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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ue. 026   2012/07/19 | FB 粉絲專頁 | 捐款贊助 
 

聯盟近期活動

7/18 舉辦「國會聽證程序改
革」座談會

7/19 參與「中央政府總預算研
習講座」
 
7/26 與文山社大合作IVOD公民
評鑑
 
8/ 1 召開第十次財務委員會
 
8/11 於南華高中舉辦IVOD公民
評鑑（點此觀看更多訊息）
 
8/14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計畫來
訪
 
8/18 至嘉義舉辦IVOD評鑑（暫
定）
 
8/19 至高雄舉辦IVOD評鑑（暫
定）
 
9/ 2 至宜蘭舉辦IVOD評鑑（暫
定）

幸福報報－公民看國會

第129集公民看國會網路影片節目

第八屆第1會期 IVOD公民評鑑
啟動

議題專文

公督盟第八屆第一會期
評鑑『全面啟動』！全
民作夥來監督！

  台灣唯一
的立委評鑑即
將正式開跑！
公督盟自第七
屆開始，已經
連續評鑑了八

個會期，長達四年的評鑑之中，我們
不斷精進評鑑指標，終於獲得社會大
眾的肯定。

  自立法院開議至今，公督盟已陸
續拜訪過各黨立委及委員助理，針對
評鑑指標做不同意見的交換。公督盟
感謝各委員辦公室對於評鑑成績的重
視，讓公督盟的評鑑作業可以一次比
一次進步，已讓評鑑更加公平。經由
公督盟評鑑為優秀立委的委員們，幾
乎都在本屆順利連任，也證明了公督
盟的評鑑，的確成為選民在選舉時的
投票指南。（閱讀更多）
 

大家一起來，8/11立委評
鑑-台北場南華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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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
行長）
 
受訪來賓：
趙和賢（公督盟立院監督志
工、部落希望工程委員會主任
委員）
葉怡君（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政
策部專員）

（點此觀看影片）
 

第130集預告

「官員說謊話 行政權獨大 國
會應有合理調查權」
播出時間：
2012年7月203日（五）16:00-
16:40
直播網址：
http://newtalk.tw/lifeshow_list.php
 
節目主持：
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
行長）
受訪來賓：
黃國昌（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
員）
李惠仁（《不能戳的秘密》紀
錄片導演）

開放國會與民主2.0

黃泰山先生

  公督盟於八月份，將與嘉義市納
稅人協會、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高
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聯盟等公民監督團
體，在宜蘭、台北、嘉義、高雄，各
進行一場IVOD立委評鑑，讓各地的民
眾皆能夠透過立委評分的行動，參與
監督與改革之外，並夠更了解立法院
運作，推動國會優質化。第一場將於
8.11(六)下午1點半，於台北市南華高
中進行，歡迎大家踴躍報名。（閱讀
更多）
 

立委質詢＝狗吠火
車！？ 公督盟：立院應
強化國會調查權

  公督盟在監督國會的過程之中，
常感嘆資料取得的不易，民主政治的
基本精神就是透明與開放，沒有充足
的資訊，選民就無從判斷政治人物的
作為，民間團體也無從監督。公民監
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提到，公督盟過
去多次行文立法院，要求立法院依照
立法委員職權行使法與政府資訊公開
法，提供黨團協商的影音資料，但是
立法院卻悍然以「無從辦理」作為回
應，令人感到失望。他也認為，第八
屆立法委員中的改革派雖然變多了，
但是保守的立法院秘書處反而成為國
會改革的絆腳石。（閱讀更多）
 

精選文章

學生自治看國會 程序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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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泰山先生談論「動物保護
法」：
 
  台灣飼主並不認為丟狗是
一種不道德的行為。雖然台灣
的愛心爸爸、愛心媽媽很多，
他們也事實上解決了一部分的
問題，但流浪狗的源頭，也就
是飼主，沒有解決的話，並不
能有多大的改善。
 
實行ＴＮＲ也是一個控管源頭
很好的辦法。
 
更重要的是，台灣在生命教育
上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生命教育僅僅在於動物
園，卻沒有從小教導小朋友該
怎樣認識生命、尊重生命。這
個問題也會在每次的動物明星
熱潮出現之後更加突顯，例如
許多名貴的犬隻就會因為主人
厭煩了，或者跟電影、電視中
的樣子不一樣，就被棄養。例
如拉不拉多、黃金獵犬，和哈
士奇。（閱讀更多）
 

出版資訊

監督國會季刊第138期

員會的實質審查?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會長 葉茂盛
 
  最近立法院依舊有許多高爭議度
的議案正在討論中，如近來鬧得沸沸
揚揚的美牛案，然而，這些議案被送
到議場之前，都必須經過程序委員會
的討論後，才會被正式討論，從《程
序委員會組織規程》來看，程序委員
會應僅是確認提案是否符合要件、議
案討論順序或是否應併案等事項進行
討論，而不具有實質審查的角色，然
而近來卻多有國民黨挾人數優勢，決
議將議案「暫緩列案」等卡案狀況產
生，此一類似將法案無期延期的動
作，有說法說是有效利用時間，不因
爭議法案排擠其他法案討論時間，甚
至說是不讓議案在立院討論過後而無
下文。（閱讀更多）
 

志工參與 IVOD立委評鑑
心得

  公督盟小志工於7月14日參與公督
盟在松山社大舉辦的「第八屆第一會
期IVOD評鑑活動」，IVOD也就是立
院隨選視訊系統，讓民眾透過網路可
以看到立法委員質詢官員的影片，並
利用這個系統了解立委質詢的真實狀
況。（閱讀更多）
 

