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 110 年度工作檢討會議 呈現績效 展望未來
監察院 111 年 1 月 11 日舉行「110 年度工作檢討會
議」
，陳菊院長於會中感謝過去一年來，監察院全體委員、
同仁及審計部的共同努力，致力推動院務及人權保障工
作，並期勉全體同仁面對未來，除團結防疫外，更要維持
高度自律，克盡職守，遵循憲政體制與職權行使之責，積
極保障人民的權益，以不負人民的高度期許及信賴。會議
依序進行院務報告、各常設委員會、國家人權委員會及審
陳菊院長主持 110 年度工作檢討會議 111/01/11

計部之工作報告與檢討。
工作檢討會議會前合影 1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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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報告人分就工作概況、工作績效及檢討改進等項目摘要說
明，呈現 110 年度各項工作成果及未來展望。統計 110 年度監
察院收受人民書狀 14,403 件、核派調查案件 280 案、成立糾正
案 78 案、糾舉案 1 案、彈劾案 16 案；巡察中央機關 30 次、地
110 年度監察權行使績效摘要表

收受人民書狀

14,403 件

人權會副主委趙永清

方機關 22 次；受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10,326 件、
各機關團體彙報迴避情形 1,238 件、政治獻金會計
報告書申報 118 案，辦理廉政案件裁罰處分 138 件。

核派調查案

280 案

成立糾正案

78 案

成立糾舉案

1案

成立彈劾案

16 案

巡察中央機關

30 次

次國家報告之後續國際審查作業、合作辦理各項研

巡察地方機關

22 次

討會、舉辦人權發展國際研討會及國際人權日系列

國家人權委員會秉持《巴黎原則》揭示之意旨，
積極保障及促進人權，110 年工作成果計有：公布
林水泉遭國家行政不法侵害人身自由案調查報告、
提出首件重要人權議題專案報告、辦理兩公約第 3

活動、成立週
年成果發表
記者會並出
版專刊等。
審計部監督
各機關預算執行、
考 核 計畫 實 施等
情形，研提重要審
核意見 2,255 項；
函 報 處理 各 機關
人 員 有關 財 務上
不 法 或不 忠 於職
務 行 為等 情 事案
由上至下、左至右：召集人施錦芳、賴鼎銘、蕭自佑、賴振昌、范巽綠、葉宜津、林國明、秘書長朱富美
、審計長陳瑞敏
陳菊院長(前排中)與全體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審計長合影 111/01/11

件計 182 件。

數位人權研討會 陳菊主委：盼人權保障與數位科技並進雙贏
國家人權委員會陳菊主任委員，111 年 1 月 20 日於「數位人權研討會」開幕致詞表示，希望人權
意識落實於數位科技，使台灣的人權保障，成為提升數位發展最重要的競爭力。
為因應網路社群發展同時產生隱私權與資訊安全的課題，國家人權委員會特與「數位金融交易暨
資料保護協會」合辦研討會，邀請政府相關部門、民間團體代表以及學者專家，共同探討並尋求解決
之道。會中有關歐盟在一般資料
保護規範的案例介紹，引起關注。
多位專家呼籲，政府應儘速制定
「數位暴力防制法專法」
，有效介
入網路歧視、仇恨及性別暴力等
陳菊主委與貴賓們共同開啟數位人權新篇章 1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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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積極保障個資與數位人權。

除舊布新！辭別牛年 喜迎虎年
時光荏苒，壬寅虎年腳步慢慢接近，111 年 1 月 28
日農曆春節前最後一天上班日，為感謝同仁一年來的辛
勞，同時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陳菊院長帶領各監察委
員及朱富美秘書長至監察院各單位，逐一向同仁辭歲及
拜早年，並一一發送同仁蘊含好運、福氣及平安等吉祥
寓意的紅包袋及春聯，祝福大家「好運倍增、豐盛有餘」
。
陳菊院長開心與同仁喜迎虎年，並與各單位同仁合影 11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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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同仁也都熱烈歡迎陳菊院長及委員，甚至高呼口號提振士氣，並開心的從陳菊院長手中接過
祝福的紅包袋及春聯，相互辭歲送舊，過去一年感謝大家共同堅守崗位，同時期望接下來的虎年，工作
如虎添翼，家庭幸虎滿滿，每個人都能虎運旺旺、福虎生豐。

陳菊院長偕同監察委員觀摩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明年即將施行我國司法史上首見的「國民法官」新制，為深入瞭解此制度，監察院院長陳菊於 111
年 1 月 12 日偕同監察委員到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觀摩國民法官模擬法庭之運作。陳菊院長指出，她與
許宗力院長都認同人權保障與司法公正之價值。監察院絕對尊重司法獨立審判，自第 6 屆監察委員上
任以來，監察院受理的陳情案件中，將近 4 成（39.1%）屬司法案件，監察委員有必要基於職權行使，
瞭解國民法官新制。本次陳菊院長與委員分批於 1 月 12 日、13 日參與審理及評議程序。
陳菊院長觀摩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司法院
許宗力院長(左)亦在場旁聽 111/01/12

