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芳草地‧鵲報吉祥年」監察院 110 年新春團拜
監察院 110 年 2 月 17 日舉辦第 6 屆委員上任後首次新
春團拜，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活動採小規模溫
馨方式辦理，嚴謹遵守中央防疫規定並限制參加人數，除保
持適當社交距離外，亦請所有參加同仁全程戴上口罩。
活動開場由監察院同仁於「恭禧發財」歌聲中，進行舞
蹈表演，並扮演舞獅及童子，陳菊院長致祝賀詞後，帶領在場
委員及同仁相互拜年，隨即由監察院控樂團歡唱演奏，並進
陳菊院長於新春團拜致詞 110/02/17

行摸彩；活動中亦有委員演唱歌曲及表演薩克斯風演奏。

陳菊院長致詞時，特別感謝監察院同仁過去一年的辛勞，從去年國家人權委員會揭牌，象徵臺灣
人權新的里程碑，期許監察院可以保護無力、弱勢的人，成為國家的良心、弱勢的依靠。此外，監察
院近來也辦理視訊陳情、陽光法令視訊宣導等數位創新作為，並舉辦院慶系列活動，顯示同仁平日公
務上兢兢業業，亦於活動時展現創意。陳菊院長期許新的一年，監察院持續有新作為，傾聽民眾聲音，
成為人民的靠山，並擔任人民權益的守護者，保障弱勢族群，讓社會更公平、合理。

由左至右、上至下：陳菊院長與委員等人合影、陳菊院長及鴻義章委員、陳景峻委員、浦忠成委員、賴振昌委員、同仁進行
舞蹈表演、扮演舞獅及童子 11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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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別鼠年喜迎牛年
新年好、迎春送舊好福氣，110 年 2 月 9 日為農曆春節前最後
一天上班日，陳菊院長於當日帶領各監察委員、朱富美秘書長及
劉文仕副秘書長至監察院各單位逐一向同仁辭歲及拜早年，感謝
同仁過去一年辛勞，並發送同仁糖果，
「請你呷甜甜，乎你好緣歸
厝邊」
。同仁也熱烈歡迎陳院長及委員，並開心的從陳院長手中接
過祝福的紅包袋及糖果，相互
辭歲送舊，期望接下來的牛
年，大家都能「牛轉乾坤」
，開
創嶄新又精彩的一年。
陳菊院長發送同仁紅包袋 陳菊
院長、委員與同仁合影 110/02/09

守護正義 傳承 90「音樂饗宴」食晝飽 來鬥鬧熱
監察院為慶祝 90 周年院慶，自 110 年 1
月 29 日中午起，於正門大廳或廣場安排為期
5 天的「音樂饗宴」
。5 天精彩節目有：1 月 29
日臺北市立中正國中弦樂團，以多元重奏組合
演繹貝多芬弦樂四重奏作品 18 號等名曲；2 月
1 日卡布達漾-視障薩克斯風表演家，表演西
洋、拉丁、爵士經典名曲和卑南族歌謠；2 日
臺北市立成德國小鼓藝擊樂社，以日本太鼓等
搭配不同打擊樂器，帶給觀眾撼動人心的演
出；3 日晴聲合唱

成德國小鼓藝擊樂社精彩表演後與院長及委員等人合影 110/02/02

團，以四部男女
合唱展現優美和
聲，演唱多首曲
目；4 日調查團二
重奏，由監察院
兩位同仁以口琴
搭配鋼琴、吉他
搭配中國笛，表
演流行樂曲等。
由左至右、上至下：
卡布達漾、晴聲合唱
團、調查團二重奏、主
辦之財申處全體工作
同仁與委員、秘書長
等人合影
110/02/01.03.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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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與 APOR 區域理事長 Peter Boshier 視訊晤談
陳菊院長於 110 年 2 月 26 日與國際
監察組織（IOI）澳紐及太平洋地區（APOR）
區域理事長暨紐西蘭首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進行視訊晤談，並由國際事務小
組委員林盛豐、紀惠容、范巽綠、高涌誠
及賴鼎銘陪同。本次晤談是陳菊院長就任
後，首次與 Peter Boshier 見面，陳院長
表示非常難得有這次視訊交流機會，也盼 陳菊院長及委員與 APOR 區域理事長 Peter Boshier 視訊晤談 110/02/26
未來疫情緩解後，歡迎 Peter Boshier 區域理事長再度來臺訪問，Peter Boshier 區域理事長也再次
肯定監察院係 IOI 十分重要之會員。國際事務小組委員與 Peter Boshier 區域理事長亦就國家人權委
員會之成立、未來雙邊可行之合作交流事項進行熱烈交流討論，期盼為國際監察社群，貢獻更多力量。

