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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出席「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會」

出國報告 

壹、 前言 

為賡續拓展與伊比利美洲地區各國監察使之互

動，及增進彼此監察制度交流，本院自 1999 年起，即

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伊比利美洲監察使協會年會，至今

（2015）年已參加 16 屆，與諸多監察使建立良好情誼。

「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會」(XX Congreso 

Anual de la Federación Iberoamericana del 

Ombudsman) 由 烏 拉 圭 人 權 保 障 暨 護 民 官 署

（ Institución 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y 

Defensoría del Pueblo,INDDHH）於該國首都蒙特維多

市(Montevideo)舉行。 

本案係本屆 FIO 主辦國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

Mirtha Guianze 女士於 104 年 6、7 月間訪華並親自遞

送邀請函，誠摯歡迎本院張院長博雅及代表團出席，展

現十足親善關係；另 FIO 主席暨巴拉圭護民官 Manuel 

María Páez 先生，亦以該組織主席名義致送邀請函，爰

本院張院長博雅欣然應允，前往參與年會，並善用機

會，前往貝里斯與該國監察使公署簽訂「中貝合作協

定」，過程順利圓滿。 

 

一、 出國日期：2015年 11 月 6日至 17 日（12 日） 

二、 代表團成員：張院長博雅、國際事務小組召集人江委

員綺雯、李警官蕙蘭及隨團秘書陳約聘

專員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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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巡察單位：駐洛杉磯辦事處及駐貝里斯大使館 

四、 簽署協定：中華民國監察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合作

協定 

貳、 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會 

一、 會議日期：2015年 11 月 10日 

二、 會議地點：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市 

三、 主辦單位：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INDDHH） 

四、 與會國家、組織及重要人士：烏拉圭外交部長

Rodolfo Nin Novoa、FIO 會員國包括來自阿根廷、

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厄瓜多、

薩爾瓦多、西班牙、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

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葡萄牙、波多黎各、

安道爾、烏拉圭及中華民國(以觀察員身分受邀出席)

代表，共計約 200 人出席。 

 

 

 

 

 

 

 

 

 

 

 

 

 

張院長博雅（右 2）、江委員綺雯（左 2）及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左 1）於第 20 屆

FIO 年會開幕式會場與 FIO 主席暨巴拉圭護民官 Manuel Páez 先生（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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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會議紀要 

(一) 會議主題：公共訊息之獲取與透明化（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 y Transparencia） 

(二) 會議重點及決議： 

1. 開幕式演說重點摘要 

(1) 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護民官 Mirtha 

Guianze女士：中南美洲國家如西班牙、智

利、墨西哥及阿根廷等政府已著手提升民

眾公共訊息獲取之管道與加強資訊透明

化，顯示政府單位越來越注重人民有知的

權利，此等正面經驗值得其他國家政府借

鏡。但中南美洲各國民主發展程度不一，

因此對於此項議題的開放程度仍有很大進

步空間。 

本人對於 FIO 能在此時喚起資訊透明

度的重要性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呼籲各國

政府正視此議題。資訊透明化對於政府對

抗貪污是一個很積極的作為，也期望已有

類似經驗的政府代表，可藉由此次會議分

享寶貴經驗。 

(2) 烏拉圭總統府秘書長 Miguel Ángel Toma 

Sanchis先生：跟其他國家護民官超過百年

的歷史相比，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

為世界上最為年輕的人權保障機關之一。

FIO 在成立 20 周年的時刻選擇在我國及責

由成立時間尚短的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

官署主辦 FIO年會，本人感到莫大的榮幸。 

言論自由、公民及參政權利是民主重

要指標，且政府給予媒體高度之發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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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資訊透明化及政府操弄媒體及資訊的情

形將能慢慢式微，且資訊透明化可以加速

民主的成長。 

(3) FIO 主席暨巴拉圭護民官 Manuel María 

Páez 先生：全球化的發展伴隨而來的全球

性議題，帶給 FIO 不小的挑戰，如迫害、

歧視及資訊透明等，讓各國護民官署肩負

著呼籲政府重視人權之重責大任。     

資訊透明是民主化的表現。達到資訊

透明化非常重要，因為這項觀念跟民主相

輔相成。要達到資訊透明化必須經由立

法，才能讓沒有管道的民眾享有該種權

利，使民主進程更加堅固。護民官署在此

扮演重要的角色，連接人民與政府，傳達

民眾有知的權利及政府有提供資訊的義

務。然而，在許多拉美國家，就算政府努

力立法達到資訊透明化，仍有許多民眾抱

持著一種觀念，他們不重視自己的權利，

不在乎政府公開了什麼資訊。即便如此，

各國護民官署仍要積極呼籲政府資訊公

開，讓大部分的民眾能更清楚瞭解政府之

清廉及在提升人民參與方面所做之努力。  

2. 本院代表團於會中分享我國已實施10年的政府

資訊公開法及本院負責執行陽光四法之實施情

形，並與各國代表充分交流，有效提升本院之

國際能見度。 

3. 國際研討會中，講者分別就「伊比利美洲近年

來公共訊息獲取權利之進展」、「公共訊息獲取

及人權」、「護民官角色及公共訊息之獲取」等

議題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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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年會適逢 FIO 理事會成員 2 年一度改選之

際，哥倫比亞護民官 Jorge Armando Otálora

為新任主席；下屆年會暫定首選由葡萄牙護民

官署主辦，惟倘該國進行政府内部諮商後，決

議無法接辦時，則再另行研議。 

 

 

 

 

 

 

 

 

 

 

 

 

 

 

 

 

 

 

 

 

 

 

 

 

 

代表團與與會人士合影留念 

圖(左上) 代表團與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Luis Raúl González Pérez（左 2）  

圖(右上) 代表團與瓜地馬拉人權檢察官戴雷昂（De León）（左 2） 

圖(中)   代表團與新任 FIO 主席暨哥倫比亞護民官 Dr. Jorge Armando Otálora Gómez（右 1） 

圖(左下) 代表團與下屆 FIO 主辦人葡萄牙護民官 Dr. José de Faria Costa（左 2） 

圖(右下) 代表團與厄瓜多護民官 Dr. Ramiro Rivadeneira Silva（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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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監察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簽署中貝合作協定 

