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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22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貣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2月27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94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天麟、林楚茵、莊瑞雄、蘇震清、伍麗華等 28 人
，鑒於為使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之評鑑規範與性別主流化更
臻完善，且避免該院出現類似一○八年曾爆發逕自將境管資
料下架導致管制出現空窗之弊端，以確保我國家安全、軍事
機密與國防秘密管控之維護，爰提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配合行政院組職改造，科技部組織法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同年三月三日施
行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更銜為科技部，並承繼該委員會之執掌事項，爰將第七條第一
項第一款當然董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修正為科技部次長。
二、至於第七條第四項之修正，乃根據行政院性別帄等會統計，於一○七年七月十五日已有百
分之六十八〃六三之各部會所管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
人（監事）達到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顯見「性別主流化」於我國政府日益推動
下已日漸成效，有關行政法人參與政策與決策之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亦曾為行政
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三十二次委員會議所關注，有關決議為「至行政法人部分，考量
行政法人法（草案）已由本院及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有關行政法人參與政策與決
策之董監事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建議，請人事行政局於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
草案）時，積極表達本會意見」，且我國於九十六年一月正式由總統簽署〈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該公約），並於一○○年六月八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施行法〉，我國各單位皆有責任遵守該公約第二條各款之規定，自屬當然。國防相
關公務部門暨產業之女性從業人口非高，有關性別比例雖難一蹴可幾，惟並不應無所限制
以沿襲生理男性為主導之決策領域，故於該條文除給予修正施行後十年之改善期間，以促
定期檢視外，並明定單一性別董事應為一人以上；第八條第三項有關監事性別比例之修正
模式與理由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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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院預算中心於〈一○八年一月十四日於國防部主管一○八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中
指陳「中科院承接國防部眾多重要武器裝備之研發及產製，未來重大軍備系統購案又將委
由該院統籌辦理，國防部允宜加強對該院業務之監督，並落實年度績效評鑑作業」，又直
指「近年國防部對中科院績效評鑑複評作業係以書面審查為主，實地訪查次數極為有限，
恐易流於形式」、「近四年國防部所組評鑑委員會之複評作業，每年僅開會一次，並未主
動提議針對特定專案或個案進行實地查證，而係由中科院安排訪視年度重要研發案件成果
」，有關評鑑與訪視是否真能凸顯中科院現況，誠有疑問，故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明
定有關委員所持評鑑理據之形成，需經至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各受評鑑單位實地查證之程
序，並將查證內容與評鑑理據之因果關係顯明於評鑑報告，不得僅以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提交之書面資料為據。
四、因應「性別主流化」，且目前有關評鑑委員並不以從事國防產業工作或有關公務機關服務
者為限，故與本條例第七條所牽涉之董事性別比例之議題無涉，於性別帄等方面應課予較
高要求，故仿照〈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於第二十一條
增列第二項，其後之項次則遞移之。
五、第二十一條第三項除因順序改動而作文字變更外，亦鑒於有關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
他相關事項，除由監督機關（即國防部）訂定外，亦應會同主管行政法人通案性法制事項
之人事行政總處，俾能以更客觀角度檢視有關評鑑流程之規範實際需求，以期精進評鑑之
效益，故增列人事行政總處為國防部應會同訂定有關評鑑辦法之機關。
六、鑑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一○八年曾爆發私自下架涉密人員名單，造成移民署「五個月空
窗期」無法落實國境管理，至少三○二名涉密人員在該期間於無控管情況下出國，更發現
有十五人曾前往目前受中共實質控制下之香港地區，造成國安不設防風險。故新增第三十
三條之一，以法律位階之規範明訂中科院人員除出國應經核准外，更不得於在職期間或依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十六條第一、二項所定之管制期間內，進入（含入境與轉機）大陸、
香港與澳門地區，符合憲法揭櫫之法律保留原則暨比例原則，以兼顧國家安全與人民之遷
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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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
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國防
部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
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
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
中國防部部長、經濟部次
長與科技部次長為當然董

第七條 本院設董事會，置董
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國防
部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
院院長聘任之；解聘時，亦
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其
中國防部部長、經濟部次
長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一、配合行政院組職改造，科
技部組織法一百零三年一月
二十二日制定公布，同年三
月三日施行原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更銜為科技部，並
承繼該委員會之執掌事項，
爰將第一項第一款當然董事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

事。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
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
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
社會人士。
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
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會副主任委員為當然董事
。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
專家。
三、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
家或對本院有重大貢獻之
社會人士。
前項第三款之董事不得

任委員修正為科技部次長。
二、至於本條文第四項之修正
，乃根據行政院性別帄等會
統計，於一○七年七月十五
日已有百分之六十八〃六三
之各部會所管政府捐助基金
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
法人董事及監察人（監事）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
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性別比例
，於本條文修正施行十年內
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五
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惟單一
性別董事應為一人以上。

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專任之董事不得逾董事
總人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之董事性別比例
，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
五項前段規定之限制。

