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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8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11月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6056 號之 1

案由：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
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6430104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
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6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60702294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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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06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三）召開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蔡易餘擔任主席，除邀請主管機關說明提案要旨外
，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文化部鄭麗君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承蒙大院邀請列席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會議，針對「國家人權博物
館組織法草案」提報並備詢，深感榮幸。首先對委員們優先審查本法案，特別向各位委員表
達深切的謝意。謹就法案內容及推動歷程等向各位委員報告，敬請

指正。

（壹）立法背景與歷程
國家為提升臺灣人權形象，推廣人權教育，文化部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規劃成立「
國家人權博物館」，99 年 10 月 22 日經行政院核定為三級機構，轄下經管景美及綠島
兩處人權文化園區，目前先行以籌備處程序推動相關作業，並依行政院核定計畫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揭牌成立。
籌備處正式揭牌運作前，所轄之景美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兩處白色恐怖不義遺址
，已積極進行歷史現場復原展示及人權推廣教育相關業務，年參觀人次已達 37 萬之多
。是以，籌備處各項業務之推展皆抱持「正式營運」的態度積極進行，充分運用國家
資源結合政治受難者團體、公民組織、學術機構，保存白色恐怖記憶，還原歷史真相
。
籌備處成立以來，已累積豐富的白色恐怖口述歷史、影像紀錄、受難者文物，每
年固定舉辦「綠島 517 藝術季」、「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及各項白色恐怖特展；103
年並接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匪諜暨不當審判政治案件補償基金會」移撥之 10,067 筆
白色恐怖受難者卷宗，不斷充實館藏與社會動能，朝專業博物館職能精進中。
為擴大公民參與，並推動「國家人權博物館」之正式成立，105 年鄭麗君部長就任
後，即成立「第四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規劃諮詢委員會」，並依據博物館專業需求
，分為「典藏研究」、「展示教育暨空間規劃」、「公共服務」三大工作小組，深入
聚焦研議相關議題並凝聚各界共識。
行政院已於 105 年 10 月，核定籌備處所提「國家人權博物館中程計畫」，四年期
內預計投入新臺幣 22 億元預算。
籌備處目前人力共計 45 人，其中，預算員額為 13 人（編制員額 16 人）；聘用人
員 1 人（文化部支援本處聘用編審 1 人）；另有專案助理 10 名（為文化資產保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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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二期計畫」專案人員）、派遣人員 21 名。
籌備處歷來重要施政成果如下：
一、調查研究：
(一)100 年起共完成 413 位受難者與家屬口述歷史訪談。
(二)102 年起補助各縣市政府計完成 261 位政治受難者的口述訪談，並持續進行中
。
(三)102 年起共完成 46 位受難前輩紀錄片。
(四)103 年起進行全臺戒嚴時期處置政治異議份子相關機構與地點調查工作，透過
歷史空間專業及文化資產保存經驗的引入，清查臺灣戰後威權統治時期之相
關不義遺址，業完成全臺 45 處不義遺址之調查研究。
(五)100 年至 104 年出版政治受難者家書、口述歷史、畫作等 26 本書集，補助各
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口訪及研究調查案完成出版 18 項成
果。
二、典藏
文物徵集情況：已徵集 3,600 件文物，暫管 1,788 件。
三、展示規劃
101 年至 106 年共辦理計 31 項主題特展及復原展。
四、教育推廣
(一)團體預約導覽，自 100 年迄今共有 1,333 個國內外團體參與。
(二)主動到校辦理歷史現場導覽及人權教育推廣講座，自 100 年迄今已辦理 66 梯
次。
(三)主動到校辦理人權導覽講座，自 100 年迄今已辦理 66 梯次。
(四)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人權講堂、真人圖書館：
100 年迄今共辦理 18 梯次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培訓超過 920 位。
