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 陳菊主委期許臺灣人權經驗貢獻國際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0 年 11 月 23、24 日舉辦「2021 人權發展國
際研討會」
，23 日開幕時，陳菊主任委員致詞表示，臺灣非常願意
和各國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追求平等、正義和人權的永續
發展，相信臺灣的人權經驗，可為國際社會帶來獨特的貢獻。
研討會採實體與視訊進行，議程包括：族群平等與發展、性
別與人權、各國國家人權委員會之發展及策略、疫情期間之人權
保障、系統性國家詢查案例分享、以及人權教育等六大主題。

陳菊主委於開幕致詞 110/11/23

陳建仁前副總統應邀就「COVID19 防疫與人權維護」發表專題演講，
考試院黃榮村院長及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蔡碧玉院長也應邀共襄盛舉。受邀

陳菊主委與主持人、發表人及與談人等合影 110/11/23

發表的國際友人，包括日本、韓國、澳
洲、紐西蘭、美國、英國、法國、荷蘭
及捷克等，共計 9 國 11 位國家人權機
構代表、駐臺代表及人權專家學者。
陳菊主任委員表示，期許研討會
能激盪更多建設性的觀點，讓人權跨
越國界，共同發揚普世價值。

陳菊主委與主持人、發表人及與談人等合影，前排右 4 為立委黃世杰 110/11/24

陳菊主委與監察委員、各國駐臺代表及人權專家學者等合影，前排左 2 為考試院黃榮村院長 11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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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 陳菊主委：人權是漁業永續發展核心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0 年 11 月 30 日舉辦「外籍漁工人權專
案報告發表會」
。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勞動部等主管機關也應邀出席。發表會放映「海上人權路」影
片，透過影音圖像，記錄外籍漁工工作與生活的真實情景。
專案報告是由陳菊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人權委員王幼玲、
紀惠容與監察委員王美玉共同督辦。人權會實地履勘前鎮漁港、
蘇澳漁港，
及舉辦多
陳菊主委於發表會致詞 110/11/30

場產官學

座談會，建議行政院檢視國際勞工組織（ILO）C188
《漁業工作公約》
，使勞動基準法與 C188 公約規
範拉近、為權宜船上勞動人權訂定檢查法制、建立
薪資直匯機制，並建構跨機關聯合查緝平台。
陳菊主任委員表示，這條海上漫長的人權路，
一路走來不輕鬆，廣闊的大海雖沒有疆界，但漁船
在海上作業必須面臨全球
漁業治理規範的要求。
「人
權」是漁業永續發展的核
心，臺灣必須接軌國際標
準，才能提升競爭力。
陳菊主委、委員與羅秉成政委(右 3)、
法務部蔡碧仲政次(左 1)、農委會陳添
壽副主委(右 1)等人進行「照亮海上人
權路」儀式 發表會合影 110/11/30

國際人權日系列活動 陳菊主委詮釋人權 PLUS 精神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0 年 11 月 29 日舉行「臺灣人權 PLUS 記
者會」，陳菊主任委員表示，今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主題
「人權 PLUS」的精神，就是用柔性、積極的力量，結合國內外
政府及社會各界資源，讓人權工作不斷進步。
「外籍漁工人權專案報告發表會」
，
首先登場的是 11 月 30 日
陸續還有「話影像人權—我們的人權影展」、
「跨越國界的人權
、「以色列猶太
火炬海報展」、「2021 臺灣人權與企業行動論壇」
陳菊主委於記者會致詞 110/11/29

大屠殺專題攝影展」
，及「教科書轉型正義內容分析研討會」等。

陳菊主任委員強調，未來，國家
人權委員會要持續走向世界、和國
際接軌，透過對話與合作，讓世界看
見臺灣在促進及保障人權工作上的
努力與成績。

臺灣人權 PLUS 記者會陳菊主委與委員等人合影 11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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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新任處長孫曉雅拜會監察院陳菊院長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AIT/T）新任處長孫曉雅（Sandra
Oudkirk）於 110 年 11 月 3 日拜訪監察院院長陳菊，暢談有關
民主、自由與人權相關議題，討論後續合作可能，陳菊院長亦邀
請孫曉雅參加國家人權委員會「2021 年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
。
陳菊院長首先恭喜孫曉雅再次回到台灣，並擔任美國在台
協會處長一職，隨後感謝美方近日再度贈送台灣 150 萬劑莫德
納（Moderna）疫苗。陳菊說，
「最難風雨故人來」
，美國對台灣
的支持，台灣非常感謝。

