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院長偕同委員聯合巡察客委會、農委會 瞭解業務辦理情形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與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於
（內族）
111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由陳菊院長、
召集人施錦芳委員、
（財經）召集人賴振昌委員
偕同監察委員計 15 人聯合巡察。
30 日上午，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長鎮陪
同赴新竹縣北埔鄉，瞭解客庄地方創生業務等
情形；下午前往苗栗銅鑼參訪客庄青年張維翰
返鄉創業成果。接著巡察臺灣客家文化館，關心
客家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社會推廣、補助地方
政府推動客家文化產業經營的成
效、客家文化園區營運管理等，並
提出諸多意見與建議。
為瞭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
稱農委會）推動智慧農業計畫成效，
31 日上午先前往蔬果溫室示範基
地「中和農場」
，參訪溫室蔬果栽培
達人數位分身技術、溫室蔬
果戰情室系統等成果。接著
前往「魔菇部落休閒農場」，
參訪智能環控栽培庫、太空
包自動生產線等執行成效。
下午聽取農委會簡報，
並巡察農試所「農場加值打
樣中心」
，瞭解該中心如何提
供農民初級加工技術諮詢和
產品打樣等服務，以提高農
上 1：陳菊院長與委員瞭解古蹟保存再利用及街區活化情形。上 2：關心客庄文化產業
發展，參訪「客庄青年—工匠技藝傳習」
。上 3：巡察委員於北埔鄉公所前合影 1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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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收入，增加農產附加價值。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111 年 3 月 23 日，由召集人范巽綠委員、
陳菊院長偕同監察委員計 17 人，前往國立故宮博物院（下稱故宮）
南部院區（下稱南院）
，在故
宮院長吳密察、副院長黃永
泰、余佩瑾及南院處處長彭
子程等人陪同下，瞭解南院
戶外園區、相關文化設施服
務情形、文物典藏庫房與中
控室安全管制措施，以及新

陳菊院長聽取解說 111/03/23

故宮計畫執行成效與面臨困境，並進行座談。范召集人肯定南

陳菊院長及委員參觀展廳 111/03/23

院在文物保存上的用心與成效，精心策劃豐富的文物展覽，致力推廣嘉義在地文史，期許在吳院長的
帶領下，努力推動新故宮計畫，各項工程順利完成，五分車明年如期上路，帶動南院與嘉義高鐵站觀
光人潮，成功串
聯蒜頭糖廠蔗
埕文化園區，並
期勉南院同仁
在艱困環境下，
展現自身優勢，
翻轉未來。
委員於故宮南院貴
賓室合影 111/03/23

監察院分析彈劾違失態樣 貪瀆及違反政府風紀為彈劾主因
110 年監察院成立彈劾案 16 案，彈劾違失態樣中以貪瀆 7 案（占 43.8%）為最多，其次為廢弛職
務及違反兼職規定各 3 案（各占 18.8%）
，違反政府風紀 2 案（占 12.5%）再次之。彈劾 28 人，其中
任職中央機關 9 人（占三成二）
，地方機關 19 人（近七成）
；以官等結構觀察，以簡任人員 11 人（占
39.3%）為最多，其次為薦任人員 6 人（占 21.4%）
，選任人員 4 人（占 14.3%）再次之。觀察第 4 屆以
來彈劾之違失態樣結構，發現除第 5 屆違反兼職（約占四成）居首外，第 4 屆及第 6 屆多數為貪瀆及
違反政府風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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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法務部調查局 聽取簡報及進行交流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於 111 年 3 月 18 日由召
集人林國明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2 人，赴法務
部調查局巡察，視察該局反毒陳展館、鑑識科學
處及毒品扣押物保管專庫，並對毒品贓證物扣
押之流程及相關業務聽取簡報及進行交流。
與會委員分別對毒品贓證物扣押及銷毀等
流程應科學化管理、加密貨幣之扣押保管與區
塊鏈技術之運用均應加強教育訓練、贓證物扣
押物之返還及變價應掌握時效、調查過程應符
合正當法律程序、測謊設備應與時俱進且標準
一致、假新聞及假資訊之澄清資訊應加以轉換
成有用之教材，以及人口販運防制議題等問題
表示關切，經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調查局局
長王俊力及相關主管逐一答覆說明。
林召集人期許藉由本次座談能清楚了解該
局近來之業務與工作成果，巡察委員也可就各
項業務及措施作廣泛而深入的探討與建議，透
過寶貴的交流機會，增進雙方溝通與理解。

