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40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1年3月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800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湯蕙禎、何志偉等 16 人，因監察院成立「國家人權
委員會」後，監察院行使既有彈劾、糾舉、糾正、調查等職
權外，為因應新增人權業務，有作用法可遵循。因此，爰擬
具「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一條：為落實人權委員會組設定位之功能設計，使人權委員會在業務推動上得以「
棍子」與「胡蘿蔔」適時交互運用，本條第二項條文不宜僅「悉依本法第五章之一之規定
」，應修正為「為落實憲法促進及保障人權之精神，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以下簡稱人
權委員會）辦理關於人權事務之規劃、監督、促進及研究事項」，以期充分含括職權行使
範疇。
二、新增第三十條之一：人權委員會業務職權範圍涵括公私部門侵害人權事件；第三十條之一
規定人權事件個案之調查及該事件得移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依法處理，及通知
受害人依法定程序提起救濟，惟未有規定人權事件調查結果之責任處置。涉及行政機關或
公務人員違失部分，仍有適用傳統監察權之行使；違失情節較輕微時，亦得移由相關機關
自行懲處公務人員；至於違失行為涉有犯罪嫌疑者，則應移送檢察機關偵辦。基於人權事
件個案責任之釐清，第四項「人權委員會處理侵犯人權事件，發現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
檢察機關偵辦；涉及公務人員、相關機關（構）違失責任者，依第六條、第十九條及第二
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議處或移由相關機關（構）懲處。」
三、新增第三十條之二：「會同」多用於機關與機關間之公權力行使，如：「人口販運防制法
」第三十五條第四項、「人工生殖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七條第三
項等規定參照。爰依「監察院辦理調查案件注意事項」第十三點第六款規定，刪除本條項
「會同所」及「之」等四字。
四、新增第三十條之三：依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人權委員會之職
權有「四、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准或加入國際人權文書並國內法化，以促進國內法令及行
政措施與國際人權規範相符。」，相較本條條文係將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並國內法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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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並予國內法化」。若增列逗點「，」部分，恐使人誤解「並予國內法化」之主體
為人權委員會，有侵犯國會立法權之虞，爰刪除本條「，並予國內法化」之逗號「，」及
「予」字，與人權委員會組織法首揭條款之文字相同，以杜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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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監察院依憲法及憲法

一、人權委員會委員係由監察

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

增修條文之規定，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並提出糾

委員兼任，得依憲法及憲法
增修條文、監察法規定行使

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

正案，除審計權之行使另有
規定外，悉依本法之規定。

彈劾權、糾舉權、審計權，
並得提出糾正案及擁有調查

為落實憲法促進及保障
人權之精神，監察院國家人

權，以及促進與保障人權相
關事項。另監察院認為，由

權委員會（以下簡稱人權委
員會）辦理關於人權事務之

於監察權之行使本質上兼具
保障人權之功能，長久以來

規劃、監督、促進、及研究
事項。

該院調查行政部門之違法，
即包括違反各類人權法，該
院論究各種失職態樣，也包
括人權保護作為之各種失職
，因此「違法及失職」與「
人權侵害」性質難以切割。
該院自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
至一百一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調查報告統計共計二百三十
一件，涉及人權保障案件為
一百一十九件，占比約五成
，亦即監察院收受陳情或檢
舉案件並無法事先區分「違
法及失職」與「人權侵害」
類型，該院應係收受案件後
再加以判斷案件屬性並進行
分工，且涉及人權案件占比
較高。
二、人權委員會任務可分成不
同類型，第一是針對個案，
第二是以國際人權標準來檢
討重要的領域，例如集會遊
行，第三是人權教育，第四
是國際合作。依該會組織法
職權之規定，確係包含個案
之處理及通案性質需結構性
研議事項。由於人權委員會
委員同時也具有監察委員的
身分，除人權委員會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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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的委員會職權之外，人
權委員會委員援引運用監察
委員已有的法定職權來實現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功能，自
是理所當然。監察委員的法
定職權與基本人權相關。爰
此，因為不排除適用監察法
其他各章規定，而使「人權
保障」所相對可能產生的「
人權侵害」事件，獲得更多
發現真實與追究責任的機會
與彈性。
三、本條第二項條文意旨似有
意排除監察權之運用，為期
落實人權委員會組設定位之
功能設計，並使該會在業務
推動上得以「棍子」與「胡
蘿蔔」適時交互運用，上開
條文不宜僅明定「悉依本法
第五章之一之規定」，建議
修正為「為落實憲法促進及
保障人權之精神，監察院國
家人權委員會（以下簡稱人
權委員會）辦理關於人權事
務之規劃、監督、促進及研
究事項」，以期充分含括職
權行使範疇。
第三十條之一

