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院 111 年新春團拜
～人間喜慶康平世～
～虎歲承歡幸福春～
監察院於 111 年 2 月 7 日上午舉
辦新春團拜，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採小規模方式舉行，同時亦請所有參
加同仁全程戴上口罩，期許新的一年
監察院同仁能常保安康、事事順心。
這次的活動首先由陳菊院長率
監察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審計
長、副審計長及各單位主管與代表，
在歡慶氛圍中，互道恭喜。
陳菊院長於監察院 111 年新春團拜致詞，並祝賀全體同仁新年快樂 111/02/07

新春團拜活動由兩位主持人身

穿一襲華美的長袍開場，熱鬧地揭開了活動的序幕。緊接著陳菊院長上台祝賀，陳菊院長致詞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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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祈
望虎年新冠疫情儘快趨緩，監察院業務能夠虎虎生威，繼往開來、再創新猷。

監察院 111 年新春團拜活動大合照 11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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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致詞結
束後，由監察院晴聲合
唱團獻唱多首應景歌
曲，及監察業務處全體
同仁表演動感有活力
的踢踏舞，充分展現團
隊默契與高度的凝聚
力，在熱鬧歡騰的音樂
以及舞蹈配合下，為活
動增添了喜氣洋洋的
氛圍。儘管今年新春團
拜活動因應疫情作調
整，但活動精彩度不
減、場面熱鬧溫馨，在
彼此祝福中，歡慶迎接
新的一年美好的開始。
陳菊院長與委員、秘書長
等人合影 晴聲合唱團
及監察業務處同仁精彩的表
演獲得滿堂喝采 111/02/07

為有效防範兒少性侵害 人權會將啟動系統性訪查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0 日表示，由紀惠容與張菊芳委員共同督辦，有關兒少安置機構及
校園性侵議題的系統性訪查研究，將於 6 月正式啟動。
為了這項計畫，兩位委員已經舉辦過 9 場討論會議、2 場專家諮詢會議，5 場有關訪談過程如何
有效保護個資與避免兒少二度傷害的教育訓練
等。希望徵募過去兒少時期，曾在校園或安置
機構，不幸遭到性侵害的受害人（不限年齡）
，
能夠接受訪談，共同參與系統性訪查研究。兩
位委員表示，希望聆聽受害者的聲音，探究社
會、文化、制度等結構性問題，並提出制度面
國家人權委員會兒少安置機構校園性侵議題系統性訪查紀惠容委
員(左 4)、張菊芳委員(左 5)及工作小組成員 11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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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建議，更期盼未來透過跟各界的共同努
力，尋求有效避免悲劇再發生的防範之道。

數位人權研討會系列 2 唐鳳主講「元宇宙」之外的想像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1 年 2 月 14 日舉行數位人
權系列第二場研討會，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視訊主講「
『元宇宙』之外的想像」
，並進行問題交
流。人權會范巽綠委員也參與主講「數位科技與數
位人權教育」
的議題。
「 數 位 人 數位人權系列第二場研討會現場，中為范巽綠委員 111/02/14
權研討會」系列第二場主題為「剖析元宇宙發展痛點－資訊安全
與數位人權」
，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專家學者及關心此議題的民間
團體代表參與，並為防疫需要，採部分視訊進行。
主要講者還包括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廖世偉副教授，主講
「從區塊鏈到元宇宙的美麗與哀愁」；數位金融交易暨資料保護
協會蔡一朗理事，主講「元宇宙時代如何建構智能防禦系統：偵
政務委員唐鳳視訊主講 111/02/14

測威脅、填補漏洞、自我進化」等等。

CRC 首份獨立評估意見 邁入最後定稿階段
國家人權委員會為「兒童權利公約（CRC）第 2 次國家報告」
，依法定職權撰提「獨立評估意見」
的定稿作業，已於 111 年 2 月 15、22、25 日分別就不同議題領域，進行 3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將在
提報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擇日發布。
台灣自 2014 年通過實施 CRC 施行法，首次由
成立甫 1 年多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派請長期關注兒
少權益的葉大華、田秋堇、范巽綠等 3 位委員，主
責撰提「獨立評估意見」
，以供國際專家審查參考。
國家人權委員會表示，除了針對國家報告疑有 座談會現場，左起田秋堇、葉大華、范巽綠委員 111/02/22
不足或待釐清事項，陸續函詢教育部、衛生福利部等 14 個政府機關說明之外，截至 2 月中旬，總計
召開 19 次工作會議；4 場兒少分區座談會；3 場焦點團體；4 場機關座談。