100 年迄今共辦理 46 場次講堂，參與人次超過 3,350 人次。
104 年起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截至目前參與人次計有 2,015 人參加。
(五)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101 年簽訂「東亞民主、和帄與人權網絡合作備忘錄」。
102 年與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簽署「合作開設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課
程協議書」。
104 年與「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簽署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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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與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合作獎助「白色恐怖及人權相關研究博
碩士論文」協議書。
106 年文化部、臺北市政府與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共同簽署「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臺北二二八紀念館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合作備忘錄
」。
(六)加入國際組織：
102 年加入由英國利物浦博物館群所成立的「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及「博物館社會正義聯盟」（SJAM）。
104 年 FIHRM 國際年會於紐西蘭舉行，該會秘書長親函邀請本處義工政
治受難者陳欽生前輩與會發表專題演說。
(七)舉辦國際研討會：
102 年「國外專家學者來臺交流計畫」：計 42 個國家，超過 100 位國際
人權專家學者至綠島及景美兩人權文化園區參訪，並舉行研討座談會。
104 年「亞洲地區人權國際交流研討會」：邀請亞洲地區從事人權相關領
域之專家、學者及團體，包含臺灣、香港、南韓、越南、日本、印尼、馬來
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東汶萊等 11 個國家地區之國際學者及人權工作
者，來臺進行學術暨實務交流。
(八)景美、綠島兩園區自 100 年起至 106 年 8 月入園參訪人數，總計達 211 萬
9,140 人次。
（貳）升格原因
依籌備處目前人力組成結構而言，非正式人員占籌備處人力三分之二強，因非屬
公務人力，流動性頗高，造成業務推動及人員訓練銜接不易，再因研究典藏、展示規
劃等專業性人員不足，對博物館長遠性的發展，造成非常不利之影響。
文化部分別於 105 年、106 年召開 3 次第四屆「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及成立規劃諮
詢會」，會中諮詢委員針對國家人權博物館未來的期望以及組織架構與人力員額提出
諸多重要建議，重點摘要如下：
一、「國家人權博物館」不只是成立一個館，而是一個機構，來保存威權統治時期人
權受害之歷史記憶，並推廣人權教育，是以專業博物館的方式推動，包括過去的
歷史真相的研究、典藏、展覽、當代的人權教育，以及人權在未來生活的落實。
二、國家人權博物館轄下管理綠島與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並提昇為「園區管理中心」
，強化其小型博物館功能；設置「典藏研究暨檔案中心」，增加研究人員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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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國家人權博物館的學術研究功能；設置「展示教育組」及「公共服務組」，
強化博物館四大功能。
綜上因素，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應加速升格為三級機關，俾符合推廣人權教育之
博物館組織功能。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本案之制定，係在彰
顯人權治國理念，並有助人權教育工作，有必要予以完成審查，爰將本案審查完竣。審查結
果為：
（壹）名稱、第一條、第四條及第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貳）第二條，條文及委員尤美女等 4 人、委員廖國棟等 3 人、委員王育敏等 3 人、委員楊
鎮浯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參）第三條，照委員段宜康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除「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等文字修
正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外，餘照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貳）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參）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易餘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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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條 文化部為辦理人權之研究、典藏、展