監察委員等人於現場合影
111/01/13

人權海報聯展 陳菊主委籲共同關懷世界各地人權
國家人權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 111 年 1 月 7 日於「跨越國界的人權火炬海報聯展」高雄捷運美麗
島站展出時，開幕致詞表示，國際特赦組織過去聲援許多臺灣的政治犯，從臺灣的民主發展來看，可
以知道國際的人權救援，對一個國家的轉變，多麼重要。應邀致詞的陳其邁市長也表示，
「這裡」是美
麗島事件的歷史地點，感謝陳菊
前市長於任內成立人權委員會，
推動許多人權工作，帶領高雄成
為捍衛自由民主的人權城市。
陳菊主委與高雄市陳其邁市長於開幕
記者會合照 11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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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最高檢察署 期許建立溝通平臺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 10 位委員於 111 年 1 月 14 日上午巡察最高檢察署，聽取業務簡報，並
進行座談。召集人林國明希望藉由充分溝通交流，將來可建立雙方溝通之平臺，增進彼此了解及互助。
監察委員期許檢察官們能
有與時俱進之法律見解，
並就判決違背國際公約規
定之非常上訴、中資滲入
選舉及假消息散布之查察
重點、憲法訴訟法施行後
之因應作為等交換意見。
林國明召集人(左 6)、委員與江
惠民檢察總長(左 5)、法務部陳明
堂政務次長(左1)合影 111/01/14

監察委員桃園市巡察 關心市政 實地視察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監察委員王麗珍、葉大華 110 年 12 月 30 日赴桃園市巡察，就航空城土地取得進度、生態藻礁保
育、桃園科技工業園區開發管理情形，及整體施政與財政收支概況進行瞭解，並就市府跨局處合作機
制及精進檢討措施，提出建言。委員期勉市府施政應本於局處一體之思維，針對監察院提出之糾正事
項，具體檢討改進，相互協調溝通合作，回應市民期待。

委員王麗珍(左圖左 3、右圖左 2)、葉大華(左圖左 4、右圖左 3)赴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瞭解綠能循環經濟及廢棄物資源再利用情形110/12/30

縝密調查 克盡監察職責

監察院 110 年調查權行使概況

監察院 110 年共完成調查報告 244 案，平均每案結案天
數為 241 天，其中案情複雜調查逾 365 日以上者計 41 案（占
16.8%）
；在調查人力部分，平均每案調查委員為 2.6 位，協

約詢
2,500人次

座談會
74場次

查人員為 1.5 人。為查實取證，調查過程中計約詢 2,500 人
次，院外調卷或函請說明計 1,315 件，召開諮詢會議 125 場
次，履勘 125 次，鑑定 10 次及辦理 74 場次座談會。調查報

調卷
1,315件

調查報告

鑑定
10次

244案

告完成後須經相關委員會審查，一年來委員會計召開 82 次
會議，審議 184 小時，平均每次會議約 2.2 小時。經縝密調
查及審議後，這一年計成立彈劾 16 案，彈劾 28 人；成立糾
舉 1 案，糾舉 2 人；成立糾正 78 案，糾正 116 個行政機關；
通過函請改善 199 案，督促 325 個機關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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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125場次

履勘
125次

陳菊院長表揚監察院 110 年下半年特殊績效人員

陳菊院長上任後，為特別激勵監察
院內部各單位具有特殊績效之同仁，特
依據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
勵辦法規定，請朱富美秘書長建立監察
院特殊績效職員獎勵機制。日前已辦理
第 3 次選拔，核定 110 年下半年特殊績
效人員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主任秘書李
昀、人事室主任柯敏菁、監察業務處秘
書張勛杰、監察調查處調查專員黃介宏、
調查員林美妏、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助
理員黃鳳廷、秘書處專員黃銍鋒、會計
室專員李慧如、國家人權委員會秘書岳
彩琨等 9 人，並於 111 年 1 月份工作會
報時公開表揚。
陳菊院長於頒獎時指出，感謝獲獎
同仁及各個從旁盡心盡力互相協助之
夥伴們的共同努力。特殊績效人員的選
拔雖有遺珠之憾，僧多粥少、獎勵有限，
但期許未來持續有更多認真努力的同
仁被看見、被肯定。對於這次表揚活動，
各單位首次發揮創意展現不同特色與
活力，亦表示很感動，令人充滿希望，
並鼓勵大家業務表現上要有尊重傳統、
求變求新的精神。
110 年下半年特殊績
效人員頒獎典禮，陳菊
院長逐一頒獎後，與秘
書長、副秘書長及獲獎
同仁合影；各單位發揮
創意為其獲獎同仁歡呼
喝采，展現士氣、活力與
希望；獲獎同仁獨照
111/01/25

