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院長率監察委員巡察行政院 提出多項社會關注議題意見

監察院第 6 屆監察委員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由院長陳菊擔任領隊，赴行政院巡察，會中由行政
院院長蘇貞昌親自就該院 110 年施政重點工作進行簡報。陳菊院長首先提到 110 年 7 月，國家人權委
員會公布首份人權調查報告（林水泉案）
，是過去威權時期未經司法程序直接侵害人權的典型案例，此
外，她身兼人權會主委，有機會重回她 42 年前被矇著眼帶去疲勞訊問、關押的安康接待室，並呼籲政
府應重視威權時期統治者侵害人權事件的發生地（不義遺址）之保存，以作為人權教育的場所。
另陳院長也就監察院 110 年調查、彈劾、糾舉、糾正、審計等職權之各項統計結果，要求行政院
重視並積極督促所屬檢討改進。會中監察院各委員會召
集人或推派之委員，就各委員會專案檢討總結之 16 個
議題發言，除由蘇院長及各相關部會首長就重點項目先
行說明外，會後將另以書面詳實說明回復監察院。
巡察結束後由各委員會召集人共同舉行記者會，首
先由施錦芳委員說明巡察議題皆是各委員會彙整一年
來調查、巡察發現各機關通案性問題或是社會關注議

監察委員巡察行政院 110/12/28

題，或是審計部審計各部會財務及績效等建議意見，均有助行政院於實際推展政務時，發掘問題之所
在，也更能符合人民的期望；另續由各委員會召集人，說明各委員會關注議題及各部會回應情形。

各委員會召集人巡察後共同舉行記者會，左起葉宜津、賴振昌、賴鼎銘、施錦芳、蕭自佑、范巽綠、林國明委員 1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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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大屠殺攝影展
陳菊主委：記取歷史教訓
Never Again !!
國家人權委員會陳菊主任委員，110 年 12
月 8 日於
「SHOAH-猶太大屠殺-人類最惡之時」
攝影展開幕致詞表示，臺灣與以色列有相似的
過去，活下來的人就是要替犧牲的人發聲，讓
陳菊主委致詞 110/12/08

更多人記得這段歷史，以及它帶給全人類的教
訓，
「Never Again（永不再犯）」
。

這項攝影展是與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ISECO）合作辦理，展至 12 月 22 日止。柯思畢（Omer
Caspi）代表強調，除了不要忘記曾經發生過的事，也
須提醒世人，不要重蹈覆轍。陳主委表示，人權無國
界，人權會願意在人權議題上與世界各國合作，一同
陳菊主委與柯思畢代表等人聆聽導覽 110/12/08

為普世人權價值努力。

陳菊主委與監察委員等人於猶太大屠殺攝影展開幕記者會合影，左 6 為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柯思畢 110/12/08

人權教育影展 陳菊主委感慨推動轉型正義的臺韓差距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合作辦理「話影像人權－
我們的人權教育影展」
，110 年 12 月 10 日首場放映韓國片《光州錄影帶：
消失的 4 小時》
。陳菊主任委員在映後感慨表示，韓國非常積極推動轉型
正義，但臺灣的轉型正義卻面臨許多困難，支持度不足。
這次人權教育系列影展的影片，還包括《給阿媽的一封信－島嶼集體
記憶》、《波濤最深處》等 2 部影片，除監察院之外，還在北中南東各地，
共計放映 10 場次，均邀請導演或專家進行映後座談。

陳菊主委致詞 110/12/10

人權火炬海報聯展登場
國家人權委員會與國際特赦組織（AI）
臺灣分會，合作舉辦「跨越國界的人權火
炬海報聯展」，110 年 12 月 4 日至 30 日先

監察委員及同仁前往忠孝復興站觀展並合影 110/12/29

在臺北捷運忠孝復興站 B3 藝文廊登場，111 年 1 月 7 日起移到高雄捷運美麗島站長廊續展。邀請社
會各界，直面國際人權侵害現場，共同接下人權火炬，期許光明照亮黑暗，綻放民主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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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委員會副執行秘書陳先成
獲頒 110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副執行秘書陳先成，獲監察
院推薦參加 110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歷經考試
院組成評審委員會數月之層層審查，終獲公務人員的最
高榮譽「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
」殊榮，考試院
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舉辦表揚大會，由蔡英文總統親自
頒獎。陳副執行秘書擔任監察院調查官工作 20 餘年，長
陳副執行秘書獲獎並與總統合影 110/12/14

