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光人權講堂！陳菊：承載殷海光一生嚮往的自由思想

啟動記者會共同展示合作案簽名板，前排中間 3 人，左起吳鯤魯董事長、陳菊主委、周怡君主任 110/03/08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110 年 3 月 8 日與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吳鯤魯、東吳大學張
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周怡君，特於殷海光故居舉行「做完整的人─海光人權講堂」啟動記者會。
這是人權會首度與民間團體合作的人權推廣案，副主委高涌誠以及田秋堇、王幼玲、鴻義章、葉
大華、紀惠容、張菊芳、賴鼎銘等委員也出席觀禮。
陳菊主委致詞表示，在這個故居裡，感觸很深。戒嚴時代早期，殷教授與雷震先生、傅正先生，
對台灣的自由民主，貢獻重大且深遠，希望這個人權講堂，也承載殷海光一生嚮往的自由思想。陳菊
表示，人生中有幸與出獄後的雷震先生成忘年之交；傅正先生是她 1986 年剛出獄時，在組黨運動上，
一個重要催化者；唯獨無緣接觸殷教授，如果殷教授能夠多活 10 年、20 年，相信台灣會更不一樣。
「做完整的人」引自殷教授為《世界人權宣言》10 週年而發表的社論「你要不要做人？」文章闡
「我們究竟是否為完整的人，端視我們
述人權條文，驗證戒嚴體制諸多違反人權的不當，最後結尾說：
是否保有人權而定。凡願意做個人的，都應該為伸張自己的人權而奮鬥。」
陳菊主委參觀殷海光
故居文物，牆上照片即為
殷教授全家福

殷海光故居門口合照，左起：鴻義章委員、黃默教授、顧忠華董事、陳弱水董事、田秋堇委員、吳鯤魯董事長、陳菊主委、
王幼玲委員、紀惠容委員、葉大華委員、張菊芳委員、高涌誠副主委 1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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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人權研討會！陳菊：高齡社會考驗國家轉型能力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 110 年 3 月 26 日在「銀
髮族當代醫療人權議題探討與政策建議研討會」開幕
致詞表示，年齡的增長，是每個人必經的人生歷程，人
口老化更考驗著國家轉型的能力。
高雄市長陳其邁致詞表示，感謝前市長陳菊，在高
雄市創設全國首創的整合型長照中心，為彰顯人權城
市奠定許多標準；希望未來共同努力建構不分貧富、不
分城鄉，所有高齡者都能得到尊嚴與友善照護的社會。
人權會副主委高涌誠，及擔任人權諮詢顧問的國
人權會與高雄大學合作舉辦銀髮族人權研討會開幕合照，
左起高雄大學創校校長王仁宏、校長陳月端、人權會主委
陳菊、高雄市長陳其邁、人權會副主委高涌誠、東吳大學
教授鄧衍森 110/03/26

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教授、黃默教授、鄧衍森教
授、廖福特教授等，也特別與會。現場還有法務、醫務、
長照機構人員以及學生等將近三百人參加，討論熱烈。

人權 Hub 交流站首場！陳菊：共同關心的力量 推動人權的進步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110 年 3 月 5 日在一場人權委員跟 25 個婦女、跨性別團體的座
談會上致詞表示，
「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這句話很適合用在這場人權座談，人權是永遠的
追求，唯有政府跟民間團體一起努力，共同關心的力量，人權才能不斷的推動與進步。
人權會自 3 月起推出「社會對話─人權 Hub 交流站」系列座談會，首場由人權委員紀惠容主持，
並有從事社運多年的婦運、同運團體，也有新興關注新住民、性工作者勞動權益、家暴男性受害人、
愛滋病患權益等團體參與，踴躍
表達對人權的期許與建言。高涌
誠副主委，鴻義章、葉大華、張
菊芳、田秋堇、范巽綠委員及人
權會諮詢顧問劉淑瓊等，都一起
聽取意見並進行交流。

陳菊主委與多位委員、25 個民間團體代表大合照 110/03/05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拜會陳菊院長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Jordan
Reeves）於 110 年 3 月 5 日拜會監察院院長陳菊，陳
菊院長表示，台灣與加拿大同享民主自由，皆珍視人
權價值，未來期盼借鏡加拿大豐富的人權保障經驗，
與 加 拿 大 人 權 委 員 會 （ Canad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進行更多合作及交流。
陳院長首先歡迎芮喬丹代表來訪，並感謝加拿大
陳菊院長致贈芮喬丹代表野百合瓷杯 110/03/05