 

 

 

 

 

 

 

 

 

 

一、 簽署時間：2015年 11 月 12日下午 3 時 

二、 簽 署 地 點 ： The Best Westin Biltmore 飯 店

Conference Room 

三、 簽署過程  

貝國監察使亞祖 (Lionel Arzu)偕貝里斯監察

使公署全體同仁在門口迎接張院長博雅、江委員綺雯

及代表團，張院長與前來觀禮之僑胞與貝國人士握手

致意後就座，簽約典禮於播放兩國國歌後正式開始。  

亞祖監察使於致詞表示，兩機關職能均為保障人

民權益、監督政府機關施政及促進人權保障，期盼雙

邊未來透過人員交流、重要資訊與保障人權經驗之分

享等途徑，促進雙方監察及人權功能之提升與加強。 

張院長致詞表示，監察院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行

使監察權，負責監督政府各部門施政，並受理人民陳

張院長博雅與貝里斯監察使亞祖（Lionel Arzu）簽署「中貝合作協定」，加強雙邊監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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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案件的機關，近年來隨著人權意識普及，監察院積

極落實各項人權議題之調查，致力推動人權保障，並

促使行政機關採取具體改善措施，以提升政府施政效

能及公開透明。貝國監察使公署與我國監察院皆以促

進人權保障及致力為民服務為目標，兩國均崇尚自

由、民主、人權，兩機關加強交流合作、分享經驗，

將有助人民權益確實獲得保障。 

本次合作協定為本院繼 1999、2003、2005及 2013

年分別與阿根廷國家護民官署、巴拿馬護民官署、

巴拉圭護民官署及尼加拉瓜人權保護檢察官署後，

第 5 個與本院簽署相關合作協定之國外監察機關。 

  

 

 

 

 

 

 

 

 

 

 

 

 

 

 

 

當地媒體報導監察院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簽訂「中貝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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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巡察駐外館處及相關單位 

一、 巡察駐洛杉磯辦事處 

一、 巡察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一) 巡察日期：2015年 11 月 6日 

(二) 巡察紀要： 

1. 人員編制：現任駐洛杉磯辦事處處長為夏季昌。 

國內共 11個部會派駐人員於洛杉磯，其中包括

外交部、經濟部(含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教育部、僑委會、國防部、文化部、財政

部關稅總局、交通部觀光局、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移民署及科技部，各機關派駐人員合計

40 名，連同本地雇員 41名，共計 81 名。  

2. 代表處業務概況 

(1) 密切注意蒐集轄内重要聯邦國會議員之動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聽取洛杉磯辦事處夏處長季昌業務簡報，瞭解我國於洛

杉磯各項外交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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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維持與所轄國會議員選區辦公室良好互

動。 

(2) 亞利桑納州交通廳與洛杉磯辦事處簽署「臺

亞駕照相互承認協定」。並積極洽談與新墨西

哥州簽訂雙邊駕照互惠承認協定。 

(3) 善用我國軟實力，增加我國於國際能見度，

「犀利人妻」於洛杉磯西語電台播映，洛杉

磯時報於本年 10月 15 日頭版報導。 

(4) 領務工作包括國人護照換、補、各類加簽、

外國人簽證及文件證明等項目，民眾申辦領

務案件數量近年來每年均達約 3 萬餘件（護

照約 1萬件，為全球各館第一，文件證明約 2

萬件，為全球各館第二），居我駐外館處之前

6 名，並增加便民措施如信用卡支付、照相服

務及行動領務。 

(5) 加州僑民及僑團數量龐大，對當地主流社會

具影響力，積極加強與渠等之密切聯繫，有

助與傳統政務工作達相輔相成之效。 

(6)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協助輔導僑團活動，強化

僑社聯繫；辦理海外僑教業務推廣，薪傳具

臺灣特色之優質中華文化；鼓勵僑青參與僑

社活動，深化與僑社新生代聯結。  

(7) 追緝外逃重大貪瀆及經濟罪犯、臺美刑案之

國際合作、廉政、政風及保防等。  

3. 院長及委員提示意見： 

(1) 關切本國外逃滯美之重大貪瀆及經濟罪犯，

駐處與美方聯繫情形。 

(2) 瞭解辦事處與洛杉磯當地世界名校如加州大

學洛杉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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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 ）、 加 州 大 學 聖 塔 芭 芭 拉 校 區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及南

加 州 大 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合作計畫。 

(3) 瞭解駐處的人員考核制度、內控機制之風險

評估與管理情形、轄區的業務運作情形，以

及駐外館處領導統御及指揮情形。 

(4) 世界各國及地區予持用中華民國護照的國人

赴訪免（落地）簽及其他簽證便利待遇的數

目為 150 餘國，顯見持有我國護照相當便利，

爰特別關注有關我國護照遺失有無追蹤及被

冒用情形。 

(5) 瞭解無戶籍國民（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回復我國國籍尚

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1
）申請短期入國

停留之規定。 

(6) 國防業務於洛杉磯業務繁重，瞭解裁撤人員

後對業務之影響。 

二、 參訪洛杉磯臺灣書院 

(一) 參訪日期：2015年 11 月 14日 

(二) 參訪紀要： 

1. 設立源起：臺灣書院的設立源於馬英九總統之文

化政策，係文化部海外駐點。臺灣是華人文化重

鎮，舉凡儒學、佛學、禪宗、文學、建築、工藝、

傳統民俗等，均較其他華文地區得到更完整的保

存與發揚。而臺灣文化的特色係以「生活方式」

為核心，文化特質表現在電影、詩歌、紀錄片等

                                                 
1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條第 4 項有關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定義。 



11 

 

