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務消息

接見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貝勒發訪團
陳菊院長：盼台法持續合作保障人權
監察院長暨國家人權委員會主
任委員陳菊 111 年 9 月 8 日於監察院
接見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
主席貝勒發（Cyril Pellevat）訪團
時表示，台灣面臨中國施壓、武力威
脅的困難時刻，法國參議員的來訪並
公開發聲支持台灣，帶給台灣莫大的
鼓勵及溫暖。法國人權保障成果，全
世界皆有目共睹，未來台灣將與法國
並肩而行，汲取法國人權經驗，期盼
陳菊院長與貝勒發副主席相談甚歡 111/09/08

與法國有更多實質合作。

陳菊院長熱情歡迎訪團來訪，並提及貝勒發副主席曾多次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訪團其他
議員也長期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關心台海和平及穩定，台法間深厚情誼不可言喻。
陳院長表示，國家人權委員會今年與法國在台協會簽署人權合作意向聲明書，法國技術推廣總署
首次派遣人權專家常駐國家人權委員會，展現台法人權合作重要成果，更突顯台法交流深具實質意義。

法國參議院訪團拜會陳菊院長 11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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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勒發副主席感謝院長熱情接待，並提及本次訪台，法
國本身也相當重視，媒體踴躍報導，顯示法國對台灣的高度
支持，不僅提升台灣能見度，也期待雙方後續有更多合作空
間。陪同拜會的駐法大使吳志中亦提到，目前法國國會加入
友台小組的人數為史上最高，表示法國對台灣的關注大幅
增加，具有歷史性及象徵性。
最後，雙方就女性平等/參政、原住民及其他人權議題
交流對談，陳菊院長表示，在人權相關議題上，台灣仍須進
行社會對話，持續努力耕耘，未來我們將與法國學習，透過
交流合作，與世界同步。
本次訪團成員包含法國參議院歐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貝勒發、外交暨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卡迪克（Olivier Cadic）
、
法制委員會副主席馬克（Alain Marc）、文教暨通訊委員會
成員樂維（Pierre-Antoine Levi）及社會委員會成員德維
莎（Brigitte Devésa）等 5 名跨黨派議員。
陳菊院長致贈「擁抱」瓷杯予貝勒發副主席，副主席回贈紀念品 11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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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友善職場座談會 陳菊主委：見證性平法 20 週年進展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111 年 9
月 8 日為「打造性平友善職場，實踐企業共融
永續」座談會致詞表示，台灣過去就業市場對
女性充斥「單身、禁孕」等不平等的工作條款，
在台灣，職場性別平等可說是超過 30 年的人
權奮鬥歷程。
陳菊主委現場致詞並合影 111/09/08

陳菊主委指出，
《兩性工作平等法》在她擔任勞委會主委任內完成立法，2002 年正式實施至今正
好滿 20 週年，看到企業支持女性員工兼顧家庭的具體作為，對她那個世代的人來說，感到非常欣慰。
人權會今年首次由紀惠容、高涌誠兩位委員督辦並發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獨立評估意見，為延伸探討職場性別平等，邀請學界與標竿企業座談。網路直播之外，現場貴賓賴振
昌、范巽綠、王美玉等委員以及逾 50 位民眾參與討論。
陽明交通大學教授林志潔應邀專題演講「改寫職場面貌的柔韌女力」；聯合利華台灣資深人力資
源經理董蕙萱、渣打銀行人資長暨多元共融委員會主席陳瑋芝，分享兼顧家庭的彈性工時、優於勞基
法的產假、支持 LGBT 等諸多落實多元共融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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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台灣參與支持計畫」再推進台歐人權交流與合作
歐洲聯盟駐台機關代表，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
哲夫（Filip Grzegorzewski）於 111 年 9 月 19 日，
拜會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他盛讚台灣人權
發展堪稱亞太區域典範，並提及歐盟近期通過「歐盟
-台灣參與支持計畫」
，期待雙方在外籍移工、廢除死
刑及新聞自由等議題，有更多合作與交流。
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榮璋，以及高涌
誠、王幼玲、林郁容等委員也出席陪同，雙方就環境
保護、移工、漁工、身障者人權、生命教育、司法改
革等人權議題，進行廣泛座談。陳菊主委同時感謝歐
盟在歷屆台