陳菊院長接見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 盼深化雙邊合作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於 110 年 1 月 13 日蒞院拜
會陳菊院長，並由監察委員趙永清、張菊
芳及朱富美秘書長陪同座談。陳院長表
示，人生而平等，人權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普世價值，希望能與共享民主價值的國家
合作並與國際接軌，雙方接續就遠洋漁
工、印太地區人權交流等議題交換意見。

AIT 酈英傑處長(左 3)拜會陳菊院長 110/01/13

陳院長向酈處長表達，未來除持續關注兒少、國際漁工、受虐婦女等人權議題外，國家人權委員
會亦將透過系統性訪查，瞭解結構性問題，並與教育部、國家文官學院等政府部門合作，致力促進人
權推廣，希望台灣在歷經爭取民主、自由的奮鬥過程後，能成為一個免於恐懼的所在，每一個人的人
權都要得到最好的保護與尊重，希望台美雙方能一同努力。

五大人權公約！陳菊院長：能夠落實才是人權
監察院長兼人權會主委陳菊 110 年 2
月 22 日表示，人權必須在實際生活中能
實現才是人權，否則再多的人權公約，都
沒有意義，台灣在國際社會，即使政治上
很困難，但希望在人權方面，我們可以抬
陳菊院長及委員等人於黃怡碧執行長(右 4)演講後合影 110/02/22

頭挺胸，做一個人權立國的國家。

陳菊在聽取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的演講後做以上表示。黃怡碧主要針對台灣已通
過施行法的五大人權公約，相互間的競合與扞格問題，進一步就如何落實人權公約，提出說明與建議。
出席委員包括高涌誠、鴻義章、田秋堇、王幼玲、王榮璋、紀惠容、葉大華、蕭自佑、張菊芳、蘇麗
瓊、范巽綠、王麗珍、施錦芳、浦忠成、賴鼎銘等人，全程 3 個小時聽取演講並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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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復前院長與監察院同仁分享養生之道及生活趣聞
欣逢監察院 90 周年院慶，110 年 2 月 3 日朱富美秘書長率同
仁拜訪錢復前院長。高齡 86 歲仍精神飽滿的錢前院長除對陳菊院
長、同仁及院慶表達祝福，也熱絡分享人生智慧與養生經驗。
錢前院長提及不久前腦部手術，在加護病房住 3 天後，被轉到
普通病房，隔日醫生前來關心，竟發現他的手腳都能自行抬起，這
是醫學上少見的復原奇蹟，被主治醫師將他的案例帶到奧地利召開
的世界腦外科醫學會議上報告，獲得在場 1,100 位腦外科醫生讚嘆
稱奇。最近他仍謹遵醫矚，努力復健。
錢前院長表示，這或許與他自年輕起，保持高度生活規律有關。
他努力維持每晚 10 時就寢的習慣，即使出任駐美代表近 6 年期間
亦鮮少破例。院長憶及，當時為促進臺美關係，經常於夜間在雙橡
園舉行宴客活動，為節

錢前院長於監察院一隅 93/01

省時間，他返回官邸即行沐浴，之後於 8 時進行約 1 小時
的晚宴，通常是 6 道佳餚分 3 次上桌，餐後，男、女賓客
分別交誼，品嚐咖啡或小酌酒品，約於 9 時 30 分賓主盡歡
結束餐會，如此顧及主、客隔天工作體力精神，很受歡迎。
院長也讚許夫人田玲玲每次宴客時皆用心記錄出席
賓客名單及菜色，使每位賓客赴宴都能品嚐不同佳餚。
錢前院長還提及因其生活規律，且夜間不接電話，讓
錢前院長(右)與朱富美秘書長(左)合影 110/02/03

