊案例，供同仁多面向思考。結束前處長
王增華除勉勵同仁盡心盡力辦理各項業務所付出之辛勞外，亦提醒須注意案件處理之時效性等事項。
為持續精進同仁簽案效能，未來將定期舉辦類此經驗分享交流，提升同仁公務效率及品質。

嶄新鋪面 煥然一新
陳菊院長為提升監察院院
區辦公品質，爰指示秘書處研議
委員辦公大樓地板鋪面更新。該
大樓 3 樓至 7 樓地板鋪面材質原
為短毛地毯，已使用逾十餘年，
因地毯材質特性，難免藏汙納垢，有礙同仁身體健康。
為避免影響院區行政事務運作，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
均利用非上班時間施工，預計於 10 月竣工，屆時將呈現嶄新
風貌，除了明亮的木地板外，同時也有「家」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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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家具搬遷與地板鋪設 111/07/22
施工後明亮的木板走廊 111/0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