藝術及文化活動型式中。「臺灣書院」之設立，

提供藝文相關講座、活動及訊息，旨在促進臺灣

與國際社會的文化交流與發展，在海外進行小而

美的文化交流。 

2. 成立時間：民國 100 年即開辦洛杉磯臺灣書院，

以線上資源為主，實體書院則於 103 年 10 月 3

日成立。 

3. 設置目的： 

(1) 規劃、協調及籌辦文化交流活動。 

(2) 籌辦及參與文化及文創相關之國際展覽、演 

出、講座、研討會等活動。 

(3) 規劃、協調及籌辦推廣臺灣文化之相關活

動。 

(4) 協助、協調及舉辦各公私部門籌劃之聯合文

化特展。 

(5) 蒐集國外文化政策及執行面之相關資訊，借

鏡外國如何管理海外文化推廣中心。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參訪洛杉磯臺灣書院，瞭解文化業務推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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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院長及委員提問： 

(1) 關切文化部及僑委會自民國 100年起陸續在

美國紐約、休士頓及洛杉磯等 3 地區設立實

體臺灣書院之人員編制、組織、職務及預

算，並瞭解所編列的資源是否足以完成臺灣

書院之任務及目標。 

(2) 瞭解行政院曾於 104 年 1 月通知各部會「行

政院臺灣書院政策推動小組設置要點」自即

日停止適用，業務回歸各部會辦理之原因及

目前臺灣書院業務之跨部會協調機制。 

(3) 瞭解臺灣書院對於政府推動國際宣傳工作

之角色及成效。 

(4) 「臺灣書院」（Taiwan Academy）之英文名

稱是否會讓英語人士誤解該中心為文化傳

播功能而非學術功能。 

(5) 臺灣書院座落的地點是否確實發揮提升臺

灣國際形象及讓該國民眾更瞭解臺灣。 

三、 巡察我駐貝里斯大使館並與僑領座談 

(一) 巡察日期：2015年 11 月 12日 

(二) 巡察紀要： 

1. 人員編制：現任駐貝里斯大使館大使為何登煌。 

外交部派駐人員 5 名。 

2. 代表處業務概況 

(1) 我國與貝里斯有正式邦交關係，與貝國歷屆政

府高層包括總督、總理、副總理、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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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長及其他閣員皆維持良好關係。兩國雙

邊高層互訪頻繁，情誼穩固。 

(2) 貝國支持我國參與國際組織，該國曾分別於聯

合國為我執言，並為我國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及國際漁業

組織等發聲。 

(3) 貝我雙邊合作包括「稻種計畫」、「園藝計畫」

及「食品加工計畫」等 3項技術合作計畫；「水

產養殖計畫」、「柑橘黃龍病防治計畫」、「資通

訊計畫」等 3 項農技合作計畫 及「羊隻品種

改良」、「香蕉健康種苗商業生產」及「田間食

品安全體系建立」計畫。 

(4) 協助貝國建立資通訊計畫（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藉由推

動電子化政府，提高貝國政府行政效率、提升

貝國資通訊競爭力。 

(5) 捐贈醫療器材、推動與貝國腎臟疾病防制能力

計畫、派遣行動醫療團隊義診、派員協助訓練

使用。 

(6) 多次捐贈貝國政府對其基層貧困民眾提供食

物救濟，協助度過緊急難關，透過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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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我國重視人道援助形象。 

3. 院長及委員提示意見： 

(1) 貝里斯為我國於中美洲邦交國之一，關切今年

11 月 4 日貝里斯剛結束的國會大選結果，對我

國與貝國邦交影響程度。 

(2) 貝里斯有熱心僑胞設立「華強中文學校」、「強

尼中文學校」及「山水中文學校」，瞭解貝國當

地推動華語文學習，特別是正體字在當地之推

廣情形。 

(3) 關切國合會在貝里斯之技術合作計畫包括水

產養殖計畫、資通訊計畫及柑橘黃龍病防治計

畫，投入資源及推展情形。  

4. 與僑胞會談： 

              巡察我駐貝里斯大使館業務後，緊接於大使

館內進行僑胞會談，聽取旅貝臺商心聲，並瞭解

我國與貝里斯雙邊經貿互動情形、我國企業或僑

民於當地投資的主要產業等情形。  

 

 

 

 

 

 

 

 

 
左圖：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聽取駐貝里斯何大使登煌巡察簡報，瞭解駐地發展情形 

右圖：於大使館內與貝里斯僑胞座談，聽取僑胞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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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晤政要及參訪 

一、 會晤烏拉圭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代理主席 Berta 

Sanseverino 女士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會晤紀要： 

烏拉圭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代理主席 Berta 

Sanseverino 女士（主席適值出國）歡迎張院

長、江委員及代表團一行到訪。對於張院長同

以女性身分擔任保障人權之角色感到惺惺相

惜。 

Sanseverino 代理主席提到，烏拉圭國內

負責人權保障機制可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就

是近年設立之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第二為國

會下設人權委員會；第三則是為了加強監獄管

理，特別設立監獄管理委員會。Sanseverino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與烏拉圭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代理主席 Berta Sanseverino 女士會 

晤，分享兩國人權保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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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亦提及該國近年致力提升兩性平

權，也有立法保障女性從政之名額。 

國會建築聘請義大利建築師 Vittorio 

Meano，於 1908 年開始興建，1925 年落成，以

新古典主義風格建造，華麗雄偉，該建築於 1975

年成為該國國定古蹟。國會建築至 2015年已有

90 年的歷史，今年正逢監察院國定古蹟落成百

年，除 4 至 5 月間曾舉辦為期 1 個月的「百年

風華 千秋柏臺」特展，亦製作紀念郵摺，張院

長特贈送 Sanseverino 代理主席本院百年古蹟

紀念郵摺，兩棟建築相互輝映。 

國會分參、眾兩院，並設有「政府學院」

（escuela de gobierno），以客觀政治的見解，

提供新議員上任前及期間，政治、國會研究等

相關專業資訊，加強渠等技術及專業性；另若

政黨之間對於某項議題出現分歧，亦可請該學

院之專家提供獨立之意見及諮詢，以求達成共

識。 

國會內設置圖書館，館藏豐富，但面臨館

藏空間不足之狀況，並詢問有關臺灣之書籍電

子化相關作法，張院長及江委員分享我國故宮

在典藏文物電子化發展非常成熟，未來兩方或

可有機會多加強合作，分享經驗。 

二、 會晤烏國執政黨眾議員 Jorge Pozzi 及 Sergio Mier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會晤紀要 