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以臉書貼文支持台灣鳳梨，以及加

拿大向來為台灣發聲，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陳院長認為加拿大在人權保障上擁有豐富經驗，台灣
雖然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但在許多人權問題上，如司法改革、受刑人權益等尚需努力，也須透過人
權教育推廣，使人權意識能深植民眾內心及生活，並期待疫情好轉後，雙方能有更具體的會晤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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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院九十周年 監察院將舉辦學術研討會
110 年度適逢監察院建院 90 周年，依據陳菊
院長諭示，為回顧歷年來監察權的職權行使，期
待對於達成整飭官箴、澄清吏治、保障人權、紓
解民怨之四大工作目標所行的制度改革有所助
益，並推動國家人權制度的發展，本年度將舉行
學術研討會與社會各界交流，以利監察權的深化
與革新。
本研討會由朱富美秘書長率監察調查處全體
同仁經 2、3 個月詳盡規劃執行，並協同院內單位
充分合作，將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在監察院禮堂舉
辦「監察院建院 90 周年學術研討會-監察權實踐
與展望」
，就「憲政與監察」
、
「監察權與正當法律
程序」、「監察與司法」及「監察法制的過去與人
權展望的未來」四大主題進行研討。
當日邀請司法院前院長賴英照、前大法官廖
義男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李鴻禧名譽教授，
與台灣之友會理事長同時也是第 3 屆監察委員張
富美擔任主持人；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
長張文貞教授、輔仁大學法律系吳志光教授、臺
北大學法律學院李榮耕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王士帆教授與監察院蔡崇義委員擔任報告人；司
法院前大法官陳春生教授、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
長李念祖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葉俊
榮、司法院前大法官李震山教授、臺北大學法律
學院陳愛娥教授、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李惠宗教授、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林鈺雄教授、監察院第 3 屆及
第 4 屆林鉅鋃委員、第 5 屆林雅鋒委員、第 5 屆
及第 6 屆田秋堇委員、第 4 屆李復甸委員、臺灣
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劉靜怡教授、人權公約施行
監督聯盟黃怡碧執行長擔任與談人，期能結合現
行監察制度與人權保障充分交流。
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報名
參加，共襄盛舉。因防疫措施及現場席次有限，
一般民眾採監察院官網線上系統報名參加，額滿
為止。研討會論文（經著作人同意）之電子檔，
將於會後公告於官網，並請留意相關最新資訊。
（聯絡方式：賴建文，02-23413183 分機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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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前院長建煊與同仁分享他的公義理念及公益志業
年後，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於 110 年 3 月 10 日親赴無子西瓜基金會拜會
王前院長建煊，王前院長特別提及他任内送給同仁的「公雞正義杯」
，所以選
擇公雞圖像，源於澳門演講，途中聽到一則關於葡萄牙烤熟的公雞，為被控
偷竊、受冤屈民眾鳴不平的典故。王前院長後來就以院長特支費訂製「公雞
正義杯」分送院內同仁，即希望對同仁辦案達警醒惕厲的效果。他希望監察院
多調查一些對社會公義有正面意義之案件（例如長照、水管失修致損及水資源）。
王前院長自監察院長一職卸任後，一年
公益演講場次最多達 276 場，他的演講內容
基本上都是以小故事闡言大道理方式，打動
聽眾的心（touch your heart）。去年意外
獲得一位 87 歲老太太捐助的一筆高達 3.8
億元善款，成為基金會推動老人「天使居」
的最大助力。最後，王前院長致贈同仁的「貧
民窟：看了會哭的地方」一書，頁中提字期
勉同仁「時時以窮人為念」，充分表達他民
胞物與的襟懷，最後他溫柔的牽扶著夫人與
王前院長夫婦與朱富美秘書長及同仁合影 110/03/10

朱秘書長及同仁於基金會合影留念！

張前院長博雅分享推動健保經驗
今年欣逢監察院 90 周年院慶，110 年 2 月 19 日朱秘書長富美率領
同仁拜訪張前院長博雅，訪談地點就在許世賢博士故居。青綠色大門右
側下方，由國家文化總會致贈之「女性文化地標」檜木石雕，表彰此處
曾孕育三位女性市長之榮耀。門後沿著小徑，是棟古色古香的中式宅第，
張前院長一如往昔的親切笑容，介紹故居陳設與牆上照片，以及門廊外
擺放的一座木刻袖珍版宅邸模型，精細雅致，展現古樸之美。
故居大廳的木桌上擺放多本紀念文集或著作，其中 109 年 7 月出版
之「那些
年那些事
張博雅任
衛生署長
的一步一