陳菊院長致贈孫曉雅處長「擁抱」瓷杯 110/11/03

陳菊院長指出，今年國家人權
委員會與美國透過「全球合作暨訓
練架構」
（GCTF）合辦「落實女性公
共參與權」及「身心障礙人權實踐」
兩場工作坊，希望與國際分享台灣
人權經驗。美國在台協會亦肯定台
灣在民主及人權的價值及進步，也
表示未來希望能與台灣及國家人權
委員會有更多人權議題上的交流。
陳菊院長與孫曉雅處長等人合影 110/11/03

英國在台代表鄧元翰二度拜會 陳菊主委感謝促成人權交流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110 年 11 月 15
日 下 午 會 見 英 國 在 台 辦 事 處 代 表 鄧 元 翰 （ John
Dennis），人權委員范巽綠、王幼玲；監察委員蕭自
佑、林盛豐在座陪同，廣泛暢談諸多人權議題。
鄧代表肯定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以來，正視各項
人權議題的態度，且對當前重要人權議題深入探討。
陳主任委員認為，英國在人權發展史上，有諸多重要
的影響與經驗，希望未來雙方能在
更多的人權議題上交流與合作。
陳主任委員同時感謝鄧代表
促成兩國多項人權交流合作，並對
上週在英國蘇格蘭，舉辦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6 次締約方會
議（COP26）期間，英國各界出席
臺灣於當地舉辦的活動，表示這對
臺灣而言是很大的鼓勵。
陳菊主任委員與鄧元翰代表交換意見
並與委員等人合影 110/11/15

3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前國防
部採購室主任黃希儒中將座談
110 年 11 月 18 日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邀請前國防部採購室主任黃希儒中將到院座談，
以增進監察委員對於台美軍購管理等議題之瞭
解，並作為職權行使參考。本次座談委員出席十
分踴躍，包括陳菊院長在內計有 24 位委員參加。
陳菊院長出席座談，左為召集人賴鼎銘委員 110/11/18

黃中將以「美國安全合作體制暨軍事售予管

理－兼談國軍對軍購與商購決策之考量」為題，介紹對美軍購案流程等，隨後與會委員提出美中對抗
情勢下對美軍購之影響、我國目前購買攻擊型與防禦型武器之比例等問題，由黃中將回答提問。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司法院
為瞭解司法院這一年的業務創新與工作成果，加強兩院
互動，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2 日上午由院
長陳菊、召集人林國明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4 人，巡察司法
院，聽取業務簡報並進行交流。陳菊院長指出，司法及監察兩
院均屬獨立憲政機關，基於對憲政體制及司法獨立審判之尊
重，盼望兩院加強互動，俾增進雙方溝通與理解。
與會委員針對多項議題垂詢 110/11/02

召集人林國明委員及與會委員分別
對國民法官制及憲法訴訟新制等議題垂
詢，經司法院許宗力院長等逐一答復。林
召集人最後期許兩院持續透過交流機會，
巡察司法院，左起召集人林國明委員、陳菊院長、許宗力院長 110/11/02

互相溝通增進理解，共同維護司法正義。

巡察行政機關 善盡監察職責

巡迴監察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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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近 10 年之平均數 50 次，除受疫情影響外，主要係 109
年起，為簡政便民，每年度各縣市巡察由 3 次減為 2 次
所致，收受人民書狀有 241 件，所提出巡察意見有 428
項。監察委員透過實地巡察，適時督促行政機關，藉由
深入走訪地方，接受人民陳情，協助人民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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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巡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巡察衛生福利部經辦業務
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5 日由院長陳菊、召集人蕭自佑委員偕同監察
委員一行，巡察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中藥材標本館、原住民族藥用植物館）
、台灣國家婦女館，並聽取
簡報及進行意見交流。
巡察委員除對「清冠一號、二號」優
良抗疫效果表達肯定外，亦對醫學院畢業
生 PGY 訓練成效、設立中醫藥研究基金、
不實醫藥廣告頻傳、台灣女孩日績效評估
指標、部分婦女被迫加班、未成年子女表
意權等議題進行交流，經衛生福利部李麗
芬次長等簡要說明，並於會後以書面補
充，共利醫療、婦女、兒少權益。