我駐阿根廷代表處
2
黃大使聯昇安排代表團

與烏國兩位執政黨眾議員 Jorge Pozzi 及

Sergio Mier 會晤。值得一提，代表團抵達烏

拉圭時，眾議員 Mier 特別指派助理，於機場
                                                 
2 因我國在烏拉圭未設有代表處，故由阿根廷代表處兼轄該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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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快速出關，友我態度可見一斑；另 Pozzi

眾議員曾於 2013 年訪華，對我國極為喜愛並

大力讚賞我國各項建設及文化。兩位議員並特

別關心 11 月 7日兩岸 66年來，雙方領導人首

次會面，極具歷史意義的馬習會後，雙邊政治

情勢。 

 

 

 

 

 

 

 

 

 

 

 

 

 

 

 

 

張院長提及自馬總統英九上任以來，兩岸

關係大幅改善，特別是臺灣在與各國免簽證或

落地簽證之政策，未受陸方阻撓與抗議。另鑒

於烏拉圭在臺灣未設立商務辦事處，致我國人

民需向烏國駐日大使館申請該國簽證，雖目前

可透過電子郵件方式申請（期程約 2-3 週），

仍大幅減低我國民眾前往該國之意願，爰請兩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在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左 2）陪同下，與烏拉圭執政黨

眾議員 Jorge Pozzi（左 1）跟 Sergio Mier（左 3）會晤，請渠等為我爭取赴烏國免（落地）

簽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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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眾議員為我發聲，促使該國政府給予我國人

民免（落地）簽，促進烏國觀光業發展、投資

之機會及未來在臺設立商務辦事處的可能性。 

三、 會晤烏拉圭蒙特維多市市議會議長 Martin Nessi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會晤紀要： 

代表團與烏拉圭蒙特維多市市議會議長

Martin Nessi及市議員Marcos Laens會晤，雙

方先就兩國監察制度交換意見。Nessi議長對

於本院職權功能表示讚賞及欣羨，並贊同本院

對人權保障所做之努力，另提及烏拉圭亦逐年

重視人權保障，兩國皆為尊重及維護人權之國

家。 

該市議會組成年齡偏青壯年，平均40歲，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在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陪同下與烏拉圭蒙特維多市市議

會議長 Martin Nessi（右 2）及市議員 Marcos Laens（右 1）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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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預算5年審理一次，目的期望地方政府提

出長期、有遠景之計畫，避免因政黨輪替而使

計畫生變，期間若有超出原先規劃時之事項，

亦可加開臨時會，決定是否增加預算。不同黨

派之間，雖因各自追求之理念，對某項議題產

生分歧，但仍會盡力追求為人民福祉最大化之

結果，消除歧見，達成共識。 

四、 參訪烏拉圭 Canelones 省唐氏症庇護工廠 

 

 

 

 

 

 

 

 

 

(一) 參訪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參訪紀要： 

唐氏症（Down syndrome）發生之原因為

染色體異常，正常的染色體皆為成雙成對，唐

氏症則是人類第 21 對染色體多了一個，也就

是同時有三個染色體時，便造成先天智能不足

或多重疾病。病名命名源自 19 世紀末期，英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

雯在駐阿根廷代表處黃

大使聯昇陪同下，參訪

烏拉圭 Canelones 省唐

氏症庇護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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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John Langdon Down 醫生，首次描述該症狀

之特徵。世界各國唐氏症患者雖無血緣關係，

但外觀表徵通常如出一轍，因而也被稱為國際

人或國際臉。唐氏症患者經過智能復健後，可

達到照護自身生活的基本能力，但因伴隨著其

他先天性疾病，所以仍須由家屬或照護機構長

期照顧。 

在我駐阿根廷大使黃大使聯昇及前眾議

員 Gustavo Espinoza 陪同下，代表團前往位

於烏拉圭 Canelones省參訪當地唐氏症庇護工

廠。該照護中心收容百餘名唐氏症兒童，並將

渠等依年齡大致分班，請教師及照護人員教導

孩童基本生活能力及幫助復健，藉由教導繪

畫、木工及運動等讓孩童學習基本技能。除了

善款外，該工廠並販售孩童手工製作之工藝

品，增加收入，並可讓孩童有機會接觸人群及

社會，進入社會。 

五、 出席我國外交部小額援贈「臺灣價值 和平與共存」

計畫案活動開幕式 

(一) 參訪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出席活動開幕式紀要： 

外交部小額援贈之「臺灣價值 和平與共

存 」（ Valor de Taiwán para la Paz y 

Conviencia）計畫，目的除加強我國與烏拉圭

兩國之友好關係外；另兩國對於捍衛人權、關

懷世界及維護和平有著共同理想，且感於世界

有著太多紛亂與爭執，需推廣具關懷、美德及

包容的作為和事蹟，進一步將其轉化成生命中

的典範，以期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除此之外，因兩國沒有正式邦交關係，網

路上各項資訊有限，藉由該網站之設置，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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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青年通力合作，提供有關臺烏國情、文

化、美食、旅行、求學、經商、交流等資訊，

俾求以更活潑、更即時的方式，使兩國人民瞭

解雙方動態。並以網路的力量拉近彼此距離，

打破外交隔閡，讓臺灣跟烏拉圭能更親近。  

本院代表團受邀前往出席開幕式，張院長

於致詞時表示兩國除無邦交關係外，我國國民

辦理烏拉圭簽證耗時，也是造成兩國對彼此不

甚瞭解的原因，透過該網站，能超越時空的限

制，即時網上互動，彈指之間便能拉近雙方距

離。當地民眾對該計畫之啟動甚為歡欣，熱情

支持參加開幕式，場面熱鬧，並自編歌曲，歌

頌 臺 灣 的 美 好 。 本 計 畫 網 址 為

http://www.convivenciaypaz.com/。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出席外交部小額援贈「臺灣價值 和平與共存」計畫活動開幕式 

 

 

http://www.convivenciayp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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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會晤烏拉圭在野黨眾議員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9日 