6

110 年度工作檢討會議會後聯誼
防疫優先 業務交流「疫」無礙

陳菊院長摸彩
111/01/11

監察院每一年度結束均援例舉辦「年度工作檢討會議」
，藉
以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並於會後辦理聯誼餐會，以增進委員
與各單位、同仁間業務交流與情誼。110 年度工作檢討會議早
於 110 年 10 月排定於 111 年 1 月 11 日辦理，由於辦理當下適
逢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升溫，為求慎重，監察院特別徵詢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意見，慮及民間餐廳受疫情影響，經營已屬困
難，在未禁止內用之情況下，驟然取消用餐無異雪上加霜，因
此決定在防疫優先、維持工作正常運作及提升業務效率之前提
下，辦理會後聯誼會，並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 月 9 日宣布之防疫措施，落實各項防疫作為。
陳菊院長表示，感謝過去一年委員們及包括審計部在內的全體同仁的辛勞付出，以及志工朋友們
的攜手合作，全心投入，使監察院各項施政都能展現新的氣象，並預祝大家新春愉快。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總統府戰略顧問張冠群上將到會座談
111 年 1 月 20 日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總統府戰略顧問張冠群上將到會座談，以增進監察
委員對於國防自主相關議題之瞭
解，並作為職權行使參考。張上將
就中科院成立發展歷程、武器系統
研發架構等進行說明。隨後由與會
委員進行提問，熱烈交換意見。

陳菊院長出席座談會，左為召集人賴鼎銘委員，右為張冠群上將 111/01/20

陳菊院長接見退休人員 頒贈服務獎章及紀念品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主任秘
書魏嘉生及監察調查處調查官兼調查
主任張桂霖 111 年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
陳菊院長於 1 月 10 日親自接見，頒贈
特等服務獎章及紀念品，感謝渠等貢獻
及辛勞，並祝福退休生活豐富精彩。

陳菊院長與退休人員魏嘉生(左 3)、張桂霖(右 4)合影留念 111/01/10

朱富美秘書長歲末與志工座談 表揚績優志工
適逢歲末年終，監察院為感謝志工一年來的辛苦
奉獻，於 111 年 1 月 11 日由朱富美秘書長主持「110
年度志工年終座談會」
，並表揚榮獲衛生福利部 110 年
志願服務銀牌獎江季芳及銅牌獎劉愛蘭、蔡月雲等 3 名
績優志工。目前監察院志工共有 35 位，協助陳情受理
中心、古蹟導覽服務及服務台工作，使監察院對民眾的
朱富美秘書長(中)與志工隊長徐朱芷弟(左 1)、績優志工江
季芳(左 2)、劉愛蘭(右 1)及蔡月雲(右 2)合影 111/01/11

服務更臻完善，提升職權行使的觸角及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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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肯定駐警、保警辛勞 並致贈春節加菜金
陳菊院長於 111 年 1 月 26 日
上午分別至監察院保警分隊及駐
衛 警 察隊 慰 勤並 頒贈 春節 加 菜
金，肯定同仁監守崗位之辛勞。
監察院保警分隊及駐衛警察
隊全年 24 小時執行維安勤務，職
司門禁管制、陳情及抗爭活動因
應疏處，並配合監察院重大專案
活動執行各項安全維護工作，肩
負院區維安重責。
疫情期間位守院區防疫第一
線，協助院區執行量測額溫、落實
實聯制等項防疫措施；陳菊院長
感謝同仁監守職責，故頒贈加菜
金並祝賀同仁春節快樂。

陳菊院長致贈駐警及保警春節加菜金並合影 111/01/26

110 年公職人員定期財產申報使用網路比率飆破 93% 再創新高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 110 年持續進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概括授權介接財產資料及網路申
報之宣（輔）導服務，網路定期申報使用率飆破 93%，再創新高！徵見以網路申報搭配授權介接財產
資料服務之財產申報方式，已廣為
申報人支持並採用。另推動數位宣
導計畫，111 年規劃多元宣導管道，

百分比

100%

包括舉辦多場與申報人互動式視訊

80%

宣導說明會、製作各類申報系統操

60%

申報人參考宣導資料，更加完整、正
確及快速完成財產申報手續。
此外，部分公職人員辦理財產

71.37%

47.83%

85.26%

78.59%

90.04%

79.49%

62.03%

作宣導影片供隨選觀賞，及彈性派
員至各機關（構）現場宣導等，方便

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授權介接及網路申報情形
93.40%

92.50%
86.12%

67.26%

54.46%
51.21%

40%
24.01%

20%
14.40%
0%

1.91%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授權介接使用率

申報時，因不知相關規定致發生申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年度

定期財產網路申報使用率

報錯誤情形。例如：1.漏報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2.融資購買股票，漏報債務或股票。3.具變動申報
身分之申報人，於公職人員變動申報表漏報當沖之股票。4.漏報開設之診所、事務所或商號之投資金
額。5.漏報以診所、事務所或商號名義取得之財產（如不動產、汽車、存款、債務及具有相當價值之
資產設備）
。6.漏報保險。7.漏報配偶之財產。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得視情節輕
重處以新臺幣 6 萬元至 120 萬元罰鍰。如何避免踩雷呢？歡迎至 YouTube 或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業務資訊/宣導資料/影音資料/財產申報－視訊宣導影片）觀看宣導課程。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