陳菊主委致贈紀念品並合影 111/09/19

歐盟人權諮
商會議中，分
享寶貴經驗。
陳菊主委
指出，人權會
成立以來，即
非常關注外
籍漁工人權，
，
積極展開與各方的協作；同時當面邀請高哲夫處長參與將於 12 月舉辦的「台灣移工與人權專業論壇」
希望分享歐洲人權機構，有關企業永續發展與外籍移工人權的經驗。
高哲夫感謝邀請並表示，台灣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人權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歐盟支持符合巴
黎原則下所成立的國家人權機構，也期待與台灣更密切合作。

職權行使

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公平交易委員會 聽取該會業務報告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瞭解公平交易委員會施政計畫及重要業務之推動情形，111 年 9 月 23
日由召集人施錦芳委員偕同多位監委，在該會副主任委員陳志民主持下，聽取該會業務報告。
監委關切的焦點，多集中在全聯併購大潤發結合案如何消弭限制競爭的疑慮相關議題上，包括如
何保障中小型零售通路的生存、保障消費者選擇的多樣性、避免市場壟斷後的價格抬高等。此外，亦
十分關心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發展現況等議題，希望公平會能深入研究。期許在李鎂主任委員的領導下，
完善建構自由與公
平競爭的交易環境，
激勵創新的市場機
制，確保消費者權
益，以因應全球化、
數位化的浪潮。
巡察合影 11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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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巡察環保署署務推動情形
陳菊院長與召集人蘇麗瓊委員 111/09/26

監察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於 111 年 9 月 26 日
上午由陳菊院長、召集人蘇麗瓊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一行，
巡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務推動概況、科技執法績效、全
民綠生活績效及事業廢棄物流向追蹤成效。
巡察委員建議以「可再利用雲」追蹤流向，重視民眾環
境政策參與權、取得資訊權、司法訴訟權，針對北水南調、
塑膠袋的使用等議題，加以詢問與提出建議。陳菊院長也
提出石化意外災害威脅民眾居住安全，希望改組後的化學
物質管理署能與地
方政府合作，充分
發揮功能，避免再
發生災害。
環保署張子
敬署長及其團隊，
分就上述問題口頭
簡要說明，並於會
後另以書面回覆。
巡察座談會 111/09/26

內族委員會赴移民署臺北收容所暨國家住都中心林口社宅巡察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由召集人

巡察合影 111/09/28

王美玉委員暨陳菊院長偕同監察委員一
行共 17 人，於 111 年 9 月 28 日上午赴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位於新北
市三峽區大埔路 150 號臺北收容所巡察，
由該部陳宗彥政務次長及移民署鐘景琨
署長簡報，並實地參訪現場環境及設施，
瞭解收容所外籍人士生活情形，並就查
緝非法移工暨收容管理、入出境及防檢疫管理情形，與該部相關主管人員座談，並交換意見。
下午一行人另赴內政部營建署位

瞭解臺北收容所業務辦理情形 111/09/28

於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 390 號之
國家住都中心林口社會住宅巡察，由該
部花敬群政務次長及營建署吳欣修署
長簡報，並實地參訪林口社會住宅各項
設施，並與該部相關主管人員，就推動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住宅補貼、都市
更新、危老屋重建、提升建築安全之辦
理情形交換意見。
4

職權行使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中科院航空研究所齊立平所長到會座談
111 年 9 月 22 日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中科院航空所齊立平所長到會，以「無人機發展現況與不
對稱作戰運用」為題舉行專題座談，委員出席踴躍，包括院長在內計有 24 位委員報名參加。齊所長
演講內容包括:1.「近代無人機作戰應用」
、2.「各國與中共無人機發展情形」
、3.「我國無人機發展現
況」
、4.「台海防衛作戰無人機扮演角色」
、及 5.「我國無人機未來發展規劃與展望」等 5 項議題，其
間 並輔以 影片 及動 畫
加以說明，令在場委員
印象深刻。隨後座談中
計有 6 位委員提出 16
項問題，座談會前後一
小時左右圓滿結束。
左起召集人林文程委員、陳菊
院長、李鴻鈞副院長 111/09/22