達到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三
分之一，顯見「性別主流化
」於我國政府日益推動下已
日漸成效，有關行政法人參
與政策與決策之單一性別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亦曾為行
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三十二次委員會議所關注，
有關決議為「至行政法人部
分，考量行政法人法（草案
）已由本院及考試院會銜送
請立法院審議，有關行政法
人餐與政策與決策之董監事
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之建議，請人事行政局於立
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時，積極表達本會意見」
，且我國於九十六年一月正
式由總統簽署〈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
該公約），並於一○○年六
月八日公布〈消除對婦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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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我國各單位皆有責任遵守該
公約第二條各款之規定，自
屬當然。國防相關公務部門
暨產業之女性從業人口非高
，有關性別比例雖難一蹴可
幾，惟並不應無所限制以沿
襲生理男性為主導之決策領
域，故於該條文除給予修正
施行後十年之改善期間，以
促定期檢視外，並明定單一
性別董事應為一人以上。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
人，由國防部就下列人員遴
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
專家。

第八條 本院置監事三人至五
人，由國防部就下列人員遴
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解聘時，亦同：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國防科技相關之學者、
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
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
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性別比例
，於本條文修正施行十年內
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五
項前段規定之限制，惟單一
性別監事應為一人以上。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相關
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務
監事。
第一項之監事性別比例
，不受行政法人法第五條第
五項前段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一條

國防部應邀集有

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
會公正人士，辦理本院之績
效評鑑，有關委員所持評鑑
理據之形成，需經至本院各
受評鑑單位實地查證之程序
，並將查證內容與評鑑理據
之因果關係顯明於評鑑報告
，不得僅以本院提交之書面
資料為據。
前項評鑑委員組成之單
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
第一項績效評鑑之方式

第二十一條

理由同草案第七條修正說明第
二點。

國防部應邀集有

一、立法院預算中心於〈一○

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
會公正人士，辦理本院之績
效評鑑。
前項績效評鑑之方式、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國防部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
核。
二、本院業務績效及目標達
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四、其他有關事項。

八年一月十四日於國防部主
管一○八年度單位預算評估
報告〉中指陳「中科院承接
國防部眾多重要武器裝備之
研發及產製，未來重大軍備
系統購案又將委由該院統籌
辦理，國防部允宜加強對該
院業務之監督，並落實年度
績效評鑑作業」，又直指「
近年國防部對中科院績效評
鑑複評作業係以書面審查為
主，實地訪查次數極為有限
，恐易流於形式」、「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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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年國防部所組評鑑委員會之

法，由國防部會同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定之。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本院年度執行成果之考

複評作業，每年僅開會一次
，並未主動提議針對特定專
案或個案進行實地查證，而
係由中科院安排訪視年度重

核。
二、本院業務績效及目標達
成率之評量。
三、本院經費核撥之建議。

要研發案件成果」，有關評
鑑與訪視是否真能凸顯中科
院現況，誠有疑問，故修正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明定有

四、其他有關事項。

關委員所持評鑑理據之形成
，需經至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各受評鑑單位實地查證之
程序，並將查證內容與評鑑
理據之因果關係顯明於評鑑
報告，不得僅以國家中山科
學研究院提交之書面資料為
據。
二、因應「性別主流化」，且
目前有關評鑑委員並不以從
事國防產業工作或有關公務
機關服務者為限，故與本條
例第七條所牽涉之董事性別
比例之議題無涉，於性別帄
等方面應課予較高要求，故
仿照〈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
中心設置條例〉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於本條文增列第二
項，其後之項次則遞移之。
三、第三項除因順序改動而作
文字變更外，亦鑒於有關績
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
相關事項，除由監督機關（
即國防部）訂定外，亦應會
同主管行政法人通案性法制
事項之人事行政總處，俾能
以更客觀角度檢視有關評鑑
流程之規範實際需求，以期
精進評鑑之效益，故增列人
事行政總處為國防部應會同
訂定有關評鑑辦法之機關。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本院無涉及
國家安全之人員出國，應經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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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核准，其餘者均依入出

一○八年曾爆發私自下架涉

國及移民法第五條第一項規
定辦理。
除經監督機關首長核准
，並經其他法律所定之審查

密人員名單，造成移民署「
五個月空窗期」無法落實國
境管理，至少三○二名涉密
人員在該期間於無控管情況

機制核准外，本院人員於在
職期間或國家機密保護法第
二十六條所定之管制期間內
，不得進入大陸、香港與澳

下出國，更發現有十五人曾
前往目前受中共實質控制下
之香港地區，造成國安不設
防風險。故新增第三十三條

門地區，違者準用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九十一條第三項、國家機密
保護法第三十六條分別論以

之一，以法律位階之規範明
訂中科院人員除出國應經核
准外，更不得在監督機關首
長與其他法律所定之審查機

行政罰與刑罰。
第一項人員出國之申請
、核准條件、程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以及違反

制未予核准之情形下，於在
職期間或依國家機密保護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二項所定
之管制期間內，進入（含入

相關規定應有之效果，由監
督機關定之。
第二項所定之監督機關
首長核准權限，不得以轉授

境與轉機）大陸、香港與澳
門地區，符合憲法揭櫫之法
律保留原則暨比例原則，以
兼顧國家安全與人民之遷徙

權或由他人代理之方式為之
。

自由。此外，由於有關情形
係屬極度例外之情形，有關
機關首長之核准權限亦明定
不得以轉授權或由他人代理
之方式為之，以求精確與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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