(二) 會晤紀要： 

代表團與烏拉圭在野黨眾議員包括

Guillermo Facello、Tabere Viera、Jaime 

Trobo、Daniel Peña、Alberto Perdomo、前

眾議員 Gustavo Espinosa 夫婦及市議員

Marcos Laens 等 7 位政要會晤，因 7 位政要皆

曾受邀訪華，談起在臺灣的體驗，格外親切，

且因曾訪問臺灣，對我國民主制度、憲政、商

業發展及文化皆大為讚賞。 

晤談間，張院長表示臺烏兩國皆為尊重及

維護人權之國家，並再次提及盼烏拉圭政府能

給予我國人民免（落地）簽，因為臺灣的護照

在全球 153國家都享有免簽或落地簽的權利，

所以也希望能積極促成與烏拉圭的免簽或落

地簽計畫，刺激雙邊經濟。 

 

張院長博雅致贈烏拉圭在野黨眾議員 Guillermo Facello（左圖）及 Tabaré Viera（右圖）本院百年古蹟

紀念郵摺及故宮郎世寧富貴長春滑鼠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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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 Zonamerica自由貿易園區 

 

 

 

 

 

 

 

 

 

 

 

 

 

(一) 參訪日期：2015年 11 月 11日 

(二) 參訪紀要： 

自由貿易園區（Free Trade Zone）為一

個國家在特定劃定區域內，給予國外商品免稅

自由進出，國外企業可在自由貿易園區將產品

簡單加工後出口。 

張院長博雅（左 2）在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中）陪同下與執政黨眾議員 Sergio Mier

（左 3）一同參訪烏拉圭 Zonamerica 自由貿易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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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圭 Zonamerica 是該國第一個創立之

自由貿易園區，創立於 1987 年。該園區願景

為以烏拉圭作為轉運中心，將貨品出口至鄰近

國家。該種商業形式之發展，成就了該國急速

發展的重要元素之一。而已創立 30 餘年的

Zonamerica 可說建立了良好的典範。 

Zonamerica 的突出在於不斷的創新、服

務及專業人員的進駐，園區提供基礎設施、廠

房、保全、技術、人力資源，讓 Zonamerica 能

提供完整服務。 

Zonamerica 目前吸引來自世界級、大型

企業及個人企業駐點，2011 年被自由貿易協

會選為拉丁美洲最佳自由貿易園區，成功證明

此種高效率商業模式，目前世界各國亦積極推

動設立自由貿易園區，促進各國商業交流。 

目前廠區約有 350 家企業，領域包括服

務、會記、諮詢、地區總部、行政、銀行、軟

體研發、客服中心、物流等。廠內員工 1 萬餘

人，提供烏拉圭國內約 1.5%國內生產毛額。 

八、 會晤阿根廷眾議員 Elisa Carrio 女士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11日 

(二) 會晤紀要： 

阿根廷卡莉歐眾議員前於本年 10 月間訪

華並拜會張院長及江委員相談甚歡，當時卡莉

歐議員表示若院長親自率團至烏拉圭參加本

年 11 月間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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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渠將會從阿根廷前往烏拉圭與院長再敘，

爰此次再聚，雙方格外開心，場面溫馨。 

阿國甫於本年 11月 22日舉辦第二輪總統

大選，結果由卡莉歐眾議員所屬的在野陣營

「一起來改變聯盟」候選人暨阿京市長馬克里

（Mauricio Macri）當選。卡莉歐眾議員向我

駐阿根廷黃大使聯昇表示，張院長和藹可親及

平易近人的風範令人印象深刻，為表重視與張

院長情誼，致送張院長邀請函邀請參加阿國總

統就職大典慶祝活動，實際感受阿國歡慶新政

府就職的活動，張院長雖非常希望能親自前往

參加阿國總統就職大典，惟當日早已排定重要

行程，故無法親自參與該國盛事大典，但仍可

顯見兩方堅定之情誼。 

 

 

 

 

 

 

 

 

 
本院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在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左 1）陪同下與阿根廷卡莉歐議

員（右 2）再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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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拜會貝里斯總督楊可為爵士 

 

 

 

 

 

 

 

 

 

(一) 拜會日期：2015年 11 月 13日 

(二) 拜會紀要： 

張院長首先代表馬總統向楊可為總督申

致誠摯問候，楊可為總督表示本年 5 月率團訪

問我國，承蒙馬總統百忙中舉行國宴款待，對

馬總統盛情至表感謝。張院長與江委員推崇楊

可為總督學術、藝術修養深厚，在我國出版貝

國鄉土故事集「滿滿的帕塔奇籃」（Pataki 

Full），透過生動故事向國外介紹貝國優美自

然環境、崇向自然民風。楊可為總督對渠作品

引起張院長等注意表示欣慰，感謝我國多年來

對貝國提供各項援助，是貝國親密友邦，並以

張院長與該國監察使簽署合作協定，將兩國合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在駐貝里斯何大使登煌（右 1）陪同下，拜會貝里斯總督楊可為

爵士（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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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延伸至廉能政府、人權保障嶄新領域表示讚

許。張院長則感謝總督一貫鼎力支持我國國際

參與，希望總督於適當機會再度訪問我國。 

十、 參訪臺貝水產養殖中心 

 

 

 

 

 

 

 

 

 

(一) 參訪日期：2015年 11 月 13日 

(二) 參訪紀要： 

2009 年 5 月馬總統抵貝里斯訪問期間承

諾貝里斯 Dean Barrow 總理，協助貝里斯提升

吳郭魚養殖產業 。 

計畫階段目標： 

1. 邀請國內專家組團考察設計規劃後建

造完善之吳郭魚育苗中心並派遣養殖

技術專家輔導配合人員的能力建構。 

張院長博雅及江委員綺雯聽取臺貝水產養殖中心業務簡報，貝國農業部農業司長 Roberto 

Harrison（右 1）亦到場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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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進我國先進繁養殖技術及經驗，以

