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院長接見法國參議院
友台小組李察主席訪團
法 國 參 議 院 友 台 小 組 主 席 李 察 （ Alain
Richard）訪團於 110 年 10 月 8 日拜會監察院，陳
菊院長表示，未來會持續以法國作為人權領域的學
習目標，透過合作及交流，將人權理念落實台灣社
會，成為如法國般自由言論、不受迫害的國家。
陳院長致詞時首先歡迎李察主席及訪團成員
造訪台灣，感謝今年 5 月李察主席大力促成法國參

陳菊院長以肘擊歡迎李察主席 110/10/08

議院首度以 304 高票無異議通過決議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不畏中國
施壓，堅持推動台法交流及對台友誼。
李察主席及訪團成員皆讚譽陳院長在台灣民主運動上的努力，表示
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成立與陳院長一生的追求相呼應。此外，訪團也針對
監察院職責暨人權等議題進行交流。訪賓表示，台灣雖然在加入國際組
織或簽署國際公約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但仍努力讓各種保障人權的國
陳菊院長致贈「浪進」瓷杯 110/10/08

際公約國內法化，對此深感佩服，而法國也樂於在專家諮詢上提供協助。

最後，陳院長致贈訪賓「浪進」瓷杯，並說明杯上的波浪花紋象徵人權推動如同波浪，一波接著
一波，乘風破浪引領台灣向前，希望未來所有人都平等及溫暖對待彼此。

陳菊院長(中)及監察委員等人與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李察主席(左 5)訪團合照 1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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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首度合辦「科技監察人才」在職訓練開訓！
陳菊院長就任以來，
極為重視監察調查人員
培養與訓練，應與時俱
進，秘書長承院長指示，
帶領監察調查處規劃完
成 110 年第 4 季至 112 年
度教育訓練計畫，並與審
計部合辦數位科技調查
技術專業課程。

院部合作「科技監察人才」在職訓練開訓典禮，左 2 起：鴻義章委員、葉宜津委員、王麗珍
委員、陳菊院長、陳瑞敏審計長、葉大華委員、朱富美秘書長 110/10/20

陳院長特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主持開訓典禮，並有王麗珍、葉大
華、葉宜津、鴻義章 4 位委員及審計長共襄盛舉。王麗珍委員致詞時
表示，審計部導入 ACL（Audit Command Language）等電腦審計技術
超過 30 年，並感謝審計部不吝分享培訓成果。
陳院長開訓致詞，除期許監察調查人員協查工作應隨時代更迭及
科技創新而不斷精進，兼顧監察院角色功能，才能跟上時代腳步，積
極回應人民要求，落實人權保障的宗旨，並向王麗珍委員促成院部合
陳菊院長開訓致詞 110/10/20

作訓練、審計長鼎力協助，表達謝意。

監察調查人員在職訓練計畫，共分成「法制暨各專業知能」
、「深化人權」
、「科技監察」及「協查
實務」等四大主軸，訓練課程涵蓋大數據分析、舞弊鑑識技術、各領域專題講座、彈劾移付懲戒蒞庭
訓練、協查工作職能課程及重要案例分析。
院部合作「科技監察人才」在職訓練開訓大合照 110/10/20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攜手合作推動人權教育
國家教育研究院（下稱國教院）林崇熙院長，顏慶祥學術副院長等人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拜會陳
菊院長，就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國教院合作，共同推動兩項聯合國人權教育計畫獲致共識：第一，研發
人權教育課程模組，課程內容將包含國際人權公約及人權的基本知識、價值與實踐等。第二，國教院
將依據聯合國《中小學系統中的人
，檢視
權教育—政府自我評估指南》
國民教育階段學校實施之人權教
育，並聚焦於政策內容與執行、學
習環境、教學過程與方法等。依據
上述共識之研究結果，將建議教育
攜手合作推動人權教育，左 2 起：國教院顏慶祥副院長、林崇熙院長、陳菊主委
、范巽綠委員、朱富美秘書長 1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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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人權教育政策上之規劃方向。

數位科技時代提升監察行政效能及人權保障研習會實地參訪
有鑒於科技的進步日新月異，社會發展及政經局勢瞬息萬
變，陳菊院長認為監察院高階主管人員應與時俱進，運用數位
科技以提升行政效
能，精進領導管理能
力，同時藉由吸收新
知，激發創新思維，
並具備人權意識，爰
交由朱富美秘書長請
人事室主辦、國家人
陳菊院長於太空中心致詞 110/10/01