第一條 文化部為辦理人權之研究、典藏、展
示及教育推廣等業務，特設國家人權博物館

本館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審查會：

示及教育推廣等業務，特設國家人權博物館
（以下簡稱本館）。
（條文及委員尤美女等 4 人、委員廖國棟等 3
人、委員王育敏等 3 人以及委員楊鎮浯等 4 人
所提修正動議，均予以保留，送院會處理）

（以下簡稱本館）。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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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一、辦理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

一、本館之權限職掌。
二、第一款所定「威權統治時期」，係指自中

、文物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
業務。

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年四月
三十日止之時期。

二、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經營管理業務；協助威權統治時

三、第二款所定「不義遺址」，係指威權統治
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

期不義遺址之保存及活化。
三、協助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之組織發展

。
審查會：

及國際交流。
四、其他有關人權歷史及文化教育事項。

一、條文及委員尤美女等 4 人、委員廖國棟等
3 人、委員王育敏等 3 人以及委員楊鎮浯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予以保留，送院會處
理。
二、委員尤美女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一、辦理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
、文物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
業務。
二、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白色恐怖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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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名稱：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

紀念園區經營管理業務；協助威權統治時
期不義遺址之保存及活化。
三、協助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之組織發展
及國內外相關博物館交流合作。
四、其他有關人權歷史、文化教育及人權出
版品編纂與發行事項。」

一、辦理日據殖民時期、威權統治時期相關
人權檔案、史料、文物之典藏、研究、展
示及教育推廣等業務。
二、日軍膺懲掃蕩各縣（市）紀念園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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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人權紀念園區、霧社屠殺紀念園區
、慰安婦紀念園區、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
區、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經營管理業務
；協助日據恐怖統治及威權統治時期文化
遺址之保存及活化。
三、協助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之組織發展
及國際交流。
四、其他有關人權歷史及文化教育事項。」
「說明：
一、本館之權限職掌。
二、第一款所定「日據殖民時期」，係指清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西元一八九
五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止之時期；「威權統治時期」
，係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
至八十年四月三十日止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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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員廖國棟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三、第二款所定「文化遺址」，係指日據殖
民時期、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
害人權事件之發生地，以及治理官署。」
四、委員王育敏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一、辦理人權檔案、史料、文物之典藏、研

；二次大戰期間慰安婦人權歷史調查、史
料之蒐集、研究及保存；協助其他人權遺
址之保存及活化。
三、協助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之組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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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際交流。
四、其他有關人權歷史及文化教育事項。」
五、委員楊鎮浯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二條 本館掌理下列事項：
一、辦理威權統治時期相關人權檔案、史料
、文物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
業務。本法所稱之「威權統治時期」，係
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
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止之時期。
二、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白色恐怖景美
紀念園區經營管理業務；協助威權統治時
期不義遺址之保存及活化。
三、協助當代人權理念實踐推廣之組織發展
及國際交流。
四、其他有關人權歷史及文化教育事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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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展示及教育推廣等業務。
二、經營管理綠島紀念園區、景美紀念園區

一、金門馬祖地區位處戰地前線，政府為適
應戰時需要，統一戰地軍政指揮，行政院
於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頒布施行《金門
、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驗辦法》，同年七
月十六日成立「金門、馬祖防衛司令部政
務委員會」，採取軍民合治制度，實施戰

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同年十一月
七日施行並解散戰地政務委員會，終止戰
地政務。
二、而《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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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立法說明中有關於「威權統治時期」定
義為「係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
日起至八十年四月三十日止之時期。」未
能涵蓋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方才終
止之戰地政務時期，完全忽視戰地政務時
期對金馬民眾人權侵害之事實。
三、故提案修正《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第
二條》於法條中明定「威權統治時期」定
義，並將其定義：「係指自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止之時期。」以正視金門馬祖於戰地政務
時期所受到的不公待遇，且更符合本館推
動保障人權之意旨。」
（照委員段宜康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

一、本館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或教
授之資格聘任；副館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
二、本條所稱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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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務。而戰地政務時期直至民國八十一
年八月七日以總統令公布《金門馬祖東沙

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
學校校長或教授之資格聘任；副館長一人，

十一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資格聘任
。

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副教
授之資格聘任。

、教授及副教授之資格聘任，係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審查會：
一、照委員段宜康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
過。
二、修正動議前段「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

三、委員段宜康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
三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校校長
或教授之資格聘任；副館長一人，職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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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第十一職等，必要時得比照副教授之
資格聘任。」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條 本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第四條 本館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

編制表定之。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訂定編
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規定首長及副首長
之配置，將難窺知本館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
，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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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字修正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