提供貝國養殖戶品質優良及數量穩定

之單性魚苗，另協助貝國合作單位以

在地農副產品研發取代性飼料，降低

養殖戶飼料成本。 

3. 協助建立吳郭魚市場行銷機制，促使

達到貝國中小型吳郭魚養殖產業發展

之總目標。 

計畫成果： 

1. 完成魚苗生產水泥池 28 口、大型蓄水

池 1 口、室外土池 16 口、辦公室大樓

1 棟、倉庫建構工程、場站電力供應系

統以及進排水系統等。 

2. 派遣 6 名短期專家(水產養殖、工程、

市場行銷及替代飼料領域)完成在貝里

斯的專業知識之教授與輔導。 

3. 已完成成長試驗，結果顯示自製配方的

替代飼料製作總成本僅占進口飼料市

價的 70%左右。  

計畫財務效益： 

1. 提供貝里斯 257公噸吳郭魚產品生產之

用，創造終端產值可達 127萬美元，同

時亦作保種之用。 

2. 完成行銷規劃及優良吳郭魚產品認證

標章。 

3. 舉辦 3 次全國性國際農業展之展示推

廣，藉以推廣養殖吳郭魚。 

4. 截至 2015 年 10月，訓練包含產官學漁

業背景相關之人士 189 名，並辦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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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吳郭魚養殖技術訓練及研習班。 

張院長與江委員參訪臺貝水產養殖中

心，聽取周經理俊賢工作簡報，貝國農業部農

業司長 Roberto Harrison 亦在計畫辦公室迎

接。張院長與江委員十分關切我國際合作轉型

有關情形，並親自請教 Harrison 司長對本計

畫有何評論。Harrison司長表示水產養殖有助

提供貝國民眾蛋白質營養，並具外銷發展潛

力，貝國政府對該計畫至為重視，對我國提供

合作機會表示感謝。張院長並探望該計畫替代

役男，對渠在貝生活情形極為關注，多所垂詢

慰勉。 

十一、 會晤貝里斯國會眾議院議長裴瑞斐德 

(一) 會晤日期：2015年 11 月 13日 

(二) 會晤紀要： 

貝里斯國會眾議院議長裴瑞斐德前於

2015 年 4月間訪華並蒞院拜會，與張院長、孫

副院長大川及江委員相談甚歡，此行前往貝里

斯當應回訪。適逢該國國會 11 月 4 日大選甫

完竣，代表團原預定前往國會拜會議長裴瑞斐

德，恰逢新一屆國會議員就職典禮，裴瑞斐德

先生續任議長，必須出席就職典禮，爰無法前

往國會。 

裴瑞斐德議長參加就職典禮後，偕母親與

女兒一家三代、與國會秘書室主任 Eddie 

Webster 特趕來與張院長餐敘。裴瑞斐德議長

對張院長與江委員來訪表示熱列歡迎，並對本

年上半年訪問我國時，有機會拜會監察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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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熱忱接待表示榮幸與感謝。張院長則對

裴瑞斐德議長連任表示祝賀，並祝渠任內順利

成功。 

 

 

 

 

 

 

 

 

 

 

 

 

 

 

 

 

陸、 結論及建議 

監察院此行應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之邀，

組團前往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市參加第 20 屆 FIO 年

會，旨在增進本院與伊比利美洲各監察組織之友好情

誼，強化區域合作關係及實質交流，擴展我國監察活動

之參與空間。同時巡察我駐洛杉磯辦事處及駐貝里斯大

使館，茲將此行所得意見與收穫臚列如次： 

一、本院首度由院長率代表團出席 FIO 年會，提升與中南美

洲重要監察人士暨政要之友好關係 

監察院自 1999年起，每年均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本院張院長博雅致贈我國特有禮品法藍瓷予貝里斯國會眾議院議長裴瑞斐德，祝賀渠再度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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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 年會。本次係本屆 FIO 主辦國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

民官 Mirtha Guianze 女士於 104年 6、7月間訪華並親

自遞送邀請函，誠摯歡迎本院張院長博雅及代表團出

席，展現十足親善關係；另 FIO 主席巴拉圭護民官

Manuel María Páez 先生，亦以該組織主席名義致送邀

請函，爰張院長博雅欣然應允，順利前往非邦交國參與

年會，顯見本院長期成功經營友好人脈，有助強化中南

美洲監察相關工作，也促成此次首度由監察院院長率團

出席 FIO 年會，層級歷來之最，意義重大。 

二、妥善聯繫本屆 FIO 年會事宜，圓滿達成任務 

本院雖出席 FIO年會多年，經驗豐富，然中南美洲

地區國家政局不穩，每次出訪都是一項新的挑戰。本屆

年會係由烏拉圭主辦，在烏、我兩國 20 餘年沒有邦交

的情形下，欲邀請主辦國護民官訪華，實非屬易事。惟

幸賴本院長期耕耘該組織及駐阿根廷代表處平日用心

經營，方促成今年 6 月烏國人權保障暨護民官 Mirtha  

Guianze女士親自遞送邀請函予院長之美事。 

Guianze女士訪華，與本院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

同時也在院裡發表演說，介紹該國護民官署組織職掌，

並與監察委員交流工作經驗，場面熱絡。Guianze 女士

也因為此次訪問，對本院及我國監察制度印象深刻，促

成了本次順利出訪 FIO年會。 

三、出席 FIO 年會，增進瞭解中南美洲國家間監察工作動態 

代表團藉由參加 FIO 年會，瞭解到整個中南美洲國

與國、護民官與護民官間，就監察及人權伸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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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緊密合作與聯繫的。 

本屆會議主題為「公共訊息之獲取及透明化」，本

院亦於會上以書面資料分享我國已實施 10 年的政府資

訊公開法及監察院所負責的陽光四法實施情形，並與各

國代表充分交流。 

   廣結善緣，與人為善。代表團在會場上除與各國護

民官進行意見交流，也贈送本院建築百年古蹟紀念郵摺

予在場出席人員，並適時邀請重要國家護民官來訪（如

瓜地馬拉人權檢察官戴雷昂先生）。本院積極參與 FIO

年會，展現對於監察及人權事務的關懷，倍受肯定。 

四、突破藩籬，與多名烏拉圭政要會面 

本次代表團前往烏拉圭出席 FIO年會，在我國駐阿

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協助安排下，總共與 9 名烏拉圭

國會議員會面，其中 2名是執政黨眾議員，另外 7 名則

是在野黨眾議員。在我國與烏國沒有邦交的情形下，能

有如此成果，實屬不易。 

如前所述，中華民國與烏拉圭多年來沒有邦交，對

彼此的認識有限。在這樣的外交現勢下，代表團行前多

方沙盤推演，抵達烏拉圭前低調行事，避免招致不必要

的紛爭。 

在行前充分準備下，此行與烏國眾議員之間的互

動，是細緻且務實的。雖然我國在烏拉圭的政治情勢不

甚明朗，惟執政黨眾議員仍在代表團抵達當日，即派員

到機場協助快速且順利通關。 

後續與 7 名在野黨眾議員交流過程中，也感受到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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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臺灣民主制度之支持與肯定。代表團也適時提出烏