年致力於平反人民冤屈，積極彰顯監察院澄清吏治、保障
人權之使命，使正義得以伸
張，對國家社會帶來實質重
大貢獻，獲此殊榮，實至名
歸。陳副執行秘書謙虛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傑出貢獻獎選
拔過程，讓社會大眾了解監
察院確實積極在為人民做
事，讓「監察院能夠被看見」
，

監察委員王美玉(右 6)、蔡崇義(右 2)與秘書長朱富美(左 5)等人出席表揚大會，與陳副
執行秘書賢伉儷(右 3、4)合影 110/12/14

未來也將繼續戮力為保障人
民權益、伸張正義而努力。

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公孫孟拜會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
法國在台協會公孫孟主任（Jean-François CASABONNE-MASONNAVE）110 年 12 月 28 日拜會監察院
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由秘書長朱富美接見，人權諮詢顧問劉
進興出席會談，就未來臺法可合作的人權事項交流意見。
朱秘書長感謝公孫孟主任於上（11）月擔任 2021 人權
發展國際研討會研討主題發表人，並邀請明年繼續參與人
權國際研討會。希望疫情緩和後，能協助促成法國人權保護
官署與國家人權諮詢委員會派員來訪，進行雙向人權交流。
公孫孟主任表示，臺灣雖在地理與文化上距離歐洲遙
遠，但臺法有許多共同的理念價值，也就是自由、平等、博
愛，希望能與臺灣進一步推動實質的人權交流。
劉顧問提及，期待未來透過論壇形式，就國家人權委員
會之運作、數位
人權、假新聞、
後疫情時代之
人權保障、移工
人權等議題，進
行合作交流。
3

朱富美秘書長與公孫孟主任互贈禮物，並與劉
進興人權諮詢顧問(下圖左 5)等人合影 110/12/28

以 ESG 創造永續發展 陳菊主委盼企業治理與人權齊步雙贏
國家人權委員會於 110 年 12 月 6 日舉辦「提升企業治理，人權
齊步前行─2021 臺灣人權與企業行動論壇」，邀請產業界、政府部
門與 NGO 團體等共計 10 位產官領袖，就如何透過企業治理，創造企
業與人權雙贏，共同促進人權的 ESG 理念，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ESG 是當前經常與永續發展結合的經營概念之 Environment 環
境、Social 社會、Governance 公司治理的英文縮寫，亦即將人權意
識落實於企業面，使人權保障成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競爭力。
陳菊主任委員致詞時表示，臺灣企業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居關鍵
地位，若能致力於企業人權，不只是員工勞動條件與勞動權益，可
以獲得實質的改善，創造永續發展的環境，還可以為企業創造客群、 陳菊主委致詞。陳菊主委與監察委員
等人於 2021 臺灣人權與企業行動論壇大
合照，前排右 5 為立委柯建銘 110/12/06

提升企業聲譽及品牌價值。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與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聯合巡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與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於 110 年 12 月 1 日至 3 日，由院長陳菊、
（教文）召集人
范巽綠委員、
（內族）召集人施錦芳委員偕同多位監察委員進行聯合巡察。
1 日上午在教育部蔡清華次長陪同下巡察臺東體中，瞭解學生住宿與培訓情形等；下午在均一實
驗高中於嚴長壽董事長陪同下，實地瞭解實驗教育辦學特色等。2 日前往公東高工，瞭解該校技職教
育及目前面臨困難等，會後參訪台東糖廠文創園區，瞭解經營現況與未來願景，並與進駐文創業者進
行交流；下午赴台東縣金峰鄉，瞭解嘉蘭災後永久屋重建情形及原住民族在地產業之發展。
3 日參訪南王 Puyuma 花環實驗小學及卑南遺址與展覽館，聽取原住民族委員會業務簡報並綜合
座談，會中對原住民族就業等議題提出諸多意見，建議原民會應重視都市原住民族所面臨就業困難、
原住民保留地遭
非法轉賣非原住
民問題等議題，
及應強化原民回
鄉發展規劃、原
住民特色文化傳
承等政策。
巡察委員至南王
Puyuma 花環實驗小
學瞭解 卑南族之生
活文化 11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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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雲林縣巡察
接受陳情 瞭解縣政發展
監察委員范巽綠、林盛豐於 110 年 12 月
6 日、7 日赴雲林縣巡察，關心縣政發展及地
方創生推動情形。委員對雲林縣政府近年努
力改善濁水溪揚塵、垃圾回收循環再利用、地
區醫療照護，及在有限財政資源下，積極爭取
中央競爭型補助，發展地方建設，並引進專業
人才協助農村推動地方創生，表示肯定。