巡察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台灣中醫藥博物館」 110/11/05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花蓮地區交通建設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以安全為巡察主軸，由院長陳菊、召集
人葉宜津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3 人，巡察瞭解花蓮縣易肇事路段台 9 線道路安全改善工程情形、鯉
魚潭及時救援通報系統與無障礙碼頭等通用旅遊設施改善作為、近 10 年臺鐵行車事故件數、肇事原
因及防制策略、花蓮車站營運概況等，並舉行 2 場巡察會議。
巡察委員對於易肇事路段交通事故原因分析、鯉魚潭快艇安全、身心障礙者之交通平權、臺鐵邊
坡預警與維護改善、行車
安全與組織改造等議題進
行提問，經交通部次長陳
彥伯、胡湘麟及相關主管
現場說明，並於會後提供
相關書面資料補充回復。

巡察台 9 線道路交通安全改
善工程執行情形 110/11/11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交通部 瞭解重要交通建設推動成果等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30 日，由院長陳菊、召集人葉宜津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2 人前往交通部，瞭解該部工作設施及預算執行情形、運輸、觀光、郵電、氣象等重要交通建設推動
成果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辦理情形，並舉行巡察會議。
巡察委員分別就前瞻計畫軌
道建設、臺鐵改革、道路交通安全，
鐵道觀光策略等議題進行垂詢。交
通部長王國材及相關主管逐一回
應委員問題之外，亦表示該部將通
盤檢討規劃軌道建設，提升公共運
輸發展，落實臺鐵行車安全與組職
改造等，以建構良好交通環境。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交通部 1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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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內政部中央警察大學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由召集人施錦芳委員
偕同監察委員王美玉、王麗珍、賴振昌、賴鼎銘，於
110 年 11 月 1 日至內政部中央警察大學巡察該校業
務。在陳檡文校長陪同下，巡察新建科學館、刑事鑑
識大樓與射擊館，以及刑案教學現場、刑事 DNA 實驗
室等設備建置，並瞭解柔道訓練及射擊教學情形。另
對警察特考雙軌制後續改善、配合時代趨勢強化通識
課程、師資及學校未來教學目標等提出詢問及建議。 巡察委員至刑事鑑識大樓瞭解教學及模擬情形 110/11/01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財金資訊公司及中央銀行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18 日下
午由召集人賴振昌委員偕同多位委員巡察財金資訊
公司，針對重大金融資安事件、台灣 Pay 推廣情形、
友善年長及視障者使用電子支付、電子支付與現金支
付如何衡平等議題進行交流。次日前往中央銀行文園
庫及中央印製廠巡察，針對房地產價格飆漲、通膨預
期心理、協助視障者辨識鈔券面額及真偽、考量升息
的條件等議題提問，並提出多項建言。

巡察委員至中央印製廠巡察 110/11/19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巡察國防部、外交部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由召集人賴鼎銘委員偕同 16 位監察委員，上午赴
國防部巡察，聽取「美印太戰略下台灣軍事扮演之角色」等簡報，並舉行座談會，委員提出中共認知
作戰、國軍戰力保存等議題。下午轉往外交部巡察，由吳釗燮部長針對我外交成果進行說明，座談會
中，委員提出我受邀參加美國民主
峰會、國產疫苗贈送友邦國家等議
題。分別由兩部部長及各業管進行
說明，於會後以書面資料補充回復。
巡察國防部合影 110/11/26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巡察環保署業務
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10 年 11 月 29 日由召集人蕭自佑委員偕同多位委員，巡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業務。本次巡察海洋客家牽罟文化館（環境教育場所）
、中台資源科技公司環境
教育中心，並聽取桃園生質能中心、日環股份有限公司及該署簡報。巡察委員關注議題，包含：醫療
廢棄物相關處置、非洲豬瘟期間養
豬廚餘處理方案、環境教育如何融
入課綱、含多氯聯苯廢棄物處理、
海洋牽罟文化館文化意義功能等。
於海洋客家牽罟文化館合影 11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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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連江縣巡察
關切社會福利、風災重建情形

監察委員嘉義縣、嘉義市巡察
關心縣市政發展

監察委員王幼玲、紀惠容於 110 年 10 月 28

監察委員林盛豐、范巽綠於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29 日巡察連江縣政府，瞭解新冠肺炎疫情