陳前總統水扁夜間無法聯繫上的往事。在其擔任第 3 屆監

察院長期間，某日陳前總統半夜致電擬指示他翌日出國執行公務，因他已就寢，只得透過總統侍衛長
電告他的主任至住處喚醒。院長笑稱自己生活很規律無趣，有時與家人共賞偵探影劇，無論劇情如何
精彩，甚或是完結篇，即使家人提議看完再就寢，他仍堅持時間一到，準時上床休息，並交待家人隔
日再告知最終劇情。監察院同仁聆聽這些自律生活經驗與人生智慧，十分受益及佩服。

中央機關巡察發揮監察功能 落實監督機關施政成效
各常設委員會通過年度中央巡察計畫
委員會蒐集機關資料

審計部提供財務資料

中央機關巡察是監察職權行使重要的一環，監察
委員為瞭解中央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之工作、設施
及公務人員有無違法或失職情形，每年監察院各委員
會會議擬訂並通過中央機關巡察計畫，由各委員會分

監察委員至被巡察機關進行實地巡察
舉行巡察會議

別辦理實地巡察業務，每年 12 月則聯合巡察行政院。
實地巡察時，監察委員會針對被巡察機關查察調

提出議題詢問

查案與糾正案之改善成效，同時提出各項議題進行詢
巡察紀錄函送監察院
機關提出改善措施

巡察紀要上網公布

問，促請機關改善，被巡察機關須加以說明或提出改
善措施。巡察內容均彙整為「中央巡察紀要」
，公布於
監察院全球資訊網以供社會大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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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巡察退輔會暨所屬單位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巡察科技部 瞭解業務推動

國防及情報委員會 110 年 2 月 5 日由召集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10 年 2 月 22 日由召集

人浦忠成委員偕同監察委員一行共 16 人，於上

人賴鼎銘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7 人巡察科技部，

午巡察退輔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板橋榮家及

除聽取業務簡報外並與該部吳政忠部長等人進行

欣湖天然氣瓦斯公司，瞭解有關榮民就養、就

座談。會中委員分別針對科發基金財務永續經營、

學、就業及服務照顧、轉投資事業管理等業務

太空發展法草案、機敏科技保護措施、基礎研究

推動情形；下午則轉往退輔會聽取會務簡報並

經費編列制度化、缺乏實用性研究計畫、鼓勵女

舉行綜合座談會，由主任委員馮世寬率各業管

性科研人力投入、博士失業問題、生醫科技推動

回應委員所提強化失智照顧能量、推廣智慧長

成效、核災應變方案、台灣光源 TLS 退場機制、

照服務、協助退除役官兵取得專長證照、輔導

國研院海洋科技中心遷址計畫、系統性建置及整

退除役官兵就業、榮民醫療照護體系、榮民入

合海洋科學研究資料、科學園區之用水與徵地爭

住榮家需求、榮家照服員薪資待遇偏低及人員

議等議題提出詢問及建議。吳政忠部長於會中逐

流動性高、轉投資事業機構營運、農場經營管

一說明與回應，同時表示該部會進行滾動式的檢

理績效與訓練機構業務推動等議題。

討，並強化跨部會的合作。

巡察退輔會板橋榮家失智復能設施(開心農場)110/02/05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科技部 110/02/22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屏東及高雄地區交通建設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 110 年 2 月 23 日由召集人林盛豐委員偕同委員等 13 人，巡察交通部觀光局大
鵬灣國家風景區，瞭解建設計畫、灣域水域環境監測改善、BOT 案解約後續處理情形與園區未來營運
規劃，期勉觀光局儘速完成 BOT 資產移轉及後續風景區經營管理，重新定位大鵬灣觀光發展。
24 日由院長陳菊、召集人林盛豐委員偕同委員等 13 人，巡察高雄港市合作與港區建設情形，走
訪第七貨櫃中心、港埠旅運大樓；前往高雄車站及臺鐵美術館站，瞭解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建設計畫
及車站營運情形。陳菊院長肯定第七貨櫃中心對於舊市區地下石化管線遷移之重要性，並期許港埠旅
運大樓興建及港市合作為亞
洲新灣區帶來新契機，同時亦
肯認交通部對於高雄鐵路地
下化之支持與努力，為高雄市
區帶來綠園廊道新風貌。
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高雄港，瞭
解港市合作與港區建設 1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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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每年巡察地方機關 2 次 監督施政品質 受理民眾陳情
地
方
機
關
巡
察
相
關
法
令