權委員會協辦，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及 10 月 1 日辦理「數位科技時代提升監察行
政效能及人權保障研習會」
。繼 9 月 30 日完成數位科技與人
權、社會經濟等課程，以及監察行政創新與人權業務交流後，
10 月 1 日赴新竹科學園區及石門水庫進行實地參訪見習。
是日上午先至筑波醫電參訪，瞭解其以豐富的無線通訊
軟硬體整合經驗，跨界投入生醫領域，交流應用數位科技如何
同時維護個人隱私權等人權保障議題。隨後參訪國家太空中
心，經由解說導覽，見習該中心如何發展並執行國家太空計
畫，建立臺灣自主太空科技，進行太空科學研究及推動衛星應
用。下午則至石門水庫，瞭解石門水庫興建歷程、濁度與泥砂
觀測、排洪與排砂等運轉操作，以及水庫淤積概況、清淤策略、
水力排砂等情形，並進入位於壩底的監測廊道，實地瞭解如何
運用數位科技監測控管水庫，如監測地震對水壩之影響等。

上 1：陳菊院長等人參訪筑波醫電。上 2：聽取筑波醫電許
深福董事長簡報。上 3：於太空中心聽取解說。110/10/01

陳菊院長在參訪時表示，外在環境變化迅速，國家優秀的
公務人員也必須因應變遷，拓展視野，多元學習。監察院在傳
統的「澄清吏治、整飭官箴」
，以及「促進保障人權」基本職
能之外，也需要新的刺激、學習新的事物，並期勉同仁透過跨
領域學習，以新的角度與視野，謹慎研判並持續檢討改進，讓
朱富美秘書長(前排右 1)等人於石門水庫管理中心聽
取解說 110/10/01

監察院在數位時代與全球脈動併肩同行。

陳菊院長(前排左 7)與科技部陳宗權常務次長(前排左 6)等人於太空中心前一同合影 1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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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 Hub 交流站原住民族場

陳菊主委：明年 8 月推動原住民族人權週

國家人權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1 日舉辦「社會對話—人權 Hub 交流站」系列座談會─第 5 場，為
「原住民族議題」
，共計 21 位原住民族團體代表參與。陳菊主委表示，原住民族遭受不公平待遇超過
一個世紀，雖然無法一下全部解決，但期望大家共同努力落實族群平等的理想。每年 8 月 1 日為原住
民日，明年 8 月 1 日國家人權委員會將倡議「原住民族人權週」
，希望讓整個臺灣共同重視原住民族。

國家人權委員會舉行「社會對話—人權 Hub 交流站」系列座談會原住民族場，與會人士大合照 110/10/01

監察院院會審議通過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增訂人權專章
監察院院會於 110 年 10 月 12 日審議通過「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國家人權委員會
職權之行使」專章，同日函送立法院審議。本次修法，除了確保國家人權委員會行使職權依法行政，
並可符合聯合國《巴黎原則》所昭示之建立有效、具可
信度之國家人權機構原則，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之維
護，為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民、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間
架設友善溝通的平臺，共同為人權保障而努力。
人權會趙永清副主委(前排左 1)於院會中說明議案 110/10/12

康寧祥前委員分享監察工作經驗
監察院第 2、3 屆康寧祥委員政治經歷豐富，一生於
體制內、外為人權、民主、自由奮鬥。欣逢監察院 90 周
年院慶，朱富美秘書長特於 110 年 9 月 27 日率同仁拜訪。
康委員除說明專業知識經驗對於監察委員調查案件格外
重要，並分享兩件其深感自豪的案件。一是調查臺美軍品
採購制度之缺失，二是調查國防部採購拉法葉艦之弊案。
1994 年康委員調查臺美軍購制度之缺失，發現制度背 康前委員(中)與朱秘書長、林明輝參事合影 110/09/27
後「非法變形」的交易現象，包括當時連審計部亦無法介入查核存放管理軍購預算及孳息的中美銀行
及廣東銀行等「小金庫」
。該案的調查結果，促使中美銀行帳戶的關閉，建立合法的軍品採購制度，爭
取到新臺幣 50 億元軍購孳息繳庫，並打破軍中不當的旋轉門。康委員回顧早期國防部處理國防軍品
採購即採行機密作業，但他早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就高度關心國防軍品採購，逐漸累積採購機制及
價款支付程序等各類國防知能經驗，後來擔任監察委員，更能深入發現弊案的真相，促使審計部嗣後
得以逐年就國防軍品採購過程進行查核，強化監督工作。
另一案是國防部採購拉法葉艦之重大弊案，康委員說明秉持專業，因此知道如何著手調查，其間
詢問及訪談對象高達 218 人次，調閱 500 多份卷證，並持續長達一週，每日前往國防部調閱「軍事會
談」的關鍵機密資料，對於釐清案情助益良多。此外，並遠赴法國蒐集證據，協助與瑞士當局就不法
佣金之流向調查，展開司法互助，並在最後關頭督促海軍總司令部及時進行索賠之法律程序，順利追
回約新臺幣 270.8 億元。透過本次訪談，監察院同仁受益良多，並佩服康委員的國防專業及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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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召開諮詢會議 就職權行使議題聆聽意見 尋求良方
監察院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召開第 6 屆第 1 次諮詢委員會會議，
以監察權與司法及行政機關之協力義務為主軸，針對監察職權行使，監
察委員調查案件，向司法機關調閱檔案冊籍受阻；認有進行去氧核醣核
酸（DNA）鑑定必要時遭拒，尋求解決之方法，及就現行法制規範對於
監察職權之行使，是否形成缺漏等議題進行諮詢，期在符合權力分立之
陳菊院長於會中致詞 110/10/29