上 1：巡察法務部調查局（前排左 4 為法務部政次蔡碧仲、左 2 為
調查局局長王俊力）
。上 2：實地視察該局鑑識科學處 111/03/18

監察委員巡察海軍「潛艦國造」及「國艦國造」執行現況
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由該會召集人賴鼎銘委員偕同監察委員一行 17 人，於 111 年 3 月 24 日
下午前往台船，巡察玉山軍艦艤裝及國造潛艦造艦進度，除視導潛艦施工廠房，同時聽取「潛艦國造」
專案簡報並舉行座談。該會 3 月 25 日赴海軍艦指部巡察，除聽取任務簡報，並登上康定級艦及快速
佈雷艇視導。
賴召集人於綜合座談表示，
「潛艦國造」係國軍發展不對稱戰力之重要節點，深受監委高度重視，
本會過去曾三度巡察台船潛艦專區，並責成審計部進行專案審計。
「潛艦國造」風險性高，這次巡察見
到全部六個船段已接近完工，殊值肯定。另借鏡俄烏戰爭，期盼國人同舟共濟，使「潛艦國造」原型
艦能在政府及台船齊心協力下，克服重層困難，如期如質完工。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赴海軍艦指部巡察於康定級艦前合影 11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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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巡察南部地區通訊傳播及交通建設
監察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於 111 年 3 月 28
日至 29 日，由召集人葉宜津委員偕同監察委員
等 10 人，分從資通安全防護、防災行動通訊及
通傳產業監督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綠色生態港
口等面向，實地巡察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通傳會）暨南區監理處及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
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暨
高雄港務分公司，並召開兩次巡察會議。
巡察委員對於通傳會與數位發展部之職權
分工、5G 與物聯網等資通安全、通傳產業口述
影像與手語服務及節目製播等網路平權問題、
台 86 線交通壅塞、道路系統配合都市發展與產
業前景通盤檢討、安平港發展定位、碼頭配置與
安全管理、觀光遊憩與自貿港區產業衝突等議
題提問，經通傳會主委陳耀祥、交通部次長陳彥
伯等人現場說明，並於會後提供資料補充回復。
委員巡察通傳會暨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11/03/28
委員於安平港 10 號碼頭離岸風電作業區合影 111/03/29

監察委員高雄市巡察 關心不義遺址保存維護及活動推廣情形
監察委員林國明、田秋堇於 111 年 3 月 24 日及
25 日巡察高雄市政府，關心不義遺址保存維護及活動
推廣情形，並實地視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
柯旗化故居。委員對於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修
復工程及再利用之執行進度、該電信所原拘禁人犯的
緣由及地點、位於高雄之不義遺址保存維護情形、市
府推動人權活動之現況及人權出版品等，進行瞭解。
委員表示，政治受難者過去傷痛，應予正視，反
省過去才能展望未來，釐清真相方可邁向和解，促市
府團隊妥善保存維護不義遺址，積極辦理相關推廣活
動，療癒歷史傷痕。同時對市府推動人權教育之努力，
予以肯定。

委員林國明(中)、田秋堇(右 2)巡察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
電信所 111/03/24

另安排陳情時段受理司法、兒少、經濟弱勢雇主、
自辦市地重劃等陳情案。委員除指示市府權責單位
就民眾訴求妥為說明並協助處理外，對於非屬市府
權責案件，將陳情案資料攜回監察院依規定處理。
委員林國明、田秋堇(前排右 1、2)巡察柯旗化故居 1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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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漢翔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到會座談
111 年 3 月 17 日監察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邀請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胡開宏董事長及馬萬
鈞總經理到會座談，以「國機國造前景－新一代初級教練機、下一代戰機」為題，介紹該公司對下一
代戰機規劃、戰機系統件自製及外購等。此次座談會增進監察委員對於台美軍購管理等議題之瞭解，
並作為職權行使之參考，委員出席十分踴躍，包括陳菊院長在內計有 22 位委員參加。
左 1：陳菊院長出
席座談會。左 2：
召集人賴鼎銘委
員主持座談。左
3：胡開宏董事長
及馬萬鈞總經理
到會座談。
111/03/17

簡化簡併 10 萬元以下採購作業 提升行政效能
為提升請購、採購作業效能，經陳菊院長指示，監察院規劃多
項簡化簡併作業項目。其中 10 萬元以下之採購作業，自請購單
位提出申請至付款，至少 12 道作業流程，故在不違反採購規定

減少
收發
工作

及精神之前提，適度授權，刪除不必要之作業，將部分作業簡化
簡併。經簡化簡併後，大幅縮短作業流程，每案估約縮短 7-10 天
作業時間，加速預算執行及撥款，彰顯監察院便民措施之美意。
以全院整年度至少 1,000 案以上之採購案觀之，將可大量節省作