拉圭與臺灣之間免簽或落地簽計畫，期藉此刺激雙邊經

濟。 

FIO 年會結束後，烏國執政黨議員主動安排本院代

表團前往參觀烏拉圭知名的 Zonamerica 自由經貿園

區，入園區後便看到我國國旗旗幟飄揚迎接，足見此行

外交突破，實至名歸。 

五、拜會烏拉圭國會及人權委員會，為烏我兩國合作開展契

機 

烏拉圭國會主要由參、眾兩院組成，其中特設有「國

會諮詢學校」，主要目的是要讓新從政者有一預先學習

的機構，讓他們不用一當選就馬上在沒有經驗的行為或

語言的情形下上場。此外，如政黨之間有紛爭，抑或需

要專家諮詢，也可以透過該諮詢學校來處理。 

復以，在拜會烏拉圭蒙特維多市議會時，也瞭解到

烏拉圭之預算編列方式相當特別，每 5 年編列及審查一

次，如中間有計畫增加，便再以召開臨時會方式決定追

加與否。由機構設置與議事運作模式可以窺知，烏國政

黨政治對於不一致的事情，係以透過共謀共商方式，力

求達成共識。 

除此之外，代表團並與烏拉圭眾議院下設置之人權

委員會代理主席會晤。代理主席也說明在烏拉圭，人權

保障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係人權保障暨護民官署；

第二是國會轄下設置人權委員會；第三則是針對監獄管

理，特設監獄管理委員會。而為了鼓勵更多女性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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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圭亦逐漸調整相關法律門檻，提升兩性平權。 

代表團亦實地走訪烏拉圭國會圖書館。該館之建築

不僅富麗堂皇，館藏更是豐沛且具特色，如唐吉訶德之

作品、哥倫布手稿，更是鎮館之寶。 

在參訪過程中，圖書館館長也特別詢問，有關臺灣

圖書館館藏書之電子數位化情況。對此，院長及委員也

以故宮為例，表示我國在這方面相當有經驗，如未來兩

方有機會能多加合作的話，相信將是另一可以著墨且深

具意義的外交課題。 

六、我國小額捐款成效良好，有助本國形象樹立 

本次在烏拉圭當地，代表團參訪了兩項由我國所贊

助的小額援助計畫。首先是位於 Canelones省的唐氏症

庇護工廠，在這個庇護工廠內，我國透過捐款予當地聖

加會教會，也間接幫助有需要的孩童以及充滿熱情的社

工。 

除此之外，外交部亦小額援贈「臺灣價值 和平與

共存」計畫。該計畫案主要是由臺灣及烏拉圭的青年共

同合作，藉由設置網站與成立青年訪問團，實地記錄雙

向互動交流情形，再利用網際網路的傳播力量，將臺灣

跟烏拉圭的國情、文化、美食等綿延傳承下去。本計畫

執行相當成功，從全校全員出動迎接本院代表團，以及

網站成果展示時座無虛席，可見一斑。 

七、與貝里斯監察使公署簽署合作協定，獲當地媒體大幅報

導 

本次代表團除出席 FIO年會外，在有限預算及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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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亦積極尋求與友邦貝里斯監察使公署合作的機會。

此次最大的收穫，係與該公署監察使亞祖(Lionel Arzu)

簽署中貝合作協定，貝國非常樂見能夠與本院建立業務

合作的平臺，盼深化兩國未來監察交流，分享人權保障

工作經驗。 

是日院長也誠摯邀請亞祖監察使訪問臺灣，進一步

瞭解中華民國五權憲政體制下的監察院職權，獲亞祖熱

情答應。這份榮耀與成果，我駐貝里斯何大使登煌及僑

胞齊與見證，當地媒體亦對此大幅報導，廣獲好評。 

貝里斯一行，除達成簽署中貝合作協定的里程碑

外，代表團亦拜會貝國總督楊可為爵士，楊總督才華洋

溢，在語言、文學、音樂等領域卓有成就，著有「滿滿

的帕塔奇籃」（Pataki Full），講述貝國民俗故事，饒

富寓意。 

另代表團再次與貝里斯眾議院議長裴瑞斐德先生

相聚。裴瑞斐德議長今年 4月曾蒞院拜訪，此次拜會適

逢貝里斯大選結束、新科議員就職典禮當日，裴瑞斐德

議長於百忙中驅車前來與院長及委員敘舊，雙方情誼，

可見一斑。 

八、參觀臺貝水產養殖計畫中心，見證務實外交情誼 

在貝里斯訪問期間，參觀由國合會補助的「臺貝水

產養殖計畫中心」。該計畫主要是從技術、養殖到行銷，

協助貝里斯進行吳郭魚繁殖，盼藉以增進貝國經濟收

益。 

目前在貝里斯養殖戶計有 128戶，計畫主要分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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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第一是魚苗的培育，教導當地人民如何將吳郭魚