憲政原則下，使監察職權能順利運作，發揮監察功能。

陳菊院長致詞表示，我國採五權憲法，與西方三權分立之民主體制不
同，尤其司法權亦同受憲法獨立審判之保障，因此監察權之運作，應著重
於院際間的聯繫與溝通，於現行法制及和諧基礎下，尋求突破困境之方法
與途徑。本次與會之諮詢委員計有林雅鋒、姚孟昌、陳憲裕、陳聰富、張
文貞、張嘉尹、黃俊杰、葉一璋、羅承宗等 9 位，在憲政、法律、人權等
專業領域的一時碩彥熱誠參與，從理論、實務面向提出寶貴意見供監察
委員思考採擇，並相互討論交流，獻替可否，助益良多。

陳菊院長致贈紀念品予諮詢委員
代表林雅鋒 110/10/29

監察院召開第 6 屆第 1 次諮詢委員會會議，陳菊院長與監察委員及諮詢委員等人合影 110/10/29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巡察文化部所屬機關及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10 年 10 月 28 日由院長陳菊、
召集人范巽綠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 13 人，在文化部蕭宗煌次
長、李永得部長先後陪同下，前往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瞭解攝影文資保存、園區營運管
理及古蹟
修復等成
果；下午
則前往臺 陳菊院長於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館 110/10/28
北流行音樂中心，在文化部李靜慧次長及北流黃
韻玲董事長等人陪同下，聽取業務簡報並視察表
演廳、文化館及產業區，瞭解場館營運方向、防
災避難動線及無障礙設施等情形，並與上述三個
機關進行座談會，對相關議題提出詢問及建議。
巡察委員於鐵道部園區動態模型展廳聽取解說 11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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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巡察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
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為瞭解前瞻基礎建設
執行成效、社會安全收支統計與家庭收支調查，及特
別預算編列與中央政府財政改善等情形，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由召集人賴振昌委員偕同多位委員，巡察
國家發展委員會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並聽取簡報。會
中賴召集人期許國發會能以國家未來整體發展的高
度，落實各部會政策溝通協調平台的角色，並期許主
巡察委員與國發會主委龔明鑫等人合影 110/10/15

計總處完備資源妥適分配機制，提升資源運用效益。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由
召集人施錦芳委員偕同 10 位監察委員，上午赴內政
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菁山自然中心聽取
業務簡報並舉行綜合座談，下午勘查松園遊憩區(遊
12)籌設計畫，並針對國家公園署組織編制成立進度、
山難救助延伸、社會住宅興建出租效益、危老建築都
更、無障礙設施興建、公設保留地、既成道路宜積極
處理等，提出諸多建議。

巡察委員於大屯火山觀測站瞭解業務推展情形 110/10/22

內政及族群委員會巡察內政部 提出諸多檢討改進與建議事項
監察院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
由召集人施錦芳委員等 12 位委員，赴內政部巡察，
於聽取徐國勇部長業務簡報後交換意見。委員對營建
業務提出社會住宅提供弱勢族群需求等問題；對戶政
業務提出跨國婚姻者權益等問題；對民政業務則提出
地方自治等問題；對移民署業務提出非法外籍勞工查
緝問題；亦對警察人事及任期等表示關切，皆經徐部
巡察委員聽取徐國勇部長業務簡報後交換意見 110/10/25

長及相關主管簡要說明，並於會後書面補充回復。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巡察法務部 聽取業務簡報並舉行座談
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由
召集人林國明委員偕同多位委員巡察法務部，聽取業
務簡報並舉行座談。委員對於矯正人員專業制度之建
立、有罪確定案件審查會的獨立性、執法人員人權教
育訓練及贓證物保管等議題，多所垂詢，並提醒法務
部對受監護處分人應予妥善醫療處置，經蔡清祥部長
等人逐一答復。林召集人最後感謝法務部相關人員的
協助，並期許院部持續透過交流機會互相溝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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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巡察臺中市
瞭解各項重大施政情形