監察委員至各縣市巡察，是監察法第 3 條

監察法第 3 條

規定的法定職責。原則上，每年巡察 2 次。巡

依據
監察委員得分區巡迴監察。

編組

察的目的，在於深入瞭解地方政府施政情形，
查察施政違失，針對措施或公共工程，在使用

監察院巡迴監察辦法第 6 條
地方機關巡察按責任區編組，各責
任區之巡察委員，每年輪換 1 次。

上、經營上及管理上的重大缺失，立案調查，
提出糾正，督促改善，追究違失人員行政責任。
巡察行程中，監察委員會安排受理民眾陳
情，監察院對於每件人民陳情案件，都會加以

監察院巡迴監察辦法第 7 條

次數
各責任區以直轄市、縣（市）為單
位，每巡察年度巡察 2 次。

列管，並督促地方政府及相關機關妥善處理，
以紓解民怨，落實人權保障。

監察院預算規劃與執行小組之三個
一、歷史「沿革」:
預算規劃與執行小組經過 3 次監察院院會提案、討論及修正，
最後於監察院第 2 屆第 22 次會議通過成立之。
二、把關「嚴格」:
歷年來，小組委員除有出身主計或審計領域外，亦有來自公
務或學校體系，對於預算理論與實務均為熟稔，委員們的專業意
見使得監察院經費運用更具效率及效益。109 年度小組委員為：王
幼玲委員、王榮璋委員、王麗珍委員、施錦芳委員、賴振昌委員。

•83年8月9日院會：為彰顯經
費事前稽核功能，使監察委員
得能參與預算、經費決策，研
議是否須成立相關組織。
•83年9月13日院會：專案小
組研討結果，一致認為有成立
之必要，並提出組織簡則草案
討論。

三、
「研」究與「革」新:
小組除就預算爭取提出建言、定期追蹤預算執行進度外，經
費使用情形亦予以制度化，使經費支用有所依據，如訂定「監察

•83年10月11日院會：通過組
織簡則草案。

院監察委員公務聯繫及職權行使費用支用規定」、「監察院通案性
案件調查研究費支用要點」等。

實地巡迴監察 監督提升效能

司法及獄政
10.2%

監察院為瞭解中央機關及所屬機關（構）之工作、設施及
人員有無違法或失職情形，109 年辦理中央機關巡察計 37 次，
較 108 年之 41 次減少 4 次，而針對被巡察機關提出巡察意見

交通及
採購
13.9%

提出巡察意見
890項

共 890 項，較 108 年之 1,052 項，減少 162 項。按辦理之常設
委員會觀察，其中以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提出 182 項（占 20.4
％）最多，其次為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提出 181 項（占 20.3％）
，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 142 項（占 16.0％）再次之，透過實
地巡察，適時督促行政機關，以增進政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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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及族群
20.3%

教育及文化
16.0%

外交及僑政
4.8%

國防及情報
14.3%
財政及經濟
20.4%

2021 院慶做公益
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監察院愛心會成立於 74 年 1 月
1 日，至今已長達 36 年，會員人數
逾百人。為配合院慶，並增添暖意，
特於 110 年 2 月 1 日舉辦愛心跳蚤
市場義賣活動，義賣所得全數作為
愛心慰問捐助活動經費使用。