人權委員會得

一、本條新增。

依職權或陳情，經決議後推
派委員，就下列事件進行調

二、第三項：為達到人權保障
目標，如何具體落實即屬必

查：
一、涉及酷刑及其他殘忍、

須努力之目標。為強化人權
委員會功能，儘可能彌平事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
或處罰之事件。

件當事人不平。
三、第四項：人權委員會業務

二、涉及基於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民族

職權涵括公私部門侵害人權
事件；本條係規定人權事件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
出生、身分、年齡、身心

個案之調查及該事件得移請
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

障礙或其他原因之歧視事
件，情節重大者。

體依法處理，及通知受害人
依法定程序提起救濟，惟未

三、其他侵害人權之事件，
情節重大者。

有規定人權事件調查結果之
責任處置。基於涉及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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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委員會處理前項各
款事件，得移請相關機關（

關或公務人員違失部分，仍
有適用監察權之行使；違失

構）、法人或團體依法處理
，及通知受害人依法定程序

情節較輕微時，亦或得移由
相關機關自行懲處公務人員

提起救濟。
第一項之調查，應於調

；至於違失行為涉有犯罪嫌
疑者，則應移送檢察機關偵

查完畢後提出調查報告，並
送請相關機關（構）、法人

辦，以明人權事件個案責任
之釐清。

或團體依調查意見於指定期
間內回復。
人權委員會處理侵犯人
權事件，發現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涉
及公務人員、相關機關（構
）違失責任者，依第六條、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四條等相
關規定議處或移由相關機關
（構）懲處。
第三十條之二 人權委員會進
行前條規定之調查時，得先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第三項明定人權委員

以書面要求各政府機關（構
）、法人及團體說明或提供

會得「會同」所委託之民間
團體或個人辦理相關事項。

相關資料；必要時，得由人
權委員會委員或派員攜帶執

惟依立法例，「會同」多用
於機關與機關間之公權力行

行職務之證明文件，前往現
場調查，並應事先以書面通

使，如：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三十五條第四項、人工生殖

知，敘明調查之目的及範圍
。

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入出國
及移民法第七條第三項等規

前項情形，各該政府機
關（構）、法人及團體，除

定參照。爰依監察院辦理調
查案件注意事項第十三點第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正當
理由得拒絕外，應即說明、

六款規定，並參酌監察院於
本草案本條說明欄（第四點

提供相關資料或配合調查。
人權委員會依前二項規

），刪除本條項「會同所」
及「之」等四字。

定取得之資料，得委託專業
機關（構）、團體或專家學
者，辦理鑑定、勘驗或其他
專業協助。
前項受委託之專業機關
（構）、團體或專家學者，
對人權委員會交付之卷宗、
資料或調查所得資訊，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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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義務。
第一項應事先以書面通
知之規定，於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事件之調查，得不適用
之。
第三十條之三

人權委員會應

一、本條新增。

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准或加
入國際人權文書並國內法化

二、依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
組織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

，以促進國內法令及行政措
施與國際人權規範相符。

人權委員會之職權有「四、
協助政府機關推動批准或加
入國際人權文書並國內法化
，以促進國內法令及行政措
施與國際人權規範相符。」
爰刪除本條「，並予國內法
化」之逗號「，」及「予」
字，即與人權委員會組織法
首揭條款之文字相同，以杜
絕爭議並符權力分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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