CEDAW 首份獨立評估意見 緊鑼密鼓綜整中
國家人權委員會委員紀惠容、高涌誠，為撰提「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的獨立
評估意見，111 年 2 月 21、23、25 日，分別依議題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密集舉行 3 次機關座談。
台灣自實施 CEDAW 施行法以來，為瞭解人權落實狀況，國際專家依規定期程，已審查 3 次政府「國
家報告」與民間團體「影子報告」
。第 4 次國際審查，將包括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 1 年多後，首次撰提的「獨立評估意見」
。
自去年 12 月起，兩位主責委員密集進行的諮詢討論與意
見交流會議，包括 2 場專家諮詢會議、7 場焦點團體座談、11
次全體及分組工作會議。在 2 月完成 3 場機關座談後，將再
綜整評析公私部門所提供的意見與資料，撰提獨立評估意見。
座談會現場，右起高涌誠、紀惠容委員 11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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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委員會巡察國訓中心、海生館、高科大、屏東總圖及勝利星村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1 年 2 月 24 日、25 日，由召集
人范巽綠委員、陳菊院長偕同監察委員計 17 人，南下巡察。
24 日上午，至高雄國訓中心，巡視新建之選手宿舍及
餐廳，瞭解六大運動科學領域之訓練成效，陳菊院長期許國
訓中心重視優秀的身障運動員，給與公平訓練的機會，特別
是帕奧國手的培訓，並希望為優秀的選手，做好未來的職涯
規劃，讓他們安心受訓。下午至屏東海生館巡察，瞭解政府
與民間企業合作之營運成果，對該館肩負海洋生物保育、學
術研究使命、推動海洋科學知識及培育海洋科研人才，帶動
屏東地區觀光發展，予以肯定。

陳菊院長於海生館聽取解說 111/02/24

25 日上午，參訪屏東總圖，由建築師張瑪龍親自
導覽該館之設計理念；接著，參訪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
區，針對新冠肺炎造成之觀光衝擊，關心園區營運狀況。
25 日下午，前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巡察，關切 107 年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海洋科技
大學三校整合後之發展特色，尤其是整合轉型效益、創
新條例通過後之產業鏈結與特色、iPAS 考證模擬及半
導體封裝
測試、類
產業場域
等面向，
並於座談
會中交流
意見。
 監 察委員
巡察海生館；
於國訓中心與
戴資穎等選手
合照 111/02/24

性別平等在監察委員任用之體現

各屆監察委員性別結構
55.6

我國長期以來致力於提升婦女權益與促進性別 第6屆
平等，就公部門女性參與決策方面，觀察監察院各屆 第5屆

44.4

47.3

監察委員性別結構之變動，發現第 2 屆（82 年起）及 第4屆

52.7
75.9

第 3 屆女性監委比率皆不及一成，第 4 屆則成長至 第3屆
24.1%，至第 5 屆更突破五成，第 6 屆亦有 44.4%為女 第2屆
性監委，而第 5、6 屆院長皆由女性擔任，顯示性別
差異漸趨平衡，政府推動性別平權已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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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國防部戰規司司長李世強中將到院座談
111 年 2 月 17 日

陳菊院長出席座談會，左為召集人賴鼎銘委員 111/02/17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邀請國防部戰略
規劃司司長李世強中
將到院解析《110 年度
國防報告書》，以增進
監察委員對於我國防
政策及軍事戰略計畫
之瞭解，並做為職權行使參考。李司長說明國防報告書屬性與定位、我國戰略指

李世強中將

導、戰力發展等議題，隨後由林郁容、葉宜津、林文程、浦忠成及賴鼎銘等委員
提出共軍第五代戰機殲-20、通用直升機直-20 成軍對我空防之影響、我軍事防
衛構想之連貫性及後備動員在全民防衛動員署成立後最新進展等多項問題，均
由李司長逐一回答，與會委員對其豐富學養及專業分析，留下深刻印象。