委員范巽綠(左 3)、林盛豐(右 2)參訪梧北社區鐵花窗藝術 110/12/07

委員赴古坑鄉華山休閒農業區及口湖鄉梧北社區，實地瞭解地方創生發展情形。委員表示，地方
創生應著重品質，順應自然地貌修景，保留農村特色，另讚許梧北社區執行團隊帶動居民參與，凝聚
地方認同感，打造椬梧特有鐵窗文化，創造農村新風貌。

監察委員新北市巡察
關切重大開發計畫執行情形
監察委員蔡崇義、張菊芳 110 年 12 月 9 日
赴新北市巡察，並拜會議會議長蔣根煌及市長
侯友宜。今年 5 月因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新北
市面臨重大挑戰，委員對於侯市長帶領市府團
隊，不但度過疫情的嚴峻考驗，且能秉持腳踏實
委員蔡崇義(左)、張菊芳(右)拜會新北市長侯友宜 110/12/09

地的初心，不遺餘力推動市政，深表佩服。
委員表示，市府推動新莊、泰山塭仔圳地區

監察委員宜蘭縣巡察
關心縣政發展

市地重劃開發計畫，需與多數違章工廠業者進
行溝通協調，耗時費力，始有今日成果，實屬不

監察委員林文程、浦忠成於 110 年 12 月

易。此外，委員就「新北影視城開發招商案」之

15 日赴宜蘭縣巡察，關心縣政發展及冬山鄉溪

後續規劃及執行情形，表達關切與詢問。

南綠色轉運亮點計畫執行情形。

委員期許市府團隊能發揮最大效益，成就

巡察委員關切高鐵東延宜蘭選址案、宜蘭

新北市為最具發展潛力城市，帶給民眾幸福宜

縣府自籌財源、高齡化照護策略、少子化對策

居之城市生活。

及南澳碧候溫泉營運等議題，並對縣府團隊積
極推動各項交通及經濟建設，表示肯定。
委員於宜蘭縣政府受理民眾陳情，傾聽民
眾陳情內容，釐清案情，並依規定將陳情案件
攜回監察院續處。
委員另赴冬山鄉實地瞭解溪南綠色轉運
亮點計畫工程及冬山良食農創園區執行成效，
讚許鄉公所團隊發揮創意，將老舊公共設施活
委員林文程(前排左 2)、浦忠成(前排左 1)實地瞭解溪南綠色
轉運亮點計畫執行成效 110/12/15

化，創造新亮點，吸引更多年輕人回鄉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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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委員彰、投二縣巡察
視察縣政發展
監察委員葉宜津、趙永清 110 年 12 月 23
日、24 日赴彰化縣、南投縣巡察，關心縣政
發展，瞭解日間照顧創新服務、觀光旅遊推
廣情形。委員對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務機關及
學校裝設太陽能光電板情形及離岸風電發展
等議題表示關切，另前往社頭鄉日間照顧中
委員葉宜津(左 2)、趙永清(右 2)視察溫泉農場溫泉井設施 110/12/24

心與現場的老人家們暖心互動，肯定縣府衛

生局將長照據點與衛生所結合，照顧之餘亦能適時提供醫療服務。委員另關切南投縣政府觀光吊橋安
全管理維護、民宿公安稽查等問題，續前往埔里鎮福興溫泉農場，視察親水公園及溫泉鑿井與集水區，
對目前開發延宕所遭遇之困難等問題進行討論，提醒縣府應積極發展觀光特色，以吸引遊客。

監察委員新竹縣市巡察
關切濕地生態環境改善情形
監察委員陳景峻、郭文東於 110 年 12 月
27 日及 28 日，分別赴新竹縣、新竹市巡察，
聽取縣、市政府簡報。委員對該 2 縣市之施政
成果，給予肯定，並期許持續精進，以滿足轄
內居民需求。此外，在新竹縣部分，委員關心
新豐海岸廢棄物移除及防護工程、紅樹林生態

委員陳景峻（右 2）
、郭文東（左 1）視察新豐紅樹林生態保護
區整修工程 110/12/27

保護區整修工程之辦理情形，其中後者因承包

監察委員基隆市巡察
關注太平山城場域活化情形

廠商有諸多履約缺失，目前已終止契約，委員
除詳加瞭解原委外，也督請縣府積極處理。

監察委員林文程、浦忠成於 110 年 12 月 29

在新竹市部分，委員關切市立動物園再生

日進行基隆市之年度巡察。拜會基隆市議會蔡

計畫之改造情形，對全區採無障礙坡道設計，

旺璉議長、基隆市長林右昌，並聽取市政簡報。

方便長輩孩童走完全程，表示讚許，另對展區

此行主要就國際郵輪旅運中心竣工後之經

藉由透明強化玻璃，讓遊園民眾可近距離接近

營及因應疫情之配套措施、基隆失業率及自殺

動物，落實生命教育之理念，表達認同。

率問題、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之規劃與進程等，
請基隆市政府詳予說明，並期許市府團隊能持
續輔助 111 年將接任之新市長，延續市政建設
之穩定推動。
另亦安排陳情時段紓解民怨，主要係醫療
病歷涉個資引用法規疑義、承租國有地面積及
占用爭議等問題；針對市府擘劃都市再生，將基
隆廢校太平國小活化打造為太平山城場域，成
為「2022 基隆城市博覽會」亮點，給予肯定。