從雌性變為雄性，以增加吳郭魚的經濟價值。第二是研

發替代性飼料，幫助降低養殖成本，增加未來出口產

值。第三則是行銷。 

在進行交流討論的過程中，代表團也充分感受到貝

里斯對於我方的感恩之情。貝國農業暨天然資源部局長

也表示，他們相當重視這項計畫，並且向下紮根，從在

學校池塘試放魚苗開始，讓學生從小就能自然地接觸到

吳郭魚，期許未來持續朝技術面深耕發展。 

九、與僑胞面對面互動，有助我加速瞭解當地政經情勢 

本次代表團訪問，除了行前與相關單位多方聯繫，

確保行程順利外，抵達烏拉圭、貝里斯與旅居僑胞的近

距離接觸，有助於代表團成員瞭解烏貝兩國，及中南美

洲地區的政經情況。 

其中，特別是在烏拉圭地區，由於沒有邦交以及中

國大陸等因素，當地僑胞人數僅 100 多名。因此本次院

長及委員親自到訪，渠等除了感到十分榮幸與驚喜外，

藉由他們的介紹與說明，也讓代表團更加瞭解烏拉圭概

況，對於後續在烏國的行程走訪，產生一定的助益。 

相較烏拉圭而言，基於語言與地理位置等因素，僑

胞在貝里斯蓬勃發展，各行各業皆有之。從與貝里斯僑

胞座談中也瞭解到，眾人因緣際會來到這個美麗的國

度，各自打拼開創事業，對臺灣的情形，他們也是相當

關心，國家有需要之時，都非常願意出錢出力。 

在與僑胞的互動過程中，代表團也在 FIO 會場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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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一貫道僑民。經瞭解，烏拉圭有許多信奉一貫道的

臺灣移民，自小家教甚嚴，閱讀四書五經，言行誠懇不

欺瞞，經常擔任翻譯工作，在當地頗受尊重。 

十、監察與外交工作推展，相輔相成，共創突破 

在緊鑼密鼓為期 12 日的拜訪行程中，由於我國與

烏拉圭之間沒有邦交，加以中間有中國大陸壓力等因

素，此行在烏拉圭限制較多，然本次能成功與多名烏拉

圭及阿根廷政要接觸會面，幸賴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

聯昇居中斡旋，可謂功不可沒。 

另因我國與貝里斯為邦交國，本院第五屆監察委員

上任後，便積極推動與國外監察機關簽署合作協定，本

次在我駐貝里斯大使館居中密切聯繫下，順利促成雙方

簽署合作協定，為日後經驗分享開啟契機。此可謂政府

機關相輔相成，以監察外交著眼，推動實質外交之良例。 

此行由院長領軍的代表團，除與邦交國加強建立關

係外，並協助外交部突破許多障礙，建立與往常較不易

接觸到的政要間聯繫。本次出訪，實為拓展監察、協助

外交，共謀合作與成長。 

十一、感謝外交部駐外單位之協助，本院代表團順利完成任

務 

本次代表團出訪特別感謝我國 5駐外館處之協助： 

(一) 駐日本代表處：因烏拉圭於我國未設有商務辦

事處，爰委請駐日本代表處協助辦理烏拉圭簽

證，該處辦理簽證掌握時效，順利成行。 

(二) 駐洛杉磯辦事處夏處長季昌及同仁：安排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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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當地行程及與當地重要僑領會晤，瞭解僑情

及政經等各項發展情形。 

(三) 駐邁阿密辦事處王處長贊禹及同仁：協助安排

代表團轉機等相關事宜。 

(四) 駐阿根廷代表處黃大使聯昇及同仁：安排代表

團當地行程及與當地重要政要及僑領會晤，瞭

解政經及僑情等各項發展情形。 

(五) 駐貝里斯大使館何大使登煌及同仁：積極促成

本院順利簽訂中貝合作協定及安排與當地重

要僑領會晤，瞭解政經、僑情及貿易等各項發

展情形。 

 

柒、 處理意見 

一、本報告肆、巡察暨拜會之一（二）之 3.院長及委員

提示意見(1)~(6)，函請外交部參考。 

二、本報告肆、巡察暨拜會之三（二）之 3.院長及委員

提示意見(1)~(3)，函請外交部參考。 

綜上，本院此次出席會議除成功宣揚我國監察制度外，

會上與各國監察使互動良好，並與多國監察使及人權機構充

分交流意見，使宣揚監察制度、關注國際議題之目的圓滿達

成。 

代表團團長：張院長博雅 

代表團成員: 江委員綺雯 

            李警官蕙蘭 

隨 團 秘 書：陳約聘專員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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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 20 屆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年會議程 

XX Congreso Anual de la FIO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地點： Radisson Montevideo Victoria Plaza Hotel, Uruguay 

會議主題：公共訊息之獲取與透明化（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 y Transparencia） 

 

11 月 10 日（星期二）國際研討會 

09：30 

10：30 

【開幕式】 

 烏拉圭人權保障暨護民官 Dra. Mirtha Guianze 女士 

 烏拉圭總統府秘書長 Miguel Ángel Toma 先生 

 伊比利美洲監察使聯盟主席暨巴拉圭護民官 Dr. Manuel 

María Páez Monges 先生 

11：00 

13：00 

【國際研討會】伊比利美洲近年來公共訊息獲取權利之進展 

主持：厄瓜多護民官 Dr. Ramiro Rivadeneira Silva 

 公共訊息執行委員會主席 Dr. Gabriel Delpiazzo  

 哥倫比亞護民官 Dr. Jorge Armando Otálora Gómez 

 伊比利美洲護民官署區域強化計畫主任 Dr. Guillermo 

Escobar Roca 

 Q&A 時間 

14：30 

16：30 

【國際研討會】公共訊息獲取及人權 

主持：秘魯護民官 Dr. Eduardo Vega Luna 

 卡洛斯三世大學公共資訊顧問 Dr. José Manuel Sánchez 

Saudinós 

 巴西公民權利聯邦檢察官 Dr. Aurelio Ríos 

 玻利維亞護民官 Rolando Villena Villegas 

 媒體及社會機構主任 Ricardo Uceda 

 Q&A 時間 

17：00 【國際研討會】護民官角色及公共訊息之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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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主持：波多黎各 Iris Miriam Ruiz Class  

 葡萄牙護民官 Dr. José de Faria Costa 

 西班牙護民官署秘書長 Carmen Comas-Mata Mira(代表西

班牙護民官 Soledad Becerril Bustamente 女士) 

 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席 Luis Raúl González Pérez 哥

倫比亞護民官 Dr. Jorge Armando Otálora Gómez 

 Q&A 時間 

20：00 晚宴 

11 月 11 日（星期三）FIO 大會年會 

09：00 

13：30 
會務議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