監委巡察海軍 131 艦隊沱江艦及陸軍蘭指部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為瞭解陸軍蘭陽指揮部及海軍沱（塔）江艦執行戰備任務情形，由召集
人林文程委員偕李鴻鈞副院長及監委一行計 13 人，由國防部柏鴻輝副部長及陸軍副司令黃中將、海
軍副司令胡中將等人陪同，於 1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首先前往海軍蘇澳營區巡察，在沱江艦艦長進行
任務簡報及性能諸元介紹後，隨即登艦視導；其後監委一行轉往龍德造船公司巡察，在聽取施工進度
簡報後，隨即前往廠區實地瞭解塔江艦首批量產艦施工情形，下午監委一行則轉往陸軍蘭陽指揮部巡
察，除聽取指揮部有關主戰裝備介紹
外，並視導所屬砲兵部隊的戰備操
演，監委對於沱江艦優異性能與
強大火力、龍德公司擴充廠區
以縮短工期及蘭指部官兵所
展現之高昂士氣與戰鬥意
志，均留下深刻印象。

巡察合影
111/09/16

監察委員巡察臺南市 關切環境保護及實驗教育執行成效
監察委員王幼玲、范巽綠於 111 年 9 月 29 日、30 日赴臺南市巡察，關切市府推動環境保護及實
驗教育執行成效，並實地視察學甲區遭非法掩埋爐渣之土地、虎山實驗小學。
委員對非法棄置爐渣土地之清理現況、預
防管制作為及目前成果、運用空拍機巡查、提
升衛星變異點查核及國土監測系統管控頻率、
臺南市 9 所實驗教育學校特色及教育理念與績
效、實驗小學策略聯盟、成效考評及退場機制
等事項，進行瞭解並提問，請市府環境保護局
及教育局等相關權責機關詳加說明。
委員王幼玲(左 2)、范巽綠(右 2)實地視察學甲區遭非法掩
埋爐渣之土地 11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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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調查人員訓練營」圓滿成功 強化同仁科技專業 凝聚向心
為落實陳菊院長強化培育科技監察人才之政策指示，監察調查處在
朱富美秘書長督導下，於 111 年 9 月 29 日及 30 日開辦 2 天 1 夜的「監
察調查人員訓練營」
，全處除部分人員因公務
或家庭因素不克參加外，其餘 69 位同仁均全

李鴻鈞
副院長
致詞
111/09/29

程參與，參訓率逾 93%，充分展現調查處的團
結向心，及對院長政策的全面支持與貫徹。
訓練營的開訓儀式於 29 日上午在監察院
王榮璋副主委 111/09/29

大禮堂舉行，由李鴻鈞副院長親臨主持，會中副
院長特別期勉受訓同仁要成為監察委員調查案件的重要夥伴與助手，並提醒隨
著社會與環境的瞬息萬變，監察院調查案件涉及的領域日趨多元與複雜，因此
充分掌握時代脈動，成就更專業的監察院，以回應民眾的期待，為當前監察職
權行使的重點。而朱富美秘書長及劉文仕副秘書長亦均撥冗與會，陪同副院長
表達對本次訓練營活動的關心與支持。

郭耀煌教授 111/09/29

本次訓練營

同仁於禮堂專注上課 111/09/29

共計規劃「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
障」、「數位政府
與人權」、「假訊
息對國家安全的
朱富美秘書長 111/09/29

衝擊」等 3 大主
題課程，分別由
現任國家人權委員會王榮璋副主委、前行政院政務委員郭耀煌教授、台北大學
犯罪學研究所沈伯洋教授等國內首屈一指的學者專家擔任講座；由於題材新
穎，於講座精彩風趣的引導下，現場詢答反應熱烈，有效提升受訓同仁在身障
人權、數位科技與安全、假訊息與認知作戰等近年來熱門議題上的認識與瞭解。