縮短
採購
流程
提高
撥款
速度

簡化
簡併

減輕
人力
負擔

業，減輕人力負擔，減少收發約上萬次來回工作，達到減章效果，
提升行政效率，促進業務單位推動業務更順暢。

加速
預算
執行
提升
行政
效率

百年建築外觀 全新環保空調設施
★舊建築 新內裡～監察院致力打造高效能的辦公環境，鑑於北翼部分單位 2,100 餘平方米的空調
設施已使用近 20 年，炎夏時空氣不流通，尤以面臨舊空調故障頻仍、零組件停產，及環保法規對
冷媒之新規定，爰 110 年 11 月起規劃建置變頻空調系統，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及用電安全。

★蟻患再現 為艱辛的空調工程再添一筆～為加速工程進行，監察院分 5 階段施工，同仁亦配合
輪流至禮堂辦公。惟建置期間，發現 2 樓屋頂木簷樑及木桁樑有遭白蟻蛀蝕及損壞情形，為確保辦
公安全，緊急進行木構件補強支撐及白蟻防治，致工期延長，同仁亦無怨無悔繼續於禮堂克難辦公。

★陽光總在風雨後 空調優化再升級～監察院「可變冷媒量變頻空調系統(VRV)」於 111 年 3 月 25
完成建置，同仁亦搬回原有辦公室。新空調系統優化空氣品質，搭配可過濾 PM2.5 的全熱交換系
統，為室內導入新鮮空氣，有效提升辦公品質與工作效率。
監察院建置
變頻空調系統
三部曲：
辦公室施工→
同仁至禮堂辦
公→空調優化
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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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與司法院共同舉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體驗活動
明年即將施行我國司法史上首
見的「國民法官」新制，為讓監察
院同仁深入瞭解明年即將上路的
「國民法官」新制，監察院特別與
司法院、新北地院及新北地檢署合
體驗活動現場合影，左起新北地院陳賢慧院長、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監察院王美玉
委員、高涌誠委員、葉大華委員、朱富美秘書長、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 111/03/31

作，規劃辦理國民法官體驗活動。
111 年 3 月 31 日體驗活動是由

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帶隊，透過下午 4 個半小時的實際操作，讓監察院同仁模擬擔任不同的角色，藉
以體驗國民法官之選任、審理及評議等程序。朱富美秘書長在致詞時指出，由於自第六屆監察委員上
任以來，監察院受理陳情案件，有將近四成（39.3%），以及審議通過
的調查報告，有超過二成（21.6%）均屬司法及獄政類之案件。顯示此
類之案件實為監察業務的重中之重，同仁應具備基本之法律專業素
養，對司法制度與流程亦應有相當的認識。
除了由新北地院安
排審判長、法官、檢察官、
葉大華委員演出被告之證人 111/03/31

律師及證人等角色外，監

察委員葉大華也特別客串演出被告之證人，並由監察院監
察調查處調查專員黃介宏扮演辯方律師，審理過程精彩逼
真。體驗地點就在新北地院今年 3 月 1 日剛落成的國民法

王美玉、高涌誠委員(左、右)被選任國民法官 111/03/31

庭。王美玉委員、高涌誠委員及其他 4 位監察院
同仁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可謂有始以來陣容最堅
強的模擬法庭。其他參加本次活動之同仁，則在
司法院及新北地院精心安排下，在審理程序結束
後，分組擔任影子評議員，同步操練國民法官之
評議過程，擬真之情境讓參與者大感獲益良多。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審理現場 111/03/31

本次體驗活動，監察院共有王美玉委員、高涌誠委員、葉大華委員及朱秘書長率 47 位同仁參與；
司法院林輝煌秘書長、刑事廳彭幸鳴廳長、陳思帆法官、新北地院陳賢慧院長、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
司長及新北地檢署徐錫祥檢察長亦到場致意。監察委員及參與同仁於評議過程討論熱烈，並提出意見，
對促進國民法官新制更臻圓滿完善，深具意義。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體驗活動參與人員大合照 111/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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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權研討會系列 建構數位科技的合理規範與監控責任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數位金融交易暨資料保護
協會，共同舉辦一系列「數位人權研討會」
，3 月 3
、
日、16 日分別再就「元宇宙建構數位化新秩序」
「普惠金融與數位人權保障」等兩大主題，舉辦第
3 場與第 4 場研討會。
監察院秘書長朱富美，特別應邀為第 3 場研討
會，主講「數位時代之科技偵查與人權保障—以強
大加密之因應為中心」，深入剖析加密科技對網路
偵查之衝擊，及其如何改變人民與政府權力之平衡
暨各國之因應。其他講題還包括「以數位治理守護
、
人權」
、
「如何防範 AI 演算法對弱勢族群的歧視」
以及「數位經濟發展趨勢下之勞動人權新思維」等。
第 3 場研討會與談人，由左至右、上至下：監察院朱富美秘書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施克和副主委、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陳鋕
雄院長、數位金融交易暨資料保護協會楊晴雯秘書長 111/03/03