「監察院聚繪趣」繪畫比賽

歡迎相招來聚繪！
為慶祝監察院今年走過 91 個年頭，並昂首闊步邁向 100 年，特舉辦繪畫比賽，邀請大專院校及
年滿 18 歲之社會人士造訪此具百年歷史之國定古蹟，親身體會古蹟之美，並進一步瞭解監察院為澄
清吏治、整飭官箴，保障及促進人權所做的各項努力及成果。此繪畫比賽主題以監察院院區建築及庭
園景觀為主要題材，繪記古蹟之美，組別區分為「一日寫生組」及「油畫徵件組」，重點分述如下：
(一)一日寫生組：
１、活動時間：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２、活動地點：監察院院區建築開放參觀區域及臨中山南路、忠孝
東路兩側之停車場（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 2 號）
。
(二)油畫徵件組：
１、報名及收件方式：於 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前填妥報名表，以 email 或郵寄至監察院完成報
名；並於 111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前，將作品包裝完成，親送或寄送至監察院。
２、如有需要，油畫徵件組參賽者可於 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一日寫生活動期間內，到院取景或
創作。倘一日寫生活動因疫情取消（相關訊息將在 111 年 3 月 4 日下午 5 時前，於監察院網站公
布），將不另外開放到院。
邀請對繪畫有興趣之大專院校學生（以 110 學年度為準）以及年滿 18 歲之社會人士，一同來監
察院體驗「聚繪」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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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派員赴法務部調查局參訪教育訓練 強化科技監察職能
為落實陳菊院長強化培育科技監察人才之政策，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自去（110）年以來，即於朱富
美秘書長督導下，持續規劃相關教育訓練與推動跨機關業務交流課程。繼日前與審計部、臺灣高等檢
察署合作辦竣相關研習交流後，於 111 年 2 月 16 日又與職司國安保防及犯罪調查等重任的法務部調
查局合作，針對「科技辦案」議題，進行系列課程研討與業務觀摩，以瞭解該局廉政肅貪、科學鑑識
與偵蒐等工作情形。
本次訓練除有監察調查處同仁參加外，另有多個院內單位派員參與。課程開始前，首先由調查局
王俊力局長致歡迎詞及就該局業務做梗概介紹，監察院朱秘書長接續為感謝詞及分享其擔任主任檢察
官期間與調查局合作辦案之經驗，並期許監察院同仁把握本次交流機會，互相激盪，學習成長。
上午的第 1 堂課程主題為「通訊監
察處業務與人權保障」
，由該局介紹我國
通訊監察業務之分工與執行情形，監察
院同仁亦對於現今社群通訊軟體（例如：
LINE、IG）等語音通訊功能的監聽技術與
合法性，以及現制上院檢如何監督通訊
監察業務之實務做法等問題，踴躍提問，
教育訓練現場，參訓同仁認真聽講 111/02/16

並獲該局以最新近之實務進展答覆。

，藉由調查局同仁的分組導覽與專
第 2 堂課程為「觀摩鑑識科學設備、反毒陳展館、行動偵搜車」
業介紹，除了讓監察院同仁實際體驗「夜店」中「大麻」瀰漫的氛圍與氣味，提升同仁毒品意識外，
亦向同仁介紹我國緝毒犬的選拔與訓練，及展示包括毒咖啡、毒奶茶、安非他命，及素有海洛因界的
LV 之稱的「雙獅地球牌」海洛因磚等毒品。其他多項的鑑識科學設備、我國自行研發的毒品檢測試劑，
以及價值不斐的行動偵搜車，亦均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在「數位證據」
下午的第 3、4 堂課分別為「廉政工作案例講習」及「數位證據搜扣要領」
領域上，調查局因職司第一線的犯罪調查工作，因應日新月異的犯罪手法，數位證據（如乙太幣、雲
端硬碟上之資料、加密手機等）之蒐證與查扣，其相關之查察技能與經驗，更是頗值監察院了解與借
鑑，俾使監察調查技能能隨時代更迭與科技創新，與時俱進。
本次研討行程，內容豐富而充實，參與之同仁均表示不虛此行；允可期待在未來業務興革上，發
揮啟迪創新之功效。

教育訓練開訓合影 111/02/16
前排左起：法務部調查局朱慶賢主任、鄭國
明處長、王俊力局長、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
監察調查處楊昌憲處長、張蔭廉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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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陳情 2.0 陳情無落差
因應科技時代之來臨，落實數位化政府之推
動，監察院自 110 年起，開辦以遠距視訊方式受
理人民陳情。讓民眾免於長途跋涉，即能在所在
縣市，以視訊方式面對監察委員訴說冤抑，補足
民眾不克親赴監察院陳情之憾。
為保護陳情人之個人隱私，並兼顧公務保密、資訊安全等因素，監察院與審計部、連江縣政府共
同合作，由各縣市審計處（室）及連江縣政府提供場地及設備，給予當地民眾安心無虞的陳情空間，
真實反映心聲。110 年度共辦理 20 個縣市，計 18 場次視訊陳情，深獲參與民眾好評。
，期以
監察院今（111）年度持續推動視訊陳情服務，並更進一步擴增各縣市辦理場次（如下表）
提高縣市覆蓋率，發揮即時陳情之效。非當月辦理視訊陳情之縣市民眾，亦可預約鄰近縣市，便於就
近陳情，維護自身權益。