委員林文程(右 2)、浦忠成(右 3)巡察太平山城場域活化情形
1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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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菊院長歡迎視障朋友來院實習 協助視障朋友熟練就業技能
監察院愛心會 110 年 12 月 16 日邀請盲人重建院學員來院進行職業
。陳菊院長於出席歡迎會致詞時，
技能實習，並指導同仁「護眼舒壓 DIY」
強調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甚為重視身心障礙者權益，於今年發表身
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二次國
家報告之獨立評估意見時，特
別呼籲各級政府於疫情期間
採行相關措施，以確保身障朋
陳菊主委致歡迎詞 110/12/16

友獲得平等協助與保障。

本次活動在陳菊院長、賴振昌委員、王美玉委員、趙永
清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紐西蘭監察使 Peter Boshier、 賴振昌委員(左 2)、朱富美秘書長(左 1)代表捐

款予曾瀚霖董事長(右 1)，並請陳菊院長見證。

監察院愛心會、合作社及同仁熱烈參與贊助下，圓滿完成。 陳菊院長及委員等人與師生合影留念 110/12/16

110 年監察權行使成果統計～ 監察院將持續整飭官箴 監督施政
調查

彈劾、糾舉

★核派調查280 案
★提出調查報告 244 案
★審議通過 234 案，以司法及獄政類 46 案為最
多，內政及族群類 40 案次之；涉及人權案件
114 案，其中 24 案涉及司法正義，其次為生
存權 13 案

★成立彈劾16 案，以貪瀆7 案（逾4 成）居第一
★彈劾 28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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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職中央
機關9 人，地方機關19 人(近 7 成）
★成立糾舉1 案，糾舉 2 人，均任職中央機關，簡
任及薦任各 1 人

處理人民書狀計 14,368 件
函請改善

糾正
★成立糾正案78 案
★糾正 116 個行政機關，包括：
中央機關 82 個（占 70.7%）
，地方機關 34 個
（占29.3%）

★函請機關改善 199 案
★督促325 個機關檢討改善，包括：
中央機關 272 個（占 83.7%）
，地方機關 53 個
（占16.3%）

資料期間：11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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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嶄新」揭牌 象徵陽光四法邁向新里程碑
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配合監察院屋頂
外牆去漆修復工程，將臨忠孝東路大門之招牌暫時
卸下，嗣該處擇定 110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1 時良
辰吉時嶄新揭牌，特邀請陳菊院長、廉政委員會趙
永清、王麗珍、林郁容、林盛豐、郭文東、張菊芳
等委員、朱富美秘書長及劉文仕副秘書長出席。
該處在陳菊院長的領導，以及朱富美秘書長指
導下，正邁向數位轉型的嶄新階段，並落實「宣導
零距離、互動無障礙」的多元化宣導服務，並在廉
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及其他委員督促下，期望廉政職
能因此更加發揚，亦藉此次嶄新揭牌儀式，象徵陽
光四法邁向新里程碑。
陳菊院長及委員等人一同揭牌並與申報處同仁合影 110/12/22

我國與日本、美國、德國對政治獻金公開規定及揭露內容比較
我
國

日
本

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收入及支出明
細全面公開於電腦網站，就個人資料
部分予以適當遮蔽。

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掃描揭露於電
腦網站，捐贈及支出明細均無遮蔽。

美
國

政治獻金之收入和支出按不同類型項目總
金額公告於美國聯邦競選委員會網站，未
揭露個別捐贈者或支出對象明細。

德
國

政黨應公開說明經費及財產來源與使用；公開
同一年度捐贈總額超過1萬歐元者之個人捐贈
明細；單筆捐贈超過5 萬歐元者，應立即向聯
邦眾議院議長申報，並應儘快公告於公報及官
方網站，上開公開捐贈者並無遮蔽。決算報告
書公布各項支出總額，個別支出明細未公布。

朱富美秘書長(左 1)於
110 年 12 月 17 日主持工
作會報，除既定議程外，亦
請將於 111 年 1 月 16 日榮
退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主
任秘書魏嘉生(右 2)，分享
在院內工作之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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