沈伯洋教授 111/09/30

此外，本次訓練營還

特別安排「建設性議題發表」課程，由朱富美秘書
長親臨指導，藉由軟性、溫馨的研討方式，促進同
仁間業務或生活經驗之分享與交流。課程的最後則
安排至研華林口智能共創園區參訪，讓同仁實際體

同仁認真聽講 111/09/29

驗物聯網的應用，如何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以
充實科技新知，並為本次訓練營劃下完美句點。
本次訓練行程，內容豐富而充實，參與之同仁
均表示收穫滿滿，不虛此行；允可期待未來在協

參訪研華林口智能
共創園區 111/09/30

助監察委員辦理調查案件時，發揮啟迪創新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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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調查人員訓練營」開訓合影 111/09/29

陽光四法

與 16 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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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院王麗珍委員於 111 年 9 月 29 日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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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16 縣（市）政府秘書長及法務部意見交流。
與會秘書長均表達配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調整補助作業流程之意願，建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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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討論後達成共
識，會議圓滿落幕。
王麗珍委員、法務部政
次蔡碧仲(前排右起)及與
會人員合影 111/09/29

統計資料

司法正義為民心之所向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結構之變動

監察院自 97 年 8 月（第 4 屆）至 111 年 7 月
（第 6 屆）計收受人民陳情書狀 248,418 件，平

40

司法及獄政
39.2

均一年約收受 17,744 件，每月約 1,479 件。為
瞭解民怨所在，觀察各類人民陳情案件結構之變

28.5
30

動情形，發現歷屆人民陳情案件皆以司法及獄政

27.3

類、內政及族群類、財政及經濟類居前三，其中
司法及獄政類從第 4 屆之 27.3％攀升至第 6 屆

39.3

內政及族群
26.0

20

26.1

之 39.3％，上升 12 個百分點，排名居首，而內
政及族群類由第 4 屆之 28.5％略降至第 6 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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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及經濟
社福及衛環
教育及文化
交通及採購
外交及國防

26.1％，下降 2.4 個百分點，顯見司法正義為民
眾首要關心議題，對於民眾之陳情，監察院秉持

0

積極審慎依法處理之原則，致力紓解民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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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

第5屆

第6屆

活動花絮

環境教育漫遊十分瀑布公園與平溪/菁桐
監察院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於 111 年 9 月 23 日及 30 日辦理下半年 2 梯次「十分瀑布
公園與平溪/菁桐」環境教育戶外體驗課程。本次環境教育參加人員約 200 人，監察委員
王麗珍、林郁容、林盛豐、浦忠成、葉大華、葉宜津、賴鼎銘亦到場參與，與大家熱絡交流情誼。

同仁於十分瀑布合影 111/09/23

是日上午，大夥兒首先來到十分瀑布公園，近距離欣賞有「臺灣尼加拉瀑布」美稱、全臺灣最大
的垂簾型瀑布—十分瀑布。幸運的是，適逢天公作美，十分瀑布一掃先前因北部降雨稀少，水庫面臨
缺水危機時的涓涓細流，在近期若干熱帶性低氣壓影響下降水豐沛，十分瀑布重拾往日風光，在大家
造訪時盡情唱和著磅礡澎湃的水聲；同仁們曬著微暖溫煦的秋陽，耳聽瀑布歌聲、林中鳥語，倘佯在
大自然的懷抱中悠然地洗滌身心，不僅感受水資源的得來不易，對自然環境保護有更深刻的體認，也
油然而生對天地萬物自然的偉大景仰與敬意。
下午，則前往富含歷史人文氣息的平溪及菁桐，藉由導覽老師的引領，認識平溪與菁桐早年因開
採煤礦而興建的各式建設及發生的種種故事，讓同仁們遠離城市的喧囂，暫時忘卻種種壓力，漫步在
平溪與菁桐靜謐的街道中，享受身心靈的寧靜與自在。

同仁於十分遊客中心合影 1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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