組別

辦理縣市

辦理月份

第1 組

桃園市、苗栗縣、彰化縣、屏東縣、金門縣

3、7、11

求之民眾，可於每月 1 日至

第2 組

臺中市、宜蘭縣、雲林縣、南投縣、連江縣

4、8、12

10 日，於監察院全球資訊網

第3 組

臺南市、新竹縣市、花蓮縣、澎湖縣

5、9

第4 組

高雄市、基隆市、嘉義縣市、臺東縣

6、10

有向監察委員陳情需

/「便民服務」/「預約視訊

監察院 111 年度規劃辦理視訊陳情場次一覽表

陳情」專區，登錄預約視訊
陳情資料（辦理日期亦將同
時於預約系統中揭露）
。

監察院建置遠距行動辦公系統 “同仁不在辦公室 也能辦公事”
監察院為精進職權行使效能，藉由科技技術輔助及整合各類數位資源，積極辦理數位轉型及科技
升級規劃與部署。為強化業務反應效率，及有效因應 COVID-19 疫情或緊急狀況之異地或居家辦公安
排，並確保符合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之使用者身分驗證的安全檢核，及資料傳輸過程的機密性與完整
性等必要資安防護措
施，監察院積極導入
可快速部署，同時兼
顧内部網路、應用系
統與業務資料安全之
「遠距行動辦公系
統」
，並於 111 年 1 月
27 日辦理 2 場次使用
者操作講習，自同年 2
月 7 日正式上線。

監察院遠距行動辦公系統架構圖

未來監察院派員赴外執行巡察、履勘、出席國際會議等，或遇特殊緊急災害發生，需要異地或居
家作業時，同仁只要具備網路、電腦或智慧型行動裝置，並通過系統安全身分驗證，即可隨時隨地存
取系統及資料。同仁遠距辦公操作環境與在院辦公並無差異，可保持原有工作效率，有效維持監察院
行政量能，俾達「公務敏捷化，作業零延遲」之綜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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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舉辦國民法官新制專題演講
為使監察院同仁瞭解明年即將施行之國民法官法，監察院司法及獄政
委員會特於 111 年 2 月 18 日邀請司法院刑事廳彭幸鳴廳長及陳思帆法官蒞
院介紹國民法官新制。
朱富美秘書長在開場致詞時指出，監察
院收到的人民書狀中，屬司法及獄政類案件占
秘書長致詞 111/02/18

最大宗，高達 39.1%；審議通過的調查報告中，
司法及獄政類亦占 21.6%，顯見該類案件乃監

察院職權行使之重要項目。監察院同仁有必要強化各項司法專業，以協

秘書長致贈彭廳長禮品 111/02/18

助委員在職權行使上能更為熟練、精進。
彭幸鳴廳長於引言時表示，國民法官新
制可將國民多元的視野與經驗納入審判中，
並強化司法專業與外界對話；陳思帆法官則
詳細說明國民法官新制之規範目的、國民參
與審判之資格條件、權利義務、職務內容及
相關保障。參與同仁亦提出諸多問題，並與
講座充分交流溝通後圓滿結束本次演講。

同仁參與國民法官新制專題演講 111/02/18

政治獻金快易通－個人捐贈攻略
隨著新聞台放送各路好漢英雄欲角逐參選之消息，是否已熱血沸騰想要以實際行動支持心中的最
佳候選人，又擔心一不小心就踩雷而受罰。監察院為您準備好個人捐贈政治獻金之闖關攻略，共有十
大魔王要消滅，就讓我們一起來打怪吧！另可掃描 QR Code 連結影片視訊教學，分享個人捐贈如何避
免踩雷，亦可進行捐贈者自我檢測，使你捐的安心，又免違法而受罰。

年捐上限同一擬參選人10萬
02 元、不同擬參選人30 萬元。
超過10 萬元之捐贈，應以
03 支票或匯款為之。
超過3 萬元之捐贈，應提供
04 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地址。

個人捐贈政治獻金注意事項

年捐上限同一政黨 30 萬元、
01 不同政黨60 萬元。

同一種選舉之擬參選人， 06
不得相互捐贈。
未具有選舉權之人，不得 07
捐贈。
外、陸、港、澳人民、居 08
民，不得捐贈。
個人捐贈宣導影片
捐贈擬參選人應注意法定期 09
限，捐贈政黨則無期限限制。
違法捐贈最重可處捐贈
金額2 倍以下罰鍰。

05 匿名捐贈不得超過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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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自我檢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