張前院長分享健保經驗 110/02/19

腳印」一書，記錄張前院長在衛生署長
任內促成全民健保的開辦實施等多項醫
療衛生制度與法規。訪談中，張前院長
也提及當年推動政策的心路歷程，欣見
全民健保延續至今成為國人醫療照護之
堅實後盾，並受到許多國家的讚許。

張前院長與朱富美秘書長及同仁合影 1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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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通過「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監察院於 110 年 3 月 9 日第 6 屆第 9 次院會，決議通過「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十一
條修正草案」
。該修正草案，主要係為因應監察院各委員會實際業務運作需要，於不增加人員編制，仍
維持現有七個常設委員會之架構下，參照立法院各委員會設置模式，將監察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
與「國防及情報委員會」整合為「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並將「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及「財政及經濟委
修正前

修正後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外交及僑政委員會
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合
併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員會」負責監督之部分業務進行調
整，另行成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
境委員會」負責監督，俾利監察院
各委員會案件審議之順利進行，及
健全各委員會之均衡發展。全案已
送請立法院儘速排入議程審查，期
能於本年度 8 月 1 日起，配合監察
院各委員會召集人任期改選適用。

監察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委員會名稱變動之示意圖

一張圖看懂懲戒案件需不需要先經彈劾程序
公務員、軍人、法官、檢察官涉有違法失職行為，經移送懲戒法院判決懲戒處分，重則免除職務、
撤職、轉任法官檢察官以外職務、剝奪或減少退休（職、伍、養）金、休職、罰款；輕則記過、申誡。
當事人不服第一審判決，可以上訴，賦予審級救濟權益。但是，懲戒案件需不需要先送監察院審查，
通過彈劾後，再移送懲戒法院審理？答案是不一定，看了下面這張圖，就會豁然開朗。
：需經彈劾程序

懲 戒 案 件 除了 監 察
院立案調查的案件，須
經彈劾程序外，其他案
件是採雙軌制，依照人
員職級、合議組織類型
區分如下：
一、 公務員、軍人部分，
是依照職級區分。
簡任級公務員、上
校級以上軍人之懲
戒案件，須先送監
察院審查，踐行彈
劾程序；其餘人員，
逕送懲戒法院，由
懲戒法庭審理。

二、 法官、檢察官部分，是依照合議組織類型區分。換言之，移送懲戒之決議，若是由司法院/法務
部人事審議委員會作成，即須先送監察院審查，踐行彈劾程序；若是由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作成，則報請司法院、法務部逕送懲戒法院，由職務法庭審理。
5

司法及獄政、國防及情報委員
會聯合巡察花蓮外役監等地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110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110 年 3 月 23 日

年 3 月 18、19 日由召集人蔡崇義、浦忠成偕同

由院長陳菊、召集人林盛豐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委員一行 15 人，聯合巡察花蓮自強外役監及軍

19 人，前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瞭解數位建設

事單位。委員於外役監聽取簡報，並就受刑人外

建置及通傳產業發展情形，並巡察國家通訊暨網

役遴選標準、逃逸防止、勞作金分配、心理諮商

際安全中心，聽取國家層級之資安聯防體系建置

及戒護人力等議題，指示該監具體檢討並回復。

成果。林委員期勉通傳會持續建構有利數位創新

委員另於國防部副部長張哲平上將等陪同下，

發展的寬頻基礎環境，為民眾帶來數位創新應用

巡察空軍佳山基地、第五聯隊及陸軍花防部混

服務。陳院長指出，資安即國安，期許該會保障

砲營等單位，對國軍壯盛軍容留下深刻印象。

資通安全、言論自由及落實通傳產業健全發展。

巡察委員於花蓮自強外役監合影 110/03/18

巡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0/03/23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文資局
、921 地震教育園區及國資圖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內政
部役政署、消防署、空勤總隊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0 年 3 月 25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 110 年 3 月 29 日

日由召集人賴鼎銘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4 人巡

由召集人王美玉委員偕同 13 位監察委員，巡察

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瞭解各項文化資產保存

內政部役政署臺中成功嶺新訓中心，瞭解役男徵

維護及活化情形；另至 921 地震教育園區，視察

兵管理等情形，另赴南投縣消防署竹山訓練中

園區保存現況與教育推廣成效。26 日前往國立

心，瞭解消防人員訓練與各項設備建置辦理情

公共資訊圖書館，瞭解該館數位資源管理及數

形。再於 30 日赴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清泉崗機

位知識服務推展成果。委員們對於文資普查審

場，巡察直升機訓練及各種救災基地建設情形。

議及傳承、地震防災知識傳達與推廣，以及偏鄉

委員亦針對役男徵兵管理及消防救災、空勤搜救

圖書資源不足等相關議題提出詢問。

等議題，提出諸多建議。

巡察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10/03/25

巡察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 11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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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獻金法視訊宣導」首次舉辦 民眾參加踴躍
監察院於 110 年 3 月 19 日舉辦「政治獻金法視訊宣導說明
會」，針對個人捐贈部分，介紹政治獻金法相關規範。當日計有
87 位線上參加者，透過電腦、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親臨雲端
宣導說明會，突破距離、地區及疫情的限制，辦理成果圓滿，會
後亦請參與者協助填寫問卷，以利檢討精進視訊宣導功效。
視訊宣導說明會現場 110/03/19