日、2 日嘉義縣、嘉義市巡察，聽取縣、市政府

對居民生活影響，以及縣府紓困措施、疫苗施打、

簡報。委員肯定嘉義縣在翁章梁縣長帶領下，以

社福醫療照顧服務等情形。對於縣府梅石演藝廳

創新嘉義作為施政主軸，連續 5 年產生歲計剩

興建工程，聘僱原住民勞工並提供食宿及交通經

餘，逐年償還公共債務，並積極推動嘉義縣產業

費，促進原住民族就業機會，表示肯定。

轉型，獲得縣民施政滿意度達 8 成。

另關切盧碧颱風造成中山國中校區部分構

委員對嘉義市市長黃敏惠團隊，以設計美感

造及圍牆隨土石滑落毀壞問題，請縣府修復前，

及思維導入城市治理、財政零負債、建置失智長

應特別注意師生上課安全及災後重建進度等。

者防走失及電子巡簽智慧巡邏箱等亦表讚許。

委員王幼玲(中)、紀惠容(左)關切中山國中邊坡滑落 110/10/29

監察委員臺南市巡察
關切偏鄉視訊設備建置等

委員林盛豐(右)、范巽綠(左)拜會嘉義縣長翁章梁 110/11/01

監察委員臺東縣、花蓮縣巡察
關心道路復建工程等情形

監察委員王美玉、高涌誠 110 年 11 月 4 日、

監察委員王榮璋、蘇麗瓊於 110 年 11 月 23

5 日臺南市巡察，瞭解市府辦理偏鄉視訊設備系

日至 26 日赴臺東縣、花蓮縣巡察，關心臺東縣

統建置、市民服務專線運作現況。

大武鄉衛生所辦理遠距視訊醫療執行成效、太

臺南市因轄區幅員遼闊，偏鄉民眾前往市政

平溪卑南右岸堤防及花蓮縣慕谷慕魚聯外道路

中心路途遙遠，市府利用區公所防災視訊會議系

復建工程延宕原因、花東地區污水處理等問題。

統，作為偏鄉民眾視訊陳情使用，及建置全方位

委員就部分公共工程延宕情形，期望相關單

市民服務平台，讓公共服務更 OPEN 及優質化。

位汲取經驗，事先進行可行性評估，對於災害復

委員聽取市府簡報後，讚許市府重視偏鄉民眾視

建工程，應確實檢討致災原因後，再進行規劃施

訊陳情之便利性，並普及化使用公共服務功能。

作，以提升行政效能，發揮預算之最大效益。

委員王榮璋(左 2)、蘇麗瓊(右 2)視察慕谷慕魚聯外道路復建
工程 110/11/25

委員高涌誠(左)、王美玉(中)聽取臺南市政府簡報 1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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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便捷

公職人員看過來 授權下載「介

監察院提醒公職人員，每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應辦理定期財產申報，利
用「監察院財產申報系統」申報，省時又簡便！公職人員若已辦妥概括授權介接定
期財產資料，請自 12 月 5 日起，至上開系統下載介接資料供參，12 月 31 日前將申報表上傳監察院，
百分比

100%
80%
60%
40%
20%
0%

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授權介接及網路申報情形
90.04%
85.26%
92.55%
78.59%
71.37%
86.12%
79.49%
62.03%
54.46%
67.26%
47.83%
51.21%

14.40%

權介接財產資料比率大幅提升達 92.55
％，歡迎公職人員至 YouTube 或監察院
陽光法令主題網（業務資訊/宣導資料/
影音資料/財產申報－視訊宣導影片）觀
看宣導影片，除介紹財產申報常見問題

24.01%

1.91%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授權介接使用率

完成申報手續。110 年定期申報概括授

定期財產網路申報使用率

外，亦針對已辦妥概括授權介接定期申
年度

報財產資料之公職人員，宣導如何在定
期申報時，下載授權介接財產資料。

建置無障礙友善環境 監察院茶水間優化再升級
為提供監察院同仁或到院民眾完善之無障礙環境，彰顯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精神及提供
無差異化洽公或參訪環境，監察院持續修繕院區多項設施，近日再完成 1 樓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前茶
水間無障礙友善環境改善工程，讓行動不便者能充分使用相關設備。
此次修繕工程解決茶水間原存在之出入通道不連續、高低落差及寬度不足等問題，除提供足夠的
茶水間入口寬度，並增設無障礙人士專用洗手槽，亦設

110/11/19

計簡易休憩區供同仁於休息時間交流情感。近年監察院
為恪盡人權守護者角色與功能，除積極促進與推動人權
相關業務，更自我要求提供
完善建築設備，尊重行動不
便者使用需求，期許成為政
府機關無障礙環境之典範。

修繕前後之茶水間，紅框處為無障礙人士專用洗手槽

「2021 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圓滿落幕後，陳菊院長及委員等人與國家人權委員會工作同仁合影留念 1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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