解決貪污，陽光法案有
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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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國會實錄
 

國會防腐計

國會防腐計
 

宜蘭人文公益影
音網

 

  最近前行政院祕書長林益世涉嫌
收賄的案子吵的沸沸揚揚，其實這件
案子是林益世在擔任立法委員時發生
的，而立法委員收賄的事情時有所
聞，顯示出立法委員在監督行政機關
的同時，也需要有其他機關檢驗，才
不會讓失去道德良知的「利委」有機
可乘。（閱讀更多）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募集
電腦物資，請踴躍捐贈

  隨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評鑑結
果展現了良好對於國會的不良風氣的
改善，民眾以及立委們對於公民監督
國會聯盟的信任增加，讓公民監督國
會聯盟更覺得要努力做好監督國會的
工作。然而，隨著評鑑相關行政業務
增加，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原有硬體設
備已不敷使用，讓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在運作時感到無法施展拳腳。您也許
沒有機會親自到國會現場擔任志工協
助評鑑，但是您捐助的物資將可以協
助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完成更多監督國
會的重要工作。
 
所需物資：
電腦主機、螢幕或筆記型電腦：作為
編輯影像及行政作業之用。
單槍投影機：協助組織到各處宣傳評
鑑結果之用。
（因為考量到後續維修之故，以上舊
機使用時間以不超過五年的機器為
主，還請見諒）（閱讀更多）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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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計畫

你想瞭解立法院運作的真實面貌嗎？
立法委員平常都在做些什麼？台灣的
立法院，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身為公民，該如何關心？想要行動，
成為立法院監督志工嗎？
只要準備好適當的場地、以及熱情關
切立法院運作的聽眾。
 
請詳填所附「邀請公督盟演講申請表
格」，傳真或e-mail 皆可，
我們即可前往分享國會監督經驗。
（閱讀更多）
 

立法院網站使用體驗調
查問卷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目前正在舉辦
「立法院網站總體檢」活動。立院網
站的便利性、網站設計、以及資訊公
開的程度，都與政府資訊的透明息息
相關。
  我們邀請您，使用您手邊的電
腦，前往立法院網站
（http://www.ly.gov.tw）稍做瀏覽與查
詢資料，並花5 ~ 10分鐘的時間填寫以
下的問卷，我們將於回收並統計資料
後，公布於公督盟官網
（http://www.ccw.org.tw/）及郵寄至您
信箱。該資料將成為後續我們要求立
法院改善網站的依據之一。公督盟感
謝您的配合與協助。

問卷位址：http://0rz.tw/a1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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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新聞

公督盟 促改革聽證調閱
程序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昨召開座談
會，呼籲立法院改革聽證調閱程序，
避免過去隱匿禽流感疫情、台電合約
不透明的情況再度發生。民進黨立委
林佳龍與台聯立委林世嘉也出席支
持，林佳龍呼籲各黨團，應該將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草案列為下會期的
優先法案。（閱讀更多）
 

行政權獨大 立委籲改革
聽證調閱程序

  「沒有資訊，就沒有民意。」立
委林佳龍今天在座談會上強力呼籲立
法院應改革聽證調閱程序。他說，現
行國會調查權及立院調閱制的制定並
無實質約束力，因此提供證物的單位
應將資料透明化，出席公聽會官員如
有說謊，也應有懲處機制。對此，立
委廖正井表示，因為目前立委素質不
一，他建議立委調閱權門檻可由立院
大會，改為各委員會通過即可。（閱
讀更多）
 

立委江啟臣一日三會
勘 關心河道周遭安全

  夏季豪雨頻繁，地區河道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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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當重要，為確保河道周遭居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立委江啟臣12日邀
集各相關單位人員，會勘山城區的大
甲溪與豐原區旱溪的水利、防汛工
程；江立委要求河川局應評估優先施
作遭大水嚴重沖刷區域的護岸，並立
即施作臨時性保護措施，以避免災害
擴大。（閱讀更多）

綠委要求速通過財劃法
修正 均衡南北發展

  針對北市近日連續刊登廣告宣
傳，標題寫著「抱歉，我們就是這樣
吸引人」，設計意象『踩』著高雄、
台南、台中與新北市等四都，強調台
北市社會福利全國最優，對北市府做
法，立法委員李昆澤昨(16)日表示「這
種宣傳手法跟霸凌完全沒有兩樣！」
簡直就是郝龍斌對其他四都民眾進行
言語的霸凌、炫富的霸凌，無視台灣
縣市貧富懸殊之結構性差異，憑恃政
府長期以來重北輕南的特權，以這種
低俗的財大氣粗的宣傳設計，誇炫自
我政績的手段，實在非常不可取，對
其他縣市民眾而言，真是情何以堪！
（閱讀更多）
 

財產來源不明罪 公聽會
意見激盪

  「今天在這裡開了修法的第一
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歐珀表
示，現行財產來源不明罪有多項不合
理之處，恐造成有心人士逃避法律制
裁，希望透過這次公聽會，開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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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各界意見，有利於未來修法的方
向。院檢、學者專家等法界人士均出
席討論，針對該法擴大認定範圍，院
檢代表擔憂會侵犯人權與違反法學原
則。（閱讀更多）
 

證所稅修法 曾巨威再提
建議

  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曾巨威今
天說，證券交易所得稅目前修法方向
「不是這麼理想」，希望改為先單
軌、再雙軌；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
長徐耀昌說，證所稅先求有再求好。
（閱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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