活動現場前排左起：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許三妹理事長、王幼玲委員、愛肯

監察院長陳菊特別到場揭開愛 樂活工場卓佳怡專員、陳菊院長、朱富美秘書長、劉文仕副秘書長 110/02/01
心義賣序幕，並捐出一萬元捐款；王
幼玲委員介紹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及愛肯樂活工場，期許
大家多予支持。當天並由朱富美秘書長代表愛心會捐贈自閉
症家長協會一萬元慰助金。現場除有同仁捐贈各項物品外，
並由創意書法家周于翔撰寫春聯、還有自閉症家長協會自製
手工皂、愛肯樂活工場饅頭等義賣攤位。陳院長當場購買創
意書法家周于翔親撰春聯，並親切與他寒暄及合照。本次活
動獲得委員及同仁熱烈回響，捐贈物品包含日用品、玩具、
服飾及各類電器產品，義賣金額達 19,045 元。

陳菊院長與創意書法家周于翔合影 110/02/01

「學生 FUN 寒假，來繪監察院」寫生比賽 描繪監察院古蹟之美
監察院 110 年 1 月 30 日舉辦「學生 FUN 寒假，來繪監
察院」寫生比賽，讓大小朋友透過寫生，造訪百年歷史的國
定古蹟。比賽當日天氣晴朗，參與學生踴躍，活動結束後，
並評選出國中小組、高中/職組及大專院校組，各組第一名
1 位、第二名 2 位、第三名 3 位及佳作各 10 位得獎作品。

參加比賽學生在監察院大門口寫生實況 110/01/30

大專院校組第 1 名 高國誌

高中/職組第 1 名 顏柏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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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組第 1 名 賴東

陳菊院長勉勵視障青年 培養專業服務社會
視障者家長協會秘書長藍介洲帶領 10 位視障青年與多位
陪同志工，110 年 2 月 20 日參訪監察院，在導覽志工熱心帶
領下，展開「非視覺」古蹟與院慶特展巡禮，並與人權會多位
委員進行座談。座談會由高涌誠委員主持，王幼玲、蕭自佑、
紀惠容、田秋堇、張菊芳等委員，現場聽取視障青年的心聲，
並回應相關問題。
監察院長兼人權會
主委陳菊以過去公職過
程中，跟視障朋友有許多

陳菊院長代表接受視障者家長協會藍介洲秘書

合作關係，她覺得除了眼 長(右)的感謝狀 110/02/20
視障青年以模型觸摸感受古蹟 110/02/20

陽光四法簡介及績效成果，供民眾進
一步瞭解陽光四法歷年執行情形。
109 年陽光四法案件裁罰處分計 5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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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300

10
1

40

3,136
33

1,910
1,200
1,004
956
700 470
386
136 100

3

5

件，其中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44

5

6

5

＊統計數據包括重為處分案件
＊108年案件審議結果，均毋庸裁處

件，裁罰金額 11,500,000 元；違反

372 20
10

13

11

30

裁罰件數

監察院 90 周年院慶特展，展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以來各年度裁罰情形

10000
裁罰金額

監察院院慶特展
陽光四法績效斐然

睛看不見，許多視障朋友的能力跟專業，值得被社會看到與肯定。

3 6

3

1 0

8

0

裁罰金額(新臺幣萬元)
裁罰件數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8 件，裁罰金額 3,723,400 元；違反政治獻金法 5 件，裁罰金額 8,535,461
元（含沒入 2,740,290 元）
。每年亦針對特定對象規劃客製化輔導，強化法治觀念，期降低違法情事。

監察院議事廳 風華典雅具巧思
監察院議事廳於 76 年啟用，內部風格莊嚴典雅，
上方為梅花圖案圓頂設計，與古蹟區正門入口大廳挑
高 15 公尺的圓頂天花琉璃彩繪相互呼應。空間規劃分
為三大區域，包括主席臺區、監察委員座位區及單位主
管座位區，其中監察委員座位每年抽籤更換一次。
議事廳主要功能是作為監察院會議（院會）及年終
工作檢討會議開會地點。監察院在第 1 屆時期屬於中

議事廳內部之梅花圓頂、座位上方之 2 樓原為記者席區

央民意機關，院會採公開形式，於議事廳 2 樓設有記者
席區；81 年 5 月修憲後，已非民意機關，院會不再公開舉行。另民眾可透過監察院網站或以電話、傳
真預約，申請參觀議事廳（預約電話：02-23413183 轉 620；傳真：02-235665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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