這是監察院陽

光四法宣導首次以「live 線上視訊」方式辦理，具體實現
陳菊院長上任以來，積極推動數位轉型計畫，創新監察服
務的施政理念。除 3 月 29 日另有 1 場政治獻金法視訊宣
導外，預計自 5 月起，安排 3 場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的視訊宣導，其他陽光四法的視訊宣導也將陸續推展。 財申處陳美延處長(前排左 2)與宣導團隊合影 110/03/19

財產申報表「保險」欄位，增加申報保單號碼等 7 個欄位
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的申報人請留意囉！法務部修正發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
定，增列保險應申報保單號碼及保險契約類型等（如下圖紅字）
，並自 110 年 3 月 8 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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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填寫，以免申報錯漏情事發生。

(九) 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總價額：新臺幣
2.保險(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金額：新臺幣
保險
公司

保險
名稱

保單
保險契
要保人
號碼
約類型

保險
金額

契約始日/
契約終日

外幣
幣別

元）
元)

累積已繳保險費 累積已繳保險費
外幣總額
折合新臺幣總額

總申報筆數： 筆
修正後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保險類別

利衝法小教室：職權行使禁圖利，狐假虎威請退避
利衝法是以迴避制度作為主要架構，此外，利衝法也明定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及禁止關係
人請託關說圖利，以防止藉由其他手段進行利益輸送的情形發生。
舉例來說，市議員對於市政府有監督權限，且對市府行政行為決策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如果
某市議員憑恃其議員身分，以推薦、請託或謀求等方式，要求市政府雇用他的子女，就會構成公職人
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的非財產上利益，須依法裁處。另一方面，如果某市
議員的子女不循法定程序而要求市政府雇用自己，則

公職人員

關係人

會構成關係人以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

假借職權圖利之
禁止(§12)

請託關說圖利之
禁止(§13)

本人非財產上之利益，也須受罰。
如果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或關係人狐假虎威
請託關說，依法將處以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600 萬元
以下的高額罰鍰，請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務必注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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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
制度
迴避制度的補充規定

保護水資源環境教育 同仁參與熱烈
陳菊院長上任後，為讓同仁從事公務
之餘，得以親近大自然，提升環境教育知
能，並增進身心健康、凝聚向心力，指示辦
理戶外環境教育體驗課程。經朱富美秘書
長交請人事室籌劃，於撙節經費的原則下，
首次於 110 年 3 月 5 日及 12 日辦理 2 梯次
「翡翠水庫及碧潭風景區」環境教育。監察
委員郭文東、葉宜津、陳景峻、王麗珍、田
委員田秋堇(左 1)、林盛豐(左 2)、王麗珍(右 1)、陳景峻(右 2)
與謝政道局長(中)合影 110/03/12

秋堇、林盛豐及朱富美秘書長亦均參加。

上午先至大臺北水源命脈─翡翠水庫參訪，由翡翠水庫管理局謝政道局長親自進行簡報解說，並
導覽館內大壩模型區與 VR 影片互動牆；緊接著至翡翠大壩實地參觀，使同仁對於水源的取得，以及
該局對水資源的維護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有更深的認識。尤其近來各地水庫缺水，臺灣正面臨 70 年
來最嚴重乾旱，中南部已開始限水，大臺北地區則有賴翡翠水
庫的儲水系統，讓我們毋須擔心無水使用之苦，而更應珍惜水
資源。下午到碧潭風景區參觀碧色水岸、新店老街及市定古蹟
碧潭吊橋等，並登上素有「小赤壁」美名的和美山。同仁對於
在戶外體驗中，增進對自然環境的瞭解及資源保育，紛紛表示
讚許。下半年預計將於 9 月份及 10 月份辦理淡蘭古道及深坑
朱富美秘書長(中)與同仁登上和美山 110/03/05

老街古蹟巡禮，以行動落實環境教育訓練。

第 1 梯次環境教育大合照 110/03/05

第 2 梯次環境教育大合照 11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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