監察委員巡察臺北市
關切長期照顧等議題

監察委員鴻義章、林郁容於 110 年 10 月 7

監察委員賴鼎銘、蕭自佑於 110 年 10 月 18

日、8 日巡察臺中市政府，並聽取市政簡報，瞭

日赴臺北市巡察，拜會臺北市議會議長陳錦祥，

解長照 2.0 規劃內容、原住民部落健康營造計畫

並赴臺北市政府聽取市政簡報。監察委員首先

執行現況及辦理成效、新冠肺炎之防疫措施及疫

肯定市府重視居家照護、尊嚴善終的理念，另就

苗施打情形，並建議可將原住民健康營造計畫由

轄區內學校違建態樣、如有緊急災害發生是否

原鄉擴大至都會區實施，以保障平地原民權益。

影響師生逃生、民眾檢舉違建之處理狀況及住

巡察委員實地視察花東新村、中央公園及臺

宿型長照機構分布不均等議題，表示關切。在人

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關心永久屋規劃、三

文教育方面，則期望市府重視公共場域提供之

大科學園區之區隔及各項建設辦理情形。

本土語言發音的精準度與文化傳遞的正確性。

委員鴻義章(右 2)、林郁容(右 3)視察中央公園 110/10/08

委員賴鼎銘(左 4)、蕭自佑(右 4)拜會議長陳錦祥(中)110/10/18

監察委員巡察高雄市
關切市圖營運及軌道運輸情形

監察委員巡察屏東縣
於縣府受理民眾視訊陳情

監察委員田秋堇、林國明於 110 年 10 月 21

監察委員施錦芳、賴振昌於 110 年 10 月 27

日、22 日巡察高雄市政府，關心高雄市立圖書館

日、28 日赴屏東縣巡察，屏東縣地處南境，幅

營運管理與創新服務情形，促能持續提供多元化

員狹長，為利民眾意見有效傳達，在屏東縣政府

的創新服務。此外，委員亦關切高雄捷運營運概

及恆春鎮公所協助下，於縣府以遠距視訊陳情

況與環狀輕軌捷運建設及岡山路竹延伸線工程

方式，讓恆春民眾在居住所在地之鎮公所，就能

執行情形，並實地視察環狀輕軌 C18 候車站及大

向監察委員陳情。期盼藉此便民措施，服務國境

順一路、龍勝路段工程。委員指出，發展軌道運

之南之恆春鄉親，並為地巡陳情受理，樹立更多

輸是世界潮流，期許相關工程能如期如質完工，

元友善之受理方式，積極落實「陳情零距離、溝

以提供民眾便捷的交通運輸服務。

通無障礙」之服務目標。

委員田秋堇、林國明(前排左 2 起)巡察環狀輕軌 110/10/21

委員施錦芳(右)、賴振昌(左)受理恆春鎮鎮長陳文弘等視訊
陳情 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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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無障礙 慢遊濕地風貌與金色水岸
延續上半年同仁水資源環境教育課程之熱烈迴響，於秋高氣爽、逐漸揮別新冠肺炎疫情壓抑的 10
月，人事室再度規劃辦理下半年環境教育戶外體驗課程。本次為提高身心障礙者同仁之參與意願，特
別悉心安排無障礙場域，以濕地生態、人文歷史為主題，帶領同仁來到關渡親近臺北市最大的一塊濕
地保護區「關渡自然公園」
，瞭解濕地保育與自然和平共生的重要性，實際體驗環境永續之具體實踐，
以及漫步「淡水金色
水岸」
，欣賞沿岸山水
的波光粼粼、感受老
街人文歷史風情。
本次環境教育課
程共分 10 月 15 日、
22 日及 29 日 3 個梯
次辦理，參加人員約
第 1 梯次大合照 110/10/15

130 多人，監察委員
林郁容、高涌誠、鴻
義章、王榮璋及副秘
書長劉文仕亦到場參
與，熱絡地和大家一
起交流情誼。雖然第
2 梯次遇雨調整為室
內行程，改至新北市

第 2 梯次大合照 110/10/22

立十三行博物館及臺
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
館，但經過一日走訪
體驗，參與同仁不僅
對於溼地孕育生命的
奧妙、臺灣唯一擁有
煉鐵技術的史前文化
遺址、穹蒼星空的神
秘等有更深的體認，

第 3 梯次大合照 110/10/29

身心靈也獲得釋放。

蔡崇義委員(前排右 7)、朱富美秘書長(前排右 6)與第 6 屆第 1 次諮詢委員會會議承辦單位監察業務處同仁合影 1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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