第 4 場研討會主要針對高數位化時代的金融
產業，因實施多項新興數位金融服務時，難免衍生

消費者個資保護的人權課題，進而希望在金融科技發展與數位人權之間，尋求平衡發展的可能性。
亦即在享受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更需建立完善機制，防止人權遭受侵害，因此本系列研討會，
廣邀各界學者專家、相關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代表，跨領域分享多元觀點與相關實務經驗。
為了在現實與虛擬界線模糊的元宇宙世界，能夠有效落實相關人權保障機制，行政院、法務部、
勞動部、國家發展委員會等
政府部門與金融產業代表，
都應邀參與主講或座談。透
過專業知識及實務經驗的
分享，希望架構相關環節的
合理規範與有效監控責任。
第 3 場研討會與會來賓合影
111/03/03

「捐收政治獻金不違法 貼心撇步報你知」記者會圓滿
111 年 3 月 17 日監察院廉政委員會召集人趙永清委員主持「捐收政治獻金不違法 貼心撇步報你
知」記者會，說明政治獻金法施行以來，政治獻金收入查核案裁處情形；並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陳
美延處長說明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自 111 年 4 月 25 日起可申請專戶並經監察院許可後收受政
治獻金，並強調各捐贈者與受贈者應行注意事項，另
建置新版「政治獻金網路申報系統」方便擬參選人辦
理專戶申請、作帳、查詢及申報等。自 4 月起將對金
融機構人員、捐贈者及受贈者辦理多場法令視訊宣
導，宣導期日公告在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便民服
務」之「活動報名」專區，歡迎查詢及線上預約報名。 趙永清委員(右)主持記者會，左為陳美延處長 11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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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革命〉陳菊院長：堅守維護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

監察院院長陳菊 111 年 3 月 29 日晚間邀請委員及同仁，
於華山光點電影館觀賞紀錄片〈時代革命〉
。陳菊院長表示，透
過這部紀錄片，看到香港人選擇站出來，為自己、也為香港的
未來付出行動。遊行、鎮壓、衝突、抵抗等，臺灣也經歷過，
這些過程終究在經過 38 年的威權統治後，民主開花結果。

陳菊院長、委員及同仁參與電影賞析
陳菊院長於電影放映前致詞 111/03/29

陳菊院長強調，人權意識的覺醒需要人權教育的推廣，希望透過紀錄片，能讓大家深刻瞭解人權
及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尤其在面對烏俄戰爭、威權獨裁主義擴張之際，就像電影中提到的「不是時
代選中了我們，是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我們必須堅信民主自由是永續堅持的價值。

「監察院聚繪趣」繪畫比賽 繪記監察院古蹟的千萬風情
為慶祝監察院今年走過 91 個年頭，並昂首闊步邁向 參賽者在監察院門口寫生實況 111/03/05
100 年，監察院特別舉辦「監察院聚繪趣」繪畫比賽。
「監察院聚繪趣」係以監察院院區建築及庭園景觀
為主題，並區分組別為「一日寫生組」及「油畫徵件組」
，
其中「一日寫生組」於 3 月 5 日舉行，前來參與「聚繪」
的參賽者們踴躍參與，不論是單獨前來，抑或是三五成
群，或站或坐，都為監察院的景致增添許多生動活潑的
氣息。最終總計有 65 幅作品參加本次寫生比賽，之後將
在眾多優秀作品中選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各 1 名、優選 3 名及佳作 4 名。透過此次寫生活動與
藝術交流，成功讓民眾走進監察院，對監察院有更多的認識，看見了監察院豐富多樣的姿態。

監察院監察調查處辦理虛擬貨幣之偵查技巧講座
虛擬貨幣是一種基於區塊鏈所創建的數位貨幣，在我國並無主管機關，具有對於產業掌控度低、
高度匿名性、無交易額度限制、可以快速跨境轉移等特性，易淪為詐騙洗錢的工具。為增進同仁對虛
擬貨幣之認識，特邀請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洪敏超檢察官講授「面對
新興虛擬貨幣成為犯罪所得之科技
偵查技巧應用與實務」
。
洪檢察官於課程中介紹比特

洪敏超檢察官(站立者)講授虛擬貨幣之偵查技巧 111/03/14

幣、泰達幣等常見虛擬貨幣，同時也介紹查詢各筆交易明細的技巧及方法等。本次課程內容新穎且豐
富，同仁均踴躍提問，對未來之監察調查職能，有啟迪創新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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